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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立足點」與「新聞提問」之探討 

 

本章以 Goffman 之「立足點」理論為基礎，試論其由來、概念、及後續學者如何

從語用學角度探討其內涵，並於最後一節討論新聞訪談與立足點間的關聯性。 

    

2.1 立足點概念 

2.1.1 立足點之來源 

 

心理學、社會學、民族誌及語言學的研究者過去均曾以「框架」理論探討人們定義

事物的方式，並分別使用「腳本」、「基模」、「言說活動」等不同名稱 ( Tannen & 

Cynthia,1993:59)。如社會學者 Goffman (1974: 128)即曾引用人類學家 Bateson提出的「框

架(frame)」一詞，意指其為「人們接受事物意義的認知結構」。而 Goffman早期介紹立

足點概念時，亦曾說明觀點的改變乃因選擇不同詮釋事物的框架方式，因此立足點乃「框

架事物的途徑」，如人們認定話語究竟為一句玩笑話、諷刺語或讚美語等，都須先具備

玩笑、諷刺、讚美等不同認知框架，方能使這些話語在說出後產生意義 (Goffman, 

1974:10)。 

 

Goffman（1981）另曾引用框架概念探討社會行為者如何組織活動經驗。他認為，

新認知的產生係建立在過往經驗的舊框架，再一步步地形成新舊框架間層疊及不斷轉換

之框架化過程。 

 

Goffman曾運用此概念探索說話者如何在面對面人際談話互動中，透過社會共享語

文系統構成自我認同意義，並隨互動情境的變化使該認同形成持續建構及移動框架的過

程(Malone,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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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nen 則將「框架」概念整理為靜態及動態兩種不可分割的研究途徑。靜態框架

可視為是「知識基模」，意指參與活動者「以過往經驗為基礎，對人、事物及週遭環境

等所產生的認知及意義」(或稱「認知框架」；Tannen, 1979:137）。語意學家特別注意此

類研究途徑，認為意義係先前相似經驗累積所產生的知識基模2，此基模會與過往經驗

不斷進行檢視及修正，在面臨新情境後隨即產生新基模(Tannen & Cynthia, 1993)。 

 

動態框架則類似社會學與人類學領域所慣稱的「互動詮釋框架」 (interactive 

interpretation frame)，可定義為參與者對進行中的互動所協商出的意義 (即「框架」出

意義；Tannen & Cynthia, 1993)。此類定義以 Goffman對立足點的探索最為重要，將留

待下小節細述。 

 

依據 Tannen之觀點，「框架」可分為兩種，一為動態的意義協商，二為靜態的知識

基模。因此，「框架」可為動詞及名詞，透過選擇及呈現出意義，此可透過語文或語言

外的提示(paralinguistic cues；如聲調、時態)表現框架意義(Tannen & Cynthia, 1993)。 

 

倘若過去經驗中的知識基模與互動中正進行的互動詮釋框架不相符時，即會導引

框架的移動3，進而聯結其他知識基模產生不同意義(Tannen & Cynthia, 1993)。例如，小

兒科醫生為社會組織(如醫院)之一員，常依其工作任務而改變說話框架，如為兒童檢查

時的「檢查框架」、與其父母溝通病情時的「諮詢框架」、及面對實習醫生及錄影機紀錄

病情發現時的「報導框架」等(Tannen & Cynthia 1993; 另見 Kinney, 1998)。  

 

然而，雖有為數眾多的學者曾為框架進行定義及分類，其共同點皆在於視「框架」

                                                 
2 如手機對於四十年前的人來說無意義，因當時尚無此類知識基模的累積。 
 
3 Tannen曾舉例，兩位好友在電話交談時，其中一位大喊：「別玩了！」，另方可輕易地從其南方腔調瞭
解該命令乃是針對其飼養小狗所說，此辨識過程即涉及了認知框架的轉換，因為聽者根據過去的知識

結構了解說者(狗主人)通常都以南方口音訓練狗隻。因此，「別玩了!」係與「教訓寵物」的框架相關，
而非用來「與友人聊天」(Tannen & Cynthia, 199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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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定義事物的方式，即互動一方會先對所面臨之事物產生基本認知框架，而此框架會隨

情境所需移動，以適應彼此之互動過程。 

 

2.1.2  立足點概念 

 

Goffman 隨後將框架概念引導至「立足點」，用以描述活動參與者「如何框架事件

以改變說話方式」，而參與者亦會在框架移轉中擬議人際關係，表現於說話者應對不同

事件及情境時之立場移動(alignment/stance；Goffman, 1981:128)。 

 

根據 Goffman之定義，所謂立足點乃「互動者選擇面對自己及他人的說話角色」，

而「立場」意指在社會情境中所選擇的說話位置。倘若互動者改變對某事件的框架方式

時，除原選擇立場可能改變外，面對他人時的立足點亦會移動，協力調整互動人際關係，

構成日常生活中自然的說話方式(Goffman, 1981:128)。 

 

如前例所述醫生的框架轉換方式，當其檢查小孩耳朵時，會以逗趣的提問內容來

安撫病患說：「讓我看看你耳朵內有沒有花生醬及果醬(意指化膿現象)？」。回頭面對其

母親時，則轉以同理心來安慰並告知焦急的母親說：「依我判斷，你的孩子除了流點血

外，應不會有太大問題」。面對實習醫生研討病因時，則另改以較專業的老師立場解釋

病症。由此顯示，醫生的說話框架隨不同互動對象調整，其改變內涵包括其說話立場及

表述方式(Tannen & Cynthia, 1993:65)。 

 

因此，當互動對象改變時，言說框架的移動應同時包含立場及立足點，兩者同時

面對自我及他人之關係。由此可知，框架討論之重點不僅是參與者所持之觀點內涵，更

是互動者選擇何種立場及立足點進行互動，亦即互動者對於「現正進行什麼樣的活動」

提出的定義方式 (Goffma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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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Kinney (1998)曾對小團體讀書會之導讀人進行言說框架分析，發現其經常展現

數種立場(如書、讀書會團體及他自己)及立足點(如發言人、評論者等)，並適時連結兩

者之關係。如當導讀人以「書」的立場說話時，會啟動發言人的功能，提出書中重點來

帶動讀書會討論話題。但當他兼以書本及讀書會立場說話時，則傾向以事實提供者的立

足點，主要功能為提供額外事實資訊以延續對話討論。 

 

由此可知，立場及立足點之關係在於前者僅表明說話時可選擇的位置，而後者則具

功能性作用。從功能性角度探討立足點，可瞭解其作用在於對不同立場的調度及轉換以

應對互動關係。因此，探討立場與立足點之變化應有助於剖析立足點及其與立場的連結

及轉換關係，藉此反映參與者的互動模式。 

 

除了研究立足點與立場的關係外，Goffman更進一步將立足點視為是參與者的「角

色活動」。Goffman曾將說話者「框架事物」的方式連結至「角色」，藉以說明參與者

在對話活動中的角色會隨框架事物的方式改變(Goffman, 1981:325-6)。 

 

Goffman認為，立足點是由角色加以鑲嵌(embedded)，即指立足點的表現不僅止於

一種角色，同時還包含另一角色。如 Hoyle (1993)以立足點理論研究兩名男孩搭擋模擬

運動新聞播報的互動過程，發現男孩們從扮演「播報者」報導現場體育新聞時亦會以個

人立場說話。例如： 

 

甲 1：一號球員他已跑過去了。球飛到你那邊了嗎？ 

  乙 2：是的。 

甲 2：好的，現在分數已累積到七十八分，ｘｘ隊領先。 

  

以上兩位播報員中，可由甲 1的發言看出在同一話語中之不同立場及角色：如當甲

擔任播報員時會以觀看者立場向閱聽眾說話，報導當時的賽事(「一號球員他已跑過去

了」)。隨後，甲脫離播報員之報導語言，以個人立場(如扮演觀眾)向另一播音者詢問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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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 

事(球飛到你 … … )。由此可知，說話者不僅運用一種說話角色，而是多角色4間的鑲嵌關

係。 

 

總之，框架、立足點、角色及立場的關係為(可見圖 2-1)：框架包含立足點的活動

內涵，其中有角色及立場，角色為說話者的說話方式，而立場為說話者所選擇的說話位

置，兩者連結構成說話的立足點，而立足點又與框架連結；框架的變化影響立足點，立

足點的變化進而影響角色及立場。 

 

 

 

 

框架  立足點         

立場 

 

 

 

                    圖 2-1、框架與立足點關係圖  (來源：本研究 ) 

                 

Goffman(1981)曾進一步指出立足點的角色內涵，包含說者之「生產格式(production 

format )」及聽者之「參與地位(participation status)」的「參與組合 (participation 

framework)」，以此組合探討說者及聽者如何利用立足點內的角色來說話與回話，此顯

示參與談話方式的變化(Goffman, 1981:325-6)。 

 

以說者而言，「生產者格式」係指其立足點的角色變化內涵，包括表演者

（animator）、著作者（author）、意見來源（principal）、企劃者(strategist)及事件主角(figure)

等，說者常藉不同角色來定義說話方式與其所說話語之特定關係 5（Goffman, 

                                                 
4 此處可知，「角色」並非一般所指的「社會角色」，如醫生、母親等，而是對話過程中說話者所扮演
面對受話者的說話方式，具有功能意涵，如報導者、評論者等。 

 
5 例如：在電視新聞報導中，主播是將新聞播報出來的「表演者」、記者是呈現新聞事件的「著作者」(其
素材源自街頭民眾的意見)，而新聞編輯才是串聯新聞的企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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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523-37; Malone, 1997: 55）。 

 

Goffman後於 1981 年重新修正上述概念且僅保留前三項，將「表演者」定義為藉

由發聲將話語傳遞出來以代替或模仿某人發言，「著作者」則是編輯話語的人，而「意

見來源」才是話語意見真正的作者及必須對話語負責的人；三者皆可能由相同或不同說

話者擔任(Goffman, 1981)。 

 

例如，電視廣告的旁白以「表演者」發出聲音，而臺詞「著作者」為廣告公司，「意

見來源」則是廣告主。此種分類不但可明瞭立足點係建立於組織合作之基礎，更能區分

出參與者以何種角色進入分工系統(Hanks, 1996)。 

 

Matoesian(1999)亦曾探討總統新聞發言人的演說方式，視其為「表演者」，代表或

傳達總統的意見立場，而總統則為「意見來源」並為該立場負責，至於撰寫此演講稿的

幕僚群才是真正著作者。由此可知，Goffman之分類的確展現了說者的立足點及其代表

的立場，也刻劃出該立場與聽者間的互動距離。 

 

    又如上章之初所述之例，尼克森總統在與女記者對話中亦曾改變立場與立足點，如

簽署法案時係以總統立場說話，但面對女記者的穿著時則轉以一般男人的立場，以開玩

笑的框架評論女記者，為自己擔任「表演者」(Kinney, 1998)。   

 

相對於說者，「參與地位」係指聽者而言，通常包括受到說者認可的直接對話者與

非直接對話者，前者係與說者共同參與談話互動的說話對象，如面對面的參與者，後者

則可能是旁聽談話卻非與說者協力完成對話的人(如參與節目錄影的現場觀眾)。至於未

認可的旁聽者，包括與此話語無關也非直接與說者對話的旁聽者(overhearer)，如電視機

前觀看節目的觀眾；Goffman,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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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分類可知，任何對話之參與方式實不侷限於說話者及聽話者，尚可包括兩者

間的多種轉換角色，因而該分類方式可運用於研究多人對談的對話過程，藉此瞭解立足

點移動在談話及情境中的動態性乃至互動中的人際互動情形。 

 

Levinson(1988)隨後延伸立足點之概念，認為其固可充實過去相關語言學研究中有

關參與者角色的說明，但缺點是角色分類仍不足，劃分界線亦不清楚且受限於以句為單

位的話語，因而無法對整體談話事件(speech event)有連貫性的討論。Levinson 因而建

議，對某一參與者的角色認定應由其他參與者共同協商而來。 

 

總之，立足點可謂是隨不同對話情境改變的框架化活動，可呈現說者觀看事件的位

置，且隨談話時機、互動對象校準而為一持續進行的動態過程。說者可以隨互動情境變

換其立場，以改變與他人互動時對事件認知的框架設定（Gumperz, 1992a : 42），但框架

的確仍建立於參與者協商互動的基礎(Levinson, 1988)。 

 

2.2 立足點之語用學觀點 

 

Goffman早期對人際互動之研究認為，人在互動中會產生自我認同，透過語文符號

表演特定角色(包含語言及非語言如肢體語言等)傳達，因此 Goffman認為「自我」實係

由語文構成（Goffman, 1974）。Goffman之後續研究亦曾提及，框架乃過去經驗與新知

識基模互動產生協商，此亦須透過語言機制始能表達。 

 

再者，Goffman曾於立足點概念中引用 Gumperz對語文符號的研究，認為語文符

號具有情境提示（ contextualization cue）功能，可藉此瞭解話語事件之經過及溝通立場，

並從中詮釋出言談意義及行為(Gumperz, 1992b)。隨後，Goffman以此概念說明言談中

之方言、稱謂、說話速度等語文符碼轉換，均可視為是立足點改變的追尋線索(Goff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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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Goffman以社會學角度研究人際溝通的立足點互動，進而結合 Gumperz6並從語文

符號中探討人際傳播，兩者在學理建構上相輔相成，皆認為語文之「情境提示」不僅「傳

達訊息之意，更是展現參與者間的互動關係」(Goffman, 1981)。 

 

  由此可知，立足點與語用學間的關聯性在於運用語文探索人際關係變化。易言之，

互動情境中之動態特質可透過語文(見下節介紹之語言行為)在互動情境中的變化而獲

得情境提示，以便觀察立足點的改變情形。  

 

大體而言，立足點之功能在個人移動談話情境中的自我表演，此移動過程係透過語

文(包括語用)來表達(Gumperz, 1992b: 41;另見 Kinney, 1998: 39)。因此，本節依此脈絡

發展立足點與語用學的連結關係，藉以瞭解立足點在功能性探討中所表現的語用特色。 

 

2.2.1 語言行為理論 

 

說話並非僅發出聲音，更具有意義，還包含語言行為，此即「語文傳播最基礎單位」。   

                           (Searle, 1969:16) 

 

經由上述簡介後，本節續從語用學中有關語言行為之理論起步，前半節先介紹何謂

語言行為論，隨後發展語言行為與立足點間的關係。 

 

首先，根據 Taylor & Cameron (1987)對語言行為理論之探討，應可提出以下問題：

                                                 
6 Schiffrin(1994)認為，Gumperz 雖為社會語言學者，但語用學與社會語言學實難區分，尤其社會語言學
對語言行為之研究提供語用學相當多研究基礎；反之，語用學對語言使用的社會意義也提供社會語言

學發展基礎。因此，Gumperz 之研究亦可歸於語用學範疇。 



 19 

語言行為之定義為何？規範語言行為的原則為何？又有哪些是規範談話情境連貫性的

原則？依此命題脈絡，本小節將先介紹語言行為論、使用原則、理論批評及後續修正，

最後鋪陳語言行為與立足點的關係。 

 

2.2.1.1  Austin及 Searle 的語言行為論 

 

日常生活中，人們使用語言並不見得會刻意表達感受及想法，更重要的是藉著語

言來「做事」(胡幼慧, 1996)，如下例： 

 

      母親：快十二點了。 

     孩子：電影馬上就演完了。  

 

由以上對話可知，母親說「快十二點了」時並非表達字義上的時間狀態，而是命令

孩子快上床睡覺，此命令即語言行動的表現，可見語言不僅反映說話者的意圖，人們更

可用語言來「做事」。 

 

語言哲學家 Austin曾分兩個階段討論「語言行為論」。首先，他以第一人稱「我」

說話，但我並非描述「我」正在做的「事」，而是「我」通過說這句話來「做」這件事，

即「說事如同做事（saying something as doing something）」，稱之為表現某項行為的「行

事話語」（performative utterance；Austin, 1962） 7。 

 

然而，此一論述尚缺乏使用條件限制而曾引起不少爭議，如當聽者對話語毫無反應

                                                 
7 Austin 曾分辨出另一類為僅限制於語句真假價值的「表述語句」（constatives），如「美國遭受恐怖攻擊
的影響」，此句如係表達事實，且若此事的確發生，即屬表述語句。但 Searle 認為，「表述語句」應包
含於「命題行為」之內，即每種語句皆有其潛在語用力量，且每一種表意行為皆是語用行為。當命題

文本與語言行為結合時，任何語句儘管缺乏明確動詞仍有其語用力量，並藉命題文本的分析及其前後

關連的情境可進一步推論說者意圖(Searle,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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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說者是否算達成「做事」之目的？因此，Austin在第二階段討論中清楚地將話語分

列為三種特質：其一為「語言文字表述之字面意義」（locutionary or literal meaning），謂

之話語的「命題行為」（propositional act）。其二為「非表意行為」8（illocutionary act），

係傳達話語之做事力量，從中更可表達說者之真實意圖。最後，「語效行為」

9(perlocutionary act)意指表達語言行為的效果（Austin, 1962）。舉例來說，當牧師說：「我

宣布你們為夫妻」，命題行為即為「宣布某人為夫妻」，非表意行為乃牧師以「宣布」而

非「命令」或「建議」等來執行「成為夫妻」為事實，甚至可達到使該男女成為「合法

夫妻」之語效行為。 

 

Searle(1969)隨後根據 Austin 的研究重新對語言行為進行詮釋，認為說話應包含下

列數項內涵：一為「話語行為(utterance act )」，即連結某些字詞或句子來表意(即「語

構」)；二為「命題行為」，說明某事件發生之內容(屬「語意」)；最後為「非表意行為」，

意指說話之本質如同做事(屬「語用」)。以此三者說明說者組成連串句子時即可表達話

語命題，更藉說話執行某項行動並表達語言功能。 

 

上述兩位學者皆認為，「非表意行為」在語言行為領域中最為重要，因說話可執行

某項行動，甚而影響他人行為，其主要語構特色為由第一人稱、單數、主動語態動詞所

組成(如「我宣布你們為夫妻」)。因其使用明顯的「行事動詞」(如「命令」、「宣布」及

「建議」等)，故又稱之「顯性行事子句」（explicit performatives）10 (Austin, 1962)。如

當母親說：「我命令你寫功課」，即是透過「命令」詞讓子女做事(寫功課)。  

                                                 
8「非表意」的名稱容易讓人混淆，因此類語言行為仍以表意的句子為基礎，只不過「非表意行為」重點

是句子本身，暫不考慮其命題內容及效果所能達成的行為，因而暫用此名稱（謝國平, 1992）。 
 
9
「語效行為」之常見動詞如：說服(使相信)、恐嚇(使害怕)、激怒(使生氣)、讓人感動等，其特點為：(1)
此行為不使用完整的「行事子句」形式達成，如不會說「我恐嚇你」，而是說「你在恐嚇我」。(2)此行
為重點在於說話行為本身對聽者所產生的效果。如說者「告訴」聽者某意向，聽者相信此意向就等於

說者行使「說服」的遂行行為(謝國平, 1992: 219)。   
 
10 尤以適當場合表達適當意向並使用明顯「行事動詞」，如「命令」、「宣判」及「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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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le進一步分類非表意行為之行事動詞，其標準為：「前提（preparatory）條件」，

係指如說者及聽者均具溝通能力，且聽者能做到說者提出之要求，兩人即具有符合談話

情境的得體身份。次為「誠意(sincerity)條件」11，係指說者確有意圖做某件事，屬描述

說者的心理狀態。三為「命題內容(propositional content)」條件，係說者「敘述」將要

做的事；倘若說話內容不同(如動詞)，命題內容即會不同。最後，尚有說者負起說話行

為責任的「本質 (essential)條件」。Searle 總稱上述各項條件為「適當條件 (felicity 

condition)」，以此評斷非表意行為之內涵(Searle, 1969)12。 

 

Searle 確立規範後，將非表意行為(或稱語言行為)動詞分為五類，而一般口語談話

行為多屬此類，包括：「宣稱行為」（representatives），指說者承認其所表達命題之真實

性，如相信、報導等動詞；「指示行為」（directives），說者試圖使聽者做某事，如命令、

要求、催促等動詞；「承諾行為」（commissives），說者有責任去做某些未來的行動，如

發誓、道歉、保證、打賭等動詞；「情感表達行為」（expressive），說者心理狀態的表達，

如慰問、道歉、道賀等動詞；「宣布行為」（declarations），指其語言行為使命題內容與

事實之間產生關連，如宣戰、任命等動詞13。由以上動詞構成談話之基本單位，且以這

些動詞可作為區分非表意行為力量的提示詞(indicating device)，提供話語真實之意 

(Searle, 1969; 蔡曙山, 2000)。 

   

由上述探討可知，Austin及 Searle 兩位學者皆意圖將話語中之命題行為與做事行為

                                                 
11 例如，「我希望你能幫個忙」是評估聽者是否具有誠意，並涉及了聽者的意願；至於「你能幫我個忙
嗎？」，是評估聽者幫忙的「能力」，考量聽者之前提條件(Schiffrin, 1994:59)。 

 
12 如以問問題而言，問者由於缺乏相關資訊 (前提條件)，並希望(真誠條件)透過聽者獲得資訊(本質條
件)，至於命題條件即為提問內容本身傳達的意旨(Schiffrin, 1994:64)。 

 
13 上述五類之最特別的原則乃說者當時的心理狀態，如宣稱及指示行為是表達內心的「相信」及「想要」，
而承諾行為則係表達內心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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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非表意行為)加以區分，說明話語不僅表意更在傳達某些行動，甚而影響他人行為。

因此，語言行為即可謂為「運用語言影響他人的行動」。 

 

2.2.1.2 語言行為理論的爭議與修正 

 

語言行為理論提出後曾經引起不少爭議，主要肇因於其理論與實際傳播行為間的鴻

溝。Schiffrin (1994: 60)認為，語言行為理論之目的係在討論語文使用及其功能，惟該理

論重視類別形式而輕實際應用。由於人們創造社會生活時就已形成語言使用規則，使語

言具有「表達行為」，如經長久使用即可歸為既定規範，因而此類規範實係源自社會資

源。因此 Schiffrin認為，語言行為理論應重視如何與社會生活結合。 

 

例如，語言行為中強調主詞及動詞，但人們在一般談話中通常使用無主詞及無動詞

之話語（如「是嗎?」表示懷疑），此種情形是否仍具「表達行為」14？儘管 Searle 曾

視其為仍具語用力量的「隱性行事子句」15，且認為即便是隱性行事子句(無提示詞)也

可還原為顯性子句16 (Searle, 1969)。但此論點受到其他學者質疑，乃因人際溝通中並不

會特別使用行事動詞 (Stubbs, 1983)。如一般慣用法會說：「動作快點」，而少說「我

催促你動作快點」，因前句實際上已執行「催促」之語言行為。 

 

且有學者認為，在「隱性行事子句」連結至「顯性行事子句」之過程中說者實際表

達之意念會流失或扭曲(Stubbs, 1983:157)。如當「我愛你」連結至「我發誓我愛你」與

「我確定我愛你」時，真意「我愛你」的本質便已流失，反而「發誓」與「確定」成為

重點所在。因此，有學者認為「顯性行事子句」與「隱性行事子句」之間實無區分之必

                                                 
14儘管 Searle在 Austin 的理論上進行延展，但也提出批評，如 Austin 曾認為「說事即做事」的動詞是在
執行動作，但 Searle 認為「動詞」與「行為」兩者經常會混淆，並非所有「說事即做事」的動詞皆用以
執行動作，如「報導」的意義僅在執行一語用行為的「形式」及「方式」，本身並未有特別「行為」（摘

自陳蕙芬 , 1999）。 
 
15 如試比較「我們提醒你圖書館十點關閉」與「圖書館將於十點關閉」兩者皆為執行「提醒」的行動力
量，後句雖無顯著的說者及行為動詞，仍可知其說來自圖書館員之閉館「提醒」或「告知」。 

 
16 例如，「你的意見為何？」可還原為「『我問』你的意見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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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兩者皆傳遞意圖並執行動作。除非說者期望以語言行為之動詞強化表述力量或發

覺聽者存疑時，則會使用主動語態行事動詞加以修飾，如：「我相信他的話是真的」與

「他的話是真的」，前句的行事力量明顯強於後者，乃因其強調了說者之確定信念

(Thomas, 1995:48)。 

 

此外，雖然說者之意圖應包含話語本身的命題及所欲表達的語言行動，但即使相同

命題內容仍可執行不同語用功能。如「他出門」與「他出門了嗎？」，兩者雖為相同命

題(「他出門」)，但前者為陳述，後者則為詢問 (謝國平, 1992:220) 。 

 

由以上探討而論，語言行為論在應用層面似可再行修正。如 Schiffrin(1994:59)認

為，人類傳播中僅要符合上述前提條件等相關原則，就可歸納出無數動詞類別，而不侷

限於 Searle所稱之五類動詞。更重要的是，傳播既以溝通意圖以達到瞭解為本，似應仰

賴互動中溝通者擬議語言行為所共享的規範及知識。 

 

例如，「提問」係發問者就未知答案或對提問命題未有明確的資訊而發問，因而「提

問」實可歸類為由說者向聽者索取回應的指示行為，包括命令、要求及請求等（Searle, 

1969）。但 Goody(1978)亦指出，提問除了命令對方回答外，還包括報導部分，此兩種

非表意行為使得提問包含「命令回答」及「事實陳述」的表意命題及功能17。 

 

Leech(1983:114)亦曾將話語之語構、語意、語用加以區分，如意見之提出在語構層

次為「宣布」、語意層次為「提出命題」、語用層次為「斷定」。又如疑問句在語構層

次為「質詢」、語意層次為「疑問命題」，而語用層次上為「提問」。但他隨後認為，

語意及語用層次未必可清楚二分，如話語為「斷定」或「提問」，實應由該非表意行為

在實際互動的參與者判定18。 

                                                 
17
例如，「我問你」即為「我要求(或命令/請示/懇求/邀請等)你回答我的疑問(包括報導部分)」等。 

 
18如「今天天氣不錯!」，可為要求行為(如要求他人開窗)，或僅為意見表達以寒喧，或兩者皆是，其判
斷應由互動情境推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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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ffrin (1994:85, 61)隨後建議，語言行為必須結合談話情境，尤在以語言行為做

為分析話語意圖及功能之取徑時，應特別注意語言行為形式、功能及與說者與該語言行

為的關係。 

 

因此，在字裡行間尋找動詞線索之餘，仍需詮釋該話語意圖。尤其當語言行為之形

式與功能間並非對應時，如同一話語命題可表述不同行為，或單一語言行為形式可連結

多項功能時，話語的意義會變得複雜，因而就更須了解該語言行為與說者乃至與聽者的

關係。 

 

2.2.2 語言行為與立足點的關係 

 

   根據前節所述，立足點理論主要在於探討說話方式，尤其是在對話語言中的角色扮

演及說者與聽者的關係。但儘管 Goffman認為立足點應從語文進行分析，如前述將說者

分為表演者、著作者、意見來源、企劃者及事件主角等不同角色，但此分類仍僅說明說

者與話語的關係，猶未討論不同角色的語言形式及其功能19。 

 

  至於語言行為理論的討論則鮮少論及話語與說者的關係，以及說者說此語言行為與

聽話者間的關係。因此，語言行為僅探討其表現形式顯已不足，如要進一步探討說者與

聽者的關係，則另需結合立足點概念。 

 

根據立足點的理論基礎可知，此概念正是互動者選擇應對人際互動時的自我表現方

                                                 
 
19Stubbs(1983:148)曾研究貿易諮商談判之對話，如某甲說：「你的意思是( You mean that) … …」，意指
「質詢」，在整體言說行為屬「要求澄清」的語言行為或稱為「後設提問(metaquestion)」，此類言說
行為目的在使對方澄清話語的語言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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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該表現方式與語言的關係為何？ Goffman 等認為，說者互動時之立足點移動可

透過語言符號完成(Goffman, 1981; Gumperz, 1982)，以此說明立足點與語文符號間的關

係，尤其參與者可掌握語言所反映的情境提示來擬議立足點，進而建立或改變互動關係。 

 

  當回顧「語言行為」之意時，可知此係以「說話」為工具所從事的溝通行為，著眼

於人們使用語言與他人溝通時的意圖、目的、信念及希望等(謝國平, 1992)。大體而言，

溝通乃互動行為的表現，但此互動可根據不同的溝通意圖、目標影響語言表達形式，以

此區別互動之重點( point)，用來傳達及建立社會關係。 

 

  如 Stubbs(1983:189)提出支持、背書（ endorsements）一詞，意指當說者贊同某意見

時會認可(ratify)或正當化(legitimate)該意見，如說「沒錯」時，即是正面同意該意見。

Stubbs提出背書的形式及功能，包括「確認(acknowledge)」、「接受(accept)」、「背書

(endorse)」20，三者皆為言說互動中說者對曾經或剛說過的話表示接受的表達方式。又

如「建議」及「命令」雖有「試圖使聽者做某事」的語用意圖，但仍有不同非表意力量

強度，如「建議」僅單純提供意見，但「命令」則係強迫及運用權力使他人做某事。 

 

此外，不同表意強度又與使用者的角色有關。Searle就曾討論說者角色與其非表意

行為間的密切關連性，強調非表意行為涉及談話情境之變化，即說者與聽者可在情境中

扮演不同角色，進而影響其中語言行為的使用與發展 (蔡曙山, 2000)。 

 

  那麼，從角色論及立足點與語言行為來看，該語言行為應可區分為某些行為係說者

呈現自己的觀點(同時為發言人及著作者)，另些係說者以某角色立場進行發言。因此，

有學者特別強調，在眾多文獻尚有缺漏之處，即有關角色如何以語言進行互動之討論

(Stubbs, 1983:160)。 

                                                 
20其中，「確認」為最低程度的接受，亦即表達已聽到對方所說的話，如說  「是」、「嗯」、「好」等。
此類表示接受話語的方式並未含有特定命題，而僅說明已接收到對方先前所說的話。至於「接受」為

傳達聽者已理解話語的意涵，如說「我瞭解 … …」。而「背書」則明顯表達同意對方所說的話，如說
「我瞭解且同意你說的話」、「說的好！」等，此類表達方式具有命題意涵，其意即表達「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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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立足點中有關角色的討論應可與語言行為串聯，以語言行為做為分析立

足點角色間所強調的不同行事重點，藉此表達不同非表意行為之用意與功能，探討說者

如何運用語言行為來執行動作以操控談話關係。 

 

2.2.3 語言行為之變體 -- 間接提問行為 

 

語言傳遞某一特定語用行為時常同時表達另些語用行為，即可謂之「間接語言行為」

21(indirect speech act；Searle, 1975;1998)。亦即，單一語言行為在表達多種功能時，就

是間接語言的討論領域(Schiffrin, 1994:60)。 

 

間接語言行為係說者在「陳述」或「詢問」某事時，明知當時情況與命題不符，但

卻為說者所做的唯一語言行為，則聽者應可就此推論該「陳述」或「詢問」構成額外「非

表意行為」，因而有學者認為該類「陳述」或「詢問」的語言行為僅為手段，言外之意

才是話語真意(謝國平, 1992:224)。 

 

Levinson(1983)曾將間接語言行為續分兩類，其一為既定間接法，如「你可以幫我

個忙？」或「你能幫我忙？」，兩者雖皆為「提問」，實亦同時傳達「請求」。第二類則

須仰賴情境來推論，如「這裡有點冷!」雖非命令的顯性行事子句，但卻可為暗示他人

「把門關上」的禮貌「命令」或「請求」。第一類之「可以」、「能夠」慣用法相較於第

二類似有較多語意詮釋空間，因而需要情境輔助詮釋。 

 

                                                 
21 最經典之例為：「你可以把鹽瓶遞過來嗎?（can you pass the salt?）」，此提問並非表達「你是否有能

力」(「can you」)，而是禮貌地以間接命令或要求聽者「傳遞鹽瓶」的「命令行為」（Searle, 1998）。
由於「傳遞鹽瓶」並非涉及「能或不能」的「能力」問題，且「你可以 … … ?」已為一般慣用來尋問他
人意願的間接用法，因而常人較不須啟動推論機制即可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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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境之探查可藉由 Grice (1975:45-46)之「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s）以

規範及推論對話進行之互動意圖，包括：說話者能否提供足夠的資訊量(quantity)、正確

的資訊品質(quality)、以簡短且有秩序地方式陳述資訊(manner)、問與答間都須提供與

對話情境相關的資訊。 

 

但 Sperber &Wilson (1986)則對此提出批評，認為合作原則間之劃分並不清楚，如

說者提供正確的資訊應是一般溝通互動的基本前提，而足以使聽者理解的「資訊量」應

都與情境相關。換言之，Sperber & Wilson認為，上段所述之合作四原則皆可歸納為資

訊「相關原則」，並視為是情境原則以詮釋語意。 

   

因此，以間接語言行為表達言外之意，聽者可以透過相關的情境原則結合語言行為

進行推論。透過推論而知其意的間接式用法，係在語用行為與溝通目標連結上違反及創

造「相關性」原則。譬如，甲對乙說「這裡有點冷」，甲雖未提供足夠且相關的「陳述」

訊息，但乙卻可於互動情境中(如乙靠門而坐)將「有點冷」與「門是開著」的命題相關

連。如此一來，乙即可詮釋為「門開著會使甲覺得冷」之表意，藉以瞭解甲間接傳達請

求關門之訊息。 

    

此外，過去曾有學者羅列間接語法的行事動詞類別，可以湯廷池（1981:260）討論

漢語疑問句中之間接語言行為動詞分類為代表。湯氏認為，間接問話動詞包括：請問、

請教、請示、打聽、說、(請你)回答、(請你)答覆、(請你)指示等；推測動詞，有猜、想、

說、以為、認為、覺得、猜想、料想、猜測 、推測等；意見動詞，如相信、確信、希

望、打算、提議、建議、主張、保證、喜歡/討厭、贊成/同意、歡迎、反對、阻止、擔

心、害怕、決定等。 

 

如「(我問)你對這句話的看法為何？」為直接問句，而「請教一下，你對這句話的

看法」乃間接問句，因「請教一下」為非疑問詞卻行使「提問」功能，提問命題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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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句話的看法」。又如 「誰會來？」為直接問句，而「你覺得誰會來呢？」為間接

問句，乃因「覺得」作為主要子句在陳述感受之餘卻有提問功能，且以附屬子句「誰會

來?」為提問命題。 

 

此外，張鐘尹（1997）曾研究漢語中如何以「陳述」傳達「提問」的間接句型，認

為此類係以詞彙（lexical elements）引導問句，如「我聽說」、「我猜想」、「我問」等，

或以非人稱表達(如「聽說」)及潛在副詞(如「或許」、「可能」)等都可引發對方回應。

此外，若「陳述」後加上「言說標記」(discourse markers)，如「 … …就是了/這樣子」，

可要求對方針對命題提出解釋及澄清；以上兩者均可謂是以「陳述」達到「提問」的間

接功能。 

 

總結間接語言行為之探討可知，間接語言行為可定義為「一句話語同時傳達其他語

用功能」，可憑藉資訊相關原則或從形式(如陳述句)與功能(如提問)間的脫節或連結關係

觀察得出。 

       

2.2.4 提問語言行為中的人際互動 

 

至於說者採用不同語用功能以及聽者解讀的差異，應與參與者之人際關係及互動情

境有關。那麼，人際互動的一來一往動態過程內，應可藉由說者在不同情境使用的語言

行為及所欲傳達的語意功能作為判斷。 

但語言行為在不同功能間的選用條件為何？Leech(1983)曾提及，語言行為可傳遞

模糊語意。如「你想進來坐坐嗎？」在不同情境可判斷為朋友間的「提問作為邀請」或

老闆對員工的「提問作為命令」行為等，亦可能座落於兩者間的模糊地帶。 

此模糊性較常發生於類此之間接語言行為運用中。如 Weizman(1989)認為間接語言

行為可詮釋意義的模糊性，以間接語句的命題可連結不同非表意行為，而非表意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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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解讀差異乃模糊意義的產生，使說話者的真實意圖與表現出來的話語命題產生差

異。 

 

Goody(1978)認為，有關語用策略調整人際關係的相關研究曾發現，語言行為中的

「提問」有控制他人回答的意圖。為避免此意圖構成問答互動關係的摩擦，提問者傾向

以間接問句委婉地傳遞意圖。如 Weizman(1989)即視疑問句為「命令」回答的不禮貌行

為，因而認為採用間接問法可削減欲使他人回答之命令意圖，如「請教一下 … …」。 

 

Thomas(1995)強調，在表達禮貌策略時，可用間接語法達到建立他人或自我的面子

22。此看法乃依據 Goffman(1967)對「面子」之定義，指其係由個人之社會特徵所展現

的形象，可透過語文及非語文行為來表達。且「面子」為人際互動的普遍社會價值，其

意在尊重他人如同自己受到他人尊重。因此，「面子」仰賴於人際來往之互動角色尊重

彼此的公眾形象，如同維持公眾中之自我形象。 

 

此種社會關係中的「面子」概念說明了人們會預先設定自我之說者角色，當進入社

會互動時再與參與者進行角色意義協商，並遵守言談之禮貌策略來維持彼此間的角色互

動。此策略主要目的乃在避免互動關係受到威脅，通常藉「面子功夫(facework)」達成，

如消極地避免詆毀或污辱他人，或積極以藉模糊表意技巧之間接用法緩和意見衝突

（Collins, 1988）。 

 

此種以禮貌善待彼此「面子」的概念，影響後續以禮貌觀點研究語用原則，如 Brown 

& Levinson(1978)曾指出，任何互動關係的行動主體皆會避免威脅面子的行為發生，目

                                                 
22Thomas (1995)曾指出間接用法能獲得溝通利益（communicative advantages），可歸類為：期望將所說的
語言表達地更加有趣/乏味、增加訊息的影響力、對話雙方彼此有相互競爭的目標及禮貌或為顧及到自
身或他人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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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係在建立公眾眼中的正面自我及他人形象，因而避免在對話互動中使用諸如言詞批

評、責備、意見對立、反駁及污辱等談話方式。 

 

進一步而言，Kinney(1998)認為，間接語法、語調等對話技巧乃象徵各種社會文化

的溝通風格，因而不同文化會選擇不同傳播風格，此對話技巧的慣用即可作為文化傳播

研究的取向。以「做面子」為集體主義社會文化中重要的互動模式，係增進他人公眾形

象並重視彼此間社會關係及認同立場(Augsburger, 1992)。 

 

如以中華文化23而言，人們為建立擴張性的人際網絡，會追求社會關係的和諧以減

少互動衝突，傾向間接且婉轉的表達方式，以減少武斷宣稱來保護他人面子。此法係在

表面意義與內在情感不一致基礎下僅傳遞部分意圖，但卻可避免完整且直接表意所引發

的人際衝突，且積極地保護彼此面子，進而培養相互競爭及協商的意見交流模式(Chang, 

2001)。 

 

上述文獻中，多數學者認為間接法與人際互動有關，其使用可反映當時人際互動，

乃因此方式可作為達到「做面子」而使彼此關係和諧。此點又與 Goffman 所提角色表

演之立足點移動概念相似，因說者選擇的立足點即係對「現正進行的言談活動」提出定

義，尤其當說者於特定情況下欲拉近互動關係時，多少會表現於立足點之呈現24，此即

反映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擬議過程。 

 

由以上理論探討可進一步推知，提問行為中若表現間接語言行為，應可認為其乃考

量到互動和諧目標而選擇以較間接的方式來問問題，藉禮貌策略來建構受訪者之面子。

                                                 
23Chang(2001)視中國人須能處理多樣且複雜人際關係的能力，以協助自己培養與他人競爭、協商、批評
甚而嘲諷時所需要的語言互動技巧，藉以增加人際間的親近關係。 

 
24如讀書會導讀人為主持爭議話題而傾向扮演「經理人」，適時地控制談論者間的言談衝突，其言語行

動常使用「陳述」以「命令」之間接法，如「我想請各位休息五分鐘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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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間接提問的訪談現象或可進一步詮釋出訪問者欲建構與受訪者的人際互動發展。

但當討論訪談人際互動時，此涉及訪談的組織情境特質與訪談之間接提問語言行為，因

此下一節將探討訪談互動之提問立足點與新聞情境的關聯性。 

 

2.3 新聞訪談情境與記者提問立足點之關聯性 

2.3.1 新聞訪談情境介紹  

  

  本研究旨在探討新聞訪談中的訪問者立足點及其變化。前兩節已分別探討立足點及

其與語言行為的關係，本節續對新聞訪談情境加以描述，進一步探討訪談提問立足點與

語言互動的關係。 

 

一般而言，新聞訪談可定義為記者向新聞事件關係人或當事人以親自交談方式取得

新聞資訊的採訪過程(王洪鈞, 1990)，亦是對某一新聞特定對象做個別專訪(李茂政 , 

2000)。由上述定義可知，新聞訪談主要涉及人際互動，即訪問者與受訪者的資訊交流。 

 

Heritage & Greatbatch (1993)認為，新聞訪談、醫病溝通及學校師生互動等皆屬組

織情境之互動，其特色係以社會角色為基礎並以工作(task)目標為導向的互動行為。

Chung, Tsang, Chen, Chen (1998)即以新聞工作中之專家與生手的表現差異探討新聞記

者的工作目標設定分為以下三項，且三目標間形成相互競合的關係： 

 

--文本(作文)目標(textual goal)：係指遵守文本間的內在邏輯關係，使文脈具有連貫性，

才易使人了解其意。 

 

--做人目標(interpersonal goal)：語言具有反映、維持和發展人際關係的知識及功能(如前

節所論及立足點與語言使用的人際關係 )，可透過語言表現。Chung 等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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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nson(1983)對語用學的研究25，認為新聞工作中所呈現之不同稱謂(如「你」、「您」、

「我」或「我們」)均在反映不同人際關係，以便產生不同語文互動效果。其他相關

研究如陳淑欣(2000)曾以「立足點」概念討論台灣選舉候選人的電視政治言談，發現

候選人多利用人稱代名詞之轉換來提高自己與話題的涉入程度，藉此調整與選民的關

係，如以「我」之立場來加強討論話題的涉入程度，以「我們」表現與市民同心的立

場。 

 

然而，記者之做人目標應與互動規則相關。如在華人社會的人際互動中，人情與

面子的問題似乎特別重要(喻靖媛, 1994; 康永欽, 1997)。鍾蔚文等 (1997)曾引用學者

黃光國對中國人之人情社會的研究，認為記者與受訪者(如消息來源)的關係乃介於親

密的情感性關係（如手足）與冷漠的工具性關係（如電梯小姐與乘客）之間，又稱為

「混合性人際關係」。因交往雙方已彼此認識且具有一定程度的情感關係，但由於雙

方的互動是期望於未來繼續交往的發展，因此人情和面子規則最適合用於此人際關係

範疇(黃光國, 1988)。 

 

因此，記者與消息來源雙方除會考慮何種關係交換資源外，亦會慮及如何維持長

久之互動，因而考量人情及面子。此種考量亦會影響記者的語言符號使用，而使做人

目標整體表現於符號表徵的文本運用上（鍾蔚文等, 1997）。 

                        

--表意目標(representational goal)：意指人們透過語言表現事物、感覺及狀態的經過。

Chung等認為，大多數的互動場合必須兼顧以上所述之三目標，只是比重不同而已。

一般而言，新聞工作常以表意為主，但語言如何構成語意的掌握，亦要顧及做人目標。 

                                                 
25 Levinson(1983:89)將代名詞(pronoun)的人稱指示詞視為是可標示「互動者之社會認同及人際關係」的
語言，如以第一人稱「我」之立場表示說話者與話題的高度關聯性，或說者具有著作者 (authorship)的
身分，以表達意見與感覺。至於「我們」之立場則可包含說者與聽者在內，可拉近兩方的社會距離。

相對而言，「你們」是企圖劃分說者與聽者及話題內所論及的對象，表達說者與話語所有指涉對象的疏

遠關係。不同代名詞甚至可象徵參與者間的權力地位、階級關係及性別差異，如「您」與「你」的使

用在於前者通常用於敬稱，顯示聽話者相對於說話者較高的地位。但由於本研究重點並非對權力地位

的討論，此處僅簡要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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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如 Biagi (1992)認為，記者應避免在新聞訪談之發問言詞中責難受訪者。

方怡文、周慶祥 (1999:75)亦強調，在訪問敏感問題時「口氣要溫和」26，如問：「外界

有一些傳言，不知你想不想澄清 … …」等，顯示記者與受訪者互動時應會考量語言的使

用(文本目標)以符合做人目標，可謂記者在新聞訪談中應會兼顧文本目標與做人目標，

使之相互呼應。 

 

Dickerson (2001)曾比較日常對話與廣播或電視政治性訪談之不同處，發現日常對

話是以追求協同意見為主，而電視或廣播政治性新聞訪談則期待訪問者及受訪者持不同

意見，以話題衝突性及聳動性達到媒體較高閱聽率。一般而言，電子媒體允許訪問者以

偏頗立場或激烈措辭來刺激人際關係，使得做人、文本與表意目標產生競爭關係。但

Dickerson仍認為，訪問者及受訪者在「意見對立或相異」下，仍會合作地針對議題維

持一問一答之整體訪談架構。 

 

除三目標構成新聞訪談情境的特色外，Argyle, et al. (見張君玫譯, 1979)曾歸納的情

境特色可做為認識新聞情境的參考，包括「行為序列」的概念，意即達到目標有一定順

序，如「互動」通常包含五個情節序列，分別為問候、建立關係及澄清角色、任務、重

建關係及道別。 

 

  此外，情境尚包含「角色」，可因應互動關係而改變表現內涵，以符合情境及目標

的需要。如新聞訪談之總體目標在於擷取資訊以完成報導，因此記者應在此過程中以陳

述事件之客觀立場面對受訪者，多以問問題的角色擷取資訊而少回答 (石麗東, 1991)。                                                                                                                                                                                                                  

 

                                                 
26方怡文、周慶祥  (1999:75)認為，專訪性文章要生動就要問一些敏感問題，但一開始就問敏感問題可能

讓受訪者感到尷尬、不自在，因此最好留到大部分問題問得差不多時再問，以免影響訪問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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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Briggs (1986)曾將訪談情境列為數項要素提供認識新聞情境的參考，包括訪

問者、受訪者、訊息形式(如視聽符號)、傳輸管道、社會角色、互動目標、物理時空情

境(如訪談時空背景)等，而新聞情境之特色即在於前述之訪問者的目標與達到目標所設

計的訊息形式、角色與行為序列等，且由目標影響了新聞記者提問時如何表現立足點變

化27。 

 

2.3.2 新聞提問與訪談立足點 

Fairclough(1995)曾研究有民眾叩應或現場觀眾錄影的新聞訪談，說明訪問者（主持

人）會運用修辭技巧周旋於受訪者及觀眾間，而觀眾想看的就是主持人如何向受訪者挑

起衝突性或對比性議題，適時地以民眾立場與專家學者(即受訪者)抗衡，或利用語氣、

音調、間接提問等方式，配合肢體動作產生戲劇效果。總之，主持人可安排、框架及控

制受訪者回答，此過程皆可透過其使用的言談策略來觀察。 

由上述所引相關文獻可知，訪問者在目標競合下會調度與受訪者的互動關係，並發

展言談策略配合互動。此連結過程正如前節有關立足點概念的討論，即訪問者可決定採

用何種角色與受訪者互動以影響其語言與說話，如以提問或報導等方式提供受訪者回答

情境。因此，記者於訪談中的立足點可決定與受訪者的言談互動策略，隨後完成新聞訪

談的目標。 

 

此外，探討記者訪談語言活動的相關文獻，多數為提問疑問句型的研究。而新聞

訪談之訪問者如何表現立足點，應可配合疑問句型之探討，以瞭解記者於提問中常使用

的語言行動。如 Jucker(1986)曾表示，新聞訪談的慣用方式基本上限制了訪問者的語言

活動，如記者須在提問番中提出疑問而少回答，並以陳述句、詢問句及命令句等分別行

                                                 
27 新聞工作的核心工作在於將社會事件轉化為言說再現的形式，稱此為言說知識。言說知識定義為轉換
事件至語言文字形式的知識。此知識即 Gardner 所稱的語言智能，意謂掌握語文符號系統的能力。新
聞記者的核心工作即須具備此種語言智能將新聞事件轉換為語言文字給閱聽眾(Chung, Tsang& Che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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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陳述報導、提出疑問乃至命令回答等不同策略促使對方回應。 

 

Jucker進一步將提問句型分為無前導（non-prefaced）及前導（prefaced）句型疑問

句：前者係以 WH 疑問詞開頭，如「什麼」、「怎麼」、「何時」等後接主要命題；後者

則常以「我想請教你 / 請你說明 … …」等加上附屬子句做為提問句型，並以附屬子句

之內容為主要命題。兩者之別在於前者省略「我『問』你」的提問行事動詞，代以疑問

詞行使提問；後者則以「說明」、「請教」等行事動詞令受訪者回應，且真正執行提問命

題的是附屬子句(Jucker, 1986)。 

 

其他相關研究如 Bull(1994:120)曾在英國大選時研究政治人物之電視新聞訪談，定

義新聞提問為「提出資訊需求，並要求對方予以回應的行為，但未必僅以疑問句型表達，

尚包括非疑問句的提問方式」28，如行使問話功能的陳述型疑問句(declarative questions﹔

如「民眾想知道整個工程的進度 … …」)，此係陳述與受訪者相關的命題來令對方回答，

即在提問中包含了報導及提問兩者的語用功能。 

 

石麗東(1991:96)曾引用 1988年休士頓大學新聞系教科書上的說法，將新聞採訪中

常見的疑問句分為「開啟性問題」與「了斷性問題」兩類。前者係要求受訪者表示看法

或評論(如「你對這件事的看法為何？」)，而受訪者回答時可自由決定內容及長短，因

此言談是由消息來源(受訪者)主動提供或控制。至於了斷性問題(如「所以你不反對別人

這麼說？」)係相對於前述類型，由記者以主控方式要新聞來源表示態度。但石麗東認

為，理想的訪談應是此兩類的混合搭配，並視主題、時間及受訪者的反應態度來使用。 

 

此外，過去文獻曾探討記者追問句型，如以「如果」來設定假設狀態行使提問，回

                                                 
28
 疑問句形式的疑問句多以是否（yes-no）問句(如「你同不同意？」)、疑問詞開頭的問句，或者選擇
問句(「或者」、「還是」)提供提問之選擇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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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範圍也根據其假設之範圍。其他追問之疑問句型中尚有轉述某人意見，或以陳述句做

為間接提問等。總之，追問句型係以確定資訊為命題，或限定問題範圍，或引述受訪者

先前的回答(翁維薇, 2000)。 

 

綜合上述，提問之目的雖在於使受訪者回應，但在衝突目標中以不同語言策略加以

選擇則應有不同考量；此即前述之「立足點」相關概念。如比較「開啟性問題」與「了

斷性問題」，訪問者意圖以開放性命題「提問」，而非如後類封閉性命題之「強制回應」。

又如追問句型之「轉述某人意見」則係訪問者有意擔任傳話者，將他人話語傳播出去。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可知，提問應可將焦點置於記者在不同應對進退中所運用的語言

策略，從中抽繹出記者所擔任的立足點功能。因而前文所述之疑問動詞、句型，乃至間

接提問所欲與受訪者維繫的關係，皆有助於記者立足點之分析(Jucker, 1986)。 

 

根據本章理論擬規劃新聞訪談提問行為，約可分為直接及間接提問兩類：首先，直

接提問包括 Jucker(1986)提出之「何時」、「哪裡」、「什麼」及「如何」等開啟性疑問詞

問句或「對不對」等封閉性提問句型。間接提問係指以疑問句前之前導句來提問，如以

「陳述」執行其他「提問」做事行為謂之。 

 

從新聞提問之其他行事動詞或整體語句中推估其前導句提問中的語用行為，行事動

作約可分為以下幾項：訪問者主要引述消息來源提供之事實資訊的「報導」，如「根據

新聞報導」、「某單位統計顯示」；訪問者之「推測」，如「推測」、「猜想」或有時輔以潛

在副詞「可能」、「或許」。訪問者表達負面態度的「質疑」，如「質疑」，或副詞「難道」

等；訪問者認為受訪者應做某事之「建議」，如「建議」等動詞。 

 

最後，Geis(1995)認為，語言行為應為社會傳播的範圍而非僅係單純語言活動，且

較一般語言活動更具社會互動意義。如當以非語言型式表現且涉及傳播參與者間的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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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心理態度等時，對話互動更應考量參與者之身份、彼此社會關係及所處之社會結

構等眾多因素29。 

 

2.4 本章小結 

 

本章首先介紹立足點之定義，說明其乃互動者選擇表達自己呈現於他人面前的方

式，此方式包含「角色活動」及該角色所選擇的「立場」，共同建立說者與其話語間的

關係，及說者與聽者間的談話關係。本章試圖聯繫立足點與語言的關係，闡明語用學中

的語言行為正可表達立足點的功能意涵，瞭解互動者欲以何種言談行動方式建立關係。 

 

儘管立足點概念試圖詮釋說者以「什麼角色說話」及以「誰的立場說話」來與參

與者互動，但社會學者 Goffman在其分類表演者、著作者及意見主角等立足點討論中，

並未細探透過語言呈現方式如何建構這些不同角色？雖然 Goffman 認為立足點所表現

的說話方式可透過語言活動探知，但並未深入探討這方面的語言內涵，因此從語言的角

度來探討立足點成為重要且可行的研究取向。 

 

  由本章討論可知，立足點之理論探索尚必須連結語用學藉以瞭解互動者欲藉語言之

使用表達何種角色關係及說話位置。本研究試圖將此概念連結至語言行為理論，乃因此

理論表達說話者欲藉何種說話行為做事，正可補充立足點理論中有關語言概念的不足。 

 

在「新聞訪談之提問立足點」研究中，訪問者雖以疑問句形式及功能行使總體來說

為提問的行動，但提問番形式不見得皆「執行提問」，有時實是以「評論」、「表達質疑」

等行動達到提問目標，隨不同語言形式表達不同言談行動來展現與受訪者互動時的提問

立足點。 

                                                 
29如「你明天會來嗎？」發生在主客關係是屬邀請行為、在師生關係中則是命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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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新聞提問中的立足點」應是以提問番中的語用行為(即言談意圖與目的)傳遞

立足點意涵，透過非表意行為之做事命題及行動探討提問立足點之改變情形，進一步充

實立足點理論內涵。 

  

   然而，語言行為理論中雖說明行為意圖與目的可透過行為動詞來分類及判定，但動

詞絕非決定話語真意及表意目標的唯一判準，形式應是跟隨互動情境所需而發展的目標

變化。因此，語言行為互動不再僅是形式互動，更是情境中互動者透過語言傳遞的言談

目標互動。 

 

  尤其新聞訪談為訪問者及受訪者在當刻情境中所做的即時語言交流，訪談提問立足

點應可視為是多項情境元素間的互動結果，但元素中的訪談目標應是影響互動發展的重

要指標，以目標設定後進而影響提問立足點的內涵。總之，訪談提問立足點的選擇，應

是反映情境目標所需而發展的最適當語言行為表現。 

 

所謂新聞情境目標，主要包含表意、做人與作文。首先，表意目標係指表現事件概

念、命題，皆需運用語言對說者感知的情境及狀況加以描述。其次，做人目標係指在特

定互動狀態中以語言所呈現自我與他人的關係，尤其是追求人情面子的禮貌規範，以此

增進人際關係。最後，作文係指說者對語言知識的運用。 

 

語言使用者(如訪問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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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命題及行使人際功能。因此，新聞訪談提問立足點應可從表意命題、做人關係及語言

符號分析展現立足點的提問行為表現。 

 

  例如，本章曾述及間接語言行為的使用多為人際互動中遵循做面子規範的語言表

現，因此新聞訪談中可透過間接語言行為分析試探其做人關係，從中發掘出訪問者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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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點中的人情及面子互動狀態。 

 

 第三章將探討訪談情境中語言如何使用於連結「訪談提問立足點」與「表意命題、

人際互動及語言符號表達」的關係，亦即提問立足點之角色與立場如何可連結提問番中

之命題、語言行為之建構，乃至透過訪談雙方的命題及做事行為詮釋人際關係的表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