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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語言、角色與社會互動的啟示 

前言 

 

西元 1973年某日，美國總統尼克森在白宮例行記者會中發現女記者 Thomas Helen

以褲裝赴會，便調侃說，「你的褲裝讓我想起中國大陸」。隨後，尼克森更好奇地問，「你

丈夫是否介意你以褲裝打扮?」，女記者回說：「不，他不介意」。尼克森再問，「那麼，

褲裝會比晚禮服便宜嗎？」，她回答，「不會」。尼克森接著以嘲笑地口吻說，「那麼，就

換掉它吧!」。這段對話隨即引起在場人士一陣哄堂大笑，也成為其後許多探討語言與互

動關係的著名範例(Goffman, 1981:125)。      

 

在上段對話中，可以明顯看出尼克森從記者會的「總統」角色逐步改變成為日常場

合中的「開玩笑者(jokster)」，而女記者則由記者會的發問者轉為接受外表評論的一般女

性(female model﹔見Matoesian, 1999)。 

 

在此例中，尼克森在說話時也以提問者角色要求女記者回應，因此尼克森可視為是

善於使用提問語言形式以掌握角色內涵並進而控制與他人(記者)的對話互動關係。 

 

Goffman(1981)認為，這種角色轉換顯示對話者常傾向扮演某種角色(identities，如上

例中的總統與記者)，透過不同談話議題、語言內涵及表達方式展現對話情境(如上例中

的記者會)及雙方不斷改變的互動關係。 

 

由此觀之，語言使用方式、內涵與其社會互動之情境乃緊密相繫，三者息息相關，

值得進一步探討。本研究擬先從語言與社會互動兩方面說明，再接續討論此兩者與說話

者之角色扮演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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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研究動機         

 

首先，語言此一社會現象與人類社會生活密切相關，係人們思想交流及情感互動的

工具(高明凱、王安石, 1962)，除隨社會生活而變化外，也反映社會變動的內涵，兩者

可謂相互影響(陳原, 2001)。此外，Hasan(1995)認為語言的表現可描繪出人類當前的互

動關係，而隨此互動產生的社會關係又會在語言中重新定義，語言因而就是「以社會關

係為基礎的活動」（social relation activity﹔Hasan, 1995: 184)。        

 

相關研究中，Goffman(1981)曾結合 Mead 的象徵互動論來說明「面對面之社會互

動行為」具有語意性質(semiotic)，因為互動參與者皆會運用語言來表達參與活動的意

圖，同時也會從語言中詮釋對方的想法而後產生回饋，進而形成一連串語言互動行為。       

 

Goffman認為，人們不但藉語言反映及詮釋互動行為的內涵，更會在此互動過程中

透過角色扮演來表現互動中自我(self)；如上述舉例中的「總統」與「記者」中的角色

扮演即屬之(Malone, 1997)。因此，語言與社會的互動連結可視為是一段由說話者運用

語言進行角色扮演，並使此角色符合當時互動關係及談話情境的過程。       

 

Goffman 進一步從語言中的自我角色發展「立足點」(footing)及「立場」 (stance)

兩概念，而 Levinson隨後加以延伸並探討語言中的參與者角色。兩位作者皆曾指出，

說者在談話中會透過語言來表現互動中的適當角色(立足點)（如上述舉例中的「開玩笑

者」），並藉此角色傳達個人發言位置(即立場，如前述之「一般男性」 )，以符合當下

情境所需建立的社會關係。因此，語言不僅傳達意旨，更反映並調整了談話互動所欲展

現的社會關係(Goffman, 1981; Levinson, 1988)。   

 

在語言、社會互動與角色關係的相關研究中，鍾蔚文等 (1997)認為新聞工作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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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語言符號的性質，因為記者的核心工作即在掌握語言符號系統（如新聞寫作）之結

構及其功能，並將所面臨的新聞事件轉換成大眾可閱讀的符號表徵。   

 

此外，在記者與消息來源間的相關研究(如新聞訪談)中，亦曾述及記者會在人際互

動中不斷運用語言以表現所欲扮演的訪問立足點(如傳話者、提問者或評論者等)，藉此

展現其相關之人際知識來與消息來源互動(Heritage & Greatbatch, 1993; Heritage & Roth, 

1995) 。      

 

上述所強調的語言與社會互動之結合(如記者之訪問)，乃基於人們會為自己所要進

行的語言活動創造「狀況情境」（context of situation），並認知此狀況情境所欲達到的目

標，進而選擇適當語言策略完成該項語言活動（李森堙, 1998）。換言之，語言使用者(如

記者)會運用適當語言知識來表達角色及立場之語言策略，藉以表達意義(即「表意」)

及行使人際功能，並提供適當角色及說話立場，以完成該次語言活動。 

 

  倘若語言實如上述具有表意及適應互動關係的功能，那麼新聞工作應是符合語言使

用與人際互動關聯性的重要研究對象，乃因記者完成新聞工作所須擔任的發言主體角色

(即上述所稱之「立足點」)，應隨其與消息來源之互動情境而不斷變化其立場(如由記者

會之記者轉成一般女性)。總之，語言表現、互動關係及角色活動的關聯性應是值得深

入探討的議題，且此關聯性如何運用於互動實例的探討(如廣播新聞訪談)，均為本研究

的主要動機及起點。 

 

1. 2 記者提問相關研究整理 

 

在大部分的新聞工作中，「問問題(或謂提問)」或「新聞訪問」是記者每天必行的

工作項目(臧國仁, 2000)，多由記者向事件關係人或當事人藉親自交談而取得新聞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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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鈞, 1990)。 

 

所謂新聞訪談之特色，是訪談中僅有訪問者提出問題，而受訪者僅有回答義務，雙

方發展輪番對談系統1（turn-taking system）進行提問與回答的參與模式 (Clayman, 

1992)。記者須於訪談中不斷組織及處理語言符號即時傳遞給受訪者，接收受訪者的回

答後進行下一次提問，形成不斷演進的互動過程（見圖一）。此過程可視為是記者及受

訪者(當事人)各自運用語言符號及其相關背景知識，以特定訪談目標為基礎的一問一答

對話互動過程(Briggs, 1996)。 

 

 

   

                           閱聽眾 

 

 

  圖 1-1 新聞訪談提問與回答之互動  (來源：本研究 ) 

 

 

在此過程中（見圖 1-1），記者主要工作是緊守「提問(questioning)」，提供事件情

境做為受訪者回答的基礎，一方面給予受訪者回應範圍，如以「我們都知道 …」、「根據 …」

等語言模式為開場白，先提出此類「前提現象」後才說出自己的問題，以尋求受訪者(如

專家學者、政治人物)的意見。 

 

另一方面，記者亦為閱聽人「整理」或「提供」接下來的問題所需的背景知識(李

森堙, 1998)。總之，正式新聞訪談中的記者工作任務係以疑問法尋求訪問目標所需資訊

                                                 
1「輪番系統」意指由問者僅提問、答者僅回答形成兩番，第三番則由問者繼續提問。且此系統中的問與

答皆與所談論的議題型相互關連(Heritage & Greatbatch, 1993:103)。 

新聞訪談 

 
訪問者              受訪者 

  
 以提問為主 

 以回答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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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框限整體訪談範圍，同時試圖建立與受訪者持續互動的可能。 

 

記者既是以疑問法詢問意見，而不是透過「我認為」來傳遞自己的意見，石麗東(1991)

認為此法係為維持訪談良好互動所採取的中立客觀立場，主因在於記者在採訪過程中是

為採擷事實而來，應避免涉身其中成為新聞的一部份，此乃基於傳統新聞主義強調新聞

工作須達到客觀、中立、與平衡等原則(另見李金銓, 1981 )。 

 

但 Harris（1989）曾對記者在訪談之中立立場提出質疑，認為「提問」是向受訪者

提出資訊要求，並在傳遞資訊時提供報導語言的陳述，因而必然包含意見假定

(presupposition)。因此，記者並非處於觀念或意見的實質中立，僅係提問形式的中立

（formal neutrality ; Heritage & Greatbatch, 1993）。 

 

此外，Dillion（1990）亦認為，新聞提問中可能包含消息來源(此處指受訪者或非受

訪者)的意見引述、爭議性話題及批評意見等，使傳達他人意見的「提問」其實包含了

記者的角色及立場，易使聽者(包括受訪者與閱聽眾)忽略記者整理及篩選意見時的特定

角色(如評論者)。 

 

  因而根據上述討論並結合前節有關「語意性質」觀之，可知記者在「提問」時，常

會運用其語意性質表達提問動機及命題，亦會詮釋與受訪者間的互動關係，並於提問傳

達資訊及意見評論。因而所謂立場(無論中立或主觀)實係記者藉語意所發展立足點之立

場表達，並使之與提問動機、互動關係及訪談目標等產生關聯性。 

 

因此，我們或可進一步思考訪談目標及訪問者與受訪者間的角色互動關聯性。如上

所述，「新聞訪談」原為一問一答的協力工作，必須雙方合作才能使訪談持續進行以達

成各自的互動目標（Heritage & Greatbatch, 1993），那麼記者究竟如何藉由提問達成訪談

目標並於其中發展與受訪者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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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clough(1995)認為，「提問」係為社會關係的建立，以「我」與對話之「對方」

及對話中所涉及的角色互動，共同反映了對話者的社會關係及社會距離。因此，問問題

除了滿足最基本的資訊需求外，還有控制他人回答、顯示社會關係及距離等社會意義。 

 

依此觀之，記者常以「觀眾想知道 … …」、「可是有報導指出 … …」等方法(或謂策

略)，將提問立足點之立場轉嫁至其他消息來源(如上述之「觀眾」、「報導」)以便隱藏其

評論者的身分。此法可免去提出爭議性命題時所面臨之立場偏頗的質疑或不悅，可使記

者緊守發問者角色來延續互動(Clayman, 1992 ; Heritage & Roth, 1995; Dickerson, 2001)。 

 

然而，訪談除涉及了事實提問外尚包含詢問意見，因此記者有時仍須向受訪者表達

自己的看法或所知資訊，甚至可使用一些表示贊成的表情以使受訪者感受到回饋，使其

樂於接近記者且視為知己 (王洪鈞, 1990)。 

 

方怡文、周慶祥 (1999)認為，訪問者在此意見表達過程中即使與受訪者有不同意

見亦可表達，以激發對方多談些相反意見或提供正、反面的評估，但記者似仍不應融入

事件與受訪者發生激辯。 

 

此外，Jucker (1986)曾從事社會語言學的探討，亦認為語言策略可操控訪談的進行

並調整與受訪者間的關係。如記者適時提出與受訪者對立的他人批評，可引起受訪者更

多回應來建立及更新其受損的公眾形象，如此雙方反而或可延續更深入的訪談互動。 

 

Dickerson ( 2001)研究西方電視政治訪談時亦發現，訪問者在新聞訪談中通常會引

用挑戰受訪者立場之他方意見，一方面刻意製造「意見分歧」引起觀眾注意，他方面藉

由引述消息來源的方式來避免聽者（此處為受訪者及觀眾）質疑其公正性；因此，新聞

訪談實係為維繫雙方互動而透過不同立場所發展之語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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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提問者的確可藉由提問立場的轉換來操控與受訪者的互動，且依其所擬

訂的提問策略避免聽者質疑，因而有助於發展與受訪者或遠或近的互動距離，此即有關

角色之立足點及立場表現的討論。 

 

  在相關研究中，Fairclough (1995)曾舉例說明電視談話性節目主持人可藉提問語

氣、說話形式的拿捏（如陳述句、命令句）、話題方向的掌握、及禮貌性修辭等方式，

扮演不同立足點(如評論者或支持者)以表達相應立場，調整與現場觀眾及專家學者的關

係(如拉近或放遠與民眾的距離)。 

 

在新聞訪談文獻中，鍾蔚文／臧國仁／陳百齡等（1997）曾參考語言學之語言表意

(命題表述)、人際(互動關係)及文本(作文)功能，加以中國人情面子文化的情境分析，認

為訪問者會在命題表意目標下，發揮社會智能與受訪者建立社會關係。就短期而言，訪

問者著重在訪談中了解受訪者的反應並適時回應，以減少衝突並增加訪談品質，達成表

意目的。就長程而言，訪問者期盼與受訪者建立良好互動關係，如運用一些修辭保持對

受訪者來說是中立的位置，如以「根據某人指出」等言詞取代記者之「我認為」的意見。 

 

總而言之，經由上述探討可知，「立足點」概念似可運用於說者(如訪問者)與聽者(如

受訪者)間的互動關係，顯示立場表現不僅具有語意性質，且其語言功能亦可發展社會

關係。因此，記者似可藉提問角色表現其所處的立場及看法，其功能更可建構與受訪者

的互動往來。 

 

1. 3 問題意識 

 

由於新聞訪談可分為正式新聞訪談及非正式訪問：正式新聞訪談(news 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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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謂新聞專訪)，指類如電子媒體或平面媒體的人物專訪，而非正式訪問則是記者在採

訪過程中與消息來源、事件關係人的對談，如記者會中之記者提問或對事發現場之目擊

者的詢問等。 

 

本文所關注者為正式新聞訪談。新聞工作者身為媒體組織的成員並接受其工作安

排，在新聞訪談中設法與消息來源互動來尋求報導所需資訊。記者與受訪者間的良好互

動關係應可決定資訊獲得的易得性，因而整體新聞工作可謂是以追求工作目標為基礎的

人際互動過程(喻靖媛, 1994)。  

 

以記者之角色扮演而言，主要係以提問進行新聞訪談，而提問中具有使聽者回應的

力量。如 Goody（1978）及Macaulay(2001)等皆曾認為，訪談之功能在於尋求資訊並引

導他人加入對話，具有強迫對方回應之意，乃因提問內容負載有命令意涵的訊息文本，

使得對話由一方開啟提問、另一方接續回答，協力組成「接鄰配對（adjacency pair）」

的問答模式。 

 

由此可知，提問隱含了行使或建構社會互動之力量，其方式係以說話者「我」面對

受話者「你」，再加上對話中所涉及之不在場人物(如讀者)共同進行互動。因此，深究

記者提問角色中表現的形式，似可透露出記者與受訪者的互動歷程。 

 

再以語言表達來說，根據 Drew & Sorjonen (1997)，以語言行為（speech act）理論探

討組織型對話，可暸解參與者的認同及其語言行為所屬之社群身分(membership)(如記者

身份)，藉此深究該言語情境(如新聞訪問)、組織角色與其語言表達之關係。 

 

因此，記者若以提問來追求組織目標，其核心乃文字符徵的處理及運用。研究者似

可藉語用學之語言行為理論針對提問語句之動詞加以分析，以探討提問命題、談話意圖

及其語言使用目標之關聯性(Searle, 1969; Levinson,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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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語言行為理論中所探討之間接語言行為 (indirect speech act)具有幫助對方做

面子的禮貌功能，與訪談情境中的人際互動變化息息相關。例如，以「你現在有空嗎?」

之提問法取代要求他人做某事的直接命令訊息(如「你來幫我個忙？」)，似可緩和直接

表意命題所招致的人際齟齬 (Brown & Levinson, 1978)。 

 

國內研究者鍾蔚文等 (1997)對新聞工作情境之研究顯示，記者採訪工作乃是在個

人、情境與工作(task)三者間不斷互動的過程中發展問題解決策略。以新聞訪談來說，

記者需在諸項情境限制下(如議題性質、時間限制、受訪者先前的回應等)擬定問題解決

策略。 

 

由此，本研究擬以新聞訪談工作目標為基礎，透過對記者與受訪者人際互動論析，

瞭解記者提問立足點及其與情境限制的關係。例如，當訪談涉及敏感話題（如個人隱私）

時，記者究係如何發展提問立場與受訪者互動，以完成該次訪談。 

 

初步總結上述概念，本文研究架構為當記者展開與受訪者之訪談互動後，雙方分別

擔任訪問者及受訪者兩角色，但亦可能隨不同情境更換角色，如當受訪者未確定提問命

題時，仍會提問以澄清命題。一旦彼此角色確定後，即會選擇適當立場表達命題；本文

認為此角色應可由語言表現確認。 

 

此外，若情境、個人與工作間彼此影響時，立場表現、角色扮演及互動關係應隨情

境動態變化如當議題轉屬個人隱私時，角色與立場表現應會改變，其變更亦可能修正原

先命題，因而上述立場、角色及互動關係間似應為動態且相互影響的關係。最後，受訪

者之回答對記者而言應為情境之一部分，雙方關係是決定提問活動進行的主因，因此本

文旨在探討記者之提問角色，但受訪者之回答亦須納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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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本章小結 

 

本研究主要根據 Goffman互動理論之立足點概念，有意瞭解記者之提問及其情境的

關係。本文擬以互動情境及語言學有關提問研究為借鏡，探究新聞訪談中所涉及之提問

及其如何在問答中展現人際互動關係。 

 

本研究將於下章整理有關的立足點概念及其與人際互動關係之相關性，接著從語言

行為理論角度瞭解提問與立足點的連結，並將新聞訪談組織情境納入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