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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身分地位者，一般庶民就是在下位的受支配者，說話時視

聽話的人或論及者的年齡、地位、職稱、親疏關係的不同而

使用不同的語彙或不同的語體來表達。「敬語法」可分為三

種：對於話中論及者有「主體敬語法」，對動作所及者有「客

體敬語法」，對聽者有「相對（聽者）敬語法」，各敬語法中

還可細分幾個等級，玆分述如下： 

（一）主體敬語法 

 說話者若談到要尊敬的長輩或老師時在述語中加

｀시＇（有받침時加｀으시＇），如談到不需尊待的

弟弟時便不需加｀시＇。 

(1) a. 아버님이（선생님이） 오신다. 

 b. 동생이 온다. 

 在問及小孩你爸爸何時回來時： 

(2) a. (너의) 아버지 언제 오니？ 

 表示問者是小孩爸爸的朋友、同學或前輩，而在小孩

面前為了顧及爸爸的體面時亦加‘시’。 

 b. （너의）아버지 언제 오시니？ 

 但如學生示威要求校長下台時就不加시也不用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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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體。 

(3) a. 총장은 물러가라！ 

 對上天、神靈用尊待的-님，動詞加‘시’。 

(4) a. 하느님은 다 아실거야. 

 b. 신령님이 노하셨나 보다. 

 對長輩、上官用尊敬形主格助詞，動詞加‘시’。 

(5) a. 할아버지께서 무슨 말씀 하셨니？ 

 b. 대통령께서 입장하시겠습니다. 

 但在用特殊助詞는、도時，-께서省略反而更自然。 

(6) a. 할머님（께서）은 이쪽으로 오세요. 

 b. 회장님（께서）도 오셨어요？ 

 在敬語中有些語彙是含‘시’的，如‘잡수시다’

、‘계시다’、‘편찮으시다’、‘돌아가시다’

等，沒有먹으시다、죽으시다的語詞，있으시다是

｀有＇的敬語，계시다表示｀在＇，如： 

(7) a. 영희는 뭘 먹니？ 

 b. 할아버지는 뭘 잡수십니까？ 

(8) a. 저 집 아들이 죽었어요. 

 b. 저 집 할아버지께서 돌아가셨어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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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할아버지께서 지금 계셔요？ 

 b. 할아버지께서 돈이 많이 있으시지요？ 

(10) a. 할아버지，편찮으세요？ 

 b. 할아버지，어느 쪽이가 아프세요？ 

當있다用作為動詞時，它的敬語是계시다，用作者形

容詞時，它的敬語是있다，當說及全身不舒服的時候敬語

用편찮으시다，當談到某個部位疼痛時敬語用아프시다表

示。 

（二）客體敬語法 

當主體的行為、動作影響到某一對象時，對於此一對

象是否要用尊待的表現，若需要用尊待時，它的表現法叫

「客體敬語法」，最明確的表現在與格助詞用‘께’，代替

에게/한테，其他語彙如用뵙다（보니），드리다（주 

다），모시다（데리다），여쭙다(묻다，말하다，알리주

다). 

(11) a. 이 선물을 할머님께 보냅시다. 

 b. 이 선물을 제 형에게 보냅시다. 

(12) a. 우리 선생님 뵈러 가자. 

 b. 우리 철수 보러 가자. 

(13) a. 이 꽃을 할머님께 드려라. 

 b. 이 연필을 철수한테 주어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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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 부모님을 모시고 어디 가나？ 

 b. 아이들을 데리고 동물원에 가요. 

(15) a. 그 일을 선생님께 여쭈워 보아라. 

 b. 그 일을 나한테 물어보면 돼. 

 

（三）相對敬語法 

此種敬語法只是話者與聽者之間語言相對時的敬語法

，與話中或句中的人物沒有關係，但是如果話中主語就是

聽者時，在使用的語體也要配合主體敬語法來表現，如命

令句中主語김철수就是聽者，而其地位是公司裡的課長，

依現代韓語六種（a.해라，b.해，c.하게，d.하오，e.해

요，f.합쇼體등）來表現時： 

(16) a. 이 자리에는 철수가 앉아라. 

 b. 이 자리에는 철수가 앉아. 

 c. 이 자리에는 철수군이 앉게. 

d. 이 자리에는 김 과장이 앉으오. 

 e. 이 자리에는 김 과장님이 앉으세요.（시으요） 

 f. 이 자리에는 과장님이 앉으십시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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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家庭成員間與親戚之間的表現 

（一）家庭成員間： 

    韓語敬語法的表現在家庭中是依照家族關係的秩序來

決定使用何種適當的措詞，這與一般依年齡的高低來決定是

否使用敬語有些不同。 

    首先，從父子、兄弟姊妹間的用語來說明。父親稱아버지 

，母親稱어머니，通常則稱母親為엄마，孩童時期稱父親為

아빠，成人後則稱做아버지。對雙親的用語表現：對父親是

在用言加上敬語形接辭-으시，助詞用普通形，語尾用-어 요

表現，對母親則在成人之後仍稱엄마，語尾使用半語形-어，

時而也用-어요語尾來表現。使用第一人稱代名詞時，對母親

撒嬌時用나（一般對晚輩或同輩時使用），對父親則使用

저（對長輩的謙稱代名詞），而父母親對孩子則使用해라體

1用言語尾-다。第二人稱代名詞用너，即使孩子長大成為卓

越的社會人士，此種用語表現也不改變。兄弟姊妹之間：從

男性立場，稱哥哥為형，稱姊姊為누나；從女性立場，對哥

                                                 
1 韓語敬語法在終結語尾可分합쇼體（上稱），하오體（中稱），하게體（等

稱），해라體（下稱）해라體平敘句語尾為-라，-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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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叫오빠，姊姊叫언니，弟弟妹妹通常沒有分別，都叫동생 

，特別要區分時，則分別稱남동생，여동생。不過，一般皆

直呼弟妹的名字。兄弟姊妹間的用語表現，依照年齡的差別

而有不同，對年齡差距不大的哥哥、姊姊、並不需特地用敬

語，語尾用半語-어表現，但是，年齡差距較大時，在用語上

需加上敬語形接辭-으시，語尾用-어요表現，這是一方面保

有禮儀，一方面又使用撒嬌口吻的敬語表現法。人稱代名詞

在下對上時一般並不使用第二人稱代名詞，第一人稱代名詞

在年齡差距較大時用저，一般用나，較長的哥哥或姊姊對弟

弟、妹妹使用動詞表現法為해라體-다，第二人稱用너，第一

人稱用나。 

（二）在親戚間： 

    在韓國家庭裡教導親戚間的用語從孩童時期就開始，親

戚關係用촌（寸）來表示等親。夫婦之間是무촌（無寸），

互稱여보，자기，親子之間是일촌（一寸），兄弟姊妹之間是

이촌（二寸），通常팔촌（八寸）以內都稱為親戚，如孩子和

雙親的兄弟姊妹之間是삼촌（三寸）的關係，而「三寸」這

個詞彙也用在孩子對叔叔的稱呼上，對舅舅則稱為외삼촌（外

三寸），堂、表兄弟姊妹為사촌（四寸），這個詞彙也用在親

戚名稱上。如孩子稱母方為외가（外家），父方的祖父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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할아버지 ， 할머니 ， 母 方 的 祖 父 母 稱 為 외할아버지 ，

외할머니，但當面稱呼時皆用할아버지，할머니不加외（外）

字。稱伯父為큰아버지，叔父為작은아버지，未婚叔叔稱

삼촌。父親的姊妹稱고모（姑母），母親的姊妹稱이모（姨母）。

對年長的親戚用語通常加上敬語形接辭-으시，對祖父母輩則

助詞也用敬語形表現。敬語語尾表現法一般用-어요，不過，

在更年長的親戚前，因心理上的距離感而想撒嬌時，則用-어

來表現。因此在未婚時因心理上的親疏感，可使用不同的表

現，但在婚後就使用形式上的敬語體2來表現，尤其是女性，

一但結了婚，在締結新的人際關係的同時，也得營造新的語

言生活，一方面要遵從夫家的家規，一方面必須改變用語，

過去對母親說話都用-어和-어요混合著表現，婚後則只能使

用-어요，婚後稱公公、婆婆是아버님，어머님，用言及助詞

都用敬語形表現，以表示尊敬。敬語表現法通常用半語加요，

即-어요體，在公開場合則用합쇼體，-습니다來表現。而公

公、婆婆在叫新娘婦時，生孩子前叫아가，生孩子後叫에미야 

，新娘對丈夫的哥哥、姊姊、長輩們、甚至較小的弟弟妹妹

也不能草率，而有一定的表現法。一般對自己的弟弟妹妹，

跟對小孩子一樣用해라體，語尾用-다，第二人稱用-너，但

                                                 
2 對聽者待遇法的表現形態有格式的、非格式的各種體，此處所指為格式

體，非格式的即口語體，語彙的尊待語有敬語、謙稱語，非尊待語有一般

語、卑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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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待丈夫的弟弟、妹妹則一律使用敬語語尾-어요來表現，

不論年齡差距有多少，一方面為了保持禮儀，一方面也要考

慮到上下關係，不失其較長的嫂嫂身分，所以，在跟同輩以

下者談話時，第一人稱用나來表現，用言語幹也不接-어시。

但是，在對他們有行動上的命令或有委託的情形時，則加上敬

語形接辭-어시來表現。此表現法的特點是新娘和丈夫的兄弟

姊妹以及同輩親戚之間的上下關係，並非以她本人的年齡來

決定，而是以丈夫的年齡為基準來決定的。夫家及自己娘家

的兄弟姊妹與親戚的稱呼，隨著地方的不同而有些差異，在

漢城地區，新嫁娘稱丈夫的未婚弟弟為도령님（少爺）、妹妹

為아가씨（小姐），但是在生了小孩以後，就改以小孩的立場

來稱呼，도령님改稱삼촌，아가씨改稱고모。等弟弟結了婚，

又改稱為서방님，對丈夫的哥哥則稱아주버님，丈夫的姊姊

則稱형님。而丈夫的兄弟姊妹如何稱呼新娘呢？弟弟稱嫂嫂

為형수님，或稱아주머니（此為對成年女子的一般稱呼），

妹妹稱呼嫂嫂為언니，弟弟妹妹對嫂子說話時使用敬語形語

尾-어요來表現。哥哥對弟弟的妻子稱呼계수씨，使用敬語形

語尾-어요，但是對女方兄弟的太太稱呼올케（一般對兄弟

妻子的稱呼），說話不用敬語形語尾，以半語-어來表現。

以男性立場來說，丈夫稱妻子的父親為장인어른（岳父大

人），母親為장모님（岳母、丈母娘），但現代人多半稱呼

아버님、어머님，女婿對丈人、丈母娘說話時，當然用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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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敬語形합쇼體來表現。儘管公公、婆婆對新娘子使用해라

體-다來說話，但岳父母對女婿則使用하게體-네，-ㄹ세3來

表現，第二人稱用자네。夫婿稱呼妻子的兄弟為처남（妻男），

對妻子的哥哥也有用형님的，姊姊則稱처형（妻兄），用言

語尾皆用敬語形-어요。稱妻子的妹妹為처제（妻弟），對

弟弟妹妹不使用敬語形，而以半語-어來表現。對妻子兄弟

姊妹的上下關係也不是取決於丈夫的年齡，而是以妻子的年

齡為基準來決定的。另一方面，從妻子的兄弟姊妹的立場對

夫婿的用語稱呼又是如何的呢？哥哥稱妹夫為매제，不使用

敬語形，而用하게體-네，-로세等語尾來表現，姊姊稱呼妹

夫，則在姓氏上加上서방，以敬語形-어요來表現，弟弟稱

姊姊的丈夫為자형或매형，妹妹則稱姊夫為형부。弟弟、妹

妹對姊夫說話都使用敬語形-어요來表現。 

    夫妻之間，互相稱呼用여보，第二人稱代名詞用당신，

現代年輕一輩夫妻互稱자기，第二人稱仍用당신，或直呼名

字，老一輩的丈夫對妻子說話使用하오體敬語法來表現，現

代則不用敬語而以半語-어來表現，妻子對丈夫若有旁人在

則用敬語-어요體，無旁人時也使用半語-어來表現，這可說

是一種現代的趨勢。 

                                                 
3 -네是하게體平敘形語尾，-ㄹ세（如일세，아닐세）是說明自己想法的終

結語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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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長過程中敬語法表現的轉變： 

    小孩子從會說話開始，最早使用的是半語，此時尚無敬

語意識，也不會使用敬語，逐漸地隨著使用語彙數的增加，

慢慢會使用動詞及語尾變化，到了三、四歲，他的敬語意識

開始萌芽，開始會因對象的不同而使用不同的用語來表現，

在家庭裡，兄姐對弟妹都使用해라體-다來表現，第二人稱

用너，而弟妹對兄姊也使用半語-어來表現，不使用第二人

稱代名詞，第一人稱代名詞則用나，小孩子在了解其上下關

係，使用敬語法的表現不僅靠父母兄長的教導，主要還要靠

自己的學習與記憶，產生一種秩序觀念。小孩在兄弟姊妹間

的稱呼，女孩叫哥哥오빠，姊姊為언니，男孩叫哥哥為형아，

即“兄＂的稱謂再加上呼格助詞아，僅限於孩童時使用，因

為帶母音時較容易發音，姊姊叫누나。兄姊稱呼弟妹時，在

名字後加아，母音後加야，如영숙아，영희야，此種稱呼也

用於平輩、年齡相仿的孩子朋友間。待孩子上了幼稚園以後，

對自己認定為大人的人說話時，是用與孩子們的用語不同的

語彙與語尾來表現，對母親用半語-어的撒嬌方式的的同

時，對保姆稱선생님，而以敬語語尾-어요來表現。有些是

由父母親教導的，有些是仿效兄姊由記憶學習來的。孩子開

始說話時不可能會用敬語接辭-어시，而敬語形態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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안녕히 주무세요（晚安），진지 잠수세요（請吃飯）也是

逐漸長大才學會的。但是，在入小學前已開始學習敬語法，

在用言語幹加-어시，語尾用-어요來表現，這乃是家庭教育

的一環。 

    大人對小孩說話時也有一定的說法，通常用해라體，語

尾用-다來表現，叫小孩子時用얘，以第二人稱代名詞너來

稱呼，但老師在莊嚴的場合對多數孩子說話時使用-어요的

語尾表現法，一般廣播、電視節目中對小孩子也使用-어요

語尾。但是，也有個別的差異，例如：幼稚園的保姆在莊嚴

的場合說話時也使用해라體-다語尾，這是為了表示對小孩

子的親密感。 

三、在各種場合中的表現 

（一）在學校裡學生的表現法： 

    小學生對高年級與低年級所使用的語彙，和兄姊弟妹間

所使用的大致相同，女生稱高年級男同學為名字加오빠，稱

高年級女同學為名字加언니；男生稱高年級男同學為名字加

형，女同學為名字加누나。高年級稱低年級為名字加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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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用해라體-다來表現，低年級則使用半語表現法。到了中

學（國、高中），同學間的稱呼和在小學時略有不同，低年級

生第一次對高年級生打招呼時使用-어요表現法，漸漸變親

密後才使用半語形-어表現，但即使是高中生了，對高年級

生說話時也不用敬語形。第一人稱代名詞的使用也有變化，

在小學時對高年級生都用나，而國中開始就改用저，高年級

生對學弟妹都用해라體、-다表現法，稱呼時用名字加아，

第二人稱用너。但一般社會人士，即大人對小學生稱얘或너，

對國中生則稱학생，第二人稱漸漸用자네，口語仍使用半語

-어表現法，相識後就稱名字加아，第二人稱用너，用해라

體說話。 

    大學生又與高中時代不同，他們被社會認定已是成人，

在校中又有學長姊、學弟妹，基於年齡、其他條件的不同，

在人際關係上用語措詞也就特別費心，由於大學生並非大家

都同年齡入學，有些年齡相近，有些重考生年紀較大，韓國

男性年滿十九歲就有義務入伍，雖可延到畢業後再當兵，但

多半仍在在學中入伍，因此同班級中也有軍隊退伍的人，關

係就變得複雜了，用語的表現也就不同。一般來說，同一班

級裡的同學彼此並不使用敬語形，只有句末該用何種語尾來

表現是要考慮的，而對其他大學的學生說話時也有用敬語形

的，通常對稍長的同年級生在用語上也會保持禮儀，第一次

招呼時用-어요表現法，漸漸熟識後就改用-어形。年齡相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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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先用半語-어打招呼，弄清年齡、班級後再選用適當的敬

語形，也有先用-어요形表現，到確定對方是同年高中畢業

時則改用해라體，用너為第二人稱代名詞，若遇到高中時的

學長姊，或斷定比自己稍長的話，則使用-어요表現法，變

親近後則可用用-어或用-우表現法，也可能因為場合的不同

而語言表現上也有不同。上級生對下級生說話時最初都用

해라體，稱呼時用名字加아/야，第二人稱用너表現。女同學

進入同一班級後，因不服兵役年紀相仿，大體上開始就以해라

體表現法交談，若碰到高中時自己的學妹，要看是否要成為

朋友，還是要糾正對方的用語，這種用語上所產生的微妙感

情或意識在大學裡是最為慎重的，因為走出大學就成社會人

士的關係。大學生間互相稱呼時，男生低年級稱高年級男生

為名字加형，女生為名字加누나，或姓加선배님（＝學姊）

。女生低年級稱高年級女生為名字加언니，男生為姓加

선배님，現代流行稱呼名字加형，형（兄）原本女生是不用

的，所有在高中前女生稱男學長為名字加오빠，大學就不用

了。男生稱呼學弟或親近的學妹為名字加아，對不親近的學

妹則直呼姓名。女生稱學妹或親近的學弟也是名字加아，不

親近的學弟則稱姓名。但若對方年齡與自己相同或稍長時就

稱姓名加씨（氏）。同年齡間不論男女生可直呼其名，第二人

稱用너，用해라體表現。年紀不同時，則較小的男同學稱女

同學為名字加누나，較小的女同學稱較長的男同學為名字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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형，用-어요或-어表現法都有。過去，同年級的異性同學之

間互稱姓名加씨，現代則不太使用。 

（二）在大學裡老師的表現法： 

1. 老師對學生： 

    大學裡，在公開的場合男老師用합쇼體（-습니다）來

表現，女老師則用-어 요體，但用言不必用敬語形。在一般

的場合男老師叫男生時稱姓加군或直呼姓名。第二人稱用

자네，年長的老師常用하게體（-네）來表現，年輕的老師

則多用半語體，男老師第二人稱用자네，意味著不把對方當

小孩子看待，而將對方視為一個有人格的個體。男老師在叫

女學生時稱呼姓名加양（小姐），以半語-어表現法說話，通

常不使用第二人稱代名詞。而女老師在叫男女學生時稱呼姓

名，不使用第二人稱代名詞說話，以半語形表現。現代大學

老師對學生若交談數次之後感到親近時，改稱學生叫名字加

아，用너及해라體表現法。這被視為是親近的表徵。但對研

究生用語又不同，剛開始稱呼姓加군、姓加양或直呼姓名。

用半語表現法。熟識之後不太使用너，也不用해라體表現法。

若對方是大學部就教過的學生還是使用大學部時的說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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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畢業後成為研究助理時，個人談話仍和學生時用語一樣，

但在公開場合或在學生前則稱他為姓加조교或조교，不使用

해라體-다。而用半語-어。 

2. 老師與老師之間： 

    老師與老師之間也有各種關係，用語也就不同，如恩師

與弟子在同一所大學裡教書，恩師對他的弟子稱呼為姓加

선생（某某老師），선생님是老師的通稱，在學校稱呼比自己

年輕或親密的同事老師時都使用姓加선생。在學生時代稱呼

姓加군、姓加양，第二人稱用자네或너的恩師，在弟子當老

師後也不用第二人稱代名詞，而以姓加선생來稱呼，不用해라

體而以半語-어來表現，此時表現法的使用似乎有些不易，

在弟子成為老師前用師하게體對待，成為老師之後改用半語

-어或-지，或以用言加시再加하게體語尾來表現。例如： 

    자네 이리 좀 오게. 

    在成為老師後改為 

    김선생 이리 좀 오지.  或 

    김선생 이리 좀 오시게. 

 

    而하게體的表現法雖比해라體更表示敬意，但卻是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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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位者所使用的語體，但半語則包含有親切感，是對誰都可

使用，而且給人柔和的感覺。而身為弟子的老師、對恩師仍

使用합쇼體的敬語形，跟學生時代相同。再如學長學弟在同

一所學校任教時，用語則視在學生時代親密的程度而定。男

女亦有差異，男老師較女老師易於混淆其形式用語，學長稱

呼晚輩的老師為姓加선생，不使用第二人稱代名詞，在正式

會議等場合使用-어요表現法，其他則用-어，學弟對前輩老

師稱呼為姓加선생님。用言表現用敬語形-습니다或-어요。

女老師對晚輩的老師稱姓加선생，不用第二人稱代名詞，說

話以-어表現法，而晚輩稱呼前輩為姓加선생님，用言變為

敬語形，使用-어요表現法。不過，熟識的前輩對後輩老師

也有照過去稱後輩為名字加아，第二人稱用너，表現法用

해라體說話的，也有用姓加선생來稱呼的。後輩女老師稱呼

前輩為언니，說話時以半語表現撒嬌與柔和、親密。但到了

中年以後，用語也改變，前輩稱後輩為姓加언니，不用第二

人稱代名詞，漸用半語어表現法，而後輩稱前輩為姓加선생님 

，用語變為敬語形，表現法用-오/-우，而異性的前後輩老師

之間用선생（님）稱呼，年齡差距大時，年長的稱後輩為姓

加선생，用語不用敬語形，但年齡差距不大時則互稱姓加

선생님，說話用言變為敬語形，表現法用-어요。 

同年次的新任老師，開始時互稱姓加선생님，用言表現

法用-습니다或-어요的敬語形，女性則用-어요形。朋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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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老師後以名字稱呼，第二人稱用너，說話用해라體，只

有打招呼時稱呼為姓加선생。因為身邊總有學生在的關係，

說話時不太能使用通俗的方式，有時還得使用形式的表現方

式。但即使是大學老師，對不同工作單位的朋友仍和學生時

一樣，稱呼名字加아，第二人稱用너，說話用해라體表現。 

3. 有第三者時的表現法： 

    恩師及前輩老師除了公開場合，在學生或其他老師面前

並不需使用敬語。但年輕的老師在人前提及恩師或年長許多

的老師時，使用最高的敬語합쇼體。但助詞的敬語形常被省

略，而且，在恩師或年長許多的老師面前談到前輩的老師時

則省略敬語。但若前輩的年齡比自己大很多時，即使在恩師

面前也用敬語表現，只是助詞不必改敬語形。在學生面前談

到同年次的老師也使用敬語，在其他人面前則不一定使用敬

語。而學生或助教在其他老師面前提到老師的話，不管老師

們的上下關係一律使用敬語。另外，學生在老師面前提到自

己學長姊時不能使用敬語。但現代學生也有使用敬語的。韓

語的一般敬語表現，如果話題人物比自己年長時也用敬語，

而師生關係和家族關係都有上下之人際關係存在，所以必須

考慮說話者、聽者、話題人物三者間的上下關係而慎選用語。

但現代語中此種意識漸漸薄弱，即使老師間在恩師面前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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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時用敬語也不覺奇怪，而且現代青年較不重視由話者、

聽者、話題人物上下關係之制約而產生的敬語用法。而只知

當話題人物比說話者年長便不顧聽者而使用敬語，這是敬語

表現簡單化的趨勢。 

（三）在公司員工間的表現法： 

    公司員工之間所使用的表現法，由於社會的民主化以及

女性的自我意識抬頭，近年來敬語的表現方式已大大改變。 

4. 上司對員工： 

    一般當老闆或總經理的稱社長（사장），他對部屬之經

理稱姓加부장（部長），稱課長為姓加과장，這只是職稱，加

上「님」才表示尊敬。有些大公司有總理、理事、經理、課

長、科長、股長等職稱頭銜，使得年資淺的員工在稱呼時就

得小心。上司對工程師可稱姓加기사，但對一般未有頭銜的

只能稱姓名加씨，第二人稱代名詞一概不用，表現法在上司

對員工屬自己單位的就不用敬語形，但對新員工或其他單位

的員工等不親密的人時則用-어요形敬語法，此時若年齡差

距大時還得加上-으시，但即使對使用半語說話的員工也不

可用「해」來命令，而必須用「해 줘」來表現。在公司裡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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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하게體表現，因為-네的表現法是將對方視為部屬的說

法，一個社會人在工作場所是不好使用的。 

5. 上司對女性職員： 

    公務員及教員在婚後仍上班的很多，但公司員工在生育

後辭職的不少。一般上司對四十歲以上中年女性稱姓加여사

（某女士），對未婚女性稱미스加姓（某小姐），現代也有稱

姓名加씨（某某氏）的，上班族女性最一般化的稱呼是미스，

而中年女性使用敬語形합쇼體或口語的해요體。過去上司對

新進員工都用半語-어表現，現代則使用-어요，對女性也一

樣。不過，對同一單位而熟識有親切感時則又改以半語-어

來表現，上司年長者則都半使用-어形，這樣年輕員工反倒

感受到親疏關係的改變而不認為被輕視。但是外國人在公司

裡只對女性用-어時，聽者會認為受輕視，而不是感覺親疏

關係的改變，所以外國人最好都使用敬語表現法。 

6. 同年次的同事間的表現： 

    同年進入公司的職員，最初是以姓名加씨互稱，用敬語

形表現，語尾是-습니다或-어요，熟識之後則使用-어來表

現，第二人稱也有使用너的。但稱呼時不能直呼名字而用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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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加씨，不管升到多高的職位也一樣，成為課長後就被稱為

姓加계장，不過這種表現法只用在同一單位常碰面的，若屬

其他單位的，就仍然維持最初的表現法。對同年次女職員過

去用미스加姓，現代稱姓名加씨。說話用敬語形-습니다或

-어요來表現，不用第二人稱代名詞。 

7. 女性職員之間的表現： 

    同年次的女職員進入公司時互稱姓名加씨或미스加

姓，說話用敬語形-어요表現，但熟識或成為朋友後就會選

擇一定的用語而一直沿用下去。同年齡者往往使用해라體

-다來表現彼此沒有隔閡，但若不是這層關係時，熟識後仍

要一直保持禮儀。同年次的男職員彼此則用-어요的敬語形

表現法，而同年次的女職員不能稱呼他們미스터加姓，而要

用姓名加씨。對同期進公司但年齡差距大的人要稱呼姓加

선생님的，若男職員升任主任則稱呼姓加주임님。 

8. 部屬對上司或年長職員的敬語表現： 

    男女部屬都稱呼上司為姓加부장님（部長）以表其職

位。對一般職員年齡較長者稱姓加선생님（先生），對中年女

性職員稱呼姓加여사님（女士），若是女性課長，也稱呼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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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과장님（課長），任何場合用言都用敬語形，表現法男性用

합쇼體（-습니다），女性用해요體（-어요），而年輕女性對

年長的女性稱呼時不用姓名加씨，而大多用미스加姓或姓加

언니，用言則用-어요形敬語體，但是在熟識後大都改用하오

體而以口語化的-우形態，也有用半語-어的表現法。 

9. 對第三者談及公司職員時的表現： 

    上司對他人談及屬下時，若是課長就用姓加과장以表其

職位，用言無需使用敬語形，但部屬對第三者談到上司時用

합쇼體表現，如： 

 

    사장님 지금 안 계십니다.     （總經理現在不在） 

    김부장님은 8시쯤 나오십니다. （金經理八點左右來） 

 

    在公司的敬語表現與家庭或學校的表現不同，不須考慮

說話者、聽者、話中人物三者的上下關係，若話中人物比自

己年長時可用尊敬體。例如，一般職員再對老闆或他公司總

經理談及自己經理時都用尊敬體，尊崇比自己年長者的事乃

是禮儀，因此在他人前說話不尊敬自己的長輩時，對聽者來

說不但不是關懷，反而是不懂禮儀，也會令對方有輕蔑自己

的感覺。所以，在公司敬語的表現上，對第三者說及公司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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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時該如何表現並不是問題，而是要考慮同事間該如何相

互稱呼，說話時該用何種形式表現才不會令對方感到有失禮

儀。 

四、一般社會上敬語的表現 

（一）對陌生人的表現法： 

    中年女性向女性陌生人問路時，若對方看來較年長時用

言要用敬語形-어요來表現，稱呼為아주머니（阿姨），若對

方為年輕人則不用敬語形用言，語尾仍用-어요，也有用-어

的，稱呼都半用아가씨，用言用敬語形，語尾用-어요表現。

一般對比自己年輕的男女皆不使用稱呼，用言則用敬語形，

表現法用-어요，不過中年女性一般不太對陌生男性說話。而

中年男性對年長的無論男女用言都用敬語形，表現法用

-습니다。對女性稱呼아주머니，對男性則稱아저씨或

선생님。對看來較自己年輕的人問路時常說：말 좀 

물읍시다.（借問一下）此種為합쇼體的勸誘形表現，是男性

常用的特殊表現法，對長輩雖不能使用，但對同輩或晚輩常

用，-ㅂ시다本來是邀請對方跟自己一塊兒做什麼時用的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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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尾，卻被用在自己希望上，例如在人群中穿越時說좀 

실례합시다（借光），想坐時說여기 좀 앉읍시다.（請讓我

坐一下）。而且，中年男性對二十歲以下的男女說話都用-어

表現，稱一般男女學生為학생，不像學生的女性稱아가씨。

年輕男性稱中年女性為아주머니，稱中年男性為아저씨，用

言須用敬語形，表現法為-습니다或-어요形。 

（二）身為顧客對服務人員的表現法： 

    中年女性對店員等服務人員若是年齡稍長者則用言用

敬語形，語尾用-어요形表現，若是年輕的員工則用言不用敬

語形，語尾仍用 -어요表現。對商店老闆或年紀稍長者用

아저씨、아주머니來稱呼，但對男員工不使用稱呼，女員工

則用아가씨。女性顧客對年長、年輕的店員用言都用敬語形，

表現法用-어요形，稱呼年長的用아저씨、아주머니，年輕的

不使用稱呼，也不稱女性아가씨4，搭計程車時通常因不能確

定年齡而只說目的地，大多數女性都用敬語形，以-어요表

現，稱呼為-아저씨，最近稱기사님的漸多。 

    男性對店員、服務人員等較年長的用言要用敬語形，以

-어요表現，在訂貨時也用-어요形。而私人對話時則用-습니다

                                                 
4 給聽者感覺像對同年紀女性擺架子的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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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稱呼則為아저씨、아주머니，但對年輕員工則用半語-어

表現，對女員工稱아가씨，對男員工則用여보세요或여봐요，

而最近對年輕人用-어요表現的愈來愈多，而半語-어則可能

因語感而有傷及對方感情的時候，故不任意使用。因此，外

國人除了對小孩子以外，用-어요表現法較不會被誤解，男性

搭計程車時稱呼아저씨或기사양반，○○까지 갑시다. 若

是私人對話則用합쇼體-습니다表現，用言也用敬語形。 

    年輕男性對年輕店員、服務人員（除了小孩子）時用言

用敬語形，以-어요表現，這是尊重其職業，重視其人格的意

識存在的關係，對年長的稱呼아저씨、아주머니，對同年紀

男女員工都不使用稱呼而用여보세요，搭計程車時不使用

-ㅂ시다，而用-어요表現法，用言使用敬語形，稱呼為아저씨

或기사님，但對自家的司機或公司打雜的人員則稱姓加씨。

現在也漸漸改稱姓加기사或姓名加씨，但是只在姓上加씨的

稱呼仍然給人有輕視的感覺。 

五、結論 

    以上討論了韓語在生活上種種場合中使用敬語的表現

法，由於家族親屬關係、社會人際關係的複雜而多樣化，但

是，現代語中敬語意識漸趨薄弱，敬語的表現方式亦有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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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趨勢，而使用敬語的表現行為是建立於敬語意識方面，

敬語意識的養成是從家庭教育與學習而來。而社會的改變使

得一般陌生人之間因社會地位或能力關係而用語有所差別的

意識漸趨薄弱，而主要是以年齡為最優先條件，接著因親疏

關係而產生的社交形式用語正逐漸地擴展增多。 

    雖然年齡是第一優先，但也並非任何情況年長者都受到

尊崇，如孩童期有尊語意識前的用語，雖已成人但未婚的未

滿二十歲的年輕人，在社會上是不被以大人對待的，因此在

言語上也是不被尊待，例如：在人前提到學長姊時，妻子在

人前談論丈夫時，或談到自己的兄姊時，因談及的話中人尚

在年輕時期便不必使用敬語，等他們已達被社會認可的年紀

時則用敬語。到中年以後，敬語的用法也變得多樣，在說話

者本身來說，如已到達被社會認可的年紀，便可在人前自由

地尊待比自己年長的人，跟比自己小很多的人初次見面時，

往常因陌生的關係用-어요表現，男性與女性使用的敬語也有

所不同，女性用-어요形表現的較多，但女同事仍在熟識之後

對年長的改用-우形來表現是一特色。而中年男性用勸誘形

-ㅂ시다來表現對同輩或晚輩的禮儀可謂是一種男性專用的

特殊表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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