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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引導碼的語用研究及教學應用 

中文摘要 

     

關鍵詞：引導碼、言談標記、推論、隱涵、系統功能理論、語言行為理論、

關聯理論、基模理論、全語言教學觀 

 

 

     本論文的研究重點，乃就語用學的層面，從漢語複句和篇章切入，探

討現代漢語引導碼的功能和隱涵。引導碼的使用是言談標記 (或連接性詞語)

功能之外的引導編碼認知過程。在溝通過程中，說話者和聽話者在語境中

經由解碼、假設和推理，讓溝通雙方獲得會話隱涵。就對外華語/漢語學習

者而言，對引導碼的使用常有困難，本研究因此進一步分析了華語教材中

對引導碼的使用描述，並提出結構-功能-語境的教學模式。 

   

     本研究依據系統功能語法、關聯理論、言語行為理論、認知基模理論，

與全語言教學概念，分析了引導碼「可」vs.「倒」，「畢竟」vs.「到底」等

英、漢語之間的語用差異，及其在教材中的說明與描述。 

 

     論文亦從對外華語/漢語教學的實務出發，於第四章闡釋及例舉出基於

句子的形式結構、結構的功能作用、功能的特殊語境之教學語法理念，使

用引導碼「難道」的策略，期能在教學及教材編撰上，針對使用引導碼的

困難和問題，提出一些發現和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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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gmatic Study of Procedural Encoders in 

Modern Chinese and It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bstract 

Key words:  procedural encoder, discourse marker, inference,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speech act theory, relevance theory, schema  

theory, whole language approach 

 

The present dissertation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functions of Modern Chinese 

procedural encoders in complex sentences and discourses from a pragmatic 

perspective.  Procedural encoders involve the cognitive encoding processes that 

are beyond their normal function of discourse markers or connectives .  During  

communication,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reach mutually understood 

implicature through a collaborative process that involves encoding, hypothesi- 

zing , and inferencing.  As a result, modern Chinese procedural encoders, 

which carry extra pragmatic functions, differ greatly from other adverbs, and 

have posed great learning difficulty for L2 Chinese learners.  The present 

volume further analyzes the usage of procedural encoders described in some 

teaching materials of L2 Chinese, and proposes a structure-function-context 

mode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   

 

The present work adopts such theories as 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Halliday, 1985）、Relevance Theory (Sperber and Wilson 1986）、Speech Act 

Theory （Austin 1932）、Schema Theory （Anderson 1984）, and Whole 

Language Approach （Goodman 1986）.  Utilizing the theories, the present 

study has analyzed some near-synonymous procedural encoders, such as ke vs. 

dao, bijing vs. daudi, and unveiled their pragmatic differences.  

 

Based on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ractical purpos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one of the procedural encoders nandao consisted 

of structure of sentences and discourses, the function of the structure, and the 

contexts of the structure used in Modern Chinese in Chapter 4.  At the end, the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ield of L2 ar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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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語言能力是指溝通和情感交流時說話者溝通的意圖（communicative 

intentions）和聽話者決定此意圖時理解和推斷的能力。語言規則可讓聽話者

找到特別語境 （context）時提供一個範圍，而聽話者如何在這個範圍中找

到說話者所指的重點或義涵，需靠其他要素完成。如何在人際語言溝通中

給予語言符號一個特定的內涵，語境和引導編碼 （procedural encoding ） 

（Blakemore 1987, 2002） 是其中要素。Blakemore （1987） 提出，由於

語法形式呈現的語義表徵（representations）有時無法決定一個完整的命題 

（complete proposition），即句子的基本意義，連帶的以命題義為基礎建構

的語境假設 （contextual assumptions）也出現了多樣選擇，聽話者必須從諸

多可能的語境效果 （contextual effects）中進行篩選1。而語用理論可以解釋

如何將語義表徵結合聽話者的已知背景知識轉換成一完整命題。聽話者根

據語境假設處理新信息，以尋找話語的關聯性（Superber and Wilson 1986, 

1995）。說話者在話語生成時為提高聽話者找到最大關聯 （most relevant）

和最佳關聯 （optimal relevance）的可能性，會使用引導碼 （procedural 

encoder） （Blakemore 2002:74）。Blakemore（1987）將引導碼描述為推論

過程中應用於概念碼 （conceptual encoder）的指示，功用在於縮小推論可

能搜尋的範圍，幫助聽話者找到最最大和最佳關聯的解讀。此與 Sperber and 

Wilson （2000）對信息（指認知心理學中，透過各種感官和認知單元（modules）

所接收的刺激（stimulus），並非語言學所謂的「信息結構」）的解讀有相近

之處。此二種語言成份（引導碼和概念碼）在溝通中經過解碼（decoding）

後，其編碼（encoding）內容進入推論過程。推論（inference）則包括了完

                                                 
1 Blakemore(1987:141): “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contextual assumptions that the hearer could supply, and 
hence a wide range of contextual effects she could obtain: the hearer is simply expected to recover an 
interpretation that falls somewhere within this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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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命題義的建構和推論方式的選擇，說明了語言成份包含了概念信息和引

導推論信息。提出了人類溝通不僅靠概念的累積，也包含了影響推論運作

的語言成份─引導信息 （procedural information）。此縮小語境範圍引導聽話

者處理話語中命題（概念信息）而能較快取得正確信息之編碼引導信息的

語言形式即為引導碼。例：「可」 “but”，「倒」、「卻」“however”，「畢竟」、

「究竟」、「到底」、「終究」“after all” ，「居然、「竟然」“to one’s surprise”，

「其實」 “actually/in fact”，「難道」“Is it possible?... ”，「簡直」“simply”，「反

正」“regardless, anyway”等。本研究欲探討引導碼在概念及程序意義與編碼

等語言形式之間的對應關係，並針對近義引導碼在延續前人研究基礎外，

進一步分析「可」、「倒」、「卻」，「畢竟」、「到底」、「究竟」，「居然」、「竟

然」等評價表現的語用差異及其在華語（漢語）言語行為上的觀察和發現。

而由於現今對外華語（漢語）教學、在國際學生習得及教材與辭典編撰中，

引導碼常被忽略和忽視，教學、教材和辭典中除了語法、語義解釋外，多

未將引導碼概念、引導碼語用功能、基模理論、認知行為理論等思維融入

情境。學習者在缺少適當引導及並不知道什麼情境使用時，備感困擾，難

推論及理解隱涵義。 

 

例 1： 

 a. 他昨天不舒服，但還來上課了。 (對比轉折) 

b. 他昨天不舒服，倒還來上課了。 (與說話者預期相反的意外滿意語氣) 

c. 他平時常缺課，昨天不舒服，倒還來上課了。 (對比中具意外滿意義) 

例 2：難道你想一輩子不結婚嗎？ (反問句) 

a. 字面義： 你不想一輩子不結婚。 (語用功能：表示否定) 

b. 隱涵義： 你不該跟他分手。 

 

  即使中高級程度，亦鮮少使用或掌握華語（漢語）為母語者之「華語（漢

語）語用語感（linguistic intuition）」（鍾榮富 2006:2）。除此之外，跨語言

間的語用及言語表達的對應，引導碼篇章語用的語境設計有助於語言使用

適切性 （pragmatic appropriateness）的效果。本論文篩選了現今普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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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材為評析上述引導碼語用功能、教學方法和策略的依據，包括《今日

台灣：中級漢語課程》、《遠東生活華語 III》、《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4 與 5》、

《新實用漢語課本 4 與 5》、《中文聽說讀寫 2》及《當代中文課程》試用本。 

 

第二節、研究方法 

一、研究問題 

本研究基於系統功能語法 （Halliday 1985,1994,2004）「概念」

（ideational）、「篇章」（textual）和「人際」（interpersonal） 的功能，分別

對應於語言中的語義（概念）、語用（人際）和信息結構 （篇章）等三個

層面；Superber 和 Wilson （1986, 1995） 從認知心理學角度提出的關聯理

論，及關聯理論學者 Blackmore （1987）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 

一書中提出與概念性意義 （conceptual meaning） 相對的程序性意義

（procedural meaning）後的語用學影響，探索如何產生和理解話語在特定

語境的溝通意義；及如何恰當選用語言策略實現溝通目的，從關聯理論及

認知層面 （cognitively justified account） 探討引導碼 （Blakemore, 2002）

理解話語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其對篇章語用的影響，進而分析句狀

語引導碼的引導現象和功能。研究問題包括： 

 

1. 引導編碼如何導引認知，讓溝通有效？ 

2. 句狀語引導碼為何是研究範疇？ 

3. 引導碼「可」、「倒」、「卻」，「到底」、「畢竟」、「究竟」，「居然」、

「竟然」，「其實」，「難道」，「反正」等的會話隱涵有哪些？在教

學輸入上如何導入？在習得輸出上如何評量？  

4. 如何將研究發現運用在對外華語（漢語）教學及教材編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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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將文獻探討放在「緒論」和「研究問題」之後，將對研究內涵

的認知、對資料的了解，相當程度依據已存文獻的理論基礎與方向、專業

經驗與個人心得，從具有理論意義的概念為出發點進行探索，幫助體察引

導碼語用現象和功能，與話語溝通的深層義涵，區分使用差異，及覺察差

異間潛在或結構性的關聯。同時也運用理論進行演繹式的思考或假設性推

論 （abductive inference），即，考慮可能的對語料的理論解釋，形成假設後

再透過語料來檢驗，從而找到可能的解釋，尋求問題解決和方法探討的精

神，將研究結果運用在教學實踐中。 

 

1.語料蒐集 

  本研究語料蒐集自中央研究院現代平衡語料庫 （Academ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簡稱 Sinica Corpus）4.0 版。此語料庫

為一包含一千多萬目詞的帶標記平衡語料庫。其中每個文句都依詞斷開，

並標示詞類標記。語料的蒐集平衡分配在不同的主題和語式上，是現代漢

語無窮多的語句中一個代表性的樣本。所蒐集的文章為 1981 年到 2007 

年之間的文章。(Google) 語料庫共有 19,247 篇文章；1,396,133 句數；

11,245,932 個詞數 （word token）；239,598 個詞形 （word type）。搜尋

主題著重在社會、生活、文學、藝術、文學、科學等層面 （表一-1）。為分

析教材，亦查詢了教科書部分引導碼的語料與其使用頻率統計 （表一-2）。

搜尋範圍亦顧及書面語和口語二部分。除此之外，語料並參考了以華語（漢

語）為第二語言（外語）學習者的偏誤資料，及自行採集等部份。語料庫

的查詢結果和頻率統計如下： 

 

表一-1 語料蒐集：詞條、詞次及頻率 

1. 「可」                  查詢結果 

藝術 哲學 文學 社會 生活 科學 

354 532 901 9770 2293 1811 

共有 15661 筆資料 

 

2. 「倒」 

文學 生活 社會 科學 哲學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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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57 402 14 16 9 

共有 632 筆資料 

                                

3.「卻」 

文學 生活 社會 科學 哲學 藝術 

2383 1333 7808 495 748 344 

共有 13111 筆資料 

4.「居然」 

文學 生活 社會 科學 哲學 藝術 

70 50 284 11 22 4 

共有 441 筆資料 

5.「竟然」 

文學 生活 社會 科學 哲學 藝術 

226 111 423 19 46 24 

共有 849 筆資料 

6.「究竟」 

 

文學 生活 社會 科學 哲學 藝術 

162 71 554 41 81 17 

共有 926 筆資料 

7.「到底」 

 

文學 生活 社會 科學 哲學 藝術 

186 91 795 53 102 21 

共有 1248 筆資料 

8.「畢竟」 

文學 生活 社會 科學 哲學 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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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69 387 19 55 26 

共有 702 筆資料 

9.「其實」 

文學 生活 社會 科學 哲學 藝術 

550 475 2518 230 321 93 

共有 4187 筆資料 

10.「難道」 

文學 生活 社會 科學 哲學 藝術 

148 37 354 11 58 3 

共有 611 筆資料 

11. 「反正」 

文學 生活 社會 科學 哲學 藝術 

87 20 291 4 16 6 

共有 424 筆資料 

12.  「簡直」 

文學 生活 社會 科學 哲學 藝術 

100 50 263 5 19 5 

共有 442 筆資料 

統計： 

        詞條         詞次                 頻率 

可 15661 0.13926% 

倒 632 0.00562% 

卻 13111 0.11658% 

居然 441 0.00392% 

竟然 849 0.00755% 

究竟 926 0.0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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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 1248 0.01110% 

畢竟 702 0.00624% 

其實 4187 0.03723% 

難道 611 0.00543% 

反正 424 0.00377% 

簡直 442 0.00393% 

 

  平衡語料庫主題分類的標準以及各類分配比例為：社會，38%；生活，28%；

文學，13%；哲學，8%；科學，8%；和藝術 5%。其中「社會」類別相對

高於其他類。其次類所涵蓋的包括：經濟、財政、商管、行銷、政治學、

政黨、政治現象、國家政策、國際關係、內政、軍事、司法、教育、交通

運輸、文化、歷史、民族、語文、傳播、公益、福利、人事、統計調查、

犯罪、災禍、社會現象等。下表為主要類別分配比例前二項的統計。 

 

表一-2 語料蒐集：詞條、詞次及頻率 

1. 「可」：副詞 

社會 科學 

107 1 

共有 108 筆資料 

2. 「倒」：副詞 

社會 

23 

共有 23 筆資料 

3. 「卻」：副詞 

社會 科學 

228 1 

共有 229 筆資料                  

4. 「居然」：副詞 

社會 科學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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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12 筆資料 

5. 「竟然」：副詞 

社會 

19 

共有 19 筆資料 

6. 「究竟」：副詞 

社會 

18 

共有 18 筆資料                                  

7. 「到底」 

社會 

38 

共有 38 筆資料 

8. 「畢竟」 

社會 

5 

共有 5 筆資料 

9. 「其實」 

社會 

38 

共有 38 筆資料 

10. 「難道」 

社會 

18 

共有 18 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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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反正」 

社會 

14 

共有 14 筆資料 

12. 「簡直」 

社會 

19 

共有 19 筆資料 

統計： 

詞條          詞次         頻率 

可 108 0.000960% 

倒 23 0.000205% 

卻 229 0.002036% 

居然 12 0.000107% 

竟然 19 0.000169% 

究竟 18 0.000160% 

到底 38 0.000338% 

畢竟 5 0.000044% 

其實 38 0.000338% 

難道 18 0.000160% 

反正 14 0.000124% 

簡直 19 0.000169% 

                                   

  五分類的社會，生活，文學，哲學，科學和藝術中的比例，「可」的出現

頻率最高，依次為「卻」、「其實」、「到底」、「究竟」、「竟然、「畢竟、「倒」、

「難道」、「居然」、「簡直」、「反正」。而「社會」項目中，出現頻率「卻」

的使用頻率最高，依次為「可」、「其實」、「到底」、「竟然」、「究竟」、「簡

直」、「倒」、「難道」、「居然」、「反正」。「畢竟」相對最低。使用頻率的順

序二者並沒有太大區別。而此語料使用頻率及其語用隱涵功能與溝通情境

(communication situations)可提供上述引導碼累進教學上難易度分級、學習

方式和順序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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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材語用探討 

本研究的目的，為將研究發現應用於對外華語（漢語）教學及教材編

撰中。論文分析了五本海內外常用教材的語用層面和引導碼的言語行為情

境使用，及導入在特定語境中語言得體使用與正面溝通效果上的教材說明

和練習，例如：在不同情境、對象、場所和文化中如何理解前述引導碼的

義涵和其功能，如何委婉拒絕、詢問、否定、抱怨、批評、建議，了解正

反讚美之評價等。這些教材語用層次的探討將更能幫助學習者培養語感。

教材包括：《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4、5》，《遠東生活華語 III》，《新實用漢

語課本 5》，《中文聽說讀寫 2》，及《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   

三、研究架構 

論文共分五章。本章為第一章，介紹研究方法，包括研究問題、研究

工具、語料蒐集與研究架構。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引導理論，包括「引導編

碼與相關理論」及「語用理論與概念」， 提出有關系統功能語法理論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認知基模

理論（Schema Theory）、引導碼 、概念碼與言談標記的關聯。第三章介紹

了引導碼分類及其語用分析，包括「倒」、「卻」、「可」，「畢竟」、「究竟」、

「到底」，「居然」、「竟然」，「其實」，「難道」，「簡直」，「反正」等句狀語

引導碼。第四章的「語用教學探析」，提出語言教學觀，第二語言習得理論，

第二語言教學原則，教學設計與教材編寫，語用偏誤和語法偏誤，及語用

教學的依據和語用評估。之後並提出以認知基模理論和言語行為理論為架

構的全語言（Whole Language Approach）（Goodman, 1986）教學觀，與多種

技能、媒體的輸入假設（rich input）（Krashen 1982），及綜合技能的有效輸

出 （pushed output）（ Swain 1985）理念。本研究亦篩選了海內外目前使用

的五套常用教材，分析了引導碼透過複句和篇章在語用面向上的描述和使

用，及其與教學結合的策略。在研究者實際與對外華語（漢語）學習者的

互動下，評析教材與提供建議，達成理論與教學結合的教、研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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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引導理論 

第一節、引導編碼 （procedural encoding）與相關理論  

引導編碼主要在刺激和暗示聽話者建構一假設，該假設可導引出相對

應的認知影響（cognitive effects） （Blakemore 2002:86-87）2。Blakemore 

（1987，2002）引導碼討論的語言成分中，如“but”，“however”， “on 

the contrary”等的特徵是不對命題的真值條件（truth-condition）意義添加，

僅影響聽話者的認知環境 （Blakemore 1987:127）。而是否為引導編碼，須

了解聽話者認知環境中所形成的影響，此與言談效果和聽話者對表徵世界

理解的假設取消（the elimination of an assumption）有關（Blakemore 

1987:127）。話語意義的理解亦與聽話者既存推理對假設的放棄（或取消）

相關聯3。例如： John is a Republican but he’s honest. （Blakemore 1987:125, 

126） （約翰是共和黨員，可他誠實）。此例句的語境假設為 “The Republicans 

are not honest.”，是透過了 “but” 否定的隱涵信息協助聽話者推論說話者反

預期立場、態度或感情，建構語境假設，即 “but” 是聽話者選取推論方式

的標記。當聽話者依據輸入的信息、已知語境因素和解碼推論等推導出例

句中的命題 “John is a Republican and he is not honest.” 時，其認知環境亦受

到 “but” 的認知，刺激話語溝通，將此新信息與認知中原有的舊信息（假

設）對比，否定其他假設，聽話者由“but”在話語中的引導功能得出 “The 

Republicans are not honest.” 的語境假設。“but”提供了一個認知新信息（假

設），協助聽話者「刪除認知情境中的既有假設」的推論方向，在關聯原則

下找到最大和最佳的語境假設，獲得適當解讀，推論出說話者的隱涵 

（implicatue ） （Blakemore 1987）。引導碼 “but” 引導及制約 （constrain）

                                                 
2 …the speaker’s intention…is simply that a hearer construct an assump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cognitive effects…. 
3 The effect of an utterance may be to provide better evidence for assumptions the hearer already holds. 
Indeed, a hearer’s representation of the world may be said to have been improved by the elimination of an 
assumption. …We considered expressions whose meanings interacted with inference in its role as a means 
of assessing the extent to which a new item of information provides 

 



12 
 

了話語表達的真值條件命題 （Blakemore 1987:126）。 

本論文針對此，參考了下列文獻：（1）Halliday（1994）系統功能語法

理論概念功能所指出語言對人們在現實世界和內心世界各種經歷傳遞新資

訊的功能。而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中事物、情態對世界認識的經驗功能

（experiential metafunction），和表示句子意義之間關聯情況的邏輯功能 

（logical metafunction），確立了語境因素和語態成份的必然關係。（2）關聯

理論（Relevance Theory）（Sperber and Wilson 1986）編碼、解碼的語碼（即

訊息和訊息的配對系統）模式（coded model）和推理（inference）過程，即

說話者提供欲表述的意圖證據（即前提），聽話者根據證據結合共有語境和

知識（mutual knowledge）的理解認知過程，確立關聯性及尋找最大和最佳

關聯。（Superber & Wilson 1986）；（3）關聯理論應用了基模理論 （Anderson 

and Pearson, 1984） 在話語的推理和解讀中從已知到未知的認知學習理念。

（4） Blakemore （1987）討論的英語言談標記 （discourse connectives/ 

markers）的編碼，如何引導聽話者找出說話者欲傳達命題間的關係，亦即

引導聽話者建構最大、最佳語境效果的話語解讀。除此之外，本研究中亦

包括（5） Grice （1975）合作原則與會話隱涵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即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或語用含意。說話者真實話義，與語言文化上的約

定俗成（conventional meaning）有關，不能被否定。亦即透過說話者意圖來

定義說話者用意，及（6）引導碼在複句和篇章中連接，取消、限制、轉折、

話題轉換、反預期、比較、對比、描述、遞進，及何時反預期顧及文化上

的禮貌或間接不失面子等的語用功能。關係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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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 系統功能語法理論、關聯理論、基模理論，言談標記與引導碼認知

語境關係圖 （改編自蔡沂庭 2014:51） 

 

                               

 

 

列舉 2 例進一步說明上述關聯如下： 

例 1： 

1) A：你覺得冷嗎？ 

2) B：不冷。 

3) A：我倒覺得很冷。 

4) B：那就關掉吧。 

第 2 句 B 的句義是「不冷」，和第一句 A 的「你覺得冷嗎」相關。第 4 句 B

經由第 3 句 A 的「我倒覺得很冷」建構出一語境假設：「冷氣開得強，所以

A 覺得冷」，為判斷此假設成立，B 進一步推論，假設第 1 句 A 的疑問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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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請求」行為，但因第 2 句 B 的「不冷」而拒絕了此請求。經過了第 3

句認知環境的變化和推論，第 4 句 B 判斷出第 3 句 A「我倒覺得很冷」具

備語境效果，因此做出回應，同時調整了冷氣溫度。而第 3 句說話者 A：「我

倒覺得很冷」中引導碼「倒」委婉傳達了與命題內容「不冷」，與 A 預期相

反的「很冷」，產生了隱含前提「可能冷」的關聯性，影響了聽話者 B 的認

知環境。說話者 A 讓聽話者 B 注意到 A 的溝通意圖，找到最大和最佳關聯，

推論出話義（會話隱涵）「很冷」，做出調整冷氣溫度的行為。 

 

例 2：（Blakemore 2002） 

   A: What do you think of Middlemarch? 

   B: I just love long books. 

 

  要理解 B 的話義，需先了解 B 話語中的隱涵前提 （implicated premise）

（books）才能推導出 B 欲表達的隱涵及話語的隱涵結論 （implicated 

conclusion）（喜歡這本書 Middlemarch）。要認知話語的隱涵前提，除了依

循關聯理論、語境之外，聽話者的背景知識（認知基模）和百科知識也是

因素。聽話者已知“Middlemarch”是一本書，才能推導出 B 的隱涵結論:  

“ I love Middlem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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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統功能語法理論（Systemic-Functional Grammar）

與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 

Halliday（1985）提出系統功能語法理論，認為溝通能夠成功是因為大

多數情況下人們知道溝通的對方要說什麼，人們總是預測對方接下來要說

什麼。Halliday 對人們為什麼能預測對方接下來要說的答案，是根據情景語

境，即語篇發生的環境4，而語境就是語篇實際發生的情景。系統功能語法

理論的純理功能（metafunction）中，概念 （ideational）功能傳遞了新資訊；

邏輯 （logical）功能表示了句子意義之間的關聯情況；人際 （interpersonal）

功能為說話者運用語言進行溝通與表達態度，進行判斷及透過語氣（mood）

和情態 （modality），即說話者對句子傳達的命題或命題描述情況抱持的觀

點或態度與人互動 （Lyons  1977:452,787）5；語篇 （textual）功能則是

使概念功能和人際功能可通過語言達成，著重在語用層面。Halliday 建立了

語境情境要素之間的對應關係，確立了語境因素與語言成分之間的必然關

係。 

 

關聯理論在語境與關聯的互動中提出語境選擇受心理因素制約。說話

者的語境選擇受二方面的影響：（1）最大限度減少聽話者理解話語時所付

出的努力；（2）最大程度增加話語的語境效果 （Sperber and Wilson 1995） 。

話語帶來新的認知信息和已存在的語境假設互動後即產生語境效果，即認

知效果（Blakemore 2002:79）。語境選擇上，聽話者會根據語境假設處理新

資訊，以尋找話語的關聯性（Sperber and Wilson 1986, 1995）。Sperber and 

Wilson （1995）根據 Sperber and Wilson （1986:108-117）的下述三種語境，

提出第四種語境效果，即：1）語境隱含（contextual implication），2）現實

語境假設的加強（strengthening of existing assumptions），3）現實語境假設

的相互矛盾與否定（contradiction and elimination of existing assumptions），

及 4）現實語境假設的削弱（weakening of existing assumptions）。此四種語

                                                 
4 …in an article written in 1923, he ﹝Malinowski﹞ coined the term CONTEXT OF SITUATION. By context 

of situation, he meant the environment of the text. 
5 opinion or attitude towards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sentence expresses o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proposition describes 

 



16 
 

境假設有助於話語的關聯性。因此，說話者在話語生成時為提高聽話者找

到最大關聯和最佳關聯（Wilson 1995:59）可能性所使用的篇章標記

（discourse connectives/markers），亦或是引導碼（procedural encoder），會對

聽話者的理解形成某種制約（constraint）（Blakemore 1987:127），及保證聽

話者在盡可能小的努力後尋找話語與認知之間的關聯6。這種可協助聽話者

理解說話者所要表達的內容，或限制聽話者話語理解時對語境選擇的程序

或過程編碼，即引導碼，是本研究的重點。 

 

二、關聯理論與認知推理 

Sperber & Wilson（1995）指出：「溝通模式至少有二種：包括編碼、解

碼模式（coding-decoding mode）及推理/推導模式（inferential mode）7。語

言溝通是一個複雜的溝通形式，編碼和解碼都會涉及，但是話語意義並不

足以解碼成說話者（addresser/speaker）的意思 ，僅能幫助聽話者（addressee，

非 hearer/誤指第三者的「聽話者」）推論出說話者的意思，而解碼的結果視

為聽話者正確解讀成說話者意圖的證據。 

 

Sperber and Wilson （1986, 1995）從認知角度提出了「關聯理論」。認

為人類溝通是聽話者根據話語之間關聯的訊息，包括一個或連串推論的語

義表徵或表明示的顯義（explicature），或蘊含（entailment），和提供聽話者

最具語義關聯的隱含闡釋 （the most releva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utterance）

或隱涵（implicature），中和話語意圖間差距的語用層面，由隱涵或假設推

論限制 （Blakemore 1992:64）理解說話者的意圖，溝通即基於假設，包括

人們的想法、希望和意圖的變換表徵 （metarepresentations） （Blakemore 

1992:71）成為推論，是一種「明示-推理」的過程 （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  

                                                 
6 …the use of an expression which encodes a procedure for identifying the intended cognitive effects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speaker’s aim of achieving relevance for a minimum cost in processing. 
7 We maintain that there are at least two different modes of communication: the coding-decoding mode 
and the inferential mode.  Verbal communication is a complex form of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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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指說話者透過語言或手勢、姿態、眼神、表情等副語言/輔助

語言（paralanguae）編碼，即說話者將傳送的訊息轉換成訊號送出，明確表

達意圖，並改變聽話者的語境。「推理」則是聽話者進行解碼，即聽話者將

接收的訊號重新識別成訊息，結合本身認知語境的舊訊息對所得到的新訊

息進行推理，最終達到對話語訊息的正確理解。推理的過程中，推導說話

者的真正意圖需語境介入，先推導出隱含前提，再推導出隱含結論。 

此「明示-推理」過程中處理訊息的關聯性有語境與語義關係外，也是

一個推導（inferential）過程。在 Grice （1975）會話隱涵（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論，（如： 「冷氣很強唉。」）中的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

提及關於溝通雙方共同遵守以確保會話順利進行的四條準則：量準則

(Quantity Maxim)，詳盡程度信息量須達到聽話者想知道的，違反這個信息

量，就有動機，那個動機的語義就是言外的語義（implication），即語用，

例：我八十，但我很健康；質準則(Quality Maxim)，真實性；關聯準則(Relation 

Maxim)，切題與否，有針對性；方式準則(Manner Maxim)，簡潔（perspicuous）、

明確、避免歧異(ambiguity)、有條不紊(orderly)等8 。在此基礎上，Sperber & 

Wilson 並提出「關聯原則」（Relevance-based Principle）。認為人類根據與某

事物有關之訊息來認知該事物，話語（utterance）理解即認知過程，每一個

明示的溝通行為都具有最大（most relevant）（Sperber and Wilson 1986）和

最佳關聯（optimal relevance）（Sperber and Wilson 1995），即說話者想要吸

引聽話者注意的表面（ostensive）溝通意圖（intention） （Sperber and Wilson 

1995），因此話語的理解過程就是確立關聯性及尋找最佳關聯的推理過程。  

     最大關聯性（most relevant）指話語理解時付出儘可能少費力，而獲得

                                                 
8 Linguistic coding and decoding is involved, but the linguistic meaning of an uttered sentence falls short of 
encoding what the speaker means: it simply helps the audience infer what s/he means.  The output of 
decoding is correctly treated by the audience as a piece of evidence about the communicator’s intentions.  
Maxims of Quantity: 1) Make your contribution as informative as required. 2) Do not make your 
contribution more informative than is required.  Maxims of Quality:  1) Do not say what you believe to be 
false. 2) Do not say that for which you lack adequate evidence.  Maxim of Relation:  Be relevant.  
Maxims of Manner: 1) Avoid obscurity of expression. 2) Avoid ambiguity. 3) Be brief. 4) Be orderly. 

 



18 
 

的最大語境效果9；最佳關聯性（optimal relevance）是語言在理解時付出有

效的努力後獲得的足夠語境效果10。人類認知往往與最大關聯相吻合，溝通

則期待產生一最佳關聯性最佳關聯性。Sperber and Wilson（1995）提出最佳

關聯性為研究話語理解時，聽話者會產生什麼期待與所付出的努力和語境

效果。根據關聯理論的溝通原則，一個話語的關聯性可以比期待的關聯大，

為了取得完整的語境效果，在尋找關聯的過程中，需進一步尋求最佳關聯

性，即說話者能力和意願範圍內的最大關聯性。 

 

在 Grice（1975）合作原則的基礎上，關聯原則將合作原則的四個準

則壓縮為一條原則，即「關聯原則」。Sperber and Wilson（1986, 1995）認為

人類總是根據與某事物有關之訊息來認知該事物，話語理解就是一個認知

過程。每一個明示的溝通行為都具有最佳關聯性。因此話語的理解過程就

是確立關聯性，尋找最佳關聯的推理過程。之後為了使關聯理論與認知的

關係更為明確，Sperber and Wilson 增加了「關聯認知原則」（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為第一原則，認為人們的認知傾向於和最大關聯相

吻合，即，前述的最大語境效果；原來的關聯原則改為「關聯溝通原則」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為第二原則，認為所有溝通行為都

應該設想為其本身具有最佳關聯，即，足夠語境效果，這兩個原則突顯了

語境的重要性。 

 

     關聯原則強調語境的動態性，認為溝通過程中的語境並非雙方事先知

道，也不是固定不變，因此稱為「語境假設」，推斷出語境所隱含的意義，

達到溝通的目的。而當溝通情況不確定的時候，聽話者會運用各種已知和

百科知識推理。因此話語越直接、明確，聽話者越不易產生誤解。此外說

話者可以用不同的聯接和引導方式，以減少被誤解的可能性，並減少聽話

者理解話語時所付出的心力，引導碼即其中的一種。  

                                                 
9 the great possible effects for the smallest possible effort 
10 adequate effects for no unjustifiable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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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模理論 （Schema Theory）與關聯理論 

人類形成認知的過程一開始為透過聽覺、視覺、嗅覺、觸覺、味覺和

語言等接收外在刺激（stimulus）信號，之後輸入中心系統（central system），

形成心理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s），亦即對世界的認識、想法，或假設，

建構出對世界的認知架構，亦稱為基模（schema）。 

基模如何建立？基模理論（Anderson and Pearson, 1984）提到：從已知

到未知。人類不斷學習新的事物，人腦中因此逐漸累積了對某事物的概念，

即基模（schema）。 

人腦在處理所收到的刺激時，從兩方向操作：一是由上而下 top-down，

一是由下而上 bottom-up。兩者同時進行，才能順利處理所收到的資訊。由

上而下的是從對某類事物的概念（general idea）開始，進而了解細部內容

（individual items）。由下而上的是從細節（individual items）到整體全盤的

了解。人類遇到新事物，會先用其對同類事物的已有（previous/existing）知

識或背景知識（background knowledge），亦即基模去類比，也就是用已知的

去了解和學習未知的。11在學習新事物的時候，會先開啟我們的基模，加上

新事物的細部內容，以學會新東西。 

將這個理論應用在語言教學上，就是了解、活化學習者已有的（背景）

知識。而如何處理新信息？（此「信息」指認知上的「刺激」，非指語言學

中「信息結構」的「信息」。）關聯理論概念與此認知理論相關：話語溝通

為將新信息與認知中原有的舊信息、或假設對比，用以儲存的心理假設基

模處理新信息，並強化（strengthen）、修正或取代原有的認知架構 （Sperber 

& Wilson 1986:27-29）。關聯理論將此基模理論概念用於話語解讀分析上，

就成了話語理解中的解碼和推理；而認知過程中舊有基模，就成了關聯理

                                                 
11 When schema is activated it involves the relationship of how the different knowledge parts stored 
connect to make meaning of text.  When the schema is activated these parts are filled with some prior 
knowledge. This prior knowledge is made up of their own personal knowledge of the world.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e schema theory as it relates to comprehension is "see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arts to the w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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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的語境假設、推理和語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等概念。  

 

四、關聯理論與引導編碼 

關聯理論認為話語是一種認知刺激，由認知單元接收此信號後輸入中

心系統進行解碼，形成概念表徵（conceptual or propositional representations），

再加以運算（computation）。為了使過程充份運作，編碼有二類信息，除概

念表徵外，另一類是指引（indicate）該概念應如何具備運算的信息。此二

信息即 Blakemore （2002）所指的概念信息和引導/程序信息（conceptual and 

procedural information）。引導/程序信息主要指引聽話者如何處理話語中的

命題內容，即，概念信息，指話語的真值命題內容，是語言形式編碼的主

要部分，為人們對人、事、物的概念在語言中的認知反應。 

人類溝通不僅依據概念的累積，也包含影響推論運作的語言成分--引導

信息。12概念信息在溝通中，因語言語法特性的限制或語境的不明確，有時

並不充分，以致無法用快速且直接的方式取得欲表達的信息，因此出現了

其他由語義解碼到語用過程的認知引導或輔助。當一個語言形式具有引導

聽話者建立或重建出說話者態度或命題之間關係的功能時，就可以說它帶

有引導義。 “but, after all, on the contrary” 等具備引導功能，指引聽話者如

何處理該話語，這種縮小語境範圍，且能較快取得正確信息之編碼引導信

息的語言形式稱為「引導碼」或「程序編碼」（procedural encoding），論文

後續將使用「引導碼」，其功能可讓溝通雙方進一步消除一些無法直接取得

概念成分的困難 （Sperber and Wilson , 1993）。  

概念意義和程序意義相當於 Blakemore （1992）區分的表達意義

（representational meaning）與程序意義（procedural meaning）。表達意義對

話語表達的明示信息和暗含意義有一定的作用，並經由增加話語的的關聯

                                                 
12 …there are two distinct processes involved in utterance interpretation decoding and inference, the first 

being an input to the second, and, second, that the inferential phase of utterance comprehension involv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nceptual (or propositional) representations which enter into inferential compu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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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提高明示溝通行為的關聯性；此程序之引導意義對理解明示信息和推

理暗含意義在程序上進行制約或指引，使聽話者付出較小的努力以獲得更

大的語境效果。為使溝通具有最佳關聯，即在明示溝通中語言或非語言成

分有助於溝通效果（即理解整個話語），或者有助於減少理解話語過程所付

出的努力（即使話語意理解），說話者須使聽話者獲得足夠關聯。為使聽話

者在尋找關聯、理解話語的過程中提供指引，Blakemore（ 1987）提出理解

程序意義的語義限制（semantic constraints on relevance），即經由分析某些

情態指示語（indicators）、言談語氣詞（discourse particles），或言談/篇章標

記（discourse connectives/markers）揭示的言外 （illocutionary ）/語境意義，

對聽話者在尋找關聯、話語理解時的假設加以限制，以方便理解。此提供

聽話者理解的程序指引可以增加明示溝通的關聯性，並因而減少為理解付

出的努力。 

 

Blakemore （1987:144）在剖析連詞 “but” 的文獻中提出「引導編碼」

（procedural encoding）概念，為與「概念編碼」（conceptual encoding）相對

應的語言成分。相異於之前學者對 “but” 以真值條件（truth-conditional）為

主的研究角度，Blakemore 從關聯理論和認知層面的分析認為，並不等同於

於言談連詞 （discourse connective）的「引導碼」語用功能。 

 

五、引導碼與言談標記（discourse connectives/markers） 

承襲關聯理論明示推理模式中的推理過程，先推導出隱含前提

（implicated premise），再推導出隱含結論（implicated conclusion）中隱義

（implicature）的使用外，還有顯義（explicature），即由語言解碼語義表徵

推論過程引出的假設，是話語表層語言形式；在語境中經由解碼和推理                          

過程得到的意義，是話語的命題內容 （proposition expressed）及說話者對

命題內容的態度（speaker’s attitude）和言語行為（Wilson and Sperber 

1986:5,6）。在顯義和隱義推理過程都有引導聽話者的語言機制。隱義是根

據顯義，靠認知推理和語用推理，以隱含方式傳遞的假設 （Wils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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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rber 1986:182），指的是在遵守關聯原則的情況下，說話者期待聽話者解

讀話語時所能選取的語境假設和暗示的範圍（Blakemore 1987:70）。為了儘

可能降低聽話者在推論、假設、識別語境和獲得未出現於語言表面的隱含

前提或隱含結論所需耗費的心力，限制（constraining/limiting）或減少相對

提高話語的關聯性，減少搜索隱義的過程，達到聽、說雙方溝通的順利。

說話者會運用一些語言結構，預示接下來話語將與語境產生何種關聯，引

導聽話者的認知架構和推理往一特定方向。 

 

   這些語言結構即 Blakemore 所謂的言談 / 篇章標記  （ discourse 

connectives/markers），如「可」（but） （Blakemore 1992:90）、「卻」、「倒」

（on the contrary/however）句狀語 （sentential adverbials）引導功能，或謂

引導碼（procedural encoder）。然基本上，言談標記屬言談範圍，引導碼屬

語用範圍，即，非真值條件（non-truth conditional）語用義的說話者主觀情

感和態度，及聽話者、語言和語境間的互動關係，二者相關但並不雷同 

（Blakemore 1992:185）13。當言談標記具有隱義 （implicature）和提升認

知效果 （Blakemore 1987,2002）的引導功能，就可稱為引導碼。Blakemore 

（2002）提到引導碼，如 “after all , but, so” 等，並不具有概念作用或指出

一個概念，而是在於引導理解過程中限制（contrain）及因此獲得隱含內容，

使得聽話者得出話義和認知效果。14   

言談/篇章標記（discourse connectives/markers）（Blakemore 1992）在關

聯理論中與隱義推理的相關概念有二：一是認知基模新舊信息互動的方式，

二是演譯推理，指前提（premise）、證據和結論。關聯理論根據此二者言及

話語和語境之間可能的三種推理關係，即三種語境效果。Sperber and Wilson 

（1986:114）及 Blakemore（1992:95 1995）認為這些關聯或認知效果

（cognitive effect）的分析是基於語言系統中的三種言談連接：1）產生新的

                                                 
13 Not all expressions classified as discourse connectives/markers can be analysed in terms of procedural 
encoding. There are so-called discourse markers which encode constituents of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14…procedural encoding…such as “after all”, “but” or “so” do not encode a constituent of a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or even indicate a concept), but guide the comprehension process so that the hearer ends 
up with a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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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隱含義（contextual implications），如 “so” , “therefore” ; 2）提供進一步

證據，加強（strengthen）一已存在的假設，如 “moreover” ,  “after all” ； 與

3）取消/否定 （eliminate/deny）一已存在的假設矛盾（contradict），並引出

對比（contradiction），或活化（activate）聽話者推理路徑上的編碼信息 

（Blakemore1992:92），如 “but”， “however” ， “nevertheless”，“to one’s 

surprise”，“after all” 等。而此三種語境效果能解釋所有程序的編碼現象。

例如： 

 

1. 這倒不是故意的，只是一時疏忽。 （產生語境隱含義，「故意」） 

2. 你今天可真大方。（加強已存在的語境假設「真大方」） 

3. 喊了好幾聲，你究竟在想什麼呀！（取消已有的假設矛盾「想法和舉  

   動不應該」 

 

Blakemore （1992）亦指出，並不是所有引導義都可以被編碼為語境

效果，而是說話者保證接下來的話語具有關聯性，並鼓勵聽話者投入心力

於已獲得話語的認知效果（Blakemore 1992:98）15。本研究主要將以詞彙項

目的語言形式或結構，主要從複句和短文或篇章的「明示-推理」過程及反

預期表達切入， 相較於 “but” ，“however” 和 “neveretheless” 的漢語「可」，

「倒」和「卻」；及「居然」和「竟然」“to one’s surprise”；「到底」和「畢

竟」（after all）等引導義，討論編碼在語言系統中的非真值意義，即概念/

命題（conceptual or propositional）表徵（representation） （Blakemore 1992:78） 

的不對命題有所影響的引導意義，分析引導碼異於言談標記的語用功能。 

                              

至於引導碼如何協助聽話者建立語境假設（contextual assumptions）? 請

看 Blakemore （1987:125,126）的例子： 

 

John is rich but he is unhappy. 

                                                 
15 ...there are discourse markers which, although they can be analysed as encoding inferential procedures, 
cannot be analysed as encoding a particular cognitive effect at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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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句的語境假設為 “John is rich and he is happy”，是透過 “but” 否定的

隱含信息協助聽話者推論說話者反預期的立場、態度或感情，建構語境假

設，即，“but” 是聽話者選取推論方式的標記。當聽話者靠輸入的訊息、已

知語境因素和解碼推理推導出上例的命題內容 “John is rich and he is happy”

時，其認知環境亦受到 “but” 的認知刺激話語溝通，將此新信息與認知中

原有的舊信息或假設對比或否定其他假設。聽話者由 “but” 在話語中的引

導功能得出 “Rich people are happy” 的語境假設。 “but” 提供了一個認知

新信息（假設），一個刺激信號，協助聽話者「刪除認知情境中的既有假設」

推論方向，在關聯原則下找到最大和最佳相關的語境假設。取得適當的解

讀，推論出說話者的隱涵（implicature）（Blakemore 1987）。引導碼 “but” 引

導、和制約（constrained）了話語表達的真值條件（truth-conditional）命題 

（Blakemore 1987:26）。 

 

第二節、語用理論與概念 

一、語用原則與語義 

    「語用學」研究使用者在一定環境（語境）中的語言運用，是利用語

境推導意義、「意會可以大於言傳」（One can mean more than one says.）的學

問。對此現象做出解釋的語用學理論為言語行為理論 （speech act theory） 

（Austin 1955, 1962）。Austin 認為，人類語言互動不只是詞、句子或其他語

言形式，應是人們用詞或句子所完成的行為（act）。例如：“Can you pass the 

salt?” 形式上是關於聽話者的提問，意義上稱為言內行為（locutionary act）

/字面意義，實際上是請求聽話者把鹽遞過來 “Please pass the salt. ” 話語目

的的行為稱為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語境意義。又例如：“Is this your 

pen?” 在郵局，「這是你的筆嗎？」，而當表示請求時為： 「請借我用一下

筆好嗎？」“May I use it?” ；在教室時，老師對學生如此說，表示提醒 “Don’t 

leave it behind.”；在家裡，母親如此對孩子說時，則表示命令 “Pick it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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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語境，不同的推導意義。句子在不同語境有不同的功能，言語行為理

論即是以語境為出發點探討言語在人際互動中的功能體現。當人們在說話

時，同時做了三種不同的行為，即言內行為、言外行為，和言後行為 

（perlocutionary act）/言語行為產生的後果。言內行為指的是「說話」這一

行為本身，主要是表達話語的字面意義16；言外行為是藉由「說話」這動作

所進行的另一種行為，如前述之請求、提醒、命令等，反映說話者的真正

意圖，即語境意義；言後行為是指說話導致的行為，即言語行為產生的後

果17，如使對方信服（convincing）、說服對方（persuading）、打消 （deterring）

對方的念頭，甚至是使對方感到驚訝（surprising），或誤導（misleading）對

方等。當說話者的意圖被聽話者領會，便可能產生一些後果或改變。 

 

     Levinson（1983:9）將語用學定義為「研究語言結構中被語法化

（grammaticalized），或被編碼的（encoded）語言和語境（context）間的關

係」。18涉及語言中的指示詞語（deixis）、前提（presupposition）、言語行為 

（speech acts）等。之後 Levinson （1983:12）較廣泛地將其解釋為「研究

語義學理論不涉及語義的方面」19 ，為意義-（減）真實條件 （meaning minus 

semantics） 20。認為話語 （utterance）的溝通內容可涉及到真實條件、蘊

含（entailment）、規約隱涵（conventional implicature）、前提、適切性 

（appropriateness）、一般會話隱涵 (generalized/conventional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或特殊會話隱涵 (particularized/nonconventional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及根據話語結構所做的推理（inference）等。規約隱涵強調句

義，重點在說出的內容，不依賴語境因素；會話隱涵，或非規約隱涵，則

強調話義，重點在隱涵的內容，需依賴語境。隱涵是從會話的語境中衍生，

並非命題語義的一部分，是語用的層面。Levinson（1983:21,24）將推理概

念的重要性和語言使用者的認知能力置於定義中，提到語言使用的關鍵：

                                                 
16 equivalent to ‘meaning’ in the teraditional sense 
17 what we bring about or achieve by saying something 
18 Pragmatics is the study of those 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and context that are grtammaticalized, or 
encoded in the structure of a language. 
19  …the study of all those aspects of meaning not captured in the semantic theory 
20 The most promising are the definitions that equate pragmatics with ‘meaning minus seman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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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當性或適切性。認為語用學是「研究語言理解所必需的語言和語境間的

關係，及研究語言使用者將語句和適當使用該語句的語境結合能力的學

問」。 

 

 由溝通主體的角度來看，語用學涉及說話者希望傳遞的意義與聽話者所 

理解的意義，及話語生成和話語理解。對說話者意義的研究離不開語境。

在一定的語境下，說話者希望通過話語傳遞訊息或意圖，語境如何對所言

內容，或話語的字面意義，產生影響，說話者需要根據溝通對象、時間、

地點等等相關語境因素。而為了獲得說話者希望傳遞的訊息和意圖，聽話

者需要對說話者提供的話語進行以語境為基礎的推理，即，透過推理獲得

話語字面意義外的相關訊息。語用學可以說是研究說話者如何透過話語字                            

面意義（literal meaning）傳遞言外之意（隱含訊息）的認知過程。如何在

字面意義和言外之意進行選擇？說話者將哪些內容透過話語明確表示？哪

些訊息隱含？亦涉及溝通雙方的社會文化距離和親疏遠近程度等。Grundy 

（2000:3） 亦提到：聽話者（addressee/listener）是否能透過肢體語言 （body 

language）和語境（contexts），理解說話者（addresser/speaker）的隱義 

（implicature）和得體性 （appropriacy）。例：“I think we could go in now you 

know.”在一個與平輩或有長輩的語境中，有身分階級上對下語義。“you 

know”的使用，會讓溝通彼此尷尬而造成語用上的不適切或不得體。   

 

   Grice（1975）提出的會話隱涵理論 （the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認為人們可以意會大於言傳，是由於人與人之間在語言溝通

中，說話者和聽話者雙方為了達到溝通目的，彼此之間存在著雙方應相互

遵守的原則，稱為「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溝通雙方按照具體

的情況、目的和方向互動，並具體體現四項準則：量準則 （Quantity Maxim）、

質準則 （Quality Maxim）、關聯準則 （Relation Maxim） 和方式準則 

（Manner Maxim）。其中「量準則」、「質準則」和「關聯準則」與說話的內

容有關，「方式準則」和說話的方式有關。 「量準則」說明話語溝通的訊

息量，也就是說出彼此要求或期待的訊息；「質準則」說明話語溝通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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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亦即說出說話者認知的真實的話；「關聯準則」說明說話要切中要點，

不說與話題無關的話。「方式準則」說明在表達方式上要簡明扼要、不含糊、

無贅言。遵循這些準則可使聽話者減少推理的時間，因而提高溝通效率，

達到溝通目的。然而這些準則，在日常溝通中常有違反的情況，如「無可

奉告」、「答非所問」、「拐彎抹角」、「委婉拒絕」、「隱喻」（metaphor）、「諷

刺」（irony）等。溝通當中所產生「言外之意」/隱涵（implicature），聽話者

必須具備某些百科知識和相關背景知識等，才能正確判斷出言外之意。隱

涵是從會話的語境中衍生，並非命題語義的一部分，是語用的層面。 

 

 「言外之意」的推理與合作原則密切相關。若聽話者發現說話者的話語

似乎違反了合作原則的某一準則，就會從話語的表面意義出發，根據語境

努力推論說話者的意圖。而說話者的意圖畢竟沒有透過話語的表面意義呈

現出來，而是聽話者推理的結果，是一種言外之意。從另一角度看，說話

者正是利用了聽話者對合作原則進行推理，而把言外之意帶入了話語之

中。  

 

    語言運用中的禮貌行為也是一種普遍現象，分成積極的，即滿足聽話

者面子上的正面要求（positive politeness），如表揚對方的職業、地位、成就、

相貌、孩子等；一種是消極的（negative politeness），即滿足對方面子上反

面的要求 ，如儘量不去侵犯對方的人身、財產、自由等（Brown and Levinson 

1978）。避免直言不諱也是一種禮貌行為。意即，不直接觸及對方的面子，

而是把話講得模糊，讓對方自己判斷。例如，暗示法（用“ It’s cold here.” 告

訴聽話者關窗） ，或用反複句（tautology）（如 “An M.A. course is an M.A. 

course.”來批評抱怨負擔重的學生）等（Brown and Levinson 1978 : 65-311）。 

 

    在 Brown and Levinson （1978）關於禮貌現象的研究基礎上， Leech 

（1983）提出禮貌原則 （Politeness Principle），認為合作原則解釋了溝通中

產生言外之意的現象，也就是話語字面意義和實際意義的關係，卻沒有解

釋溝通雙方為何要違反合作原則而採取間接方式表達想法，且認為言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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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斷變化，很難確定，有時違反合作原則的原因與禮貌原則有關。為了

遵循禮貌原則，溝通雙方甚至可違反合作原則，這也是為什麼語言越直接，

就越顯得唐突；越間接，一般來說就越顯婉轉。禮貌原則中，「策略準則」

（tact maxim） 和「慷慨準則」（generosity maxim） 為一體兩面，前者說

明如何對待別人，適用於請求或命令的言語行為；後者說明如何對待自己，

適用於答應幫助他人的言語行為。「讚揚準則」（approbation maxim） 和「謙

虛準則」（modesty maxim） 也是一體兩面，前者說明如何對待別人，後者

說明如何對待自己。為了維護對方的面子，使雙方在談話時不至於尷尬，

常使用「贊同準則」 （agreement maxim）。而「同情準則」（sympathy maxim）

常用於安慰對方或表示同情，以增進諒解、加深情誼。 

 

   除了禮貌原則對合作原則提出補充外，Sperber and Wilson （1986, 1995）

也對合作原則進一步闡述，認為會話溝通所說的話語需與話題以及對方所

說的話相關，藉著關聯性將話語連貫、組織起來，成為有意義的語言整體

17。溝通過程中，關聯性有程度上的差別，且影響溝通效果。關聯性越大、

越佳，推斷的過程越短，溝通的效率越高、越好。因此溝通是一種認知活

動，其基礎即是話語的關聯性。溝通當中，說話者不僅傳遞訊息，也說明

其訊息有某種關聯，使對方推斷出其意圖，因而正確理解其話語。因此，

溝通是一種「明示-推理」（ostensive-inferential process）過程。Sperber and 

Wilson （1986, 1995）從認知角度提出「關聯理論」。（詳述於本章第一節二） 

 

  本研究的「語用」，為分析在語境中語言的具體使用，研究語言系統如何

在人們一定意圖下，在特定語境中使用，有了它，人們因此能解釋是哪些

規律或因素制約著人們實際言語活動。除此之外，並探討言語溝通過程聽、

說雙方如何產生和理解話語在特定語境的溝通意義，如何恰當選擇語言策

略，實現溝通目的。即，研究語境如何影響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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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用學和語義學及關聯理論與引導碼 

   Leech （1981）提到語用學和語義學為各司其職又彼此互補：語義學研

究詞句本身認知意義和命題（proposition）的邏輯假設條件，例如：I met a 

nurse.  He gave me the medicine.中的 He 為語義上的蘊含（entailment），是

指可以從這句話蘊含這護士是男性的語義，而在台灣，護士多是女性的。

蘊含（entailment）是不能取消的文化約定俗成；語用學研究了詞句使用的

溝通意義和訊息的合適語境條件，體現隱含的語境/話語意義

（contextual/utterance/non--literal meaning），即 Grice（1975）的會話隱涵/

含義/弦外之音/言外之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理論，涉及語言使用

得體與否的選擇，需做推論（inference），因語言的含義不在字面上                        

（literal/word/sentence meaning，可被取消/否定。例如下述話義（utterance）: 

“Maurice Greene can run 100m in 9.8 seconds. ”（Grundy 2000:81）對語義的

分析：約定成俗/規約或語義義是：蘊含 9.8 秒是上限；而語用推論聽話者

的會話隱涵是：（其實）9.7 秒就可跑 100 哩。 

 

   Grice（1975）認為，溝通意義的表達（what is communicated），包括直

接說出的內容（what is said），與所隱含的訊息（what is implied）。所說的內

容除了句子本身的字面意義（sentence meaning）外，還包括所說內容的語

境成份。對 Grice 來說，理解某一話語的明確內容相當於理解命題形式和所

表達的語氣；所傳達的其他假設，無論是解碼或推理，均是隱涵。被解碼

的含義為「規約隱涵」（conventional implicature），推理出的隱涵是「非規

約隱涵」或「會話隱涵」（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Sperber and Wilson, 

1995:182）。Grice 的準則是說話者和聽話者須知道的標準，溝通過程中的參

與者知道了這些標準方能進行恰當的溝通。溝通者一般都會遵守準則，但

也可能違反它們以獲得特定的結果。 

                                 

   關聯理論重視明示溝通 （explicit communication）與明示行為 （ostensive 

behavior），即，與行為相關的想法。（Sperber and Wilson 1995:46），認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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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溝通涉及更多的語用推理。而何為隱涵信息？關聯理論所說的隱涵信息

是相對於明說的內容而言，不是話語邏輯形式的延伸，是經由語用推理而

來的明示假設（Sperber and Wilson, 1995）。有些隱含信息是說話者意欲表達

的認知語境假設，或為推理過程的語境假設，或為語境結論。Sperber and 

Wilson (1998), 和 Blakemore (1992）認為，從語義角度考慮，話語基本上並

不完全，把不完全的命題形式發展成完全的命題形式，是一系列消除歧義、

確定指稱（deixis）、識別施為/言有所為（performative）、靠語境理解用意等

的語用推理過程。這是以語境為基礎的產生顯義的推理過程，而隱義則主

要是由已認知語境為基礎的相關推理產生。這種受制於明示溝通與隱涵溝

通之間的相互調節是關聯理論的主要特徵。例如： 

 

1. a. 屋裡好冷啊。 

b. 應該關一下窗子了。 

c. 房子很冷。 

2. a. 我們出去走走吧。 

b. 外面正下著雨呢。 

c. 某時（a 說話時）某地（a 想去散步的地方）正在下雨。 

3. a. Has she been to Madrid? 

b. Joan is asking whether Susan has been to Madrid. 

 

     1. c.是經由解碼和確定所指的推理而來，是 1. a.的顯義；1. b.不是由

1. a.的邏輯形式而來，是由語用推理而來，是 1. a.的隱義，為隱含結論。1 c.

則是隱義。顯義 2. c. 是 2. a. 和 2. b. 編碼邏輯形式的發展，通過解碼、確

定指稱和語義而來。顯義 3. b. 是話語 3. a. 的邏輯形式發展，不僅涉及解碼

和確定指稱，還牽涉把命題嵌入言語行為描述 “Joan is asking whether” 之

中。 

                       

關聯理論重要的論點呼應及此，當人們交談溝通時，對於說話者的話

義/隱涵，並不是該句話的表面義，而是在整個交談過程中，使用我們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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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句話的先前了解，已有知識/已知，或背景知識 （prior/previous/background 

knowledge），加上聽話者在回應時所帶來語義的綜合（Grice 1995）。例如： 

 

a. How is John getting on in his job?  

b. Oh, quite well, I think; he likes his colleagues, and he hasn’t been 

to prison yet. 

 

  思考為什麼 b 要如此回答。b 對於 a 的「John 的工作情況還好嗎?」的語

義闡釋，表面上，a 很簡單地想了解 John 的工作情況。可是，b 事前可能 

知道：a 對於 John 工作態度不滿意，常抱怨 John 的手腳不乾淨。因此，面

對 a 看似簡單的問題，b 的解釋可能是「John 的工作態度不好，手腳不乾淨， 

而現在呢？有沒有被辭掉或被同事排擠，或被發現手腳不乾淨！」所以回

答須包括已有的現象和現在 b 的問題。後想到對方問的是他和同事之間的

問題，所以加了一句「他還喜歡他的同事。」，又可能突然想到，a 可能要

知道的是他的操守問題，於是再加一句「他還沒被關」。(鍾榮富 2006:241,242)

至此，依關聯理論、認知基模理論和隱含理論等語境效果的認知語用過程，

理解了 b 為何如此回答。 

 

語用學的定義側重不同，其中有二個基本概念，一是意義 （meaning）、

一是語境 （context），從發展的觀點來看，語用學是語義研究的發展和延伸，

可以說語用學是一種對語義的研究，但此「意義」的研究不同於語義學研

究的意義，是語言在一定語境中使用時體現出來的具體意義。意義和語境

在語言學研究中為理論重要的角色，在語用學的研究中更是如此。從語言

研究出發，語言文字可以表示不同層次的意義、意指（mean）不同，也分

別構成了語義學和語用學的研究對象。語義學關心的是句子的語義命題

（semantic proposition）的真實值（truth value），（即趙元任 1979 的真實價

值），以及判斷命題內容真實與否所須滿足的條件。如： “It is cold in here.”

語義學表達的是「某一地點冷，或氣溫低」的命題內容。但，是在什麼時

間、地點、情況、對什麼人、為了達到什麼目的使用了這個句子，則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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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學的研究範圍。排除語言外因素的考慮，這句話在任何時間和地點都

具有相同的意義。 

 

語用學是把語言文字本身的意義和使用者聯繫起來。除清楚詞、句本身

的意指外，語用學還須清楚是誰在何情況時用了這個詞和句，想要達到什

麼目的。即，語用學研究一個詞、一句話在特定語境中具有的溝通功能。

前述 “It is cold in here.” 除了陳述客觀的氣溫情況外，說話者很可能是為了

請聽話者做些什麼，是否得體等，如關窗、門，開暖氣、借衣等。又如：

電話鈴響，想叫或請別人接電話，是說「電話」，還是說「你能不能接一下

電話？」取決於人、我之間的互動關係。這部分的意義並不在字面義上，

卻是以句子的意義為基礎衍生而出，即言下之意或弦外之音（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Grice（1975）。也是說話者意圖（intend）的意義。因此，語

義學是對抽象於使用之外的語言意義的研究，語用學是對使用中的語言意

義的研究。對「意指」（mean） 有二種不同的理解，一是「雙價/valence （借

用化學「價」的概念）」，即，X 意指 Y；另一是「三價的」，即，說話者通

過使用 X 意指 Y，例如：“dog” 意指（mean）「一種犬科哺乳動物」（雙價）；

說話者通過 “dog” 意指「小心，有條狗」（意指）的警告語用義。因此，語

用學所研究的不是存在於詞語、句子的意義，是在一定語境中體現為行為

或態度的意義（Leech 1981）。 

 

Leech （1983） 揭示了語義學意義是句子意義（sentence meaning），解

決「X 表示什麼?」（What does X mean?）的問題。而語用學揭示的意義是

說話者意義（speaker meaning），解決「透過 X，說話者意指什麼？」（What 

did you mean by X?）的問題。雖然語義學和語用學都以意義為研究對象，

語義學研究的是話語字面意義；語用學研究的是「用意」，是語言在特定語

境中的溝通意義。語用學關注的意義與說話者傳遞意義的意圖有關，此意

圖可能明顯，或不明顯；聽話者對該意義的理解和推論則與語境有關。                              

語用意義涉及了說話者和聽話者等與語境因素的相互影響和制約。判斷一                              

個意義是否屬於語用學範圍，Leech（1981）提到四項考慮的因素：1）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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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了說話者和聽話者？2）是否考慮了說話者的意圖和聽話者的理解？3）

是否考慮了語境？4）是否考慮了透過語言和語言使用產生某種行為？ 

 

   語義學和語用學的介面是句子，句子內部的意義是語義學研究的範疇，

是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的組合，傳達字面意義，涉及語言使用的正誤，屬

規範性層面；句子表面外（言外之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的意義是語

用學研究的範疇。語義學根據真實條件解釋句子的意思，而不涉及真實條

件的解釋，若話語表達有關「勸告」、「抱怨」、「提醒」、「建議」等就是語

用學的範疇。例如：「今天是星期天」。從語義學的角度，說話者說這句話

的當天是一星期中的第一天；而從語用學去理解，結合語境才能進一步了

解說話者所要表達的多種訊息，包括「勸告」、「抱怨」、「提醒」、「建議」

等。說話者對聽話者話語理解加以制約 （constraint） （Blakemore 1987:105）

的語言手段之一是引導碼，包含了如何解釋話語命題的訊息，讓聽話者注

意話語之間存在的前提（premises）或關係，如：「遞進關係」（additional 

connection） ， “He is an Englishman; he is, moreover, brave. ” 中的 

“moreover”。「因果關係」（causal connection） “He is an Englishman; he is, 

therefore, brave. ”中的 “therefore” （Blakemore 1987:78）。例如： 

 

4. a. Peter’s not stupid. 

b. He can find his own way home. 

5. a. Peter’s not stupid; so he can find his own way home. 

b. Peter’s not stupid; after all he can find his own way home. 

 

  例 4 中 a 與 b 之間可能存在 5 a「因果」，與 5b 的「終於」話義。在這種

情況下，說話者會加上“so” 或 “after all”，或其他引導碼，對聽話者的理解

產生制約。又例如：   

 

6. a. I really dislike the man you introduced to me.  

b. He’s your new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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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 I really dislike the man you introduced to me.  

b1. Anyway, he’s your new boss.  

b2. After all, he’s your new boss. 

   其中話語 6 b 的含義不確定，在不同語境中表達了不同訊息，如 7 b1，

引導碼 “Anyway”（反正）的使用隱含了說話者認為聽話者「不喜歡新老闆」

「沒有理由」的語境假設，因而「勸阻」。聽話者的話語理解因此受到制約。

7 b2 中，加上了 “After all”（畢竟、到底），話語的含義是「建議」聽話者

別因為換了一個新上司就不喜歡。 

 

引導碼對話語所表達的命題內容不產生影響，而是引導話語的理解，一

方面減少聽話者處理話語所需付出的努力，另一方面降低誤解。引導碼的

作用是對聽話者獲得話語最佳關聯性產生引導和推理的（inferential）作用，

導引聽話者對語境做出正確選擇。即 Blakemore （1987:105）從溝通的角度

所說的：「對關聯性的語義制約」（semantic constraint on relevance）。 語言

中常存在的「可」（but）、「倒」（however），「畢竟」、「到底」，（after all）、「其

實」 （actually, in fact），「竟然」、「居然」 （to one’s surprise）、「簡直」 （simply）、

「反正」（regardless, anyway）等引導碼或結構，作用即引導聽話者對話語

的理解。 

 

   話語的連貫性 （coherence）不一定必須藉語言結構上的銜接（cohesion）

方式，如指稱 （deixis）、重複、省略（ellipsis）、替代等表現 （Blakemore 

1987:106）。分析如下： 

      

8. My neighbor asked me if I would like to go to her son’s 

school. I told her I couldn’t. 

9. There was $4 in his wallet. So he hadn’t spent all the money. 

10. I cooked myself an omelet and then spent the evening 

marking essays. （Blakemore 1987:106） 

話語 8 是藉指稱或替代表現結構上的銜接。9 和 10 的因果關係 （cau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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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與時間關係 （temporal relation）是透過引導碼 “so” 和 “then” 作

為連接性詞語（connectives）（Blakemore 1987:105）暗示出來的。而藉著銜

接方式呈現的關係並非總是語言意義之間的關係（linguistically realized 

meanings）。例如，當看到一個朋友拿著大包小包回來時，可能說出下述話

語： 

                                                         

     11. So you’ve spent your money. （看樣子，你把錢都花了。） 

 

這裡 So 連接的是語境和話語訊息，與 9 一樣，表示的關係是因果關

係。（Blakemore 1987:106）則認為是推斷關係。引導碼作為連接性詞語

（connectives）/言談/篇章標記（markers）的功能不限於表示簡單的因果關

係，其作用還在於揭示說話者的意圖（intention），揭示字面上沒有明示的

內容。   

                 

     Grice（1975）認為涵義可以由特殊的詞語或語言結構確定，例如： 

 

     12. He is an Englishman; he is, therefore, brave. （Blakemore 1987:78） 

 

話語中的 “therefore” 表示，他勇敢是他是英國人的結果。「結果」

（consequence）可以指一種因果關係，也可以表示主觀推斷。但在 Grice

看來，上例中的 “therefore” 並不表示他勇敢是因為他是英國人，而是他是

英國人這一事實是認為他勇敢的理由。亦即，此例中 “therefore” 也表示前

後二個命題之間的推理關係。下例中的 “after all” 也表示二個命題之間的

這種關係：“ He is brae; he is, after all, an Englishman.” 在這種情況下，複句

中前一小句的命題內容被理解為結果。即 “therefore” 引導一個由前一命題

所證明或證實了的命題，但 “after all” 引導的命題則為前一命題的證據。 

“therefore” 和 “after all” 是一種推斷作用的引導碼，是限制了聽話者話語

理解時對語境的選擇。亦即說話者對話語關聯性的語言制約。引導碼的出

現引導了在特定語境條件下的認知關聯性。（何自然、冉永平，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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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言習得、語用習得與語用偏誤 

Hymes （1967,1972）認為語言不僅指能說出正確文法的句子

（grammatically correct sentences），還包含能否運用語言。在社會環境中適

切地表達與溝通時，溝通者會將語言形式與意義結合，形成特定的溝通模

式，判斷所聽到的語言是否合乎文法 （whether something is formally 

possible）？ 因此他提出「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21的觀

念，包括是否有能力講出合理的句子（whther something is feasible in virtue of 

the means of implementation available）？能判斷說話當時的語境、對象，並

做出合宜的應對進退（whether something is appropriate in relation to a context 

in which it is used and evaluated）？及說話的結果是否達到目的（whether 

something is in fact done, actually performed, and what its doing entails）？ 

（Hymes, 1972:277-78）因此要探討語言溝通，除考慮社會文化因素外，仍

需要強調語言、語境及參與者的關係。Hymes 的溝通能力觀點影響到第二

語言學習研究與教學，語用能力因而被視為第二語言習得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語言習得理論基礎在課室的師生、生生互動模式方面，包括交互假設 

（interaction hypothesis）（Long 1985, 1996） 理論與社會文化建構理論 

（Social Constructivism）（Vygotsky 1978）。交互假設的意義協商和反面證明 

（negative evidence），為基於 Krashen（1982）的可理解性輸入假設理論 

（comprehensible input hypothesis） （Krashen 1982） 和 Swain （1985, 1995）

的可理解性輸出假設 （output hypothesis）中注意和反思的功能（Swain 

1995:128）。輸出過程可以引導學習者注意到他們還沒有完全獲得掌握的語

言結構，意識到使用第二語言時無法表達的意思或語言漏洞，因而將其注

意力及其語言處理不僅集中在語義上，也在語言結構或語法的「漏洞」 （gap）

上，也就是母語者與第二語言使用者在結構使用上的不同。從輸出假設理

論的觀點看，這種「斷層」可以讓學習者注意到二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中

                                                 
21 …defined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not only as an inherent grammatical competence but also as the 

ability to use grammatical competence in a variety of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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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語（interlanguage）（Selinker, 1972）的不足，二是目標語輸入中的特別結

構。這一過程被稱為與「可理解輸入」對應的「可理解輸出」 （comprehensible 

output）（Swain, 1985） 。可理解性輸入假設理論主張輸入的語言訊息既不

能太簡單，也不能太難，只能稍微超出學習者目前的程度。Krashen 用 i + 1

（以新代舊，研究者補充）義表示：i 為學習者目前的語言程度，1 代表比

學習者程度高一點的語言結構，i + 1 為下一步應達到的程度。可理解性輸

入促進了語言能力的習得，而可理解性輸出則促進語法能力的發展。可理

解性輸出產生於學習者之間的互動中，學習者通過意義協商 （negotiation of 

meaning） 的過程使自己能夠被理解，同時習得語言的結構。針對 i + 1 在

實際教學中，如何兼顧語料輸入對不同程度學習者都是 i + 1？研究者將在

第四章進一步以現代漢語引導碼的實例，分析前述「輸入的語言訊息既不

能太簡單，也不能太難，只能稍微超出學習者目前的程度」教學上的具體

拿捏。 

                             

俄國心理學家 Vygotsky 認為語言學習不僅是個人的認知過程，也是社

會現象。個人的認知能力是在與他人的交互活動中發展起來的。他假設「最

近發展區」22的存在。「最近發展區」指的是兒童獨立解決問題的實際發展

程度與在成人指導下解決問題的潛在發展能力之間的距離。而潛在發展水

準卻是學習者透過同儕、師長等社會中能力較佳者的示範、協助、模仿完

成某件工作的能力，即，鷹架或支架教學理論23。（Vygotsky 1978:56）。在

這個區域內初學者在專家的幫助下，把在社會層面學到的功能轉化到認知

層面上，並逐漸由他人調控的行動者轉變為能夠自我調控的獨立行動者。

語言教學目標不僅著眼於學習者目前的語言能力，也在他/她們日後的發展

潛力。而最佳的語言學習模式是教師與學習者或學習者之間的互動。 

 

課室互動在語言習得理論方面的主要模式是提問-回答-反饋 

（initiation-response-feedback/ IRF）（Ellis 1997）。在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課室

                                                 
22 the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23 Scaffolding Instruction/Instructional Scaff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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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師生之間的語義協商（meaning negotiation）過程（Gass 1997），包括引

發協商（trigger）與協商結果（resolution）的互動形式。課室互動如何影響

語言習得及社會認知式語言教學，Halliday（1984）主張語言能力不只侷限

於個人的認知過程，還應包括透過互動及吸納他人的語言習得過程，是一

種在不同的社交場合中，適切運用各種語言形式的語用能力。第二章第一

節一，「系統功能語法理論與關聯理論」和第五章第一節「語言教學與語用

教學」均有進一步探討。 

                            

語用習得的研究可追溯到 20 世紀 70 年代，與語用學在六、七○年代

的蓬勃發展有密切的聯繫。1996 年以色列心理學家 Ninio 和 Snow 合作的

著作《語用發展》（Pragmatic Development）問世，標記了語用習得研究從

零散探索進入系統和全面研究的階段。研究的範圍包括兒童語用習得，即

語用發展 （pragmatic development）或發展語用學 （ developmental 

pragmatics）。對於兒童而言，語用習得就是語用能力不斷發展的過程，其實

質就是語言使用的不斷社會化和文化適應。成人語用習得，即，培養運用

外語進行正確得體的溝通能力，有語用語言能力的一面，也有社交語用能

力的層面，後者涉及對相關社會文化的認知、了解、包容與尊重。除此之

外，語用習得研究的範圍還包括成人的外語語用習得及成人學母語，與兒

童學外語的語用習得問題 （何自然 2004:166）。 

                

語用習得，或語用能力的習得，與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語言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language ability）包含的語言知識和運用語言

知識的能力及策略能力（strategic competence）有關（何自然 2004）。溝通

者往往因為能力或表達受限、發生語用偏誤或失敗（pragmatic failure）                                   

（何自然 1988）或語用違例（pragmatic violation）（Ninio and Snow 1996），

主要在說話方式不妥、不符合特定語言和文化習慣或規範、或說的話不合

時宜；也有些時候是溝通者需要增強話語表達的效果，因此需要運用不同

的語言性或非語言性策略，以確定實現特定溝通情境和意圖的有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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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溝通中因沒有達到效果出現的差錯，統稱語用偏誤（Thomas 1983）。 

不用「錯誤」，用「偏誤」，是因為「偏誤」不是語言本身不合語法 

（ungrammaticality）和語義規則（semantic anomaly）所引起。語用偏誤為

歸因於說話的方式不妥，或不符合表達習慣，或說得不合時宜、不得體。

Thomas （1983）將語用偏誤分為語用語言偏誤（pragma-linguistic failure）

和社交語用偏誤（sociopragmatic failure）。前者主要由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

或相互影響引起；後者主要由文化差異造成。 

 

Thomas（1983）將語用語言偏誤分成二個層面：第一個層面的偏誤指

說話者措辭不當，或使用了歧義詞語，導致聽話者誤解了說話者在特定語

境下的話語意義；第二層面指聽話者誤解了說話者要表達的言外之意，做

了錯誤的語用推理；或話語的言外之意沒有表達清楚。第一層面的語用語

言偏誤，例如： 

 

13 A.（two fellow passengers on a long-distance coach）: Ask the 

   driver what time we get to Birmingham. 

   問一下司機什麼時候能到 Birmingham？ 

B. Could you tell me when we get to Birmingham, please?  

   能否告訴我什麼時候到伯明罕嗎？ 

C. Don’t worry, love, it’s a big place –- I don’t think it’s   

  possible to miss it! 

  別擔心，朋友，伯明罕是個大地方，不會錯過的！ 

   

 

例 13 中，A 和 B 是乘坐同一長途客車的旅客，C 是司機。B 用 when 

分句向司機傳達 A 的意圖，想知道什麼時間（when）能到達伯明罕，但司

機卻以為 B 希望他在到達伯明罕的時候告訴他一聲。司機顯然誤解了 B 的

意圖，而此誤解源於 when 的歧義，司機將 B 的詢問理解成：「到伯明罕的

時候請告訴我一聲好嗎？」如果 B 進一步使用引導碼「到底」或「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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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請問到底（究竟）是什麼時間？」，強調「到伯明罕的時間」這一特點，

就可避免產生誤解。此例呈現的語用偏誤是話語在特定語境中意義出現偏

差導致。第二層面的語用語言失誤，例如： 

 

14. A. Is this coffee sugared?   

  咖啡放糖了嗎？ 

B. I don’t think so. Does it taste as if it were? 

  沒放呢！嚐起來像是加過了嗎？ 

 

此例中，B 以為 A 詢問的目的是想知道咖啡裡是否放了糖。而 A 的用

意其實是抱怨或責怪 B 忘了在咖啡裡加糖，是一種「言有所為」的施為用

意 （performative） ：即用來實施某一種行為的言語行為，為非真亦非假，

只能區別得體，或合適（felicity）與否（Austin 1962）。若 B 正確地理解該

用意，或會表示歉意或不好意思，並主動去取糖或告訴 A 糖在哪裡。導致

此語用偏誤的原因，除了聽話者誤解說話者的施為用意外，也可能是說話

者沒有把言外之意表達清楚。此時說話者 A 若加上引導碼「其實」，例如：

「這咖啡其實沒放糖呢！」或用「倒」，如：「這咖啡倒是可加點糖呢！」

產生言語行為（speech act），表達「建議」的語用功能，即達到了溝通效果。 

                              

語言偏誤在具體語境裡也可能由於緊張、疏忽、記憶等原因而無意間

造成了語言運用偏誤 （performance errors），如口誤（slip of the tongue）。

語用失誤在母語和跨文化外語時均會出現。本論文著重在外語習得部份。

包括話題選擇不當，如隱私的認知；使用表面對應的表達方式，如打招呼

的方式；及根據母語特定規約的不得體反應，如，東西方文化對謙虛的反

應。語用偏誤是語用能力發展過程中難以避免的正常現象，在母語和外語

習得中都會出現。相對而言，社交語用方面的失誤亦引起關注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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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小結 

     引導碼可協助聽話者取得話語的言外之意/語用含意，或隱涵 

（implicature）（Grice 1975）。所引導出的會話隱涵在第二章第二節一提到，

分為規約隱涵和會話隱涵（Levinson 1983）。前者主要受到詞彙和句義，後

者則伴隨著特定語境產生。聽話者需依循關聯理論或合作原則，藉著語境

及其他語言，或非語言成分，如聽話者和說話者的背景知識或百科知識，

進行推論得到話義。規約隱涵可分為二類：一般/規約隱涵和特殊/非規約隱

涵。一般/規約隱涵，包括 A）不需仰賴特定語境、需靠詞彙訊息，推導隱

涵意義，及 B）遵守合作原則中某條準則時表達的意義。例如： 

 

1. 一些學生已經回家了。 → 一些學生還沒有回家。 

2. 我進到一間臥室休息。 → 不是說話者/聽話者的臥室。 

3. 有部車撞到老王的狗。 → 不是說話者/聽話者/老王的車。 

4. 老王昨晚跟一個女人出去。 → 不是妻子/女友/姊妹。 

5. 請把音樂關小聲一點行嗎？ → 請把音樂關小聲一點。 

 

特殊/非規約隱涵用在：A）需要仰賴特殊語境才能推導的隱涵意義，及 B）

違反合作原則中某條準則時表達的意義（謝佳玲 2011:126）。例如： 

 

6. 甲：老王好像還沒有女朋友。 

乙：他最近（倒）常往外語學院跑。 

→ 他女友在外語學院/他忙著學外語沒空交女友。 

 

根據 Blakemore（1987, 2002），引導碼的推論需仰賴關聯理論，而特殊非

規約會話隱涵和語境息息相關，依據當下不同語境還可推論出其他可能特

殊會話隱涵。以 Grundy（2000:85）的語料為例： 

 

7. Some Manchester City supporters are actually s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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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I am sane. 

9. I am not the pitiable idiot you think I am. 

10. You should admire my loyalty. 

11. Manchester City are a good side despite appearances to the 

contrary. 

 

  不同語境下的話語，如例句 7 可能推論出 8-11 不同的隱涵。這些隱涵

不受引導碼 “actually”（其實）的限制，主要隨著語境、聽話者和說話者的

已知基模/背景知識等不同而異。無論一般/規約隱涵需靠詞彙訊息進行推論，

或沒有概念，只有引導意義的特殊/非規約隱涵，都對聽話者的推論過程有

影響。如藉由例句 7 的 “actually” ，Grundy（2000:85）認為聽話者則可得

出「命題超出聽話者預期，難以相信：It’s hard to believe what is predicated of 

some Manchester City supporters」之隱涵（彭玉琴 2009:69-70）。下一章將進

一步分析漢語引導碼的隱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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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引導碼分類及其語用分析 

第一節、引導碼分類及其評價表現 

引導碼的功能為指引聽話者如何理解說話者的含義，並凸顯某些推理

過程應該被聽話者選擇的部份。廣義而言，引導碼對話語表達的真值

條件命題有否定、消除或對比等的作用。這些功能可以稱為廣義的狀

語性  （adverbials）成分。包括  （1）動詞詞組狀語（VP adverbials），

影響句子內部成分（intrasentential），表示時間，如  「就要吃飯了」

中的「就」；表示地點，如「滿街都是人」中的「滿」等。（2）句狀語  

（sentential adverbials），影響整句，表示複句中分句、或小句間不同

功能的關聯。如：表並列的「同時」；對比的「而」；分合的「或者」；

遞進的「甚至」；選擇的「或者」；因果的「由於」、「以至於」、「因此」；

表對比的「可（是）、但、卻」；表條件的「除非」、「無論」；假設的「如

果」、「就」；讓步的「即使」；取捨的「與其」；目的的「為了」，時間

的  「才」、「就」、「還」等。（3）連接性詞語（connectives）（Blakemore 

1987, 1992）。以認知效果為理論基礎的 Blakemore 認為第（3）類引導

碼才是真正的、典型的引導碼。而在漢語引導碼部分，則需進一步釐

清及分析第 2 類和第 3 類的重疊及差異如下： 

 

1. 大家都喜歡古典音樂，可是我喜歡看電影。 

2. 你們不喜歡看電影，我可（是）喜歡看電影。  

（屈承熹等 1999:57） 

 

     例句 1 中「可是」的連接功能與英語的  “but” 相對應，置於後

分句句首，傳達的對比意義是在本句「我喜歡看電影」和前分句「大

家都喜歡古典音樂」之間；例句 2，動詞「喜歡」前的「可（是）」傳

達的對比意義是在其前的名詞組「我」與前分句提到的「你們」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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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 1 和例句 2 的「可是」語法功能不同外，語義也不同，二例句的

「可是」都有「對比」的意義和功能，但例 2 除了對比意義外，也有

說話者主觀及評價態度上的和預期「不喜歡看電影」相反的「反駁」、

「質疑」或「誇張」的語用話義，或會話隱涵。例  2 的「可(是)」不

僅是影響句子內部的動詞詞組狀語，也是有連接功能的連接性詞語，

及具有引導作用，且影響整句的句狀語。 

本論文研究的引導碼除了言談標記/連接性詞語功能外、尚具有引

導編碼認知的功能，主要包括連接性詞語（connectives）及句狀語  

（sentential adverbial），如上述例 2 的「可」，引導了聽話者重建說話

者的態度或隱涵的語言行為。此連接作用的狀語在隱義層面幫助了聽

話者推理命題與話語中其他命題之間的關係。  

Ifantidou-Trouki (1993) 從句狀語的角度討論其評價表現時提到：說

話者表達的主觀評價或態度表現統稱為「評價」。評價能構成語氣的關

鍵在於它不屬於命題的一部分，而是說話者加諸於命題之外的成分，

是說話者針對已發生的事件或命題進行主觀情緒及態度的表達。其句

法特徵舉例說明如下：  

3. Unfortunately, Mary has missed the deadline. 

4. Mary, unfortunately, has missed the deadline. 

5. Mary has missed the deadline, unfortunately. 

此三句中的  “unfortunately” 表達說話者對命題的主觀評價，該評價

內容不影響命題的真值條件  (truth-condition)，且出現位置不一，可放

在句首、句中及句尾，影響整個句子。  (彭玉琴 2009:34) 

  Biber (1999) 將評價作用的句狀語和動詞詞組狀語區分開來。他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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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句狀語除了具備可移動性外，出現的位置和分句 /小句成分沒有必然

關係，而和話義及語用面有關，且和其他分句/小句成分不同。表示評

價的句狀語具備篇章標記特徵且獨立於命題之外。而評價的功能與情

態的表現有所差異，有評價作用的句狀語並不是回應疑問形式，所表

示或表現的是說話者自身的情緒或態度。例如：  

 

6. A：  他來了嗎？ 

B1：他也許/當然/不得不來。  (情態作用) 

B2：他倒/可/卻/反而/居然來(了)。  (評價作用) 

  表情態作用的「也許」、「當然」、「不得不」回應了疑問形式 A，並

對命題添加情態作用的成分，使命題得到真值（truth value），即影響

解讀命題於現實情況中是真是假的語言成份，而如「倒」、「可」、「反

而」、「居然」等除得到命題的真值外，其實並沒有直接回應 A 的問題，

且並沒有對命題構成的概念有任何影響，所呈現的是說話者自身的情

緒或態度。對聽話者而言，須從上下文較充分的語境進行假設和聯結，

以推論說話者的隱涵。本章第二節所探討和分析的即是此種學習者在

使用上有困難的句狀語  (sentential adverbials) 和連接性詞語  

(connectives)具評價作用的引導碼。  

Blakemore （2002）以關聯原則出發，認為說話者和聽話者在互動的

過程中皆以達到最大和最佳關聯性為解讀原則。預期新信息與舊信息（已

知信息）之間應該有某種關聯。過程中新信息、舊信息均互相依存。舊信

息提供了解讀新信息時的語境假設，新信息出現後也可能對舊信息的假設

產生影響。從關聯理論出發，找出新命題信息關聯性的過程是一個推理過

程，是設法推理出適合解釋該命題語境的過程。 

 

  基模認知理論與此關聯理論概念相關：話語溝通為將新信息與認知中原

有的舊信息、或假設對比，用以儲存的心理假設基模處理新信息，並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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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或取代原有的認知架構（Sperber & Wilson 1986:27-29）。關聯理論將此

基模理論概念用於話語解讀分析上，就成了話語理解中的解碼和推理；而

認知過程中舊有基模，就成了關聯理論中的語境假設、推理和語境效果等

概念。 

  說話者透過使用言談/篇章標記（discourse connectives/ markers）引導或暗

示聽話者建立意圖中的推理。Blakemore 主要處理的是命題與命題之間的隱

涵推論關係。在討論言談中的連接關係時，Blakemore （1992）並不考慮真

實事件的因果和時序關係，認為這幾類雖然可能包含二個（或以上）子句，

但其實只表達一個命題概念，與她所討論的未找到適當的語境與其所需的

推理過程無關。對於討論言談/篇章標記時著重在連詞，而並沒有包括所有

連接性成分的作法，Blakemore（1992）提到她所討論的言談/篇章標記是帶

有程序意義的語言形式。 

第二節、「倒」/「卻」/「可」 

「可」和「卻」在語料庫使用頻率上相對於其他引導碼要高。均可對

應於英語的 “but” 。「可」在本章第一節所提到的，在中、英文用法及對應

上，仍需進一步分析其不同的語用功能。而「倒」與「卻」語義相近，皆

可對應為 “but” ，表示出乎意料或與一般常情不符，如例 1 和例 2。因有部

分重疊，二者也需進一步釐清。現舉 2 例如下： 

   

  1. 已經十二月了，天氣卻一點兒也不冷。  (李曉琪:2003:154) 

  2. 已經春天了，怎麼倒冷起來了。        (李曉琪:2003:59) 

 

  例 1 表示按照華人節氣，十二月是冬天，應該冷了，但雖然是冬天

了，氣溫並沒有預期般下降；例 2 表示春天本來是暖和的，反而出乎意料

地冷了起來。「卻」的語義相當於英文的 “but” 、 “yet” 、 “however”，此

時與「倒」的語義 “but” 、 “however” 、 “on the contrary” 、 “somewhat 

unexpectedly”部分重疊。對目標語為英語的學習者而言，「可」、「卻」、「倒」

的使用和語用易產生混淆。我們因此將三者放在一起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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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kemore（1987:125，1992:91,96）探討了連詞 “but” 的不同用法，

一是對比（contrast），例：Tom thinks that Shelia is rich but unhappy. But I have 

always thought that all rich people are unhappy. /Susan is tall but Mary is short.

一是預期的否定（denial of expectation），例：John is a Republican but he’s 

honest. 對應於漢語，呂叔湘（1980:147,148）將「可」和「倒」均置於副詞

類。王力（1987:318-330）的評價（commenting）副詞分類，亦包括了「可」、

「倒」、「卻」等單音節詞。王力 （2002） 又借用普通副詞的「可」、「倒」、

「卻」置於語氣（末品）副詞類，認為是輕說語氣的語氣副詞，可減輕謂

語的語義。 

 

王力並沒有進一步說明「輕說語氣」指的是什麼。我們解讀的是語用

而不是語義的層面。王力提到的是：相較於雙音節詞，這些單音節詞的使

用頻率更高，語義較微妙抽象，常發揮銜接複句的引導功能。 

                              

「倒」、「卻」和「可」作為與英語用法對應的探析如下：  

                    

一、「倒」 

   3. 我倒很想去一趟，不過要看有沒有時間。（表示讓步（concession），

用在前一小句，後一小句常用（「就是」、「可是」、「但是」「不過」

等呼應） （呂叔湘 2006:154）， 

4. 針對這個議題，你倒說說看/你倒說句話呀！（用於追問或催促） 

   5.  a. 這倒不是故意的，只是一時疏忽。 

       b.在院子裡養點兒金魚‧‧‧‧‧‧，倒很有意思。 

        （呂 1980,1999:154） 

   6.  a. 沒吃藥，這病倒好了。  

    b. 價錢貴了些，品質倒好。/品質倒好，價錢貴了些。 

 （呂叔湘 1980,1999: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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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3 的 「倒」 ，Tsao （曹逢甫 1978） 認為是為反預期（counter-expectation）

信息的延續，有間接/委婉拒絕義。也有為符合禮貌原則的一致準則，儘量

減少溝通雙方的分歧義涵。例 4 的「倒」為消除或否定前小句預期之「想

說」或「沒說」，後小句顯示與說話者主觀預期相悖的「關於這議題即使說

不出也不要不說」的語用功能。「倒」可用於否定句和肯定句，表示舒緩或

委婉的語用義：例 5a 的語境中，「這倒不是故意的」藉由「倒」緩和了否定

語氣，產生了委婉的語用義。例 5b，若說話者是一位退休人士，朋友預期

生活可能無聊下，使用「倒」滿足聽話者對「可能無聊」的不失面子的禮

貌目的。 

    

「倒」可以取消說話者的正、負面語義，呈現婉轉語用義，說話者不同

意或認同聽話者的言論或拒絕對方請求時，說話者選擇使用「倒」為補救

策略，讓結果可喜，例如 6b。近義用法「卻」則無此婉轉語用功能：
※
價錢

貴了些，品質卻好。「倒」亦能藉由一個主題發展出對比關係，「倒」的前

項可以隱含於語境或說話者和聽話者的預期之中。功能如例 6a：「沒吃藥，

這病倒好了」。（「沒吃藥」對比了「病好了」的語義）。不使用「倒」的情

境，須增加一對比連詞或副詞 ；增加了「倒」，說話者客觀地傳達「沒吃

藥，病怎麼就好了」這一命題內容的隱含預期，暗示聽話者根據語境推論

出的委婉意外或滿意的語用義。 

 

7. 雖然要把英文提升到與英美人士一樣，實在不太容易，但要達到

個堪用、實用的階段，倒是可以努力。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8. 首先來到的是城內村，標準的農村建築，處處都是四合院，不過

我倒是看到一個蠻有趣的建築，那就是擴音器，可以對村內廣播，

沒想到現在還有這樣的東西。  (同上) 

9. 你有沒有來自身高上的壓力呀！這方面的話倒是不嚴重，可是我

倒覺得現在很多學生，都很注重不要打小報告；可是問題是有些

同學實在是做得，危害到你的事情的時候，他們長得又高又大，

而且又常常有逃學什麼的經驗，實在沒有辦法跟他們鬥。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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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8 和 9 的「倒」在短文或篇章中分別跟表示對比關係的連詞「但」、 

「不過」和「可是」搭配，其本身的隱涵可經由與說話者的的認知、文化

背景、生活經驗，即已知基模推論。例 7 中對照「英美人士」的英文能力，

引導出的新信息，或基模理論的「新知」，經由英文上的努力，雖然達不到

母語者的英文程度，尚可以達到實際生活中能使用的程度。例 8 中，「四合

院」與「擴音器」，字面意義上難找到共同的語義特徵，「不過」的對比外，

「倒」的規約隱涵推論出與說話者預期農村的建築物為傳統的四合院相異

的「擴音器」新信息，「有趣的東西」。例 9 從前後分句的對比關係，得知

身高問題並非會被同學欺負的原因，打小報告才是被同學欺負的主要原因。

「倒」取消了說話者「身高是被欺負的」原因，推論出「不同意」或「不

認同」聽話者說法的舒緩或委婉語用隱涵。 

 

二、「卻」 

 

   10. a. John is Repubolican but he’s honest. （Blakemore 1987）                                

      b.約翰是共和黨員，可是/但是他很誠實。 

 

       例 10 的 a 和 b 是英、漢標示反義（adversative）（Blakemore 1987） 

 的差異，英文的 “but” 對應到漢語可使用「可是」、「但是」等連詞。從 b 

 的後小句「他很誠實」可推論前小句「約翰是共和黨員」的預期為「他不 

 誠實」。Blakemore （1987）將此定義為兩分句連結時，若後小句之命題或 

 預期，能否定前小句之預期，則兩者形成對比關係」。後小句否定了前小 

 句讓聽話者所產生的假設。 

 

   Blakemore（1987）指出 “but” 具有否定預期（denial of expectation） 

 的功能。此概念與劉月華等（1983, 1999: 506）的定義 「偏句敘述一個事  

 實， 正句沒有順著這個事實得出結論，而說出一個相反或部分相反的事 

 實」有說法相異，概念相通之處。漢語中，副詞「卻」與連詞「可是」、「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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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均能標示反義關係。例：約翰是共和黨員，他卻/倒很誠實。這種關係  

 與說話者主觀看法或評價「約翰比起其他或有些共和黨員其實很誠實」具 

 有否定預期及相反和部分相反的出乎意料語用義涵。 

 

  11.這個單位人數不多，但卻個個能幹。（研究者自行造句） 

  12.他漢語說得很好，英語卻不怎麼樣。 

 

       「卻」的使用前小句和後小句語義相反，中間可插入「但是」、 「但」 

 「可是」、「可」、「不過」等連詞。在此關係下，「卻」強化了對比特性：「人 

 數不多」與「個個能幹」，產生了出乎意料、不可預期的語用義。 

 

      王萸芳(2002:393）將「可是」、「只是」、「但是」、「不過」等連 

 詞分為兩類，第一類表達明顯的對比，如：「只是」和「但是」；第二類 

 為間接對比，沒有顯性對比強烈，如「可是」與「不過」。由於「只是」 

 和「但是」的對比功能較明顯，常作為表達質疑、異議（challenging）反 

 應的語用功能。（如：「身高不是條件，但是，我沒有辦法忍受比我矮 

 的」）。相對的，「可是」和「不過」則無此強烈的語義，在人際互動時， 

「可是」和「不過」常用來反映負面的反應。 

 

三、「可」：  

 

     13. 我可知道他的脾氣，要麼不說，說了一定去做。 

     14. 這問題可不簡單，得好好研究一下。 

     15. 都這麼說，可誰見過呢？ 

     16. 你可回來了，真把人急壞了。 

     17.  a. 你不知道嗎，他跑得可快了。  

          b. 你沒見過嗎？他的女朋友可漂亮啦！ 

          c. 他/她們新婚，婚後的生活可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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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句 13 為陳述句，有「出乎意料」的語義。說話者（addresser） 

   對聽話者（addressee）主觀判斷對第三者（hearer）「他」脾氣的了解。 例 

   14 的陳述句，有疑問或反駁「簡單」，其實並不簡單的「出乎意料」義， 

   呈現等級隱涵（scalar implicature）（Grundy 2000:83）的對比或反駁程度上 

   的差異。例 15 是反問句， 違反預期「誰見過」，為「其實誰都沒見過」 

   的間接否定或質疑。例 16 為感嘆句的語氣助詞。否定或取消（contradicting  

    and eliminating）了「擔心不回來」，實際上為「終於回來了」的隱義。 例 

    17 的「可」在狀態不及物動詞前，常和「了、呢、啦」搭配，表示與預 

    期相反，有「輕鬆的誇張」語用義。17a 的意思是「不是你預期中的慢」， 

    17b 的意思是「不是你預期中的普通漂亮」，17c 反映出「比預期中的幸 

    福」。 

 

例句 14、15 和 16（呂叔湘 2006:333，334）提到「可」在否定或取 

消，或疑問的反駁語氣（王力 2002:280-283）時，「可」無法用「倒」替代。 

 

四、「倒」與「可」    

王力 （2002:280-283）指出「倒」、「可」為「減輕謂語的語義」。 

 

   18.：你答應的倒好，如今還是落空。  

 

       除此之外，「可」的語氣總比「倒」更輕些。下面例句只能用「可」，

不能用「倒」。（王力 2002:280-283）         

                    

 19：媽媽每日進來，可都是我不知道的。 

                              

而「可」字能幫助疑問或反駁的語氣 

   20：a. 倘若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 

          （不是「倒」和「卻」所能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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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愛開玩笑的紀總編輯，這個玩笑可開得太大了。 

（有善意的提醒或警告義）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此例句中的「可」和「倒」皆有反駁的語氣 

 

上述呂叔湘（2006）和王力（ 2002）對「倒」和「可」的說明，探尋

了形式和語義的對應關係，「語氣」的相似解釋顯得空泛，應有溝通時等級

程度上的細微和複雜差異性，且並沒突出語用及認知心理因素，包括反預

期（counter expectation）、拒絕（refutation）、取消（elimination） 、溫和否

定（mild denial）、反駁或矛盾（contradiction）等性質 （Blakemore 1987） 。

王萸芳（ 2002）「減輕謂語的語義」是「語義」觀點。我們認為，「倒」和

「可」的功能，與說話者主觀判斷和態度有關，是「語用」範疇。  

對於「語氣」的說法，「倒」和「可」在不同的情境裡有不同的語氣，

難以捉摸及具體解釋，且模稜兩可。除此之外，Wilson and Sperber （1988）

認為許多語氣詞的話語並不表達請求或命令，而是建議、允許、威脅或祝

願（good wishes），而有些祈使語氣的話語可以沒有聽眾或者只是說話者內

心對自己所說。因此我們並不將句狀語引導碼「倒」和「可」定位為語氣

副詞，而多做這方面的分析。 

 至於「倒」能否表示「事情的轉變」？與說話者的主觀判斷有關，而主

觀性也與說話者的態度和語境因素有密切的關係。「倒」在上述複句中有聯

結的作用，表示了二個分句間相反的關係。王萸芳（ 2002）的轉折功能的

分析跨語義和語用二層面。我們認為事情的轉變和語氣的輕重皆與說話者

對當時情境的態度與語境有密切的關係。 

 

 Blakemore（1992:98）認為此關聯或認知效果可對應到引導碼的消除

（eliminate）一已存在的假設矛盾（contradiction）。而呂叔湘（2007:23）、

趙元任（2012:64）在二個小句/分句前後聯結的複句，認為需要相對複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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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碼過程，付出更多的認知努力。而通過引導碼的導引作用，話語間出現

很強的關聯性。說話者處理信息所付出的努力就相對減少。 

「倒」、「卻」和「可」是否有情態副詞（modal adverb）的功能？湯廷

池和湯志真（2006:73-117）指出，情態（modality）是說話者對句子命題內

容（propositional content）的觀點 （viewpoint）或心態（mental attitude），

包含對命題真偽（alethic）、認知（epistemic）、願望（boulomaic）、義務 

（deontic）、評價 （evaluative）、可能性 （possibility）、概然性 （probability）、

必然性（necessity）等的判斷。華語的情態詞（modal expression）主要可分

為四大類：第一類出現在句尾的情態語氣詞（modal particle），如「的、哩、

呢、啊」等；第二類出現在句首情態感嘆詞（modal emotive particle），如「唉、

哎呀、哼」等；第三類出現於句首或主語與謂語中間的情態副詞，如「或

許、一定、難道」等；第四類出現於謂語動詞組或形容詞組前的情態動詞 

（modal verb）與情態形容詞（modal adjective），如「必須、應該、能夠、

可能」等。 

 

魏妙純（2006:109-113）認為可以透過不同的機制呈現情態。抱怨時，                           

除了命題的內容外，說者主觀地表示自己對該命題的看法或觀點，進而影

響了抱怨行為造成對方面子和雙方關係的和諧。而情態可以用不同的語法

範疇 （grammatical category）表現。她舉出了七類漢語情態詞（madal）： 

                          

  第一類情態助詞 （modal auxiliary），如「會」、「能」等；第二類情態動

詞 (modal verb），如「覺得」、「想」等；第三類情態形容詞（modal  

adjective），如「不好意思」、「過分」等；第四類情態名詞（modal noun）， 

如「什麼」等；情態副詞，如「真」、「大概」等；情態助詞，或情態句末

語助詞（modal sentence-final particle），如「呢」、「嘛」等。 

                             

Lyons（1977:452,787）認為「情態」（modality）是指說話者「對句子傳

達的命題或命題描述的情況抱持的觀點或態度」（opinion or attitude to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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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sentence expresses o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proposition 

describes），同時牽涉到可能性（possibility）與必要性 (necessity) 的概念。                              

Lyons 將情態分為兩類，認知情態（epistemic modality）表說話者知道或相

信的命題，而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表負有道義責任的施事者（morally 

responsible agent）可能或必須完成的事件，即要求或允許的含意，如「應

該」、「務必」等。 

 

   謝佳玲（2006:45-63）將漢語的情態分成四類，分別為認知情態、義務

情態、動力情態，和評價情態。認知情態指對於一個命題是否為真的判斷，

如「可能」，或證據，如「聽說」；義務情態只表示是否要讓一個事件成真

的指令，如「必須」，或保證，如「包準」； 動力情態只顯示是否要讓一個

事件成真的潛力，如「能夠」，或意願，如「願意」；評價情態只對一個已

知為真的命題的預料，如「難怪」；或心願，如「幸虧」。 

 

   評價情態又可分為「預料」與「心願」二類。兩類都有「符合」（convergence）

與「背離」（divergence）二種對立的用法。合乎「預料」的副詞，如「難

怪」；不合乎「預料」（presupposition）的副詞，如「竟然」；合乎「心願」

（wish）的副詞，如「幸虧」；不合乎「心願」的副詞，如「偏偏」。「預料」

與「心願」的差別在於能否反映意圖，預料則是根據經驗或常理等因素 

建構的評價（謝佳玲 2006）。 

 

  屈承熹（2006:82）觀察到「並」、「倒」、「也」這組情態副詞具有一些

共同的語義特點，都可大致譯為 “on the contrary”（相反地）。出現於否定

的語境時，例如：「到紐約去，坐飛機並/倒/也不貴」共同的語義特點是「命

題的內容與預期相反」，但離開了語境，這句話表示的可能是客觀的陳述，

「並」；主觀的意見，「也」，也可能是合意的事件或情景，「倒」。解讀時

需將說話者的看法和語境因素考量其中。以及從說話者對該事件或情景的

態度來看，是不同的。我們認同此說法，但「倒」的「合意的事件或情景

說法」仍有進一步討論和分析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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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逢甫 (1976:365）認為「倒」在語用層面上有反預期功能（contrary to 

expectation）。在複句中常用來做強烈比較（comparison）。例： 

 

21. 家裡又沒菜又沒米，你還在下象棋，你倒真看得開。 

22. 他雖然不怎麼聰明，倒/*卻還勤快。 

 

  例 21 的「倒」未在程度副詞「真」和動詞之前，說話者認為聽話者因

快斷炊了，應該沒有閒情逸緻從事休閒活動，但實際上聽話者卻在「下象

棋」。 

 

  例 22 的主語「他」不具備聰明素質，因此被預期也缺乏「勤快」的優

質條件，但「他」卻具有此特質。當預期被反駁時，說話者用「倒」來表

示反預期。而 「不聰明」和「勤快」並非二個相反或相異成分，二分句間

倒不能用「卻」。「倒」的情況有時可從上下文中，找到二個相反成分，如

例 23，有時「倒」需藉由推論得知隱含的對立項，例如： 

                        

23. 他漢語說得很好，英語倒說的還行。（陳俊光 2007:337） 

24. 你想的倒容易，事情哪有那麼好辦！                         

與預期相反的語用義上，「倒」也可和「卻」對照。例如： 

25. 多年的老朋友，他倒跟我客氣起來。（呂叔湘 1980,1999:153） 

26. 多年的老朋友，他卻跟我客氣起來。  

 

例 25 和例 26 的「倒」和「卻」皆傳達了命題內容與預期相反。從「倒」

的前小句「多年的老朋友」可以推測因為是好朋友，所以不需要太客氣，

然而實際的情況與說話者的預期相反，讓說話者對老朋友的行為感到「困

惑」的委婉語用義，既是老朋友，就可不這麼客氣。例 26 的「卻」傳達說

話者對命題內容感到「驚訝」的語用義，也就是沒想到這麼多年的老朋友，

怎麼反而客氣起來了，有「沒想到」、「居然」的表「驚訝」的語用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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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的使用與「規約隱涵」（conventional implicature）有密切關係。規

約隱含不會因語言情境的改變影響溝通者的判斷。在語言結構中，「倒」連

接上下文緊密關係複句的前小句可被省略，但語義裡隱含著一個前小句，

換句話說，「倒」具有一種規約隱含，其後小句的出現，建立於前小句的基

礎。 

 

「倒」連接兩個對立關係的前後小句，其轉折關聯視實際語境和說話者

的意圖而定。轉折關聯無論是小句間的相反或相對、矛盾對立、命題的內

容與預期相反，不只與複句本身的語義相關，亦與語用層面的「預期」有

直接關係。轉折關聯在兩小句連結時，若後小句的命題或預期能否定前小

句的預期，其實就是否定了前小句讓聽話者所產生的假設。 

 

  轉折關聯的「倒」具有隱義，並在相反或相對的對立關係下對比出某一

主題的相異特性，產生了衝突、矛盾，或出乎意料的轉折延伸義。如例 27

和 28 （呂叔湘 1980, 1999:153）： 

 

  27. 我的化學一直不行，可是這回倒考得不錯。                              

 28. 這個題目難倒不難，不過做起來也還費點兒腦筋。 

 

  例 27 主題為考試成績，依常理判斷程度不好的人，考試成績相對較不理

想。從「倒」的前小句「我的化學一直不行」，得知的規約隱含為「化學成

績差」，與實際情況「化學成績不錯」對照時，「倒」的轉折關聯反映說話

者沒想到考試結果比預期的好。例 8 主題為題目的難易程度，「倒」的前小

句得知規約隱含為「題目不難」，與實際情況「做起來費腦力」對照時，「倒」

的轉折關聯反映說話者在認知上的矛盾性，加強了說話者「驚訝」的態度，

產生了「出乎意料」的語用義。（林慧敏 2009:104） 

 

     例 27 中的「倒」可以用「可」取代，唯推論的確定性不同：「可」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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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聽話者的想法與說話者的對立，說話者間接質疑聽話者「不說」的預

期推論；「倒」反映了並不篤定的推論聽話者或聽話者的想法與說話者的對

立。 

 

  「倒」和「可」均有反預期作用，如：「可」表說話者確定的推論，「倒」

表說話者並不篤定的推論，如例 27 和例 28。且均有諄問、催促及間接否定

或質疑等義涵，呈現否定或取消（contradicting and eliminating）功能的不同

等級隱涵（scalar implicature） （Grundy 2000:83）程度信息時，「可」或「倒」

因對立項的推論不同，二者並不可替換。如例 29、30 和 31：  

  

29. 多年的老朋友，他倒跟我客氣起來了。 

     
？
多年的老朋友，他可跟我客氣起來了。 

30. 這問題可不簡單，得好好研究一下。 

   （推論為「問題其實並不簡單」） 

     
※
這問題倒不簡單，得好好研究一下。 

     （以為問題很容易，結果出乎意料） 

31. 都這麼說，可誰見過呢？（推論為「沒人見過」） 

     
※
都這麼說，倒誰見過呢？                           

（推論中不確定有誰見過，找不出相異的對立成分） 

  32. 針對這個議題，你倒說說看/你倒說句話呀！  

  33. 針對這個議題，你可說說看/你可說句話呀！ 

                         

   「倒」、「卻」、「可」的語用義，可以表示「預期的常情常理與情境相反」、

「事實與預期不一致」以及「出乎意料」。其實，可將三者歸於「命題的內

容與預期相反」的語用義。即，「說話者對於所說的內容，是否違反常理或

預期的主觀判斷」的評價情態範疇。又可分為預設前提  與心願二類，且

均有「符合」（convergence）和「背離」（deivergence） 兩種對立的用法（謝

佳玲 2006:52）。二者的差別在於是否能反映說話者的意向或意圖。  

  情態的語義範圍很廣，不同語言的情態詞可能涵蓋不同的語義範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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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界定方式不完全適用於華語，語義與形式也並不完全對應，即使單一

語言，也可能因特定的形式範疇而調整情態的範圍，不同的形式範疇可能

包括不同類型的情態意義。我們認為華語的情態本質也是 Lyons 揭示的「說

話者的觀點或態度」與「可能性或必要性的概念」(Lyons 1977:452）。引導

碼「倒」、「卻」和「可」有對比 （contrary） 和「出乎意料」的驚訝義及

反預期及不同的主觀判斷。在話語編碼過程中，能驅動後續的語用推理機

制，加強話語的關聯性，使聽話者可以在溝通過程中順利得知說話者的意

義。 

 

   引導碼「倒」、「卻」、「可」的語用功能，在相對關係、轉折關係和對立

關係範疇下，如：出乎意料，對比、反預期、主觀情感等，本研究根據其

關聯作用之隱涵推論，探究說話者的真正意圖，讓聽話者能夠付出較少的

處理心力（process effort）得到較強的認知效果（cognitive effect）（Blakemore 

1987），並讓聽話者得以在溝通中較順利得知說話者隱含在語表下的評價情

態，如驚訝、斥責、追問，及說話和聽話雙方希望達到的溝通目的，如：

使對方信服（convincing）、打消對方念頭（deterring），甚至使對方感到驚

訝（surprising）或誤導對方 （misleading）等（Austin 1975:109），從引導/

程序訊息（procedural information），即，引導聽話者如何處理話語中的命題

內容（即，概念信息/conceptual information）進一步探悉「倒」、「卻」、「可」

語用義之不可重疊及取代的條件：如「倒」的表意外或滿意等的委婉語用，

「卻」表驚訝、責怪、諷刺、勸告，不具催促、追問的語用義，及「可」

的「反駁」與「輕鬆帶誇張」語用。程度上則有著呈現否定或取消（contradicting 

and liminating）功能的不同等級隱含（scalar implicature）（Grundy 2000:83）

程度訊息。現將前述「倒」、「卻」、「可」的例子作三者關鍵差異語用義的

整理。圓括弧內為說明。 

 

34. a. 針對這個議題，你倒說說看！/你倒說句話呀！（呂叔湘   

2006:154）（委婉追問、催促或斥責） 

b. 針對這個議題，你可說說看！/你可說句話呀！ （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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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質疑） 

c. 針對這個議題，你說說看！/你說句話呀！ （追問或催

促） 

d. 
※
針對這個議題，你卻說說看/你卻說句話呀！ 

 （「卻」須用於對比語境，不能表示「追問」的委婉語用義） 

35. a. 這倒不是故意的，只是一時疏忽。（呂叔湘 1999:154）  

(語境補充：你這個人有沒有同情心！人家已經體弱站不 

 穩了，你還故意推人一把)  

「倒」在前分句出現，表示不確定的主觀推論或推測。                       

b. 在院子裡養點兒金魚……，倒很有意思。（同上） 

「倒」可用於否定句和肯定句，表示舒緩或委婉的讓步  

 語用義。 

c. 這可不是故意的，只是一時疏忽。（反駁或質疑）                                

d. 這不是故意的，只是一時疏忽。（陳述事實，是「疏忽，

不是故意」）                               

e. 
※
這卻不是故意的，只是一時疏忽。 

(卻與表示顯性對比的連詞「只是」共用時，須明顯指出

兩個相異對比成分。「故意」和「疏忽」非明顯對立成分） 

「倒」的「不可預期」的成分沒有「卻」明顯。 

  

36. a.沒吃藥，這病倒好了。（呂叔湘 1980,1999:154） 

（用了「倒」，說話者客觀地傳達「沒吃藥，病（怎麼就） 

  好了」這一命題內容的隱含預期，暗示聽話者根據語境  

  推論出婉轉的意外或滿意的語用義。） 

b.沒吃藥，這病卻好了。 

（用了「卻」，說話者傳達了「沒吃藥，病竟然好了」的隱

含預期，暗示聽話者根據語境推論出意外或驚訝的語用

義。） 

c.
※
沒吃藥，這病好了。 

（前小句和後小句須增加一表示對比語義的連詞，如「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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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但是」，或副詞「倒」或「卻」，以表示對比） 

d. 
※
沒吃藥，這病可好了。 

「可」在狀態不及物動詞前，常和「了、呢、啦」搭配，

表示反預期，有「輕鬆帶誇張」語用義。此處「病好/痊

癒了」並無「誇張」的語用隱涵。 

37. a. 都這麼說，可誰見過呢？（呂叔湘 2006 : 333） 

「反問句」是間接的語言行為，有時可表示委婉義，有

時卻表示「挑戰性的強烈斷言」語用義，用以斥責、反

駁、警告等。此句有「反駁」的「不以為然」語用義，

表「沒有人見過吧！」或「難道有人見過嗎？」 

b. 都這麼說，倒誰見過呢？ 

（表示斥責，但有避免衝突及減少強迫對方回答的委婉

義） 

c. 都這麼說，誰見過呢？  （反問語義）  

d. 
※
都這麼說，卻誰見過呢？  

  （反問句中，「卻」不具「催問、追問和斥責委婉義」） 

38. a. 你可回來了，真把人急壞了。（呂叔湘 2006 : 334）                      

（「反駁」語用義，英語中可對應 “finally”）                       

b. 你倒回來了，真把人急壞了。                        

（說話者透過「倒」，傳達特定的會話隱含「不滿」的言

外行為目的。） 

c. 
※
你卻回來了，真把人急壞了。 

（「卻」的使用是明顯對比的前後語境。如：「沒聽到你的

消息，以為你應該到達目的地了，結果你卻回來了。」） 

d. 
※
你回來了，真把人急壞了。 

前後二分句並不是並列平行的複合句，須將二分句其中

之一加上附屬連接詞（subordinate conjunction） 。（趙元

任:1980:59）例：「你果然回來了，真把人急壞了」。或用

「倒」或「可」加在第一小句，使其成為附屬分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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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你不知道嗎，他跑得可快了。 

（「反駁」和「確認」語用義）    

b. 
※
你不知道嗎，他跑得倒快了。 

（沒有對比和反預期語境） 

c. 
※
你不知道嗎，他跑得卻快了。 

（「卻」的使用須是明顯對比的前後語境。） 

d. 
※
你不知道嗎，他跑得快了。 

（分析如 38d） 

40. a. 倘若打出個殘疾來，可叫人怎麼樣呢？ 

b. 
※
倘若打出個殘疾來，倒叫人怎麼樣呢？ 

「倒」和「可」在評量語境中能相互取代，唯推論的確定

性不同：「可」的使用確定聽話者的想法與說話者的對立，

說話者間接質疑聽話者「不說」的預期推論；「倒」反映

了並不篤定的推論聽話者或聽話者的想法與說話者的對

立。） 

c. 
※
倘若打出個殘疾來，卻叫人怎麼樣呢？ 

（「卻」的使用須明顯對比語境。） 

d. 
※
倘若打出個殘疾來，叫人怎麼樣呢？                      

（後小句附屬子具須加一附屬連接詞，如：「倘若打出

個殘疾來，能/豈能叫人怎麼樣呢？」方能成為一語義完

整的複句） 

41. a. 愛開玩笑的紀總編輯，這個玩笑可開得太大了。  

(王力 2002:280-283） 

（有善意的提醒或警告語用義）  

b. 愛開玩笑的紀總編輯，這個玩笑倒開得太大了。 

（有善意的提醒或警告委婉語用義）  

c. 愛開玩笑的紀總編輯，這個玩笑卻開得太大了。 

（有否定前句預期、出乎意料的語用義）  

d. 愛開玩笑的紀總編輯，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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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事實，聽話者因無引導碼的使用，反映出的是態度

十分嚴肅）  

42. a. 我的化學一直不行，可是這回倒考得不錯。 

（呂叔湘 1980,1999:154） 

（「倒」的使用產生認知上的矛盾，帶出評價情態不符合

預料，有「滿意」的出乎意料語用義）   

b. 我的化學一直不行，可是這回可考得不錯。 

（有「反駁」的強烈主觀情感語用義） 

c. 我的化學一直不行，可是這回卻考得不錯。 

（「卻」的使用帶出評價情態不符合預料，有「竟然」的

意外語用義）   

d. 我的化學一直不行，可是這回考得不錯。 

（對比語義，有「滿意」，但並無出乎意料的規約隱涵）   

43. a. 這個題目難倒不難，不過做起來還(需)費點兒腦筋。 

（呂叔湘 1980, 1999:154） 

（從「倒」所在的前小句得知規約隱涵為「題目不難」，

與實際情況的「做起來費點兒腦筋」，強化了此相異性，

產生了 「矛盾」語義。藉由「倒」與「不過」的共用，

產生隱性對比（implicit contrast） (王萸芳 2002:393），

緩和了說話者對「難」的負面主觀看法）   

b.
 ※

 這個題目難可不難，不過做起來還(需)費點兒腦筋。 

（前小句的「難可不難」語義本身模糊不清）                               

c.
 ※

 這個題目難卻不難，不過做起來還(需)費點兒腦筋。 

（前小句中看不出「卻」前後是「難」或「不難」，因此

無法與後小句產生關聯性） 

d. 
※
這個題目難不難，不過做起來還(需)費點兒腦筋。 

（二小句語義矛盾） 

    

表三-一引導碼「倒」/「卻」/「可」的語法、語義及語用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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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倒     卻      可 

  語義 
規約隱含 

對比關係 

明顯的對立或

轉變 

表「否定」與 

「疑問」義 

  語法 可用於反問句 少用於反問句 可用於反問句 

  語用 

與預期相反 

與預期相反、

尤其指涉及 

違反常理者 

與預期相反 

表催促、追問、

意外、困惑、斥

責等的讓步、舒 

緩、委婉語用義 

不具催促、追

問讓步的委婉

語用義；具有

表意外、驚

訝、不滿、讚

揚、責怪、諷

刺、勸告等的

語用義 

表反駁、確實、 

提醒、警告、程 

度誇張、無論如 

何等語用義 

心理預期，涉及

個人主觀的好

惡 

心理預期，趨

於經驗或常理

等客觀因素的

評價 

心理預期，有主

觀上的強調突

出 

                                 

引導碼 「倒」、「卻」和「可」 在教材語用上的分析，請參考論文第四

章第二節一的 1.1 、1.2 、1.3、 2.1、3.1、4.1 及 5.1。 

 

第三節、「畢竟」/「到底」/「究竟」 

一、「畢竟」 

「畢竟」的語義，根據文獻，主要有三種看法：表示追根究底所得的結

論，表時間的用法，和強調事務的特性和原因（呂叔湘 2006:78）。其時

間副詞的語義演變，從「完成」義到「最終」義，從客觀真值義(最終)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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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強調義(終於、終究)是由動詞語法化而來。現代漢語中的評價語氣功

能是從漢語史上的時間副詞「畢竟」語法化而來(張秀松：111)。 

 

  1. 孩子畢竟還小，不能像大人那樣去要求他。 

2. 不論怎麼說，他畢竟還是來了。 

3. 這本書雖然舊，畢竟是珍本。 

4. 喜貼寄給前任女友有不同解讀，有人覺得是基於禮貌，也有人覺得殘 

   忍，畢竟曾經相愛過，要看到台上幸福畫面，難免不合人情。 

 

 例 1 的「畢竟」後面表示「追根究底」所得的結論，語義與「究竟」、

「終歸」、「到底」相近。多用於含有評價意義的陳述句（呂叔湘 2006:314）。         

強調最終的原因或關鍵點。用在複句的前分句/小句，或後分句/小句，退

一步說出可理解的不足之處，為「不要過度要求孩子做到大人要求的」。 

   例 2 的 「畢竟」表時間的用法：in the final analysis，強調「某種事情、    

現象到最後還是發生了、出現了」。句尾總有表現新情況出現的語氣詞

「了」。例 2 充分肯定重要的或正確的事實，引導碼「畢竟」的使用，

暗含否定聽話者不重要的或錯誤的結論。（與「終究」、「到底」近義） 

        例 3 和例 4 的「畢竟」「強調事物的特性或原因」。表示特有的、並且是

顯而易見的根本原因或特色，後面的話表示追根究底所得的結論，充分

肯定重要的或正確的事實。在此語境下「畢竟」與「終究」、「到底」近

義。例 3 和例 4 的用法中，「畢竟」不可省。 

 

      「畢竟」從語料分析來看，還有語用隱涵，如：用在已知事實，可 

   表示已有的情況不足以影響最後的結論，強調結論時，用於辯解、反駁， 

   或表示終於，隱涵得來不易、 必然如此或盼望已久之涵義。例如：  

                                 

        5 這幅字畫確實有點瑕疵，可它畢竟是真跡。（研究者者例） 

        6 雖然大家都勸他別去國外，可是他沒有聽勸，畢竟還是去了。                           

        7 雖然費了唇舌，他畢竟明白了這層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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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終究」、「到底」近義，且不可省） 

 

   「畢竟」表示「與預期相反或基本相反的現象或情況」。例： 

 

        8 西式快餐的確有其方便和快速的優勢，但是一般老人家畢竟仍

以中式飲食為主。（研究者例） 

    

   「畢竟」在「強調事物的特性或原因」，和表示「終於」，「得來不易」、

「必然如此」、應「妥協接受」，或「盼望已久」之涵義時不可省；若與「還」、

「還是」、「可是」、「但是」等表對比和對立語義共存時，強調語意重疊，

則可省。 

                

二、「到底」 

    

      9. 他到底有經驗，很快就解決了。 

     10.（小孩）到底是小孩，這些道理他還不大懂。 

11.（經過這麼多國家的研究，）火星上到底有沒有生命？ 

   （呂叔湘 2006:153） 

12. 到底是別人和你嘔了氣，還是我得罪了你呢? 

13. 大學四年，這樣吃到底安全不安全？      

14. 想起真恐怖，我們先前吃的油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例 9 和例 10 有「讓步」（鄧守信、孫珞 1999）、「判斷真偽」之義 （謝

佳玲 2006），例 9 強調「有經驗」，例 10 強調原因。例 11 表「疑問，有時

間延續」( has an added element of ‘realisation after repeated attempts’)（鄧守

信、孫珞 1999），及「窮究真相」義 （王力 1943/1987）。例 12 引導出欲

消除「別人和你嘔了氣」或「我得罪了你」假設矛盾後，無奈、抱怨，或

責難的主觀情緒。例 13 表示「安全」或「不安全」矛盾後的抱怨或無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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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例 14 為特指問句，句中常有疑問詞，如「什麼、哪裡、怎麼、如何」

等。 

 

  「到底」的語義有「對問題的推論並無根據」之義。暗含提出疑問者無

法得到任何假定性質的答案，或該答案的確信度還不足以讓提出疑問者做

出這樣的假設，因此帶有「到底」的問句不能和疑問詞「嗎」共現。而例

句 12、13 和 14 中「到底」的出現為透過說話者主觀「預期」和實際情況

的落差得來。聽話者要獲得說話者的態度或情緒，需藉由「到底」所標示

的引導功能推論，注意到說話者「預期」和命題之間的關係或該「預期」

本身的性質等，才能進一步找出當下語境中說話者所要表達的語用隱涵。 

                               

3.「究竟」  

    

15. 孩子究竟還小，不能像大人那樣要求他。   

      16. 他究竟是教師，教學有經驗。 

      17. 這本書雖然舊，究竟是珍本。  

 

  例 15、16、和 17 表示進一步追究（not really）。多用於書面，口語多用

「到底」。用於「是」字句，強調事物的特性。（呂叔湘 2006:314） 

 

      18. 她究竟/畢竟/到底是你妹妹，你應該多關心她。 

      19. 他究竟/畢竟/到底學過幾年畫，有一些基本功。 

 

例 18 和 19 表示「追根究底」之「判斷真偽」義時，與「畢竟」、「到底」

（after all）近義。多用於評價意義的陳述句，為強調說話者對命題真值評

估真偽的關鍵點或根本條件等（謝佳玲 2006）。 

 

      20. 選了這麼久，她究竟/到底要念哪個專業？                             

21. 開這家公司，你究竟/到底有沒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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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20 和 21 表「窮究事情真相」（What on earth?）的疑問形式。加強命

題疑問的力量（王力 1943/1987）。 

   

   我們認為「究竟」也有消除假設矛盾的主觀情緒，如無奈、抱怨、責難

等。說話者的言語行為意圖並不表示疑問。例： 

 

      喊了你好幾聲，你究竟/到底在想什麼呀！（what exactly） 

 

    說話者的預期「喊了幾聲應有所回應」和實際情況「你的想法和舉動

不應該」有落差，進而產生不滿意、抱怨或責難的情緒和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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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 引導碼「到底」/「畢竟」/「究竟」的語法、語義及語用異同： 

 

說明 
   到底     畢竟     究竟 

表追問，有「時間延

續的追根究底」話

義，用於一般問句以

外的疑問句或帶疑

問詞非疑問句中主

語的前或後。 

（what exactly, what 

on earth） 

+ 

 （經過這麼

多國家的研

究，火星上到

底有沒有生

命？ 

- 

+ 

 （經過這麼多

國家的研究，火

星上究竟有沒有

生命？ 

有表示時間及事實不

可否認、不可取消，

「得來不易」、與預期

相反、應妥協接受的

「終於」意涵。

（finally, the fact is 

that）  

+ 

（不論麼說，

他到底還是來

了。） 

     + 

（不論怎麼

說，他畢竟還是

來了。） 

+ 

（不論怎麼說， 

他究竟還是來

了。） 

強調原因和特點，有

「無論怎麼說，結果

都如此」的語義。 

（after all） 

+ 

（雖然還有些

悶熱，到底是

秋天了，校園

有了些橘色。） 

+  

（雖然還有些

悶熱，畢竟是秋

天了，校園有了

些橘色。） 

     +              

（雖然還有些 

悶熱，究竟是秋

天了，校園有了

些橘色。） 

有消除假設矛盾，「抱

怨、責難」的語用義 

（what exactly） 

+ 

（大學四年，

這樣吃到底安

全不安全？） 

- 

（大學四年，這

樣吃畢竟安全

不安全？） 

+ 

（大學四年，這

樣吃究竟安全不

安全？） 

有「讓步」、「判斷真

偽」之義 

+ 

（ 他 到 底 有 經

+ 

（他畢竟有經驗，

- 

（他究竟有經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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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all , in fainally 

analysis） 

驗，很快就解決

了。） 

很快就解決了。） 快就解決了。） 

 

  引導碼 「到底」、「畢竟」和「究竟」 在教材語用上的分析，請參考論

文第四章第二節一的 1.4 、2.2 、3.2、 4.2 及 5.2。 

 

第四節、「居然」/「竟然」   

一、「居然」 

在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裡「居然」被歸類成副詞，解釋為「出

乎意料」，出現在三種情況：1) 指「本來不該發生的事竟然發生」，2） 指

「本來不可能發生的事竟然發生」，3） 指「本來不容易做到的事竟然做到」 

   （呂叔湘 2006:321）。例如： 

 

1. 事情過了才幾天，他居然忘了。 

（本來不該發生的事，竟然發生：「忘了」） 

   2. 這麼大聲音，居然你沒聽見？ 

       （本來不可能發生的事，竟然發生：「沒聽見」） 

   3. 居然所有的困難問題都解決了，真不容易！ 

       （本來不容易做到的事，竟然做到：「困難問題都解決了」） 

 

   屈承熹（1999:58）亦將「居然」歸類為副詞，並細分成評量副詞，主要 

功能為表達說話者的態度，通常帶有說話者的預設，有時甚至帶有聽話者 

某些想法的預設。例如： 

 

4.電影明星居然當了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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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通常所含嘲諷多於讚美。屈（1999:58）未進一步分析說話者的

態度在主觀評量的程度和預設和事實之間的反差，及嘲諷多於讚美的使用

情形。我們將根據語料進一步討論並提出教學上的考量。 

 

曾毅平（2002）認為「居然」屬估價副詞。說話者用「居然」引出超常

之事，表示「驚訝」的強烈主觀評價。聽話者則對其後續被修飾語義信息

投以選擇性注意。故「居然」具有「強調」的語用義。曾認為要產生語用

價值須符合二條件：1）隱含預設前提，及 2）語義上的邏輯轉折或事理上

的異乎尋常，即，語義出現與預設結果相悖的事實。 

 

   對於屈主觀評量的程度與預設（presupposition）和事實之間的反差，及

嘲諷多於讚美的使用情形；曾「驚訝」的強烈主觀評價和「強調」的語用

價值，我們根據語料及 Grundy ( 2000:83）等級隱涵（scalar implicature）的

觀點進一層分析：引導碼「居然」有「避免聽話者推論出錯誤訊息」而引

導聽話者將注意力放在「說話者的預期和命題之間的落差」上，此時「居

然」的使用有「連…都/也」句型的等級隱涵作用。提示聽話者預期/料（expect）

和命題落差對說話者來說是最大限度，是超乎說話者預期之外。例句一之2：

這麼大聲音，居然你沒聽見？亦可說是：連這麼大的聲音你都沒聽見？ 

 

有時「說話者的預期和命題之間的落差」難從語境中得出，聽話者也難

揣摩得出，當說話者使用「居然」時，為表達自己對某命題之反預期的主

觀態度，取消「居然」時上下文就失去了該命題為正、負面意涵的拿捏。

例一之 3：「（居然）所有的困難問題都解決了，真不容易！」預期包括「所

有的問題」、「困難問題」、「所有的困難問題」都解決的「讚美」或「出乎

意料的驚訝」；「讚美」為正面義，「驚訝」義則還需推敲是否為正面義「都

解決了，真不容易。」或「所有的困難問題都很難嗎」的疑問（怎麼做到

的）或甚至反諷（不那麼困難）。 

 

說話者主觀認知「所有的困難問題都解決了」的發生並不可能，「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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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聽話者而言，引導了理解說話者要表達的態度，有「等級隱含」（scalar 

implicature）的作用，聽話者因此注意說話者的預期和命題真實值之間的落

差或相反。此外，上句亦具有明顯的因果關係，說話者暗示聽話者對此「因」：

「所有的困難問題都解決了」和「果」：「真不容易」呈現出說話者的「驚

訝」或「讚美」的反預期（不太可能都解決）意涵。 

 

引導碼副詞「居然」帶有正、負面語義，表正面「幽默」，正、負面「讚

美」，負面「諷刺」或「懷疑」的意涵。例：    

                         

5.我本來是個急性子，這回居然也冷靜起來了。 

 （反預期：表說話者「沒想到自己可以冷靜」的「讚美」義）。（研究者例） 

 

6.整型前還好，整了後居然更糟。  

 （反預期：等級隱含的「更糟」）（研究者例） 

 

7. 真的啊！我們的「大歌星」居然沒有人欣賞。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4》第二課，第 45、46 頁） 

 

  例 5 和例 6 多少有諷刺或幽默意涵，即，當語境所呈現的命題，其含義

對說話者來說傾向正面時，程度為超出預期之外。說話者使用「居然」來

表示本來的預期比命題真實質的等級隱含程度或可能性低。同時帶出謙虛

的態度，但若用在他人身上，如：她本來是個急性子，這回居然也冷靜起

來了。則需避免造成嘲諷的誤會。 

                                  

 而「大歌星」的命題應該會出現「大歌星」，但因為其並非為真，就產

生了幽默的語義。說話者認為「居然」所要表達的命題可能性最低。 

 

    在屬於正面態度的語料中，以明顯正面義「讚美」的語料觀察，主要

來自命題本身的涵義，例如：「這支球隊出世不久，居然神速崛起，銳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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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其奧妙何在？」此例句中，說話者有不全然接受的態度，帶有主觀的

預設「一支出世不久的球隊不可能迅速崛起」。又例如：「有一次，一名小

組成員帶著一枚沒有引爆裝置的手榴彈，居然闖過了某機場的金屬探測器。」

此隱含了諷刺（機場維安硬體設備及管理差），或幽默（一名夠「幸運」的

小組成員） 的負面「讚美」義，即，說話者降低了對被稱讚者（一名小組

成員）的另一個方向實行讚美的語言行為。從另一層面看，也是對「闖過

金屬探測器」事件負面評價的言外之意。 

  引導碼 「居然」 在教材語用上的分析，請參考論文第四章第二節一的

1.6 及 3.3。 

 

二、「竟然」 

表示出乎意料 （呂叔湘 2006:313，314）    

 

 8. 他真大意，竟然忘了地址。  

   9. （想不到），這件事竟然如此簡單。  

 

  「居然」和「竟然」表示所說的或所預料的與事實、結果的關係，有出

乎意料及「驚訝」的強烈主觀評價語用效果。句中所在位置不能獨立於句

子之外，例如 

 

10. 
※
居然/竟然，所有的難題都解開了。 

 

  例 10 的「居然」和「竟然」，應移到句中「都」字之前。可用於好和

不好的方面。通常可換用。其語用相異點為：居然沒有突出的感情因素；

竟然則含有不合理的意味。例如： 

 

 11. 老師出的作業，她竟然一題也沒做！  

 12. 老師出的作業，她居然一題也沒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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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可用於狀態動詞及物和不及物類、動作動詞及物和不及物                             

類，及變化動詞及物類，也可用在狀態動詞不及物成份前，而單音節「竟」

不能直接接狀態狀態動詞不及物動詞類（鄧守信 2012:121），例： 

 

 13. 什麼藥也沒吃，我的感冒竟然好了。 

    （「好」為狀態動詞不及物動詞類） 

 14. 什麼藥也沒吃，我的感冒竟好了。 

「竟然」用在「出乎意料」時與「居然」語義和功能相近。均有「背離

預料」之義。「居然」不能只用在單音節，「竟然」可以。例如：速度竟/竟

然/居然（
※
居） 快得驚人。對於後者可以用在單音節上的原因，根據馮勝

利 (1997) 的觀點，節奏中的輕重是一種相對關係，是一種結構。由兩個具

有輕重關係的單位組成了韻律學中的基本單位：音步。這個定義中包含二

個命題：(a) 一個音步必須至少由二個成分組成，並且 (b) 一個音步至少，

同時也至多有一個核心 (重音)。「然」在漢語裡置於定語或狀語後，「竟」

有定語 (表「整個」)的用法；「居」有主語 (表住所) 與謂語 (表居住)義，

但沒有定語或狀語的用法。「竟」用於「竟然」，作為核心，具表義功能 

(prosodic connotation)，及具有表達情緒 (mood) 的語音手段 (馮勝利 1997, 

2006)，可以以單音節出現。 

 

第五節、「其實」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對「其實」的語義解釋是：「表示所說的情況

是真實的。用在動詞前或主語前」。語境中的作用是「引出和上文相反的意

思，有更正上文，及對上文修正或補充」的功能。 

  屈承熹（1991:73）在例句「幾天前，我們請客人吃飯，是替他接風。客

人剛從英國來。 「事實上/
※
實在的/?其實/

※
真的他們那天下午坐飛機剛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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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認為「其實、事實上、實在的、真的」等近義詞的語義均為「本句所言

為真，上文所言為真」，不同處在於從語境來看，「真的/實在的」是「肯定

上文所述而不作任何增減」；「事實上」是「對上文所述作更精確地描述」；

「其實」是「上文所述固為真，但並不同意」。我們認為亦有修正、澄清或

說服的功能。 

  Hsieh & Huang （2005）提到「其實」經常出現在三個步驟結構中的第二

個步驟：1）有關某事物的敘述或提出一些大家共有的知識或信仰，2）使

用「其實」表示和 1）敘述不合之處，3）對於 2）的論述，使用「因為」

或「可是」提供解釋。 

  「其實」本義為「它的果實」，當作句子的主語，後來因「實」的語義虛

化，失去「果實」的本義，產生了「它的本質/實質/實際情況等語義。在現

代漢語的使用中，一般用法為「實際的情況是…」。表明說話者對句子命題

真實性的主觀確信程度，有表達命題真實性擁有證據情態的（evidential 

modality）功能（謝佳玲 2006）。 

      1. 「結婚進行曲」多數人耳熟能詳，其實是來自孟德爾頌的「仲夏

夜之夢」。 (「其實」表「實際的情況是…」。) 

2. 其實，那個人對夜市文化的看法我也不同意。 

  此句表說話者對句子命題真實性的主觀確信程度。我們認為「其實」後

面陳述的「不同意對夜市文化的看法」與聽話者和說話者在內的特定言語

社會共享的「夜市文化」預期相反，也有讓說話者用來提出與聽話者對夜

市文化相關聯的推測 。「其實」的語用功能，即引導碼作用為，說話者表

達自己對命題的認知態度，聽話者藉由「其實」建構說話者的用意，進一

步理解話義。 

  「其實」在語料中與「我覺得」一起出現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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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實我覺得上課滑手機只是一個行為表現，重要的是學習者內心

的心理因素，到底什麼原因沒動機聽課？ 

 複句中前小/分句藉由「其實」減低對聽話者或第三人言語行為受到干涉、

阻礙的面子受損程度，說話者意圖他人能接受其看法，透過「其實」禮貌

地表達說話者的意圖。此句若去掉「其實」，語義較直接，聽話者的面子受

損 (Brown & Levinson 1978)；若刪除「我覺得」，會顯得較禮貌和委婉；「其

實」和「我覺得」一起使用時，在溝通互動中，說話者在語用上有意識地

運用禮貌原則，並突出「其實」在話語中產生的關聯作用，設法讓溝通有

效進行，並試圖修補所表達的語義。 

  「其實」在本研究探討的華語教材中的語義說明常是以 “actually, in 

fact” 表示。就 “actually, in fact” 的引導語用功能來看，可總括前述幾項：

a. “actually, in fact” 標示了和前一個命題的對比或加強前面已說過的話。是

一個言談標記，具有引導話語理解的明示作用，明白指出說話者在溝通過

程中試圖讓溝通持續進行，且意圖讓溝通內容朝說話者預期的方向，除此

之外，也具有改變話題的功能。b.是一個填充語 (filler)，有前述「修正話語」

的功能，此時「其實」有不失對方面子的禮貌方式。c. “actually“, “in fact”

表達說話者對事件認知的態度，產生言語行為，如「說服」、「挑戰」、「建

議」、「同情」等作用。亦具有前述「澄清」的功能。 

  「其實」在平衡語料庫中出現的次數是 4187 次，相對於本研究的其他引

導碼，為高頻引導碼。其語用功能方面的 1008 筆中，出現在句首和後接名

詞的超過半數的語用功能為表達說話者對命題的認知態度或看法。從語料

中，歸納「其實」出現的語境包括：a.說話者客觀且禮貌地表達自己的看法，

也因此展開新的話題。b. 與預期相反，例句 2 為與聽話者預期相反，例 3

為與第三者預期相反，及例 1，為與一般社會的預期相反。c. 在修正或說服

聽話者或他人看法時，如前述例句「幾天前，我們請客人吃飯，是替他接

風。客人剛從英國來。其實他們那天下午坐飛機才剛剛到」 （屈承熹 1991:73）。 

「其實」具有言談標記篇章連貫性的功能外，說話者更主觀且有意識地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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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其實」，預期聽話者的得知一新信息，聽話者隨著引導碼「其實」的引

導，能因此更能理解和推斷話義，加強話與溝通過程中的關聯性。 

 

  引導碼 「其實」 在教材語用上的分析，請參考論文第四章第二節一的

3.5。 

第六節、「難道」 

   呂叔湘 (1980) 對「難道」的說明是：加強反問語氣。句末常有「嗎」 

或「不成」。 例如： 

1. 我們連死都不怕，難道還怕這點困難嗎？/難道就這樣罷休不成？ 

   邵敬敏 (1995) 運用結構分析、語義分析、語用分析三個面向的理論，

認為使用反問句有其目的如下：表達說話者內心的不滿，表現說話者主觀

獨到的見解，傳達說話者對聽話者約束的力量。在不同場合，針對不同對

象，所呈現的意義包含有：困惑義、申辯義、責怪義、反駁義、催促義、

提醒義警告、指控、承諾、感嘆義等。具有挑戰性的強烈斷言。否定形式

的問句強調其肯定的陳述，肯定形式的問句則強調其否定的陳述。因反問

句並不尋求聽話者的回答，為間接語言行為。 

 

   由於反問句和一般問句在形式上沒有明顯區別，必須依賴語境判定。語

境涵蓋的層面包括根據上一句的語義訊息，推出某種結論，緊接的句子以

反問句出現。或藉由下文的說明、否定、解釋來凸顯前一疑問句為反問句。

反問句的語境亦可由說話者的個性或環境、立場等因素，推斷說話者提出

的疑問為反問。而詞彙本身的涵義也可判斷為反義 (邵敬敏 (1995) 。 

 

  「難道」用在反問句（主語前或主語後），表達深究義，加強反問語氣。

用在是非問句時，表示疑惑或揣測。「難道」的出現反映說話者的主觀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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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態度。其語用功能包括「改變疑問句的性質」： 

2. a.你能這樣做嗎？ 

  b.你難道能這樣做嗎？  

   例句 a 表達對命題的懷疑和不知，主要功能在詢問；例 b 的命題功能由

詢問轉為反問，說話者表達了訊息明確的主觀看法（韓璇 2010:43）。語義

上，b 並不具備反問句「命題 + 否定」特徵，表達的是「否定」語用義：「不

能這樣做」。 

   「難道」的反問句除了表達反駁語義以外，還可在是非疑問句中表達疑

惑或揣測的語用功能。例： 

3. 一直沒有消息，難道他沒有收到我的信？ 

4. 電話沒人接，難道他不在家嗎？ （張斌 2001）                           

   引導碼「難道」的反問句「正向強調」功能 （韓璇 2010:44），例如：

有人笑著對他說，難道這些圖片對你也很新鮮嗎？我們認為是說話者加強

對命題肯定或否定的態度。在對學習者做「難道」反問句訊息的「輸入」

時，需明確說明的是：說話者對命題的否定「其實不新鮮」的語用功能。

而例句 5： 

5. 城市裡這麼多人才，難道比不上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 

我們不用「正向強調」或「順接強調」，而是：加強說話者對命題

「城市人才多」的肯定態度。   

   引導碼 「難道」對教材語用上的分析，請參考論文第四章第二節一的

3.6，及第四章第二節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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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反正」   

    關於「反正」的用法，呂叔湘 (1980) 提及二種，一是強調在任何情形

下都不改變結論或結果。上文常有 「無論」、「不管」，或表示正反兩種情

況的詞語。多用在主語前。例如： 

   1.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不信。 

2. 老王來不來還沒定，反正小張一定來。 

3. 不管你怎麼說，反正事情很難辦。 

4. 這也好，那也好，反正都一樣。 

 另一種為指出一已知的情況或明顯的原因，意思與「既然」相近，說話者

的主觀性較強。多用在動詞、形容詞或主語前。例如： 

5. 反正不遠，咱們就走著去吧！ 

6. 反正你不是外人，我也就不客氣了。 

7. 我反正要路過南京，可以順便替你辦這件事。 

8. 他又開始賭錢，反正他有錢。  

9. 輸一次也沒什麼，反正不是決賽。 

上述例句 5-8 中的「反正」，引導的對象均不是命題描繪的整個情境，所

表達的是命題內容在任何情況下都成立，接近「無論如何」或「不管怎麼

樣」的條件意義，說話者的主觀態度強。例 9 的語用義則讓聽話者有「不

失面子下接受」的委婉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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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 I really dislike the man you introduced to me.  

       b. He’s your new boss. 

 

    11. a. I really dislike the man you introduced to me.  

       b. Anyway, he’s your new boss.  

   

  例句 11b(第二章第二節)的涵義不確定，引導碼“Anyway”（反正）的

使用隱含了說話者認為聽話者「不喜歡新老闆」，「沒有理由」的語境假設，

因而「勸阻」。聽話者的話語理解因此受到制約。 

 

  引導碼 「反正」 在教材語用上的分析，請參考論文第四章第二節一的

3.4。 

 

第八節、「簡直」 

  Li & Thompson （1981）把「簡直」歸為 「非移動性狀態副詞」 

（non-movable manner adverb）；湯廷池 （1990）將其歸為情態副詞的一種，

表認知；呂叔湘 （2006）、劉月華等（1996）等稱為副詞，有強調「完全

如此」或「差不多如此」的誇張語氣。例： 那年夏天，雨下得簡直少極了。

「簡直」的意思是「接近完全」，近於「等於」、「幾乎」，只表示「接近」，

程度上比「簡直」稍差些 (呂叔湘 2006:296）。屈承熹、紀宗仁（1996）將

「簡直」歸類為副詞，並且具有評價的作用（即，「評價（evaluative）副詞」，

為句中的非事實成分，表說話者對句子命題或述題的主觀態度。帶有說話

者的假設。例如： 

1. 到體育課或團體活動的時間，就要到操場上去曬太陽，有時甚至連

掃地時間都不放過，簡直累死人。 

「簡直」也使用比喻的句法來表達強調的語氣，偏向於負面語義或否定

 



80 
 

成分。例如： 

2. 你們聽啊，「思東」連開玩笑的話都會用了，簡直跟中國人一樣了嘛。 

3. 消息一出，簡直嚇壞一堆傳媒，心想「鄰家男孩」怎麼變成「壞小

子」了。 

  「簡直」的語法分佈主要在主語之後和謂語之前。例如； 

 

    4.a.這簡直折磨自己。 b.
※
簡直，這折磨自己。  

 

    5.這種事簡直不可思議。   (屈承熹、紀宗仁，1999)   

 

   「簡直」不與狀態動詞連用，如例 6，鮮少和修飾謂語的「很」、「真」、

「十分」等副詞連用，如例 7；可與變化動詞連用，如例 8；也可與表程度

的補語連用，如例 9。 

 

     6. 
※
他簡直美了。 

 

7. 
※
他簡直很美。 

 

8. 他簡直瘋了。  

 

9. 她簡直美極了。 

 

「簡直」出現在句中，難以單獨使用，或是在簡短句回答。如病句 10 和 11。 

 

    10. 
※
簡直，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Really, I don’t know how to do.) 

 

    11. 
※
她簡直不能。  (She simply can’t.) 

 

  引導碼 「簡直」 在教材語用上的分析，請參考論文第四章第二節一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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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語用教學探析 

第一節、語言教學與語用教學 

一、語用偏誤和語法偏誤 

語用教學（pragma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或中介語語用習得研究 

（interlanguage pragmatic acquisition） （Kasper and Rose 1993）在對外華語

/漢語）教學上是語用培養的關注點和教學任務，著重在學習者如何運用外

語或二語知識在具體的溝通環境恰當地使用目的語（target language）。相關

研究和發展集中在幾個方面： 

1.  目的語環境和非目的語環境溝通中的語用理解：足夠量的輸入和輸出

及邊學邊用； 

2.  如何運用目的語中引導碼的言語行為語用功能； 

3.  目的語（target language）的語用發展； 

4.  在認知、理解、表達和習得語用知識過程中的母語語用知識和文化的

遷移； 

5.  創造華語（漢語）學習價值與激發和保持學習者的學習興趣和動機：

如：貼近當代華人（成人、青少年和兒童）生活與貼近學習者的在地

生活，及幫助華語學習者尋找較好的就業和發展機會等； 

6.  中介語的語用標準和評估； 

7.  中介語用在語用教學中引導碼的教學策略和效果。 

 

  其中，語用理解、表達，與語用遷移，溝通效果（如語用偏誤）是教學

中的重點。語用能力其實是溝通能力的重要部分。就研究者教、研生涯的

關注和觀察過程中，學習者的語用能力並沒有隨著語言能力的增強而提升。

教師需向學習者介紹比較典型的生活情境對話，如打招呼、讚美、道歉、

邀請、招呼、接受、拒絕、問候、問路、引出話題等。語用遷移上，以中、

英二種語言為例，在語用內容、溝通方式和文化理解挪移到目的語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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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會造成語用偏誤。需提高學習者對文化差異的敏感性，鍛鍊學習者運

用溝通文化的能力。語用偏誤的主因常是學習者對母語文化的認知，且將

其規則或規範應用於目的語溝通時引起。例如，學習者若不能根據「下對

上」，即，晚輩對長輩，下對上等語用因素選擇適當的言語行為方式，加上

本族語的干擾、教學的誤導、目的語知識不足、語用知識缺乏，忽視溝通

雙方社會地位、關係、交情及文化差異等因素，均會是形成語用失誤的原

因。而在課室環境下的語用情境教學且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視。 

 

二、教學觀 

1.全語言/整體語言教學（Whole Language Approach）的思維 

進行語言形式與語言功能的綜合策略，成人學習上，可運用主題導入法從「整體」

的概念、分析、總結、歸納，到「部分」的形成規則（From Whole to Part）。

兒童學習方面，則先由「部分」開始再至「整體」。例如：讓學習者對單元

「整體」（whole）有一番了解，再做生詞、句型、語法「部分」（part）的練習。 

（1）  從學習者的角度考量(lernner centered）。教師教的不都是老師認

為學生應該學的，而是學習者有需要和學習動機的。教師需瞭解

個別學習者的程度背景，並尊重學習者的語言發展規律（inner 

syllabus）。培養學習者的差異意識，結合直接糾錯和間接糾錯的

技巧，達到有效反饋（response）（靳洪剛 2011）。 

（2）  意義 (meaning) 重要，課堂上學的，學生能在生活裡運用。 

（3）  學習者想學，就學得快，學得好，達到語言應用的目的。 

（4）  讓學習者有群體的溝通活動（social interaction），增加學習者間

的互動。採用多種形式的合作學習方式及持續性學習者間的互

動。 

（5）  學習者的口語和書寫能力同時發展。只聽、說並不夠，讀、寫能

幫助語言的學習。 

（6）  針對學習者的母語出發，培育學生目標語言的能力。學習者已有

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和對一般事物的概念，只是還沒有學會怎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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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語言表達，教師可利用學習者母語思考的能力，培育第二語

言的實力和潛力。 

（7）  教師表現出對學習者的信心：教師相信學習者能學會，也讓學習

者相信自己能學會。 

（8）  提問式互動。多問學習者「然後呢？」、「為什麼呢？」「你覺得

呢？」。 

 

2.篇章基模 （MaCarthy 1991） 

語篇宏觀結構在人腦中有兩種存在形式，一種是與思維有關的 content 

schema，另一種是與篇章形式相關的 formal schema/textual pattern。近義引

導碼的教學和教材設計上，語境設計可配合篇章結構，具備話題鏈（指某

個話題在篇章中連續不斷出現的現象）、省略、替代、語序變化、引導碼、

事件順序，前景和背景等策略，而「引導碼─語段」為運用方式。配合情結

假設（episode hypothesis）教學法，（Oller 1983）強調故事情節概念，即課

文要具有故事情節。呈現方式包括圖形呈現、列點敘述、圖表分類、層次

分析、對比分析和主題穿線等。 

 

3.教學記憶認知模式 

  教師的教學記憶認知基模: 教什麼？怎麼教？學習者想學什麼？如何長

時間維持所學？為什麼要這麼教？沒有語境（context）,語義（meaning）將

不確定和清楚。 學語言的目的是跟別人溝通, 重複是為了記憶。 語詞的學

習過程，包括: 好奇某個事物怎麼說， 接著有個機會得知這個詞語怎麼說， 

有一個語境，然後因字典、老師和同學的幫助，確定了這個詞語的發音、

寫法和用法, 其意義跟母語中的詞語相對應。 而練習生詞的方法可根據意

義協商 (Meaning Negotiation）的理論。近義詞引導碼的比較則是在引導學

生利用已知的經驗, 學習新的詞語，所根據的是認知心理學的學習理論。因

此可以同時建立學生對自己中文能力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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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 教師的教學認知基模:學習者想學什麼？心智圖/心象圖（改編自劉秀

枝：2010） 

  雖然每個人的學習方式（learning style）不同, 但是學習策略（learning 

strategies）是有意識的學習和應用。可建立以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centered）

的課堂精神。                             

4. 語言易學或難學的重要因素 

語言容易學的原因： 

（1）  教師的教材教法、學生的學習是 真實且自然的。 

（2）  教師的教材教法、學生的學習是 整體的。 

（3）  教師的教材教法、學生的學習是 有意義而合理的。 

（4）  教師的教材教法、學生的學習是 有趣的。 

（5）  教師的教材教法、學生的學習是 跟學生相關的。 

（6）  教師的教材教法、學生的學習是 屬於學生的（經驗）。 

（7）  教師的教材教法、學生的學習是 真實的事件、是日常生活的一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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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師的教材教法、學生的學習是  對實際生活上有用及具有社

會性功能的。 

（9）  教師的教材教法、學生的學習是  合於學習者的學習目標的。 

（10）  教師的教材教法、學生的學習是  學生選擇且想學的。 

（11）  教師的教材教法、學生的學習是  學生易接觸的。 

教師的教材教法、學生的學習是  學生能應用的。  

 

Goodman（1986: 8）has summarized these principles of a supportive 

environment and meaningful interaction succinctly: 

What makes language very easy or very hard to learn? 

It is easy when: It is hard when: 

It is real and natural. It is artificial. 

It is whole. It is broken into bits and pieces. 

It is sensible. It is nonsense. 

It is interesting. It is dull and uninteresting. 

It is relevant.  It is irrelevant to the learner. 

It belongs to the learner.  It belongs to somebody else. 

It’s part of a real event. It’s out of context. 

It has social utility.  It has no social value. 

It has purpose for the learner.  It has no discernible purpose. 

The learner chooses to use it. It’s imposed by someone else. 

It’s accessible to the learner. It’s inaccessible. 

The learner has power to use it. The learner is powerless. 

 

5.第二語言習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理論 

   第二語言習得理論，早期是因應外語教學的需要而興起，依發展的時

間順序為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Lado 1957）到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Corder 1967），到中介語分析（Selinker 1972），期間還包括探討

有關習得順序的語素習得研究（Brown 1973）和探討非語言因素影響的輸

入假說（input hypothesis）（Krashe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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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語言習得涉及語言及學習二個範疇，相關理論包括從 1920-1950 年代，

來自結構語言學 （The Structural School）的對比分析，語言教學強調結構

分析，其中以 1940 到 1950 年代之聽說教學法（audiolingual method）為代

表。認知語言學的生成語法及普遍語法理論（Universal Grammar）。這些均

用來解釋語言習得的相關現象。另一方面則包括心理學早期行為主義的刺

激反應機械式學習理論，語言的學習被認為是模仿和習慣的養成，因此，

學習活動是一連串的反覆練習，直到學習者能產生正確的回答為止。 

 

認知心理學是以創造性、個別化學習理論，解釋人類如何學習語言。Dewey 

（1966）提出知識是學習者認為重要且有意義的經驗建構而來。Piaget 則認

為，學習的基本在於發現、創造、再建構，而不是一再地重複。基於這種

認知學習理論，教學者幫助學習者認識其自身的學習特性，並且教授一連

串認知學習策略，如前述所提 top-down（由上而下）、 bottom-up（由下而

上）及其他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的步驟和方法來提升學習成效。發

展出了情境學習（situated learning）（McLellan 1996），包括學徒學習

（apprenticeship）、合作學習（collaboration）、內省學習（reflection）、指導

學習（coaching）、多元學習（multiple practice）、技巧練習（articulation of 

learning skills）、實景呈現（realistic representations）和科技（technology）。

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和任務導向學習（task-based learning），

即情境學習理論下的具體教法。前述社會認知語言學者 M.A.K. Halliday 

（1984）認為語言能力並不只侷限於個人的心理認知過程，也應包括透過

社會互動及吸納他人言構的語言學習過程，是能在不同的社交場合中適切

運用各種語言形式的溝通能力，即本研究的推導理論和習得理論的依據。

此研究也將依此分析教材語用相關理論和教學理論的運用。 

 

6.第二語言教學原則 

   第二語言教學原則（methodological principles）是指具有普遍意義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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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設計、實施原則，為基於第二語言習得實驗研究、認知心理學及教育學

的研究成果所建立的原則。包括 Doughty and Long （2003）提出從十個方

面考慮現代語言教學原則及有效語言輸出（pushed output）（靳洪剛 2010）。 

 

語言教學原則可考量三個因素：理論解釋的充分性（sufficient）、原則

應用的必要性（necessary）、教學實施的輔助性（facilitative）和有效性

（efficient）。對外華語/漢語教學的原則亦建立在此三項現代語言教學理論

上。包括： 

（1） 以任務為導向（task-oriented）的語言教學：強調真實情境的實用語

料（authentic naterial）互動，涵蓋機械和適當的演練、運用語言的

活動。使學習者在任務中進行認知性語言處理活動，如對訊息的選

擇、轉換、推理、分類、排列、分析、評估等。 

（2） 教學應用是以學習者為中心的「體驗式學習」（learning by doing）

（Kohonen 1992）。教學方法能引起學習者的興趣與動機，學習者

有意願主動參與解決問題，所關注解決的問題與生活息息相關，能

與個人經驗進行聯繫的問題及對學習者有意義的問題。即，若所學

知識可以輔助記憶，將知識及技能應用於生活，學習者就易產生興

趣和動機。舉例來說：如果教不同程度的學習者問路（教學目標），

可先讓學習者瞭解當地人會如何問路（語言輸入），在課堂上，利

用地圖或 GPS 以配對方式模擬問路（任務條件），找到一個地圖上

生活中真實的地方（任務條件及程序）。然後給學習者依真實情境

的功課，不同程度度可利用不同的校園周遭、生活或地標環境，通

過詢問路人，找到課上模擬過的地方，就地完成另一任務（如跟一

個人見面、參觀一處地方、採訪一個人等）再返回（預期結果）。 

 

語言教學提供豐富的輸入（input）(Krashen 1980, 1982,1985）提出

輸入假設（input hypothesis）理論，指出語言學習首要接觸大量、豐富

的語言輸入，不僅是課本提供的文字材料，亦包括多種技能和多種媒

體的輸入（rich input）（Krashen 1982），課室內的教師語（teacher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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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種輸入渠道。Krashen 主張的語言訊息，既不能太簡單，也不能

太難，只能稍微超出學習者目前學習的程度。他用 i+1 的公式 表示他

的主張：i 表目前的程度，i+1 表示下一步應達到的程度。我們認為 i

的掌握須依循準確、流利、得體的可操作（applicable）及可測量

（measurable）的原則。而「得體」的程度牽涉到語用的概念、引導和

策略。學習者爾後方得以將部分輸入轉換為可理解輸入

（comprehensible input）。 

（3） 語言教學提供詳盡的擴展解釋性輸入（Elaborated input），意指目

標語的情境說明，師、生，生、生互動過程中的一方不懂、一方解

釋的語義協商（negotiation of meaning）、調整和協商結果（resolution）。

語義協商包括語義澄清（clarification requests）、理解確定

（confirmation checks）和表達檢測（comprehension checks）的過程；

協商結果包括指引（indicator）、反饋（response）、和反饋確定（reaction 

to response）等策略（Varonis & Gass 1985a, 1985b）。其語言形式

越早介紹越好，如「請再說一次」、「你的意思是不是…?」、「你

剛才說的『』是什麼意思」「「你同意嗎」等。 

（4） 語言教學注重語言結構的練習（structural practice）：通過一定程度

的語言結構練習，特別是成人學習者，能有意識地提高對語言規則

的認識及強化語言輸入過程，使語言結構成為語言系統的必經之路。

第二語言研究者，特別是課堂分析專家們，在分析語言學習過程的

基礎上，對課堂中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語言行為進行了實驗分析，發

現一些認知因素直接影響了語言處理及習得的階段（Doughty & 

Williams 1998, Ellis 1994a, 1994b）。這些因素是：1）語言結構的高

頻反復，如高頻率重複某一重點結構：2）大腦中已知和未知的關聯

性：3）語言結構的突出（saliency）效應，包括某一結構在溝通應

用中的出現頻率決定了語言結構獲得的先後順序，目標語結構與母

語結構的差異大小的直接影響習得順序，及不同目標語結構的呈現

形式（如視覺、聽覺、味覺、口語或對比效應）對該結構的語言意

識，進而影響語言學習效果（靳洪剛 2010）。4）語言反例（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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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是指在語言發展過程中為學習者所犯偏誤提供的反饋

訊息（Gass 1997）。如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 （Lado 1957）、

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Richards 1974）、漢語中介語

（Interlanguage）分析（王建勤 1997）與母語的不同語言反饋

（response）。5）結構意識（consciousness of structures），讓學習

者對語言結構的了解提升為有意識地理解，而不僅是下意識地使

用。 

  (5)    鄧守信（2011）在針對「漢語基式與非基式」（canonical and non- 

canonical structures）的演講中闡述：語言的學習並不在收集大量的

語料，並非大量語料的輸入，就可以學習到目標語了，也不是要求

學習者再多看很多書就懂了。而是像母語小孩習得一樣，從接觸的

語料中歸納出規律。因此教師在教學的時候，並不是只給學生語料，

而是要能讓學生從語料輸入中去組織，整理而歸納出某一個規律。

例如：「把字句」對漢語為母語的人士就是一基式的句子。無論成

人學習語言，或是小孩學習母語，都在建立規則。S  Vt  O， S Vi，

OSV，VSO，SV，VS 等，都是學生們在教科書裡看得到的語料，

我們所要訓練學生的，是要學生能夠從這些輸入的語料，回到 S  Vt 

O 與 S  Vi 這兩個基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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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王冕七歲死了父親。」是非基式結構，是表層結構。如果不從基式

結構來解決問題，一直在表層結構上打轉，只能說，這就是「死」的一

種結構，這樣就沒辦法真的解決問題。從基式與非基式來分析，「王冕

七歲死了父親。」的基式結構是「王冕的父親死了。」「死」是一個不

及物動詞，不帶賓語。語義是王冕的父親死了，死的人是王冕的父親，

而不是王冕，也不是王冕把他的父親怎麼了。這樣一來，就解決了漢語

「死」到底是及物動詞，還是不及物動詞的問題。這麼處理，漢語的「死」

類動詞與與人類自然語言一樣，屬不及物動詞。外國學生學習漢語的時

候，就不會覺得「死」這個動詞，在漢語中，可以是及物動詞，而感到

奇怪了。除了「王冕七歲死了父親。」以外，像「樹下坐著一位老先生。」

等的非基式語料，也就能夠獲得比較理想的分析與處理。基式與非基式

在對外漢語教學上，有其大作用。也是前述 3 提及 i+1 時“i”應是可操

作、可測量的學習者程度。語言教學強調在有大量輸入基礎上的有效輸

出（pushed output）（Swain 1985）：教師的課堂任務除了提供學習者語

言輸入、語言理解的活動外，也需提供語言使用及表達機會；教師應有

意識地通過各種互動「促進」（push）學習者在溝通情境中使用符合溝

通場合的各種語言結構。引導學習者注意到母語和目標語過程中介語的

不足之處，及目標語輸入時的一些特別結構。此一過程亦即為可理解輸

入下的可理解輸出（comprehensible outpur）（Swain 1985）。 

 

(7)  語言教學強調糾錯反饋（corrective feedback），培養學習者的負面 

  反饋（negative feedback）；此原則強調通過直接（explicit）或間接

（implicit） 的糾錯反饋，讓學習者意識到其中介語表達與母語的差異，

以增加其自我糾錯或調整語言表達的能力（Ellis 2001）。 

 

(8)   語言教學尊重語言學習者的語言內在發展規律（learner’s inner   

syllabus）：Pienemann （1984）提出，第二語言的可教性（teachability）

受限於語言的可學性（learnability）。教師教什麼，學習者不一定就能

學會什麼。雖然如此，語言教學得法可以加快習得速度、提高語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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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度和得體性。作為專業華語文教師，需了解這一學習者語言發展

的內在規律，要意識到語言習得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受到學習者內

在發展規律的牽制，教師不可一味按照個人一己的意願安排課程或期

待學習者一步到位。有針對性的教學處理可以促進目標語結構的準確

度及加快學習步調。課程設計需要加入頻繁、有效的能力測試，並調

整課程安排，以期能與學習者的習得規律相配合。（靳洪剛 2011） 

 

(9)   i + 1 及有效輸出及綜合技能的有效輸出（pushed output）：包括課堂 

  上教師語的使用及提問技巧的運用。提醒學習者語義協商 negotiation   

  of meaning）策略及語義協商時使用的語言定式，有效利用指引 

  (indicator）提出反饋（response），並作出反饋確定（reaction to  

  response）。進而能有一定複雜度、準確度及流利度的有效輸出。 

 

三、漢語的複句與篇章 

引導碼常出現於複句中，例如：他本來是個急性子，這回居然也冷靜

起來了。「居然」在前後小句/分句的反預期表達方式上，消除了前小句的預

期（急，難冷靜），反預期標記引導碼「居然」呈現出的關聯性包括句法上

的語義關係，也含有語用上的人際溝通關係。引導碼有時也出現在單句，

例如：你看你看這可怪不了我了。但這個單句的語義並不足以讓聽話者有

充份語境關聯，推論出說話者的言外之義，或隱涵。原因有時是隱含了背

景句，如凡事都怪我，或是在特定條件下忽略了聽、說雙方共同瞭解的事

實或預期。又例如：「張天明沒想到中國的家庭居然也有這麼多問題。」《中

文聽說讀寫 2》引導碼「居然」的「驚訝」話義，則需要較充分的語境方能

理解。根據系統功能語法理論：篇章功能能使語言在特定語境下得以運作，

使概念功能和人際功能得以實現 （第二章第一節）。說話者藉篇章功能使

語言和語境產生關聯。本研究在語料和教材分析上，主要以複句為主，輔

以篇章為輔，本單元將簡述二者的功能，並分析後續引導碼在教材中的使

用和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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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漢語複句的定義 

呂叔湘 （1956, 2006:19, 27, 28）定義複句是：由幾個小句構成。兩個

小句之間可以有、或沒有關聯詞語，即連詞，例：「他雖然是第一回做這個

工作，可是做得很好。」中的「雖然…可是…」是連詞，「他雖然是第一回

做這個工作」和「可是做得很好」分別為小句。兩個小句也可以有連接作

用的的副詞和短語。如：「劇本的內容一般，語言倒很生動。」中，副詞「倒」

為連接作用；而「劇本的內容一般」和「語言倒很生動」則分別為小句（呂

叔湘 2006:154）。又如：「這些種籽可不尋常，是從千里之外帶來的。」中

「這些種籽可不尋常」與「是從千里之外帶來的」分別為小句。（呂叔湘 

2006:334） 

 

    一般複句裡的附屬分句跟主要分句之間，常有一個可能的停頓 

（potential pause）或停頓語助詞 （pause particle）。例如：「我要是沒想到

啊 （或用『麼』『吶』，或都不用），你就忘了。」中間就可停可不停，停

頓語助詞也可用可不用 （趙元任 1980:59/1985:108） 。此外，漢語複句裡

的附屬分句常用一個連接詞 （conjunction）；附屬連接詞 （subordinate 

conjunction），可以在主語前後，修飾分句中的動詞，或副詞 （adverb）起

頭。複句裡的附屬分句通常是修飾整個主要分句，不只是修飾其中的動詞，

因此可以完全抽出（detachable），而不影響主要分句的完整 （趙元任

1980:61/1985:113）。例如： 

 

(1) 「雖然打雷，可是沒下雨。」（「雖然打雷」為附屬分句） 

(2) 「綠地固然不少，但是房子道路更多。」 

   （「綠地固然不少」為附屬分句） 

 

     決定一個句子是不是複句，可看句子的真實價值（truth values of 

dependent clauses） （對應於第二章第二節 25 頁的「真實值」）。複合句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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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句的真實價值等於並列分句真實價值的總和；而複句的真實價值就只能

看整個句子，而其中分句（constituent clauses） 的真實價值可能跟全句不

同，甚至可能根本沒有真實價值。例如：“It is false that….”句子裡的子句（that 

clause…），所帶的真實價值，就跟整句的價值相反。（趙元任

1980:65/1985:122,123）。  

                             

下列三個因素可以判斷是複合句或複句： 

  1.語調和停頓 

    例如：天氣很好，但是我不能出去。 

「好」字全上聲，後邊有全停頓，這是兩個句子。「好」字全上或半上

帶拖腔，那就只是一個複合句。 

2.副詞、附屬連接詞或連接詞作為標記   

    重複同一副詞或使用兩個互聯的副詞，把分句合成複合句。 

    例如：                              

2.1 風又冷，雨又大，我又沒有車。 

   2.2 我雖然（雖然我）想發財，可是不敢冒險。 

            （附屬連接詞「雖然…可是」，表示讓步/concession）  

            （趙元任 1980:61, 62/1985:115）                             

        2.3 他因為太太病了，所以不能來。 

            （附屬連接詞「因為…所以」，表示原因或理由/reason or cause） 

        2.4 我喝酒，但是不抽菸。（「但是」是在說完一句話後或在 

評論別人說的話時，用「但是」作為另一分句的開始。 

     3. 結構平行，例如：（趙元任 1985:63） 

3.1 一個人付錢，一個人收錢。 

3.2 上船的上船，上岸的上岸。 

     一放一收的語調，把二個並列的小句組合成一個複合句。 

                             

趙元任 （1979） 認為三個因素之中，語調和停頓最重要，依賴這二

個因素就能辨別複合句和複句。一般文字，不論用漢字寫還是用某種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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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都不把語音特徵全寫出來，因此在書面上可以有難於辨別的情形，但

是在實際說話裡是沒有疑問的。 

 

   上述 2.4 這類詞用法的隱涵，要看它出現的句子以外的因素，我們贊成

需視表情、手勢、說話者主觀態度等而定。這種依賴性不是造句性 （not 

syntactic），而是超造句性 （adverbial conjunctions macrosyntactic use） （趙

元任 1980:392/ 1985:791, 792）。可在篇章中進一步推論。 

 

王力 （2002:23,80-92） 談及複句中的主從句形式有「主要」和「從 

屬」的分別。主從句的從屬部分可認為是「末品」，「品」是指詞在句中的 

位置 （王力 2002:23）。例如：白馬的「馬」，「馬」是主要詞，飛鳥的「鳥」，

「鳥」是主要詞，叫「首品」。把黏附於「馬」的屬性「白」（不是紅馬），

黏附於飛鳥的「飛」，表示鳥的屬性（不是棲止的鳥），叫「次品」。而「純

白之馬和高飛之鳥」中的「純」黏附於「白」，表示白的程度，「高」黏附

於「飛」，表示飛的方式，位置上叫「末品」。末品具有修飾作用。末品句

子形式的作用在於修飾主要部分，使它的意義更完全。例：「倘若老太太知

道了，倒把我這幾年的臉面都丟了。」（語氣末品） （王力 2002:216）。凡

語言對於各種情緒的表示方式，叫做「語氣」（王力 2002:255）：例：「你再

這麼著，這一個地方可就難住了。」（主要部份和從屬部分的主語不同），「碰

壞一點，你可仔細你的皮！」（部份的主語和從屬部分的主語相同） 。 

     劉月華等 （1996） 對複句的定義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在意思上

有聯繫的單句構成的表達一個完整意思的句子叫複句。構成複句的單句叫

分句。」複句的特點包括：各分句必須有意思上的聯繫，且表達一完整意

思；分句間語音上有較短的停頓，書面上多用逗號或分號。而根據分句語

分句間的語法關係，複句分為聯合複句與偏正複句。有其不同功能。  

 

2.漢語複句的功能 

     劉月華等 （1996） 提及複句類型包括聯合複句、遞進複句、偏正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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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轉折複句和讓步複句。聯合複句指複句的各個分句間在語法上是平等

的，不互相修飾或說明，有並列，如「又…又…」；對比，一般用「而」；

承接，關聯詞語如「首先、、、然後」。遞進複句，表後一分句比前一分句

表示的意思更近一層，關聯詞語如「不但…更」等和選擇，「或者（是） …」

等功能。偏正複句中的分句在表達意思上有主要的、次要的，而非平等的。

有說明因果，「因為…所以…」；推斷因果，「既然…就…」；轉折，條件，

假設，讓步，取捨，目的，時間等功能。 

 

     其中轉折和讓步功能中關聯詞語的引導和推理作用與此論文引導碼

的關聯，將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進一步探討和分析。轉折複句指正句沒有順

著偏句的事實得出結論，而說出了相反或部分相反的事實的複句。常用的

關聯詞語包括「雖然…但是 （可是）…」，「卻」等。（劉月華等 1996:507） 

例如： 

     重轉： 

        孩子們雖然失去了父母，但是更多的父母、叔叔、阿姨在關心 

        著他們。 

     輕轉：有的偏句不用「雖然」等，只在正句上用「但是」、「但」、「可 

           是」、「然而」等，語氣上緩和些： 

        人們都在燈下匆忙，但窗外很寂靜。 

 

     讓步複句為「偏句承認某種事實，做出讓步，正句從相反的方面說出

正面的意思」。常用的關聯詞語，偏句是「儘管」、「縱然」、「固然」、「即使」、

「就是」、「那怕」等，正句是「也」、「都」等。例如： 

事實的讓步： 

         儘管有了昨日的經驗，仍然出乎意料。 

         他固然不對，你的態度也不好啊！ 

     假設的讓步： 

        就是有天大的困難，我們也要把這種新產品是製成功。     

        那怕就剩下我一個人，也要堅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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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月華等 1996:509） 

                                 

   上述關聯詞語，即，具有關聯作用的詞或短語，是複句類型的重要標記，

一是連詞，是一種語法方式，不是語法成分，如：「不但」、「因為」、「既

然」、「否則」、「難免」等；一是副詞，是句法成分，也有關聯作用，如「倒」、

「可」、「畢竟」、「到底」、「竟然」、「居然」、「簡直」「反正、「其實」等。

三是獨立成份，往往是固定短語，如：「總而言之」，「反之」，「一方面…

另一方面…」。意義上的聯繫是分句/小句連接成複句的基礎。分句和分句/

小句和小句連接的方式，主要依靠關聯詞語和語序。有一些複句不用任何

關聯詞語，完全依靠語序和前後分句/小句的語義構成。例如：「他拿了錢，

買了水果。」 

                            

3.漢語複句與引導碼 

  文獻中所提的「關聯詞語」，我們將從關聯理論預期和反預期角度，形

式、意義等，對應關係外的話語 （utterance）及語言使用得體 （appropriacy） 

（Grundy 2000） 等語用隱涵及認知溝通語境概念和功能因素，針對 「轉

折」功能具有引導和推論作用的句狀語引導碼「可」、「倒」、「卻」，

「其實」，「畢竟」、「到底」、「究竟」，「居然」、「竟然」，「難

道」、「反正」等，在複句「明示推理」的取消、否定、限制等語用功能

進一步探討。 

 

4.篇章功能與漢語引導碼 

  引導碼可協助聽話者獲得話語的言外之意，或隱涵。隱涵並不由命 

題獲得，聽話者常需藉由語境及其他線索，如聽、說雙方共有的背景知識，

或基模等語言、非語言成分推論得知。上述引導碼，如「可」，在特殊會話

隱涵的推論時需要跨句的進一步、且充份的語境，方可經由語言組句成篇

獲得，產生關聯性而推導出會話隱涵，使概念功能和人際功能通過語言得

以實現（Halliday 1967, 1985）。「可」的複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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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那天參觀了一上午，也沒有看完，把我累壞了。 

       2.我那天參觀了一上午，也沒有看完，可把我累壞了。 

       3.我那天參觀了一上午，也沒有看完，倒把我累壞了。 

       4.我那天參觀了一上午，也沒有看完，卻把我累壞了。 

 

  用「可」、「倒」、「卻」及不用此三個句狀語 （sentential adverbials）引導

碼的隱涵不同：例句 1 中：看不出說話者的隱涵。例句 2：有「抱怨」語用

義，至於是抱怨參觀的累，或沒看完的累，則不清楚；例句 3，為委婉地抱

怨；例句 4，有否定預期「不會如此累」的出乎意料語用義。 

 

       在篇章中的「可」： 

       5.「上星期力波對我說：「你還是去參觀一下中國現代文學館吧。中

國現代有名作家的資料那兒都有。我那天參觀了一上午，也沒有看完，可

把我累壞了。不過我還想再去幾次。」 （劉珣《新實用漢語課本 4》：90） 

 

   例句 5 的隱涵所表達的是：有出乎意料的反預期 （沒想到會累） 語用

義，及，沒想到值得看的是如此豐富，「抱怨」自己走多了而累，但並沒因

此而看得累，因此還想再看。上述例子反映引導碼在漢語複句和篇章裡具

語境或充分語境時，隱涵因此得以推論的情形。 

                 

第二節、教材中引導碼的語用依據和語用評估 

依據教學語法評量的七項參數：完整性（exhaustiveness）、通盤性

（generalization）、系統性（systematicity）、一致性（consistency）、簡易性

（simplicity）、相關性（relevancy）和有效性（efficacy）（鄧守信 2009），我

們檢視海內外使用的教材，選擇了《遠東生活華語 III》、《今日台灣》，《新

版實用視聽華語 4 和 5》，《中文聽說讀寫 II》，《新實用漢語課本 4》和部分

《當代中文課程》試用版等教材。發現近義連詞/副詞將引導碼的語義、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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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差異，基模理論「語言學習需有意義」等運用概念，如：語法語義陳述

學習方式，結構語義不能分離、語用與情境結合等，L1 與 L2 的關連，落

實於教材編輯時不能與實際教學差距過大，教材中需增加引導碼基本結構

形式的簡要說明、對該結構特徵的清楚說明及設計典型情境，讓學習者知

道該引導碼「是什麼」、「做什麼」及「怎麼用」。 

 

一、引導碼在教材中的使用分析                              

  根據認知學習理論，我們針對目前國內外使用的華語文教材《新版實用

視聽華語 3 和 5》，《遠東生活華語 III》，《中文聽說讀寫 II》，《今日台灣》中

級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 4 和 5》和部份《當代中文課程》試用版等

進行整理，以「倒」、「可」、「畢竟」、「到底」、「究竟」等為例，從教材和

教學觀反映引導碼的使用上，提出看法。  

  從基模理論、學習理論、易學理論、認知記憶模式等探討現階段使用的

華語文教材對引導碼的教學，教材多藉由生詞釋義及語法解釋等方式介紹，

學習者或能依靠語法點或詞義的說明，透過課文、例句等在語境中自行建

構，但有時會造成學習者認知層面的不完全習得。成為學習難點並造成運

用上的不足。以下從上述幾本海內外通用的教材中舉例分析： 

1.《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4 & 5，2008》 

  1.1「可」 

  1.11 你今天可真大方！/You really are generous today! （新版實用視聽

華語 3, 2008:208，第八課「你也打工嗎？」） 

1.12 真是太可笑了！電腦公司的老闆居然弄不清楚電腦的價錢。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 2008:369，第十四課「來一段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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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中「文法練習」的解釋為“used to emphasize the tone of the speaker”「注

釋」中的是：“You are really generous today!”/“Aren’t you stingy!” This kind of 

joking can be used among good friends, however, in other situations it is 

considered to be very rude.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 2008:219,221） 另外，

教材將「可」分為四種用法，並以中文、英文說明如下： 

用法說明：多用於口語，放在副詞、動詞、助動詞、SV……等前面，表示

強調語氣。可以表示 a. 不以為然，b.強調程度，一般有感嘆的意味。句末

常有語氣助詞，如啊、呢、了、啦等。SV 之前可以有真、太等副詞。c.必

須如此，有勸導或期盼的語氣。d.事情好不容易完了。Explanation:  This is 

used more often in informal speech.  It is placed in front of an Adverb, a V, a 

SV, etc, to express a stronger tone.  It is used to indicate a. disagreement with 

the previous speaker, b. to emphasize degree, usually indicating a tone of 

exclamation.  Modal particles like 啊、呢、了、啦 are often used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however, if 可 is used with a SV, the adverbs 真 or 太 are often 

placed before the SV. C. the thing must be done in this way, with a tone of 

advice or expectation, or d. to show that that matter is very difficult to                             

resolve. 

  練習部份，有：一、請把「可」放在句中合適的地方，例：我等了那麼

久，你來了。/I’ve waited so long. You’ve arrived. → 我等了那麼久，你可來

了。/I’ve waited so long; you’re finally here.二、請根據提示，用「那可」/「可」

完成對話。例： 

張：怎麼辦？我寫好的報告丟了。/ Chang: What should I do? I’ve lost the 

report that I finished. （用「麻煩」） 

李： 那可麻煩了。（What a pain!）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 2008: 221, 222） 

分析：強調語氣：外籍學生也可能將此例翻譯成「你今天真大方。」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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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有「可」和沒有「可」的語氣及使用差異。而所強調的「語氣」也會

讓學習者難以掌握。 我們建議： 

語用方面，「可」表示「不以為然」，有「感嘆」的評價意味時須進一步

闡明和分別：「不以為然」的意思是：「你平時並不大方」的「反預期」涵

義。而有「感嘆」意味的含義是「你終於大方了！」至於有「勸導」或「期

盼」的語氣，含義是，「你平時並不大方，今天難得大方，以後是不是大方

些會更好！」有消除「你平時並不大方」的假設。除了「勸導」或「期盼」

的語義外，也有「諷刺」的意涵：「你真『難得』大方啊！」。至於是否會

「無禮」？與說話者態度有關，不是本文探討的範圍。粗體字的語用義是

外籍學習者在並沒有引導碼概念和語感的已知母語學習相對應語境下，教

師或教材上須加以引導，讓學習者能從具語境的例句或短文中推理出引導

碼「可」的語用義和引導功能。也因此，「強調語氣」的說法就顯得籠統，

不符關聯理論和方式準則的「明確度」。而 1.12 句中的「可」，與表示心理

狀態的單音節狀態不及物動詞組合，（呂 2006:335）表示可以、應該。並不

符合本文討論的引導碼用法。  

  有關練習的部分，有二點分析：（1）屬語法練習的層面，（2）並沒

有從語言習得理論出發：「以學習者為主」思考。學習者會套用「公式」

地放「可」或提示的詞彙在說明中的位置，但卻無法得知在何種情境中

可用「可」，與不用「可」的不同義涵。說話者希望表達，或希望聽話

者能推理的「可」的隱涵。我們認為需給語境。依據「可」的語用和教

學理論，例如：考完小考，一個學生問另一個同學，難不難。請以「不

以為然」的語用功能，用「可」回答。學習者的回答將不會是原練習設

計好的制式回答，但會思考「複」句中怎麼用到「可」。除此之外，我

們亦建議，（3）教材中的練習或可不需要加註英文說明。設計情境時

即先考慮到使用教材設定的學習者程度的詞彙。 

1.2  「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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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餓倒是不餓，可是可以吃點東西。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 2008:239》第九課「誰最漂亮」）生詞及例

句 10「倒是」的解釋和例句：A（Adverb）: yet, nevertheless,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 2008:243） 

1.22 a.張：走了半天了，你累不累？ 

b.李：我累倒是不累，可是很渴。 

   1.23 a.欣欣：萬一東西不夠吃，多丟人啊！ 

b.偉立：我倒覺得吃不完才浪費。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4》, 2008:359，第 14 課） 

文法練習五《新版實用視聽華語》3, 2008:252,253》用法說明：「倒

是」前面是重複對方的問題或說法，「倒是」後面才是真正的回答。說

「倒是」的目的是說話者可利用這個時候考慮如何回答，亦可使語氣較

婉轉。「倒是」後面肯定、否定都可以。「是」可省略，但大部分的人

省略「倒」。/Explanation: Preceding 「倒是」is the opening response to the 

other party’s question or comment, but following 倒是 is the speaker’s real 

answer.倒是 allows the speaker some time while deciding upon an answer 

and also serves to soften the tone of the reply. The words following 倒是

can be either positive or negative. Either 倒 or 是 can be omitted, but 

usually it is 倒 which is omoitted. 

分析：英文說明可直接顯示「與預期相反」的中文。教師在與學習者互

動時可引導學習者注意到：說話者假設聽話者會累。聽話者用「倒是」、

「是」或「倒」，為取消說話者預期的假設，推理出的隱含義形成的語

境結論是「是渴」。教師用學習者已知的詞彙程度啟發學習者的語境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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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明示導引學習者推論出使用「倒」的目的作用。句 1.23「倒」的語

義義是「對比」，語用為反預期，有「驚訝」的委婉表達義。該用法和

句子出現在課文中，之後的「生詞及例句」、「注釋」「文法練習」等

並沒有進一步說明。教師因此需提供更多的語境練習。 

1.3「卻」 

    1.31 ……有的人唱不好，又愛唱，你卻不得不聽。……some people 

sing badly, yet love to sing. You have no choice but to listen （contrary to 

your desires）.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4:47）  

用法說明：「卻」必須在主詞後面，表示轉折的語氣，意思是事情跟所期

望的相反。如跟「可是」連用，主語應在「可是」後面，「卻」應在術語

前面。卻 is placed ater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to indicate a contradiction, 

showing that a situation is contrary to expectations or desires. If used 

together with 可是, and 卻 ought to be placed in front of the predicate. 

練習：請把「卻」放在句子中合適的地方。 

1.32 我姊姊一直想有個女兒，可是這次又生了個兒子，她很難過。 

My older sister keeps wanting to have a daughter, but she had another 

son this time. She’s really disappointed.  

 1.33 簽證、護照都辦好了，老李忽然說不跟我去旅行了，真討厭！ 

1.34 我以為這場球賽我們一定會贏，沒想到對方打了一支再見全壘打，

真氣人！ 

1.35. 醫生不許李先生喝酒，可是他喜歡喝酒，所以他說：飯可以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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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不能不喝。 

1.36 新年的時候，大家都要出去玩，可是我得在家準備補考。 

分析：「用法說明」「跟期望相反」的部分，沒有進一步藉例句提到引導

碼「卻」的語用意涵。例如：1.31 為表示對他人的「不滿」；1.32 表對自

己的「不滿」；1.33 表對老李的「責怪」；1.34 為表「意外」；1.35 有「自

責」的語用義。練習部份缺少了引導思考的語用練習。 

1.4「畢竟」 

1.41  對學生來說，完成學業畢竟是最重要的。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5 第 13 課，生詞 29，第 184 頁） 

      
※
對學生來說，完成學業究竟是最重要的。 

1.42 然而，它（電子字典）的主要功能畢竟還是查字典。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5 第 13 課，課文第二段，第 180 頁） 

   
※
然而，它（電子字典）的主要功能究竟還是查字典。                           

1.5 「到底」 

1.51 老王說這個字對，小林說那個字對，到底___________？ 

1.52 你到底打什麼工啊？(怎麼這麼累？)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第 8

課，第 208,227 頁，舊版 2 上，第 197 頁） 

        ※
你畢竟打什麼工啊？/So what work do you actually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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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人口問題究竟/
※
畢竟有多嚴重呢？（《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5》，第 19

課，生詞 6，第 274頁，used in questions for emphasis and roughly equal 

to “What on earth?; after all ） 

1.54 別的生物不談，現在我們來探討一下，究竟/
※
畢竟生活在地球上的

人類有多少呢？（《新版實用視聽華語》5，第 19 課，課文第一段，

第 271 頁） 

分析：「畢竟」的英文對應是“after all”。例句 1.41 強調「事情的原因」為「完

成學業」，1.42 為強調「事物的特性」，是「查字典」，並不能用具「判斷真

偽、追根究底」義的「究竟」取代。1.52「到底」的使用則有「判斷真偽、

時間延續的窮究真相」義，「畢竟」則無。例 1.53 和 1.54 使用的「到底」

和「究竟」均有「窮究真相，表疑問」的意思，「畢竟」則無。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第 8 課中有關引導碼「到底」的「用法說明」

和「練習」等，針對此「生詞語義」提供教材使用者初步的「輸入」（input），

至於在什麼情境下學習者「會」使用和運用，除了「句型操練」外，並沒

有第五章第一節 6 和 7 小節提到有關語言習得理論和教學原則進一步導引

語用功能的「詳盡地擴展解釋性輸入」（elaborated input）認知說明和練習。

教材之後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5》第 13 課出現的生詞「畢竟」（第 184 頁

afterall: 「對學生來說，完成學業畢竟是最重要的。」），及第 19 課「究竟」

（第 274 頁: used in questions for emphasis and roughly equal to, What on 

earth?; after all,「人口問題究竟有多嚴重呢？」）的進一步對比分析和用法，

也僅舉出英文翻譯和中文例句。學習者須自行理解；教師則需自行補充和

意識到此三個引導碼的語用功能的差別及其連結，方能提供學習者在「大

量輸入基礎上的有效輸出」（pushed output）。學習者也才能意識到其自身的

語言發展的內在規律（inner syllabus）及中介語與其母語的差異意識

（negative feedback），包括語用意識，即：言外之意。現列舉教材內容如下： 

教材內容：上述例句 1.52，「到底」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第 8 課（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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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227 頁，舊版 2 上，第 197 頁）的用法說明如下：「到底」： after 

all, in the final analysis，用於疑問句，表示追究事情的真相，是「究

竟」的意思。「到底」可在主語前，也可在主語後。主語是疑問詞

時，應在「到底」後面，「到底」句尾不可有「嗎」，但可用「呢」

或「嘛」。Explanation: 到底 is used in questions to indicate an attempt 

to find out the truth or get to the bottom of a matter.到底 can be pleced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subject, unless the subject is a QW, in which 

case 到底 must always come first. If 到底 is used, do not place 嗎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Instead, use the particl 呢 or 嘛。 

  練習：Exercises: （一）請用「到底」完成下面各句。/please us 到底 

to complete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1. 他昨天說要去中國大陸，今天說要去歐洲，他到底要去哪裡啊？

Yesterday he said he wanted to go to mainland China, and today he                       

said he wants to go to Europe. Where does he really want to go?  

2. 2.你說你的女朋友很漂亮，可是我們都沒見過，到底

_______________？ 

3.你說這個字對，他說那個字對，到底_______________？ 

4. 你不喜歡運動，也不喜歡看電影、看書，你到底_______________？ 

5. 我幫他，他不高興，我不幫他，他也不高興，他到底_______________？ 

（二）改錯 correct the errors. 

1. 你到底去不去嗎？2. 
？
誰到底有這個門的鑰匙？ 

  而例句 1.54，對應於教材中「究竟」的英文語法解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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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d in questions for emphasis and roughly equal to） What on earth?;  

after all。（《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5》第 19 課，第 274 頁）。母語是英

文者難揣摩用法，遑論母語為非英文者。 

1.6 「居然」 

1.61 前述例句： 真的啊！我們的「大歌星」居然沒有人欣賞。 

    （What a surprise that no one appreciates our really big singing star.）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4》第 2 課，第 45、46 頁） 

    教材中的「文法練習」英文對照是〝surprisingly〞，用法說明：表示說

話者覺得意外，沒想到這件事會發生。「居然」放在陳述這個意外事情句子

的主語之後。Explanation: This shows that something is unexpected or 

unforeseen. 居然 is placed after the subject of the clause describing this 

surprising matter.  

 

練習：請把「居然」放在句中合適的地方。 

1. 我以為小高只會念書，沒想到她的舞也跳得這麼好。I thought that 

Little Gao only knew how to study. I never thought that he could dance 

so well.→我以為小高只會念書，沒想到她的舞居然也跳得這麼好。

→I thought that Little Gao only knew how to study. I’m  

extremely surprised that he also danced so well. 

                          

2. 老張從來不進廚房，想不到她也會包餃子。 

 

3. 我今天才發現，那個漂亮女孩住在我家隔壁。 

 

4. 一篇學期報告，小林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寫完。 

 

5. 老陳碰了我好幾下，我都沒有感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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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類型的練習若為學習「『居然』放在陳述一個意外事情句子的主語

之後」，對此教材設定為中級程度的學習者而言並不難；若要達到「意料之

外」的語義練習，也不難。若要進一步讓學習者能分辨出「居然」在句中

有無的語用差異，則須提到： 

 

1) 說話者認為「居然」所表達的複句後小/分句命題可能性最低。如：例 1

複句前後的：「只會念書」，「舞也跳得這麼好」；例 2：「從來不進

廚房」，（居然）「也會包餃子」；例 3「才發現」，（居然）「住在

我家隔壁」；例 4「學期報告」，（居然）「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寫完」；

例 5「碰了我好幾下」，（居然）「沒有感覺到」中，即，例 1 的「舞

跳得這麼好」；例 2「會包餃子」；例 3「住在我隔壁」；例 4「花了三

個月才寫完」；例 5「沒有感覺到」。 

2) 除了「意外」義，也有等級隱含的正或反義，讚美，驚訝，懷疑，幽默

等 

3) 反諷之言外之意的推敲、斟酌或語用得體與否之思考和說明。例 1 表讚 

美；例 2和例 3表驚訝或意外；例 4表反預期和反諷（怎麼會這麼久？！） ；

例 5 表正面義，即，說話者認知的「善意提醒」，幽自己一默，反面義

則為反諷說話者本身的「不知不覺」。  

1.62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4》，第 14 課， 2008:369 

真是太可笑了！電腦公司的老闆居然弄不清楚電腦的價錢！ 

教材中除前述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4》第 2 課，第 45,46 頁的說明外，此

生詞及例句部分中沒有進一步舉例和說明，學習者其實並不能掌握引導碼

「居然」在此情境的使用功能和必要條件。我們認為，引導碼在此複句中

具有「意料之外」的語義外，亦帶有嘲諷的口吻。除了教材中的語法說明

和引導外，教師還需透過教材所沒提到的語境，將語用推理的隱義另例，

使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互動中，能就前述語言教學原則的豐富語言輸入

（rich input），包括信息質量、關聯性等，方能運用理論和原則於實務習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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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的前身《實用視聽華語》初版時間為 1990 年 9 月，

編輯思考上：在語言學方面，為以美國結構語言學（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為基礎。「結構」包括語音、詞彙、句型、語法等。重視語言結構，使用重

複和轉換式句型操練（pattern drills）；教學理論基礎，在心理學方面，為基

於行為主義學心理學 （behaviourism）（B.F. Skinner）的學習法則，採用的

是刺激反應、反覆、大量句型練習的聽說教學法（The audiolingual Method）

（Lado 1964）。在突出學習者語用交際能力的認知和智力培養上，語言的內

容和意義，較未能受到重視及完成交際任務。 

                           

1.7 其實……，只有……才……《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5》，第十一課，2008 （舊

版第三冊，2007:158） 

   actually X only requires Y in order to ……; 

   in fact, only Y is required for X （to become/ be true）  

（1）其實世界上沒有世外桃源，只有自己的家才最可愛。 

 

(2）其實成功不能光靠等待，只有不斷地努力才能得到。 

 

      （3）其實補藥不是那麼需要的，只有營養均衡才能保持健康。 

 

      課文中出現的語境為： 

 

      王（太太）：林醫師，為什麼這孩子的體質總是比別人差，動不動就

感冒呢？ 

      林（醫師）：其實體質的強弱是父母給的，無法自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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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教材中有關引導碼「其實」字面意義上的言內行為 （locutionary act）、

說話者意圖的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 及話語產生的效果（perlocutionary 

effect）未能提及和運用。前四冊（舊版前二冊）共 226 則語法句型舉例外，

尚未提到或具針對性和延續性地說明「其實」的用法和語用功能。「教師手

冊」和「學生作業簿」或需加註相關說明及增加與課本之前所解釋的聯繫。 

 

語用教學建議：教材除說明「其實」的語義和語用功能外，到可增加引導

碼的功能，使學習者能了解「其實」的語義及內化「其實」的語用功能，

包括 1）表達對事實真實性的確信態度，即，標記了和情境中前複句命題

對比的反預期表達；2）說話者想要修正或補充語境中話語內容，引導或說

服聽話者看法的明示作用，及改變話題的功能。 另外，透過語料中和「其

實」合用頻率高的結構，如「我覺得」，「但是/可是/不過」等產生的語義變

化，在教材中標示、舉例；在教學中反映、傳達，及練習其用法。 

 

  1.8 「簡直」 simply, to be honest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4》，第十四課，2008:378 

 

      茶裡加了糖、牛奶，還能叫茶嗎？簡直可笑。 

      When tea is adulterated with sugar and milk, can it still be called tea?  

It’s simply ridiculous. 

 

用法說明：是一種誇張語氣，表示「差不多這樣」或「就像這樣」。 

Explanation: 簡直 expresses a tone of exaggeration. It means 差不多這 

樣 （it is more or less equal to） or 就像這樣 （it is the same as）. 

練習：請用「簡直」改寫下面各句。 

 

1. 你室友很白，鼻子那麼高，頭髮也紅紅的，看起來一點也不像台 

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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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r roommate has very white skin, a very big nose, and very red 

hair. She doesn’t look at all like a Taiwanese person. 

 

2. 昨天氣溫高到四十三度，差不多跟在沙漠裡一樣。 

 

3. 那個人全身燒傷了百分之七十，居然沒死，真是奇蹟。 

                     

4. 我帶了一天的孩子，又做了那麼多家事，快要把我累死了。 

分析：「簡直」在語用上有「誇張」意涵，如第四章第 8 節所述，也使用比

喻的句法來表達強調的語氣，且偏向於帶有負面語義動詞或含有否定成分

的複句。如例 2、3 和 4。 

2. 《遠東生活華語 III》，2002 

   2.1 「倒是」 however/but  （第五單元 ：一種社會現象） 

     2.11 倒是你們這些年輕人應該小心一點。 

 

     2.12 李先生常常遲到，今天倒是很準時。   

 

用法說明：「倒是」表示轉折。「倒是」後面是表示積極意義的詞語。「倒

是」前後的情況多半是相反的。這個「倒是」的意思跟「不過」、「可是」

接近，但「倒是」是副詞，可在主語前也可在主語後；而「不過」、「可是」

是連接詞，在主語前，語氣也強些。 

 

Explanation: “倒是”indicates transition. It is followed by                         

a phrase/clause with positive implication. The situations or opinions preceding 

and following“倒是”are different or opposite from each other. This“倒是”means 

similarly to“不過” or“可是,”but“倒是”is an adverb, used before or aft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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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whereas “不過” and“可是”are conjunctions, used before the subject, 

with a little stronger tone. 

 

分析：「用法說明部分」在「倒是」前後的情況多半是相反的，教師需進一

步說明例句中 2，「相反」和「轉折」所指的差異： 

A: 你在美國住了一年，英文學得不錯吧？ 

B: 我住在台灣人家裡，英文沒學多少，台語倒是__________。 

除此之外，教師仍需補充「倒是」在語境假設中的情況。至於說明中，「語

氣」的強弱比較，則需更多的情境或角色扮演的練習幫助學習者揣摩其涵

義。 

 

 2.2 「畢竟」、「到底」、「究竟」 

    2.21 「畢竟」Adv: after all/ all in all  

           （第十二單元：中國的哲學家 ） 

 用法說明：「畢竟」用來指出最關鍵之點，意思近「到底」、「究竟」；或

表示「終於」、「最後」之義。 

 Explanation: “畢竟”is used to point out the key point. It is similar to “到

底”or “究竟”in this meaning. “畢竟”can also be used to mean “終於”、“最後”

（finally, at long last）.” 

 

2.211 畢竟掌握禮的精神最重要，千萬不要流於形式。 

 

2.212 他畢竟是小孩子，不懂大道理。 

 

分析：進一步比較「畢竟、到底、究竟」的使用差異，以上二句並不能用“終

於” 和 “最後” 代替。至於「到底」 在用法說明上為：Adv:  in the end, at 

last, after all, in the final analysis used in an interrogative sentence to indicate an 

attempt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matter  （第五單元：青少年的價值觀，113

頁），如下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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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說明：「到底」用在疑問句時，表示追究事情的真相。可用在主語

前或主語後；如主語是疑問詞，「到底」則在主語前面。句尾不可用「嗎」，

但可用「呢」或「嘛」。 

 

Explanation: when “到底”is used in a question, it indicates an attempt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matter.“到底”can be placed either in front or after the 

subject, unless the subject is a question word, in which case““到底”must 

always come first. “嗎” can not be placed at the end of a sentence with “到

底”. Instead “呢” and “嘛” can be used.  

 

         2.213 那個人頭髮好長，我看不出他到底是男是女。 

 

         2.214 到底我們的社會發生了什麼問題，讓這些年輕人寧願 

               放棄學業也要追求他們心中認為重要的東西？ 

 

2.3 「難道」 Is it possible that…?/Could it be true that…? 

用法說明：反問句，表示質疑。  

Explanation: This is a rhetorical question indicating doubt or disbelief 

 

      2.31  明天就要考試了，你還要去唱 KTV，難道你不擔心嗎？ 

            (2002:77) 

         2.32  情況已經這麼嚴重了，難道政府都不管嗎？ (2002:83)          

         2.33  A: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太太了。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4  A: 沒想到上這個網站的人這麼多！都塞車了！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5  A: 對不起，我對聊天沒興趣。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36  A: 你怎麼又打錯了？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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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A: 她說她將來不打算結婚，也不打算生小孩。 

               B: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析：「難道」的語用義，除了「質疑」，如例句 2.31，2.32，練習句 2.33-2.35

外，可加註說明為「說話者表達了訊息明確的主觀看法」。而練習句 2.36 和

2.37，其實亦有「反駁」、「疑惑」與「揣測」的語用義，及「說話者加強對

命題肯定或否定的態度」。教材紙本上的加註外，教學中亦需要教師進一步

對學習者增加語用認知的解釋。 

 

3. 《中文聽說讀寫 II》（二版）   

   3.1 「倒也是」 （2005:291） 

 3.11 a.張天明：輸一次也沒什麼，反正不是決賽。 

b.安德森：這倒也是。其實，咱們隊打的還是不錯  

          的，就是比賽經驗沒有他們多。 

 3.12 a. 我的錢包丟了，裡邊有現金還有信用卡。急死我 

   了。 

b. 你別著急，先打電話給信用卡公司。 

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13 a.我反對他們兩個交往，文化背景太不一樣了。 

b 別急，他們剛認識， ____________。這倒也是。 

 3.14 a.我真不喜歡小明的女朋友。 

b.__________，跟你沒關係。（他喜歡） 

a. 倒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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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倒也是」教材中的生詞解釋為：That’s true （indicating concession）。

在關鍵詞和短語 （Important Words & Phrases）的說明部分是：That is true; 

you’re right about that），練習部分如 3.13、3.14、3.15 等 （《中文聽說讀寫》

Level 2，第 13 課「談體育」，第 270, 275, 290, 291 頁）。其中 “concession”

加了語用說明，如（1）可在「倒」和「也是」中間稍作停頓；（2）根據本

論文（第五章第二節）的分析為：聽話者和說話者取消否定，如：「輸」 （3.11）、

「急死我了」（3.12） 、「別急」（3.13） 、「跟你沒關係」（3.14）等的負面

預期假設（the elimination of an assumption），明示義在後小句，教師因此能

讓學習者有運用明示-推理的引導認知體會，學習者的理解和運用會更有情

境效果。 

 

   3.2 「畢竟」 （2005:354） 

       3.21 張天明：在美國，政府每年拿出很多錢照顧窮人。你沒有錢醫

院也會給你看病。 

 

3.22 麗莎：能得到政府幫助的人畢竟很少。（課文對話） 

 

3.23 你畢竟在家裡常常聽父母說中文，學中文比我容易多了。After 

all, you hear your parents speak Chinese at home. For you, 

learning Chinese is much esier than it is for me. 

 

3.24 媽媽畢竟是媽媽，怎麼會不愛自己的孩子？/A mom is a mom 

after all. How could she not love her own kids? 

 

3.25 現在畢竟是春天了，天氣無論多冷，也跟冬天不一樣。After all, 

it’s spring now. No matter how cold it is, it’s not the same as 

winter.（文法說明） 

 

分析：除課文情境對話外，「文法說明」並附有傳統字、簡化字和英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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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verb 畢竟 is used to mean “after all, in the final analysis” orto emphasize 

the cause or special characteristics of something. （《中文聽說讀寫》Level 2，

第 16 課「健康與保險」，第 338,345,354 頁） 。之後沒有進一步的練習。 

 

 其中英文解釋，有本論文表五-2 中「到底、畢竟、究竟」的相通語義：

強調原因和特點，有「無論怎麼說，結果都如此」的近似語義解釋。在該

教材其他課的設計裡倒沒有與「到底」、「究竟」近義詞的比較或對比用法。

教師因此若增加其他素材和情境操練或活動，將更能使學習者在實際情境

中主動地運用此引導碼。 

 

3.3 「居然」 （2005:300） 

 

     張天明沒想到中國的家庭居然也有這麼多問題。 

 

分析：此引導碼出現在《中文聽說讀寫》Level 2，第 14 課「家庭」，第 

300 頁的「閱讀」和第 304 頁的「生詞」部分。英文注釋是 “adverb: to one’s 

surprise”。教材上沒有加註進階中文的近義詞分析比較的設計。英文注釋尚

缺少了進一步情境說明的語用反預期隱含義，如，「中國家庭沒有像離婚這

樣的問題」，及情境和文化進一步的擴展解釋性輸入（elaborated input）。 

 

3.4 「反正」 （2005:278,279） 

     The adverb 反正 has two meanings. 

A. It can emphasize that the result or conclusion will not change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The word literally means “the reverse and obverse 

（side）,” i.e., “regardless,” “no matter what.” 反正 generally appears 

in the second clause. 

                         

3.41 這間房子你想住就住，反正我不住。 

If you want to move into this house, go ahead. Either way I am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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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 to live here.    

 

      3.42 那個電影，你們誰想看誰看，反正我不看。 

           Whoever wants to see that film, go ahead. I am not going （to see  

It anyway）. 

 

      3.43 無論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Believe it or don’t believe it. I don’t. 

 

B. 「反正」can also explain a situation or offer a reason. The situation or 

reason is often already known or obvious. 

 

3.44 圖書館反正也不遠，咱們走著去吧。 

      Anyway, the library is not far away. Let’s walk. 

3.45 你別複習第十課了，反正也不會考。 

Don’t bother to review Lesson 10. It won’t be on the exam  

anyway. 

       3.46 我送你回去吧，反正我開車。 

            Let me take you home. I’m driving anyway. 

 

分析：「反正」有「不管怎麼樣」、「無論如何」語義的主觀態度，如例 3.42， 

3.43，3.44，和 3.45。例句 3.41 和 3.46 說話者讓聽話者有「不失面子下受

惠」的委婉語義。 

 

  3.5「其實」 （2005:48） 

     其實，那個記者（對中國菜）的看法我也不同意。 

        

Actually, that reporter’s view （on Chinese food）,  I don’t agree with （it） 

either. About “Topics” : If someone, something, or some event has already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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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ioned, in other words, if it is no longer new information to the interlocutor, 

then it should appear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The positioning of known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a sentence is an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分析：「其實」的用法說明著重漢語主題-述題的結構特點。 

教學建議：「其實」在語義解釋上，若能進一步說明，學習者將更能得知在

什麼語境可以恰當使用。我們試著從語料蒐集及前述第三章第五節有關「其

實」的分析，整理出「其實」的語義和語用功能： 

 

  語義 1：指出實際的情況 

  語用功能 1：表示對複句、短文或篇章中前人看法、說法或內容的修正或 

              補充 

           2：讓說話者用來提出與聽話者相關的推測 (王姵涵：2005) 

 

  語義 2：表達與預期或結果相反的關聯性 

  語用功能：禮貌性地表達說話者不同意的態度  

    

3.6 「難道」 （2005:76,77） 

  「難道」 is used in rhetorical questions. It lends force to the tone of  

   voice. 

 

  3.61 你做菜放那麼多鹽和味精，難道不在乎自己的健康嗎？ 

       You use so much salt and MSG when you cook.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you don’t care about your own health? 

       （此反問句中加強了說話者對命題「不在乎自己的健康」的 

         否定態度，呈現說話者預設聽話者「在乎自己的健康」的 

         反駁態度） 

3.62 他來美國十年了，難道連一句英文都不會說嗎？ 

     Do you mean that he has been in America for then year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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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 speak even a word of English? 

       （此反問句中加強了說話者對命題「一句英文都不會說」的 

        否定態度，呈現說話者預設聽話者肯定「會說英文」的反駁 

        語用義） 

3.63 你已經有八張信用卡了，難道還想再辦一張？ 

     You already have eight credit cards, and now you want to get  

another one? 

（加強說話者對命題「還想再辦一張」的否定、懷疑和揣測 

  的態度） 

 

       3.64 你說這件事不是他做的，難道是你做的嗎？ 

            You said that he didn’t do it. Are you telling me that you did it? 

（加強說話者對命題「是你做的」的懷疑和揣測態度） 

  

Note: 難道 can be used before or after the subject, but the question takes 

the 嗎 form as shown in examples 3.61, 3.62, and 3.64. Sometimes the 嗎 can 

be omitted as in example 3.63. 難道 does not take on other kinds of 

interrogative forms involving interrogative pronouns or V-not-V constructions. 

We don’t say 
※
這件事不是你做的，難道是誰做的？ or 

※
你難道去不去？ 

Etc. Note also that rhetorical questions require some kind of context. Therefore, 

難道 cannot be used out of the blue. 

 

分析： 教材對「難道」的語法說明清晰，針對第五章第一節的 6 和 7 所述

語用理解的習得輸入，我們加註在圓括號（）內，將有助於學習者的擴展

解釋性輸入（elaborated input）和有效輸出（pushed output）。 

 

4.《今日台灣》  

  4.1「卻」 （2004:22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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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 however, yet （indicating something unexpected or out of  

the ordinary） 

a. 你看這天氣多奇怪，東邊下雨，西邊卻又出太陽了。 

See how strange the weather is; it’s raining in the east yet sunny in the 

west. 

 

     b. 他心裡有許多話說，一時卻又什麼也表達不出來。 

He had many things on his mind that he wanted to express, but for a                       

moment was unable to utter a word. 

 

     c. 騎士明明知道戴安全帽的重要，卻從來不肯聽從。 

Motor-cyclists are clearly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wearing safety  

helmets, yet they refuse to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s. 

 

     d. 大家都知道汙染的嚴重性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 上班時間統一會造成交通擁擠，政府卻_____________________。 

 

     f. The school is aware of the dirty tap water, but they are not willing to  

supply filtered water. 

 

     g. On holidays, garbage piles up in the streets, but nothing is being done  

about it. 

 

分析：「與預期相反和違反常理」定義了「卻」的語用範圍。在情態和評價

上，學習者的認知則需藉練習的方式由教師和學習者的互動來學習相關的

語用意涵。例：a 例句表「違反常理的驚訝」；b 例句為「反預期的意外」；c

例句為「違反預期的責怪」；d、e、f、g 等例句為語法、語義和語用的綜合

運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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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到底」（2004:87, 241）（Adv.）  

 

4.21 What exactly? （indicating inquisitiveness and, frequently,  

impatience） 

         4.211 常聽人家提到《紅包》，到底是什麼東西？ 

               “Hongbao” gets mentioned often, but what exactly is it? 

 

         4.212 他不喜歡提過去，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He soesn’t like to talk about the past; exactly what happened? 

 

4.22 After all, in final analysis （indicating concession） 

 

         4.221 他們到底是經過相親的方式結婚的，彼此缺少認識。 

               I understand that they had an arranged marriage and don’t  

know each other very well. 

 

         4.222 他到底年紀比較大，不能接受男女平等的想法。 

               The reason he can’t accept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of the  

 sexes is that he is relatively old. 

 

4.23 Finally, at the very end （referring to eventuality） 

4.231 事情過了幾天，他的心情到底平靜下來了。 

                Several days after the incident he finally calmed down. 

 

           4.232 經過介紹人的努力，他們的婚事到底成功了。   

                 Through the efforts of the match-maker, their wedding  

finally took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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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終於: （Adv.） eventually, has finally… （This is a pure temporal 

adverb while 到底 has an added element of ‘realisation after 

repeated attempts’） 

 

   分析：教材將「到底」的三個副詞用法在第五課的「文法」部分明確寫 

   出，並帶出其語用功能。第十二課「終於」用法的比較上說明了二副詞 

   在對應英文“finally”用法上的差異。讓教師和學習者能有所依循。 

                           

5.《新實用漢語課本 4》  

  5.1 「卻」 （2008:177,185） 

    When the adverb “卻” is used as an adverbial modifier, it frequently occurs 

in the second clause to indicate a turn in the event, i.e., the condition is not 

the same as mentioned earlier.  This expression is more commonly used in 

writing, for example,  

    盤子高得像小山似的，我拼命地洗，這座盤子山卻總是不變小。 

    風停了，雪卻越下越大。 

    該來的人沒來，不該來的人卻來了。 

     

    “卻” is frequently used with the conjunction “但是” or “可是” for 

emphasis, for example,  

    課文雖然不長，但生詞卻不少。 

別人都很忙，可是他卻覺得沒有事兒幹。 

 

    句子練習 

a.他本來說一定要來的，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在咸亨酒店，穿長衫的都坐著喝酒，孔乙己________________。 

    c.他前兩次考試都考第一，這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小王說他非常喜歡這個工作，可是半年以後________________。 

    e.他說他一定堅持自己的看法，可是討論的時候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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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事件的「轉折」關係、副詞修飾語和複句中第二小句與前小句語義

「不同」是該教材對「卻」用法的說明。我們倒不使用「副詞修飾語」的

說法。「卻」是副詞用作引導碼，「修飾語」並不充分地說明其語法、語義

意及語用義的功能。而複句前後小句語義「不同」，用「相反或對立」較明

確。另「轉折關係」，可進一步言及其隱含及反預期的作用於練習例句中。 

                               

5.2「究竟」 （2008: 2, 4,, 6, 19, Leson 39） 

   Used in questions, the adverb 「究竟」gives emphasis to the interrogative  

tone. 

 

究竟 + V/A （adjective, 形容詞） 

 

  5.21 這位姑娘究竟怎麼了？他總是很生氣的樣子。 

  5.22 我真的不懂，你究竟為什麼不願聽這三個字（親愛的）呢？ 

  5.23 她為什麼不回信呢？姑娘究竟怎麼了？ 

  5.24 你究竟參不參加他們的婚禮？ 

 

究竟 + S-PP （Subject-predicate phrase, 主謂短語） : 

      is often used to form questions about the subject. 

  5.25 （你倒說說看），究竟哪家飯館最好？ 

 

分析：此教材提出了「究竟」部分功能中的表「進一步追問」或「反問」

的用法。 

 

5.3 「居然」 （2008:53） 

   副詞 “居然” 表示出乎意料。例如： 

（1） 太太要他買臭豆腐，他居然辦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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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他才學了一年漢語，普通話居然說得這麼好。                         

（3）我這麼大聲地叫你，你居然沒聽見。 

分析：此教材中引導碼「居然」「出乎意料」的基本語義用法外，學習者還

可多些語用理解輸入。「居然」有「避免聽話者推論出錯誤訊息」而引導聽

話者將注意力放在「說話者的預期和命題之間的落差」上，此時「居然」

的使用有「連…都/也」句型的等級隱含（scalar implicature）作用。提示聽

話者預期/料（expect）和命題落差對說話者來說是最大限度，是超乎說話者                            

預期之外。例句（3）： 

 

連我這麼大聲叫你，你都/也沒聽見？→連這麼大的聲音你都/也沒聽見？ 

 

除此之外，並可增加第四章第四節中「居然」的正、負面義使用等，幫

助學習者的進一步理解做溝通上的有效「輸出」。 

 

二、華語/漢語語用教學 

    語用語言能力以語法能力為基礎，涉及語言使用規則，不僅包括正確

使用語法規則及遣詞造句的能力，也包括在一定的語境中正確使用語言形

式以實踐某一溝通意圖的能力。而社交語用能力是指遵循語言使用的社會

規範進行得體溝通的能力，是進階層次的語用能力。 

 

影響語言溝通的重要因素還有語言理解能力和語境駕馭能力。語言的理

解是複雜的認知心理過程。其複雜性在言語溝通受制於語境和社會、文化、

人文因素，也體現在話語組織和選擇，依賴於溝通對象在特定溝通環境中

的語境假設能力和推理能力。語境因素包括語言語境、社交語境、文化情

境、社會人文環境和溝通雙方的認知環境。溝通者必須準確把握話語的承

上啟下關係和邏輯關係，分析溝通雙方的身分、地位、社會文化背景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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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關係，了解雙方的不同認知情況和前提等，才能對話語及整個溝通做出

準確的理解和選擇，也因此方能使溝通雙方採取相應的話語策略。 

 

  語用偏誤在華語教學上不僅在教學方法上、教材設計上做調整，採取重

視語境教學和語用的教學法，也需在測試方法方面重視語用能力測試，包

括書面話語補全任務（written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多項選擇話語補

全任務 （multiple-choice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口頭話語補全任務 

（oral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話語角色扮演任務 （discourse role-play 

task）、話語自我評估任務 （discourse self-assessment task），和角色扮演自

我評估 （role-play self-assessment）（Yoshitake 1997）；語用表達方法 

（pragmatic production），如：書面語篇補全測試法（written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在語言實驗室中進行的語篇補全測試（錄影）錄音 

（language lab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recourdings）和不同場景中的角色扮

演（role-play of scenarios）（Hudson 1995）等。方能使語言教學形成一語用

知識的教學為重心，以語用能力的培養為宗旨的語言教學機制。 

 

三、「難道」的教材編寫與教學 

針對上述，在教材編寫與教學上可從幾方面看：學習者、教學內容，教

學目標、相關資源及教學內容與課程標準的關係。教學內容的選擇上，根

據 Grant Wiggins 與 Jay McTighe（1988）的觀點，其優先順序為： 核心概

念 （Enduring Understanding） → 重要知識 （Important to know and do） → 

一般廣泛知識（Worth being familiar with）。核心概念是指某個值得探索且具

有永久價值的知識，以運動為例，其核心概念是「良好的運動習慣有益健

康」；重要知識是指有助於理解核心概念的相關內容，如何以運動舒展身心、

降低壓力、減少疾病；一般廣泛知識則為事實類的知識，如：運動的名稱

和相關的詞彙。在相關資源方面，須了解學習機構及鄰近社區的資源與限

制。課程標準，以美國為例，教師需根據《21 世紀全美外語學習目標》及

各州、地方的課程標準；在臺灣，需考量學習者學中文的需求、目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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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程度及背景知識。評量設計的考量亦然（宋如瑜、林相君 2013:84,85,86）。 

 

課程設計與教材，包含了形式結構、功能(用途，包括場景)和語用情境(包

括正式或通俗等語體)元素，採用語用相關理論，而語用學的學習如何受到

教學環境和活動的影響則需從三方面思考：課室中為學習者的語用能力提

供什麼樣的機會？如何教授語用學方面的策略？教學語法對語用能力發展

的效果如何？是否存在一些溝通的語用教學規範，且需將其置入語言測試

的範圍。學習者能理解(懂)，也會(能夠使用)。 

 

  至於有關學習環境對學習者語用和語法錯誤的影響，Kasper and Rose 

（1993:67）研究學習者能力是否影響其語用和語法認知的程度？研究結果

呈現語用錯誤比語法錯誤嚴重，也發現環境對語用意識（pragmatic awareness）

的培養並非最重要的因素，教學語用情境的認知與設計更形關鍵。 

 

   基於前二章所探討的引導碼語用功能及語言教學觀和原則，及教材語用

描述的分析後，我們以「難道」為例，在相對於複句及更充分的篇章語境

和語義關聯中，從教學理論與實務結合角度提供一有關「難道」反問句的

教材描述為參考。 

 

   形式結構： S + 難道 + VP (+ 嗎) 

                難道 + S  + VP (+ 嗎) 

                難道(說) + 小句 (+ 嗎) 

                VP：Intransitive process verbs/不及物變化動詞 

功能作用與用法： 

  A. 出現在是非疑問句中，話義是對句子表面意義的否定， 

        加重了反詰作用。例如： 

1. a.你能這樣做嗎？(是非疑問句) 

假設：能這樣做或不能這樣做 

b.你難道能這樣做嗎？/難道你能這樣做嗎？  

(反問句，對句子表面意義的否定→ 不能這樣做，有「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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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問」、 或「揣測」的語用功能) 

2. a.你怎麼這麼瘦啊？你也……？(是非疑問句) 

b.你怎麼這麼瘦啊？難道你也……？/你難道也……？ 

(反問句，對句子表面意義的否定→這麼瘦？是用了什麼不健康 

 的方法嗎？有「推測」的語用功能：說話者的態度是信大於疑 

 或信、疑參半) 

     B. 出現在反問句、不具真正疑問訊息時的字面義與隱涵義  

      3.難道你想一輩子不結婚嗎？  

         a. 字面義： 你不想一輩子不結婚。 (對句子表面意義的否定) 

  b.隱涵義： 你不該跟她分手。     (語用功能：表示否定) 

    4.難道他的條件還不夠好嗎？ 

a. 字面義：他的條件夠好了。      (對句子表面意義的否定) 

b. 隱涵義： 妳為什麼要跟他分手？(語用功能：表示疑惑或要求) 

                                (蘇英霞：2000:59) 

 

   說話者以「難道」表示「否定」及「疑惑」的語用功能時的相信程度是

「不信」；表示「揣測」的語用功能時，說話者的態度是相信、懷疑參半，

或相信大於疑惑。表示「否定」和「疑惑」時的字面義均為「命題 + 否定」。

「否定」時的隱涵義是「行為是不好或不對」的，如例 3，不結婚是不好的。

而表示「疑惑」時的隱涵義是「為什麼/怎麼(行為)」。如例 4：為什麼要分

手？ 

 

  聽話者如何能推論出「難道」反問句時的隱涵，或話義，常需充分的語

境，現以一篇章(例 1)和一對話(例 2)為例，補充教材上的語用情境及教學效

果。 

 

例 1： 

  「都到年底了，怎麼又不見他們來？」 (舅舅和他的二個小孩)我爸爸問

媽媽。我媽媽也覺得有點兒奇怪，她說：“他們已經三年沒來了，難道是

對我們有意見嗎？”我說：“現在的農村變化可大了，學校組織我們到郊

區農村參觀過，那兒的農民比城裡人富得多。不少農民家裡都有車。舅舅

他們也可能正忙著掙錢發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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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說：“沒那麼簡單，你去的是北京郊區農村。我看，全國都過上

小康生活了，他們那山溝裡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我們正說著，舅舅開著一輛新卡車來了。 

 

  “舅舅，怎麼您一個人來，我表哥、表姊呢？”我問。 

 

  “他們在家跟你舅媽忙溫室裡的活兒呢。我這次來北京，一是給你們拜

早年，二是想在北京買一台大彩電。兩個孩子說，從電視裡可以學到很多

農業技術。去年村裡通電了，他們就要我來買。這兩年，我確實沒空兒，

所以也沒來給你們拜年。今年不管怎麼忙也得來看看你們。”(劉珣：《新實

用漢語課本 4》2008) 

 

  根據「難道」語用功能的描述： 

1. 對我們有意見嗎？(是非疑問句) 

假設：有意見或沒意見。 

2. 難道是對我們有意見嗎？(反問句，有說話者疑惑及揣測的態 

   度) 

 對句子表面意義的否定：為什麼/怎麼有意見？ 應該不會有意 

見。 

 

語境假設在此篇章的對話推論過程是： 

       3.「舅舅他們也可能正忙著掙錢發財吧。」 

       4.「沒那麼簡單，全國都過上小康生活了，他們那山溝裡也不會 

            有太大的變化……」 

5.「確實沒空兒，所以也沒來給你們拜年。今年不管怎麼忙也得來 

    看看你們。」 

 

   聽話者可推論出是因為「忙」才三年沒來，不是因為假設的「彼此有意

見、不合或誤會」的關係。充分的前後語境，及聽、說雙方的已知背景知

識及關係的親疏、身份等讓彼此達到充分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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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原語法說明為：(劉珣《新實用漢語課本 4》2008：83) 

   The adverb 「難道」is often placed before the subject or the verb of an 

interrogative sentence to stress the rhetorical tone. It emphasizes the contrary 

meaning to that of the sentence. 「難道」is also often placed in front of the 

subject to denote the same meaning, for example, 飯都吃完了，為什麼還包餃

子？難道還有客人來嗎？ (不應該會有客人來) 

 

例 2： 

 

   柯林： 買衣服只圖便宜當然不好，但是也不要太挑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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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在乎。穿衣服是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給別 

          人看。 

   林雪梅：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張天明：對。我也不同意。難道你喜歡看小林穿著不好看的衣服嗎？ 

   柯林：  好，好，好。我不跟你們爭論了。雪梅，我陪你去化妝品那邊 

           看看。 

           (《中文聽說讀寫 2》第 62 頁) 

 

    附：原語法說明為：(《中文聽說讀寫 2》第 66、76 和 77 頁) 

1. 「難道」is used in rhetorical questions.  

2. 「難道」adv introducing a rhetorical question: Do you mean to say? 

3. 「難道」can be used before or after the subject, but the question takes 

the 嗎 form. Sometimes the 嗎 can be omitted.「難道」 does not take 

on other kinds of interrogative forms involving interrogative pronouns 

or V-not-V constructions. We don’t say 
※
這件事不是你做的，難道是

誰做的？ or 你難道去不去？etc. Note also that rhetorical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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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 some kind of context.  Therefore 「難道」cannot be used out of 

the blue. 

 

   「難道」在此前後語境中有聽話者追究深義的否定語用功能和反駁的態 

度。 

 

   引導碼的教材編撰，除了呈現形式結構和功能作用的說明外，依據引導

碼的隱涵語用功能，還需提供充分的情境，並且產生語境假設和語境結論

間的關連，方能使學習者有可理解輸入的 i。教學者了解了不同學習者可理

解輸入的 i，進而引導學習者在不同情境中循序漸進地推論出「難道」的語

用功能，包括「否定」、「疑問」、「揣測」、「反駁」等，導引學習者的可理

解輸出 i+1，在師生、和同儕之間互動的話義協商中培養學習者的語用認知

能力和其對引導碼的運用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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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主題、限制與展望 

一、研究主題回顧 

     根據第一章第二節的本論文研究問題，有關： 

1. 引導編碼如何導引認知，讓溝通有效？ 

2. 句狀語引導碼為何是研究範疇？ 

3. 引導碼「可」、「倒」、「卻」，「到底」、「畢竟」、「究竟」，「居然」、

「竟然」，「其實」，「難道」，「反正」等的會話隱含有哪些？在教

學輸入上如何導入？在習得輸出上如何評量？  

      4. 如何將研究發現運用在對外華語（漢語）教學及教材編撰上？ 

我們援引語用學相關理論和文獻，包括關聯理論、系統功能語法理論、

認知基模理論等，以質性研究方法為主，著墨在語言溝通中的整體意涵和

功能，思考句法的「規則」、語義的「意思」和語用的「功能」三個基本面

向。試圖探索句子的不同的語用功能，分析會話雙方語用的意圖和各具隱

含的會話行為。人們怎麼互相了解雙方說話的意思？一方面靠句子本身的

意義來決定，一方面也要靠句子之外的情境來揣摩。句子表達的表面意義

謂之「語義」，決定於詞彙及句法結構二個層次。「語義」只有抽象的意涵，

須放在語境中才有實際的意義。關聯理論強調語境的動態性，認為溝通中

的語境並非雙方事先知道，也不是固定不變的，因此成為「語境假設」

（ contextual assumptions）。溝通過程中，要找出雙方話語和語境假設的最

佳和最大關聯，通過一系列的語境假設處理話語中提供的新信息和新假設

產生的語境效果 （contextual effect），推斷出語境中所隱含的意義，達到溝

通的目的。當溝通的情況不確定時，聽話者會運用各種知識去推理。  

  因此，話語越直接、明確，聽話者越不易產生誤解。此外，說話者可用

不同的連結和銜接方式，增加話語關連性及減少被誤解的可能性，且減少

聽話者理解話語時所付出的心力。「言談標記」（discourse markers/conn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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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性詞語」（connectives）/ 語用標記語（pragmatic markers）等，引導

碼（procedure encodings）是其中之一。 

言談標記是話語聯繫的標誌，是對前述語義的回應或延續，並不會對

話語的命題內容產生影響或變化。其作用為引導聽話者正確推倒話語的言

外之意（implicature）。因此，本論文第三章第五節提及：當言談標記具有

隱義（ implicature）和提升認知效果（Blakemore 1987,2002）的引導功                             

能，就可稱為引導碼。Blakemore （2002）提到引導碼，如”after all , but, so”

等，並不具有概念作用或指出一個概念，而是在於引導理解過程中限制

（contrain）及因此獲得隱含內容，使得聽話者得出的話義和認知效果。 

Halliday （1985）提出系統功能語法理論，從語言社會功能角度，研

究語言和社會之間的關係。提出表義功能 （ ideational metafunction）、篇

章功能  （  textual metafunction ）和人際 / 社交功能  （ interpersonal 

metafunction）。表義功能為傳遞新信息的功能，即，向聽話者傳達未知的信

息，分成經驗功能  （experiential metafunction）和邏輯功能  （ logical  

metafunction）。前者是談論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中的事物、情境和對世界的

認識，後者主要是表示句子意義之間的關聯情況。篇章功能指的是使用語

言時把資訊組織好，同時表明資訊間的關係，並顯示資訊傳遞與說話者所

處語境之間的關係。人際功能是運用語言來表達個人關係和社會關係的功

能，也就是建立或保持人際關係，用語言影響他人的行為或是表達對世界

的看法。認為話語標記最主要的功能為幫助溝通雙方生成和理解話語。本

論文從引導碼複句和篇章切入，分析「倒」、「可」、「卻」，「畢竟」、「究竟」、

「到底」與「居然」、「竟然」等語義及語用的差異。分析容易造成外籍學

生語用學習上的困難的原因，並評估現行廣用教材編寫的問題。同時探討

了語用能力的評估方式和語用能力培養與引導碼功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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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限制和展望 

    就語用學層面，本研究從漢語複句和篇章切入，探討現代漢語引導碼

的功能和隱涵。引導碼的使用是經由聽、說雙方的背景知識、語境關聯產

生的推論所導引出的語用隱涵。是連接性詞語，或言談連接詞 （connectives）

功能之外的引導編碼認知過程。研究中探討的現代漢語引導碼各有其不同

的語用功能、差異和隱涵，對華語/漢語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學習者和教學

者而言，教材中若具有充分語境和語用的描述，學習者才易理解和舉一反

三。研究過程，發現所分析的引導碼功能，需語料上的再蒐集，及針對特

定語境的再設計，使會話隱涵因其特殊性而能分別在教學初期時即能掌握

到其難點和做到教學排序。凡此將是未來研究思考及實踐的方向。跨句的

語段和篇章也將是語料整理的延伸。而此語料使用頻率及其語用隱涵功能

與溝通情境可提供上述引導碼累進教學上難易度分級、教與學方式和順序

的參考。提供兼顧語料對不同程度學習者的可理解性輸入及可達到的程度。

除此之外，跨語言文化的現代漢語引導碼語用偏誤分析和語用能力評估尚

未普遍落實在華語文教材、教學和測驗上，也將是本研究後續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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