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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研究建議 

 

5.1 研究摘要 

 

本研究根據 Goffman之立足點概念，探討新聞訪談之訪問者提問內涵、變化情形及

其與受訪者的關係。本文從語言學切入提問行為，探究新聞訪談(指正式新聞專訪，如電

子媒體或平面媒體的人物專訪)之提問行為及其在問答中展現的人際關係。 

 

所謂「立足點」，可定義為說話者選擇表達自己呈現於他人面前的「角色」活動及

該角色所選擇的說話「立場」，以建立說者與聽者間的談話關係。立足點之「角色」意

指說者與他人互動時拿捏話語的表演行動，而「立場」意指該角色表演時所選擇的談話

位置，並從此位置發展與受訪者的互動關係。 

 

儘管 Goffman 以立足點概念詮釋說者係透過語言來扮演特定角色及位置說話，但

他並未說明語言如何展現於角色及立場。因此，本研究試圖聯繫立足點與語言使用的關

係，以語用學之語言行為理論表達立足點的角色及立場意涵，藉此瞭解互動者如何以言

談行動建立關係。 

 

  所謂語言行為論，即探討語言如何可以用來做事，如「命令」及「建議」等。其中，

間接語言行為(如以「提問」來表達「意見宣稱」)更可用來連結人情面子的表達。本研

究則進一步將立足點中的間接語言行為連結至人際互動的考量，藉以說明新聞訪談的互

動關係。 

 

  本研究針對一特殊廣播訪談個案進行言說分析，將訪談過錄為文本並針對「提問與

回答命題」、提問者「角色」與「立場」等進行分析，據此重新檢視本研究所定義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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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立足點及其展現的訪談互動。 

 

5. 2 研究發現說明 

 

  本研究根據資料易得性與適用性選擇一則廣播新聞訪談為正式個案分析對象，以探

討在新聞訪談提問中如何表現立足點？提問立足點可能包含哪些角色及立場變化？提

問立足點中角色及立場的關係為何？其所反映的人際互動情形為何？以下分別回答上

述問題並探討提問立足點角色與立場之研究發現。 

 

5.2.1 新聞訪談中的提問立足點 

 

  本研究定義「提問立足點」為新聞訪談之訪問者面對自己與受訪者的角色行為與立

場位置。如前述，訪問者即可透過角色表演及立場展現來表達提問立足點，而本研究之

設計即在於視語言行為為可探析角色與立場的情境。 

 

根據研究結果發現，訪談提問中的確呈現提問立足點，至於呈現情況則可因受訪者

之回答或訪問者之提問命題而有不同角色與立場。舉例來說，Q1 與 Q2 為訪問者先以

主持人身分角色開場，主要語言行動為帶領受訪者及聽眾進入訪談，因此除寒暄問候外

亦說明受訪者的背景資訊。而在訪談進行中，訪問者除提問外亦經常表達對受訪者回答

之私人意見或提供背景資訊等的語言行為及命題，使得原本僅屬問問題的角色與立場在

應對受訪者時發生變動，如 Q7係在前述番提問後開始評論受訪者的身分角色。 

 

  由上可知，透過語言行為的分析，本研究發現訪問者之提問可表達提問角色與立

場，並透過此兩者的表現與變化表達提問立足點的移動。以下介紹本研究個案所發現之

角色與立場變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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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提問立足點之角色 

 

    如前所述，本研究設計提問立足點係以角色與立場兩者構成，所謂提問立足點之「角

色」如前述係訪問者傳達疑問命題時行使的主要做事行為。本研究發現，角色可包含「著

作者」、「報導者」與「傳述者」等三類，分述如下： 

 

  首先，整體研究結果顯示，訪問者最常以「著作者」角色發言，可定義為「訪問者

直接說明與受訪者回答有關的私人意見」，如以「我認為」、「我想」等說出命題，以此

做為提問之前導句，如下列各種狀況： 

 

5.2.2.1訪問者設定命題範圍要求受訪者對此回應，如 Q5視文化局長職務為「慘烈戰役」、 

Q37定位受訪者為媒體改造者、Q47歸類受訪者為「官員」與「作家」兩種身份。 

 

5.2.2.2 訪問者推翻受訪者前番命題，並對受訪者提出質疑與評論，如 Q12質疑受訪者

「為何台灣人國際觀窄閉」、Q13續質疑「國際觀為何會不存在」、Q16質疑受訪

者所提文化建設等命題，或如 Q35以提問傳達意見的間接提問「誰會像妳 …  

… .？」來評論受訪者「沒有人會像妳一樣」。 

 

5.2.2.3訪問者肯定受訪者所提前番之意見，如 Q18以「所以要從文化工作」認可受訪 

者所提之以「文化工作解決政治經濟亂象」。 

 

5.2.2.4 訪問者延伸受訪者前番回答命題並提出意見或結論，如 Q14 針對受訪者之「國

際觀之質與量」觀念提問為何從前國人未能接受的理由、Q20以「大家懷念過去

的台灣」與 Q21「這是台灣今天的問題」分別對受訪者前番發言進行結論、Q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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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會結構」與「報禁開放」等因素解釋並延伸受訪者所認為之「媒體素質不

良」的評論等。 

 

5.2.2.5訪問者設定假設狀態(「如果」)提問，並要求受訪者回答此假設情況回答，如

Q7以「如果… …妳的外表被拿來討論 … …你會怎麼樣應對？」，以設定受訪者必

須回答的範圍、Q41則限定受訪者可回答之身分角色，以「如果你仍然還是媒體

評論者 … …你會怎麼做？」，框限受訪者回答命題時的角色範圍。 

 

  其次，除著作者之外，訪問者有時係以「傳述者」角色執行提問，意指「訪問者代

表消息來源(如受訪者、或受訪者之外的「民眾」、「媒體朋友」等)之意見發言並傳遞給

受訪者及聽眾」，其表達方式如 Q15先提出「大部份的人」、「大家」等後再接上這些消

息來源之看法，以做成疑問句之前的前導句。此外，訪問者可先傳述他人意見後再發表

個人意見，如 Q3先傳述受訪者願接受訪談的議題範圍、Q22傳述「知識份子」的想法、

Q40傳述訪問者之「媒體朋友」的感想，上述三個傳述角色表達完後皆跟隨訪問者之著

作命題以便行使提問。  

  

  最後，訪問者亦偶擔任「報導者」角色，其內涵為僅將事實資訊告知受訪者，如

Q8報導「社會現象」及「叩應節目談話內容與民眾反應」等，或 Q27在訪談結束前先

向聽眾報導有關受訪者的執政內容，但本個案出現的報導者通常會伴隨著作者角色一併

提問。  

   

5.2.3 提問立足點之立場 

 

提問立足點之「立場」，係指訪問者表達與受訪者的對話位置，主要援引包含訪問

者自己先前的發言內涵、受訪者或受訪者之外消息來源的命題觀點等，可呈現出「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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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偏離」兩類立場。 

 

所謂「傾向」立場，意指著作或援引消息來源之觀點與位置，可表達出認同受訪者

前番回答的命題觀點，此時訪問者選擇之發言位置親近受訪者，則謂之「傾向」立場；

倘若彼此所持觀點一致，則可進一步謂之為「一致」立場。而「偏離」立場意指訪問者

著作或所持消息來源觀點與受訪者意見有差距，則謂之為「偏離」立場；若彼此立場正

好相反則可謂之為「對立」立場。至於「中立」立場，則意指偏離與傾向觀點並陳或僅

以疑問詞問句提問。以下分述各類立場表現情形： 

 

5.2.3.1「偏離」立場的表現 

5.2.3.1.1當訪問者開啟與受訪者之社會角色、責任與事蹟有關之疑問命題時，可表達偏

離或程度上更為強烈之對立立場。例如，Q15之「回到妳文化局長的角色 … …，

大家都會說經濟不景氣， … …，我還談什麼文化呢？」，係質疑「經濟不佳能

否推動文化建設」，此係站在民眾的位置對受訪者身分及其職責表達懷疑，因

而形成對受訪者的偏離立場。又如 Q22之「文化超越政治 … …，你能做到嗎？」

係對受訪者擔任文化局長之行政獨立性感到懷疑。 

 

5.2.3.1.2訪問者對受訪者前番之命題提出意見時，可以偏離乃至對立立場求取更多回

答。例如，Q3以私人位置之觀點認為一定有人問過受訪者是否後悔承接文化

局長職務，但受訪者表達不後悔時，Q4追問是否真的不後悔，此時兩人在立

場上產生偏離。又如 Q12與 Q13皆認為「國人應具有國際觀」，然此與受訪者

所認為之「台灣社會不存在國際觀」命題立場形成偏離程度上較為強烈之對立

立場。 

 

5.2.3.1.3當受訪者迴避訪問者前番疑問命題時，訪問者可表達偏離或對立立場，如 Q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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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媒體不良表現」以試圖偏離 A7之「我完全不知道 … …我覺得挺好」的

迴避回答。又如 A8僅回應 Q8的「社會媒體廣泛討論為有毛病」而未提出原

因，於是 Q9則以私人觀點位置描述過去經驗之相關事件，表達訪問者偏離於

受訪者的立場看法。 

 

  總之，「偏離」立場係表達與受訪者意見不一致時的命題。若所表達之命題明顯相

反於受訪者之意見，則為「對立」立場，可包括「訪問者自己」與「民眾」等位置。而

偏離乃至對立立場應可區分為針對受訪者所提命題及針對其身分角色的評論與質疑，後

者多由對立的立場表達出來。   

 

5.2.3.2「傾向」立場之表現 

5.2.3.2.1訪問者認同或肯定(正面評價)受訪者的身分角色、事蹟乃至其回答命題，如 Q31

肯定受訪者所推動文化建設之具體成果，又如 Q7 為受訪者向聽眾做新書宣

傳。若受訪者肯定訪問者之意見時，訪問者可承續此命題來肯定受訪者前番命

題，如 A17以「沒有錯」回應 Q17之命題，Q18則續以「所以要從文化工作」

來肯定受訪者的回答，可知此時雙方立場一致。 

 

5.2.3.2.2訪問者將私人著作觀點連結受訪者回答命題後提問，如 Q10將受訪者回應有關

「企鵝生蛋」事件的看法與「美麗與聰明」事件連結後以「對不對」提問，訪

問者係扣連私人位置的觀點與受訪者的回答。 

 

5.2.3.2.3訪問者承接受訪者前番未完成之回答命題進行意見補充，如 Q14與 Q38皆提

出受訪者未盡陳述但與其回答命題連貫的看法，且兩者隨後皆獲得受訪者的同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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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4當訪問者欲表達對受訪者同情時，立場傾向受訪者，如 Q5形容受訪者承接之

文化局職務猶如「慘烈戰役」，隨後獲得受訪者認同。Q33，訪問者為受訪者

超時工作感到不平，受訪者亦表無奈，彼此立場親近。 

 

由上可知，訪問者之立場分析可透過其提問的語言行為表達「同情」、「認同」等

傾向受訪者立場，而當訪問者與受訪者之立場表現雷同時，可謂之為「一致」立場。無

論傾向或一致立場，其展現可包括針對受訪者身分角色、事蹟乃至其回答命題的認同。 

 

然而，立場的判定有時尚須由受訪者表態後得知，如 Q5訪問者以「文化職務如同

戰役」表達對受訪者承接此職務的看法，但因訪談甫剛開始，訪問者猶未明瞭受訪者之

看法，直至受訪者回以「慘烈」、「險惡」等詞時，始知雙方看法近似。又 Q38 至 Q40

皆由訪問者發表對媒體表現之意見而由受訪者表示同意，受訪者之表態展現傾向訪問者

之發言位置，使得彼此立場親近。 

 

此外，若受訪者在訪問者追問下漸趨順應回答可使雙方立場趨於接近，如 Q46至

Q49受訪者的意見態度皆由訪問者提問後揭示，而其最後表達的命題內容係為訪問者所

規劃之結果，終使彼此立場趨於近似。總之，立場並非如角色的判定可直接由訪問者的

語言行為得知，而須透過受訪者的前番或後續回答判定。 

 

至於中立立場之分析發現，訪問者多以疑問句之提問型態表達中立立場，其中 Q11

係訪問者已於前番鋪陳相關命題後才以疑問詞問句「為什麼」完成提問。此外，訪問者

亦會如 Q15於擬定新命題時擔任中立地傳述者角色，或如 Q27帶領聽眾檢視受訪者的

執政表現，並中立地給予正、負報導後進入廣告時間。 

 

最後，本研究亦發現訪問者雖可連續在提問番中以「偏離」與「中立」或「傾向」

與「中立」立場提問，仍僅能於同一時間及同一提問番表達或「偏離」或「傾向」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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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場，無法在同一番中先表達某一立場後隨即推翻。 

 

5.2.4 角色與立場的關係 

 

至於角色與立場的展現關係，意指訪談提問中訪問者角色與立場如何合作地表達

提問立足點，本研究發現兩者間的合作關係如下述： 

 

5.2.4.1訪問者擔任著作者時，通常會表達對受訪者來說傾向或偏離立場的立足點，而著

作中之立足點也僅發生於訪談開始。如 Q7 擔任著作之宣傳者般地為受訪者說

話、Q13在討論國際觀的議題時係以著作且偏離受訪者的立足點提問、Q17著作

對立受訪者前番命題的看法等。本研究也發現，訪問者多以著作者表意後連結疑

問句(「對不對？」、「你會怎麼做？」等)，要求受訪者針對該意見回應，但亦有

數次僅以「陳述」表達私人意見來發言，如 Q14、Q18、Q21等。 

 

5.2.4.2訪問者擔任傳述者角色時，主要採中立立場的立足點，不加私人意見地將他人意

見傳遞給受訪者或聽眾，如 Q3在訪談剛開始即將受訪者「同意」訪談之命題告

知聽眾。但訪問者有時可傳述有利於疑問命題鋪陳之資訊，使該消息來源(如「大

家都認為，」)之命題表現傾向或偏離受訪者之立場，如 Q15傳述中立至偏離立

場之「大家都說我失業了 … …」，質疑受訪者推動之文化建設。但訪問者仍偶在

傳述時發表意見，如 Q39係傳述包含自己在內的媒體人意見。 

 

5.2.4.3訪問者擔任報導者角色提問時，可連結偏離或傾向立場，如 Q8 報導社會民眾及

媒體之過度反應，試圖偏離 A7的迴避回答。但訪問者帶領受訪者及聽眾進入廣

告而不行使提問時，才會以中立地立場報導資訊，如 Q27正、負面的報導受訪

者的相關背景，顯示其傾向或偏離受訪者角色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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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4 訪問者僅以疑問詞問句行使提問時謂之為中立提問，如 Q24 至 Q25「你怎麼

樣？」、「還在嗎？」。但訪問者有時亦會以疑問句表達傾向或偏離受訪者立場的

觀點，或者以疑問句限定受訪者回答範圍，即以提問表達具有立場之著作意見，

如 Q33「這合理嗎？」表達對受訪者的傾向立場。 

 

5.2.5 從角色與立場看提問立足點 

 

再者，根據前章研究分析發現，提問立足點係透過角色與立場的關係展現或變動，

其變化之痕跡可舉例說明如下： 

 

5.2.5.1. 訪問者可於連續提問番中持續扮演同一角色並擬定立場的變化，如訪談實例四

(Q12-Q14)中，訪問者持續發表意見，但對受訪者的立場係從偏離至傾向立場的

關係移動。 

 

5.2.5.2. 訪問者可於連續提問番中持續地表達同一立場，但發言角色會有所改變，如

Q40-Q42，訪問者皆採傾向立場，但從為他人代言(傳述者)至發表意見評論(著

作者)，最後補充受訪者尚未說明清楚的命題。 

 

5.2.5.3. 訪問者於連續提問番中不斷地改變角色與立場，如訪談實例七至八(Q21-Q27)

討論有關知識份子的定義等議題，立足點之變化從實例七之「傳述傾向」、「著

作傾向」，至實例八之「著作偏離」，最後以「報導中立」結束此段訪談進入廣

告。 

 

5.2.6 整體訪談結構之提問立足點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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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前章研究資料所述，若從整體訪談結構探討提問立足點之變化，可以廣告來切

割訪談為三部份，第一段為 Q1至 Q27、第二段為Q28至 Q43，第三段為 Q44至 Q48，

最後以 Q49向受訪者致謝做結。其中各段訪談皆在廣告後重新啟動新疑問命題，且每

段訪談在提問立足點的表現上均具立足點變化模式，此模式可回顧前章表 4-3「提問立

足點變化表」而整理為表 5-1「訪談各段提問立足點變化表」，如下例說明： 

   

5.2.6.1. 訪問者係於第一及第二段訪談起始向聽眾介紹受訪者：第一段之 Q1「這位特別

來賓 … …」與 Q3「在我們今天和龍局長做的專訪中 … …」，前者為主持人行使介

紹的言談，後者為中立地傳述「受訪者」意見的角色；第二段訪談亦以 Q28「很

高興請到特別來賓」重新開始提問。 

 

5.2.6.2  每段訪談的開始與結尾之立足點表現中，第一段訪談以「報導中立」立足點擔任

主持人工作、「報導中立」立足點結束；第二段以「傳述及報導中立」擔任主持

人開場工作、「著作偏離」立足點結束；第三段以「提問中立」起始、「提問中立」

結束。 

 

5.2.6.3  每段訪談行進中之提問立足點變化模式表現如下：第一段包含著作、報導、傳述

角色及中立、偏離、傾向之立場相結合之立足點變化；第二段訪談有著作傾向或

偏離、傳述與著作傾向、著作與報導傾向等；最後一段訪談則因接近尾聲，訪問

者則少再啟動角色與立場變化之立足點，而多以提問中立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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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1：訪談各段提問立足點變化表  

訪談 

結構 

第一段訪談(Q1-Q27) 第二段訪談(Q28-Q43) 第三段訪談(Q44-Q49) 

訪談 

起始 

報 導 中 立 立 足 點

(Q1、Q2) 

傳述及報導中立(Q28) 提問中立(Q44) 

訪談 

中段 

立足點變化包含： 

傳述中立至偏離立

場、著作傾向或一致

立場、著作偏離或對

立立場、報導與著作

中立或偏離立場、提

問中立 

立足點變化包含： 

著作偏離與傾向、傳述

與著作傾向、著作與報

導傾向、著作對立、提

問中立立足點 

立足點變化包含： 

提問中立與著作傾向 

訪談 

結束 

報 導 中 立 立 足 點

(Q27) 

廣 

告

時

段

  

著作偏離立足點(Q43) 

廣 

告

時

段 

提問中立 

(最後之 Q49僅致謝。) 

                                         

本研究發現，廣告時間在新聞訪談中實有影響訪談提問立足點變化模式的作用，促

使每段訪談提問立足點在角色與立場的變化上逐漸減少。此點可能因為時間壓力限制了

訪問者的立足點變化，而此變化模式為訪問者於每段訪談皆以中立立場出發，行使報

導、傳述或提問角色，接著於廣告來臨前再度展現主持人工作行使報導中立或提問中立

等做結，且會告知受訪者與聽眾即將進入廣告並繼續收聽，僅第二段訪談末了訪問者更

直接評論受訪者的意見，以展現偏離的著作者角色。 

 

除以廣告單位來探討立足點的結構變化模式外，另尚可細究各段中以「提問番」為

單位之番與番間的提問立足點變化關係乃至每一番內的立足點變化，此即以每番之命題

假定(Harris, 1989)所累積的關係架構。 

 

首先，在番與番之間的關係中，每一提問番均係建構於前一提問番基礎上，而每一

提問番係為後一提問番建立基礎，訪問者可承續前一番或前數番提問命題假定及提問立

足點，並可再參考受訪者前番回答而提出新一番的提問立足點。例如，訪談實例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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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8 以報導及著作者偏離受訪者前番回答(A7)的立足點來提問，而受訪者之迴避引起訪

問者以報導與著作偏離立足點(Q9)開啟與前番提問相關之新命題。受訪者認同此新命題

後，訪問者續連結原提問規劃(Q8)及受訪者的認同回答而擬定新的提問(Q10)，終獲 Q8

所欲的答案。因之，提問番之擬定多係基於前一回答番的考量並加上前番提問新建立的

基礎。 

 

至於番內的立足點關係中，同一提問番可形成鑲嵌的立足點關係，如同一番內可將

一立足點建立於另一立足點的表達之上，尤其研究發現訪問者多將著作者連結相關立足

點發言。如 Q40 當訪問者傳遞「媒體朋友的無奈」時，由於訪問者已於前番提問中表

達類此對媒體亂象的憂心，因此 Q40 的立足點結構不但為訪問者做為傳述者的發言，

亦是代表自己的立場說話(即著作者的角色)，形成傳述與著作的提問立足點鑲嵌。 

                   

5.2.7 提問立足點與訪談關係變化 

 

本小節整理前章提問立足點之關係變化資料發現，提問立足點之角色與立場可展現

訪談關係變化，這些變化情況可依提問立足點的發生情形試說明如下： 

 

5.2.7.1 認同受訪者的立足點：訪問者可以認同受訪者意見的方式來建立雙方共識關

係，如 Q7 之「讚美」、Q31 之「認同」語言行為、Q35 對受訪者表達「同情」

之語言行為等，皆可表現出訪問者欲透過肯定受訪者之回答或對角色的認同與同

情而表達雙方之共識且親近的關係。 

 

5.2.7.2質疑受訪者的立足點：訪問者可採取偏離受訪者或更強烈地以對立立場質疑受訪

者的命題或身分角色，如 Q22 對受訪者之執政獨立性感到懷疑，而引起受訪者

為自己的政治角色提出更多澄清、Q12 與 Q13 質疑受訪者所提「國際觀」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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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受訪者陸續提出更多解釋，皆係訪問者冒著「傷害」彼此共識關係下發展意見

對立的立足點。 

 

5.2.7.3 補充受訪者回答的立足點：訪問者在受訪者未完成的命題後延伸或小結，使受

訪者得以繼續申論且讓話題具有連貫性。此補充動作若能進一步獲得受訪者認

同，便能促使雙方產生共識而拉近關係(如 5.2.7.1)，如 Q14以「因為 … …」協助

受訪者提出原因以便其能夠繼續延伸回答，隨後獲得受訪者的認同。又如 Q21

「這是 … …」係為受訪者前段回答做小結以利其申論，隨即亦獲受訪者認可而拉

近彼此關係。 

 

5.2.7.4考量人情面子的提問立足點：本研究發現，當訪問者問及有違受訪者面子的提問

時，會設定假設狀況來減緩對其面子的威脅。例如，Q7 問及受訪者的外貌與執

政能力，訪問者設定「如果是你 … …？」的可能狀態提問。    

    

      此外，本研究稍早在文獻討論時認為，說話者使用間接提問具有人情面子的考量，

亦可拉進訪談關係。綜觀個案資料發現，Q35之「大部份做政務官的任內，誰會像你想

到 … …？」，此句係訪問者意圖質疑沒有政務官會像受訪者一樣，但並未直接表意而改

以疑問詞(「誰」)問句提問，此即為訪問者慮及直接表意易對受訪者面子產生傷害，因

而改以間接提問緩和訪談關係。 

 

   最後，以第一章有關尼克森總統與女記者對話為例，尚可進一步引申立足點概念：

總統通常以國家與人民的立場回答記者有關公共事務的提問，而在此段對話中總統卻以

「私人」位置表達對記者服裝的「評論」(「妳讓我想起 … …」 )、「提問」(「褲裝比晚

禮服便宜？」)，甚而「要求」或「命令」女記者改變褲裝打扮(「就換掉它吧!」)。此

例中各種語言使用的變化，係都顯示尼克森總統在短短一句話中分別扮演了「提問者」

或「著作者」等角色，並從公眾立場更換至私人立場來發展與女記者之訪談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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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命題建立 

     綜合前述研究發現的回應，本節試圖建立立足點之相關研究命題：  

5.3.1 提問立足點與角色及立場有關 

 

     本文研究發現，訪問者在提問番之疑問句外可表達提問立足點，而以角色與立場

呈現。換言之，本研究認為，提問立足點之作用，在於透過語言行為等線索確立發言角

色與立場，而此兩者的結合可協助訪問者於提問中透過立足點展現出來。 

 

 5.3.1.1  提問角色可分為「著作者」、「報導者」與「傳述者」 

      

提問立足點的角色可定義為訪問者表達主要疑問命題時希望受訪者回答的做事行

為，包含三項次要角色，分別為「著作者」、「報導者」與「傳述者」： 

 

5.3.1.1.1提問角色含著作者內涵：著作者為訪問者站在私人位置上表達自己的看法，如

表達對受訪者意見或身分角色的認同、肯定、推翻、質疑、延伸討論或設定假

設狀態等語言行動，隨後要求受訪者回答。 

 

5.3.1.1.2 提問角色含報導者內涵：報導者為訪問者客觀地陳述事實資訊予受訪者，如報

導社會現象、民眾反應，或將與受訪者相關的背景資訊告知聽眾以解讀訪談背

景知識。 

 

5.3.1.1.3 提問角色含傳述者內涵：傳述者意指訪問者不表達意見而僅將包括受訪者等的

消息來源意見傳遞給受訪者，訪問者此時即擔任該消息來源的代言者，如 Q40

「我想媒體有很多朋友 … …」，此係訪問者代表媒體朋友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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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1.4 提問角色通常伴隨著作者：訪談過程中，訪問者可僅擔任著作者，以著作命題

做為提問疑問命題，但訪問者於擔任報導者時，通常會伴隨著作者角色對報導

內涵表達意見。而訪問者傳述時似可表達意見，如前述之 Q40雖表達「媒體朋

友」的無奈，但訪問者亦身為新聞工作者，因而藉此同時表達感想，使得傳述

亦含有著作者角色之發言。 

 

5.3.1.2 提問立場可分為「偏離」、「傾向」與「中立」  

       

    根據研究發現，提問立足點「立場」內涵不僅是訪問者提問時的發言「位置」，如

「訪問者自己」、「受訪者」或「民眾」等消息來源，而係進一步將此位置連結面對受訪

者的互動關係而分為「偏離」、「傾向」與「中立」三者。此外，當偏離受訪者的語用更

為強烈者為對立立場，而傾向受訪者意見立場至幾乎接近時為一致立場，雙方具有共識。 

  5.3.1.2.1 提問立場可由「偏離」延伸至「對立」位置：訪問者以私人或引述消息來源

之位置觀點，質疑受訪者所提出之命題或對其身分角色表達懷疑，而後者多

由對立立場展現。  

 

    5.3.1.2.2 提問立場可由「傾向」延伸至「一致」位置：訪問者以私人或引述消息來源

之位置觀點認同或肯定受訪者的身分角色、相關政績乃至其回答命題，或連

結、承接受訪者的命題，乃至對受訪者表達同情。     

 

5.3.1.2.3提問立場可表達「中立」位置：訪問者表達有關受訪者正、負面的事實敘述或 

以疑問詞問句來提問，乃至於訪問者在擬定新命題擔任傳述者時則為中立立 

場表現。 

 

5.3.2 提問立足點的變化與角色及立場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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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訪談開始、廣告中斷訪談、廣告後接續至訪談結束，訪問者之每番提問立足點表

現均透過角色與立場的不同結合而變化，而每番提問之功能、所欲表達之疑問命題、應

對受訪者的不同回答等皆可能造成變化。 

 

總之，每段訪談皆以中立立場出發，陸續表達私人著作命題、報導事實或為消息來

源傳述代言的角色，且每個角色皆會連結傾向、偏離或中立等的立場，形成下述之立足

點變化表現：「著作偏離或傾向」與「報導偏離或中立」、「傳述傾向、偏離或中立」及

「報導兼著作之中立、傾向與偏離立場」、「傳述兼著作傾向或偏離」。但以整體流程觀

之，並無以「著作中立」或「報導傾向」之立足點提問。這些立足點變化可由圖 5-1「訪

談關係變化圖」展現： 

 

提問編號 Q1- Q6 Q7  Q8-Q11  Q12-Q14 Q15-Q16 Q17-Q20 

關係親近 

            

中立 

 

關係疏遠 

 

提問編號 Q21-Q22 Q23-Q27 Q28-Q31  Q32-Q36 Q37-Q43 Q44-Q49 

關係親近 

 

中立 

 

關係疏遠 

                  廣                                  廣 

                  告                                 告   

                  時                                  時  

                  段                                  段 

                                           圖 5-1、「訪談關係變化圖」（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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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顯示，訪談關係從一開始之中立至關係疏遠再到親近關係的建立，而後續的

訪談中訪問者可在表達關係親近的立場後突然拉遠關係(如 Q7至 Q8)，又或在疏遠關係

後突然拉進彼此的互動(如 Q12 至 Q14)，亦有在廣告前後的立場中維繫中立關係等變

化。因此，本小節可根據上述討論基礎建立「提問立足點之立場可反映訪談關係之不斷

變化」的命題。 

 

5.3.2.1 提問角色可反映訪問者與命題的關係 

   

  角色即訪問者拿捏命題意旨的說話方式，如著作者即表達訪問者對該話語命題的認

同，而報導者與傳述者則僅說出命題且意圖與其命題之意見來源保持距離。此外，角色

可進一步彰顯訪問者與受訪者的關係。以 Q7為例，訪問者讚許受訪者並報導其新書資

訊，此如同在著作意見之餘擔任受訪者之「宣傳者」，顯示訪問者藉由認同與支持受訪

者而使彼此關係親近。總之，透過提問角色分析可瞭解訪問者與話語命題及消息來源的

關係，其中即包含與受訪者之互動關係。 

 

5.3.2.2 提問立場可反映訪談關係之變化 

 

根據立場分析可瞭解訪問者欲與受訪者建立的關係，而立場更說明訪談互動是隨角

色、疑問命題及受訪者回應而改變。本小節根據前章所分析出來的立場變化結果得知，

角色及立場合作下的立足點可展現雙方關係變化，如研究發現訪問者認同或質疑受訪者

時，可分別因共識立場而展現親近的關係或因意見對立而讓關係疏遠。此外，訪問者在

立足點表現上會考量受訪者之人情面子，如以假設狀態提問或間接提問以委婉地表達命

題。 

 

5.4 研究架構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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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先前曾定義提問立足點的概念為「訪問者提問與受訪者回答之一來一往互動

過程中所產生的說話方式」(見第三章第一節圖 3-1)，其中提問立足點即是此互動關係

下的產物，涵蓋角色與立場兩者，而角色與立場各自存在。 

 

  然而根據前節研究發現與研究命題之建立，提問立足點的角色與立場概念應為由角

色與立場共同發展提問立足點(參見圖 5-2「研究架構修正圖」)，即提問本身包含訪問

者的角色扮演與立場展現，立場係連結角色而產生互動關係，角色係連結立場而發展與

命題的關係，由此兩者結合為提問立足點。總之，提問立足點應是與角色及立場變化保

持緊密互動的關係。 

 

                              

                                              受訪者  

 

                          

 

圖 5-2、研究架構修正圖  (來源：本研究 ) 

5.5 研究意涵討論 

  

    研究意涵之討論將以前節相關發現為基礎結合研究結果，討論有關提問立足點的相

關理論與研究意涵，並進一步探討新聞實務工作對訪談提問立足點的反思。 

 

5.5.1 理論意涵討論 

5.5.1.1 提問立足點概念之探討 

 

   訪問者提問 

 提問立足點 

  
角色   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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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定義「立足點」為說話者面對自己與他人相處時的框架方式，包括言談角色

與說話立場，立足點主要展現說話者(訪問者)框架事件的位置，係隨互動對象校準為持

續變動之動態活動。其中，角色為說話者以話語做某事的行動內涵，而立場係說話者執

行該行動內涵所援引的對象資源。 

 

根據立足點理論，提問活動主要以語言行為表達提問角色與立場。本研究則藉由語

言行為理論分析角色與立場，一方面瞭解訪談提問活動之立足點變化，另方面透過此變

化分析訪談參與者之互動關係。以下介紹有關角色與立場之理論意涵： 

 

5.5.1.1.1角色意涵：本研究將提問角色分為「著作者」、「報導者」與「傳述者」三角色，

且就整體訪談來說，訪問者傾向擔任「著作者」角色來設定受訪者可回答之命

題範圍，並以假設狀態建構提問，或認同或質疑受訪者。其次，訪問者偶亦擔

任「報導者」及「傳述者」角色，將事實資訊或消息來源之意見傳遞給聽眾或

受訪者，且報導者或傳述者角色通常會與著作者角色共同鋪陳疑問句之前導句

命題。 

 

回顧 Goffman(1974)所提出之立足點理論，立足點角色係包含只是說出這

句話的「表演者」、編輯話語的「著作者」與須對該句話負責之「意見來源」

等，而透過新聞訪談提問之立足點探究，訪問者可分別擔任這三種角色，如同

時成為話語命題的「表演者」(即為他人代言的傳述者)及「著作者」，且於大

部份的提問中皆由訪問者發表私人意見，持續地擔任「意見來源」角色。  

 

5.5.1.1.2 立場意涵：「偏離」立場與受訪者迴避前番疑問有關，且當訪問者之意見命題

與回答命題產生差距，或有意開啟與受訪者社會角色有關之疑問命題時，多使

用「偏離」受訪者之立場，以獲取其更多回應解釋。「傾向」立場則多用於訪

問者正面評價受訪者、建立彼此的共識、補充受訪者未完成的命題，或在短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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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內獲得答案因而限制受訪者回答等命題。至於中立立場多用於訪問者開啟或

結束每段訪談，抑或當前番提問已鋪陳足夠之疑問命題後隨即以中立立場發

問。 

       

由上可知，角色與立場形成聯繫關係，如當訪問者以「質疑」語言行為說話時，訪

問者係同時表達著作者角色與對立立場，形成「質疑」立足點。又當訪問者以「同意」

之語言行為說話時，係透過著作者角色與親近乃至一致之立場形成「認同」立足點。總

之，角色、立場與立足點之關係實如前圖 5-2所示，提問立足點係透過角色與立場的同

時互動而彰顯，三者形成緊密的關係。 

 

5.5.1.2 提問立足點之語言表現探討 

    

互動立足點的移動可透過語言表意完成(Goffman, 1981)，尤其提問本身即包含命

令回答與事實陳述等語言行為(Goody, 1978)，因此本研究以語言行為切入提問立足點瞭

解提問如何設計訪談互動，以提問番之語言行為乃至稱謂等語言線索，可觀察訪問者所

扮演角色行為、立場及與受訪者互動立足點之遠近關係。 

 

根據本研究結果發現，著作者可運用第一人稱「我」連結「記得」、「覺得」等表達

意見，或以「這是… …」、「所以要 … ..」、「其實 … …幾乎是 … … .」、「畢竟不是 … …」、「那

當然是 … …」等詞彙省略「我認為」之語構下詮釋與陳述疑問命題。最後，訪問者以「但

是問題是 … …」、「可是 … …」連結疑問命題，可表現出訪問者質疑受訪者之著作行為。 

 

其次，訪問者在新聞訪談中可進一步擔任消息來源之傳述者，如以受訪者本人(你

「你」)、「大家」、「我們媒體朋友」、「收音機旁的知識份子」等詞彙，將消息來源之看

法傳遞給聽眾或受訪者，此時訪問者使用之語言行為動詞包括表達意見動詞之「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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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情感表達之「驚喜」等。 

 

就報導者角色來說，訪問者除說明此次專訪的主題外亦陳述時事背景資訊，用意不

在於提問而係藉此陳述情境資訊，其語言行為通常不使用「報導」、「陳述」等，而係如

旁觀者之用語傳遞事實資訊，如 Q8「可是我們的社會已經連續三四天都在討論

了， … …，大家還慎重其事的打電話到電視節目去問。」，此時訪問者通常不彰顯「我

認為」的立場說話，而係將已發生的事實背景資訊傳遞給受訪者。 

 

至於以稱謂 43做為探討提問立足點中的人際關係線索，本研究發現訪問者會以「我」

表達與話語命題的著作關係，如「我想」；而以「我們」來連結與第三者消息來源的關

係，如「我們今天與龍局長的訪談 … …」之「我們」係指訪問者與「媒體組織」的關係；

另以「你」意指面對受訪者的訪談關係，如「你可能做到嗎？」，此時雙方關係較為疏

遠。再者，訪問者將「我們」與受訪者之「你」或「你們」並用時，可表現出與受訪者

的疏遠關係，如 Q22「聽你這樣講 … …我們 … …的知識份子」。 

 

總結語言行為理論與提問立足點的關係可知，訪問者在提問中主動選擇語言行為，

甚至稱謂字詞及省略「我認為」之特定句子協助語言行為的完成，並透過語言行為執行

訪問者在疑問句提問之外的角色內涵，更由語言行為及其命題更動提問立足點與受訪者

的互動關係。 

 

 5.5.1.3 提問立足點與訪談互動 

 

  根據文獻所引 Fairclough(1995)認為，「提問」係為社會關係的建立，可反映對話者

                                                 
43 Fina(1995)指出代名詞可研究說者與話題的相關性及話語之間的關係。且透過稱謂代名詞可確認出說者
與其他互動參與者間的關係，惟代名詞所彰顯的言談意義仍須透過談話情境來解讀。 

 



 123 

的社會關係及社會距離。本研究的立足點概念正可充實「提問」建構社會關係的理論意

涵，視立足點之移動為反映訪問者與受訪者的互動關係，如間接語言行為多為人際互動

中遵循做面子規範的語言表現。因此，本研究認為訪問者實透過提問試探做人關係，達

成提問過程之人情及面子互動狀態。 

 

  除間接語言外，本研究發現提問立足點與人際互動關係建立的痕跡，似可視為是訪

問者之做人目標或以毀壞關係刺激受訪者的回應。如從個案研究果發現，訪問者確有藉

由「提出假設情況」之立足點減低受訪者面子的毀損，如訪談實例二之 Q7，訪問者正

面評價受訪者的過去角色，更為對其做公眾宣傳，而在這些有利於彼此訪談關係的言談

說完後，便以假設命題提問與受訪者外表與能力的敏感議題，以此種假設狀態減緩直接

評論的衝擊。 

 

   此外，訪問者亦可尋求彼此共識以建構良好人際互動。例如，Q14之訪問者承接受

訪者的未完成命題以提供相關之詮釋，藉此獲得受訪者的同意形成共識。又如 Q17 至

Q21，訪問者先提出質疑，隨後重新向受訪者確認並認可其稍早提出之回答命題，因此

可說從彼此立場的差異中建立互動共識，再從共識中挽回受訪者的面子。 

 

  總之，就整體訪談人情關係發展中，訪問者可說是「均勻地」在建立受訪者面子與

減損其面子的情況下提問，諸如質疑之偏離立場來減損其面子，或以「陳述」替代「提

問」的其建立面子，或以「提問」替代「評論」等間接提問減緩對面子的損害。 

 

5.5.1.4 新聞訪談情境意涵與提問立足點 

 

本研究認為，提問立足點之人際關係與語言等相關探討，可主要連結新聞訪談情境

之「做人」，說明提問立足點需考量到以受訪者的關係變化為情境，即應對受訪者的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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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與考量人情面子等的關係互動。 

 

根據研究結果，提問立足點的表意主要傳達每番疑問命題之意旨，此命題乃疑問命

題與回答命題交流後的表現，以命題完成表意功能，而命題設計乃透過語言行為動詞等

詞彙將話語力量釋放出來，以行使文本功能，並在提問行為中透過語言行為扮演角色及

發展立場。此可展現與受訪者的互動關係，且該角色與立場之立足點除維繫與受訪者人

際互動所需的人情面子外(做人)，亦可能在為問到敏感問題時傷害受訪者的面子及彼此

的互動關係。由此可知，提問立足點的展現過程主要係考量到受訪者做為情境影響提問

角色與立場的變化。 

 

5.5.1.5 研究方法意涵探討 

      

  過去研究組織性對話多以對話分析進行(Heritage & Greatbatch, 1993)，將每番的問

與答視作是主要分析單位，並視提問為訪談中可單獨存在的個體。 

 

然而從言說分析的角度處理訪談對話，訪談可視為是語言使用與社會行動及訪談關

係變化的過程。提問番不僅為過程中的獨立個體，更是構成訪談接續性的重要環節，讓

表意命題、語言行動及其反映之人際互動構成立足點概念而對受訪者發生影響力。因

此，以言說分析的角度認識訪談，即可透過提問立足點瞭解訪談的互動意義。 

     

此外，言說分析的角度除可將「番」做為分析單位，更可將一組或數組具有相同

命題的問答番做為分析單位。然而在廣播之實務工作情境中，廣告擔任每段訪談始末的

分界點，讓訪談關係從緩和至大幅波動再回到緩和的變化，因此廣告可做為在「番」或

「命題」之外的重要分析單位。且以此進行言說分析更可考量訪談情境中重要的時間壓

力，讓訪談在此壓力下成為分段且具有生命週期的演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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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新聞實務意涵討論 

 5.5.2.1 提問立足點之實務意涵 

 

過去研究認為，新聞訪談之特色係僅有訪問者提問，而受訪者僅有回答義務

(Heritage & Greatbatch, 1993:103)，且訪問者應以疑問法詢問意見來維持訪談良好互動

所須的中立客觀立場(李金銓, 1981)，因此提問成為訪問者獲得資訊和建立消息來源關

係的重要工作。 

 

然而，由提問立足點發展實務工作者的操作意涵中，訪問者的工作內容雖可以疑問

詞問句索取資訊並以此維持中立立場，但中立的提問者有時無法問到命題核心，如遇到

受訪者迂迴或迴避回答時，中立的提問角色易使提問失效。因此，透過本研究對提問立

足點的認識可發展不同提問基礎，但尚須考量受訪者的各種不同回應，舉例如下： 

5.5.2.1.1 當受訪者無法掌握疑問命題時，應擔任中立之報導者充實提問所需的背景資

訊； 

5.5.2.1.2當受訪者迴避提問時，訪問者可追問，其策略如報導相關背景資訊並連結其與

原疑問命題的關聯性，或以直接對立立場試圖挑戰受訪者顏面，讓其為維護形

象而申辯。 

5.5.2.1.3當欲問及敏感性話題時，訪問者可以「假設法」著作偏離立場提問來避免減損

受訪者的面子。 

5.5.2.1.4 訪問者可以同情或宣傳的立足點讓受訪者感受到共同立場而鬆懈心防、暢所欲

言，有助於對命題的深化與訪談關係的發展。 

 

由上述提問立足點之變化可知，訪問者若僅以疑問詞問句行使中立立場提問，實無

法應對受訪者迴避回答之情境亦難以觸及敏感議題，因此訪問者應在實際對話情境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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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這些情境變化、限制與目標設定間的關係，以發展提問立足點的策略。 

 

總之，新聞工作可說是人、情境與工作間的互動(鍾蔚文等, 1997)，訪問者處理提

問時必須考量情境中的變化與限制(如受訪者的回應、受訪者的面子與時間壓力等)以完

成提問工作(如問到敏感問題或建立長遠互動)，這三者間的關係應是發問時所須考量的

重要環節。因此，專家記者於採訪實務工作中之提問不僅是中立客觀的倫理規範，追求

面子之做人關係亦不是訪談關係建立的唯一目標，而須環視情境限制與目標間之兩難來

發展與受訪者的或遠或近關係。 

 

5.5.2.2 提問立足點之互動關係意涵   

  

過去研究認為，訪談係以中立原則追求和諧關係為基礎，但在新聞實務工作中，尤

其就公開傳播之媒體(如本研究之廣播訪談)而言，訪談關係則不再拘泥於中立立場所保

障的和諧關係，而係如前述可透過提問立場的拿捏發展與受訪者的親近、中立與疏遠關

係，此凸顯訪問者掌握提問中調整訪談關係的能力。 

 

尤其若訪問者(如本個案之周玉蔻)本身具有豐富訪談經驗與充足人際資源，則可藉

此發展提問立場的轉換(如站在媒體朋友、民眾的立場等)來安排疏遠(如「質疑」)或親

近(如「認同」)受訪者的距離，更以此拿捏角色來要求受訪者如何回應，使得訪問者遊

刃於操控受訪者的關係下進行訪談。 

 

在周玉蔻之廣播個案中，其控制關係展現如當受訪者選擇反抗而迴避回答時，訪問

者可提出質疑的挑戰，使訪談關係大幅變動，而當受訪者試圖評判訪問者的論點時，訪

問者可選擇繼續挑戰或順應受訪者的回答，讓關係趨於緩和，此顯示訪談關係可在訪問

者提問控制權力下產生與受訪者的拉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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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訪問者在一場新聞訪談過程中實將立足點視為可供操控自如的工具，主

動對受訪者行使說話做事行為(如傳遞資訊或評論)，或限定受訪者的回答範圍，藉此與

受訪者互動。總之，提問立足點的存在可清楚探知訪問者在新聞實務工作中，如何以角

色與立場資源操控關係發展的痕跡。 

 

5.5.2.3 訪問者的表演意涵 

 

訪談在過去研究中多定義為訪問者與受訪者雙方互動的過程，並藉由一問與一答進

行資訊交換行為(Stewart & Cash, 1988)，忽略了訪問者在整體訪談中除以問問題之外可

扮演的其他角色意涵。Goffman曾於立足點理論中提及「表演者」的分類，係指說者將

話語傳遞出來並為他人在直接或間接旁觀者前進行表演(Goffman, 1981)。 

 

此旁觀者的概念在廣播或電視新聞訪談中尤其更顯重要，因此類新聞訪談即時播出

的特性讓訪問者的言行受到現場參與之受訪者(直接旁觀者)及電視機或廣播旁的閱聽

眾(間接旁觀者)的檢視，此異於無須即時面對閱聽眾眾目睽睽觀看影響的記者私下訪

談。 

 

就本次廣播訪談個案來說，訪問者在類此聽眾直接收聽的節目中多表達自己的見

解，並偶亦站在聽眾位置進行提問。無論為自己或為聽眾尋求答案，其為表演意涵發展

之戲劇性效果皆表達於與受訪者的互動歷程中，包括訪問者角色(如時而認同時而批評)

與立場(如時而親近時而對立)之動態變化，欲以此效果彰顯訪問者對於討論議題脈絡的

掌握與人際關係的操控，更透過此提問立足點的表演應對受訪者的回答與聽眾的期待。 

 

綜觀台灣現今流行的新聞訪談現象，尤以廣播及電視媒體等直接在眾目睽睽下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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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訪談節目，訪問者追求媒體效果並為創造高收視(聽)率而刻意以激烈或煽動言詞著

作提問以刺激受訪者的態度與回答，似未考量建立良好訪談關係之做人意涵，而係在訪

談過程中凸顯訪問者自身的表演效果與掌握操控關係的能力，成為目前電子媒體新聞訪

談的新興現象。 

 

5.5.2.4 新聞訪談實務的情境意涵 

   

    以本廣播訪談個案來說，情境的概念意指訪談提問立足點以外之影響因素，如前所

述的受訪者回答會影響訪問者下回欲發展的親近關係，此關係的維持與發展更是訪談做

人目標的內涵。但是，訪問者仍會適時於受訪者的迴避回答與否定立場中脫離此目標，

改以質疑來刺激受訪者，讓受訪者在此疏遠關係中為保持觀眾前之自我形象而向訪問者

妥協或繼續論辯。由上可知，受訪者的前番回答可視為是訪問者為下一提問番鋪陳而讓

受訪者回答的情境。 

 

此外，訪談僅為此類廣播節目內容之一部分，因此必有其時間壓力的情境限制，尤

當廣告時間欲插斷訪談前，訪問者必會受到工作人員的事先提醒，訪問者知曉受訪者將

會缺乏時間回應爭議性提問，因而在此時間之情境限制下減少提問立足點的變化能量，

常以中立立場作結後進入廣告。 

 

但個案亦發現，時間壓力反亦成為訪問者掌握受訪者發言權的重要情境資源，即可

在進入廣告前批評並對立於受訪者的前番看法而不讓其回應。此亦顯示時間做為情境限

制時卻成為訪問者發展立足點以控制關係的權力資源，讓進入廣告前的訪談結論由訪問

者主宰而受訪者則無伸張的機會。 

 

5.6 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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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提問立足點之立場表現程度研究 

 

根據 Clayman & Heritage (2002)曾探討新聞記者如何於記者會及新聞訪談中訪問美

國兩位總統(艾森豪與雷根)，發現對立立場的提問包括直接表意、武斷宣稱或敵意態度

提問，而在不同對立性提問中記者亦會表達不同動機及背景資訊，亦會對受訪者(總統)

之回應產生影響。 

 

本研究則發現提問之不同立場，如傾向、一致、偏離、對立在新聞訪談中如光譜般

皆成為訪問者的提問手段。因此，未來研究或可專事提問立足點與立場展現程度的研

究，將傾向或對立立場分別視為影響人際關係乃至回答應對的變項，進一步討論提問立

足點之立場展現內涵與人際互動遠近程度的關係。 

 

5.6.2 訪談權力關係的探索 

   

在本個案中似可發現立足點改變受到訪問者權力控制的痕跡，如 Q43在進入廣告

前以訪問者著作偏離立足點評論受訪者的意見命題且未讓其回應，又在 Q45至 Q48則

不斷追問並控制受訪者可回答的範圍，而受訪者僅得於受制中順應此範圍回答，或均可

視為是訪問者展現控制受訪者回答的權力表現。 

 

由於本個案之訪問者(周玉蔻小姐)擔任記者多年，具有豐富新聞訪談經驗，更習慣

於新聞談話節目中評論時政，因此主持廣播新聞訪談時除其媒體組織所賦予的提問權力

外，更重要的是訪問者累積多年的社會地位、時事背景知識及採訪歷練，充分展現了擁

有豐富訪談經驗的訪問者主控問答關係流程的權力。   

 

根據 Spencer-Oatey(1996)之權力概念，任何訪談問答的確可從權力概念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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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或稱之「權力」，係個人所擁有而能控制他人行為的能力，且發生在至少兩人間的

不對等關係。本研究個案之廣播新聞訪問者具有媒體組織所賦予的提問權力，但訪問者

本身的社會背景與經驗所形成的採訪風格似更可能為訪談關係奠定權力操控的基礎。 

 

然而，本研究並未討論訪談人際關係之權力互動。若根據 Tannen(1993)將社會因素

如身分地位、年齡、性別間等的權力差距區分為不平等之疏遠關係及平等親密關係等，

或如 Scollon & Scollon(1995)所提出中國人之禮貌表現應是階層分明及不平等的概念，

皆有助於未來相關研究將社會角色放入訪談提問立足點的討論，進一步瞭解訪談權力關

係之互動情形。 

 

5.6.3 受訪者回答立足點的探討 

   

此外，在立場分析中亦發現，未來亦須進一步由受訪者的表態分析始能洞察訪問者

的立場及與受訪者的關係。尤如前述探討訪問者社會角色之權力關係更應透過受訪者的

回應始能探知，未來研究不可忽略受訪者身分角色及其回答對訪談互動的影響(Clayman, 

1988, 2002; Thornborrow, 2001)，理應重視受訪者如何回應提問立足點，或可稱之為回答

立足點的探討，始能在掌握完整的訪談互動情境下，有助於擴大及深化研究問題所探討

的人際互動關係，乃至結合受訪者的回答立足點發展提問及回答立足點的交流互動模

式。   

 

5.6.4 疑問句功能與提問立足點的研究 

 

本研究雖為提問立足點的研究，但「疑問句」並非本研究關心的範疇。一般而言，

提問包含疑問句與非疑問句之前導句，立足點多發展於前導句中，然而疑問句為啟動前

導句提問的機制，建議未來應可續對疑問句功能與立足點的關聯性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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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d(1994)曾以資訊探求程度來區分疑問句種類，認為其應包含尋求與訪談雙方利

益無關的「公眾資訊問句」、尋求偏向受訪者私領域議題的「社會資訊問句」、探求對話

情境背景資訊的「互動資訊問句」、對受訪者前番進行確認的「資訊澄清」問句或「要

求重複問句」，及訪問者提出意見請受訪者者確認的「資訊確認問句」等疑問句種類及

功能。 

 

Freed認為，不同疑問句可表達不同之資訊索取功能，甚至可藉由疑問句來表達訪

問者個人意見及言談風格，此即以詢問事實資訊為主的疑問句外，尚有以問者私人意見

為基礎而要求他人回應此意見的疑問句，據此約可分為詢問事實資訊與詢問意見的疑問

句類別，前者如「你建立哪些基礎？」、後者如「誰會像你想到十年、二十年內？」等。

對提問立足點來說，不同疑問句功能與性質對提問立足點應可產生不同的關係，事實問

句係建立於資訊傳遞的中立立足點基礎，而意見問句則應與訪問者著作表意的立場有

關。 

 

總之，未來研究可將提問立足點結合不同疑問句的功能進行分析，當可建立提問立

足點與疑問句種類及功能的關係，瞭解訪問者如何規劃疑問句功能協助立足點表意與建

立關係。 

   

5.6.5 提問立足點與追問之研究 

    

根據翁維薇(2000)研究新聞訪談記者追問與受訪者迴避的研究指出，追問策略包括

記者為讓受訪者暢所欲言時，可將追問目標設定於達成雙方的共識後再追問，此可與立

足點的研究結合，乃因立足點的規劃重點之一即在於訪問者可著作傾向至一致於受訪者

立場的共識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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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翁文之追問策略尚包含強調受訪者與疑問命題的相關性，即設定受訪者與疑

問命題相關性做為情境接續的追問策略，此正與提問立足點中行使質疑命題時刻意將疑

問命題與受訪者身分與職務等連結，使受訪者為追求自身形象而必須回答。如本個案中

將「你做為文化局長」與「文化能超越於政治嗎？」的命題連結，此著作偏離受訪者立

場的立足點設計可促使原本迴避的受訪者回應而達成追問的目標。 

  

由上述簡要分析可知，提問立足點的角色與立場設計應與追問策略有關，這些基礎

皆建立於訪問者欲發展提問命題、文本連貫性與人際互動的目標上，值得未來相關研究

繼續加以探討。 

 

5.6.6 不同訪問者的提問立足點研究 

 

   本研究僅針對一位個案訪問者(周玉蔻)之提問進行深入研究，然此單一個案之訪問

者提問立足點未必能成為所有廣播新聞訪談乃至一般新聞訪談的提問特色。且此個案研

究結果發現，訪問者偏好以著作者角色及偏離、傾向立場的變化表達疑問命題，然此提

問立足點的特色乃訪問者多年採訪經驗之累積所型塑的個人風格，顯示訪問者詢問爭議

性及與受訪者私人領域之敏感話題而自如地於訪談中控制與受訪的互動。 

 

然而此個案研究也僅提供立足點概念初期研究者對提問立足點的認識，後續相關研

究建議可蒐集國內類此訪談節目且同具豐富新聞主持經驗的訪問者(如趙少康等人)，更

進一步還可蒐集國外具有資深訪談主持經驗的主持人(如美國的 Larry King、Barbara 

Walters等)，進行國內外不同提問立足點的比較研究，以充實提問立足點發展於新聞訪

談實務工作情境與不同文化情境下的表演風格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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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7 新聞訪談與一般對談之提問立足點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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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眾媒體之訪談則以話題衝突性及聳動性達到媒體較高閱聽

率。因此，媒體效果可視為是傳播媒體之訪談提問立足點變動的考量因素，反觀一般日

常提問之立足點，在缺乏媒體效果之情境考量下會發展出什麼樣的立足點活動，值得未

來做比較研究。 

 

5.6.8 充實對廣播聽眾之認識 

 

本個案發現，訪問者偶爾會向受訪者提醒聽眾的存在，如 Q3向聽眾說明談論話題

的範圍、Q7向聽眾傳達對受訪者的評論等，因此整體而言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慣視聽

眾為訪談互動中之立場資源及受話對象之一。 

 

然而，廣播聽眾若為廣播節目製作的主要對象，那麼訪問者與受訪者的協力表現應

為聽眾而設計，但聽眾對廣播節目之提問立足點的影響並未於本研究中納入考量，乃因

聽眾並非為訪問者與受訪者直接對談之互動者，因而將之列為立場資源而非直接可互動

的對象。但就廣播訪談之真實情境來說，聽眾對訪談雙方的意義為何？為影響訪談關係

乃至提問立足點規劃的因素？還是訪談進行中的情境元素？又其影響為何？皆可做為

未來相關廣播新聞訪談提問研究繼續延伸探討的部份。  

 

5.7 研究限制 

5.7.1 人情面子以外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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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接提問之目的係維持禮貌並減少衝突(Brown & Levinson, 1978)。綜觀本個案之間

接提問，訪問者多於提問番透過陳述句之報導事實或著作意見提問，本研究將疑問句表

達意見陳述列為提問立足點之著作者類目。 

 

  但是，每項間接提問是否皆為出自禮貌或為對方做面子之意圖，實為本研究所無法

關照的部份，主因在於本研究係根據訪談過錄文稿以言說分析法推敲提問立足點透過語

言行動改變的情形，此未如翁維薇(2000)之相關研究以深度訪談法分析新聞訪問者之追

問解決策略與目標設定過程，因此僅從本研究尚無法獲知訪問者在人情面子之外的提問

考量。 

 

如根據 Georgakopoulou (2001)在日常對話衝突、辯論或意見分歧情境時的研究，

減緩衝突的間接語法並非皆出自禮貌或建立面子考量，而係有利於多元觀點之建構，以

刺激更多討論空間。因此，本研究僅將間接語法或提問立足點的轉換等歸因為與面子有

關，實有理論建立上的限制。 

 

尤其在公開播送的政治新聞訪談提問環境中(如電視)，訪問者多視提問為質詢受訪

者的最佳利器，使得提問較多用於威脅面子的直接表意策略以促使受訪者有立即回應的

壓力(Clayman & Heritage, 2002)，因而本研究理論所詮釋新聞言談提問立足點轉換或間

接言談的使用皆出自禮貌及和諧，僅從單面向的理論基礎詮釋實顯不足，有待後續研究

以不同的人際理論補強。 

 

5.7.2 訪談情境與提問立足點研究的限制 

 

本研究曾將提問立足點與新聞訪談情境結合，認為情境係影響立足點變化之因素。

綜觀本研究訪談個案之情境約可歸納為受訪者回答與廣告等重要情境元素，並設定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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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點係與達到受訪者的人情面子之做人目標有關。 

 

 但由於廣播情境之訪問者與受訪者係一對一、非面對面的訪談，因此訪問者與受

訪者各方在實際訪談時的現場情境變化(如肢體動作等)難以觀察。且廣播訪談之非面對

面互動對提問立足點有無影響？又廣播新聞訪談之前置作業的溝通，是否已建立某程度

之人際關係互動？由於本研究僅對訪談過錄文本從語言的角度切入語言所反映的社會

互動現象分析，因而前述有關受訪者或訪談時間限制等以外的情境因素，似未能僅從本

研究所關心的語言文本中獲得，此為本研究之限制。 

 

5.7.3 個案研究的適切性 

   

本研究採個案研究方式欲直接對提問立足點之概念進行探討，然而個案研究為對

特殊情境的研究方式，此情境包含廣播訪談個案之訪問者(周玉蔻)的豐富新聞工作背景

與廣播訪談特性等多項元素組成下的情境產物，而此個案之情境正符合研究問題所關心

的提問立足點的變動特性與其反映的互動關係。然而，在其他的訪談情境中能彰顯提問

立足點的表現，乃本研究透過廣播個案無法解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