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研究動機 

 

“If I tell you not to think about elephant, you’ll think nothing but only elephant.” 

摘自 Mark Johnson, 2005 年 6 月 3 日於政大演講 

 

第一節 從問與答到新聞訪談分析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書的共同作者，哲學家兼語言學家 Mark Johnson 認

為，人類之心靈與語言使用相互連結，任何存在於語言的意象都是心靈的投射，

因此得出「隱喻無所不在」的概念(Lakoff & Johnson, 1980)。上述引句中，Johnson

嘗試不讓聽者去想「大象」，反易造成聽者浮現大象的形象。換言之，語句中任

何「前提」透過言談的操控就會對接收者產生誘導，如「大象」這個「前提」在

上述引句中即為一例。至於內容是否為肯定語氣則不受此種作用影響，如「不去

想大象」並不抹煞「大象」此一前提。 

由於前提這個語言學概念對於言談有特殊功能，本文將其置於新聞訪談情

境，藉此討論在其中所扮演之功能與角色。 

 

一、從例子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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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本文作者親身經歷與圖書館員間的一段談話，或也可說明前提如何影

響答話者之回應。 

 

問：期末借這種書[手指著作者欲借閱的書《魔戒》]，考試都考完了嗎？  

答：沒有啦，我沒有考試。 

問：那報告都寫完了嗎？ 

答：也沒有啦，[現在]只有在寫論文。 

 

    對話中之圖書館員連續兩個「非是即否問題」(yes-or-no questions)被作者以

「沒有啦」回答，仔細推敲可以發現該回應並非針對「考試有沒有考完」或「報

告有沒有寫完」，而是從提問前提「你有考試」與「你有報告(要寫)」反駁(即「我

沒有考試與報告」)。 

    從上例可以觀察出，問答間的爭論並非一定針對提問內容，如前文所述的大

象例子，聽者關心的對象不是「要不要去想大象」而是「大象」這個前提。這點

顯示了前提在某些情況下往往成為言談雙方的互動焦點，但究竟是哪些情況且互

動模式可能為何？ 

再看另例。天下雜誌 2005 年 9 月 15 號刊出了台新金董事長吳東亮的專訪記

錄，記者以尖銳卻又不露痕跡的方式追問台新金與財政部間在「認股」一事中似

有官商勾結之嫌的謠言(天下雜誌，2005.9.15: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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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台新金這一次贏得彰銀特別股競標，外界有各種不同的解讀，你做

為最後的決策者，有什麼看法？ 

吳東亮：台新金這次參與與彰銀的特別股認購，我覺得政府對推動第二次

金改很有決心，也很有誠意。林全部長說，不管未來官股以什麼方式釋出，

絕不會再創造出第二個大股東，我也相信政府不會這樣做，造成各方的困

擾。.......在投標過程中，我沒有跟政府要求任何額外條件。 

 

從此段摘錄可以看出，記者提問之「外界有各種不同的解讀」(見上段劃底

線處)乃其認為此事含有「醜聞」的可能前提。而吳東亮的回答與其說係針對原

問題表面所問的「有什麼看法」，倒不如說是澄清投標過程的公正度，亦即回應

了記者之前提。 

由以上兩個「答非所問」的例子可知，記者訪談問題中的「前提」會被回答

者用來回應問題，顯示這個語言學概念或可用來分析新聞訪談之問答邏輯，並也

顯示問話的前提對回答內容可能存有某種影響。 

 

二、問題(question)與問問題（questioning）的理論基礎 

 

什麼是「問題」？自古以來，問題之面貌隨著人類文明發展已不斷改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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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說語言的持續演化伴隨著人類行為成長，那麼種種不斷提出的問題多少也幫助

了人類的歷史文明推進，因為有問題才有解答，也才有知識的發展。Boudier(1988)

從目的性的達成出發，指出「問題」研究的現代意義應具備三種功能觀點：教育

(pedagogical)、指示(instruction)、與方法(methodological)，而此三者又可回溯到

「知與不知」(knowing and not knowing)的基本課題。換言之，問題研究從早期

針對「知與不知」的哲學討論，已隨著時代演進而成為包涵各種社會功能的情境

式研究(situational research)。 

上述討論雖不免流於空泛，仍蘊含著本研究的重要啟示：要瞭解問題，必先

瞭解其背後的社會、歷史情境與對話雙方的語言動機，以及該問題如何回應。或

者，當問題無法回答時，更高層次的思考或分析取徑為何？ 

這類疑問確屬有根源的哲學思考。如 Schlick(1988)即曾由此出發，指出哲學

家們對問題的最大興趣在於原則性討論(如社會中的律法問題)，關心現實世界種

種梗概如何建立，而非僅關注單一細節或事實；易言之，問題與世界的關聯性應

比問題本身更值得思考。Boudier 整理海德格與沙特等哲學家的看法，認為從問

題的內涵可以觀察出人與世界的關係，如能發問即表示問者是自由的且不再被大

自然之困境掌控，故近代哲學思潮特別著重問題與「人」／世界的互動(Boudier, 

1988)。 

舉例來說，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即可能導出某些原則，說明了同類型問題都

無法回答，此即「邏輯上的不可能性」(logical impossibility)。這類討論的用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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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無法回答的問題究竟導因於「普世性」(任何類似問題皆無法解決，或稱

原則性)，或是個別的實證現象。從 Schlick 的哲學分析可以解釋，任何問題並不

存有與其絕對對應的回答，而問題本身也不一定具可解決性或可回答性

(solubility)。這種不確定性作為本研究的認知基礎，說明了若要瞭解問與答的規

則，分析問題背後的意圖、情境、發問立場等要比問題內容來得適切。 

希臘哲人亞理斯多德一向重視雄辯術(rhetoric)與辯證，認為憑藉「問問題」

可增進對知識的追求(Boudier, 1988)。而蘇格拉底與柏拉圖雖排斥運用機智問題

(riddles)來愚弄他人或賣弄智慧，但 Boudier 指出蘇格拉底的問題式方法

(questionological method)本身即含有陷阱，藉著機巧與嘲諷來促成學生智能成長。 

中古世紀以後，問題轉變為「研究」手段之一(Boudier, 1988)，不僅在問題

主題上更為多元深入，狄卡爾(Descartes)等重視方法學的學者帶領並開發了更多

問問題形式，如原始的問法「為什麼」即轉變為「如何」、「什麼」；此時，亞里

斯多德式的形而上歸因哲學等抽象討論不再是重點，注意力轉移到環繞現實生活

的事件。這點亦可解釋為何近代社會科學不再針對問題本質而較重視如何表達問

題，認為問問題的方式從此關係到各種社會情境課題(Boudier, 1988)。 

因此，當代關於問題的研究主題大致區分為「課堂」、「法庭」、「醫院」、「人

事」等十六餘種領域情境(Dillon, 1990)，而此種研究架構也被 Heritage(1991)等學

者稱為「機構性言談」(institutional talk)。Dillon 主張，先研究這些領域再從問題

與回答來分析，核心問題意識應在於問問題如何扮演人類各類活動的目的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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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如新聞訪談此一專業互動領域首應考慮情境因素(如訪談雙方與事件背景)如

何影響問與答的過程。 

    問問題這個動作依序帶有三個核心元素，分別為「假定」(assumptions)、「問

題」與「答案」(Dillon, 1990)，且從此三者的相互關聯可以分析一組問答如何運

作或操弄。假定包含「前提」(presuppositions)與「前設」(presumptions)，前者是

構成問句內容的種種條件或事實，如「法國國王是個禿頭」這句話就預設了「有

個法國國王」此一條件(Dillon, 1990)，否則原句不得成立(詳細討論將留待第二章

說明)。前設則是句子脈絡(context, 語言學通稱「語境」，亦將於下章文獻部分詳

加說明)之暗示，如「無知」(ignorance)意味著「不知道」的認知狀況(in the state of 

not-knowing; Dillon, 1990: 135)。Dillon 的前設與語言學家 Fasold 的「語用前提」

概念相關，同樣從言談脈絡的情境因素來看前提，而不僅限於語意的表面條件

(Fasold, 1990: 122)。本研究綜合 Dillon 與 Fasold 看法，以前設為言談者內心的預

設知識，於研究中分析前提與前設可能的引導關係。 

    Hajicova(1983)與 Dillon 同樣從語言使用(即「語用」)來看問問題，並以前提

來分析問句的語言特徵，如開放問句與封閉問句就可能指向相同前提。例如：「他

昨天回來了嗎？」與「他何時回來？」，若回應前句「不是」或「昨天？」易構

成不完整回答，因為兩個問句的前提都是「我不知道他究竟何時回來」，完整回

答應包括實際回來的時間。由此觀之，Dillon 與 Hajicova 等研究同樣凸顯了前提

作為問題研究的分析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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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聞訪談的重要主題 

 

Dillon(1990)認為，新聞訪談宜從問問題開始，記者與受訪者間的每一次交

手皆包含一問與一答之序列(sequence)，且問題必包含某種主題(topic)，涉及了受

訪人物的新聞性或爭議性。故在新聞訪談過程中記者常扮演問問題的角色，而受

訪人物(尤其是官員政客)是閃躲迴避者，意即記者代替公眾來發問，而受訪者針

對同樣公眾來回答；表面上兩者屬溝通關係，實際上卻是記者／受訪者與公眾的

對答(Dillon, 1990)。 

Clayman & Heritage (2002) 認為，新聞訪談自成類型(genre)，包含了特定參

與人士、主題(subject matter)、互動形式。首先，新聞受訪者一般而言都與時事

相關且多為社會名人(celebrities)；藉由一問一答，訪問者(記者)與受訪者從最近

相關事件來烘托談話主題。 

Clayman & Heritage(2002: 8)進而區分電視與廣播訪談節目類型。以美國著名

「賴瑞金訪問」(Larry King Live)節目為例，他們認為其節目內容包含了傳統廣

播談話節目(call-in 部分)、新聞採訪(政論人士參與)、一問一答的標準採訪流程，

是混合式的訪談類型而非傳統新聞訪談類型。由此可知，同樣是新聞訪談，不同

媒介所產生的「機構性言談」會有不同分析結果。 

機構性言談一詞源自 Goffman 社會互動之研究，其意原在分析道德與社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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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規範如何影響人類互動模式。研究會話分析(conversational analysis)的學者延

伸此概念用以指出說話次序等言談規則不只受到語言習慣牽制，更可將機構因素

納入考量，關注「互動中的談話」(talk-in-interaction)，如法院內之相關言談活動

(如證人詰問)即屬機構性言談(Heritage, 1997)。 

Clayman & Heritage 進一步列舉下列分析次：「言談交換系統」(speech 

exchange)、「行動問答」(action sequence)、「行動與成就」(actions and their 

accomplishment)、「訪談與社會」(the news interview and society)，試圖將訪談類

型從訪談互動的微觀研究延伸到涉及社會文化的鉅觀取徑，包括不同社會因素之

訪談差異。此外，Heritage & Greatbatch(1991)亦視新聞訪談為獨特之機構性言

談，有其特殊言談內涵，可運用對話分析以樹立脈絡化的訪談研究典範。 

    語言學家 Jucker 則引用語用學理論如合作理論(Grice’s Cooperation Theory)

及禮貌法則(politeness principles)等來分析新聞訪談的語言結構面，指出記者的追

問或受訪者的回答模糊性(vagueness)都與新聞訪談同樣為獨樹一格的言談情境

(如許多新聞訪談的問答深度受制於新聞報導之時效性)，並強調從語言學來看新

聞訪談之語言規律有其必要(1986: Chapters 1 & 6)。  

 

四、好問題的相關研究 

 

新聞訪談一直是新聞與傳播學等相關研究的核心概念，如何提問（how to ask 

questions）與追問(follow-up questioning)也都持續受到重視。而新聞訪談之問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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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與一般問話之最大差異，在於如前述新聞記者是為了閱聽人而發問，受訪者也

是同樣為了公眾來回答問題（Dillon, 1990）。換言之，新聞言談雙方並非為了彼

此而對話，也難怪有些學者將部分新聞訪談當成是觀眾面前的「表演」（Dillon, 

1990）。延續此一特點，研究新聞問話之實務意義似不僅應探索如何發問，更應

反思如何針對社會大眾所需問出好問題。 

新聞記者如何問出好問題？較早期的專家與生手研究曾將「實務經驗」(指

知識背景的累積)列為主要考量因素(臧國仁與鍾蔚文，1994)，如針對特定議題的

高度涉入感。研究者認為，具備相當實務經驗的記者較能利用、組織資訊，從不

同角度推論(吳雯雯，1991；臧國仁與鍾蔚文，1994)。這些研究也發現，訪談雙

方的認知結構雙重因素也會影響記者的發問與訪談互動，從人際共向理論

(co-orientation theory of communication)或可闡釋此種互惠關係：若記者錯估受訪

者對議題的實際認知，兩者問答便會產生鴻溝，難以有效達成訪問目的(臧國仁

與鍾蔚文，1994)。 

綜而言之，此類研究說明了專家型記者之訪談思考與執行都有較多經驗知

識，較生手記得更多命題、更多議題取向、更多新聞要素等(臧國仁與鍾蔚文，

1994)。 

有些新聞訪談研究則集中於規避與追問的過程，如翁維薇(2000)與 Roth(2005)

均曾列舉許多讓受訪者招架不住的犀利問題。Roth(2005)指出，記者在政治性訪

談的發問(尤其是選舉期間)偏愛使用機智問答戰術(pop quiz)來測試候選人之常

識，如第幾屆總統是誰等。藉著這種臨場抽問，訪問者不僅意圖證明該候選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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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更可間接向觀眾傳達「哪些是政治人物該有的常識，哪些不是」的社會價值。

Roth 指出，此傳播方式在於運用問題之前提等語言符號暗示。對候選人來說，

機智常識問答常被解讀為公開的羞辱儀式，故受訪者或傾向躲避或乾脆不答。 

相對於上述研究結論，Vandenbergen & Marie (1996)同樣針對政治人物訪談

認為，受訪者為了建立形象，除了利用「規避丟面子」的問題與正面的論述訴求

外，也會借用語言工具營造特殊形象，如以I-clause為首的句子(「我遺憾的認為，

這件事…」)或「這可說是」(It is….)等「客觀語調」(objective modality)來回答原

為私人性的問題。本文認為此類訪談語言現象與語言學討論的前提特質(如下節

提及的「可消去性」等)相關，展現出受訪者閃躲或誘導談話方向之語言策略。 

 

五、解構「問題」 

 

從上述問話技巧討論可以導向本研究之根本課題，即吾人如何看待問題的結

構層次？換言之，當問題提出後，接收問題的聽者如何就問題的各個層面來回應

(翁維薇，2000)？Kiefer(1983)曾認為問題的分析層次有「命題」(propositional)、

「類別」(categorial)、「認識論與命令語句」(epistemic-imperative)三者，並以「約

翰將留下來嗎？」一句用來解釋三者的分析架構(1983: 2-3)： 

 

一、 命題層次著重「是或不是」，故該問題可解讀為「約翰將『留』或『不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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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來？」 

二、 類別層次針對問話內容的人事物來個別討論，故可用 λXm(Xm(約翰將留

下來))公式分析，其中 λ 表示括號以內有多個獨立變項，Xm 變項為「是

或否」，括號中之「約翰將留下來」可置換成任何同類的內容，如「約翰

將住下來」等其他動作。 

三、 認識論與命令語句層次為雙方對問題的詮釋，主要架構為：「意圖知道」

關於「什麼」的「什麼」。其公式為： 

 

? (p,q) = ! (Kp v Kq) ｝ 

 

其中「？」象徵問題的啟動(question operator)，p,q 為「什麼」的可能性(如

約翰留或不留)，K 為「使知道」(= know)，表示詢問動作。故「約翰將留下來嗎？」

可解構成「讓我知道約翰將留下來或讓我知道約翰將不會留下來」。 

總之，這三種層次說明了答案架構(或次架構)總是被問話之層次所引導。若

以新聞記者問問題來討論，即可看出新聞訪問實由上述三個層次出發讓受訪者回

答的過程(翁維薇，2000)。 

Kiefer 進一步討論「語用意義的答案」 (pragmatic significant answer)，並以

「艾菲爾鐵塔在哪裡？」為例，說明其可能因問者在法國巴黎或其他國家而產生

不同意涵，如前者(問者在巴黎)或被解讀為「艾菲爾鐵塔怎麼走？」，後者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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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菲爾鐵塔位於那個國家？」(1983: 4)。 

相對於問題，受訪者所憑藉的「立足點」(footing)為何？俞明瑤(2003)指出，

立足點是發言者藉由互動中的適當角色取得個人發言位置，以符合當下情境的社

會關係，表示說話者採取了「應對不同事件及情境時之立場移動」及「互動者選

擇面對自己及他人的說話角色」，表現在語言上為說話方式的改變，可以調整雙

方的互動關係(俞明瑤，2003)。以雙人播報球賽為例，主播一方面以「各位觀眾…」

對觀眾說話，另方面卻可能用「你覺得…」對搭檔主播講話，顯示立足點不同(觀

眾、個人立場)會影響報導語言。 

因此，「適切的回答」(adequate answer)不應只符合語法命題等結構而已，還

需考慮「語用意義答案」，可從下列幾個問題角度切入(Kiefer, 1983)： 

 

1. 問話者的目的； 

2. 問話者的知識背景(state of knowledge)；  

3. 滿足問者的訊息相關性(the relativeness in the elimination of knowledge 

desiderata)。 

 

本文旨在針對採訪目的(或主題)及事件的基本背景來檢視問句前提與作答

方向的相關性，強調此種誘導功能不僅不會造成訪談之問答不和諧，反可凸顯記

者如何取得符合訪談主題的答案而刻意鋪陳誘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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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記者的問話設計，本文認為受訪者同樣也受益於記者的前提，利用下

章討論的幾個前提所造成之言談不確定因素，或以偏蓋全或閃爍其辭，以看似相

關(或不相關)的旁敲側擊既達到回答義務且滿足並達到合乎記者問話、質疑的主

題目的(即前述 Kiefer(1983)所稱之適切回答)，卻又能語帶保留地不完全回答題

意。 

 

第二節 新聞訪談研究與語言學觀點 

 

如何套出真相幾乎是所有新聞訪談的最終目的。在社會科學研究，訪談的意

義是透過調查(survey) 並累積實務經驗來著手研究，Platt(2002)即曾藉訪談研究

的書籍來分析訪談研究之種類。 

第一篇有關新聞訪談內容源自 1835 年美國記者 James G. Bennet 發表之新聞

報導，從此逐漸成為新聞記者獲得事件真實的最重要方式(Feldstein, 2003)。 

對當代民主社會閱聽大眾來說，新聞訪談有代理其發問與思考的功能

(Feldstein, 2003; Huber & Diggins, 1991/徐炳勳譯)。易言之，新聞記者藉此獲得大

眾委託公權力的認可，進而決定什麼該問、什麼不用問。 

在追求真相的背後，新聞訪談其實還具備多種不同面貌，可以是對立性的審

問或名人專訪，更可以是深入人心、社會的議題討論與心靈探索(Huber & Diggins, 

1991/徐炳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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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聚焦於對話的新聞訪談研究 

 

新聞訪談的基本形式既如前述為對話(conversation)，故 Clayman & Heritage

認為要瞭解這種互動遊戲必從對話語料著手(2002: 16)。許多研究將對話納入社

會情境研究，結合媒介組織(如電視公司)與社會背景(如敏感事件)的影響性，以

其中差異(如廣播新聞與電視新聞)來討論談話互動的相關問題(Thornborrow, 

2001; Arminen, 2000; Heritage & Greatbatch, 1991; Clayman & Heritage, 2002 等)。

如 Arminen(2000)的研究結合傳統會話研究與情境變項，指出體制環境等社會因

素易於改變言談互動，雙方權力高低影響互動模式，如面試者在對話中一向落居

下風，故當反問面試官時常會傾向停頓且不肯定。 

另一類的對話分析則專注新聞實務經驗，探討記者與受訪者所採取的問答技

巧如何可以指導記者問出好問題、套出真相，或可進一步瞭解受訪者如何對應記

者的問題 (Dillon, 1990; Biagi, 1992)。另些研究重心是在修辭與語法，觀察新聞

訪談的對話內容與「新聞語言」的規則(Lipari, 1996; Roth, 2005; Cheng, 2002; 

Koshik, 2003)。 

上述研究主要是在分析、瞭解記者與受訪者間的語言遊戲，從問答中觀察言

談內容與社會情境因素的互動。典型研究如 Clayman(1991), Heritage(1997), 

Greatbatch(2002)等學者一系列的機構性言談相關研究，研究訪談的語言結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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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場與結尾」(opening and closings)與「接話」(turn-taking)等，進而分析記者

如何問問題與受訪者如何迴避，並藉由名人之專訪內容來觀察記者與受訪者的一

問一答，也從其攻防來進行言談分析。如翁維薇(2003, 參見 Bull, 1998)即曾指出

政治人物慣用迴避行為回應記者提問，運用各種語言特性作出看似滿足問題結構

卻不包含完整相關訊息的回答。 

考量上述記者問問題研究與語言層面的探討以及前節談到的實例，本研究將

以語言學之「前提」概念來討論語用策略是否影響新聞訪談之問與答攻防進退。

簡言之，本研究之核心課題為： 

 

「新聞訪談中的記者前提如何影響回答？受訪者又如何透過記者設下的前提來

提出有利於己的回應？」 

 

從前提的「可消去性」 (defeasibility) (註 1)特殊規則來觀察，可發現記者問

題之暗藏前提其實不一定為真或為受訪者贊同。例如，著名義大利作家兼訪談家

歐安娜‧法拉西在面對伊朗政教領袖何梅尼時，為了誘使其回應外界所稱之獨裁

形象，故意提問：「何梅尼先生，我們都知道您是獨裁者，一位伊朗的新國

王…….。假如真是如此，我想問你……」，將可能為假(至少就何梅尼本人的認知

來看)的前提「我們都知道…」夾在問句，果然激起何梅尼專就「我不是獨裁者

也不是伊朗的新國王」的答辯來長篇大論(Huber & Diggins, 1991/徐炳勳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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拉西後面的問題其實只是幌子，問話者與回話者都未將問題本身當做一回事，導

致看似前提扭曲的問話反而贏得好的回答與訪談成果；這是前提主導問答內容的

典型例子。 

 

二、語用學與新聞訪談 

 

    與形式主義的語意學(semantics)相較，語用學(pragmatics)基本上聚焦在言談

目的、語言的不確定性及語言的連續性等言談脈絡因素(Jucker, 1986)，也更著眼

於脈絡的變異性。綜觀語用學相關領域可以歸納出兩大研究走向：其一是印證前

人理論，以資料分析套入既有理論或規則並嘗試導出不同概念或方法。其二則是

藉由「活動類型」(activity type)中特定情境之語言使用，參辨語言活動的脈絡並

分析其使用限制。 

新聞訪談即為這類語用研究核心之一，因其常將新聞訪談當作前述之機構性

言談，考量訪談雙方扮演的角色、談話主題脈絡以及背景事件等。故在既有語言

學理論與規則上，研究者更需從言談者角度出發，找出採訪者或受訪者言談表現

下所隱涵的動機與目的(如為滿足新聞價值來誘導回答)。 

運用語言學方法來研究新聞訪談的例子很多，會話分析是其大宗。如 Heritage 

& Greatbatch(1991)利用會話分析來研究新聞訪談之機構性言談，從「接話」(turn)

等語言學概念說明在新聞訪談中之問與答實循一定邏輯，某種語調暗示(如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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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嗎」)即可促使對方回答或繼續發問。相較於早期的言談分析，會話分析更

能幫助研究者來分析言談雙方的細微互動(Levinson, 1983)。如 Koshik(2003)的會

話分析指出新聞記者的「開放問句」(wh-questions，如 what, when 等)常被用來挑

戰受訪者立場，並可從受訪者口中引導出更多資訊，屬「修辭性問句」(rhetoric 

question)，乃另有所指的問題。Koshik(2003)同樣曾以機構言談探討「開放問句」

在日常場所的交談慣例，如老師對學生習以 why（為什麼）進行深一層互動瞭解。 

語用學也可用來理解問問題的背後動機，言談脈絡與「語用動力」(pragmatic 

force)尤其是重要分析指標。語用動力指說話者的真意與動機，如言談行為理論

(speech act)中的 locutionary act 與 illocutionary act 兩種動力，前者為表面語意，

後者是欲成就的目的。Stenstrom(1988)就曾以語用結構與條件來看政治新聞訪

談，指出新聞訪談是極有規律的談話，訪談雙方就各自目的進行問答。 

另又可從語用學來分析受訪者的適切回答(adequate answers)類型，即恰當回

答不僅要符合語句文法結構，還要提供訊息性(informative)與可用性(usefulness； 

Kiefer, 1983: 5)。故 Kiefer 指出「所有的回答都是語用動力所致」(answerhood is 

essentially a pragmatic notion)，指分析適切回答不僅要滿足語言結構的一致，更

要符合雙方認知的語言形式與言談目的，不能單單套用語意學的邏輯。 

前節提及的 Jucker(1986)更曾以語用學為新聞訪談研究主題，從「訪談持續

長度」(duration)，「訪談結構」(structure of interviews)、「會話推論」(conversational 

inference)，「問題動力」(force of question)，「問題模糊性」(vagueness of ans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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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題切入，套用語用規則來凸顯新聞訪談的特殊社會情境，並強調語用學與新

聞訪談的高度相關。 

總之，新聞採訪場域之問答雙方的言談互動會依許多環境因素與言談者背

景、事件認知而產生差異與影響。一些符合日常問答慣性的情況(尤其是當交談

者彼此熟識時)，很容易被「前提」所引導，帶有錯誤的問題也能被合理、正確

地回答。例如，詢問未婚的張三「你老婆近來好嗎？」，可以被當事人理解後明

確被回應「喔，你是指我女朋友啊，她最近不錯」(Kiefer, 1983)；本章一開始所

舉的親身經驗也可用來說明此語言現象。 

由此可知，單從語意實無法針對個別言談情境來探知說話者的真意，唯一能

從答案語意中得到的訊息僅有隸屬於該特定脈絡的個別答案(Kiefer, 1983)。語用

學應可協助釐清新聞訪談中的脈絡限制(contextual restrictions)，尤以會話分析或

可協助發現新聞訪談如何為社會行動，包含了新聞領域特有的社會慣例(social 

conventions)而非一般認知中僅是挖掘真相的過程。 

總括來看，從上述關於新聞訪談特有的機構言談與情境特質應可推論，特重

脈絡分析的語用學適合用以研究新聞訪談問答之語言技巧。下章文獻部分將探討

語用學的相關理論。 

 

第三節 本研究的分章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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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將從前提出發，討論其在語用學的相關解釋，並對照語意學

領域比較前提在兩種理論框架下的差異。下章並將從前提最被重視的「可消去性」

與投射問題(projection problem)兩者分析言談前提的特性及其對聽話者的誘導與

對應的暗示。 

整理前提的文獻並歸納其對訪談語言的可能影響後，研究設計一章將討論如

何在新聞訪談的言談內容觀察前提，找出適合新聞訪談情境的相關規則與策略，

藉此尋找爭議事件訪談中記者與受訪者間的前提互動，而後者又在此攻防過程裡

扮演何種角色。 

第四章將選一爭議事件，以商業周刊(下稱商周)專題訪談作為個案分析，觀

察受訪者(企業負責人之角色)如何在記者問題中就其問話前提回應，並配合第三

章設計的前提操作定義分析其前提功能的種種語用策略，以理解前提模式在雙方

問答中之引導作用。 

言談分析的發現與結論將導出新聞訪談前提的課題，並於第五章繼續探討，

不僅找出前提互動的可能原因與言談動機，更要進一步瞭解前提的特性對新聞訪

談的意涵——在機構性言談脈絡(訪談主題、事件、受訪者背景)影響下，受訪者

如何藉前提特性爭取好的評價，而記者又如何憑藉前提策略來獲得更多、更深入

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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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語用學之「前提」概念—難以捉摸的言談現象 

 

本章分成三個部分，第一節探討語用學研究的基本概念，討論如何從語用學

瞭解新聞訪談情境與言談互動。第二節整理語用學前提概念，次第說明前提的語

言學意涵與 entailment、前提扳機等前設概念之關連，再進入前提之「可消去性」

與「投射性」兩大特性來討論語用前提如何使言談產生暗示與誘導作用。最後一

節則引用合作理論此一語用學理論來觀察前提特性。 

由概念起源來看，前提較早於語意學領域討論，近期發展的語用學則對前提

有更多樣的認識 (Grundy, 2000; Levinson, 1983; Thomas, 1995)，如本章討論的可

消去性、投射性等，故完整定義前提需考慮語意、語用兩方觀點。本文欲從瞭解

語用學本質來進一步分析訪談對話中之語用前提，試圖發展出以前提為主的新聞

語用技巧規則。 

Dillon 即曾分析一系列 BBC 政治人物專訪，指出記者在封閉問題中暗置前

提，使受訪者無論肯定或否認都確認了前提的內容。如下例(Dillon, 1990: 97)： 

 

「您是否預先規劃了要邀請 Tchernenko？(註：前蘇聯總書記)」 

 

當受訪者回答否認有「預先規劃」時，卻肯定了前提「邀請 Tchernenko」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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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承認 Tchernenko 來訪的傳聞。Dillon 還發現，受訪者有時會否認前提，而非

回答原本問題。如下例(Dillon, 1990: 99)： 

 

「你認不認同目前大部分民眾都反對設置導彈？」 

 

    該問題的原始命題是「認不認同」，但受訪者的回答卻是否認「大部分民眾

反對」的前提。Dillon(1990: 103)指出這種「答非所問」(non-answering)在受訪者

面對丟面子問題(face-threatening questions)時最常出現，表示受訪者開始採用防

禦語言以反駁前提而非回答問題。 

    與 Dillon 之研究結論類似，Bekalu(2006)曾於研究平面新聞報導內容時指

出，記者有時會在新聞中摻雜不公平(unfair)的前提以誘導閱聽人，如報導暴動事

件時故意略過發生原因卻大幅描寫政府制裁的成功，進而暗示制裁後社會回復平

靜。Bekalu 認為，「回復平靜」可看成是意識型態的操弄之前提，間接負面化該

群眾活動。 

    針對新聞訪談對話之捉摸不定前提，本研究將先從語用學著手以瞭解這種誤

導對說話雙方的影響，然後專就前提概念來分析該語言現象與訪談者間的互動。 

 

第一節 從語用學看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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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傳統語意學研究較不檢視任何言談內容之實際真假可能性，也不

分析言談者的說話意圖與談話脈絡的影響。舉例來說，開玩笑或說反話所暗示的

弦外之音無法藉由語意學來分析，因為該領域並不質疑玩笑或反話內容之真假，

而是一律視以為真(Fasold, 1990: 122)。因此，語意學分析觀點未能完整說明日常

生活的語言使用，如 Levinson 的例子(1983: 35)： 

 

Having a child and getting married is better than getting married and having a child. 

(先有孩子然後結婚較先結婚後有孩子更好) 

 

從語意學來看，句子中的 and 限於字意只能視為是「對等連接詞」，故句意

上 p and q 與 q and p 一樣，可讀成「有小孩『與』結婚較結婚『與』有小孩更好」，

但此種說明易於不知所云，所以要藉用重視言談脈絡的語用學來導出真實意涵。 

Fasold 曾以前提為例，指出「Kuikus 部落酋長陳情」(The principal chief of the 

Kuikus delivered the petition)的前提似指「世上有個 Kuikus 酋長」。但若該酋長乃

言談者所杜撰，語意學就無法解釋此前提存在的正當性，因為言談者之意圖(開

玩笑)並未考慮在內。 

為了瞭解新聞訪談前提，本文選擇以語用學來瞭解並分析前提，藉重視脈絡

意義的語言學理論，從言談者、脈絡(語境)、文本三方面來觀察雙方前提如何交

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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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意學與語用學分析言談之異同 

 

從字面上來理解，語用學就是討論如何使用語言的研究。為了補充解釋，

Levinson 整理出了關於語用學的各種說明，指出語用學可以就語意學忽略的語言

層面來分析言談(Levinson, 1983: 5~35)： 

 

一、語用學可用來解釋一些脫離常軌(anomalous)的語言； 

二、語用學從功能學派觀點(functional perspective)來看語言使用； 

三、語用學只限於研究語言背後的脈絡(即 context-dependent)，不涉及句法

結構(此屬語意學層次)； 

四、語用學旨在研究語言與脈絡間所產生之文法化(grammaticalized)（註 2）

的使用關係，專注在純語言事件(linguistic matters)； 

五、語用學補充了語意學忽略的層面。針對同一語言現象(如前提)，語用學

因為考量了使用脈絡及言談者背景，既補足了語意學不足之處也發展出

不同理論與法則。這種說法認為語用學與語意學取徑之最大分野，在於

語用學加入了以「現實世界知識」為基礎的分析因素。舉例來說，

Grundy(2000: 121)曾以「告訴 Madonna(註：美國搖滾明星)我在吃午飯」

來解釋聽者對該名人認識與否對語意解讀易有很大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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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如前述，為了達成「理解語言」的目的，語用學主要在討論語言與脈絡

的關係(Levinson, 1983: 21)。「理解語言」之說法常見於開發人工智慧之

研究，認為了解一句話除了要分析字面以外的暗示，也連結到個人對語

言中「推論」(inference)的差異認知(如從女性主義來看「獨身」，則女

性之未婚易被負面化而解讀成「嫁不出去」)，因而言談間必須先釐清

來自言談脈絡之影響才能獲得真意； 

七、語用學研究語言能力如何依循談話脈絡而適當地被應用並分析句法的

「適切情況」(appropriateness-conditions)，即找出某句子或說法在特定

場合(即脈絡)適切卻在其他場合不適切的背後原因； 

八、語用學是研究「指示語」(deixis)、暗示、前提、語言行動與各種言談結

構層面的學問。 

 

以下茲就上述幾點進一步說明： 

第三點(語用學限於語言脈絡層次)似將語用學研究與語言結構層面有所劃

分， Levinson(1983)駁斥指出，即使單看語言脈絡，語詞變化產生的差異解讀(如

bunny 兔子對小孩而言就有異於大人之意)仍不得不讓研究者回溯文字意義。本文

採 Levinson 的看法，將新聞訪談文字語料的語法結構面納入討論。 

第四點的「脈絡文法化」使語用學研究擴及一些語言推論，如指示語、前提、

語言行為(speech act)等層面，也是語用學與傳統語意學取向相庭抗禮的重要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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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啟發了另種看待這些語言現象的路徑(Levinson, 1983)。Levinson 即指出，文

法化理應關注脈絡意義(contextual significance)與語言形式的互動特性。 

至於第五點所述之「現實知識」，在於探討言談中的「自然意義」(natural 

meaning)與「非自然意義」(non-nature meaning)。語用學研究為了探討言談者真

意，不僅要從字面上理解，還要深入言談雙方的理解背景以取得「非自然意義」

(即言談者自身理解的意思或溝通目的)；研究者透過談話過程之「相互理解」

(mutual understanding) (如熟識之人事物等共有資訊)來探討雙方角色關係與文字

真實意義(Levinson, 1983: 16)。Levinson 並指出，相似的分類方法還有「言談者

意義」(speaker meaning)與「句面意義」(sentence meaning)。 

第六點提到的「推論」則是語用學特別著重的一環，包括「前提」、「暗示」、

語言行動的動機等(illocutionary forces； Levinson, 1983: 21)皆屬之。依照這樣的

分類，語用學就不再僅是撿拾語意學遺漏的研究(如上段所述第五點之暗示)，因

為從「推論」下手將使語用學得與語意學居於平等地位，成為探析語言現象的獨

特法則與理論。 

總結上述討論，語意學與語用學研究的互動關係大抵上可用下圖說明 

(Leech, 198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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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s 

Semantics 
Semantics 

Pragmatics Pragmatics 

Semantics 

Semanticism Complementarism Pragmaticism 

 

第一個方塊偏重語意學，將語用學劃於語意學領域之內，第三個則是倒過

來。中間方塊為「互補主義」，表示兩者相互彌補，各有其獨立概念。Leech(1983)

曾指出，語言表現的意涵不僅要忠於實際的言談架構(語意)，也要顧慮一般使用

的可能性(語用)，故語意學與語用學各司其職，各有不同的研究取徑與結論發

現；因此，採互補主義較其他兩者客觀。本文採此看法，從對話內容與背景脈絡

來看談話者的可能用意，以此研究訪談的可能前提而不分析句構與其他語詞原

意。 

 

二、從脈絡理解語用學分析之基礎 

 

以上所述關於語用學的研究定位大都離不開分析言談背後的脈絡，顯示脈絡

可為語用學分析之基礎；依 Levinson(1983: 23)的說法，「脈絡」指下列情況的知

識： 

 

一、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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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候與場合； 

三、形式(formality)； 

四、媒介(如特定溝通管道)； 

五、主題(subject matter)； 

六、領域(影響各地方言的區域因素)。 

 

然而上述各項脈絡實仍嫌模糊，因為要瞭解一句話必需考慮的因素太多了，

頂多藉助相關性(relevance)找出特定脈絡為研究標的(Ochs, 1979, 引自 Levinson, 

1983)。故語用學講的脈絡(pragmatic context)是一種個別研究情境所產生的語言

特性，或稱之為「脈絡特質」(contextual features)，旨在說明不同時空場合的對

話其影響脈絡因素都有不同。 

由此來看，第一章提及之新聞領域機構性言談其實也可看成是特殊語言情境

與交談者間所交織而成的獨特言談。Clayman & Heritage(2002)即曾指出，訪談時

的發問慣例會給予記者掌控受訪者的權利，如藉機促成特定受訪者回應主題以縮

小回答範圍。這就是脈絡因素影響對話特性，而該特性又回過頭來牽制對話過程

成為脈絡因素的實際例子。 

Leech(1983: 13)主張的脈絡範圍更廣，除了言談本身透露的語言特質外，只

要是與解讀言談意義有關並為說話者與聽者共同分享的背景資訊，就可認定是該

言談的脈絡。 

此外，語用學者 Sperber & Wilson 的相關性理論曾指出，脈絡不是談話雙方

所必然共享而會因人、因時而異，故在對話中找出言談者之各自相關脈絡，要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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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某種共通脈絡來得更有研究實益(Sperber & Wilson, 1995, cited from Grundy, 

2000: 107)。 

承上所述，新聞訪談情境理應包含特定語言特性的脈絡，具有個別討論意

義。瞭解脈絡的大致定義與其模糊性可以幫助本研究探討及區辨新聞訪談的情境

背景，進一步鎖定適當脈絡來分析並作為研究方法的設計依據。 

此處集結上述關於語用學、脈絡種種定義的討論其實並非要擇一解釋，而是

從中得到語用學的特有研究觀點。例如，有了脈絡第八點的概念，我們觀察對話

句子就可以從「句子加上脈絡稱之為言談(utterance)」(Levinson, 1983: 30)的公式

來分析。此外，為了研究語言的「理解」(如定義六)，不僅要分析脈絡如何影響

言談，更要發現言談如何改變脈絡，如對話之一問一答即會改變原本傳播形式與

目的，也間接改變了原本脈絡(Gazdar, 1979; cited from Levinson, 1983: 31)。 

再者，為了區分語意學與語用學的研究範疇(如定義五的研究目的)，語用學

觀察到的言談意義要「刪去原屬語意學部分」(meaning minus semantics)。故同樣

研究文法結構，語用學著重的是言談中的「適切性」(如定義七所示)，關心現實

世界的人們如何交談。 

這些研究觀點主要在於說明 Levinson 強調的語用功能：言談中的意義除透

過語法、字意(lexical meaning)來理解外，尚需藉助語用學來提供資訊(或稱

pragmatic information)，如英文口語中的發語詞 well 與 oh 不從脈絡等相關因素實

無法得知言談者的真正意思(Levinson, 198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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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用上節之例句來總結語用學相較於語意學的特性： 

 

Having a child and getting married is better than getting married and having a child. 

(先有孩子然後結婚較先結婚然後有孩子更好) 

 

如用語意學來理解(如上節所述)，and 無法導出原句「先…後…」的意義，

必須加上了前面提到的「語用學資訊」，即社會上「先婚後子」或「先子後婚」

的爭議論述，and 這個連結詞才能被賦予「然後」(then)的意思，對整句也才有適

切理解(Levinson, 1983: 35)。這裡的語用學資訊即是上述定義五提到的「現實世

界知識」，能幫助研究者深入理解言談者真意。 

因此，討論語用學定義與脈絡等概念當能間接幫助本文釐清從事語料分析時

的研究對象，且讓本文在新聞訪談語料中之觀察對象不單是句子而是言談。本節

引述 Levinson(1983: 18)針對言談的一段說明作結： 

 

「言談是脈絡中句子、類似詞句或一部份句子之展現。」 

(Utterance is the issuance of a sentence, a sentence-analogue, or sentence-fragment, in 

an actual context.) 

 

第二節  語用前提討論：從語意學到語用學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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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推論(inference)來瞭解前提 

 

要理解前提在語用學上的意義，得從前面提及的「推論」概念來觀察，因為

前提本來就是語言學重要推論類型，無論在語意學或語用學研究都佔一席之地。 

簡單來說，推論就是言談者藉語句中特定語詞、結構來明示或暗示聽者某種

意義。認識推論的主要目的，在於協助研究者透過脈絡與背景以深入分析言談者

要對聽者表達的真意。故 Grundy(2000)即認為，推論在話語中的意義是「去除字

面意思的解讀」。 

相對於重視語言系統的語意學研究，Levinson(1983)主張語用推論要從參與

言談者在特定言談中產生的脈絡推論(contextual assumptions)來認識。推論可作為

語言學分析基礎，除了本文研究的前提外，還包括前述之「暗示」(implicature)、

「指向」(deixis, 或稱指示代詞)等。「暗示」相對於「明示」(explicature)，是言

談中不曾明白表示之「傳播推論」(communicated assumptions; Sperber & Wilson, 

1995)，與前提最大不同之處在於前提內容包含在言談字句，暗示卻是由聽者透

過脈絡等條件後所推論出來(引自 Grundy, 2000: 119)。 

而指向為「這裡」、「那裡」、「上或下」、「來或去」等用來形容言談者面對聽

者定位自身位置的功能性用語(如身處樓上者對樓下的人講「你上來」)；指向語

言具有「指向性」(indexicality)，必須就言談雙方的相對位置來觀察(Grund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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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Grundy 認為，推理是從語言現象歸納或演繹而來，聽者須從語言表面去

體認前提真意，透過此種認知過程來理解推理。 

前提既然被 Levinson 與 Grundy 等學者作為語用推理來理解，不難猜測其立

場傾向由語意學轉向語用學。故前提的討論從早期出自語意學分析而今日則為語

用學不可或缺的觀念，甚至出現在各種對話情境研究。 

近代有關前提的研究始於哲學領域針對推論、推論表達(referring expressions)

本質的辯論，並進展至語言邏輯領域，如前段提及的語意學分析。十九世紀的哲

學╱語言學家 Frege(1952)認為，任何句子都有明顯前提，任何一個名詞都是推

論，也當然都蘊含某種前提。Frege 且提出相關理論，即前提不僅是詞彙也可以

是句子，是許多詞語的組合，如下段描述(引自 Levinson, 1983)： 

 

1. 以片語及時間子句(temporal clauses，如「幾秒鐘的時間」(in a flash of 

seconds)來建構說明言談背景之前提； 

2. 一語句中的肯定與否定論述具有相同前提； 

3. 承上，一語句或主張(assertion)要成立，其前提必先成立。 

 

Frege 早期對前提的分析只是就初步語言現象加以描述，並未從語意學或語

用學等專門論述說明。Levinson(1983)指出，Frege 對前提研究的最主要貢獻就在

於提出了「任何主張必含有一個明顯前提」說法，拋磚引玉地帶動了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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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undy(2000)則建議使用共有知識(shared or non-controversial knowledge)來

理解前提，意即只要言談雙方皆備該共有知識，任何形式的「指參」(reference，

即句子中的特定單字╱詞)也都可以表達前提。以前述「告訴 Madonna 我在吃午

飯」來看，因為 Madonna 為眾人皆知的指參，理所當然地會被聽者視為是該言

談的前提，聽者可進而理解該前提的暗示(Grundy, 2000: 121)。 

    以上前提概論並未區分語意前提與語用前提，而是一般語言學對前提現象的

理解。下節進一步討論兩種領域的前提研究。 

 

二、語意學中的前提概念 

 

早期前提研究多屬語意學領域，主要定位建立在前提的推論與其語句的結構

關係，專注於字詞語義的真實情況下產生的語言現象(Levinson, 1983; Grundy, 

2000)。另位語意、邏輯研究學者 Russell(1905)則有不同結論，主張前提不見得

有明確可辨的推論，如下例： 

 

「法國國王是個智者」。 

 

此句中的「法國國王」以現實情況來看並無意義，因為推論主體並不存在。

Russell 以此提出「描述學說」(theory of descriptions)，強調區辨意義(sense)與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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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的重要性，加入了簡易邏輯的敘述方式以定義前提。兩者比較起來，Frege 的

前提概念是主詞 + 修辭 (subject + predicate)，記做「p 為 q」或 q(p)，較為線性。

而 Russell 認為 p 與 q 的關係應可用兩個命題表現： 

設某一論據為 X， 

1. X 內含 p， 

2. 唯有 X 含有 p， 

3. X 同時也含有 q。 

 

Russell 分析「法國國王是個智者」，可從前提分成「存在著一個法國國王」

與「他是個智者」兩個層次，主詞 p 與修辭 q 被分離來觀察之可能性有： 

1. p 成立，q 不成立，如：法國國王存在，但他不是智者； 

2. p 成立，q 也成立，如：法國國王存在，且他確是個智者； 

3. p 不成立，q 也不成立，如：法國國王不存在，他也不是智者； 

4. p 不成立，q 卻成立，如：法國國王不存在，他是個智者。 

 

除了第四種(即「法國國王不存在」卻「他是個智者」)毫無意義外，其他前

提都可能發生在日常言談中。 

Frege 與 Russell 的前提研究皆著重句子之真實或虛假性，類似之看法集結可

稱為「語意學前提」，特性是「真實條件」(truth conditional)，指句子所含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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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為真實，如上述所提的法國國王在語意學的分析下即專注於「真不真實」的討

論。 

總結上述，從語意學發展出幾個前提現象有(Levinson, 1983: 174)： 

 

(1) 以「單一用詞」暗示某物的存在，如「國會大廈」； 

(2) 「名詞片語」，如「老王的孩子們」可得「老王有小孩」的推論； 

(3) 「時間副詞」(temporal clauses)，如之前、之後等； 

(4) 「改變狀態的動詞」(change-of-state verbs)，如「老王不再打老婆」的「不再」

暗示「老王原本有在打老婆」。 

 

與 Frege 比較，Levinson 列舉之前提考量了語意學 entailment 與「邏輯結論」

(logical consequence)等運作原理，依循其中的推論法則(rules of inference)來分析

前提，可以觀察並幫助研究者進一步釐清推論與前提的相關意涵。推論容易被句

中的種種推論否定。下節將討論兩者的差異。 

 

三、從 entailment 觀察前提 

 

語意學中的 entailment(.有學者稱「蘊涵」)泛指論句中的推論與原句相互為

證，即原句為真，則該 entailment 也必為真，如(Saeed,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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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無政府主義者殺了國王。 

推論：國王死了。 

 

與 Russell 的前提邏輯討論一樣，推論也是建立在語句中的真實關係(truth 

relations)，故只要上句為真，其推論「國王死了」就必為真。 

    上述例句侷限於真實條件的討論，並未區分推論與前提，而是把前提當作特

殊推論來看，忽略個別語句中的特殊情況。 

在選言命題(disjunction，指非 A 即 B 的句子)中也遭遇相同問題。例如

(Levinson, 1983: 200)： 

 

1. Either John is away or John’s wife is away. 

(要不約翰不在，要不他的老婆出門) 

2. Either John has no wife or John’s wife is away. 

(要不約翰沒有老婆，要不他的老婆出門)  

 

一般情況下，「要不…要不…」選言命題的前提會被抵銷(如上述第二例)，

因為前後句不連貫，但 Levinson 所舉的第一例句(要不約翰不在，要不他的老婆

出門)的前提「約翰有個老婆」卻成立；同樣的問題也在條件句(conditionals)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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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例（1983: 200）： 

 

「如果哈利有小孩，他不會後悔研究語言學」 

「如果哈利研究語言學，他不會後悔」 

 

從語意學角度觀之，前後句的前提應該都是「哈利在研究語言學」，但結果

只有前句能導出如此前提，證明前提與語句結構的關係是由句子個別情況決定

(presuppositions as pragmatically conditioned)。前後矛盾的複合語句(如「約翰不後

悔失敗」之前提似為『約翰失敗』，因為其實他成功了)，乍看前後矛盾，但有了

語氣詞「其實」可以幫助句子聽起來不顯得怪異。  

由於 entailment 具有容易被情境消去(cancelled by conditionality)的特性，

Levinson 認為應在語意學的真假邏輯(true-or-false logic)推演外，就言談者與聽者

間的關係來看語句前提。換言之，前提未必都真，有時日常言談的條件(如雙方

的脈絡、適切性)特殊(即所謂脈絡影響, context-sensitive)，只有進入情境導向的

日常對話研究才能找出前提的真實意義。 

Levinson 以句子的否定來說明前提較 entailment 不易被消去。如下例： 

 

約翰設法立刻停下來(John managed to stop in time)。 

entaiment: 約翰立刻停了下來(John stopped in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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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約翰試著立刻停下來(John tried to stop in time)。 

 

以否定性(negation)來檢視此句，即“John didn’t manage to stop in time”即可發

現 entailment 不成立，因為既然約翰即時煞車未果(didn’t manage to stop in time)，

就不可能完成煞車動作，但前提「約翰試著煞車」的成立仍絲毫不受影響。由此

可知，前提不因否定句而影響其存在，無論對其答辯為是或否，前提依然成立。 

至於前提如何出現？從上例之「約翰試著立刻停下來」來看，其前提 tried

來自原句中的動作 manage，即對 manage「努力試圖」一字的理解。這種促成前

提的關鍵字為「前提扳機」(presupposition trigger)，包括單字與語句呈現的結構

語氣。語用學的前提顯較語意學更為細緻，不僅單看句中單字變化作為前提扳機

來分析，更把句中內容與言談者本身背景連結(下面會繼續討論前提扳機)。如下

例(Levinson, 1983: 179)： 

 

好友約翰對自離開劍橋後就不再研究語言學表示遺憾。 

(John, who is a good friend of mine, regrets that he stopped doing linguistics before 

he left Cambridge) 

 

句中可看出下列幾個層面的前提： 

一、言談者與聽者都熟知約翰這個人，否則不會如此自然提及； 

 - 37 -



二、劍橋也是雙方熟知的地名(這裡的劍橋可能指英國劍橋大學或美國波士頓劍

橋地區，無論何者皆為雙方可理解的前提)； 

三、約翰具有(1)曾從事語言學研究，(2)離開劍橋等行為事實。 

 

原句的「不再」時間副詞扣出「曾從事語言學研究」之前提，而「對…表示

遺憾」的句型則確認了「離開劍橋後…等」事實。如此將整句話各個單位的前提

放進來分析，可以發現原句的主張(即「對…表示遺憾」)無論成立與否(即約翰對

此事遺憾與否)，各個前提的事實都會成立。這不僅呼應了前提確能抗拒否定語

態 ， 更 可 幫 助 研 究 者 區 辨 語 句 中 的 主 張 (assertion) 與 背 景 假 定 (background 

assumptions)。上例因而可改為疑問句： 

 

好友約翰是否對自離開劍橋後就不再研究語言學［一事］表示遺憾? 

 

此句的背景假定與前例完全一樣，具備相同且完整的前提，但主張上卻屬不

確定。總之，推論依存於主張，必須藉由句中的肯定主張來衍生意義。前提則複

雜的多，句中種種指參都可以形成前提，不會因為主張的否定而刪除。 

然而除了從推論分析切入，前提的產生是否有更可預測的解釋？ 

 

四、何謂前提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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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關於前提成立與否的討論，多集中在於句中是否有特定推論直接導致前

提產生，也就是前提扳機的功能。前提扳機並無絕對定義，泛指任何使該前提成

立的詞語或句型；以「『當』╱『如果』發生火災，就不要搭乘電梯」來看「發

生火災時搭乘電梯不安全」的前提，「當…」即為前提扳機，其語氣比「如果…」

來得肯定；因為「如果…就不要…」句型並未明確指出火災與搭電梯的因果關連，

而身為時態的「當…就不要」句型肯定了兩者的因果關連(Grundy, 2000: 120)；

不同的前提扳機顯會導向不同類型的前提。Karttunen 歸結出十三種前提類型，

下列例句中箭頭後者即為其前提(引自 Levinson, 1983: 181-184)，括號內則可視為

觸發前提的前提扳機。 

 

1. 描述性 

例：我昨天看到「一個黑衣人」 → 有個黑衣人存在； 

2. 事實性動詞 (factive) 

例：瑪莎對「喝光約翰的家釀酒」表示遺憾 → 瑪莎喝光了約翰的家釀酒； 

3. 暗示性動詞 (implicative) 

例：約翰「奮力地打開」那門 → 約翰「試著打開」那門； 

4. 狀態改變動詞 

例：約翰「不再打」老婆 → 約翰「打過」老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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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反覆詞態 (iterative) 

例：卡特「重回」權位 → 卡特曾握有權位； 

6. 評判動詞 – 帶有主觀判斷的語態 

例：阿格莎「控告」伊恩抄襲 → 阿格莎認為抄襲是不好的； 

7. 時態子句 

例：史旺森出生「前」佛瑞格「就」通曉前提了 → 史旺森出生了； 

8. 分裂句型(即一句可分兩句來看) 

例：「吻羅絲的人」不是亨利 → 有人吻了羅絲； 

9. 具暗示的斷句附有強調成分 

例：「發明語言學的」不是查姆司基 → 有人發明了語言學； 

10. 對比與矛盾 

例：馬莉稱阿道夫為沙文主義者，然後他就「辱罵」她 → 稱阿道夫為沙文主義

者就是在罵他； 

11. 關係子句(非限制子句) 

例：「興盛於」公元前兩千年的埃及人是偉大的建築師 → 埃及人興盛於公元前

兩千年； 

12. 與事實相反的條件句 

例：「如果」當初漢尼拔有超過十二隻大象的話，羅馬文化「就」滅亡了 → 漢

尼拔始終沒有十二隻以上的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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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問句語態，分成「是」或「否」問句、選擇問句及 wh 為首的問句 

例： MIT「有位」語言學教授「嗎」 → MIT 一定有或是沒有語言學教授； 

 

縱使整理出如此多樣的前提產生方式，Levinson 仍指出前提分析的語言現象

取決於學者對前提的主觀認知與定義。羅列出如此多樣的前提面貌旨在拓展接下

來語料研究的前提項目，盡可能不侷限於論述語句等複雜的言談現象以增加解釋

前提的可能性。 

前提除了能對抗否定語態(或稱 constancy under negation)，還有兩層重要特

性(Levinson, 1983: 186)： 

 

1. 在特定論述與「內部語句」(intra-sentential)的脈絡下具「可消去性」，如 

「我不知比爾有來→『比爾有來』之前提可消去」； 

2. 必然與語言結構層面形成某種連結。 

 

「內部語句」與「語言結構層面」指構成句子的種種語法情境或條件，表示

並非所有前提都具備可消去性，應視句型而定。這說明了語意學無法完全掌握「可

消去性」與「投射問題」(projection problem)兩個前提特性，因為前提的存在取

決於句型與脈絡的差異。下節將繼續討論這兩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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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可消去性 

 

簡言之，前提最重要的特性「可消去性」指原句的前提可以被連接的句子消

去。首先要注意的是，這裡的可消去性並不是說前提不曾成立，而是該前提可被

後接的語詞或其他脈絡特性否定。以「知道」(know)這個事實性動作(前節

Karttunen 的類型二「事實性動詞」)來看，「我不知道比爾來了沒」的前提似為「比

爾可能沒來」，但原句「我不知道」可以直接刪除原句的前提，即比爾也可能沒

來。Levinson 舉的例子很像本文上章之例： 

 

問：期末借這種書[手指著作者欲借閱的書《魔戒》]，考試都考完了嗎？  

答：沒有啦，我沒有考試。 

 

問句的前提「你有考試」直接被答句的「我沒有考試」否定。另一明顯例子

出現在時態語詞「她寫完論文前就哭了」(劃底線處為表現時態的詞)，似有「她

完成論文」的前提，但後接「她後來還是沒能完成論文」就可以抵銷原句的前提。

但如果原句改為「她寫完論文前就死了」，前提「她完成論文」就被消去，因為

就常識上「死」表示接下來的動作必須終止，當事人不可能繼續寫完論文。此時

的前提討論開始帶有現實生活知識(就「死」一動作對日常認知而言)並與現實經

驗接合，也就是前段所述的脈絡特性干擾了(也可說是加強了)前提存在，開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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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語用學的範疇。 

Levinson 曾舉例以強調聽者對言談內容背景知識認識的重要： 

 

如果副總理宴請西蒙波娃，宴會中將出現一位女性主義者。 

 

如果不知道西蒙波娃是女性主義者，這段話將暗示「西蒙波娃將邀一位女性

主義者同行」。是故，導出正確前提時，相關背景知識有其必要；這種可消去性

有賴背景的認識，稱之為「脈絡可消去性」(context defeasibility)。 

Levinson 繼 續 指 出 ， 脈 絡 可 消 去 性 的 條 件 不 限 背 景 知 識 ， 前 後 語 句

(inter-sentential)的關連性也可消去前提。例如，「背叛你的不是路克」的前提似

為「有人背叛你」，但若後面接「也不是其他任何人」，就抵銷原句的前提了這顯

示前提之可消去性讓這個語言現象有時會不易捉摸。 

Levinson 進而整理出三項可消去性作為前提特性的主要情況，作為本節對可

消去性的討論結果(1983: 190)： 

 

1. 錯誤的前提不代表言談者的內容一定有誤(與事實矛盾)，僅反映出前提易與

語句之主張矛盾的傾向； 

2. 前提不連貫(inconsistent, 指語句中的假定或背景與前提與不一致，如前述「背

叛你的不是路克」例子)並非一定是言談者前後意思衝突，而可能是該前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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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曖昧不明，故消去後才得理解真意； 

3. 承上，當前提與論述脈絡發生矛盾，前提自然消去。 

 

六、投射問題(projection problem) 

 

這是前提研究中除可消去性外之另個重要特性，其出發點建立在任何語句都

含多種元素並可各自組合為前提與推論。例如，「警長逮捕了三個人」即含有「有

個警長」的前提與「警長逮了人」的推論(Levinson, 1983: 192)。當原句改為「警

長很有可能逮了三個人」係以弱化語法強度(modality)來改變語氣，則「推論」

會自動消失，因為語句的不確定造成「警長有可能逮了三個人，也可能一個都沒

逮到」的暗示，無法成立明確的推論。至於「有個警長」之前提卻仍成立，顯示

前提具有投射在不同句型下的特性。 

投射問題主要探討為何有些時候前提會在一些語詞或句型影響下消失(遵循

上節的「可消去性」)，有些時候卻不會？Karttunen(1973)之相關研究即指出，前

提不只存活於否定語態的推論，更能在不同論述脈絡下成立。 

投射問題的另個現象為，前提可以在一複合句(即擁有兩個子句以上的句子)

中抵銷，但 entailment 不能。Levinson 舉例說明(1983: 194)： 

 

「約翰不後悔研究語言學，因為他根本沒做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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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子句的前提「約翰做過語言學研究」被後面的句子抵銷了。若原句依推

論改為： 

 

「約翰不後悔研究語言學，因為他後悔過。」 

 

語意上就變得自相矛盾，語句無法成立。這點與前節 Levinson 第三個前提

消去性特點「與論述脈絡矛盾時被消去」意涵一樣，乃因「不後悔研究…」一句

點出的是「研究語言學」前提，而非否定推論「不後悔」，故後面的句子不可再

肯定已被否定之事。由此也可看出，entailment 乃係依附句子主張而存，前提卻

能抽離句子來觀察。再看下列複合句： 

 

「如果約翰研究語言學，他將會後悔研究此學問。」 

 

此時後面的連接子句似有「約翰曾研究語言學」，但「如果…」假設句型消

去後述事實，故沒有前述的前提。總結來看，有些連接子句(connective)與其他語

氣副詞會促使前提消失(「如果…」句型屬之)，有些卻無法抵銷前提(如弱化語句

「警長很有可能逮了三個人」)。Karttunen 將此現象解釋為對前提的干擾器

(filters)，其不定性可能歸諸於下列三種語言現象(1974, 引自 Levinson,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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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1. 前提除了在相互矛盾的前後句中可被消去，一些條件句如 if 句型(如果…就…)

中也無發揮餘地； 

2. 連接子句或其他語態的改變可以製造出干擾前提的脈絡(即前述之干擾器)； 

3. 前提不會像 entailment 被否定語態消去，或在語氣強弱轉折、條件句

(conditional，即「若 a 則 b」)與選言命題(disjunction，即「非 a 則 b」)等情

況下消失；Karttunen 將這些情況(或前節之「脈絡特質」)稱做「洞」(holes) 。 

 

以上三點都可作為分析投射問題時前提出現與否的判斷依據。 

Grundy(2000) 同樣也承繼干擾等概念來理解前提的產生，但就 Karttunen 第

三項之「洞」的說法提出另種解讀：前提作為對話雙方的共有預設，應從「主張」

與「從屬子句」(subordination)、句意的「核心事件」(focus)(註 3)、「強調」(stress)

等語言結構與前提的互動關係來分析前提如何產生或消去，不像 Karttunen 單靠

語義(lexical meaning)來決定。如干擾語詞「我『曾經』是船長」不見得一定表示

「現在不再是船長」。總之，「洞」與 Grundy 提出的語言結構實有異曲同工之妙。

延續上章曾引述之訪談問題說明下例： 

 

「『很多人』對於二次金改的目標有獨厚財團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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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2006.1.2: 162) 

     

此句之「很多人」為後述「疑慮」製造了一種客觀性，增加「獨厚財團」前

提之說服力。從 Grundy 的角度來分析其可屬「強調」動作，即訪問者刻意留給

該前提些許討論空間以與受訪者取得共識；因為「很多人」並不表示「全部的人」，

同時卻又保留「[社會上]確實存有這樣的疑慮」。這類的解釋或能說明投射問題

需要言談脈絡來瞭解前提與干擾語詞的互動關係，因為問答動機可能影響干擾語

詞的主觀作用。 

從干擾器促成的投射性來觀察前提，本文歸結出兩個看法來幫助後續的訪談

前提分析： 

 

一、 相同的句子結構、主張或推論，藉由不同的語氣(如「其實」、「很多人」)

會干擾或加強其前提的作用； 

二、 「洞」或核心事件等語言結構因為受制於言談背後的脈絡，聽者必須

透過共有預設知識來正確地理解說者的前提，否則可能會有雞同鴨講

的情況產生。 

 

綜合上述兩種前提的重要現象(即「可消去性」與「投射問題」)可以發現，

前提不僅限於早期邏輯命題與語法結構的語意學領域，而從言談的背景、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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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關係更可發現前提存在之其他(如語用)功用；下面要談的就是語用學前提。 

 

七、語用學的前提研究 

 

Levinson根據Gazdar等學者的前提研究整理出「適切性」(appropriateness或

felicity)與「相互理解」(mutual knowledge, 或common ground, joint assumption)兩

個概念，串連起來的意義為「當一個前提能被言談雙方相互理解，才被視為具適

切性」(Levinson, 1983)，此乃前提的古典定義。而適切性的先決條件係建立在前

提扳機是否為真：如前提為假，句子即缺乏適切性，而非句子本身為假。 

但適切性並非絕對必要，如例句 Stalnaker 的例句(1977, 引自 Levinson, 1983: 

205) 

 

「抱歉我晚了，車子中途壞掉」 

 

前提揭示「我有車」，但聽者不一定預先知道「有車」卻仍可完全聽懂其言

談內容，因為「有車」這件事一般來說是可理解的，故相互理解的重要性大過適

切性。如果原句改為(引自 Levinson, 1983, p205)： 

 

「抱歉我晚了，我的消防馬達壞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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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般人不會擁有如此笨重的消防設備，故此句違反相互理解性才變得不

適切。Sadock(引自 Levinson, 1983)則主張適切性的判斷是不需要的，而 Levinson

同樣也認為在古典定義外前提更需要一個可供預測的模式，其中兩種分別為

Karttunen & Peters 的「古典暗示」(conventional implicatures)與 Gazdar 的「真實

前提」(actual presuppositions)。 

Karttunen & Peters 認為，前提不可消除(non-cancellable)，且不採前述 Russell

等學者的真假邏輯來分析，反從語句中推論之意涵來判斷前提存否。以「北約宣

稱廢止核武是當務之急」來看，「廢止核武」這件事無法成為前提乃因句中之語

詞推論「宣稱」暗示了該主張僅是單方面的意圖，而非真有其事。類似妨礙╱助

長前提成立的單位 Karttunen 稱之為前提拴子(plug)，另外尚有「干擾器」與「洞」

等前面已提到的判斷依據。該理論最大的問題在於，前提的可消去性還是不得不

考慮脈絡，不能單專注在詞意作用上(Levinson, 1983)。 

Gazdar 的理論同樣也排斥真假邏輯，特別是該理論設定出消除前提的機制，

認為任何前提都可以被消去。 

    此外，Karttunen & Peters 與 Gazdar 對於投射理論尚無令人滿意的解釋，因

此 Levinson 希望藉用語用規則來配合語意學的理論基礎。相對於此，Grundy 把

前提當作共有預設(shared assumptions)，跳過語意學這塊，建議利用經濟法則

(principle of economy)，即對談者用對方可理解的內容推論，不需就對話內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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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釋(Grundy, 2000)。故凡是不需經脈絡化理解的前提就屬語意學領域，反之

就屬語用學，如此即可發展大相逕庭的前提理論。 

Grundy(2000) 並 進 一 步 提 出 「 語 用 情 況 下 的 前 提 」 (presuppositions as 

pragmatically conditioned)，呼應 Levinson 所述單獨語意學難以產生完整前提模式

之見解，指出言談者的用詞選擇(choice)可以導出誘導式語言，例如： 

 

「妳記得妳的律師告訴庭上關於妳 1991 年與香港人結婚的事嗎？」 

 

詰問律師用「記得」來「干擾」此問句，藉此置入結婚此「事實」的前提。

Grundy 研究法庭語言，其分析較 Karttunen 更關注真實世界所產製的前提，也間

接印證了 Levinson(1983)的遠見，即運用一般社會中的論述代替曲高和寡、多為

假設語言的語意研究。 

 

第三節 結論 

 

透過上述討論語意學與語用學前提概念，不僅導出極具變化的「可消去性」

與「投射性」，更可認識前提在對話中的相互理解上所扮演的地位。以下藉助語

用學理論「合作法則」來觀察前提在我們日常對話中扮演何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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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理論：前提分析的應用 

葛萊西的合作法則(Grice’s Cooperative Principle, 或稱合作法則)，共分成四

個條款(maxims)，顧名思義地要求說話的人與聽者的認知「合作」、「妥協」、「貢

獻」出足夠且有用的資訊，滿足該對話的目的，讓聽者明瞭其語意(Jucker, 1986 : 

62-65)。 

 

1. Maxim of Quantity 內容足夠性：盡可能提供相關有用的(informative)的內容，

不要摻有多餘訊息； 

2. Maxim of Quality 內容真實性：提供真實訊息，不要說出自認為虛假或缺乏證

據的話； 

3. Maxim of Relation 內容相關性：提供與對話相關的內容； 

4. Maxim of Manner (內容表達方式)明確性╱可辨別度：提供清楚可辨的內容，

附有四個次條款：「避免模糊」、「避免模稜兩可」、「簡潔」、與「合理順序」

的敘述。 

 

對話者不見得一定要遵守這些條款才可達到溝通目的，是為本理論的致命傷

(Grundy, 2000 ; Jucker, 1986)。不過，合作理論的重要貢獻在於指出對話雙方皆傾

向「提供對方預期或需要的訊息」以達到暗示某種意涵之溝通目的，提供如前述

「理解語言」的分析基礎(Grundy, 2000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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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可以藉此進一步理解前提的作用？下面試著從 Jucker(1986 : 64-65)為解

釋合作理論所舉的對話例來觀察前提。 

 

(1) 許多學生被當掉。 

(2) 全部學生都被當掉。 

 

句(1)與句(2) 可能指的是相同情況(當掉)，但依照合作法則，「全部」比「許

多」更精確地指出人數比例，因為「許多」的意義可以是部分也可以是全部，易

於造成語句的模糊不明。因而說出「全部」較符合第一個條款「內容足夠性」，

提供完整足夠的資訊供聽者去理解。「全部」與「許多」可看成是 Karttunen 的「前

提拴子」，言談者藉著操作這兩個微妙的量詞而以「許多」取代「全部」作為曖

昧不明的前提「可能部分也可能全部」，因而沖淡了「全部被當」的事實。 

 

接著來看第三項「內容相關性」之說明： 

 

Q : 究竟多少學生被當掉？ 

A : 老師今天早上非常不高興。 

 

看似牛頭不對馬嘴的回答，其實暗示「應該有很多同學被當」，否則老師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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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如此生氣。有可能答話者並不清楚究竟多少人被當，也有可能故意不想講明，

因此為了彌補第二個 maxim「內容真實性」的喪失，改用第三項「內容相關性」

來滿足理解所需資訊。回答句子之核心事件「老師不高興」加入了「老師」這個

問句中沒有的前提，揭示「老師」與原問句「學生被當」事件是相關的(否則不

會提及)，讓聽者自行連結兩者關連並理解其暗示。 

 

第四個 maxim「可辨度」涉及四個次條款，可以其中「合理順序」說明： 

 

比爾辱罵了上司，然後(and)被炒魷魚。 

 

「辱罵了上司」與「被炒魷魚」兩件事的先後次序決定兩者的因果關係——

因為辱罵了上司，所以被炒魷魚。如果次序調換，意思就變為：因為被炒魷魚，

所以(憤而)辱罵上司。該對話暗示兩件事的因果關係，其關鍵點在於 and 連接詞

的運用具有時間先後的暗示。 

 

 

二、從前提看對話時的相互理解 

 

由上述說明與舉例應可探知對話的相互理解並非仰賴鉅細靡遺的說明，而是

點到為止，不做對方所需資訊以外的溝通(或可解讀為盡量不說對方已經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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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聽話者也需盡可能猜測言談者背景、主題、當時談話的情境(或場合)與脈

絡來進行理解與回應。因此，不同談話情境影響的不單是話題內容，更可以成就

言談完整性，如熟人間的對話在一些細節上必然較陌生人間來得簡短，因為雙方

具備類似背景知識(如共同的熟人)作為理解需要的資訊，易於達到「合作」的談

話意義。 

透過合作理論條款的舉例說明，前提不僅可幫助傳達需要的對話訊息，更可

以組織相互理解的內容，如前提扳機可輔助供因果關係的建立，使聽者能建構事

件時間的先後，進而瞭解其中的暗示。 

總之，前提可以從言談中各種語詞變化產生或消去意涵，藉由像「前提扳

機」、「干擾器」、「洞」、「拴子」等功能性語詞、語句取得暗示，引導聽者去理解

語言中更深一層的意義。 

瞭解前提如何出現(如前提扳機的作用)、存活(如投射性)與刪除(可消去性)，

除了可以瞭解言談者真意，更可進一步觀察對話雙方如何透過前提表達暗示，甚

至在曖昧不明的狀況下(如前述相關性例子中「有個老師很生氣」之前提看似與

問句毫無關連)達到溝通的目的。有甚於此，前提的特性顯示表面上視為理所當

然之前提不見得會完全被聽者接受，故前提的置入時常迫使對話另一方回應，也

讓一問一答的過程更精彩，更充滿可能性。 

以律師詰問為例，暗藏爭議前提可以操弄、誘導證人或被告的回應(Grundy, 

2000)；而本章討論的則是新聞訪談情境裡有無操弄前提並以誘導回答方向(或倒

過來由回話者來控制前提？)的情事。藉由前提的種種特性，本文接下來將發展

專門分析新聞訪談前提的研究策略，從本章歸納的前提概念來觀察下列言談現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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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言談內容之前提往往可以看出言談者對個別事實的瞭解。 

二、 前提的消去性、投射性在言談雙方一問一答中常可凸顯對事實認知的落

差。 

三、 上述的認知落差可由內部語句的情境(即句型或語句)來自我肯定或否定

前提(如前述例子「我不知道約翰有來」，前提「約翰有來」可自行消去)。 

 

以上三點作為訪談前提研究的基礎，將於下章繼續發展成前提分析的操作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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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聞訪談前提的分析策略 

 

第一節 研究問題 

 

承續前章有關前提之討論，本章將說明訪談前提研究之方法與策略。依前

章歸結的語用學特性(如重視脈絡、言談者本意等面向)，本文將採語用學的言談

分析方法，藉由哲學與語言學者曾經使用之言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途徑觀察

新聞語言推論與現實世界的關連性。由於語用學的言談分析需依語用學理論為研

究框架，故從語用學概念(如本文的前提、合作理論)切入應是此類言談分析必經

的研究過程(Schiffrin, 1994 : 197)。 

從研究問題出發並歸納出四個層面的訪談課題後，本章分成五節。首先討

論丟面子問題、主張、前提等概念之操作型定義，並分析如何從語料抽離以供第

四章進行分析。了解如何在語句中找出這些提問元素後，本章將續討論研究步

驟，從「合作回答」與「語用刻度」等問答研究來發展適合本文研究問題的架構。

最後一節說明本文的語料選擇與言談分析方法，並以前測與檢討作為下章的準

備。 

以下為本文之研究問題： 

 

1. 新聞記者之訪談問題「主張」(assertion)透露了何種前提？  

2. 該前提與受訪者之回應主張前提有何相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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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承上，該關係是否相互為引導(或互相駁斥)，其互動關係為何？ 

4. 若訪談雙方的前提確有關連，其中是否有言談特徵且可作為言談技巧？ 

 

研究過程除了要找出問答間之主張與前提外，還要進一步分析問題的前提有

無被回答駁斥或相互呼應，另外也要觀察回答的主張是否針對問題主張直接回應

或閃避，最終的課題則是討論「前提放置是否能作為新聞訪談的言談技巧」。故

上述四個研究問題實可整合成三個研究目的： 

 

一、從訪談之問答找出前提的可行性； 

二、發現訪談前提(包括提問與回應)間之相互影響； 

三、解釋前提相互影響之因並說明該前提策略如何互動。 

 

根據以上研究問題與目的，本文將訪談問答的各組主張與前提抽絲剝繭比

對。但解決這些研究問題前仍須先行討論前置方法的課題，即如何從問答裡找出

主張與前提？又該如何比較每組前提觀察之一致性或不一致性(即是否有反駁前

提的情況產生)？而又該如何解釋這些結果？ 

下節首先討論研究概念的操作型定義，並從前人業已實施過的語言分析與相

關理論來發展本文研究提問、回答、主張與前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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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概念之操作性定義 

 

本節先從記者的提問談起，找尋訪談之丟面子(face-threatening acts, 簡稱

FTA)問題為研究第一步驟，然後再談面對丟面子的回應策略，步驟二將進一步

討論在這些尖銳問答內容中如何找出核心及切合訪談主題的主張與前提。以下兩

節將逐步推演，從操作性定義到前人分析的例子，循序探討研究訪談問答的方法。 

 

一、從丟面子問題到答非所問的回應 

 

首先以「丟面子(語言)行為」為語料分析的第一個研究步驟。針對新聞採訪

之尖銳問題，以丟面子行為來提問(即「丟面子問題」)可說是研究此類問答的起

點，因為觀察受訪者反駁(或配合)前提之前必先預設提問內容帶有攻擊性，故充

分理解丟面子問題的類型與受訪者規避或反擊的過程當能看出雙方前提如何交

手。 

Brown & Levinson(引自 Jucker, 1986 : 70-71)曾經運用 Goffmann 的「面子」

與「丟面子行為」概念定位研究範圍。首先，「面子」來自於公共領域中個人形

象的自我維持，可續分為 1)「積極面子」，指對個人性格形象等的正面形容(如帶

有稱讚或肯定的評價等)及 2)「消極面子」，指不被羞辱的權利(claims ; 如免於負

面指責等)。本文區分積極與消極面子的用意在於，此兩種類型的質問會導致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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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回答策略，有助於語料分析時觀察回答內容究是關於闡述正面形象還是反擊負

面指責。 

    積極面子在新聞採訪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乃因其涉及了輿論的良好

評價，對知名人士(如政經人物)格外重要。Jucker(1986)曾以商業代表人物被質疑

其公司財務狀況為例，指出受訪者傾向爭取積極面子，闡述正面、肯定的言論。

Jucker 進而連結新聞訪談的主題與積極面子，認為訪談中的質詢大都針對受訪者

的正面形象而來，尤其是政經人物專訪之受訪者往往要為自己的政治聲望或企業

營運狀況辯護；相較而言，消極面子因為涉及人身攻擊而較少出現於一般採訪。 

 

1. 丟面子問題類型 

提問的強度問題，Jucker(1986 : 73-98)亦曾提出幾個新聞訪談的「語用刻度」

(pragmatic scale)，可用以分析新聞訪談提問(如質問性質問題)的語言動機。語用

刻度的意義在於幫助研究者區辨記者質問的強勢程度(weightiness)，觀察受訪者

究竟面對的何種程度的質疑。 

 

1) 付出—收益 ； 

2) 讚美—詆譭； 

3) 同意—反對； 

4) 同情—不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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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責任歸屬程度(absolute ranking of the imposition)。 

 

上述五種類型不僅用於說明言談強勢程度，更可討論對話者扮演的角色與目

的 (Jucker, 1986 : 73)，也就是在丟面子問題中思考「這樣的質疑究竟表示提問者

想知道什麼」以及「該質疑危害到受訪者何種面子問題」，益使研究者瞭解訪談

雙方的互動關係。 

以第二個刻度(「讚美—詆譭」)為例，如記者針對受訪者本人或他人的表現

(如經營者的績效)提出質疑或批判，迫使受訪者陳述主觀價值意見，因而可能傷

害(或討好)到自己或評價的人。受訪者一旦為保住自己面子而被迫講出他人壞話

時，即會造成詆譭。「讚美—詆譭」刻度可用來探討提問的動機並從前述丟面子

行為原理來理解記者與受訪者交手的過程，如此探討記者「提問目的動機」如何

影響「對話語詞(即前提)互動」。 

 

2. 受訪者如何回應？ 

相較於一般人面對丟面子問題時可以不加理睬，新聞採訪與一般問答情境

不同(即其屬「機構性言談」的性質)，受訪者不能隨意拒絕回答，因其一旦接受

訪問多半就意味著具有回答相關問題的意願(Jucker, 1986)。Bull & Mayer (1993)

曾研究受訪者在政治訪談中因應尖銳質問所採取的不回應策略(non-reply)種類包

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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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忽略該問題； 

2) 單純了解問題內容而不回應； 

3) 質疑原問題； 

4) 言語攻擊訪問者； 

5) 拒絕回答； 

6) 提出政見(可解釋為提出自己意見)； 

7) 不完全回答； 

8) 重複上一個問題的回答； 

9) 宣稱已經回答問題； 

10) 暗示已經回答問題； 

11) 道歉。 

 

一般而言，不回應情況多半是受訪者遭記者質疑後所採取的自我保護。

Harris(1991)即曾發現，政治人物因為地位特殊，面對媒體尖銳質疑時傾向講自

己想講的內容而故意忽略記者提問；換言之，他們習將新聞訪談當作宣傳自己或

所處單位的工具。 

討論面對質問的回應，其目的在於從回答內容中找出受訪者的真正回應。因

為訪談中時有多餘鋪陳甚至「聊開」的情況，故為了分析接下來的「主張」，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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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就整段回答中找出合適語句將其(主張)抽離。 

      

二、言談中的主張與前提 

 

此地先討論主張的操作型定義。從語言學來看，同樣語句若以肯定句與否定

句型態表示，兩者的「主張」一致。如前章所舉例子： 

 

「『很多人』對於二次金改的目標有獨厚財團的疑慮？」 

(天下雜誌，2006.1.2: 162) 

     

主張指的是「很多人對於二次金的目標改有╱沒有獨厚財團的疑慮」，其他

語詞像是「很多人」、「二次金改」等均非主張。又因「…有獨厚財團的疑慮？」

亦可以否定句「…沒有獨厚財團的疑慮」表示，其相對主張顯而易見。 

又因主張不會因其為肯定或否定語態而改變前提(Napoli, 1996 : 453)，故否

定主張與肯定主張隱含的前提一致。如此可歸納出，當句中推論不因主張改成否

定句(或肯定句)而消失(如上例)，就是所謂的前提(如前段之「很多人」、「二次金

改」等詞語)。 

因而主張的明確操作性可從前提切入，即上章已討論過「任何主張都伴隨至

少一個前提」。Levinson(1983)亦曾指出，當一方提出主張，即可視為言談者主觀

相信該主張之事實(1983 : 105)。主張之理解不僅從字面上取得其義，更要從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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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試圖暗示的角度視之。如下例： 

 

「有些男孩參加了派對」(Some of the boys went to the party) 

 

本句之主張不僅是「男孩參加派對」論據，更暗示「不是所有男孩都參加了

派對」(Levinson, 1983 : 133)；這種反面暗示亦屬前提。更重要的是，一旦鎖定

句中的主張就能找出主要前提，Frege(1952)因此曾說明主張與前提的關係乃互依

互存。 

此外，問話的主張似易與前提混淆。前章討論消去性概念時曾引述 Levinson

的例句「我的好友約翰有沒有為離開劍橋前停止研究語言學而感到遺憾？」用來

釐清兩者關係(1983 : 180)。 

依前所示，此句中之「約翰有╱沒有為停止研究語言學感到遺憾」當為主張，

其他如「我的好友」、「離開劍橋」等俱為前提。無論主張成不成立(如約翰有否

感到遺憾)，前提仍都存在，因為當言談者把前提放在語句中且把言談焦點(即核

心事件)置放在「有╱沒有停止…」這個主張上，似已將這些前提視為理所當然

了。 

因此，找出句子主張的最直接辦法就是把命題中之「有或沒有」，「是或不是」

等抽離出來，遂可看出言談者究竟主張了什麼。至於前提，則為附帶於主張裡的

語詞與其引伸的暗示，亦即 Frege 所言「前提必伴隨著主張而存」(Frege, 195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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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概念。 

此外，Grundy(2000: 125-26)提出的「核心事件」也有助於從主張中抽離出前

提。如下例： 

 

問：你店裡有任何便宜的狗嗎。 

答一：沒有，他們都很貴。 

答二：沒有，我們只賣貓。 

 

答一的「沒有」指「沒有便宜的狗」，答二則暗示「我們沒賣狗」。Grundy

認為，答一與問題的前提都是「店裡有狗」，差別在於駁回問題的主張「有╱沒

有便宜的狗」；反之，答二則更正了前提「店裡沒有狗」，主張為「我們有貓」。

由此可知，句子的核心事件其實就是主張，而雙方都不否認也不爭論的問答內容

就是前提；同理，當答者反駁問題之前提，該論點往往成為回答的主張。 

總結上述關於如何發現主張與前提的實際例子，本文找尋問答之主張與前提

的操作步驟如下： 

1. 先找出問答內容的主張範圍，以單一語句表示(如上述「有╱沒有便宜的 

狗」)； 

2. 當一段話有多個主張時，從提問內容的 yes-or-no question 或 wh-question 兩

方面來選擇較為符合談話主題的主張，即如上述討論認為此二種問題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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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具質問性質，符合丟面子問題的意涵； 

3.  確定主張後，從附帶的脈絡語句(即上述「理所當然存在」)的內容即為前提。

如「很多人對於二次金改的目標有獨厚財團的疑慮？」之「…有╱沒有獨

厚財團的疑慮」為主張，「很多人」、「二次金改」、「獨厚財團」等詞語則為

前提。 

 

如此明確定義前提範圍有助於本研究進一步從訪談主題檢視對話前提的走

向，方便在問與答間找出是否有一致前提。 

 

第三節 訪談如何互動—問話與回答的用意 

 

一、言談詞(Discourse Markers)與合作回應(Cooperative Responses) 

 

前節已討論如何從問答之主張抽取前提內容並找出合適前提，但找出合理的

主張與對應的前提後又應如何進一步觀察問答雙方的互動並分析前提意義？本

節以言談符碼與合作回應來切入，前者旨在找出造成前提的語詞，後者在於觀察

看似答非所問的回應如何滿足問題背後的問題，盼能由其探究新聞訪談的前提攻

防背後原因與影響。 

簡言之，這裡討論言談符碼的目的乃是為了進一步解釋「什麼才是合情合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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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答？」Schiffrin(1987)曾經整理出幾個關於言談符碼的功能類目，如資訊運

作(information management)、回應(markers of response)、言談連接詞(discourse 

connectives)、表明因果關係(markers of cause and result)、時態副詞(temporal 

adverbs)、資訊與參與(information and participation)等，其旨皆在觀察這些用詞的

出現脈絡。 

Jucker(1986)也曾提出類似看法，從言談分詞(discourse particles, 如 well, now 

and then 等)來觀察這些語詞對訪談內容的語用意涵究竟產生何種影響。如 Jucker

認為，「但是」(but)放在對話的開頭往往易讓言談者在對方表達看法後得以接續

反駁言論。如下例(1986 : 123)： 

 

「但是你真的要當獨排眾議的聲音嗎？」 

 

本文認為，運用這種言談符碼可以促發前提扳機的形成，因為如果直接說出

與對方前提不合或對方根本沒有的前提內容(如例句的「獨排眾議的聲音」為對

方發言時沒有考慮的問題)就會顯得突兀，加上「但是」一詞則可轉折語氣，使

得不和諧的對話聽起來也能合情合理。 

除了研究受訪者回應尖銳質問時所運用的語詞外，還可借用 Joshi(1983)的

「合作回應」研究問話前提，從間接回答(indirect response)類型中整理出合作回

應的可能模式。「間接回答」依 Joshi 的研究設定，指的是不合乎題意但卻能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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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者真意的回應。 

例如，「在 1980 年 CIS 500(此為課程代號)的秋季班中有多少學生畢業？」

之問題，若答者以「CIS 500 在 1980 年沒開秋季班」回應，該回答為「間接的更

正回答」(corrective indirect response)而非合作回答(Joshi, 1983 : 231)。因此，只

要是問話沒有的內容或反駁前提的回答皆可歸類為「間接的回答」。 

又如「計算中心全部老師的電話為何？」，若答者以「史密斯老師，4958；

瓊斯老師，7945」等比問話內容更完整的回答方式(因其不僅回答了電話且還列

出對照的名字)，可視為「間接的補充回答」(supportive indirect response)。此外

還有「間接的建議回應」，指轉移問題核心而另闢對話方向的回答等。 

Joshi 的研究起源於校園資料庫的建立。為了讓每個線上詢問者都能從制式

電腦資料庫找出合乎問題內容的回應與指定的資訊，研究者須在問話內容中找出

關鍵字且似前提的結構，才能給予滿足問話內容的回應；此即 Joshi 所稱之合作

回應。 

Joshi 提出合作回應模式之旨在於指出，面對前提等內容與事實有誤的問

話，回答者一方面合理地回應，另方面則更正問題並導向合乎事實的訊息。下例

可用來闡釋合作回應的意涵(Joshi, 1983 : 236)： 

 

問：約翰史密斯註冊 CIS 500 了嗎？ 

答：沒有，但他註冊時我會通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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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來說，面對此類 yes-or-no question 時只要回答「有」或「沒有」就夠完

整了。但當回答者深入理解問話脈絡，轉移問話方向成為「我想知道約翰史密斯

註冊了沒」，進一步表示將繼續解答疑問，正可歸類為上述「間接的建議回答」，

因為「但他註冊時我會通知你」不屬原本問話表意，而為透過脈絡理解後轉移問

題方向所獲得的解讀。 

本文認為，合作回應模式可視為是前提解讀下的回答方式，因為完整的回應

內容多半經過可能之前提理解。如上述「在 1980 年 CIS 500 的秋季班中，多少

學生畢業？」的前提包括「1980 年的 CIS 500 有開秋季班」，答者針對錯誤前提

回應(「當年沒開秋季班」)，而不是回答原問題「有多少學生」。 

Joshi 的研究策略與本文第一、二研究問題緊密相關，即「問者透露何種前

提」與「答者如何(或有無)與問者的前提互動」。此外，合作回應也與前章所述

的合作理論核心概念「提供對方預期或需要的訊息」一致，皆可用來分析對話中

雙方試圖回應對方所設計的言談內容。下節將彙整前述研究策略並借用一篇訪談

語料來檢視下章即將運用的研究步驟與其適當性。 

 

第四節 研究步驟與前測 

一、語料選擇 

如上章所歸結，可消去性與投射性最大的特點在於言談者利用語詞置入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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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種暗示的前提(或反過來利用語詞消去原本應存在的前提)，對聽者之理解造成

影響。為了充分利用這兩種(可消去性與投射性)特性，本文的語料將選擇政經採

訪中帶有質疑意味的問答以觀察記者與受訪人物問答間所呈現的言談策略，分析

其對話內容如何建構前提。本文認為，新聞訪談乃屬前章所討論之機構性言談類

型，本文因而關心雙方問答之前提在質疑與辯解間扮演何種角色。 

採用政經人物專訪而非其他諸如影視人物或一般民眾採訪之因，乃考量

Clayman & Heritage(2002 : 238)之說明，即在當代新聞脈絡下，政治人物常傾向

躲避記者問題，因而在新聞訪談中形成敵對(adversary)的互動關係。 

此外，Clayman & Heritage 也從新聞中立(neutralistic)價值來分析新聞訪談議

題，觀察到公眾人物(尤其是社會地位高者)的訪談常帶有上述敵對與施壓，可提

供對話分析者有關攻守語言策略之分析，如躲避(avoidance)。相關研究分析新聞

訪談的言談策略與語言規則時也常選擇政經人物之專訪為語料素材，包括

Ekstrom (2001), Jiang (2006), Lorda & Miche (2006)等。 

因此，本文將以政治、經濟領域新聞素材為主題，並以訪問者為位高權重公

眾人物(如政治人物或企業經營者)的新聞訪談為分析語料，期能實踐分析摻雜前

提的語言策略目的。 

最後，本文以新聞雜誌報導中的訪談內容為對象，旨在區別廣電與平面的機

構性言談。 

 

二、言談分析的設計 

 - 69 -



    本研究將採言談分析討論記者問題與受訪者回答之前提暗示意涵、整體採訪

報導所呈現的論述走向與兩者間的互動關係。首先鎖定對話語詞雙方如何放置主

張，續就記者與受訪者兩方所鋪設之前提來分析其言談的動機(或肯定/否認前提)

及訪談事件的背景脈絡與問話的關連性，最後討論整體論述如何透過前提手段展

現語言行動的(廣義的)言談技巧。 

 

總結上兩節所述，本文的研究架構以對話內容之語詞為分析基礎，從「提問」

與「回應」兩類目來擷取主張與前提，並整理觀察後者在整篇問答呈現的一致性

(或不一致性)。  

因此，研究步驟可以下圖說明表示。 

 

                                        第一番對話(First Turn) 

 

回應 1.  →   前提 P(2) 
提問 1.   →   前提 P(1) 

                                        

回應 2.  →  前提 P(4) 
提問 2.   →  前提 P(3) 

第二番對話 

…… 

↓                                     

 

                                        最後一番對話(Last Turn) 回應 N.  →   前提 P(2N+1)           
提問 N.   →   前提 P(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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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本研究之分析步驟 

 

找出主張與對應的前提後，本文將繼續解讀雙方前提的一致性(或不一致

性，即衝突產生)，並就合作回應角度來觀察受訪者的前提與記者的矛盾可能原

因為何。 

 

三、前測與檢討 

天下雜誌 2005 年 9 月 15 號 331 期專訪了台新金融控股公司董事長吳東亮，

就認股弊案謠言、家族企業、經營能力種種質疑進行提問。本文以此稿為例，試

以前述研究步驟找出前提與主張的關係。 

 

【對話一】(說明如何找出主張與前提) 

IR：台新金這一次贏得彰銀特別股競標，外界有各種不同的解讀，你做為最後 

的決策者，有什麼看法？ 

IE： 台新金這次參與的特別股認購，我覺得政府對推動第二次金改很有決心，也

很有誠意。林全部長說，不管未來官股以什麼方式釋出，絕不會再創造出第

二個大股東，我也相信政府不會這樣做，造成各方的困擾。這不是財政部獨

厚台新的好處，這是淡馬錫在參加投標前所要求的，在投標的過程中，我沒

有跟政府要求任何額外條件，任何人得標都可公平適用。甚至今年底入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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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彰銀董事會要改組，財政部答應，給新的股東八席董事，超過全部十五

席的一半，這也是淡馬錫當時要求的。 

 

一、 主張與前提：提問(IR)內容共有四個句子，即「台新金這一次贏得彰銀

特別股競標」、「外界有各種不同的解讀」、「你做為最後 的決策者」、「有

什麼看法」，前面三個短句都只涉及強調問話本身的脈絡背景，故問話

的主張應為「(就贏得彰銀特別股競標一事)有什麼看法？」，而前提如前

述為「不受問話肯否定而影響的語詞」，故應為「(台新金)贏得彰銀特別

股競標」、「外界(對該案有)不同解讀」、「(受訪者)作為最後的決策者」。

以下按照此法區辨哪些是用來質疑的對話(即主張)，哪些是問話中被視

為理所當然的語言(即前提)。 

二、 四句答話(IE)依次為「政府推動金改很有決心、誠意」、「絕不會造成第

二大股東」、「沒有向政府要求任何額外條件」與「彰銀董事會要改組是

淡馬錫當時要求的」。附帶在主張上的前提依次為「金改」、「林全部長

擔保」、「投標」、「額外條件」與「彰銀董事會要改組」。 

 

 

【對話二】 

IR：就中長期策略，你對台新金的發展有新的方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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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如果台新金未來有機會跟彰銀走向合併，並獲得成功，我想我們可以朝向渣

打銀行(Standard Chartered Bank)一樣的區域型銀行去發展，在亞洲區域深耕發

展，不要好高鶩遠，去做全球性銀行。 

 

一、 提問(IR)的主張：繼第一段問答涉及弊案等問題，本段以「台新金有新

的[發展]方向嗎」為主張。 

二、 回答(IE)的主張：「朝渣打銀行—區域型銀行發展、亞洲深耕、做全球性

銀行」等為主張。但是「如果有機會…」條件語句有干擾器的作用，導

致這一連串的主張並未絕對造成前提，因為語氣不夠肯定。 

三、 提問主張之前提：「台新金的發展有新的方向嗎」含有「目前尚未看出

新的方向」前提，否則一般會以「新的方向為何」而非「有沒有新的方

向」來提問。 

四、 回答主張之前提：「渣打銀行」、「區域型銀行」、「全球性銀行」等稱號

都是前章 Karttunen(1973)所謂之「描述性」前提扳機 (即「有這些(優越

的)銀行存在」)。進一步來看扳機促發的暗示，可以推測受訪者將本身

公司與這些銀行相提並論，認為台新金只要滿足條件句「如果有機會合

併」，就可更上一層樓。值得一提的是，回答中之「如果有機會…合併」

淡化了接下來的前提，變成具有因果關係的前提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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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三】 

IR：外界對金控公司經由購併，規模不斷壯大，但仍有濃厚的家族色彩，包括蔡

家、吳家、辜家，你對家族企業抱持怎樣的觀點？ 

IE：對於「家族企業」被批評，是因為「家族企業」背負著原罪。理性來看，其

實家族也只是一個股東，企業經營得好不好，是經營者的問題；不能說，由家族

股東經營就會做不好，不是家族，就做得好。「家族」問題不只是存在於金控，

生產事業更是普遍，台灣很多大的生產事業，都是家族控制的。其實金控大型化

之後，家族色彩會逐漸降低。像蔡家在國泰金的持股，以前有七、八成，現在只

剩三成、四成。如果再繼續購併，他們的持股會更少。 

 

一、 提問的主張與前提：從「外界…辜家」語句皆為問話的背景描繪，真正

的主張為「(對)家族企業的觀點？」。至於前提則從同樣以描述性的前提

扳機提出「家族企業」標籤當作質詢基礎，詢問受訪者是否能就家族企

業觀點來澄清外界疑慮。 

 

二、 回答的主張與前提：整段共有五句。第一句的主張為「家族企業背負原

罪」，接下來三句依次為「企業經營不好是經營者而不是家族的問題」，

「台灣企業多是家族控制」，「大型化降低家族色彩」與「併購導致(家族)

持股下降」。回答主張之前提：五句依序為「原罪」、「企業經營不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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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台灣的家族企業本來就很多」、「大型化」與「併購」。從這些

前提可以看出受訪者的論述方式，即先以「原罪」為家族企業洗刷冤屈，

再就「家族企業是常態」、「大型化與併購可降低家族色彩」兩種論點來

沖淡家族影響的可能。 

 

【對話四】 

IR：有什麼方法可以改善外界的疑慮？ 

IE：公司規模化了以後，該檢討的是如何做好公司治理，以更公開透明的方式去

運作，就能夠獲得投資人以及外界更大的認同與支持。如果老闆沒有擁有權，不

喊著衝，經營上不會那麼認真。 

 

一、 提問的主張與前提：「有什麼方法改善外界疑慮」為其主張，「外界疑慮」

為前提。 

二、 回答的主張與前提：第一句的主張為「檢討、更公開的方式運作…」，前

提為「獲得認同支持」等。第二句的主張為「如果沒擁有權經營不會認真」，

「擁有權」為主張之前提。但該前提並不強烈，因為「如果」條件句沖淡

了力道，故有被消去的意味。 

 

【對話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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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做為金控的領導人，你在經營上最重視什麼？ 

IE：目前經營上，我比較擔心的是風險管控。風險控管要努力做得更好，業務成

長太快或太慢，都不行。經營最重要的是人的管理和培養。人對了，風險、業務

都可以做得好。台新金一直在成長，現在資產規模將近一兆，我一直覺得人才不

夠。怎麼再從外面找人才，是一項挑戰。 

 

一、 提問的主張與前提：「經營上最重視」為主張，「作為金控領導人」是其前

提。該問題已屬「丟面子問題」的積極問題，即其前提暗示領導人的正面

形象與作為，而非針對公司種種的可能危機。 

二、 回答的主張與前提：第一句的主張是「比較擔心的是風險管控」，前提為

「風險管控」。第二句主張「業務成長太快或太慢都有害風險管控」，前提

仍是「風險管控」。第三句因為過短且沒有主張以外的修飾語句，故整句

就是完整主張；前提則是「人的管理和培養」。第四句「風險業務都可以

做得好」為主張，「風險業務」則為前提。第五句「人才不夠」是主張，「台

新金成長」與「資產規模」為前提。最後一句「外面找人是一項挑戰」為

主張，「外面找人」是為前提。 

 

第五節、前測的檢討與研究策略發展 

一、前測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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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彙整五段問答的主張： 

答：「政府推動金改很有決心、誠意」、「決不會造成第二

大股東」、「沒有向政府要求任何額外條件」與「彰銀董事

會要改組是淡馬錫當時要求的」 

問：「台新金有新的方向嗎」 
答：「朝渣打銀行—區域型銀行發展、亞洲深耕、做全球

性銀行」 

問：「(對)家族企業的觀點？」 
答：「家族企業背負原罪」「企業經營不好是經營者而

不是家族的問題」，「台灣企業多是家族控制」，「大型

化降低家族色彩」與「併購導致(家族)持股下降」 

問：「有什麼方法改善外界疑慮？」 
答：「檢討、更公開的方式運作…」「如果沒擁有權經營

不會認真」 

問：「經營上最重視？」 
答：「比較擔心的是風險管控」「業務成長太快或太慢都

有害風險館控」「經營最重要的是人的管理和培養」、「風

險業務都可以做得好」「人才不夠」「外面找人是一項挑

戰」 

問；「贏得彰銀特別股競標有什麼看法？」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第五段    

 

 

再來總結五段問答的前提： 

答：「金改」、「林全部長擔保」、「投標」、「額外條件」

問：「贏得彰銀特別股競標」、「外界不同解讀」「作為

最後的決策者」 

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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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渣打銀行」、「區域型銀行」、「全球性銀行」 
問：「目前尚未看出新的方向」 第二段 

 

 

第三段 

答：「原罪」、「企業經營不好的原因」、「台灣的家族企

業本來就很多」、「大型化」與「併購」 

問：「家族企業」 

 

 

答：「獲得認同支持」、「擁有權」 
問：「外界疑慮」 第四段 

 

 

第五段 

答：「風險管控」、「人的管理和培養」、「風險業務」、「台

新金成長」與「資產規模」、「外面找人」。 

問：「作為金控領導人」 

 

 

    以下為兩點發現： 

 

一、問與答前提之間的對應關係： 

以第一段來看，從「作為最後的決策者」的前提若以丟面子問題來看，可以

推測記者把受訪者推向難辭其咎的回答地位。回答的前提「額外條件」、「投

標」、「彰銀董事會要改組」等則基本上皆呼應了有關醜聞的質疑，屬直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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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而非「不回應策略」(non-reply)。另外，第五段的問話前提「作為金控領

導人」同樣將責任放在受訪者身上，而回答前提「風險管控」、「人的管理和

培養」、「風險業務」、「台新金成長」等也在在顯示身為企業領導人的受訪者

應具經營認(良)知。此外，第三段「家族企業」的問話前提也引發「台灣的

家族企業本來就很多」與「原罪」等前提。 

種種跡象顯示，問話前提的確觸發很多回答內容，如本文第一章所舉的

訪談家歐安娜‧法拉西以帶有爭議的前提促使伊朗政教領袖何梅尼大發議

論，本篇受訪者吳東亮(IE)之許多回應也都集中在記者提問前提，相當程度

回應了本文第三個研究問題，即雙方前提交手的互動影響。 

 

二、段落間的前提關連： 

先看問話前提。從一開始的「作為最後的決策者」到最後的「作為金控領導

人」，記者陸續以「家族企業」、「外界疑慮」等前提來質問身為企業主的受

訪者，其提問目的清楚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記者的前提幾乎都是關於企業

形象的丟面子問題，且這些前提形成自有脈絡，讓訪問者得從受訪者回答中

獲取相關資訊。 

     

總結來看，就前測之雙方互動來看問答前提，內容上顯有很大關連。下章的

語料分析不僅要發現引導作用的過程，更要找出究竟是哪些語言手法(如言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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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影響著前提以及這些前提出現的時機。 

 

二、前測檢討：操作定義與研究步驟修正 

     

此部分將先重新確立前提操作定義，然後分析前述發現並檢視研究方法並修

改最初提出之研究步驟。 

 

1. 前提的操作定義 

前測證實了雙方前提間的對應關係，也觀察到類似引導的前提內容。但若要

進一步確立前提互動的模式與言談方式，必須將「前提」更進一步定義以明確找

出前提互動的證據。 

前章最後曾整理三個前提分析基礎，涉及前提與言談者認知間衝突之課題；

為充分觀察並分析前提所引伸的言談互動過程，本文將修改抽離前提方式，從每

個主張找出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前提命題(propositions)。如「家族企業背負原罪」

主張可包涵「(業界)有家族企業存在」與「家族企業被誤會(原句中「原罪」發揮

近似扳機作用)」兩個前提命題句子。因此本文前提方法具如下操作定義： 

 

a. 從主張來觀察言談詞與句型等語言結構透露了哪些前提命題，即一句裡

主張以外的內容都可考量為前提，如前測語料中「做為金控的領導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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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營上最重視什麼」的「(經營上)最重視什麼」為主張，「你為金控領

導人」與「你有在經營」同為前提命題； 

    b. 前提必然來自對話內容中文字顯示之資訊，且一個主張可以有多個前提； 

c. 前提命題必然與訪談脈絡相關，如前例「家族企業背負原罪」雖可找出

「社會上有『原罪』存在」，但衡量記者採訪目的(探討吳家作為家族企業

的經營理念)，本研究選擇忽略這類相關性低的前提。 

 

確立前提的操作方式同時也能進一步分析前提命題之互動，如前測中之對

話三提問前提「家族企業不斷壯大」與回應前提「家族企業被誤會」顯示受訪者

係以前提駁斥記者。 

此外，依前測語料顯示，前提之間往往延續相關內容，如記者的「外界不同

解讀」與「家族企業」、「外界疑慮」，受訪者的「全球性銀行」連結到「台新金

成長」等其間均有關連。此一現象因而引伸另個問題，即訪談雙方如何探知對方

前提或只是誤打誤撞？本文下章將續以另篇語料討論雙方前提的變化，以充分說

明前提間的互動關係。 

 

2. 從話題轉移看前提互動 

另一方面，從問話主張來對照回答，則可發現有話題轉移 (topical shift)現

象，如從「贏得彰銀特別股競標有什麼看法？」(質疑弊案醜聞)到「(對)家族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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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的觀點？」到「經營上最重視？」等。 

Jucker(1986)曾指出，對話中的話題轉移最常發生在新聞訪談，即訪問者結

束一段問答後常提出與前述問答表面不相關的問題。Jucker 認為這只是語意上的

不和諧，記者使用看似不同的話題，實仍繞著訪談主題探求受訪者的答案。 

這個發現也與前述 Clayman & Heritage(2002)所謂的「設定議題」與控制議

題範圍呼應，似也顯示了記者在問話前已經先行預測受訪者的回答內容，預先設

計好話題以便達到通篇採訪的目的，暗示了探知記者提問的動機應為重要研究步

驟，研究者似應在言談分析外另增實際訪談。  

在答非所問方面，受訪者針對「(對)家族企業的觀點？」主張「台灣的家族

企業本來就很多」，面對「贏得彰銀特別股競標有什麼看法？」提出「政府推動

金改很有決心、誠意」的主張，是否亦屬面對丟面子問題時的模糊焦點回答，或

如前述 Bull & Mayer (1993)所指的「不回應策略」，抑或是「合作回答」中另種

滿足提問的深入回答呢？  

另在一致性的前提方面，從記者角度觀之，五段對話中有四段的前提均涉及

受訪者身為企業領導人的身份(包括明示的「作為最後的決策者」、「作為金控領

導人」與暗示的「家族企業」、「外界疑慮」)，至於受訪者之回答則多次以經營

作法的前提像是「大型化」、「併購」、「人的管理和培養」、「擁有權」等回應記者

質疑。這是訪談前雙訪的共識嗎(如前章所引 Grundy 的「相互理解」概念)，還

是 Heritage & Greatbatch(1991)所主張的機構性言談成為談話受制約的脈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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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測最後產生的研究課題，即第四個研究問題「若訪談雙方的前提真有關

連，這是一方(或雙方)刻意操弄語言遊戲的結果，抑或前提的「可消去」、「投射」

特性造成的前提影響聽者回應，並未於原先設定的研究步驟中探討，故將另增實

際訪談來探知記者如何準備訪問，藉以彌補現有研究設計的不足，可能訪談問題

如下： 

 

一、(記者)是否事先與受訪者溝通討論的主題背景？ 

二、(記者)提問時，有無安置一些帶有質疑意味的前提；若有，其目的為何？ 

三、當受訪者反駁提問內容之前提時(即不合作回應)，(記者)如何反應？ 

四、最後，(記者)整理訪問稿時，是否變更問題與對應的回答。 

 

除了第四個問題是用來檢視本文的研究可靠性(尤其是面對平面訪談時，許

多原來對話內容與順序可能皆已重新整理過)。其他三個則係為了深入探討問話

前提為何常與回答前提呼應或衝擊以及其對訪談雙方造成何種實際影響。值得注

意的是，記者主觀之「前提」不必然反映在語料文字上；記者「前提」概念不會

與本研究操作定義完全相同，而會較接近「前設知識」，即前述提及的背景知識， 

因而理解記者提問的前設亦可協助檢視文本前提互動的背後原因。 

Clayman & Heritage(2002)指出，記者提問時會在討論中暗藏前提與主張論點

(assert propositions)藉此掌控受訪者。他們認為提問形式直接影響回答方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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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藉由提問問題來「設定主題」(set agenda)，受訪者則直接面對該議題或拒絕

討論(engage/decline to engage)。另當記者在問話中暗藏前提時，受訪者則確認該

前提或否認之(2002: 192)，或當問題中暗示偏好時，受訪者會回應是否同意這種

偏好。 

 

三、丟面子框架再設定 

 

考量上述前提等語言結構影響(或牽引)訪談主題之現象，本文擬將原先的研

究步驟(即積極丟面子問題→主張→前提)修改如下： 

 

一、先討論問話與回應的主題與可能動機，如質疑的目的及回應是否為「不

回應策略」或直接反駁等； 

二、依 Grundy「核心事件」言說者主要內容並藉此過濾一些口語贅詞； 

三、依照原步驟找出主張與前提，整理每一段問話前提並比較分析其是否一

致。但前提形式從名詞修改為「命題」(propositions)，透過言談通句結

構得出前提扳機觸發的前提內容，如「原罪」改為「家族企業被稱為一

種原罪」、「家族企業」為「金控公司帶有濃厚家族色彩」，如此更可看

出前提欲暗示的內容，幫助研究者討論前提間的互動關係； 

四、將一致或不和諧的前提放在與事後訪談記者的問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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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最後，整理訪談並比較的前提與原本語料呈現的前提。 

 

上述第三點「前提命題」同時揭示本研究前提之操作定義：「針對言談內容

之名詞，配合通句言談結構(如句型)，得出前提扳機所觸發的前提內容」。研究

者並會就雙方訪談背景知識(如事件、受訪者社經地位)來篩選前提，如上例「原

罪」也可解讀為「有原罪這種東西」，但顯然與訪談內容不甚相關，故不採用。 

此外，前測僅觀察提問、回應動機，並無完整分析丟面子問題強度與其言談

功能。正式討論時將以 Jucker(1986: 77)所歸納之十三種危害受訪者面子的問題類

型，從各種記者提問立場來探究受訪者之回應的動機： 

 

A. 受訪者之未來行為 

1. 承認未來作為； 

B. 受訪者意見 

2. 提出自身看法； 

3. 確認看法(提問裡預設該看法有損害面子(demeaning)之前提)； 

4. 承認自身看法與實際行為有落差； 

5. 承認自身看法與實際情況有落差； 

C. 受訪者與過去行為之關連 

6. 承認自身行為缺乏正當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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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認自身行為有爭議； 

8. 確認自身行為(提問裡預設該行為有損害面子之前提)； 

9. 為該行為負責(提問裡預設該行為已發生並含損害面子之前提)； 

10. 為該行為正當化(提問裡預設受訪者要負責之前提)； 

11. 採取行動對抗某事； 

D. 第三者之面子問題 

12. 提出他人面子遭受損害； 

E. 受訪者之面子問題 

13. 承認自身面子遭受損害。 

 

以上五種( A~E)丟面子提問動機說明如下： 

「受訪者之未來行為」指記者提問目的在於瞭解受訪者未來某一行為之達成

與否，如詢問交通部長「六年國建是否能如期完成」。 

「受訪者意見」指記者欲得知受訪者對某一事件(通常帶有爭議)的想法，有

時並會以外界看法來讓受訪者評價，如前測語料中之對話三「外界對金控公司經

由購併…，你對…抱持怎樣看法」。 

「受訪者與過去行為之關連」之主要目的是迫使受訪者回應其備受爭議的作

為，如前測對話一中記者以「贏得彰銀特別股競標一事被外界質疑」來提問。 

「第三者之面子問題」指受訪者被迫對他人作為來評價，如前測對話三受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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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被問到家族企業，不僅危害到身為家族企業的受訪者面子，也涉及台灣其他家

族企業的評價。 

最後「受訪者之面子問題」關係到提問內容有直接貶低受訪者之明示或暗

示，為上述五種大類中語用刻度最接近「詆譭」且最為強勢的提問。 

Jucker 指出，在其研究語料中仍有三分之二的訪問欠缺真正使受訪者陷入窘

境的問題(Jucker, 1986)，這說明了質疑提問不僅要滿足丟面子提問型式，語氣上

也要夠強，否則不見得能有效威脅受訪者面子。 

本文將運用上述丟面子問題類型來分析下章語料，試從提問者文句中找出問

題動機以解釋不同丟面子類型之提問如何左右前提互動與訪談目的之達成。 

 

第六節 本章小結 

        

    本章討論了前人關於問答、丟面子問題、前提等研究案例，期以這些概念發

展適合本文研究問題的方法步驟，並以一篇採訪稿作為前測以奠定下章「語料分

析」的研究步驟。本研究的核心「提問前提的語用技巧」研究主旨不僅限於找出

前提，更要討論這些前提對記者提問的功能與角色。 

    下章將從一篇平面媒體採訪報導來分析並實際採訪撰寫該篇之記者，藉以理

解文本顯露的前提影響是否為記者有意操作，且藉實際採訪經驗與採訪目的來發

展新聞訪談之前提對提問可能的作用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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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分析與討論 

 

本章擬以商周雜誌 945 期(2006/1/2)「林百里談百元電腦策略思維」採訪報

導為個案分析討論其爭議對話，藉由主張來觀察前提與對話內容如何互動，並從

問答中討論提問與回應之主題，然後找出配合主題之主張與前提。 

進入分析前，本章第一節先討論該則訪談的背景、主題與記者採訪的目的，

旨在說明個案背景與訪談脈絡。第二節進入文本分析，整理從個案抽離出來的前

提。第三節列[表一]來紀錄本文觀察到的記者前提，[表二]整理本文分析出的回

應前提，[表三]彙整訪問記者後提問者主觀的前提。第四節以記者提問角度來看

訪談兩方的前提互動，並嘗試探討互動背後相關因素。最後一節則檢討本章分析

的問題，期能在最後一章〈研究結論〉深入整理。 

 

第一節 個案簡介與脈絡意義 

 

進入言談分析前容先跳出報導內容，從事件(百元電腦案)本身來瞭解訪談背

景。本文前章所述「脈絡意義」定義顯示「主題」(subject matter)對言談意涵可

能有所影響，並對談話雙方的語用意義產生誘導作用。 

如第二章摘錄 Levinson 所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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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談是脈絡中句子、類似詞句、或句子一部份之展現。」 

 

本文欲從事前提之言談分析，故對脈絡的認知是解讀前提前不可或缺的準備

工作。 

 

一、個案背景說明(註 3) 

 

尼葛洛龐帝（MIT 多媒體實驗室創辦人）於 2005 年 11 月 30 日於台灣工研

院創意中心舉辦記者會，展示專門研發給開發中國家小孩使用的一百元筆記型電

腦。他指出，為了因應部分國家之電力不普及的問題，一百元電腦可用手搖式發

電，「手搖一分鐘，可以有十分鐘的使用電力」。此外，一般筆記型電腦最昂貴的

顯示器部分，百元電腦只要美金三十元的成本。 

同年十二月十四日，尼葛洛龐帝宣布廣達將成為百元電腦的主要製造者，隨

之而來的卻是該公司股利不穩：支持者認為百元電腦立即性的大量訂單(第一批

訂做五百萬台)與低價市場的寡佔性，可以為廣達締造衝高的毛利率；否定一派

則指出，開發中國家的消費能力未必符合大量電腦進口傾銷。反對者並質疑營收

增加不見得反映在毛利率的整體成長，因為百元電腦的低價勢必壓低成本，連帶

影響淨賺額度。總之，低價電腦是否代表低毛利是當時媒體輿論「唱衰」廣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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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論基礎。 

另種觀點是百元電腦將帶動電子業低價商品的創新潮流，屬於革新人性科技

的產物，不僅顧及人道關懷且涵蓋全球市場重新佈局的地位。 

    研究個案報導「林百里談百元電腦策略思維：看衰容易，看好就要高等智慧」

刊於商周 945 期(2006/1/2)，選擇這個時間點採訪廣達執行長林百里的理由有： 

 

一、 身為昔日台灣電子業龍頭的廣達，這幾年營利情況已經逐漸落後於後起之

秀的華碩與鴻海電子。 

二、 十二月中廣達宣佈獲得來自 MIT 百元電腦案的訂單，該案的獲利能力備受

業界人士質疑，故商周欲探討面對強敵挑戰下的廣達，如何向外界(尤其是

利害交關的投資人)交代公司的獲利與未來展望。 

 

該採訪林百里時間約一個半小時，包括攝影時間在內。記者經過篩選整理後

節錄了十二組對話並打散對話順序，因此從報導文字看不出表面前後關係。但受

訪記者於研究者訪問時指出，約百分之八十的肢體動作與非文字傳播(如手勢)都

有紀錄下來，且對話內容的句子並未修改。 

 

二、個案人物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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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商周雜誌某財經記者(以下稱受訪記者)，有兩年採訪實務經驗。 

受訪者：廣達電腦公司執行長林百里，1949 年上海出身，香港長大，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碩士。1988 年以二十餘人的小團隊創立廣達，曾一度成為全球筆記型

電腦最大製造廠(註 4)。於 1999、2001 年獲選為商業周刊「亞洲之星」，2002 評

選為年度全球最佳 25 位經理人。 

    以下整理自本文研究者與受訪記者之訪談內容，旨在凸顯其對該事件的瞭解

與本文整理自事件文章之脈絡大體一致。訪問第一部份旨在瞭解記者的準備工

作，包括對事件(廣達接百元電腦訂單)、受訪者(廣達執行長林百里)、社會輿論(針

對林百里、廣達、百元案)等之情報蒐集。     

 

訪談背景： 

記者採訪前，曾先蒐集媒體(如商周、天下)過去採訪林百里的相關報導(以報

紙為主)藉以瞭解廣達的財務狀況及林百里的談話風格。又因「百元電腦案」影

響廣達毛利率與獲利率，故亦曾事先閱讀廣達的財務報告，另也參考百元電腦案

上下游零組件供應商等對本投資案的看法。從過去相關報導發現，股東與其他法

人對百元電腦案並不樂觀，認為其對財務已吃緊的廣達是一大挑戰，是否獲利更

是未知數。 

歸納上述記者自述之訪問前準備工作看法，本文認為記者在採訪前已經有

「質疑」的前提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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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記者對受訪者的瞭解： 

    首先，本篇採訪是該記者與林百里的第一次採訪。記者在某次記者會中與其

約定採訪，僅有該次照面印象而無私人交情。以下為記者從報章雜誌與側面報導

所整理歸納的受訪者背景：帶有濃厚廣東腔、態度自信、為台灣第一個做筆記型

電腦的創業家。記者澄清並未質疑林百里之企業執行長能力，而是在資料蒐集時

發現媒體報導普遍對百元電腦案不表樂觀。受訪記者特別指出，近年來台灣電子

公司的毛利率(指公司獲利能力)有下滑趨勢，且許多台灣分析師對廣達的定位評

價已經滑落到第五、六位。 

 

第二節 進入個案文本分析 

    

 在以下文本分析中，IR 部分指商周採訪記者，IE 部分為受訪者林百里。來

自對話的括號「(…)」內為記者之解釋記號，出自報導原稿；而文本分析中的「[…]」

括號則為本文作者註記。本文分析全文十二組對話，從提問主題、提問主張與前

提、回應主題、回應主張與前提等項目來解析文本。進入對話前，該報導開頭先

討論百元電腦案的始末與外界反應，分點摘要如下： 

 

一、 2005 年 12 月 13 日 MIT(麻省理工學院)媒體實驗室負責人尼葛洛龐帝

(Nicholas Negroponte)宣佈捐贈百元電腦計畫，並由廣達獲得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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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百元合作案消息公布後，廣達股價馬上跌破五十元大關，並且引起外界質

疑：一般平均要六百美元的電腦，製作一百美元售價的電腦是否會危害廣

達的毛利率。 

三、 林百里則澄清百元電腦將為廣達賺進一千五百億元的營收。 

 

以上三點將列為「訪談脈絡」，為分析對話中問答主題、動機的基礎，也將

作為前提產生因素之討論。 

 

【對話一】 

IR: 有人認為廣達和 MIT 合作百元電腦，是在做公益？ 

IE: 喔！NO，不、不、不……(急促狀，揮手表示否認)，OLPC(One Laptop Per 

Child，一個兒童一台電腦)是公益事業，其他供應者就不是公益事業了。比

如說聯合國它要買藥劑，替非洲小孩子打疫苗，那個疫苗公司本身就是獲利

單位啊！ 

廣達是股東大家的，我一定是要以廣達的正常運作為必要條件。 

 

一、提問類型：記者以「有人認為廣達在做公益」之敘述來標籤化「百元電腦案」，

提出「廣達可能無法獲利」之看法，應屬「丟面子問題」之第三型「確認看

法(提問裡預設該看法有損害面子之前提)」，讓受訪者來確認或否認該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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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問主張與前提：核心事件為「[百元電腦案]是否為公益」，問話主張為「是

╱不是公益」。不受主張影響的語詞「有人認為」、「[廣達和 MIT 合作]百元

電腦」、「公益」等，可視為下列前提(即第三章討論主張與前提的劃分法)：

「(有人認為)百元電腦是在做公益」。 

三、回應類型：受訪者第一段回應內容主要在陳述「百元電腦案不是公益事業」，

屬正面回應且駁回提問的主張，故不屬「非回應策略」類型範疇。第二段說

明受訪者經營廣達的理念，強調股東至上的運作邏輯。 

四、回應主張與前提：第一段的第一句「OLPC 是公益事業，其他供應者不是公

益事業」，核心事件落在「其他供應者不是公益事件」(即主張)；前提則為

「OLPC 是公益事件而其他供應者不是公益事業」。第二句核心事件「那個

疫苗公司本身就是獲利單位啊」之主張為「疫苗公司是獲利單位」，前提即

為「聯合國買藥劑」與「有疫苗公司存在」。 

第二段分為兩句，也各分為兩個核心事件，即「廣達是股東的」與「以廣達

的正常運作為必要條件」，這同時也是兩句的主張，前提前後句分別為「廣

達有股東」與「廣達要正常運作」。 

 

【對話二】 

IR: 基本上你們認為百元電腦做得出來？ 

IE: (急促的回應)你不要 challenge(質疑)我，你 challenge MIT 的尼葛洛龐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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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我們定義好系統組裝費加上 overhead(營運成本)，加上正常的利潤，我們財

報多少就照財報算，就這麼簡單。往好方面想，我不會那麼笨。 

 

一、提問類型：由於廣達接了 MIT 百元電腦訂單後引起投資人質疑廉價電腦的

製作可行性及其獲利優勢，遂使廣達股票不升反降。記者從該質疑立場出

發，目的應是為了解關於百元電腦產製的可能性，故本問題仍屬類型三「確

認看法(提問裡預設該看法有損害面子之前提)」。 

二、提問的主張與前提：承上，問話目的以主要核心事件為「百元電腦做得出

來？」，此即為主張「做得出來╱不出來」之由來。提問句子裡不受肯定與

否(做得出來╱不出來)所影響的語詞就是前提，結合句型「你們認為…」可

得出前提為「(只有)你們認為百元電腦做得出來」。其中「基本上」、「你們

認為」暗示實際上百元電腦案並非絕對做得出來，語氣上顯具質疑意味。 

三、回應類型：以「你不要質疑我」質疑記者提問動機，受訪者拒絕直接回應記

者的丟面子問題，而把與訂單客戶 MIT 間的責任歸屬劃分開來，屬「不回

應策略」的「質疑原問題」與「拒絕回答」。 

四、回應主張與前提：第一句話「你不要 challenge(質疑)我，你 challenge MIT

的尼葛洛龐帝！」表現出「不回應策略」中的「質疑原問題」行為，故核心

事件為「不要質疑我，質疑別人」，也就是本句之主張。依附的前提為「MIT

的尼葛洛龐帝主導本案」。第二句話接續前句，以類似「不回應策略」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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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政見」回應，不針對提問主張「做得出來╱不出來」而是以「財報多少[系

統組裝費、營運成本]就照財報算」作為主張，逕自說明製造理念，而其所

提及的「系統組裝費」、「營運成本」、「正常的利潤」、「財報」可為前提「系

統組裝費、營運成本與正常利潤作為財報」。回應最後「我不會那麼笨」為

主張，「(請投資大眾)往好方面想」則為前提。 

 

【對話三】 

IR: 可是一顆 CPU(電腦中央處理器)也要二、三十美元。再加上面版和記憶體約

五十五美元，百元電腦真的能獲利嗎？ 

IE: 喔！不是這樣想(提高音量)，沒那麼貴。(停頓三秒)有錢的人喔，出門都用四

輪子的汽車，對不對？窮人家小孩不這樣想喔(提高音量)！他們說，我有一輛腳

踏車就很開心了，你們不能用有錢人、富有社會的人，去想貧窮國度的東西啊！ 

有一本書叫做《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就是從金字塔最底下

去想這件事情(指著書的封面)。很多事情要從 bottom 看起(用手在空中比出三角

形)，你也要從最高點來看(右手舉起來指出高點)：你看一個國家、人、事情要同

時從最基層看和從最高層看。 

嗯，汽車最便宜一輛多少？三十萬，你如果問蔡家，汽車多少錢一輛？他說，嗯，

汽車不就是賓士三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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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提問類型：接續前面關於「做公益」的提問，記者繼續追問百元電腦的獲

利可能性。這裡的質疑動機涉及獲利可能性，符合語用刻度「讚美—詆譭」，

因為獲不獲利涉及企業主——受訪者本人——經營能力的褒貶，故屬「丟

面子問題」之類型五「承認自身看法與實際情況有落差」。 

二、 提問主張與前提：核心事件為「百元電腦真的能獲利嗎？」，故主張為「百

元電腦能╱不能獲利」，附帶的前提為「CPU(電腦中央處理器)、面版和記

憶體等組件就要五十五元了」，暗示「整部電腦成本應超過百元」。 

三、 回應類型：受訪者以「窮人與富人[蔡家]的處事邏輯」當作譬喻，從觀念來

打破一般人對百元電腦的誤解。但是就提問主張「百元電腦能╱不能獲利」

來看，除了第一句「並沒有那麼貴」外，並沒有完整回應(而是提出其他主

張)，故屬「不回應策略」的回答類型「暗示已經回答問題」或「提出自己

意見」。 

四、 回應主張與前提：由兩段裡各核心事件抽出的主張分別為：「[成本]沒那麼

貴」、「有錢的人出門都用四輪子的汽車」、「窮人家小孩不這樣想」、「有一

輛腳踏車就很開心了」、「不能用有錢人、富有社會的人，去想貧窮國度的

東西」、「從金字塔最底下去想這件事情」、「很多事情要從 bottom 看起，也

要從最高點來看」、「看一個國家、人、事情要同時從最基層看和從最高層

看」、「汽車最便宜一輛三十萬」、「蔡家認為汽車就是賓士三二○」。附帶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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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依序為「有錢人擁有四輪子的汽車」、「窮人只有腳踏車」、「事情(國家、

人、事)可從最高點(金字塔)與最低點兩端來看」、「三十萬就可買一輛車」、

「蔡家是金字塔頂端」。 

 

【對話四】 

IR: 所以您認為現在多數的人都用蔡家的思考？ 

IE: 不、不、不，多數人都用台灣的思考(笑)，多數人付得起一千元(美元)電腦。 

我們看事情，要左邊想一想，右邊想一想，再來細部做運算。OK，他們需

要一個 display(顯示器)，對不對，但是不需要這麼大啊？七吋可不可以？even

黑白可不可以？不是用 Intel(英特爾)、Microsoft(微軟)這樣的標準來看。 

 

一、 提問類型：延續上一段問答裡受訪者以蔡家對比一般人的思考，記者順勢

以相同前提「蔡家的思考」來追問。「多數人都用蔡家的思考」反映的是前

一段受訪者認為富人的邏輯導致了對百元電腦的誤解(見對話三之「回應動

機」)，因此記者的質問可解釋為接續對話三的提問，欲確認受訪者是否指

責一般人(質疑百元案之聲音)選擇以富人角度思考，屬丟面子問題類型十二

「提出他人面子遭受損害」。 

二、 提問主張與前提：核心事件為「現在多數的人都用蔡家的思考？」，主張為

「多數人用╱不用蔡家思考」，前提則為「社會上存在一種蔡家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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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應主題：分成兩部分，第一部份「多數人都用台灣的思考、多數人付得

起一千元(美元)電腦」用來澄清「多數人不等於蔡家」這個提問的前提，表

示受訪者並非指責一般人思考模式有問題；接下來以具體的數據來解釋百

元電腦的低廉成本；受訪者直接回覆問答，不能算是「不回應策略」類型。 

四、 回應主張與前提：第一部分核心事件「多數人都用台灣的思考、多數人付

得起一千元[美元]電腦」反映的主張是「台灣人可付得起美金一千元的電

腦」，前提為「社會上存在一種台灣人思考」與「市場上供有千元電腦」。

第二部分主張依序為「要左邊想一想，右邊想一想，再來細部做運算」、「不

需要這麼大的顯示器」、「不是用 Intel(英特爾)、Microsoft(微軟)這樣的標

準」。三個主張前提分別是「(做百元電腦)需要細部運算」、「電腦需要顯示

器」、「Intel(英特爾)、Microsoft(微軟)具備高標準」。 

 

【對話五】 

IR: 接下這個案子，廣達可以衝高營收，還能維持獲利？ 

IE: 我們算五千萬台好了，一百元一台，廣達一年可以多做一千五百億元，而且

很好賺，每個都一樣嗯，我最喜歡就是每個都一樣，One Spec(單一規格)我

最喜歡啦！組裝程序可以簡化為原來的四分之一，量大採購成本低。我們營

收四千多億元，幾百種東西，NB 不知道有多少種在換，那很頭痛耶。 

        而且這個價錢還沒定啊！我們只同意利潤跟我們目前一樣，這是好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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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 

        現在我們很多部門都在搶這個生意，都說這個給我好不好，我都說我考

慮考慮，那要看你對我孝不孝順(大笑)。 

 

一、 提問類型：前四輪對話集中在「百元電腦是否能獲利」議題上，本提問雖

然也與獲利有關，但對話內容轉移到廣達企業。此提問仍涉及了對受訪者

個人形象的肯定，應屬「丟面子問題」之「確認自身行為(提問裡預設該

行為有損害面子之前提)」；這裡涉及的損害(或危害)在於身為企業主，受

訪者若無法擔保自身行為(指接下百元電腦案)能讓公司獲利，則應承受社

會大眾之指責。 

二、 提問主張與前提：核心事件「廣達可以衝高營收，還能維持獲利」，主張

即為「廣達可╱不可以衝高營收」與「廣達可╱不可以維持獲利」；從句

型「可以…還能…」可得「衝高營收與維持獲利不是同一件事」之前提命

題。 

三、 回應類型：受訪者直接回應「可不可以獲利」的質疑，分析成本並再次強

調這是賺錢生意，故非屬「不回應策略」回應。 

四、 回應主張與前提：分三段討論。第一段第一句(從「我們算五千萬台好了」

到「One Spec(單一規格)我最喜歡啦！」)包涵兩個核心事件，即「一百元

一台，廣達一年可以多做一千五百億元」與「我最喜歡就是每個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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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可整理出主張「一年可獲利一千五百億元」與「我最喜歡每個都一樣(One 

Spec 單一規格)」。從「可以多做一千五百億元」可得前提為「一千五百億

元為廣達額外獲利」與「『每個都一樣』是百元電腦之製作規格」。 

      第二段核心事件為「而且這個價錢還沒定啊」與「這是好生意耶」，主張

為「價錢還沒定」與「這是好生意」，前提即為「百元電腦將有一個價錢」。 

      第三段與回應主題並沒有直接關係，只是就第二段主張「這是好生意」來

舉例說明公司內部對百元電腦案的態度，故不做分析。 

 

【對話六】 

IR: 這個合作案並沒有卡死在一百美元？ 

IE: 沒有、沒有、沒有(揮手)，target(目標)是一百。一百美元是 project name(活動

名稱)，spec 還沒確定。 

你忘記了，我以前做記算機的時候(編按：林百里早期在金寶和三愛電子時

從事計算機設計)，當時計算機一台五美元，對我來說就很大很大了，現在

是一台一百美元，這個好生意喔！ 

 

一、 提問類型：問題仍在「百元電腦案」上打轉，記者欲再次確認百元電腦的

價位是否限定在一百元。此屬「確認看法(提問裡預設該看法有損害面子

之前提)」之丟面子問題類型，因為「卡死在一百美元」恐影響公司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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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為廣達股東們所樂見。 

二、 提問主張與前提：核心事件為「合作案並沒有卡死在一百美元」，主張即

為「合作案有╱沒有卡在一百美元」，從「並沒有卡死在…」可歸納出「該

合作案之前似有卡死在一百美元一事」之前提。 

三、 回應類型：很明確地回覆提問「有╱沒有」的主張，直接反駁記者╱股東

的質疑。林百里另以早期從事計算機銷售員的經驗例子來加強說明「百元

電腦案」的優勢，間接表示無法獲利的疑慮是多餘的；此回應不屬於「不

回應策略」類型。 

四、 回應主張與前提：第一句包含兩個核心事件：「目標是一百」與「spec 還

沒確定」，前提依序為「本來是有一個目標(即一百元定價)」、「一百元是

活動名稱」兩個前提命題。 

第二句核心事件「當時計算機一台五美元，對我來說很大很大了，現在是

一台一百美元，這個好生意喔！」下的主張為「這個(是)好生意」，其餘

都是屬於脈絡的語句；從「當時計算機…」一句可看出前提「受訪者做過

計算機生意」。 

 

【對話七】 

IR: 接下百元電腦這個合作案，很多人不懂這對廣達長期的效益在哪裡？ 

IE: 第一件事就是獲利嘛！一百元我們是目標啦，多接近目標我們現在還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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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我們只是做設計和裝配的工作，而且這會帶給我們滿有規模的獲利，尼

葛洛龐帝說一年一億台，哇！我說如果有五千萬台就不錯喔。 

    第二，利用這個機會降低成本的研究。第三，這個東西會開創一個新的運算

方式，也可能會產生新的技術。 

第四，讓這麼多目前沒用電腦的人去使用，衝出新的應用。讓他們先來買這

台電腦，這是很大的市場。而且對台灣整個地位也往上提升，喂，什麼時候

你能跟 Google 和 AMD(超微)，同一張桌子談合作？ 

 

一、 提問類型：重申前幾段對話主題，繼續質問「百元電腦案」能否獲利，並

以「很多人」這個前提作為間接提問的主體，凸顯百元電腦案為大眾或投

資人所不看好，可列為「丟面子問題」的類型七「承認自身行為有爭議」。 

二、 提問主張與前提：核心事件「很多人不懂這對廣達長期的效益在哪裡」，透

露的問話主張為「[對廣達]長期效益在哪裡」，前提為「廣達應該具有長期

效益」。 

三、 回應類型：針對長期效益的質疑，受訪者選擇「直接回答」，分析百元電腦

案帶來的四點優勢；本回應也不屬於「不回應策略」。 

四、 提問主張與前提：第一段核心事件依序為「第一件事就是獲利嘛！」、「一

百元我們是目標啦」、「我們只是做設計和裝配的工作」、「而且這會帶給我

們滿有規模的獲利」；主張則為「第一件事是獲利」、「我們的目標是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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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我們只作設計與裝配工作」、「[百元電腦案]帶來滿有規模的獲利」。

前提則為「百元電腦案首要獲利」、「我們(廣達)有目標」、「百元案(廣達)只

負責設計與裝配工作」、「廣達會有滿有規模的獲利」。 

第二件事部分的核心事件與主張同為「利用這個機會降低成本的研究」，前

提則為「百元電腦是一個機會」。 

第三件事部分的核心事件與主張同為「會開創一個新的運算方式」與「產

生新的技術」，前提為「廣達可能因而(指接下百元案)生產新運算方式與新

技術」。 

最後一段之核心事件依序為「讓這麼多目前沒用電腦的人去使用，衝出新

的應用」、「讓他們先來買這台電腦」、「而且對台灣整個地位也往上提升」、

「跟 Google 和 AMD(超微)，同一張桌子談合作」，主張為「衝出新的應用」、

「來買這台電腦」、「提升台灣整個地位」、「跟 Google 和 AMD 談合作。前

提為「社會上仍有沒用電腦之人」與「百元電腦案對台灣整個地位有幫助」。 

 

【對話八】 

IR: 您算盤打得很精，但外界好像不捧場？ 

IE: 看衰容易啦，看好很難。看衰普通智慧就好了，看好是很高等智慧。這很簡

單啊，有正常的 profit。 

廣達創立自一九八八年，當時我們做第一台筆記型電腦也是這樣。(後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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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問類型：「算盤打得很精」可以解讀成前項對話中受訪者強調百元案種種

獲利因素與分析，並以外界質疑來挑戰受訪者立場；這也可視作「丟面子問

題」之類型五「承認自身行為有爭議。 

二、提問主張與前提：核心事件「但外界好像不捧場」的主張為「外界捧╱不捧

場」，前提則為「(林的)算盤打得很精」。 

三、回應類型：面對記者重覆針對百元電腦案的質疑，受訪者的「看衰容易啦，

看好很難」並非直接回應提問主張「外界捧╱不捧場」，而屬不回應策略的

「重複上一個問題的回答」與「單純了解問題內容而不回應」，以前次對話

已提及的「這很簡單啊，有正常的 profit」與當年 Seagate 質疑廣達的例子來

回應外界不捧場的質疑。 

四、回答主張與前提：第一段核心事件有「看好很難」、「看好是很高等智慧」、「[百

元電腦案]有正常的 profit」，主張部分則簡化為「看好需高等智慧」、「百元

電腦案有 profit」。兩個主張前提分別為「有人看衰(百元電腦案)」、「認為有

profit 應是簡單的事」。 

 

【對話九】 

IE: 目前為止廣達在這件事上投資多少？ 

IR: 廣達有幾十組 Engineer，我們就一組人去做，我們越做越有把握，現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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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沒什麼投資，nothing to lose(沒什麼好損失的)。 

 

一、 提問類型：承接前述「百元電腦案獲利性」、「外界質疑」等提問主題，記

者緊接著以投資在百元電腦案的成本追問。「投資多少」看似沒有質疑成分，

但接續一連串對於獲利疑慮之問答語意應近於「百元電腦案有沒有不敷成本

之投資」，涉及企業形象，故列入「丟面子問題」類型。 

本文認為此提問性質介於類型八「確認自身行為(提問裡預設該行為有損害

面子之前提)」與類型九「為該行為負責(提問裡預設該行為已發生並含損害

面子之前提)」，因為無論投資多少，受訪者都須為百元案的獲利負責，因此

回應內容很容易牽涉到外界對百元案的質疑。 

二、 提問主張與前提：「這件事上投資多少」為核心事件，what 問句類型並無主

張，前提則為「[廣達]目前應該已經入成本了[只是不知多或少而已]」。 

三、 回應類型：直接針對「投資多少」回應，強調廣達只投入幾十組工程團隊

的其中一組，投資沒有太大，極欲澄清的語氣也間接印證提問主題確實暗示

了質疑語意；不屬於「不回應策略」。 

四、 回應主張與前提：核心事件有「有幾十組 Engineer」、「一組人去做」、「越做

越有把握」、「沒什麼投資」、「nothing to lose(沒什麼好損失的)」。由於本段回

應句子都很短，故句子裡並沒有夾帶多餘資訊，核心事件與主張一樣。前提

依序則僅有「廣達確實有投資(一組人)」。但句子後段指出「我們也沒什麼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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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卻消去了該前提的強度，可以觀察出受訪者對投資一事之低調態度。 

 

【對話十】 

IR： 外界認為廣達創造這個低價市場，會得罪舊有客戶？ 

IE： 我跟你講個例子，Swatch(瑞士腕表品牌)思維，那就很清楚了。Swatch 這

麼便宜，它有影響到 Omega(歐米茄)嗎？有影響到 Seiko(精工表)嗎？他

create a new market(開創了一個全新的市場)嘛！他反而很有攻擊性，swatch

生產多少手錶啊？(拿特助的 Swatch 手表展示) 

我們不是取代 Intel，有些分析師喔，是用一般智慧來想。這不是 Dell(戴爾

電腦)的 business model(商業模式)嘛！你說拿這題目來炒廣達股票，這沒辦

法，炒低比較容易嘛！炒高比較難。分析師都是這樣玩的，他們都看不懂。

我的策略是少做 me too，而是做 me only 的創新。 

 

一、提問類型：與前面緊追著「百元電腦案」的提問方式有所不同，此處記者改

以「低價市場」質疑。提問內容乃試圖要受訪者承認「得罪舊有客戶」一事，

涉及企業主形象，屬於「丟面子問題」之類型十三「承認自身面子遭受損害」。 

二、提問主張與前提：核心事件「創造這個低價市場會得罪舊有客戶」，主張則

是「低價市場會╱不會得罪舊有客戶」，附帶的前提為「[接下]百元電腦案

是在創造低價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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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應類型：受訪者先以例子來正面回應提問主張「低價市場會╱不會得罪舊

有客戶」，指出便宜商品只會帶動另一消費群，不會搶走舊商品的市場，應

屬直接回應而非不回應策略。 

四、回應主張與前提：第一段主要在陳述例子，五個句子的核心事件依序為「(講

個例子)那就很清楚了」、「它有影響到 Omega[歐米茄]嗎」、「開創了一個全

新的市場嘛」、「很有攻擊性」、「多少手錶啊」，主張則為「Swatch 思維很清

楚」、「Swatch 有╱沒有影響 Omega」、「開創全新市場」、「Swatch 有攻擊性」。

最後一句「生產多少手錶」無法抽離出主張與前提，純為一提問。而前四個

主張之前提為「有一種 Swatch(瑞士腕表品牌)思維」、「Omega 市場不受

Swatch 影響」、「Swatch 開創全新的市場」、「有分析師認為百元案會與 Intel

打對台」。 

第二段主張有「(我們)不是取代 Intel」、「(有些分析師)用一般智慧來想」、「這

不是 Dell(戴爾電腦)的 business model(商業模式)嘛」、「(沒辦法)拿這題目來

炒廣達股票」、「(分析師)都看不懂」、「(我的策略)是少做 me too 而是做 me 

only 的創新」。前提依序有「認為取代 Intel 是用一般智慧」、「戴爾電腦有一

套商業模式」、「有人欲拿百元電腦案炒股票」、「(我)有做 me-only 的創新」。 

 

【對話十一】 

IE： 創新對廣達的意義是什麼？ 

 - 108 -



IR： (從公事包拿出翻得很爛，書角微翹的雜誌，指著排名)像是《Financial Times 

Magazine》選出二十五個重要的 billionaires(億萬富翁)。第一名是 Bill 

Gates(比爾‧蓋茲)，第二名是賈伯斯(Steve Jobs)他只有三十億美元身價，比

蓋茲有五百億美元身價少很多，低於華倫‧巴菲特(Warren Buffett)四百億美

元身價，但是巴菲特排十二名，賈伯斯只有三十億美元，他排第二名，這是

因為他創新帶來的價值無法計算，這個不是以財產、數字論英雄。 

 

一、提問類型：延續前一對話「創新」的主題，記者同樣不以 yes-or-no question

口氣來質問，而是以開放性提問來詢問，「丟面子問題」性質較弱，屬類型

二「提出自身看法」。這不表示本提問完全沒有丟面子意味，因為身為企業

主的受訪者既然在前面對話強調「創新」，如何回應「創新之於廣達」會影

響讀者對企業形象與展望之觀感。 

二、提問主張與前提：核心事件「[創新]意義是什麼」，但 what 問句一般沒有主

張，只能從前述問答看出前提「百元電腦案與創新有關」(否則不會在接續

上段對話主題「低價市場」後提問創新於廣達的意義)。 

三、回應類型：受訪者以蘋果電腦創始人、商業鉅子賈伯斯來回應創新，但並沒

有直接指出「廣達」與「創新」的直接意義，而是於例子中提出「不是以財

產、數字論英雄」，間接點出創新的意義。本文認為此項回應非屬「不回應

策略」，雖然採取迂迴、不直接的方式，但蘋果電腦的創新象徵已解釋了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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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創新意義。 

四、回應主張與前提：第一句核心事件「選出二十五個重要的 billionaires(億萬富

翁)」，主張即為「誰選出什麼」，前提是「有 Financial Times Magazine 存在」。

第二句核心事件分別有「第一名是…第二名是…」、「只有…，比蓋茲…少很

多，低於華倫‧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以及「因為他創新帶來…」、「這

個不是以財產、數字論英雄」，主張各為「第一名是 Bill Gates(比爾‧蓋茲)，

第二名是賈伯斯」、「三十億美元身價，比蓋茲有五百億美元身價少很多，低

於華倫‧巴菲特(Warren Buffett)」、「創新帶來的價值無法計算」、「不是以財

產、數字論英雄」。結合這些主張可歸納出前提「重要的富豪無法從財產數

字來看」，該前提暗示受訪者之處境，似乎在反駁大眾輿論過份著眼在百元

電腦案的獲利而非創新意義。 

 

【對話十二】 

IE：當初電子五哥，廣達排第一，現在華碩和鴻海竄起，你不在乎人家說你一哥

變三哥？ 

IR：我是「一歌」，一歌歌王啊！我只會唱楚留香，我楚留香唱得最棒，千山我

獨行，不必批評(大笑)。 

 

一、提問類型：最後一句提問有別於前述對話內容，提出廣達排名下滑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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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衝擊到身為昔日電子一哥的受訪者面子，可歸類為「丟面子問題」之類

型十三「承認自身面子遭受損害」。 

二、提問主張與前提：核心事件「人家說你一哥變三哥」，主張為「你在╱不在

乎[人家說你一哥變三哥]」，前提則為「有人認為廣達從一哥變三哥(退步

了)」。 

三、回應類型：受訪者自居「一歌歌王」並以獨行俠「楚留香」之譬喻來表示自

己不與他人比較的心境，本文認定並未針對記者提問主張「在╱不在乎」回

應，而是不回應策略類型中「提出自己看法」，從提問前提「一哥變三哥」

來發揮，暗示自己真的不在乎。 

四、回應主張與前提：核心事件有「我是『一歌』，一歌歌王啊」、「唱楚留香[唱

得最棒]」、「千山我獨行[不必批評]」。主張則有「我是一歌歌王」、「我楚留

香唱得最好」、「千山我獨行」，前提則為「我會唱楚留香」，「我[可以]是一

哥[一歌歌王]」。 

 

以上言談分析，旨在抽離每段對話的主張與前提，並透過訪談報導的問答之

言談內容觀察前提的脈絡：究竟前提如何出現，且如何相互影響？這個研究問題

將在下節之表格比較與受訪記者親身說明的背景下進一步討論與解釋。 

 

第三節 丟面子問題前提與受訪者的互動：表格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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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發現列表 

 

從上節逐一紀錄每組問答的前提，以「丟面子問題」(FTA, Face-threatening act)

與「非丟面子問題」劃分前提。本節列出「表一：提問前提」與「表二：回應前

提」，依據第三章討論的「丟面子問題」與「不回應策略」類型來整理與劃分。 

表一彙整了【對話一】到【對話十二】的研究前提，包括名詞前提與延伸前

提；分成丟面子與非丟面子問題的目的在於方便第四節觀察提問前提與回應前提

互動，找出受訪者受到提問的言詞威脅時提出的前提與不受威脅時，究竟呈現何

種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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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  提問前提 

對話番 丟面子類型 前提 

對話一 「確認看法(提問裡預設該看法有

損害面子之前提)」 
「[有人認為]百元電腦是

在做公益」 

對話二 「確認看法(提問裡預設該看法有

損害面子之前提)」 
「你們認為百元電腦做

得出來」 

對話三 「承認自身看法與實際情況有落

差」 
「CPU[電腦中央處理

器]、面版和記憶體等組

件就要五十五元了」 
對話四 「提出他人面子遭受損害」 「社會上存在一種蔡家

式思考」 
對話五 「確認看法(提問裡預設該看法有

損害面子之前提)」 
 

「衝高營收與維持獲利

不是同一件事」 

對話六 「確認看法(提問裡預設該看法有

損害面子之前提)」 
 

「該合作案之前似有卡

死在一百美元一事」 

對話七 「承認自身行為有爭議」 
 

「廣達應該具有長期效

益」 
對話八 「承認自身行為有爭議」 

 
「[林的]算盤打得很精」

對話九 「確認自身行為(提問裡預設該行

為有損害面子之前提)」與「為該

行為負責(提問裡預設該行為已發

生並含損害面子之前提)」 
 

「[廣達]目前應該已經入

成本了[只是不知多或少

而已]」 

對話十 「承認自身面子遭受損害」 
 

「[接下]百元電腦案是在

創造低價市場」 
對話十一 「提出自身看法」 「百元電腦案與創新有

關」 
對話十二 「承認自身面子遭受損害」 「有人認為廣達從一哥

變三哥[退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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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面對 FTA 問題時，產生的回應前提即為下列表二分析之所在。由於前

章研究問題假設「丟面子問題之回應會反映在前提上」，故表二要觀察的重點即

為該回應前提與記者前提有何種關連性。如前章所述「不回應策略」回應形式，

分有「忽略該問題」、「單純了解問題內容而不回應」、「質疑原問題」、「言語攻擊

訪問者」「拒絕回答」、「提出政見[可解釋為提出自己意見]」、「不完全回答」、「重

複上一個問題的回答」、「宣稱已經回答問題」、「暗示已經回答問題」、「道歉」。

觀察本章語料分析結果可發現本報導中受訪者之回應多為「提出自己意見」，可

見受訪者欲回應的內容與記者問題有所出入，而此種出入也可從下表的前提看出

來。 

除了不回應策略，non-answering 也列入考慮，以 Kiefer 的「適切回答」當

作判準：「問話者的目的」、「問話者的知識背景」、「滿足問者的訊息相關性」。故

不僅是「答非所問」列入本回應類型，受訪者以迂迴、隱喻的方式回答也納入此

分析框架。 

 

 

表四—2  受訪者的回應前提 

 

 「不回應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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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對話二】：「MIT 的尼葛洛龐帝主導本案」、「系統組裝費、營運成

本與正常利潤作為財報」、「(請投資大眾)往好處想」 

【對話三】：「有錢人擁有四輪子的汽車」、「窮人[只]有腳踏車」、「事

情(國家、人、事)可從最高點(金字塔)與最低點兩端來

看」、「三十萬就可買一輛車」、「蔡家是金字塔頂端」 

【對話八】：「有人看衰[百元電腦案]」、「認為有 profit 應是簡單的事」

【對話十二】：「我會唱楚留香」、「我可以是一哥[一歌歌王]」 

 

 

 

不屬「不回應策略」  

前提 【對話一】：「聯合國買藥劑」、「有疫苗公司存在」、「廣達有股東」、

「廣達要正常運作」 

【對話四】：「社會上存在一種台灣人思考」、「「市場上供有千元電

腦(也應有百元電腦)」」、「[做百元電腦]需要細部運

算」、「電腦需要顯示器」、「Intel(英特爾)、Microsoft(微

軟)具備高標準」 

【對話五】：「一千五百億元為廣達額外獲利」與「『每個都一樣』

是百元電腦之製作規格」、「百元電腦將有一個價錢」

【對話六】：「本來是有一個目標[即一百元定價]」、「一百元是活動

名稱」、「受訪者做過計算機生意」 

【對話七】：「百元電腦案首要獲利」、「我們[廣達]有目標」、「百元

案[廣達]只負責設計與裝配工作」、「廣達會有滿有規模

的獲利」、「百元電腦是一個機會」、「廣達可能因而[指

接下百元案]生產新運算方式與新技術」、「社會上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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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用電腦之人」與「百元電腦案對台灣整個地位有幫

助」 

【對話九】：「廣達確實有投資[一組人]」 

【對話十】：「有一種 Swatch(瑞士腕表品牌)思維」、「Omega 市場

不受 Swatch 影響」、「Swatch 開創全新的市場」、「有

分析師認為百元案會與 Intel 對台」、「認為取代 Intel

是用一般智慧」、「戴爾電腦有一套商業模式」、「有人

欲拿百元電腦案炒股票」、「[我]有做 me-only 的創新」

打

存【對話十一】：「有 Financial Times Magazine 在」、「重要的富豪

無法從財產數字來看」 

 

 

二、與記者前提比較 

 

訪談記者 

     

本文訪談記者之首要目的，是要瞭解記者在採訪提問時處於何種言談脈絡、

情境。如前章所述，許多資訊無法從文本字面理解，故應從訪問採訪記者角度出 

發以更深入瞭解「語用前提」的功能與意涵。先從從下列四個子題來發展訪問稿

(詳見第三章)： 

 

一、[記者]是否事先與受訪者溝通討論的主題背景？ 

二、[記者]提問時，有無安置一些帶有質疑意味的前提；若有，其目的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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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受訪者反駁提問內容之前提時(即不回應策略)，[記者]如何反應？ 

四、最後，[記者]整理訪問稿時，是否變更問題與對應的回答。 

 

訪問大綱如附錄一所示分成四個部分，訪問時間於 2006 年 11 月 25 日，長

度一個半小時。訪問過程分別針對記者採訪前的準備工作(包括對事件與受訪者

背景的認知)、記者自身的提問前提、延伸前提、訪談稿的整理工作等來探討採

訪相關問題。 

 

記者的準備工作 

根據訪談得知，除了百元電腦案的相關報導，記者也事先閱讀了媒體對廣

達、林百里相關報導(如林百里的生平)。以【對話六】受訪者的前提「計算機」

為例，如果記者不事先作功課而瞭解林創業前曾做過計算機推銷業務員，就可能

跟不上受訪者的談話內容，影響採訪內容的深度。 

記者也指出，「如果浪費在一些 ABC(指基本性)問題」，原本就有限的採訪時

間就無法更有效率的使用了。記者自承，進入新聞界雖已一年多，原屬陌生的資

訊對受訪者來說卻可能是講過千百次的東西。不要問一些重複問題是採訪前的重

要準備工作，可避免受訪者對記者的不專業產生輕視感，「會覺得跟他說不一樣

的語言」；若真的造成此種印象受訪者可能會敷衍回應，打馬虎眼。 

因此，記者表示有些提問乃是因應受訪者回應內容所啟發(如「蔡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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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經過事前準備才提出，如「外界質疑」、「百元電腦成本投資」等。依此或

可歸納出，記者的前提應可分為：「事前資訊蒐集的論點」與「採訪過程因應受

訪者而提出的[新]前提」。 

就前一節「不回應策略」的分類部分觀之，記者問問題並不純如字面顯示，

故以【對話一】提問之主張「百元電腦做╱不做得出來」觀之，記者想得知的是

林如何分析製作百元電腦過程及可行性，不見得要得到做得出╱做不出之「一翻

兩瞪眼」答案。相同地，【對話三】「百元電腦真的能獲利嗎」也是透過林的分析

而取得記者想要的答案，並不是要林一定回答「能╱不能」。【對話八】以「好像

不捧場」提問之目的也僅在於瞭解林不被認同的主觀感受，不是要他去回應挑戰

「不捧場」的前提(因為林也知道不被認同)。【對話十一】受訪者提出賈伯斯，

記者以自身理解認為林並沒有自比賈伯斯，而是林推崇創新對企業家的意義應大

於賺錢，也間接回答了記者「創新意義」的問題。 

    下表整理本文前提與訪問獲得之記者前提列出來比較，並以文本顯示之提

問主張或核心事件作為觀察基礎點。為了凸顯前章所述的前提不確定性，本文從

言談者自身的前提來印證前提語言與言談者意思(或稱語用意義 pragmatic 

meaning)不必完全一致，只要聽者也瞭解該提問的背景與動機，就能瞭解記者內

心的前提。 

    本表另一個觀察點是記者之真實前提往往與事前資訊蒐集等準備工作有

關，因此文本解讀者若沒有對事件(百元電腦案)相當程度的認識，有時會找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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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真正暗示的前提。 

 

表格四—3 前提與前設之對照 

 研究者前提 記者前設 

對話一：「基本上你認為

百元電腦做得出來」 

「(有人認為)百元電腦是

在做公益」 

記者同意本文設定之前

提。 

對話二：「有人認為廣達

和 MIT 合作百元電腦，

是在做公益」 

「你們對百元電腦有一

看法(即做得出來)」 

「百元電腦」林百里欲就

百元電腦來澄清 

對話三：「百元電腦真的

能獲利嗎？」 

「CPU(電腦中央處理

器)、面版和記憶體等組

件就要五十五元了」 

與本文設定之前提大致

相同，但解讀其前提為：

「光是這些(CPU 等)就

超過五十五元，整部電腦

可能控制在百元內嗎」 

對話四：「現在多數的人

都用蔡家的思考？」 

「社會上存在一種蔡家

式思考」 

反對百元電腦的都是從

蔡家思考點出發 

對話五：「廣達可以衝高

營收，還能維持獲利？」 

「衝高營收與維持獲利

不是同一件事」 

受訪者保證「百元電腦

案」獲利但並未說明「公

司」能獲利。 

對話六：「合作案並沒有

卡死在一百美元？」 

「該合作案之前似有卡

死在一百美元一事」 

同意，但記者前提為「林

之前已暗示百元電腦案

其實價格尚未談定」。 

對話七：「很多人不懂這

對廣達長期的效益在哪

「廣達應該有長期效益」 不是長期效益被質疑，而

是「一般人討論該案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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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 眼點太短期」。 

對話八：「但外界好像不

捧場？」 

「(林的)算盤打得很精」 林的經營好像真的有道

理(但卻不被媒體輿論瞭

解) 

對話九：「這件事上投資

多少？」 

「[廣達]目前應該已經

入成本了[只是不知多或

少而已]」 

記者同意本文前提。 

對話十：「創造這個低價

市場會得罪舊有客戶？」 

「[接下]百元電腦案是

在創造低價市場」 

記者同意本文前提。 

對話十一：「[創新]意義

是什麼？」 

「百元電腦案與創新有

關」 

記者同意本文前提。 

對話十二：「人家說你一

哥變三哥？」 

「有人認為廣達從一哥

變三哥(退步了)」 

已經在業界退步的廣

達，還接下百元案這個外

界公認的燙手山芋。 

 

 

第四節 討論言談分析的脈絡：結合記者前設 

 

    以下將紀錄並討論本個案中記者提問的真實動機與前設，然後就記者說法與

本文從訪問報導字面上所做的言談分析之結果提出可能的解釋。標楷體部分紀錄

了記者本身對提問內容與前提的說法(如解釋為何放置該前提及其前設為何

等)，接著比較該說法來與本文分析結果，並試圖說明背後因素。研究者以前提

之「可消去性」來檢視實際提問前提與記者自身前設知識如何挑戰受訪者，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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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者如何「消去」具丟面子性質之記者前提。 

 

【對話一】 

記者：提出「公益」，旨在暗示該投資案是否志不在「賺錢」而單為第三世界的

孩童來製作價廉的電腦。故公益的前提暗示「不能獲利」、「是否在做白工」，與

本文之分析一致 (即記者同意本文之引伸前提) 。 

 

本文認為的前提有「有人認為百元電腦是在做公益」，而「有人認為」、「公

益」觸發了「有人質疑不能獲利」的前提，而回應前提「廣達有股東」與「廣達

要正常運作」不僅反駁了提問前提「做公益」，並進一步擔保獲利的可行性。從

林稍後的回應可知，受訪者確實收到了記者之「公益」前提暗示，即針對該點回

應。 

 

【對話二】 

記者：百元電腦案為訪談主題，故提出「百元電腦」之目的在拋問這個爭議的投

資案，讓也有意澄清該爭議的受訪者來回應。 

 

本文觀察的前提「你們認為百元電腦做得出來」，提問內容中「基本上你們

認為」的句構可以視為「前提扳機」，將言談的核心事件「百元電腦做不做得出

來」的判斷拋給受訪者，使受訪者不得不講出自己「認為」的看法。「百元電腦」

不僅是核心事件也是前提，從受訪者的前提(見【表二】) 提及之「MIT 的尼葛

洛龐帝」、「系統組裝費」等語詞不難觀察出「百元電腦」對受訪者回應前提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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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本提問類型「確認看法(預設損害面子之前提)」與受訪者的回應主張「不要

質疑我，質疑別人」、「財報多少(系統組裝費、營運成本)就照財報算」也有直接

關係，即受訪者並未否定「有這麼一種質疑的聲音」，而是延續記者丟面子前提

來發揮自己的論點。從記者的前設知識「林也想澄清百元電腦案的獲利能力」，

可以看出前提作為誘導回答的功能。 

 

 

【對話三】 

記者：提出「CPU、面版與記憶體」並實際分析成本，是因為林之前的回答讓記

者覺得過於空泛，故記者有意拿出現實證據，以市場實際反映的零件價提出「光

是這些成本就有五十五元」，暗示「實際整部電腦成本應超過百元」，目的在於迫

使受訪者分析製作百元電腦的過程與成本。 

 

本文之前提「CPU、面版和記憶體等組件就要五十五元了」，大致上符合記

者之主觀提問策略，即「以現實的電腦成本來質問百元電腦的獲利率」。而林的

回應前提「有錢人擁有四輪汽車」、「窮人只有腳踏車」，看似提供一番截然不同

的解讀，實則間接分析了百元電腦的製作成本邏輯：「CPU、面版與記憶體不見

得要五十五元」，故也可視為受訪者針對記者前提來回應。林的前提內容(如前節

言談分析提到)多為兩兩相對的隱喻，記者對此解讀為，林試圖強調對製作成本

大相逕庭的思考點，好比窮人與蔡家這個極端例子。受訪者這種帶有隱喻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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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了記者後面的問題，引導了對話四所討論的「蔡家思考」前提之放置。 

 

【對話四】 

記者：提出「蔡家」來提問，乃是因應林百里上一個對話中所透露出之「質疑百

元電腦案獲利能力者的思考是從有錢人[奢侈慣了]的思考」。記者順勢想確認林

百里是否真的這樣認為，故從中質疑「難道林覺得多數人的想像都被現實所拘

束，從蔡家來思考嗎？」。記者解釋，這種從反面語意的提問方式是為了不讓受

訪者的回應流於空泛；為了讓讀者得到更多資訊，記者選擇以質疑受訪者之前提

來提問。 

 

本文歸結之前提「社會上存在一種蔡家思考」與記者前設「難道大家都從蔡

家角度思考」都在強調受訪者在上一輪回應中所提出之「有錢人有有錢人的想

法」，似在暗指質疑百元電腦獲利的都是有錢人。而林也針對本提問回應了「市

場上供有千元電腦(也應有百元電腦)」前提，重新肯定低價電腦市場的分眾性；

記者前提無疑地影響了回應的方向。 

 

【對話五】 

記者：提出「衝高營收」與「維持獲利」兩個前提，原因在於科技業有時會為了

衝高營收，犧牲自己的毛利率(記者說明：此兩者有時不能兼得，毛利率指賣出

價格減去製造成本的差額)，故記者想確認當林承諾可以獲利，指的是兩者嗎？

記者希望得到更確實的分析數據。由此可知，記者之前提置放「廣達」相較於「這

個案子」，主要在問「究竟百元電腦案賺錢能確保廣達賺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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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前提「衝高營收與維持獲利不是同一件事」與記者前設「受訪者僅指出

百元電腦獲利但並未說明公司能獲利」相較顯示提問者內心的前設顯然更深入。

文本不足以解釋記者的真實提問動機，原因可能在於脈絡認知之差異，即電子業

所謂「獲利」有時不代表企業真的能賺錢，而林的回應前提「一千五百億元為廣

達額外獲利」直接衝擊記者的前設，指出上述顧慮是多餘的。 

 

【對話六】 

記者：「卡死在一百美元」需藉助訪談流程的語用脈絡來理解。記者在該提問前

有幾段未及刊出來的對話，其中林透露了「百元電腦案」並未真正卡死在一百美

元，同時記者有誘導意味要讓受訪者確認這個事件。記者澄清，本問題並沒有質

疑意味。 

 

本文前提「該合作案之前似有卡死在一百美元一事」，其中「所以…並沒有

卡死…」句型觸發了此前提[即前提扳機]，對照記者前設「林之前已談過其實該

案子並未鎖定在一百美元」卻難能從文本觀察得知而要從先前談話裡(該對話並

未刊入報導)推知，顯示言談中之前後資訊也能體現在記者的提問前提。林的幾

個前提「一百元是活動名稱」反映出受訪者與記者的共識，顯示其也意識到自己

之前的對話，故藉對照價格相對低廉的計算機來陳述百元案是「好生意」。 

 

 

【對話七】 

記者：「長期效益」前提建立在林稍前所強調之「短期內百元案可獲利」，故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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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道廣達的長期佈局在哪裡。這同時也暗示，林身為公司執行長，記者預設其

在接下百元案時應該想到企業的遠景；此言談的脈絡也包括當時媒體輿論並沒有

太多百元案長期效益的探討。 

 

本文前提「廣達應該具有長期效益」似乎未能直接從記者前設「一般人討論

該案的著眼點太短期」推衍得知，因為記者在採訪前蒐集的百元案資訊多半圍繞

在短期才會產生關於長期的前提，算是背景知識影響提問前提。回應前提像是「我

們有目標」、「廣達會有滿有規模的獲利」、「百元電腦對台灣整個地位有幫助」等

都回應了記者「長期佈局」的前提。 

 

【對話八】 

記者：「算盤」、「不捧場」等反映出記者從前面訪談中得到的合理獲利分析，故

記者從「不被外界接受」來探問林如何看待媒體輿論的唱衰。另一方面，由於當

時大眾並不十分瞭解廣達接百元電腦案的背後動機，故用「算盤」來讓受訪者針

對此點再多加說明。 

 

本文前提「林的算盤打得很精」雖未被記者否認，但透過採訪過程的對話，

記者前設「林的經營好像真的有道理[但卻不被媒體輿論瞭解]」已開始貼近受訪

者立場，表示受訪者的回應也能反過來引導記者前提內容。「算盤打得很精」在

此不僅有前提功用，更重要的是誘導受訪者提出「認為有 profit 應該是簡單的事」

之前提，與回應主張「看好要高等智慧」矛盾，間接引導出受訪者欲批判質疑百

元案的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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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九】 

記者：記者有預設廣達投入成本，只是要林說明「投資多少」，給投資人一個交

代。 

 

本文與記者的前設一致(「廣達目前應該已經投入成本了，只是不知多少而

已」)，顯示部分文本解讀不需提問者的脈絡知識(或以語用學來說即為「言談者

真意」)；林的回應前提「廣達確實有投資(一組人)」顯示記者的認知「已有投資」

是正確的。 

這裡還可另行思考：在一些質疑口氣較弱的問題，記者隱藏的脈絡知識[或

另有暗示]似乎較少，其前提也較能從文本觀察出來。 

 

【對話十】 

記者：預設「百元電腦」是低價市場，「舊有客戶」指的是廣達最大下游廠商戴

爾電腦。 

 

    本文前提「接下百元電腦案是在創造低價市場」與記者前設一致，理由是記

者從採訪準備過程中瞭解到美國公司戴爾電腦是身為電子業代工龍頭廣達的最

大客戶，「得罪舊有客戶」意味著百元案可能傷害廣達與戴爾的關係。這一層解

讀無法單從字面理解，必須有台灣電子產業相當知識者才能瞭解記者的前提意

涵。受訪者用「Swatch 開創全新市場」作為前提，與提問前提「低價市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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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 

 

 

【對話十一】 

記者：這裡提出「創新」，是因為林在之前談話內容提到了創新，特別是刪除而

未刊出的對話裡有暗示「製作百元電腦對廣達是新的嘗試」，故於此言談脈絡下

順勢探問身為執行長對公司創新的意義。 

 

    本文「百元電腦案與創新有關」前提為記者所接受，但提出此點的動機卻不

是文本分析可得：該次訪談受訪者先前已提過創新字眼，記者則循著言談的脈絡

提出此前提。受訪者以「重要的富豪(按：指蘋果電腦的賈伯斯)無法從財產數字

來看」前提來回應「創新」話題，其實已經間接暗示百元電腦對創新的重要性，

因為賈伯斯正是以製造前衛蘋果電腦產品聞名。 

 

【對話十二】 

記者：以「一哥變三哥」這個業界公認事實來詢問林個人感想，問題背後的預設

是廣達在已經走下坡的情況，還敢接這個營收有爭議的案子，「不畏世道」地來

做這件事。 

 

記者在本文研究前提「有人認為廣達從一哥變三哥」基礎上，更進一步以「險

惡時機接下備受爭議案子」為前設，試圖從企業經營情況等脈絡探討受訪者身為

創業家的內心感受。受訪者主張「我好比楚留香」反映出「不在乎世人評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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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回應的不只是「一哥變三哥」，更可視為對百元案的堅持。 

 

     總結上述討論，本文提出下圖，嘗試說明採訪過程中種種脈絡因素如何形

成語用前提的基礎，進而對雙方的言談互動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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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主題與受訪者的相關背景知識 
百元電腦案、廣達營運現況、林百里(出身、風格等)、筆記型電

腦零件基本知識等。  

來自記者事先準備的資訊 

(報章雜誌、公司報表) 

 
「有人質疑百元電腦不能獲

利」、「CPU、面版與記憶體成本

應超過百元」、「很多人質疑沒有

長期效益」、「華碩與鴻海勝過廣

達了」、「一般人討論該案的著眼

點太短期」等。 

受訪者前提 

 

「系統組裝費、營運成本與正常利潤作為財報」、「有錢人擁有四輪子的汽

車」、「窮人(只)有腳踏車」、「市場上供有千元電腦(也應有百元電腦)」、「一

千五百億元為廣達額外獲利」、「百元電腦對台灣整個地位有幫助」、「重要

的富豪無法從財產數字來看」「Swatch 開創全新市場」等。 

來自受訪者之回應主張 

 
 

「反對百元電腦的都是從蔡家思

考點出發」、「算盤打得很精」、「百

元電腦案與創新有關」、「受訪者保

證百元案獲利但並未擔保公司獲

利」、「林之前已暗示百元電腦案其

實價格尚未談定」等。 

提問前提涉及知識 

 
圖四—1 前提的可能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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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研究發現之檢討—提出問題 

 

從前述的前提比較可以發現幾個問題點： 

 

一、 記者的前設大多與本研究分析文本的前提一致，但少數提問顯示如果缺乏

事件背景認知(如戴爾電腦與廣達的客戶關係)，僅從文本解讀的前提實無法

解釋記者提問動機與受訪者的反應。換言之，正如本文第二節文獻探討結

論所述，一個句子╱語詞能顯示許多語意與前提，要探知脈絡意義之後才

能選定符合言談者真意的前提。 

二、 從[對話八]提到林的「算盤」開始，記者承認林的澄清聽起來合情合理, 邏

輯有說服力，故其後問話對受訪者比較不具威脅。前章曾討論 Jucker 等學

者引用 FTA 類型來研究訪談問題，針對受訪者面子可能受到的危害來框架

這類提問。但從本文分析來看，當記者的前設或前提與受訪者應趨一致(如

「投資多少」之前提「已有投資」早已被受訪者接受)，甚至用受訪者的前

提來提問(如「創新」來自稍前林的回應內容)時，其危害面子的程度似乎大

大減低，而受訪者也傾向不反駁記者前提。 

三、 承繼第二點，記者的前提不見得一定來自提問內容，有時是藉之前對話或

背景事件的脈絡暗藏在問題中。而受訪者由於也處在同一脈絡(如同樣對百

元案之爭議，或公司前景的質疑十分敏感)，不需記者明講就可以達到相互

瞭解並回答記者前提的言談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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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在本文作者採訪時特別說明，其在訪問前與林並無事先認識、溝通，即

受訪者完全不知採訪問題，因此第三節的前提互動討論裡顯示的受訪者對記者的

語用前提之高度敏感該如何解釋？ 

另就訪談內容的背景事件方面，記者事先從報章雜誌與企業報表獲得的資訊

帶給記者訪問最大的意義在於，記者得以因此運用與受訪者相同語言與脈絡知識

(如電腦零組件的價格、百元案的問題等)。這些知識對採訪方向及提問方式都有

影響，也確實顯示在第三節的前提互動部分。但問題是，當實際對話順序與刊登

的文章有出入時(記者指出，寫稿時句子如過於冗長就會刪除，僅保留每段問答

的句子順序與用字；口吻與手勢[大約八成的非語言傳播]也會保留)。此種調整如

何導致文本研究者(如本文作者)解讀並彌補完整的脈絡影響？ 

另再回到第二點丟面子問題部分，記者說明自身雜誌採訪都以質疑方式來採

訪，並不一定是問題本身有爭議。因此，字面上的丟面子意味是否來自第二章所

述機構性言談且為訪談雙方所默認？ 

最後就第三章的研究問題：「若訪談雙方的前提確有關連，其屬一方(或雙方)

刻意操弄語言遊戲的結果；抑或前提的「可消去」、「投射」特性另導致者訪談之

過程回應？」因此，言談分析發現之語言前提與言談者(記者) 的主觀前提有所

出入，是否因為前提容易不知不覺融入訪談，而與受訪者對話時不由自主的置

入？抑或是事件本身的爭議(百元案)迫使記者與受訪者解讀彼此前提，遠超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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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分析所能解讀的文本訊息？ 

簡言之，記者究是為了操作對方回應內容而佈置前提還是前提的特性所致

(如消去性，即容易衍生(或消滅)於語用情境，而為言談者所忽略)？如果是後者，

新聞記者是否在提問時要步步為營，避免有影響客觀中立之嫌？這些問題期能為

最後一章研究結論加以探究以找出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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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論與未來發展 

 

綜合前四章的討論，本章將先逐一回應本文研究問題，包括：如何從主張看

出前提、訪談雙方前提的互動、前提如何操弄言談策略，然後歸納訪談前提的言

談特質與機構性言談的關連並從「問好問題」角度來看前提如何誘導回應，討論

過程亦將融入前四章內容摘要。 

承繼前述前提策略的歸納，第二節將討論研究意涵並分成「實務意涵」與「理

論意涵」兩部分，先從新聞實務層面來探討記者之機構性言談等言談特性如何影

響提問(即問問題)策略，說明「問好問題」的相關策略運用為何。 

接續理論意涵部分將討論問問題、前提及前設對記者提問與新聞訪談的研究

意義。第三節將檢討本研究之限制，從方法設計限制與理論限制兩方面出發，並

就未來研究發展提出「前提作為一種新聞訪談策略」之相關研究想像。 

 

第一節 研究摘要與研究問題檢討 

 

前章曾以一篇圍繞著爭議事件(百元電腦案)的人物專訪個案分析為旨，擷取     

並比較每組問答的主張與前提，然後訪談該報導記者以探問其心中前設，如此不

僅以對話為言談分析對象，更可加上言談者之真實語意藉以詮釋整個爭議事件採

訪的前提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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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過程主要在探討第三章所揭示之三個主要研究目的： 

 

一、從訪談之問答找出前提的可行性； 

二、發現訪談前提(包括提問與回應)間之相互影響； 

三、解釋前提相互影響之因並說明該前提策略如何互動。 

 

在闡明上述研究目的前，本文曾先行探討語言學的「前提」理論，並分從著

重文字內涵的語意學與重視脈絡的語用學兩種角度理解前提的核心觀點「可消去

性」與「投射性」，發現前提並非單純僅是對話中出現之語詞，而是一種源自言

談者、語言文字、聽者認知三方面所建構的語言訊息。 

為了運用前提內涵的訊息並以新聞訪談為研究對象，本文並以語用學來理解

前提，透過文獻提及的學者 Levinson(1983), Grundy(2000), Leech(1983)等論著討

論「脈絡」對言談前提的影響。換言之，語用學之前提概念為「脈絡推論」(Levinson, 

1983)所述及之推論類型，故要瞭解前提意涵不可不藉助前述言談者之背景資訊。 

此類有別於字意的言談分析影響了本文研究問題的假設：訪談雙方之言談究

竟透露了何種前提，而該前提的言談目的又為何？ 

本文從訪談來看對話前提而非單只研究前提，乃因分析句子必須區分「質疑」

與「預設」部分(即第三章提出的「主張」與「前提」)，故先瞭解訪談主題、目

的、爭議事件後才能就訪談問答的語言行動有所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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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丟面子問題」與「不回答策略、答非所問」等言談現象作為前提語言

之分析框架，乃係源於 Dillon(1990)與 Jucker(1986)等政治人物之專訪研究，認為

記者問話時會以丟面子問題形式夾雜命題、主張、前提等資訊，挑戰並迫使受訪

者顯示立場或澄清爭議事件，導致受訪者採取「不回應策略」並避免丟面子。本

文承襲此看法，進一步指出前提作為記者主要提問策略，借助前提本身的曖昧模

糊卻同時為言談不可或缺之言談條件，驅使受訪者借「提」發揮，誘導出更多、

更深入的訪談內容，達成記者所設定之訪談提問目的(Dillon, 1990)。 

    回顧前四章後，下面將討論前述分析是否達成本文研究目的。 

 

一、研究目的一：從訪談個案發現前提的可行性 

本文第一個研究目的「從訪談言談裡發現前提」不僅涉及言談分析方法，也

涉及前提的產生方式。由於前提多伴隨主張出現(Frege, 1952)，要瞭解一句話的

前提就須先有「在講什麼」的認知；而「在講什麼」指的就是「主張」。同理，

提問中「在問什麼」即為問話的可能主張，如本文上章個案分析中之【對話五】

「廣達可╱不可以衝高營收」。此外，Levinson(1983)提到單一用詞可以為前提最

小單位，故個案分析以語詞、句型為觸發前提命題之單位(如「現在…都用蔡家

的思考」觸發「社會上存在一種蔡家的思考」)，且各組問答獨立(即前組重複提

到的名詞一樣可納入後組前提)，目的就在觀察這些前提語言彼此間是否相互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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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左右言談分析者擷取前提可行性的因素，則在於文獻討論的「適切性」

與「相互理解」。言談內容的前提數量可能很多且不確定(如因投射性導致似是而

非的前提推論)，背景資訊也可能複雜，只有言談雙方才知道對方的真實用意。

故本文選擇單從語詞來推論言談者之可能前提，藉助葛蘭西的合作理論(引自

Jucker, 1986)其中一項條款「內容相關性」，從新聞訪談之談話目的、爭議事件之

角度來推測這些詞語(或稱前提扳機、拴子)所展現的延伸前提意涵為何。 

最後，為了讓文本前提能建立「信度」(liability)，本文第四章分析個案後亦

曾探訪談記者以獲取提問之預設知識(即「前設」)，並對照文本分析所得之前提。

注意文本前提與記者真實前提並非用以劃分語意學與語用學觀點，實因文本前提

(如上點所述)乃建立在研究者之背景知識(涉及前文曾提及之「脈絡意義」)上，

與記者本身前提同屬語用前提。 

 

二、研究目的二：發現訪談前提(包括提問與回應)間之相互影響 

    此研究目的之達成主要來自第四章的表格整理，但本文如何確定該「影響」

進而討論影響之因或動機？ 

    首先，第一章討論的「適切的回答」(Kiefer, 1983)掌握了三種滿足提問者所

應具備的回應內容：「問話者目的」、「問話者的知識背景」、「滿足問者的訊息相

關性」(這裡似與葛蘭西的「相關性條款」相通)，三者合稱「語用意義答案」。 

    再者，本文第三章以丟面子問題類型來定位記者提問，間接說明了受訪者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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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前提的目的：針對受訪者「詆譭—讚美」的辯解主題可看出記者前提的影響與

誘導。以個案分析對話七來看，提問前提「廣達應具備長期效益」對應受訪者之

回應前提「百元電腦案對台灣整個地位有幫助」，可發現該回應前提(即「台灣整

個地位」)呼應了提問前提「長期效益」，不過對象卻從「廣達」轉變為「台灣」，

受訪者藉著新前提來避開是否對公司有長期效益之丟面子問題。 

 

三、研究目的三：解釋前提相互影響之因並說明該前提策略如何造成訪談互動 

前章圖一「提問前提的可能來源」歸納了「採訪主題與受訪者的相關背景知

識」，包括「記者事先準備的資訊」、「受訪者回應內容」、「受訪者前提」等影響

前提放置的知識。但究竟這些資訊如何透過提問者(即個案分析的記者)的語言表

現(或語言策略)來與受訪者互動？ 

 為了瞭解記者提問時與受訪者的微妙互動，本文於第四章訪談了個案報導

的記者，從其發問的前設知識來探討這些前提被放置的可能目的，可簡述歸納如

下： 

 

一、 激起受訪者澄清或反駁針對丟面子問題類型所產生之質疑，如對話一的「百

元電腦是在做公益」、對話二「你們認為做得出來」、對話四「社會上存有

蔡家的思考」、對話十二「一哥變三哥」皆屬之。 

二、 讓受訪者從其專業領域(或立場)來解釋，如對話三「CPU、面版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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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對話五「衝高營收與維持獲利不同」、對話十「百元案創造低價市

場[且傷害舊有客戶]」。 

三、 從受訪者的肯定前提(之前受訪者自己提到的內容或雙方同意的背景知識)

來發展對話，使其認同並繼續提供更多資訊，如對話六「該合作案之前似

有卡死在一百美元一事」、對話七「廣達應具備長期效益」、對話八「算盤[打

得很精]」、對話九「廣達已經投入成本」、對話十一「創新[對廣達的意義]」。 

 

以上第三點顯示，記者提問內容除了包含背景知識，也會摻入受訪者的主張

或前提，即提問與回應之間的相互關係可能是「提問前提→回應前提→提問前提

→回應前提…」不斷循環，使得訪談過程可視為是一段「受訪者挑戰記者前提」

之歷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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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之提問

前提 

受訪者回應前提 

記者後續問

話主張 

反駁記者

前提 

丟面子問題 

提出新前提 

(專業立場解釋) 

非丟面子

問題 

採相同前提回應 

 

圖五—1 前提如何主導訪談問答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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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圖浮現一種類型化的「問話—回應」模式，即訪談包含了「提問前提→回

應前提→提問主張→回應主張」。整體觀之，採訪者與受訪者間之言談實屬番番

相關，且記者前提不僅引導出新前提也間接影響後續問話之前提或主張；故記者

與受訪者之前提形成互為因果關係。 

 

第二節 研究意涵 

 

本節前半段將試圖從實務意涵層面發展一套適用於新聞訪談提問中前提置

入的提問方法，提供如言談特徵、策略運用、挖掘資訊等模式以幫助記者從受訪

者獲得更多、更深入的資訊。 

後半段則從理論層次切入並提出前述策略之理論概念，探討「問問題」與「前

設知識」對新聞訪談的研究意義。 

 

2.1 實務意涵 

 

一、新聞訪談與機構性言談 

本文第二章曾提到 Heritage(2002)等將新聞訪談情境劃分為「機構性言談」

並歸納許多廣電訪談言談特徵如「接話」、「電視台訪談流程」(如採訪與播放時

間間隔)，而後樹立了一套適合這些個案的言談╱會話分析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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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說明本文為機構性言談的相關研究，以下將就前提相關的言談特徵整理

三點相關發現並認為前提可作為新聞訪談的機構性言談特性： 

 

(一)具質疑意味之前提 

從前章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訪談前提的種類： 

 

1. 名詞片語前提扳機，如「蔡家的思考」觸發「社會上存有一種蔡家的思

考」。 

2. 由句型導出前提，如「可以…還能…」將兩件事「衝高營收」與「維持

獲利」做了劃分，促成前提「衝高營收與維持獲利是兩件事」。 

3. 由主張看出的附帶前提，如「多數人用╱不用蔡家的思考」可以看出「多

數人」、「蔡家的思考」兩個前提扳機。 

 

    以上三種前提多出現在丟面子類型問題，故本文認為，記者在有限採訪時間

(本個案為一個半小時)裡會將大量具有挑戰意味之前提置入提問，充分利用前述

「提問前提—回應前提」的模式以獲得預期資訊，屬於新聞慣例影響下的言談現

象。 

    再者，本文採訪的記者表示，許多質疑問題(即丟面子問題)並非來自記者個

人成見，而是雜誌社特有的尖銳採訪風格使然。綜合上述，前提放置與新聞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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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機構性因素(如採訪時間限制、組織風格)應具備關連性。 

    訪談前提不僅受上述組織慣例、風格影響，還可能被前提特性「可消去性」、

「投射性」左右乃因前提所暗示的既存事實並非牢不可破(如【對話一】「有人認

為」留給該問題辯論空間)，受訪者挑戰前提的同時，也消去了該前提並提出另

一套事實；此現象與前設知識有關，將於後文接續討論。 

 

(二)從前提來看提問與回應間之相互關係 

正如語用學者認為前提可以減少對話中之多餘詞句，增進言談溝通效率

(Grundy, 2000)，本文發現前提可以提升新聞訪談雙方的溝通流暢度。例如，記

者不需從過於基本的提問形式出發(如「…是什麼？」等 wh-question 類型)而可直

接以丟面子前提取得受訪者(對該問題)重視，迫使受訪者針對前提回應以獲取更

多、更深入的回答。 

    相對來說，受訪者回應也有固定模式，即不停地「挑戰提問前提」，使得訪

談之問答顯現一種語言的前提攻防戰。 

 

(三)刻意的前提設置 

以下歸納前章分析結論關於具體前提設置之手法。 

 

1. 將第三者(如「外界[質疑]」、「很多人[不懂]」等前提)想法放置於提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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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引起受訪者專對該前提回應(如「[看好的人]才具備高等智慧」)。換言

之，受訪者針對前提回答，字面上似乎不在回應提問主張，卻反成為記者

預設的回答方向，故即便受訪者用「不回應策略」或間接回答，其前提仍

為採訪主題所接受。此言談現象與 Dillon(1990)發現記者在 yes-or-no 

question 摻入前提以迫使受訪者回答是或否的同時即已承認該前提，實有

異曲同工之妙。 

2. 預設回答：以「[卡死]一百美元」與「外界不捧場」為例，記者猜測出受

訪者可能已經知道這些前提，或之前受訪者本身有暗示該事實，讓受訪者

可就這些前提重申自己看法與立場。 

3. 用前提來追問：以「衝高營收[並]維持獲利」觀之，記者以受訪者本身的

前提來追問並試圖得到更明確的答案。 

 

由上述討論可知，訪談前提之互動深受採訪主題、事件、受訪者角色等脈絡

因素所影響，也凸顯了其具備語用前提之特徵。記者進行機構性言談時，是否可

從前提放置形成一套言談策略以滿足組織慣例與採訪目的，即「問出好問題」並

獲取更深入的資訊？下面擬繼續討論。 

 

二、前提與好問題之關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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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所歸納的「以前提為核心的機構性言談特徵」似乎均指向一件事，即受

訪者具備專就前提做出回應的傾向。這是否說明提問前提可以誘使更有深度的回

答，相對來說即呈現更具深度的問話形式？ 

 

(一)受訪者、採訪主題的背景知識 

記者事前蒐集的資訊，如個案分析中百元電腦成本、大眾輿論於百元案的質

疑、投資人的反對聲音等，以前提形式出現在提問裡，造成受訪者下列回應方式： 

 

1. 回應主張及前提皆圍繞在記者前提內容：如以「蔡家思考」反駁記

者設定的一般成本價格【對話三】，「[認為]沒有 profit[的人]是缺乏高

等智慧」反擊提問前提「算盤不被外界接受」【對話八】。 

2. 規避提問前提，另闢一套前提設定來回應：如受訪者以「百元電腦

案對台灣整個地位有幫助」前提來回答「廣達應具備長期效益」【對

話七】。 

     

    上述兩種類型無疑豐富了採訪內容。但該回應方向是否為記者預先設定的答

案，抑或機構性言談中自然出現的語言現象？將在下一節「研究意涵」討論。 

 

(二)受訪者回應主張與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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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訪過程中之受訪者回應內容(包括主張與前提)有時也成為記者提問前

提。依前章訪談記者所發現，記者有時是為了追問受訪者前面對話的真正意涵(如

「台灣人都用蔡家思考？」)，或者凸顯、加強受訪者的立場(如「創新」前提是

為了接續受訪者之前提到「製作百元電腦對廣達是新的嘗試」)。整理如下([…]

為前提部分)： 

 

表五—1：受訪者對於自身提出之主張前提所做的回應 

 記者從受訪者回應內容擷取出之提問前提 受訪者回應 

對話四 社會上存有一種蔡家的思考 修正其前提為「台灣的思考」

並重新回答對話三之提問 

對話六 該合作案之前似卡在一百美元 表示贊同(「沒有、沒有」)並澄

清低價商品的好處 

對話八 林百里的算盤很精(但外界好像不捧場) 表示看好(林的算盤)要高等智

慧 

對話十 百元電腦是在創造低價市場(且會得罪舊有客戶) 否定提問主張(會得罪舊有客

戶)，指出低價市場的好處 

對 話 十

一 

百元電腦案與創新有關(對廣達的意義) 提出蘋果電腦賈伯斯的例子暗

示創新的價值無法從財產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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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與本身前提相似的提問前提，受訪者回應(無論為「非回答」與否)可分

為下列二個方向： 

 

1. 從該前提發展言談內容，主動提供相關想法； 

2. 從該前提檢視自己的說法(如澄清論點、重新回覆前面問題)。 

  

    由上述回應方向可知，從受訪者前提提問可以探求訪談中不確定的資訊，藉

由一連串的確認前提、延伸前提內涵的言談動作，讓受訪者「說清楚，講明白」

並澄清容易誤解之論點，如受訪者提出低價市場是否會影響舊客戶等課題。 

     

 

2.2 理論意涵 

 

前述探討了記者如何在訪談情境使用前提與提問策略。既然記者放置前提含

有誘導回答的功能，回到語言學的前提理論，「前提引導回應」之言談現象可從

哪些理論面向觀察呢？ 

 

一、問問題相關理論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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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討論過「問問題」(questioning)(即本章所稱「提問」)建立在「假定」

(assumption)的基礎，後者並由 Dillon(1990: 131)區分出兩種內涵——偏向語意學

範圍之前提與言談脈絡導向的前設(presumption)。透過前文所述，本文認為新聞

記者的前設會影響提問前提並產生引導受訪者回答之效果，原因如下： 

 

(一)前設落差造成訪談前提互動 

記者提問前提涉及的背景知識已經預設了受訪者的回應範圍。Dillon(1990: 

134-136)定位前設為「言談時的溝通基礎」，故問答雙方必先隱含共同前設，反

之就會產生溝通矛盾。本文個案分析中受訪者出現「不回應策略」(對話二、三、

八、十二)都起因於雙方的前設認知有所出入，如下表所示： 

 

表五—2：前設與回應之差距 

 

提問主張或 

核心事件(斜線字體為前提) 

受訪者回應前提 

對

話

二 

你們認為[百元電腦]做得

出來╱不出來 

針對「你們認為」來回應：以「MIT 的尼

葛洛龐帝主導本案」、「財報多少(系統組裝

費、營運成本)就照財報算」等表示該委託

案成功與否不是廣達而是委託者(MIT)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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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對

話

三 

[再加上面版和記憶體約

五十五美元]百元電腦真

的能╱不能獲利 

針對「成本」回應：以「有錢人開四輪車」、

「窮人只有腳踏車」、「三十萬元就可買一

台車」來反駁「面版和記憶體約五十五美

元」 

對

話

八 

[算盤打得很精]但外界捧

╱不捧場 

針對「算盤」回應：以「認為沒有 profit[的

人]是缺乏高等智慧」來暗指「外界」不懂

其算盤。 

對

話

十

二 

你在╱不在乎[人家說你

一哥變三哥] 

針對「排名」回應：以「我可以是一哥[一

歌歌王]」反駁其排名。 

 

從本表可以發現，某些提問主張或因沒有適當回應或繞彎、間接回答，受訪

者反而多集中在提問前提回應。而受訪者之所以「答非所問」或「另闢蹊徑」地

回應，是因記者前提所投射的前設知識與其衝突或有出入，故順著記者問題主張

回答恐間接承認其前提與前設知識，不如針對有矛盾的前提反駁或澄清說明；這

可以說明前設與語用前提的關連性。本文進一步認為，此種前提衝擊可視為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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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已就「可消去」的前提內容互動，因為提問前提預留了討論空間(或不被受

訪者視為真)以讓受訪者得以自設前提予以反駁，借題發揮。 

本文認為上述討論的背景知識 (即 Levinson 指的「語用資訊」，1983)讓記者

可以預先設定受訪者的回應內容及方向，乃因訪談過程「互動中的談話」容許記

者與受訪者「共同建構」言談內容，藉由受訪者的參與一齊形塑所謂之「媒介真

實」(臧國仁，1999)，後者於新聞訪談報導即為該訪談內容的文字再現。 

 

(二)前設與事實 

從第一點討論可發現前設與前提設置具有因果關係：前設成立的條件是提問

者認為該事實為真(或言談表面文字顯示為真且該事實為雙方所接受)，如此提出

的前提才有說服力並合乎雙方認知，讓回答者能順利理解提問內涵並回答(Dillon, 

1990:134)。 

但從本章前述「受訪者挑戰前提」概念可以發現，記者經常故意使用違反雙

方認知的前設。如「在不在乎[一哥變三哥]」、「[再加上面版和記憶體約五十五美

元]百元電腦真的能獲利嗎」等提問中，受訪者很有可能根本不認為自己變成三

哥，也不認為面版與記憶體一定要五十五美元，這類問題卻易往往造成受訪者針

對該前設知識長篇大論(如第一章引用法拉西訪問何梅尼之例所示)。反之，當記

者以受訪者較認同的前設(如「算盤」、「創新」、「低價市場」等)，受訪者不需要

辯護提問的前設相關知識，回答則傾向朝受訪者自身想法去發展(如本節 2.1 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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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種回答面向)。 

總結上述兩點，記者在問問題之前似會先擬定提問的前設知識，反映在其訪

談前提並藉此誘導受訪者回應。 

 

二、前設於新聞提問的意涵 

 

上述關於「共同建構」與「前設」的討論顯示，記者對訪談相關事件、知識

的瞭解不僅有助於提問，也讓此「互動中的談話」的內容具備可預期性，即記者

可以藉此掌握受訪者的回應方向。受訪者如反駁記者之前設知識而產生「針對前

提回答(而非問題本身，即提問主張)的長篇大論」，正可視為是記者有意操控一

些與受訪者認知矛盾的前設知識以獲得真正想要的答案，原因如下： 

 

1. 表五—2 所列的五組對話之提問都屬丟面子問題，即記者如放置愈多受訪者

不同意的前提，該提問產生的質疑意味愈濃厚，受訪者也愈可能只針對前

提回應。 

2. 第三章討論的「合作回應理論」指出，合乎提問者真意的回應不見得迎合

問題的前設(乃因有時前設所指事實並非正確)，但一定包含另一個修正的前

設事實(Joshi, 1983)。因此訪談前提的矛盾顯示出雙方對於某事實認定的落

差，而面臨丟面子的受訪者往往急於更正這個前設事實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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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接續第二點，本文個案訪談記者也曾表示許多質疑問題(即丟面子問題)的提

出乃在於希望受訪者能進一步澄清事實以釐清真相。 

 

由上述三點可觀察出，記者其實早就意識到受訪者可能反對的前設事實並仍

以前提為誘餌，藉此以讓已居下風的受訪者更正該事實。 

 

上述三點不僅說明了 Dillon 的前設與「語用資訊」具有非常類似的理論意

涵，更解釋了為什麼新聞訪談前提不能只從表面文字解讀，而需從採訪雙方對於

主題(爭議點，即「廣達獲不獲利」)、事件(「百元案」)、受訪者背景(指「廣達

客戶」、「過去營運情況」)來理解記者放置前提的言談。 

由於在新聞訪談裡受訪者經常以模糊或模稜兩可(即本文之「不回應策略」)

的方式回應，記者為了挖掘真實卻須評斷「[受訪者提供之]資訊是否飽和」以繼

續追問(follow-up questioning)來獲得更多資訊(翁維薇，2000)，本文認為記者於

訪談時以受訪者前提來執行追問行為或可成功誘導受訪者澄清觀點，而以不同前

提發問也較能避免受訪者重覆回應相同內容。 

因此，受訪者前提具備與前設知識相同的言談功能，兩者都能讓記者深入矛

盾、爭議的前設事實，追問並探掘採訪內容。 

    總結本節討論，本文將個案分析的「背景知識(包括對受訪者的背景認識)」、

「機關性言談因素」、「受訪者前提與主張」等脈絡因素，共同列為「語用學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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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圖。 

 

 

圖五—2 前提與機構性言談、前設知識、受訪者前提的關係圖 

 

    總體而論，本圖顯示前提並非只是構成言談的語詞，而實涵蓋了記者與受訪

者對於採訪相關主題的認知與事實，亦即：記者得以透過掌握前設知識來避免與

受訪者間的認知落差鴻溝，藉此激起受訪者深入回應並自動彌補該矛盾。前提之

功能因而就在建立橋樑，使得記者與受訪者之言談得以產生互動。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發展 

 

本節先從研究角度(語用學)與切入點(前提)兩方面來討論方法問題，然後從

前設知識 

(背景知識) (受訪者前提) 

 

機構性言談因素 

(組織風格、採訪時間等) 

記者提問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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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

、本文分析方法之檢討 

(一)言談分析 

    Levinson(1983)認為，完備的言談分析必須滿足兩個要件：獨立的言談單位

言談分析另一個問題是並未納入語氣詞來分析本文主張╱前提。

定因素，本研究專就主張與前提兩

訪談的言談分析思考語用前提可以用什麼其他方法來觀察(或倒過來，語用

前提何以解釋新聞訪談策略)，藉此瞭解從前提著手的方法限制與理論形成障

礙，再去討論前提策略研究對新聞訪談研究的前景。 

 

一

 

或類型(如某類型的段落、句子、問答)與規則化的言談形構(如本文個案分析的主

張與前提)。本研究順利從訪談個案十二組問答找出一致的言談形構，但在確立

言談單位(即記者與受訪者的一問一答)時卻無法肯定每句話的真實文字面貌：平

面訪談報導(print interview)為了控制字數與篇幅，常會刪減與篩選訪訪談過程中

之多餘或不重要的文字，使得研究者觀察到的文字並非逐字稿而是精簡整理過的

訪談稿。 

     本文

Levinson(1983: 289)認為注重言談語氣詞(如嗯、啊)的會話分析才能凸顯言談順序

(sequence)等語言形構的特徵，故本文單從句子擷取語詞片語恐無法完整呈現雙

方攻防的真實面貌而產生相當程度的謬誤。 

    為了降低上述對話過程失真所造成的不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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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言談形構來分析，但此舉猶會造成前提之扳機、拴子、洞等語詞(如發語詞「基

本上」、「所以說」)可能產生的影響無法觀察，唯有找出訪談錄音稿才能解決這

個問題。此外為了補足研究者尋找主張前提的主觀性問題，本文以深度訪談來看

記者本身前提，期能相當程度上理解提問前提的真實內涵；但記者因時間久遠不

見得能憶起當時設定前提的動機，故本研究仍無法完全掌握訪談最真實的前提。 

    最後，記者前提無法從字面上解讀的可能原因，涉及記者與受訪者默認的知

識與事件脈絡(百元案爭議)的作用影響，相關解決方法將在下述「未來發展」討

論。 

 

(二)觀察中英文主張的差異 

    語言要素來表情達意，主詞受詞較易認定，故

   Has John made the car stopped? 

以很清楚看出主詞 John 與動詞補語 has made…stopped，故主張為「約翰有╱

英文多從主詞、受詞、補語等

觀察一問句之主張如： 

 

 

 

可

沒有把某個東西停下」，前提則為主詞 John 與受詞 the car。但中文的主、受詞並

不特別明顯，如個案分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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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認為廣達和 MIT 合作百元電腦，是在做公益？」 

   主詞應該是「有人認為」抑或「廣達」？如果是前者，主張為「有╱沒有人

(三)訪談類型(genre)的問題 

案分析所得出的前提策略發現，不見得適用廣電

媒體

究結論。該採訪記者

坦言

象的類型也會影響研究發現。本文的個案與相關文獻皆針對公

眾人

象之前

 

 

認為廣達[和 MIT 合作…]在做公益」；若為後者，主張則是「[有人認為]廣達是

╱不是在做公益」。[…]為前提的情況下，可以發現主詞認定的差異導致前提完

全不一樣，問話的重點與聽者回應的方向也會完全不同。 

 

本研究以平面媒體訪談為個

之訪談。以 Clayman & Heritage(2002)研究新聞訪談為機構性言談為例，其

個案皆為廣播與電視訪談，故一些對話特徵如接話(turn-taking)規則顯得格外重

要，研究意涵也有別於平面媒體整理過的文字稿之分析。 

此外，《商周雜誌》之商業評論刊物的風格也會影響研

，商業雜誌在面對企業老闆時多傾向質疑口氣提問，為該媒體組織層面之新

聞常規；此點與娛樂取向的刊物出發點不同，也因此可能產生截然不同的提問策

略與前提設定。 

再者，訪談對

物，仿效 Clayman & Heritage (2002), Jucker (1986), Dillon (1990), 

Stenstrom(1988)等新聞訪談與問問題研究均政經人物或具知名度訪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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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故本研究發現不見得適用一般民眾訪談的前提策略。  

 

(四)質性研究個案限制與適切性 

現可能產生是否為獨特性或普遍性的問

題；即個案分析整理的前提策略究是該記者特有語言特徵或新聞訪談過程中都可

釋學派(interpretive social science)，重視的是就特定脈

絡、

內容無法宣稱其發現為所有(或大部分)記者訪談時

皆擁

、未來發展 

本研究僅就單一個案分析，研究發

能出現的機構性言談？ 

雖然質化分析傾向詮

情境個案找出合適的解釋(Wimmer & Dominick, 2003)，因此個案數量不見得

是研究效度與信度唯一憑藉的條件。但單一個案與龐大數量個案間仍有一個問

題：本文之前提策略究竟在多少程度上適用於爭議新聞訪談之言談過程？Yin(引

自 Wimmer & Dominick, 2003)認為個案分析研究者面對的現象往往難以與周遭

環境因素分離，如本文中新聞訪談前提與機構性言談因素兩者何為脈絡並不絕對

清楚。如何讓本文朝機構性言談研究以解決脈絡因素不明的問題，將於後述「未

來發展」部分繼續討論。   

換言之，本文之質化分析

有之前提策略，只能強調在特定新聞訪談情境中，本研究發現記者前提與受

訪者前提會有前述之互動。 

 

二

 - 156 -



    本文最後以會話分析作為未來研究之核心框架，探討前提策略框架對新聞訪

(一)會話分析有助情境脈絡的掌握：找出言談者真意 

語言細微變化，未來

應參

都要

考量

uential analysis)能成就本文研究目的三

「前

實難百分之百理解並擷取作分析，故未來對話研究

應於

)語用前提作為新聞訪談雙方互動的框架 

新聞訪談，言談過程之互動可以從

前設

談實務有何幫助，並加入語用學的想像以便發展這塊領域的新聞學理論。 

 

如前文所述，本文言談分析並未考量足夠的脈絡因素與

考 Heritage & Greatbatch(1991)使用會話分析才能彌補方法上的問題。 

會話分析強調的是「互動中的對話」，故每組問答(adjacency pair)的言談

雙方接受訊息後之反應(Wooffitt, 2001)，而非像本個案分析忽略討論受訪者

是否同樣從記者前提得到回應的啟發。 

再者，會話分析的「序列分析」(seq

提如何形成提問策略」，因為每組對話前提會引導後續言談進行，也會幫助

研究者對策略型塑的認定。 

最後，記者前提從字面上

準備採訪工作階段就先訪談記者對背景與採訪相關資訊的認識，然後再觀察

其提問前提，如此雙管齊下或可探求「言談者真意」之語用學觀點。 

 

(二

如下圖，本文認為為了幫助記者主導深度

知識的前提出發，加上受訪者本身的前提，訪談過程中使用語用前提來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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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透露更多、更深入的資訊。 

 

 

 

 

圖五—3 未來訪談前提研究 

前設知識 

(背景知識與受訪者前提) 

 

     

文分析尚未涵蓋到上圖斜線部分(即「受訪者之背景與立場」)。依文獻所

示，

本

記者訪談的立足點多為「公眾」立場，從公領域的言談方式與受訪者提問、

對話(江靜之，2006)，故本文分析時跳過前提策略的目的，認定記者是為了「追

求真實」來提問、追問。但受訪者的立場以及其所擁有的相關資訊如何影響其回

採訪者 語用前提 
受訪者 

訪談溝通橋樑 

受訪者之背景知識與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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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策略？如能進一步理解受訪者回答真實動機與立場，當更能釐清訪談前提的角

色。 

    

(三)與追問研究的關連 

可結合新聞訪談前提與追問研究，探究記者在「追求真

相」

)政經雜誌與廣電訪談的機構性 

廣電媒體做為個案研究，從「公眾」的角色

立場

新聞訪談研究對象多針對公眾人物，未來研究似

可比

本文認為未來研究或

的訪談過程中如何運用前提技巧來滿足採訪主題、目標。如前文所述，似是

而非、模糊的規避回答方式起於丟面子問題，故本文研究核心「前設知識」、「訪

談前提」、「丟面子問題」等當能幫助研究者深入理解「訪談命題」，提供追問研

究更深入的發展(翁維薇，2000)。 

 

(四

如前文所述，江靜之(2006)曾以

分析新聞機構對訪談言談行動的影響。本文雖然提出一些機構性因素並藉其

觀察訪談前提，但並未深入探究個案雜誌《商業周刊》對記者與採訪過程所產生

的組織影響力，未來訪談前提研究或可進一步分析雜誌社內外部組織性因素對前

提技巧之使用究竟有無關連。 

此外前述方法檢討部分討論

較記者面對一般民眾訪談時之提問技巧差異。 

 

 - 159 -



(五)進一步探究言談者真實訪談主張與前提 

帶有不確定、模糊的謬誤，因為研

究者

解受訪

者主

發現受訪者也憑藉記者前提來回應問題，未來研究者若能訪談受

首先，亦如前述文獻所歸納主張與前提必

不是訪談雙方，也不在訪談時空相同的情境底下，故於文字解讀上無法擁有

與訪談當事人完全相同的「語用資訊」，易於影響主張與前提的認定。 

訪談受訪者並探知其回應前提將為本文未來研究重點，因為不徹底瞭

觀上與記者前提的矛盾點及反駁前提的真實動機，易產生本文於前提互動認

定上之誤差。 

    另外，本文

訪者探求其真實動機，或可發展出「受訪者規避問題之前提策略」，即圖五—3

受訪者虛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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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可消去性指句中前提與真實相反或可被推翻。例：「我不喜歡彼得睡覺的鼾聲」

(其實他不曾打鼾)之前提似為彼得會打鼾，否則依常理不會說出這樣的句

子。但當此事實為假（他不曾打鼾）時，原句仍然成立，因為喜不喜歡本來

就是主觀情感的假設性描述，不需與真實性相符。相關理論於第二章文獻部

分有詳細討論(整理自 Grundy, 2000)。 

2 文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指在語言發展中原本不屬於既有文法規範內的語

言使用，隨著時間演進逐漸普遍化，終能成為文法之一部份，此即語言的功

能化意涵(整理自 Saeed, 2003: 344)。 

3 資料來源整理：東森新聞網：            

http://www.ettoday.com/2006/01/11/339-1892810.htm  

http://bloguide.ettoday.com/yu701/textview.php?file=0000040973        

4 資料來源：今周刊(2003.12.25)336 期，「林百里傳奇」：

http://www.books.com.tw/magazine/item/today1225.htm 

5 Grundy(2000)指的「核心事件」(focus)是針對句子中前提以外的論據部分，如

「為何她捐錢給牛津」中之「她捐錢給牛津」為前提，「為何….」才是該問

句的核心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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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訪問記者的問題 

 

一、採訪本篇「看衰容易，看好就要高等智慧」的原則： 

 

二、關於問話的主張與前提 

1. 記者是否同意表一之前提？是否有意提出？ 

2. 若為有意提出，則意圖為何； 

3. 每組問題之前提的關連性：受訪者針對前提回應是否會影響下一個問題內容？ 

 

三、關於脈絡事件(百元電腦案)的問話準備—語用技巧討論 

1. 記者訪談前是否與受訪者溝通好脈絡事件？脈絡事件對前提放置有無影響提問內

容？ 

1. 若有影響，記者如何運用脈絡事件來提問(即百元電腦案對記者來說是否為提問的重

要依據，且扮演的功能為何)？ 

 

(三)關於引伸前提 

1. 詢問記者是否同意這些引伸前提； 

2. 記者是否有意利用這些引伸前提來激起受訪者回應？ 

(若有出入，則檢驗本身方法或歸因於前提的可消去性、投射性。) 

 

(四)訪問稿整理問題 

1. 對話順序是否有變動？ 

2. 對話內容的排列，如句子間的先後與用字，是否有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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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林百里商業周刊原稿(2006.1.2, p30-p34) 

 

《商業周刊》問(以下簡稱問): 有人認為廣達和MIT合作百元電腦，是在做公益？ 

林百里(以下簡稱答): 喔！NO，不、不、不……(急促狀，揮手表示否認)，OLPC(One 

Laptop Per Child，一個兒童一台電腦)是公益事業，其他供應者就不是公益事業

了。比如說聯合國它要買藥劑，替非洲小孩子打疫苗，那個疫苗公司本身就是獲

利單位啊！ 

廣達是股東大家的，我一定是要以廣達的正常運作為必要條件。 

問: 基本上你們認為百元電腦做得出來？ 

答: (急促的回應)你不要 challenge(質疑)我，你 challenge MIT 的尼葛洛龐帝！反

正我們定義好系統組裝費加上 overhead(營運成本)，加上正常的利潤，我們財

報多少就照財報算，就這麼簡單。往好方面想，我不會那麼笨。 

問:可是一顆 CPU(電腦中央處理器)也要二、三十美元。再加上面版和記憶體約

五十五美元，百元電腦真的能獲利嗎？ 

答:喔！不是這樣想(提高音量)，沒那麼貴。(停頓三秒)有錢的人喔，出門都用四

輪子的汽車，對不對？窮人家小孩不這樣想喔(提高音量)！他們說，我有一

輛腳踏車就很開心了，你們不能用有錢人、富有社會的人，去想貧窮國度的

東西啊！ 

有一本書叫做《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編按：由 C.K. 

Prahalad 所寫《金字塔底層大商機》，描寫貧窮國家也有購買力，企業可以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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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獲利，一方面也可以幫助窮人脫離困境)，就是從金字塔最底下去想這件事

情(指著書的封面)。很多事情要從 bottom 看起(用手在空中比出三角形)，你

也要從最高點來看(右手舉起來指出高點)：你看一個國家、人、事情要同時

從最基層看和從最高層看。 

嗯，汽車最便宜一輛多少？三十萬，你如果問蔡家，汽車多少錢一輛？他說，

嗯，汽車不就是賓士三二○嗎？ 

問: 所以您認為現在多數的人都用蔡家的思考？ 

答: 不、不、不，多數人都用台灣的思考(笑)，多數人付得起一千元(美元)電腦。 

我們看事情，要左邊想一想，右邊想一想，再來細部做運算。OK，他們需

要一個 display(顯示器)，對不對，但是不需要這麼大啊？七吋可不可以？even

黑白可不可以？不是用 Intel(英特爾)、Microsoft(微軟)這樣的標準來看。 

問: 接下這個案子，廣達可以衝高營收，還能維持獲利？ 

答: 我們算五千萬台好了，一百元一台，廣達一年可以多做一千五百億元，而且

很好賺，每個都一樣嗯，我最喜歡就是每個都一樣，One Spec(單一規格)我

最喜歡啦！組裝程序可以簡化為原來的四分之一，量大採購成本低。我們營

收四千多億元，幾百種東西，NB 不知道有多少種在換，那很頭痛耶。 

    而且這個價錢還沒定啊！我們只同意利潤跟我們目前一樣，這是好生意耶。 

    現在我們很多部門都在搶這個生意，都說這個給我好不好，我都說我考慮考

慮，那要看你對我孝不孝順(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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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這個合作案並沒有卡死在一百美元？ 

答: 沒有、沒有、沒有(揮手)，target(目標)是一百。一百美元是 project name(活

動名稱)，spec 還沒確定。 

你忘記了，我以前做記算機的時候(編按：林百里早期在金寶和三愛電子時

從事計算機設計)，當時計算機一台五美元，對我來說就很大很大了，現在

是一台一百美元，這個好生意喔！ 

問: 接下百元電腦這個合作案，很多人不懂這對廣達長期的效益在哪裡？ 

答: 第一件事就是獲利嘛！一百元我們是目標啦，多接近目標我們現在還不知

道，我們只是做設計和裝配的工作，而且這會帶給我們滿有規模的獲利，尼

葛洛龐帝說一年一億台，哇！我說如果有五千萬台就不錯喔。 

    第二，利用這個機會降低成本的研究。第三，這個東西會開創一個新的運算

方式，也可能會產生新的技術。 

第四，讓這麼多目前沒用電腦的人去使用，衝出新的應用。讓他們先來買這

台電腦，這是很大的市場。而且對台灣整個地位也往上提升，喂，什麼時候

你能跟 Google 和 AMD(超微)，同一張桌子談合作？ 

問: 您算盤打得很精，但外界好像不捧場？ 

答: 看衰容易啦，看好很難。看衰普通智慧就好了，看好是很高等智慧。這很簡

單啊，有正常的 profit。 

廣達創立自一九八八年，當時我們做第一台筆記型電腦也是這樣。找 I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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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說 No!No1CPU 的風扇就這麼大，SEAGATE(硬碟大廠)也笑我們，他說硬

碟就這麼大(雙手張開)，根本放不進去，每一家都笑我們啊！ 

問: 目前為止廣達在這件事上投資多少？ 

答: 廣達有幾十組 Engineer，我們就一組人去做，我們越做越有把握，現在我們

也沒什麼投資，nothing to lose(沒什麼好損失的)。 

問：外界認為廣達創造這個低價市場，會得罪舊有客戶？ 

答：我跟你講個例子，Swatch(瑞士腕表品牌)思維，那就很清楚了。Swatch 這麼

便宜，它有影響到 Omega(歐米茄)嗎？有影響到 Seiko(精工表)嗎？他 create 

a new market(開創了一個全新的市場)嘛！他反而很有攻擊性，swatch 生產多

少手錶啊？(拿特助的 Swatch 手表展示) 

我們不是取代 Intel，有些分析師喔，是用一般智慧來想。這不是 Dell(戴爾

電腦)的 business model(商業模式)嘛！你說拿這題目來炒廣達股票，這沒辦

法，炒低比較容易嘛！炒高比較難。分析師都是這樣玩的，他們都看不懂。

我的策略是少做 me too，而是做 me only 的創新。 

問：創新對廣達的意義是什麼？ 

答： (從公事包拿出翻得很爛，書角微翹的雜誌，指著排名)像是《Financial Times 

Magazine》選出二十五個重要的 billionaires(億萬富翁)。第一名是 Bill 

Gates(比爾‧蓋茲)，第二名是賈伯斯(Steve Jobs)他只有三十億美元身價，比

蓋茲有五百億美元身價少很多，低於華倫‧巴菲特(Warren Buffett)四百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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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身價，但是巴菲特排十二名，賈伯斯只有三十億美元，他排第二名，這是

因為他創新帶來的價值無法計算，這個不是以財產、數字論英雄。 

問：創新對廣達的意義是什麼？ 

答： (從公事包拿出翻得很爛，書角微翹的雜誌，指著排名)像是《Financial Times 

Magazine》選出二十五個重要的 billionaires(億萬富翁)。第一名是 Bill 

Gates(比爾‧蓋茲)，第二名是賈伯斯(Steve Jobs)他只有三十億美元身價，比

蓋茲有五百億美元身價少很多，低於華倫‧巴菲特(Warren Buffett)四百億美

元身價，但是巴菲特排十二名，賈伯斯只有三十億美元，他排第二名，這是

因為他創新帶來的價值無法計算，這個不是以財產、數字論英雄。 

    有些公司他是以低價做，我以一個 engineer 的眼光來看，還是創新重要啦！

如果我願意做個平凡人的話，我早就可以退休，衣食無憂，養兒育女都沒問

題，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行，我們要不斷研發，為什麼 Steve Jobs 排第

二，(指著雜誌排名)這個給我很大的鼓舞。 

問：當初電子五哥，廣達排第一，現在華碩和鴻海竄起，你不在乎人家說你一哥

變三哥？ 

答：我是「一歌」，一歌歌王啊！我只會唱楚留香，我楚留香唱得最棒，千山我

獨行，不必批評(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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