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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同性婚姻的立法為台灣社會近期極具爭議性的社會議題。民國102年
10月，由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所擬的婚姻平權草案送入立法院審
查。此舉引起台灣社會極大的關注，支持者及反對者皆眾。民國
105年11月，立法院在擱置此草案多年後，再度審議同性婚姻法，但
未能達成共識。在立法膠著之際，民國106年5月24日，司法院公布
釋字第748號解釋文，宣布現行《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自由及平等
權已屬違憲，要求行政和立法機關兩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
定，以保障同性婚姻的權利，成為亞洲首例。其後歷經全國性公投
，於108年2月19日，中華民國行政院確定保障同性婚姻之法律草案
名為《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5月17日，立法院會三
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此爭議觸及了「婚姻」與「
家庭」的重新定義及語意改變，並與「性別」與「性傾向」的相關
論述有很大的關係。此研究計畫以語言學的專業，切入此高度爭議
性的公眾議題。以正反兩方運動團體之論述為語料來源，探討各方
論述裡所外顯或隱藏之意識型態，如何經由語言的使用呈現。

語料分析藉由語料庫搭配人工探查進行之，藉語料庫的大量語料
，觀察支持反對論述如何經由語言呈現其意識型態之不同。不論從
特定詞彙「同志」「同性戀」之搭配詞彙，從特定代名詞「我們」
「他們」，從陳述數據時搭配使用之「高達」「僅（有）」「只有
」等詞，乃至於雙方陣營使用的概念隱喻的類別與多寡，均讓我們
更清楚察知兩方論述著眼處之不同。支持方將此議題視為與身份認
同相關，而反對方著眼於婚姻家庭的重要意義，而多防禦捍衛等戰
略詞彙。我們以語用上的切入點，探討各方論述裡所外顯或隱藏之
意識型態，如何經由語言的使用呈現。期能擴大語言學的社會參與
。

中文關鍵詞： 意識型態，言談分析，語言與性/別，概念隱喻，同性婚姻

英 文 摘 要 ： This project investigates the ideologies manifested in the
discourses concerning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n
October 2013, the citizen-drafted same-sex marriage act was
delivered to the Legislative Yuan of Taiwan. Since then,
the draft act and the subsequent legalization process have
ignited several waves of intense public debates. This
research project explores this highly controversial social
issue with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Following the method
outlined in Verschuruen (2012), this project explores the
ideological formation in the competing discourses from
several pragmatic angles: the use of pronouns “we” and
“they”, the use of the identity labels “tongzhi” and
“tongxinglian”, the use of “gao da” (as high as),
“jin”, “zhiyou” (only, as low as) when reporting
survey/scientific figures, along with conceptual metaphors
concerning “family” and “marriage”.

Data used in this study include the discourses produced by
two opposing activist groups--Taiwan Alliance to Promote



Civil Partnership Rights, an activist-group that initiated
the drafting of same-sex marriage act, and the Taiwan
Family Protection Alliance, which takes an oppositional
stance. With the massive amount of data commonly seen in
controversial events, two corpora were established to
facilitate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two
camps show systematic and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across
the examined aspects of language use, with the supporting
camp focusing on broadening the concept of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the opposing camp taking a defensive stance to
maintain the status quo.

The projec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ree areas of study: (1)
ideology and discourse, (2) language, gender, and
sexuality, and (3) conceptual metaphor. The project wishes
to contribute to a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bout the
interaction among the three areas of study and to enrich
them with the fresh topic, data, and method. It also seeks
to make a contribution at a societal level, that is, to
increas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highly controversial
social issue through a linguistic lens.

英文關鍵詞： ideology; discourse analysis; language, gender, and
sexuality; same-sex marriage; conceptual metap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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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社會語用觀點解讀同性婚姻支持及反對意見之意識型態 

主持人：蘇席瑤 

 

一﹑研究目的 

 

同性婚姻之立法，為台灣社會近年來重大的社會議題，引起之討論及爭議甚

多。同性婚姻立法推動的歷程，較廣為人知的，始於民國 102 年 10 月，由臺灣

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以下簡稱伴侶盟）所草擬的多元成家立法草案送入立法院

審查。草案內容包含三個法案：婚姻平權草案，伴侶制度草案，及家屬制度草

案。此立法草案引起台灣社會極大的關注，支持者及反對者皆眾。正反兩方之

社運團體皆組織了街頭動員活動，不少政治人物及藝人公開表態，在網路空間

裡也掀起了許多的論戰。民國 105 年 11 月，立法院在擱置前述草案多年後，由

立委提出修正版，再度審查婚姻平權草案。立院再度召開公聽會，支持反對兩

方交鋒，輿論激辯也更趨白熱化。支持及反對兩方並皆於 12 月初分別組織街頭

抗議活動，可見此議題在台灣社會仍極具爭議性。最終立法院一讀通過《民

法》親屬，亦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並於 12 月 26 日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初審通

過，全案須送朝野協商。在立法膠著之際，民國 106 年 5 月 24 日，司法院公布

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文，宣布現行《民法》未保障同性婚姻自由及平等權已屬違

憲，要求行政和立法機關兩年內完成相關法律之修正或制定，以保障同性婚姻

的權利，成為亞洲首例。107 年 11 月 24 日，全國性公民投票，其第 10、12 案

通過，同性婚姻不直接修改民法，會以其他形式讓其釋字第 748 號釋憲案得以

實現。108 年 2 月 19 日，中華民國行政院確定保障同性婚姻之法律草案名為

《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並在 2 月 21 日行政院會議審議通過，

之後以此名稱遞送立法院審議。5月17日，立法院會三讀通過司法院釋字第 748

號解釋施行法。 

 

此研究計畫期間，正值此社會爭議正在發生之際。以各種角度切入的討論甚

多。而此研究計畫主要有兩大關注點： 

一、語言學的專業可以帶來哪些不同的視角？ 

二、爭議議題必有大量的討論及訊息，以語言學角度的研究，要如何顧及量和

質的平衡？ 

 

具體來說，此研究計畫希望能以語言學的專業，切入此高度爭議性的公眾議

題。此爭議觸及了「婚姻」與「家庭」的重新定義及語意改變，並與「性別」

與「性傾向」的相關論述有很大的關係。以正反兩方主要陣營之論述為語料來

源，期能探討各方論述裡所外顯或隱藏之意識型態，如何經由語言的使用呈

現。 

 

此計畫以正反雙方主要陣營的網站語料為來源，自建語料庫，期能在大量語料

的狀況下，協助聚焦在某些語言特徵上。研究方法上以 Verschueren, Jef. 

(2012).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ragmatic Guideline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此一方法書為本，從語用的層面切入探討，希望能有系統的探索正反

兩方的意識型態如何從語用層面體現。然而此書所述及之語用層面甚多，此計

畫僅聚焦在以下幾個層面：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B%8B%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8%E6%B3%95%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5%90%8C%E6%80%A7%E5%A9%9A%E5%A7%BB%E9%87%8B%E6%86%B2%E6%A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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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志」，「同性戀」等認同相關詞彙的使用。 

二、具有區分群體內外的代名詞如「我們」，「他們」的使用。 

三、提及數據時「高達」，「僅（有）」等帶有假設的詞彙。 

四、「婚姻」與「家庭」相關的概念隱喻。 

其中第四項概念隱喻的部分，有其自成一研究領域的文獻及方法。其後於方法

單元會再詳述。 

 

簡言之，此計畫的主要研究命題可重整如下： 

一﹑語料庫是否能有效的用以探索意識形態相關的論述？ 

二﹑如何從語用的層面，探討支持和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述中所呈現的意識型

態？ 

三﹑支持及反對多元成家立法草案的主要論述中，有哪些與「婚姻」「家庭」

等概念相關的概念隱喻？  

 

此研究在多種層面皆有其重要性。首先，在社會層面，此爭議為目前社會高度

關注的議題，而「婚姻」及「家庭」的重新定義，不僅只是法律層面的問題，

也牽涉到了語意轉變及語言態度的問題。但在種種的公眾論述中，語言學專業

的角度十分缺乏。此計畫以語言學角度切入，期望語言相關研究也能在公眾事

務的討論上有所貢獻。 

 

此外，在學術層面，此研究計畫觸及了數個已有長期基礎的領域： 

一﹑批判角度的言談分析(critical studies of discourse, or critically 

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此領域之研究致力於理解語言中所透露之政

治意識型態，過去的研究多著墨於西方世界之媒體，政治議題（如移民政策）

等等。此研究計畫所探索之社會（台灣社會）及政治議題（多元成家）均有其

獨特性，期能以新題材對此領域有所貢獻。此研究計畫的方法，也比許多批判

言談分析的研究更著重於語用層面的討論，在方法上也期能有所貢獻。 

 

二﹑語言，性別，與性研究 (language, gender, and sexuality，後兩者中文

有時以「性/別」表現)：語言與性別研究，從 7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90年代

以後，語言與性（傾向）的研究，數量也開始增長。此研究計畫觸及了同性

戀，異性戀，婚姻裡兩方的性別組成等問題。同性婚姻議題裡正反兩方的論

述，尤為探索目前台灣社會對於性別與性傾向的看法的絕佳取材點。此外，臺

灣的東方文化傳統與西方國家的底蘊有所不同，因此在探討同性婚姻議題時，

有其不同於西方國家文化宗教關的獨特歷史背景。這些東西方文化的影響如何

呈現在同性婚姻爭論的議題上，此獨特的角度應能為語言與性/別研究帶來貢

獻。 

 

三﹑除上述兩領域外，此計畫也嘗試討論認知語言學中的概念隱喻，隱喻整合

等概念如何能運用在言談分析及意識型態研究之上。近年來有研究開始倡議結

合認知語言學與批判言談分析兩領域，給予批判言談分析更多元的語言理論基

礎及認知科學的基礎。此計畫將探討正反相關論述中所呈現之概念隱喻與語用

層面是否有互動之處，期望能進一步探索概念隱喻與意識型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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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言，此研究計畫結合了上述三個研究領域。除在個別領域中有所貢獻

外，也期望能增進此三領域之間的對話。 

 

以下就上述領域及其他相關領域的重要文獻做評述。 

 

二、文獻探討 

 

I. 意識型態(ideology)之定義 

 

Ideology 此字有多重字義，最早由法國學者 Destutt de Tracy 於 18世紀末

創造出來，原始的含意是「關於思想的科學」(a science of ideas)。時至今

日此字的意義已大不相同， Woolard(1998)指出四種現今研究中常見的  

ideology 之定義： 

1. Ideology as ideational or conceptual: 意識型態是一種想法或概念，

為心理層次的現象，與意識和信念有關。 

2. ideology as derived from, rooted in, reflective of, or responsive 

to the experience or interests of a particular social position: 

此為最常見的定義。意識型態源自於某個社會位址上的人的經驗或利

益，但卻常被認為是普世正確的價值觀。此一看法已將意識型態帶離心

理層面，進入社會層面。 

3. ideology as ideas, discourses, or signifying practices in the 

service of the struggle to acquire or maintain power: 此一看法

承接上一個定義，但更強調意識型態與政治利益及政治角力間的關係。 

4. ideology as distortion, illusion, error, mystification, or 

rationalization:意識型態為一種扭曲，幻象，或者合理化的錯誤。 

 

Verschueren (2012)在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一書中，則將 ideology 定

義為 “any basic pattern of meaning or frame of interpretation bearing 

on or involved in (an) aspect(s) of social ‘reality’ (in particular 

in the realm of social relations in the public sphere), felt to be 

commonsensical, and often functioning in a normative way” (p.10). 此

看法與上述 Woolard 所歸納之第二條看法較相似。Verschueren 認為意識型態

既 是 一 種 社 會 文 化 現 象 ， 也 是 認 知 現 象  (sociocultural-cognitive 

phenomenon)。意識型態常被認為是一種不需去質疑的常識，因此不一定會明白

的顯露，而是常以較含蓄間接的方式呈現。而最能明顯呈現意識型態的地方，

為語言使用(language use)及言談(discourse)的層面，因為這兩層面不僅反

映，也建構及維持意識型態。 

 

II. 言談(discourse)之定義 

 

言談 (discourse)也是個擁有多重意義的詞。根據 Bloor and Bloor (2007)，

此詞可包含以下幾種意義： 

 

discourse-1 is the highest unit of linguistic description; phon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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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phemes, words, phrases, clauses, sentences and texts are below; 

discourse-2 is a sample of language usage, generally written to be 

spoken, that is, a speech; 

discourse-3 refers to the communication expected in one situation 

context, alongside one field and register, such as the discourse of 

law or medicine 

discourse-4 is human interaction through any means, verbal and non-

verbal; 

discourse-5 is spoken interaction only; 

discourse-6 stands for the whole communicative event.  

 

Wodak and Meyer (2009)則將 discourse 的多重詞義連結到三個不同的知識體

系：德國及中歐傳統，將言談定義為 text linguistics，美系傳統，將言談定

義為書面或口說語；傅柯傳統，將言談視為一種抽象概念，與意識型態有關，

為一種認為世界是如何運行的信念，並可能對社會行為產生影響。Gee (1999) 

的小寫 discourse 跟大寫 Discourse 即對應到以上這些學術傳統看法的不同：

discourse 指的是實際的語言使用，Discourse 則是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是

循環在社會上有規範性質的想法或假設。 Cameron (2001)則將之分別為 

linguists’ discourse 及 social theorists’ discourse。 批判角度的言

談分析多半援引社會理論，對言談的定義同時包含兩者。 

 

 

III. 批判角度的言談分析(critically oriented discourse analysis) 

 

此處所指的批判角度的言談分析廣泛的包含了將言談視為一種社會實踐，探索

言談與意識型態之間關連的研究。以下就已廣為人知的批判言談分析開始討

論，再述及其他不屬批判言談分析，但仍持類似角度的研究。 

 

1. 批判語言學與批判言談分析 (Critical linguistics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探索在言談中呈現的意識型態，為批判角度的言談分析的主要目標。在這個廣

義定義的範圍裡，最為人熟知的，應為批判言談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簡稱 CDA）及其前身，批判語言學 (Critical linguistics，簡稱

CL）。批判語言學發源於 70 年代，將 discourse 這個在社會理論裡很抽象的

概念，導至較具體的語言言談層面，並且援引語言學理論，應用於實證語料

上，以探索語言現象與權力結構之間的關係。批判語言學的先驅之作，如 

Fowler et al.(1979)試圖運用 Chomsky 的衍生語法解釋其語料，但其後

Fowler (1991)轉而採用 Halliday 的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1985) 。

這幾位批判語言學的先驅學者認為語言結構與社會結構有必然的連結，舉例而

言，描述同一事件的主動式句子和被動式句子，就可能隱含不同的觀點。 

 

現今批判言談分析已為一頗具規模的學術領域，根據 Reisigl (2013) ，CDA可

分為六大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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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airclough 的 方 法 ， 建 築 於 社 會 理 論 與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之上。 

2. van Leeuwen 和 Kress的社會符號學及 Systemic functional 方法。 

3.  van Dijk 的社會認知方法 

4.  Duisburg Group （以 S. Jager 與 M. Jager 為首）以 Foucault 及 

Link 的理論為主。 

5. Oldenburg approach, 以 Gloy 和 Januschek 為代表。 

6.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 又 稱 為  discourse 

sociolinguistics)，以 Wodak為代表。 

 

此六支派有下列共同特徵： 

一，所做之研究不只描述現象，而是致力於批判社會政治現象，並希望能應用

於社會變革上。 

二，視言談為一種社會實踐 (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認為言談同時

含有被社會建構以及建構社會的特質。 

三，批判言談分析學者不認為有「完全中立」的研究的可能。 

四，語料來源皆為自然真實的語料。 

五，批判言談分析接著墨於語言或言談相關的社會問題上。 

六，批判言談分析均受西方（歐洲）新馬克斯或後馬克斯社會理論的影響（如

Habermas, Gramsci, Althusser 等) 

七，批判言談分析皆具有跨領域的特質，並運用多元的研究方法，不自我設

限。 

 

六個分支中，以 Fairclough, van Dijk, 跟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上述 1, 3, 6) 與社會語言學相關度較高。以下簡短討論這三個理論架構。 

 

van Dijk 的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2008; 2009) 

 

van Dijk 的 Sociocognitive approach 著重探討 discourse, cognition,  

society 三者間的互動。discourse 可指任何言談互動或文本，cognition 則

為心理層面的認知，society 則可為互動當下的社會情境，或是更巨觀的社會

結構。較之於其他的批判言談分析，van Dijk 的理論架構較重視心理的層面，

他認為意識型態既是一個社會現象，也是心理現象。心理所認知理解的當下情

境(context model)，為言談和社會的中介，影響了我們在現有社會環境之下如

何產出及理解言論。因此完整的言談分析應同時包含社會分析及認知分析。 

 

 

Fairclough 的 Dialectical Relational Approach (Fairclough, 1989, 1992, 

1995, 2003) 

 

Fairclough 的 Dialectical Relational Approach 承襲了馬克斯的社會理論，

探討政治言談中所體現的意識型態，權力，優勢支配，抗拒等等。此架構探索

言談中所反映的社會衝突，並對社會程序 (social processes, 包含了 social 

structures, practices and events)多有著墨。Fairclough 認為一個社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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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言談理論應該要包含以下三個面向：文本，言談行為（包含文本的產生，分

配，和消費），以及社會行為（包含社會及歷史的情境）。 較之於 van Dijk 

對個人心理層面的著墨，Fairclough 則較重視社會結構面。但兩者皆為批判言

談分析中，對語言層面的探討較為概略式的流派。 

 

 
 

Discourse historical approach (Wodak, 2015; Wodak & Meyer, 2009) 

 

以 Wodak 為首的 Discourse historical approach 是批判言談分析裡最具語言

學導向的一支。除了強調言談和社會的雙向互動關係外，此理論架構並探索言

談，權力(power), 文類(genre)，和情境(context) 之間的關係。DHA 認為情境

的歷史性極為重要，並且特別注意言談與文類之間的關係。在方法上，DHA 主

張以下三步驟：一，決定題材。二，分析其言談的策略（例如其辯論的策

略）。三，分析其語言層面的體現（包含類型 (types) 和個例 (tokens)）。 

 

2. 語用學與批判角度之言談分析 

 

批判言談分析（CDA）雖為探討意識型態與言談的重要流派，並非所有討論意識

型態與言談的學術著作及學者，皆屬於其中。不少語用學家也探討意識型態如

何從語言使用中呈現。這些意識型態研究的語用觀點，雖和批判言談分析有相

似的目標，但方法並不盡相同。語用學家對於批判言談分析（尤其是 80，90 年

代的較早期之作）的批評之一，為其審視文本及言談時，常缺乏一個系統性的

分析方法。Stubbs (1997)認為批判言談分析在進行語料分析時，常僅僅聚焦在

少數的語言特徵或者少量的樣本，分析常帶有印象式的成分，代表性不足。

Verschueren (2001) 也對批判言談分析做出類似的批評，認為許多批判言談分

析之作缺乏完整而詳細的語言分析，僅以少部分語言特徵的分析支持其論點，

而與主要論點不符合的文本特徵則不被討論。Verschueren 認為批判言談分析

之作（以 Fairclough 為例）在實證語料與結論中間的連結太過薄弱，而導至予

人結論是由作者的信念而生，而非植基於謹慎完整的語料分析上。Verschueren 

倡議全面的檢視情境以及全面對形式展開分析，並且強調形式與功能之間的連

結是多重的而非單一關係。Verschueren 提倡以系統客觀的方式檢視意識型態

在文本的呈現，強調研究者需要理解形式與功能間的多重關係及具備語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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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度，語料會有系統展現的意識型態，而非將作者的觀點強加於語料上。

Verschueren 在 2012 年以此為目標出版了 Ideology in language use: 

Pragmatic guidelines for empirical research 一書，為一以語用觀點分析

意識型態的方法書。此計畫所採用的理論模型和方法即以此書為本。此書有幾

個重要主張： 

 

Thesis 1: 意識型態可定義為牽涉到社會關係及公領域裡任何被認為是「常

識」，形成某種規範的基礎意義模式(basic pattern of meaning) 或詮釋架構 

(frame of interpretation)。因為被認為是常識，所以少見質疑，也因此其呈

現的方式通常是間接不明顯的。 

 

Thesis 2: 由於意識型態的規範性及被認為是常識的特質，意識型態常常難以

被察覺。意識型態和實際經驗兩者間常常有落差，因此人們願意直接明說的跟

間接不明顯的意義之間也會有落差。 

 

Thesis 3: 語言使用與言談為最能明顯展現意識型態的層面。語言使用與言談

能反映，建構，和/或維持意識型態的模式。 

 

Thesis 4: 由言談反映，建構，及維持的意識型態有驗證，解釋，合理化某些

態度，行為，或社會狀態的功能。 

 

Verschueren 並提出一套全面檢視意識型態的方法，在下節述及研究方法時會

再行說明。言談分析中的認同建構也與此研究計畫有所相關，以下轉往語言與

認同相關的文獻探討。 

 

IV. 語言與認同 (Language and Identity) 

 

Identity 一詞，常中譯為「認同」。但此中譯僅反映了 identity 一詞的部分

意涵。此詞實則同時帶有相同(sameness/oneness)及不同，獨特性及個別性的

(difference/individuality)的成分。早在啟蒙時期，學者如笛卡兒

（Descartes，1596-1650） 及路克（Locke，1632-1704）就已開始探討何謂

identity。早期學者咸認為 identity為內在心智活動的一部份，具有其個人獨

特性。此看法今日仍普遍存在。然而，19、20世紀以降，認為 identity 的形

成和個人在社會結構裡所在的位置息息相關的想法開始萌芽，黑格爾即為其中

一例，主張個人主體意識並非完全自由的，而是受到社會架構的限制。此看法

對 20世紀社會學影響重大，因而在當代社會學研究裡常見「社會階層」與「種

族」等群體的劃分。Identity的定義也從個人身份獨特性，擴大到社會群體認

同(collective identities)。此兩種看法雖看似南轅北轍，但許多學者認為兩

者並不互斥。Jenkins (1996)就曾表示 identity 是個人內在自我定義及社會

外在給予的定義不斷融合的結果“an ongoing synthesis of (internal) 

self-definition and the (external) definitions of oneself offered by 

others” (p.20). Identity 的定義也從個人既有的靜態特質(essentialism)

轉變為動態建構的結果(constructio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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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語言學裡與認同相關的討論，最早見於 Labov (1963)。Labov 探討美國麻

州外海小島 Martha’s Vineyard 母音中間化的現象，認為此一具地方特色的

語音特徵的重新流行跟島上居民欲自別於夏季遊客的認同因素有關。 

 

Le Page 和 Tabouret-Keller (Le Page & Tabouret-Keller, 1985)在加勒比

海所做的語言變異及語言選擇研究則直指認同的重要性。不同於 Labov 於紐約

市所做的研究，Le Page 和 Tabouret-Keller 所收集的語料並無法用社經階層

來做解釋，認同才是語言變異最重要的原因。書名因而稱為 Acts of 
Identity。說話者因其對不同群體的認同會產生聚合(convergence)或分離

(divergence)的行為，但認同對語言的影響只有在下列四點成立的前提下才可

能展現： 

 

1. We can identify the groups 

2. We have both adequate access to the groups and ability to analyze 

their behavioral patterns 

3. The motivation to join the groups is sufficiently powerful, and 

is either reinforced or reversed by feedback from the groups 

4. We have the ability to modify our behavior 

 

在此研究裡，不同於以往的語言變異研究，說話者不再只被動的被歸類於不同

的社會群體裡（如社會階層，性別，種族，年齡等），語言也不再被動的被視

為社會結構的反映，而是個人主動建構其認同的結果（雖然其過程仍受上列四

點的牽制）。 

 

語言與認同的研究在 90年代以來漸漸受到許多重視，已有多本專書旨在探討兩

者之關連，其所探討的語言層面包含了語言變異及言談分析等，認同的層面也

包含甚廣。例如 Bucholtz and Liang (1999)集合了主題為性別認同與語言的

論文，Joseph (2004)則探討語言與國家認同，族群認同，及宗教認同，

Benwell (2006)則探索各式認同（包含 conversational identities, 

institutional identities, narrative identities, commodified 

identities, spatial identities, virtual identities）和言談(discourse)

的關係。Edwards （2009）則回顧綜論各種語言與認同的關係（包含族群認

同，國家認同，宗教認同，性別認同）。各個研究雖不盡相同，但綜觀早期研

究到近期研究，皆可見 Joseph (2004)在書中談到的五種轉變： 

1. 從將與認同相關的語言現象視為其他現象的附屬，到正視語言與認同為一

具有高度研究價值的主題。 

2. 從將語言視為社會結構的直接反映，到正視說話者的自主性及運用語言為

資源達到目標的能力。 

3. 從全然專注於一個群體或個人的內部認同，到瞭解群體外部的人對群體內

部可能產生的力量。 

4. 從專注於能見度高，機構化的群體認同（如國家，種族，階級等），到微

觀的，較小的社群認同。 

5. 從將認同與語言視為個人既有的靜態特質(essentialism)，到視其為動態

建構，隨時可能流動，產生變化的狀態(constructionism)。(p.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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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言與認同相關文獻中，著重與認同和言談(discourse)的關係者與本計畫關

係較大。近期相關研究中以 Bucholtz and Hall(2004, 2005, 2010)企圖心較

大，試圖為語言與認同研究建立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他們提出五項原則 (The 

emergence principle, the positionality principle, the indexicality 

principle, the relationality principle, the partialness principle)，

以及語言與認同如何產生連結的三種方式(adequation & distinction, 

authentication & denaturalization, authorization & illegitimation)。

其主要論點如下： 

1. 認同是於對話之中建構出來的，而非原本就存在的特質。 

2. 認同可關乎巨觀的社會群體（如國家，階級等），也包括微觀的，依情境

而生的立場或形象。 

3. 認同可經由下列幾種語言方式彰顯：（1）明確的提及群體的分類及稱號。

（2）暗指或假定自己或他人的群體歸屬及認同。（3）對進行中的談話的

正面或負面評價，以及採取的立場和角色。（4）使用刻板印象裡常與某一

群體產生連結的語言結構或語言系統。 

4. 認同的建立共有三個主要方式，一是強調群體內的相同性和跨群體的相異

性，一是強調群體的歷史或文化純正性，一是強調群體的正當性和合法

性。 

5. 認同可以是存在於意識層面的，也可以是不在意識層面的習慣性。可以是

對話協商的結果，也可能連結到更上層的意識型態與社會結構。它是流動

的，可變的。 

由以上可見，Bucholtz and Hall 企圖對語言與認同建立出完整的理論架構，

其對語言的關注層面也超越了（但仍包含）社會語言學著重的語言變異研究，

而將言談裡展現的立場(footing)，蘊含(implicature)，或假設(presumption)

等都囊括進來。 

 

V. 語言意識型態與語言態度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Language 

Attitudes) 

 

語言意識型態 (language ideologies) 扮演了連接語言與社會的中介角色。廣

泛定義之，語言意識型態可視為「為大眾共享的，關於語言在世上的本質的看

法」(“shared bodies of commonsense notions about the nature of 

language in the world”(Rumsey, 1990)。語言人類學家 Michael 

Silverstein 對語言意識型態做過一個著名的定義：「語言使用者所透露出的

對於語言的信念，用以合理化其所見之語言結構及使用型態」(“sets of 

beliefs about language articulated by users as a rationalization or 

justification of perceived language structure and use” (1979:193))。

Judith Irvine (1989)則更強調語言意識型態的社會層面，定義其為 “the 

cultural system of ideas about social and linguistic relationships, 

together with their loading of moral and political interests”(255).

無論何種定義，皆指出語言形式及使用和社會觀感/社會群體間的連結並非中立

而自然的，而是「合理化」及「自然化」之後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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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意識型態之研究為數不少，(例如 Blommaert, 1999; Coupland and 

Bishop, 2007; J. Irvine, 2001; J. Irvine & Gal, 2000; Milani, 2008, 

2010; Schieffelin, Woolard, & Kroskrity, 1998; Silverstein, 1979, 

1985, 1992; Woolard & Schieffelin, 1994)。此類研究探討人們如何合理化

語言和社會之間的關連，各種語言現象等如何被賦予不同的社會價值，與不同

的群體產生連結。其中 Irvine and Gal (2000)與 Irvine (2001)提出了語言意

識型態如何產生的理論模型，其中包含 iconization, fractal recursivity, 

及 erasure 三個程序。Iconization 指的是語言特徵與社會群體間被合理化的

連結過程。Fractal recursivity 則指被合理化的對比一再地再製於不同層

面。Erasure 則指與合理化後與刻板印象不符的特質或群體會自動的被忽略。

Coupland and Jaworski (2004)引述 Woolard (1998)，認為語言意識型態可座

落在以下四個層面：（1）語言使用本身；（2）在直接談論語言的語言 

(metalanguage); (3)間接在論述中提示的 metapragmatics; (4) 完全被合理

化而缺乏討論的教條 (doxa)。此計畫雖然著重於言談裡意識型態的體現，跟語

言意識型態或語言態度主題略有不同，但其在言談中的運作方式，實為互通。 

 

 

VI. 語言與性/別 

 

此計畫的主題為探討多元成家草案支持及反對兩方所呈現的意識型態，因此與

語言與性/別研究有很大的相關性。以下先簡要評述語言與性別研究，再探討語

言，性別，與性（傾向）之間的關係。 

 

1. 語言與性別 

 

Robin Lakoff (1975)的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一書，為語言與性別

研究的重要基石之作。在此書之前並非全無語言與性別的相關研究，但較為零

星，且從今日眼光看來缺乏實證。此文（書）出版後同意其論點者及反對者爭

議不斷，但從此開啟了語言與性別研究的蓬勃發展則是不爭的事實。Bucholtz 

在 2004 年將 Language and Woman’s Place 一書重新編輯其三十年紀念版，。

在此書導言中，Bucholtz 總結了因此書衍生出的五個重要的研究命題： 

一，女性的語言有哪些特徵？一般社會上有哪些和女性的語言相關的意識型

態？ 

二，人們如何在談論女性時流露出性別意識型態（或性別刻板印象）？ 

三，�以上所言的這些與性別相關的語言社會現象和兩性的權力不平等這件事有

何關連？ 

四，以上所言的這些與性別相關的語言社會現象和各種文化機制（包含核心家

庭裡的社會化過程，異性戀傾向的養成過程，媒體的性別呈現，及其他巨觀的

社會架構）間有何關連？ 

五，以語言為基礎的文化系統 （例如禮貌現象）如何複製性別不平等？

(Bucholtz,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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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五個研究命題涵蓋了語言與性別研究裡許多的文獻。以下就與本計畫較相關

的二至四主題逐一簡述： 

 

二，人們如何在談論女性時流露出性別意識型態？ 

西方社會裡「嘮叨」(nagging) 和「刻薄碎嘴」(bitching) 常被和女性連在一

起。同樣的行為出現在男性身上，卻常不會被冠以同樣的描述 (Talbot, 

2005)。Spender (1980) 則認為，女人之所以被認為「多話」，不是因為女人

話說得比男人多（事實上有不少實證研究指出男人在許多場合比女人說得

多），而是因為女性的完美形象是安靜不語的。Eckert (2004)也指出，Lakoff 

(1975)一書裡的說著「女性語言」的女人，不是所有的女人，而是社會認為的

「完美女人」的刻板印象。刻板印象通常不是真實寫照，而是簡化分類，而這

些簡化後的呈現和文化霸權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刻板印象可視為一種社會控

制，這種控制並非硬性，而是以大眾同意的方式所行之控制 (Talbot, 2005)。 

 

三，性別相關的語言社會現象和兩性的權力不平等這件事有何關連？ 

語言與性別研究學者早期致力的目標之一，在於凸顯具性別歧視意味的語言 

(sexist language)。1970及 80年代，在 Lakoff (1975) 及 Spender (1980) 

等經典文獻的影響下，對性別歧視之語言的討論日增，也具體影響了今日社會

大眾對英文的使用。這些顯露性別不平等的語言，包含了以指稱男性的代名詞

作為男女通用的代名詞 (generic pronoun)，兩性頭銜的不對等，及針對女性

的輕蔑用詞，如 bitch, ho 等。時至今日一般認為語言已有所改革，此類現象

已少。然而 Mills (2008) 強調，以字詞為主的明顯歧視 (overt sexism) 雖

然已減少，透過語言所顯露的性別不平等仍然以較不明顯的方式存在於言談 

(discourse)之中。Mills 因此認為，對 sexist language 的討論應跳脫字詞

層面，將言談的層面納入考慮。並應有一個更完整的理論模型，同時更巨觀的

考慮性別歧視語言背後之社會及文化機制因素，及更微觀的探討個別互動層面

的性別語言現象。 

 

四，性別相關的語言社會現象和各種文化機制（包含家庭，學校）間有何關

連？ 

男孩和女孩在青春期前聲帶構造並無差異，但多項研究顯示（例如 (Edwards, 

1979; Sachs, Lieberman, & Erickson, 1973)成人以聲音辨識男孩或女孩的成

功率可達七成以上，顯示男女孩在年幼之時便已逐漸區分兩性語言方式並隨之

調整。以聲音來說，孩童藉著改變唇型或發音方式，讓聲音聽起來較似女聲或

男聲(Coates, 2004; Sachs et al., 1973)。女孩也較男孩傾向於使用較標準

的發音和語法，且此傾向在年紀愈大的女孩身上愈明顯 (Eisikovits, 1998)。

在言談風格方面，男孩在幼時就發展出了上一節所提到的對話優勢，在同有男

孩女孩的對話裡所佔的說話時間較女孩為多，發言次數也較頻繁 (Haas, 1979; 

Swann, 1992)。這樣的型態在家庭和學校裡都可觀察得到。Erickson (1990)和 

Ochs and Taylor (1995) 分別檢視了兩個美國家庭的晚餐對話，發現母親常開

啟引導話題，但隨即將發言權轉至父親及兒子身上，並由父親評論當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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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和女兒其後常扮演聽眾的角色。這些晚餐對話複製了傳統的性別角色，孩

童並由此類的家庭談話中學習男孩強勢，女孩弱勢的性別角色。多項歐美研究

也顯示在學校裡，男孩得到的注意比女孩多。男孩較強勢的說話方式使得他們

在課堂上較佔優勢。教師常不自覺的問男孩較多問題，給予男孩較長的發言時

間，並較容許男孩打斷別人發言(Kelly, 1988; Swann, 1992)。 

 

及至青春期，同儕壓力與異性戀市場 (heterosexual market) (Thorne, 1993)

的形成，也為中學生的語言行為帶來一定程度的影響。為得到異性的青睞和校

內同學的認可，男孩女孩都需要修正其言語及其他行為以符合一般社會下的性

別期待，否則就容易在同儕裡邊緣化。以美國為例，美國的中學的許多活動皆

隱然充滿異性戀價值，明顯的例子有明星校隊運動員與啦啦隊員之一主一從，

及畢業舞會票選之舞王與舞后 (Prom King and Queen)。這個從孩童到青少年

的轉變過程，可以見到許多語言行為上的改變。例如小女孩從較動態的遊戲方

式到逐漸進入青少年期的「坐下來談男孩」的行為，皆為社會化過程的一部份 

(Cameron & Kulick, 2003; Eckert, 2000; Eckert & McConnell-Ginet, 

2003)。 

 

以上以三個主題回顧其主要研究發現。若以時間脈絡來看，則可發現語言與性

別研究有逐漸走向視性別為一動態過程（而非個人一貫的固定特徵）的傾向。

若以試圖解釋性別差異的理論來看，最早期的研究（如 Jesperson）視女性語

言為一種次於男性語言的變體，此看法也被稱為「次等理論」 (deficit 

theory)，後來則有「優勢理論」 (dominance theory) 及「差異理論」

(difference theory)，前者認為性別差異來自於男人在社會上的權力優勢，後

者認為差異來自於兩性文化差異。 

較近期的研究則愈來愈注重性別的建構過程，在不同情境之下，每個個人表現

性別的方式也可能有所不同，而非總是恆定不變的。這樣的看法愈來愈視性別

為一種展演（即前所言之表演理論 performance theory），也分析上也更重視

語料細節，認為性別角色常常是在言談中逐漸建構並浮現的。 

 

2. 語言與性（傾向） 

 

在語言與性傾向的相關討論裡，有三組各自獨立但牽連甚深的概念。一為生理

性別 (sex)，一為社會性別 (gender)，一為性傾向 (sexuality/sexual 

orientation)。Cameron and Kulick (2003) 將 sexuality 定義為「社會建構

的情慾」。三者雖在理論上有所區別，但在大部分人的日常生活裡，三者被認

為是緊密相扣的。因此，同性戀雖是情慾的表現，但卻常被認為是一種性別的

偏離主流。因此男性同志常被認為具有女性化的特質，女性同志則被認為陽

剛。同理，不遵守性別規範的異性戀常被被懷疑是同性戀，不見得是因為其表

現出任何對同性的情慾愛好，而是因為其行為偏離性別的主流規範(Cameron & 

Kulick,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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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較早期的語言與性（傾向）的研究裡，最常見的三個主題，為(1) 同志間的

辭彙使用，(2) 同志如何在言談裡顯示其為同志，（3）同志的語音特徵。但其

後語言與性（傾向）的研究愈驅多元，且不限制於對同性戀的研究，異性戀價

值如何規範人們的語言及社會行為，以及與情慾相關的言談如何被社會建構，

也是重要研究題材。（見 (Cameron & Kulick, 2006; Ehrlich, Meyerhoff, & 

Holmes, 2014).  

 

語言與性（傾向）的研究，與語言與性別研究，雖可各自獨立，但有其複雜的

互動關係。由於異性戀的主流規範 (heteronormativity)，許多語言與性別研

究，探索的實則為異性戀關係。Fishman (Fishman, 1983) 與 Tannen (1990)

談女性與男性在對話互動上的風格差異，雖為探討性別之作，主旨仍在探討異

性戀關係。Hall (1995) 則援引 Lakoff (1975) 的「女性語言」概念，認為這

些刻板印象裡的女性語言特徵常常成為建構情慾的素材。同樣的，Nakamura 

(2006) 也探討了日本社會中，「女學生」這個類別，與「女學生語言」如何在

歷史上被逐漸情慾化。這些性別，情慾的建構，與性別意識型態及語言意識型

態都有著極密切的關係。因此這兩個次領域實則息息相關，也共同具備了性別

及情慾具有社會建構的特質這樣的理論走向。 

 

而在語言與性（傾向）的研究裡，與本研究計畫相關度最高的，當屬

McConnell-Ginet (2006) 的 Why defining is seldom ‘just semantics’: 

Marriage and marriage。 此文以語言學及人類學觀點，討論美國同性婚姻的

爭議。McConnell-Ginet 指出，定義不只是語言上的議題，也是社會議題，因

為定義的行為也同時牽涉到了權力義務劃分的社會政治面，同時定義也是一種

價值觀的呈現和立場的勸說。一字通常都有多重字義，絕大部分的語言使用者

也明白這些多重意義流通在社群間，但爭議主要在於在特定的重要情境之下

（例如法律，婚姻，稅收，家庭角色等），要採用那種定義？McConnell-Ginet 

回到同性婚姻爭議前，在人類學界已有的一些討論：當人類學家在世界各個角

落，遇到各文化中各式各樣「類婚姻」的關係時，他們如何去定義哪一種關係

可略等同於西方主流觀點的「婚姻」？多數當時的討論將婚姻定義為「關係裡

的女性所生之子女能被社群承認」。多數案例為男女（未必為一對一）的組

合，但也有女女的組合。McConnell-Ginet 再進一步討論美國同性婚姻爭議的

常見言談，包含法律體系裡的討論，及法律外的相關討論（例如訴諸於婚姻的

神聖性等），並強調語意並非總是固定，而是有其可流動性。 

 

VII.  隱喻相關研究 

1. 概念隱喻理論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隱喻在西方修辭學上，很早就佔有一定的地位。但在主流語意學及語用學裡，

隱喻及其他比喻語言仍然常被視為一種「特殊」或「間接」的，非主流的語意

現象。然而，Lakoff 和 Johnson (1980)的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書革命

性的開創了一個新的觀點，以認知的角度探討隱喻跟意義間的關係。Lakoff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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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 不認為隱喻僅僅是語意上的一種特殊現象。相反的，他們認為隱喻充

滿在我們日常的語言使用中，為我們體會認知我們的世界極為重要的一種機

制，不但能組織我們的思考方式和知識系統，甚至能影響我們如何定義我們所

感知的現實世界。Lakoff 和 Johnson 所指的隱喻，並非限於傳統上所定義的

語言上的隱喻 (linguistic metaphor) ，而是概念式的隱喻 (conceptual 

metaphor)。Lakoff and Johnson 提出了以下的例子： 

AN ARGUMENT IS WAR 

Your claims are indefensible. 

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 

His criticism were right on target. 

I demonished his argument. 

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im.  

You disagree? Okay, shoot! 

 

概念隱喻理論認為隱喻包含了兩大元素：來源領域 (source domain) 與目標領

域 (target domain)。在上述例子中， source domain 為 WAR，target domain 

為 ARGUMENT，後者為我們想理解的認知領域，前者則是我們用以理解後者的領

域。我們以「戰爭」來理解「爭論」，在兩個認知領域間，存在著對應 

(mapping) 的關係。但這兩個認知領域間的對應，通常並非完整的對應 

(partial mapping)，而是將 A領域的一部分對應到 B領域。像 AN ARGUMENT IS 

WAR，或 LOVE IS A JOURNEY 這樣的概念隱喻常常是已約定俗成有其固定性，但

在語言的表現上則能有所變化。某些概念隱喻有其跨文化共通性，成因應與人

類感知經驗有關。但某些概念隱喻也有其文化特殊性。 

 

由上述討論可知，概念隱喻具有強大的影響力，不僅組織我們的思維，也可能

有具有說服我們如何看待某些議題的能力。因此在探討意識型態時，為一可能

的切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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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知整合理論 (Conceptual blending/integration) 

上述的經典認知隱喻理論雖然開創了新的理論局面，在實例分析上卻仍有無法

完整應用之處。例如在隱喻研究界知名的這個句子 That surgeon is a 

butcher，若以認知隱喻理論分析之，僅能道出其  source domain 為 

butchery，target domain 為 surgery, 卻無法精細分析為何此句有貶抑這位

外科醫生之意。Fauconnier and Turner (1998) 及 Fauconnier and Turner 

(2003) 的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認為單領域或兩個領域（source 

domain & target domain)的理論不足以處理人類思維的複雜性，因此提出網絡

模型 (network model, 又稱 many-space model)。其基本架構如下： 

 

 

概念隱喻理論裡的  source domain 與  target domain 在 conceptual 

integration 的模型裡，可對應到 input 1 及 input 2。Generic space 則是

一個更基本的，可容下 input 1 及 inpu 2 的概念的心理空間。 input 1 和 

input 2 的元素對應到 blended space，因此此認知空間裡，同時具有兩個 

input 的成分。Grady, Oakley, and Coulson (Grady, Oakley, & Cou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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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p. 106) 以下圖顯示上述 That surgeon is a butcher 的認知整合。 

 

 

 

由於在整合空間裡產生了意義上的衝突，因此衍生出「不適任的外科醫生」這

樣的推論。較之於 Conceptual metaphor 主要聚焦在已約定成俗的概念隱喻，

概念整合較著重在言談裡湧現的結構 (emergent structure)。Hart (2014)的

Discourse, grammar, and ideology 一書即認為概念整合理論較之於概念隱喻

理論更適合使用在言談及意識型態的分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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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關性理論與隱喻 (Relevance Theory and Metaphor) 

Relevance theory 由 Sperber and Wilson (1995, 2008) 提出，為一溝通理

論，隱喻僅為其理論所包含的範圍的一部分而已。Relevance theory 認為溝通

並非一個說者「形成符碼」與聽者「解碼」的過程，而是透過語言及其他的信

號 (ostensive stimuli) 所進行的溝通，使對方能產生推論，瞭解說者的意

圖。Relevance theory 看待隱喻的方式與概念隱喻理論最大的差異之一，在於

其不認為隱喻與其他的語言使用有任何本質的不同，隱喻與其他語言使用皆能

以兩個關於「認知」相關性及「溝通」相關性的原則加以解釋。 

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Human cognition tends to be geared 

to the maximisation of relevance.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Every act of inferential 

communication conveys a presumption of its own optimal relevance.  

 

字面說法，寬鬆用法，及隱喻並非明顯區隔的類別，而是一個連續光譜 

(literal-loose-metaphor continuum)。再以上述 That surgeon is a butcher 

為例，在 relevance theory 的架構下，原則為任何句子和其詮釋都是可推理的 

(inferential)。要瞭解此句，必須要先喚起我們對屠夫大塊切肉的印象，以及

一個 *BUTCHER 的 ad hoc concept （指「像屠夫那樣切肉的人」）。Ad hoc 

concept 為一種能為現下的語言使用情境而調整，無法完全以語言準確複製的

概念。多數屠夫及極少數外科醫生落在這個概念裡，因此產生了此外科醫生不

適任的推論。此理論對於隱喻的看法，較之於前兩部分討論到的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及 conceptual intergration theory，更重視言談裡即時湧

現的意義。因此 Musolff (2012) 在 The study of metaphor as part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一文裡認為 Relevance theory 的隱喻觀能較

適切的跟批判言談分析結合。 

 

4. 隱喻研究的前瞻議題 

Kövecses(2010)在其 Metaphor 導論一書的最終章，提出他認為隱喻研究中四

個未來會持續發酵的重要議題： 

1. 隱喻座落在哪裡？語言，認知，文化，身體，大腦，這幾處隱喻

都有其存在。而其如何互動？ 

2. 隱喻如何和情境互動？情境引起的隱喻及身體感知相關的隱喻如

何在文本內部的相關性的壓力下並存或互動？ 

3. 經典的概念隱喻理論及隱喻整合理論如何能互相補足？ 

4. 各隱喻相關的理論間關係如何？ 

其中前兩者正是本計畫所欲探索的範圍，期能以本人社會語言學的背景，進一

步探討隱喻更多重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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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隱喻，言談，與意識型態 

上述的認知傾向的隱喻理論建立了隱喻在認知架構裡的重要性，但也有其限

制。以概念隱喻的相關文獻來說，許多例子並非言談中實際產生的例子，對隱

喻產生當下的語境與情境的探討，也較缺乏。 Charteris-Black (2004)的 

Corpus approach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一書將隱喻相關研究拉至言

談層面，以量化語料庫的研究方法，探索隱喻和語境與情境之間的互動，並且

重新審視在認知隱喻理論裡較少著墨的隱喻的「修辭」及「說服」功能。 

Charteris-Black 結合了認知隱喻理論及批判言談分析的精神，探索隱喻如何

不只是認知架構，也是呈現及再製意識型態的場域。語料來源包含了政治言談

及宗教經文，其結果指出某些隱喻使用的多寡確實和社會政治變遷有關連。此

書的方法也為本計畫所採用，將於研究方法一節再敘。 

類似 Charteris-Black（2004），結合隱喻的認知層面和言談及意識型態層面

的專書著作，還有  Eubanks (2000), Lakoff (2001), Goatly (2007), 

Underwill (2011)等。Hart (2010)及 Hart (2014) 則試圖建立一個融合批判言

談分析和認知科學（包含認知語言學和演化心理學）的理論架構。隱喻即為其

中重要的一個探討面向。如前所言，這些著作共同指出了在言談層面討論隱喻

的重要性，並認為隱喻不只是認知上的概念，也是意識型態浮現複製之地，因

此在政治言談上扮演重要的地位。 

 

6. （臺灣）華語之隱喻研究 

以（臺灣）華語為語料的隱喻研究，與此研究計畫較相關的，可分為兩部分。

一為與「婚姻」這個概念隱喻相關的研究。一為探討隱喻，意識型態，及政治

言談之間的關係的研究。前者有 Su (2002)，此研究探討「婚姻」與「思想是

食物」兩種概念隱喻。「婚姻」部分與本研究高度相關。以語料庫文本，此研

究歸納出 MARRIAGE IS AN ONGOING JOURNEY, MARRIAGE IS BUSINESS, MARRIAGE 

IS GAMBLING,  MARRIAGE IS BONDING 四個與婚姻相關的概念隱喻，其中以 

MARRIAGE IS BUSINESS 最為常見，佔了語料的 59.3%。Leung (2008) 則以報紙

為文本，比較了中文與英文中的「婚姻」隱喻。其中中英文皆共有的隱喻有

MARRIAGE IS A JOURNEY, MARRIAGE IS BINDING, MARRIAGE IS A JOINT 

ENTERPRISE, MARRIAGE IS A CUISINE。另有三個僅中文有，英文沒有的隱喻：

MARRIAGE IS A PALACE/SANCTUARY, MARRIAGE IS YINYUAN CULTIVATED FROM 

PREVIOUS LIFE, and MARRIAGE IS A “FORTRESS BESIEGED” 。 

 

除討論婚姻相關隱喻之研究外，也有隱喻研究以台灣社會為背景，探討隱喻，

意識型態，與政治及法律言談之間的關係。 Wei (2001) 一書以 1996 年總統大

選之正副總統候選人之發言為語料，探討政治意識型態和競選策略如何經由

「戰爭」「復仇」「旅途」「母親」等等的譬喻呈現。Wei (2003)則探討台灣

的政治言談裡，politics is marriage 和 politics is show business 的譬

喻，並認為這些譬喻不僅只是認知結構的一部分，也有其語用及策略性的功

能。Lu and Ahrens (2008) 則以自 50年代以來的總統新年及國慶談話為語料，

探討「建設/建築」(BUIDING) 這個隱喻如何為不同政治立場的總統使用：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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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籍總統用以強調中國意識，民進黨籍總統則明顯的較少使用這個隱喻，而以

其他隱喻談論國家意識。隱喻與意識型態之密切互動由此可見。Chiang & 

Duann (2007) 則探討三家政治立場不同的報紙，在評論 SARS 相關事件時如何

以 DISEASE IS WAR 以及其他相關的概念隱喻劃分誰是我，誰是他者。Chiang 

& Duann 並認為這些言談實屬政治性言談，而非純粹的醫療性言談。Chiang 

and Chiu (2007) 探討中華民國及美國憲法中對「國家」的隱喻有哪些差異。

中華民國憲法將「國家」視為 PROTECTOR, ESTABLISHER, AWARDER。美國憲法則

將 STATE 視為 POSSESSOR, HOLDER。這些差異顯示了兩個國家看待國家權力結

構的角度及框架並不相同。Chiu & Chiang (2011) 則探討法律語言裡的 FIGHT 

隱喻，並發現此隱喻的使用頻率，在 2003 年刑事訴訟法修正了以後，有顯著的

增加。足見制度改變與對法律攻防的認知框架，有密切的關連。Chiu & Chiang 

(2012)則以三個平面媒體為本，探討關於原住民正名運動的報導中，JOURNEY 

與 CONFLICT 這兩個認知隱喻如何為不同媒體使用，並與其政治傾向與國家認

同多有關連。Lin & Chiang (2015) 則探討美國牛肉進口爭議的政治漫畫中的

轉喻與隱喻。不同於前述其他研究聚焦於語言層面，此研究探查了語言及圖像

表達如何反映了 POLITICS IS GAME 和 POLITICS IS WAR 這樣的認知框架。 

 

三、研究方法 

 

I. 語料庫的建置 

此研究計畫希望能建立與同性婚姻相關論述的支持與反對論述之語料庫，探查

語料庫是否能作為探索意識形態的工具。我們運用了 sketch engine 自建語料

庫的功能，以支持方的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伴侶盟）的網站

（https://tapcpr.wordpress.com/）及其臉書專頁，以及反對方的臺灣守護家

庭網站 （https://taiwanfamily.com/) 及其臉書專頁， 建置了支持方和反對

方的兩個語料庫，目前各容納反對方 298,657 字，支持方 645,198 字，總共約

94萬字的語料。 

 

Sketch engine 的內建功能讓我們得以快速查詢詞頻及特定詞彙的搭配字詞，

也能夠比較不同詞彙搭配字詞的異同。其基本的 Concordance 功能也讓我們得

以針對關鍵字詞探查其前後語境。然而如 Verchueren (2012)所言，”There 

are hardly any fixed form–function relationships. Hence there are no 

interpretation rules that can be applied mechanically.”(117).此為探

索意識形態這樣較偏向質化分析的方法與大量語料的挑戰之處。 

 

II. 語用角度的意識形態探索 

如上所言，此計畫目標為系統性的從語用的觀點探索多元成家草案的支持和反

對的言談中所呈現的意識型態。在方法上，以 Verschueren (2012) 為基礎。除

了文獻探討一節所提到的 Verschueren 的四個主張外，他也提出了幾個方法上

的大方向： 

 

Rule 1: 提出可研究的問題─能為實證證據支持，也能承受檢驗的問題。 

Rule 2: 特定的意義層面 (an aspect of meaning) 要能系統性的出現在語料

裡，才能將之視為意識型態的展現。 

https://taiwanfamily.com/%EF%BC%89%E5%8F%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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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2.1: 語料類型需多樣，在水平面（文類）和垂直面（語言結構層面）都

要能包含不同類別。 

Rule 2.2: 語料量需足夠。 

Rule 2.3: 在大型語料庫裡找到的意義層面也要能在（至少一部分）言談的個

別例子中找到。 

Rule 2.4: 需根據研究目標評估語料的品質是否合適。 

 

在實際進行方式上，此書有如下的方針： 

Guideline 1: 徹底全面的瞭解語料的內容。 

Guideline 2: 瞭解語料的情境。 

Procedure 2.1: 調查語料之社會，政治，歷史，地理等巨觀的情境。 

Procedure 2.2: 調查語料之立即的社會情境。 

2.2.1: 誰是製造言談的人？誰是詮釋言談的人？（例：可探查人身代名詞的使

用） 

2.2.2: 表達的是什麼心理狀態？ 

2.2.3: 何種社會場景或機構/機制牽涉其中？ 

2.2.4: 言談如何被置於特定時間或空間中？（例：事件時間，某句話的時間，

和指涉的時間之間有何關係？什麼樣的空間關係在其中呈現？在產生言談時，

有何時間或空間上的限制？） 

Procedure 2.3: 調查語料的語言情境 

2.3.1: 語料經由何種語言的管道產生？ 

2.3.2: 有何種跨文本的連結？ 

2.3.3: 前後關係是否重要？ 

2.3.4: 有哪些上下文的連接？（例如連接詞，自稱詞，舉例，解釋，數字排

序，對比，比較，重複，替代等等） 

Guideline 3: 最核心的任務為追蹤意義如何產生及其與社會結構，社會過程等

之間的關係。 

Procedure 3.1: 定義欲探討的言談的言語活動類形，以提供一個大致的詮釋框

架。 

3.1.1: 找到組成這個場合或活動的言語行為或語言遊戲。 

Procedure 3.2: 探查語言，符碼，及風格的使用。 

3.2.1 言談/文本使用了哪種語言？此與社會/社群等因素有無關係？ 

3.2.2 有語符轉換或特定的溝通風格嗎？風格屬正式或非正式？ 

Procedure 3.3: 尋找明顯承載意義的結構。 

3.3.1. 資訊如何被分成塊狀呈現？ 

3.3.2. 有任何詞彙選擇的模式嗎？人，事件，和關係如何被分類？ 

3.3.3 在句子層面，文法關係，格位類別，及語意角色如何在描述事件，行

動，或群體間之關係時呈現？ 

3.3.4 仍然在句子層面，語氣，情態，否定，實據等如何呈現？ 

3.3.5 仍然在句子層面，新舊資訊之間的關係為何？強調和背景間的關係為

何？ 

3.3.6 在句子層面之上，相關性如何建立？言談主題為何？主要主題與次要主

題如何連接？言談進程和修辭結構為何？ 

3.3.7 在較大型語料庫裡，言談主題與修辭模式在語料的不同部分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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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 3.4: 有系統的搜尋承載間接不明顯的意義的結構。 

3.4.1 尋找帶有預設意涵的說法和結構（例如，具體描述，型態變化動詞，具

蘊含意義之動詞，分裂句式，量級的概念等） 

3.4.2 尋找 logical implication 及包含關係 (entailment)。 

3.4.3 尋找蘊含意義 (implicature)。 

3.4.4 探查明喻，隱喻，轉喻，修辭性問題，誇大或保留的說法，以及幽默，

禮貌行為，等等。 

Procedure 3.5: 檢視互動層面。 

3.5.1 在明顯互動性質的語料裡（例如對話，回應等），檢視話串序列結構和

互動的模式。 

3.5.2 在非明顯互動性質的語料裡（即看起來像獨白的語料），檢視是否有不

明顯的互動形式。 

Procedure 3.6: 檢視後設語用的功能 (metapragmatic functionings) 

3.6.1 搜尋任何具有後設語用意識 (metapragmatic awareness)的證據。例如

副詞，附加問句，閃避語，引言，及引述。 

Procedure 3.7: 在可能的情況下，藉著以上步驟，嘗試找出任何與意義產生相

關的策略。 

Guideline 4: 統整以上觀察，是否能看出與社會結構，社會過程或關係相關，

具體的意義生產的模式？ 

 

然而，在實際作法上，這麼眾多的層面，每個都能獨立成為一個研究主題。因

此我們僅檢視了前述「同志」「同性戀」等認同標籤，代名詞「我們」，「高

達」「僅（有）」，以及概念隱喻這四個面向。期望此四個面向各自的結果，

能勾勒出一個系統性的面貌。 

 

III. 隱喻的探索 

不同於詞頻或搭配字詞等語料庫常見功能，用語料庫檢視概念隱喻，在方法上

需要做一些調整。在這個計畫裡，我們的方法如下： 

 

我們先以語料庫查詢功能，找出所有「婚姻」跟「家庭」兩個關鍵字，用人工

檢視的方式探索其上下文，尋找是否有相關的概念隱喻。 

 

Pragglejaz Group 設計了一套分辨隱喻的流程 (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簡稱 MIP)： 

 

1. 閱讀文本/言談的全貌，以達到對其全面的瞭解。 

2. 決定 文本/言談中詞彙的單位。 

3. (a) 解讀每個詞彙在此語境下的意義。 

 (b) 找出每個詞彙在其他情況下，是否有更此更基本的意義。 

  基本的定義為： 

  i. 更具體 （更容易想像，看見，聽見，感受，嗅，或嚐） 

  ii. 與身體動作有關 

      iii. 更精確 

  iv. 在歷史上更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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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意義並不一定是該詞彙最常見的意義。 

 (c) 如果該詞彙單位在其他語境下有比現在這個語境更基本的意義，

則需決定是否兩種意義雖然有所對比，但仍能以基本意義比較理解之。 

4. 如果答案為是，此詞彙單位可被視為有隱喻意義。 

 

我們按照以上流程逐一檢查，初步得出了以下出現較頻繁的隱喻： 

 

FAMILY IS HUMAN 

FAMILY IS BUILDING 

FAMILY IS BUSINESS 

FAMILY IS FRAGILE OBJECT 

FAMILY IS CONTAINER 

FAMILY IS MACHINE 

FAMILY IS WAR 

FAMILY IS PLANT 

 

MARRIAGE IS WAR 

MARRIAGE IS BUILDING 

MARRIAGE IS CONTAINER 

MARRIAGE IS DESTRUCTIVE FORCE 

MARRIAGE IS BUSINESS 

MARRIAGE IS HUMAN 

MARRIAGE IS FRAGILE OBJECT 

MARRIAGE IS JOURNEY 

MARRIAGE IS MIRROR 

MARRIAGE IS BINDING 

 

以下進入到結果與討論。 

 

四、結果與討論 

 

此計畫以語料庫的方法協助探索同性婚姻支持及反對論述中的語用和概念隱

喻。以下略述結果。 

 

I.「同志」與「同性戀」的比較 

「同志」與「同性戀」兩詞雖然可視為同義詞，但其社會意義有所差別。就如

同英文中的 gay 與 homosexuality，前者帶有認同的色彩，後者較有醫療用詞

意味，中文中「同志」與「同性戀」也有類似的區別。如 Wong & Zhang 

(2000) 及 Wong (2005) 所言，「同志」一詞從原本具相同政治理念者到後來

指稱性（別）少數族群，其興起與性（別）少數族群所發起的政治運動有不可

分割的關係，因此「同志」一詞也比「同性戀」或其他相關用詞更引含了政治

及認同的意味。然而語意可以經由使用產生細微的變化，比較兩方論述對於

「同志」及「同性戀」的用法，除能檢視兩方所持之意識型態外，也能探究此

兩詞可能的語意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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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對論述語料庫裡，「同志」一詞共出現 1003次，「同性戀」一詞則出現

938次，可說程度相當。而在支持論述語料庫中，「同志」出現 3444 次，「同

性戀」則出現 471 次，頻率有明顯的差距。此結果顯示反對方則兩者並用。 

支持方使用「同志」較多，與前述文獻中「同志」與認同及政治運動的語意連

結相符。 

 
圖 1. 「同志」與其搭配字詞（支持方） 

 
圖 2. 「同性戀」與其搭配字詞（支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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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同志」與其搭配字詞（反對方） 

 

 
圖 4. 「同性戀」與其搭配字詞(反對方) 

 

表中可見無論立場，「同性戀」一詞確實較常與醫療/病/罪等意象連結。但由

於支持方使用「同志」較多，與「同志」前後出現的搭配字詞也較反對論述來

得多元。在「婚姻」一詞的搭配上， 

 

語料庫 Sketch engine 的另一個功能為 Thesaurus，目的在找出與關鍵詞彙分



25 

 

布情況類似的詞彙。 

 

  
圖 5. 與「同志」分布近似的詞彙（支持方） 

 
圖 6. 與「同志」分布近似的詞彙（反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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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與「同性戀」分布近似的詞彙（支持方） 

 

 
圖 8. 與「同性戀」分布近似的詞彙（反對方） 

 

從 Thesaurus 結果也可看出，支持方「同志」「婚姻」兩詞分布接近，但「同

性戀」「婚姻」兩詞則分布相似度較低。「同志」與「同性戀」兩者明顯不

同。反對方則無明顯差異。再次支持文獻中所提「同志」與認同及政治運動的

語意連結。 

 

II.代名詞「我們」「他們」的使用 

 

代名詞「我們」及「他們」皆具有區分群體內外的功能。在反對論述語料庫裡

共有 569 個「我們」，445個「他們」。支持論述語料庫則有 1291 個「我

們」，252 個「他們」。單從數量就可看出反對論述聚焦於「他者」的次數較

支持方多了許多。反之，支持論述語料庫中的「我們」使用遠較「他們」為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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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語料庫的搜尋結果可能導向支持論述較立基於群體內部的訴求，反對論述

較以區分外部為訴求。但實際細察「我們」與「他們」的語境，會發現其使用

其實更為複雜，並非僅為區分敵我的二分法。以「我們」為例，細察其用法，

會發現可略分為以下兩種：一種有具體指涉對象（見例一），一種包含模糊

（見例二）。 

 

例一：伴侶盟要強調，「性別不只男女，婚姻不限夫妻」，家庭的形式一直是
多元的，從凱道伴桌的認桌貴賓名單，我們也很高興向大家宣布 ， 凱道伴
桌，獲得超越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國籍、宗教、黨派各方朋友的大力支
持。 
（我們＝伴侶盟） 

 

例二：在國際人權公約及法庭都說只承認「兩人異性婚姻並不違反人權」的同
時 ， 我們獨領風騷，又要同性婚姻權，又要其他多元成家相關權利。我們再
次盲目的認為自由開放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是幸福的萬靈丹 。 

（我們＝unspecified collectivity.台灣？大眾？） 

 

細究兩方「我們」的使用，支持方「我們」的使用較多具有具體指涉對向，佔

總體 63％，模糊對象者約 35％。反對方則有相反趨勢，具體對象者 36％，模

糊對象者 62％。此差異十分明顯，或許可以以兩方陣營在同性婚姻的立法中所

扮演的角色及不同策略來解釋。伴侶盟做為同婚立法的主要推手之一，其對外

發言多以聯盟及支持團體之立場發言，明確表達聯盟立場。守護家庭網站／下

一代幸福聯盟做為反對同婚立法者，表達反對立場時，發言多聚焦於鞏固傳統

家庭價值，爭取大眾支持。 

 

若以「他們」的使用做為入手點，可得到以下觀察： 

 

1. 反對論述裡的「他們」 

「他們」做為代名詞，其指稱對象必然是在語境裡決定，而有各式各樣的可

能。但反對論述裡的「他們」，最常指向以下群體： 

 

i. 同性戀者/同志 

例三：同性戀者不是我們的敵人，也請不要批評謾罵他們，我們必須尊重他
們，我們要反對的是 ” 法案 ” 
 
 

ii. 支持同志權者/同運團體 

例四：支持同志權的人常常自己都搞不清楚，他們支持的依據是什麼？他們
自相矛盾還自認是替天行道 。 

 

iii. 同性雙親家庭裡的孩子 

例五：孩子們將無法和他們的同儕 平等，只因為他們的同性雙親致力於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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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同儕的父母平等 。 
 

前兩例有明顯的區分他我的意味，第三例中同時還有「我們」與「他們」的對

比。但第五例則有指稱「無辜的第三者」的意味。 

 

2.  支持論述裡的「他們」 

 

支持論述裡的「他們」，也有不少指向持反對意見者，如例六。但「他們」也

常用來指稱同志（家庭），如例七，例八。 

 

i.  反對同性婚姻者 

例六： 保守團體認為 ， 如果允許同志進入婚姻制度 ， 將會改變這個
社會制度 。他們所持的主要理由包括 ： 異性戀的一夫一妻是婚姻裡必要的分
工 。 
 

ii. 同性戀者/同志 

例七：因此我們透過伴侶制度與家屬制度的設計，為他們提供更多元的選擇 ， 
真正實現親密關係的民主化 
 

例八：但因為國家法律將他們排除在外 ， 造成這些家庭許多實質權益的損害 
 

例八同樣可見「我們」和「他們」的對比，但這裡並非敵我陣營的區分，而是

以一個超脫於同志身份的視角討論草案設計的精神。這種「我們」為支持大

眾，「他們」為權益一直不被彰顯的受害者的區分，在支持論述裡十分常見。

也許可視為一個爭取大眾支持的策略，在論述上並沒有緊緊將自身與同志靠

緊。但在下一例，例九中，可見「他們」與「我們」的合流。 

 

例九：在正式的 、 國家的 、 法律的整個架構裡面 ， 異性戀以外的其他族
群 ， 「他們」成家的權利 、 「 我 們 」 成家的權利 ， 是不被看見的 。 
 

在此例中，作者原以「非異性戀為不同於大眾之少數族群」的視角談論「他們

成家的權利」，但隨即轉至非異性戀族群內部的視角「我們成家的權力」，其

視角轉移明顯可見，有此可觀察到支持方在爭取大眾支持跟群體內部認同兩種

不同的策略運用。 

 

由上述語料可見，支持及反對兩方論述中「他們」的使用有許多不同，兩方論

述皆以「他們」標示持反對意見者或「受害者」。但反對論述以前者為多，支

持論述以後者為多。 

 

III. 「高達」，「僅（有）」，「只有」 

 

數據（如百分比等）常被認為是客觀呈現資料的重要方式，但是在呈現數據時

若使用「高達」「僅（有）」「只有」這些詞，也反映出作者的假定和預期。

我們以這些詞為關鍵字搜尋其與數據共同出現的語境，「高達」共 29例，「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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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只有」共 27例。「僅（有）」「只有」其後所接數據確實都偏小，

最高的一例為 39％，其餘多小於 10％，且符合其支持或反對陣營的立場。但

「高達」所接之數據則變異較大，小至 23％，大至 9成以上。且以支持方陣營

較小數字較多，可能與其關注同志生命議題有關。結果顯示「高達」與否並非

來自客觀數字的大小，而是作者主觀認定的差別。 

 

 

IV. 「婚姻」與「家庭」的比較: 概念隱喻初探 

 

此計畫另一個探索的面向是與婚姻及家庭有關的概念隱喻，在兩方論述裡是否

有所不同，而與過去文獻如 Su (2002) 及 Leung (2008) 是否又有所差異。以

語料庫探索概念隱喻不若其他搭配詞彙容易，前已略述所採取之方法，以下僅

略就結果呈現。 

 

i.家庭相關隱喻 

我們以「家庭」為關鍵字查詢到了 2,919筆，再以人工方式逐筆篩選具有隱喻

含意者。語料中與家庭相關的隱喻，可分為以下幾大類： 

 

FAMILY IS HUMAN 

FAMILY IS BUILDING 

FAMILY IS BUSINESS 

FAMILY IS FRAGILE OBJECT 

FAMILY IS CONTAINER 

FAMILY IS MACHINE 

FAMILY IS WAR 

FAMILY IS PLANT 

 

表 1. 支持及反對方「家庭」相關隱喻的使用 

 支持方 反對方 

HUMAN 2 4 6 

BUILDING 19 14 33 

BUSINESS 4 3 7 

FRAGILE 

OBJECT 8 31 39 

CONTAINER 4 4 8 

MACHINE 3 0 3 

WAR 3 29 32 

PLANT 3 3 6 

 46 89 135 

 

支持方以 FAMILY IS BUILDING 跟 FAMILY IS FRAGILE OBJECT 較多。反對方

則以 FAMILY IS FRAGILE OBJECT 與 FAMILY IS WAR 較多。可能與支持方著重

於延伸家庭的定義至同性伴侶族群，反對方致力於維持現狀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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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婚姻相關隱喻 

 

婚姻相關的隱喻部分，我們將之分為以下大類： 

MARRIAGE IS WAR 

MARRIAGE IS BUILDING 

MARRIAGE IS CONTAINER 

MARRIAGE IS DESTRUCTIVE FORCE 

MARRIAGE IS BUSINESS 

MARRIAGE IS HUMAN 

MARRIAGE IS FRAGILE OBJECT 

MARRIAGE IS JOURNEY 

MARRIAGE IS MIRROR 

MARRIAGE IS BINDING 

 

表 2. 支持及反對方「婚姻」相關隱喻的使用 

 支持方 反對方 

WAR 5 16 21 

BUILDING 9 4 13 

CONTAINER 34 1 35 

DESTRUCTIVE 

FORCE 3 2 5 

BUSINESS 2 0 2 

HUMAN 0 3 3 

FRAGILE OBJECT 0 1 1 

JOURNEY 7 0 7 

MIRROR 1 0 1 

BINDING 0 2 2 

 61 29  
 

支持方以 MARRIAGE IS CONTAINER, MARRIAGE IS BUILDING 為多，反對方則以

MARRIAGE IS WAR 為多。此趨勢與「家庭」相關隱喻類似，可能與支持方著重

於延伸婚姻的定義至同性伴侶族群，反對方致力於維持現狀有關。以下略述相

關例子。 

 

1.  MARRIAGE IS BUILDING  

 

關於此隱喻，以下列舉三例：    

 

例十二：婚姻是國家的支柱 
例十三：破壞一夫一妻婚姻觀，就破壞了婚姻穩定度 
例十四：婚姻與家庭為社會形成與發展之基礎，受憲法制度性保障。 
 

此隱喻將婚姻比喻為建築的一部份。 

 

2. MARRIAGE IS CONTAI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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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隱喻將婚姻比為一個範圍限定的場域。 

 

例十五：原本就沒有任何人能夠強迫另外一個獨立的個體進入婚姻關係 
例十六：我完全了解同性戀長久以來一直在婚姻制度之外 
 

3. MARRIAGE IS BINDING 

 

不同於以上兩個過去文獻未提及的的婚姻相關概念隱喻，此「結合，連結」的

隱喻在一般言談裡也很常見。 

 

例十七：婚姻，就只是愛的結合，只需要兩個人有愛就可以了？ 
 

4. MARRIAGE IS WAR (A SITE OF MILITARY SIGNIFICANCE)  

 

此隱喻也未在文獻裡出現過，將婚姻比喻為具有重要意義的軍事據地。 

 

例十八：一男一女婚姻的保障不是巧合,而是鞏固、提振了婚姻制度 
 

 

5. MARRIAGE IS BUSINESS AND WEALTH   

 

前述 Su (2002) 及 Leung (2008) 皆討論過 MARRIAGE IS BUSINESS 的隱喻。 

 

例十九：改變公眾對於婚姻價值的認知 
  
例二十：美國最高法院對婚姻嶄新的定義，將使得同性婚姻只是愚人金，不是
真正的黃金，不是真正的婚姻。 
 

綜合言之，在我們的語料裏看到不少不同於過去文獻所指出的隱喻，同時支持

反對雙方所採用的隱喻十分不同。反對論述將婚姻及家庭比為穩固建築的一部

份，以及具有重要軍事意義的據點，但支持論述較傾向於將婚姻比為一個範圍

限定的場域。 

 

以上語料分析藉由語料庫搭配人工探查進行之，期能藉語料庫的大量語料，觀

察支持反對論述如何經由語言呈現其意識型態之不同。不論從詞頻，從特定代

名詞「我們」「他們」，以及特定詞彙「同志」「同性戀」，乃至於雙方陣營

使用的概念隱喻的類別與多寡，均讓我們更清楚察知兩方論述著眼處之不同。

支持方將此議題視為與身份認同相關，而反對方著眼於婚姻家庭的重要意義，

而多防禦捍衛等戰略詞彙。 

 

五﹑結論 

 

如前言所言，此計畫的主要研究命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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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料庫是否能有效的用以探索意識形態相關的論述？ 

二﹑如何從語用的層面，探討支持和反對同性婚姻的論述中所呈現的意識型

態？ 

三﹑支持及反對多元成家立法草案的主要論述中，有哪些與「婚姻」「家庭」

等概念相關的概念隱喻？除此之外，在兩方建構其論述的過程裡，尚有哪些概

念隱喻上的不同？ 

 

第一個研究問題的答案為是，語料庫確實讓我們得以以較大量的語料窺知全

貌。但語料庫僅為中介的方法，提供語料的描述，但仍得以人工爬梳的方式才

能深入探索。 

 

關於第二及第三個研究命題，我們以從特定代名詞「我們」「他們」，特定詞

彙「同志」「同性戀」，呈現數據時使用「高達」「僅有」「只有」，以及概

念隱喻各方面切入，均能發現一致性的結果。兩方論述有其樣貌上很大的不

同。 

 

此研究計畫以語言學角度出發，切入同性婚姻立法此高度爭議性的公眾議題。

此爭議觸及了「婚姻」與「家庭」的重新定義及語意改變，並與「性別」與

「性傾向」的相關論述有很大的關係。以正反兩方主要陣營之論述為語料來

源，我們以幾個語用上的切入點，探討各方論述裡所外顯或隱藏之意識型態，

如何經由語言的使用呈現。期能擴大語言學的社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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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eness as a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Identity and language ideologies among 
Taiwanese in China

1

Overview

• The ‘meta’ dimension of (im)politeness
– how Taiwanese in China talk about differences in 

(im)politeness between Taiwanese and Chinese 
• evaluate behaviors
• negotiate identity
• reflect and shape language ideologies

• Metadiscourse of politeness
– Kádár and Haugh (2013)
– A social discourse encompassing a persistent frame of 

interpretation and evaluation that has become 
objectified in ongoing metapragmatic talk about 
politeness” (p.187) 

2

3

Taiwan

• National language
– Mandarin Chinese

• Taiwan Mandarin vs. Putonghua in China
• Thorny Taiwan-China relations

– Political tension
– Trading partners

• 500,000 Taiwanese in China
• Ambivalent attitudes among Taiwanese 

toward China
4

Metapragmatics of (im)politeness

• Kádár and Haugh (2013)
• Metalanguage

– the expressions that we use to talk about 
(im)politeness

• Metacommunication
– how speakers talk about a behavior as polite or 

impolite
• Metadiscourse

– Social discourses on politeness that are constituted 
(and contested) at a societal or cultural level

5

Research Questions
• At the metalinguistic level

– what are the main expressions, or metalanguage, Taiwanese 
use to talk about (im)politeness?

• At the metacommunicative level
– what kinds of interactions are regarded as (im)polite by 

Taiwanese in China? 
• At the metadiscursive level

– What language ideologies are revealed in the politeness-related 
discourse? 

– How does the discourse about politeness serve to construct the 
Taiwanese and Chinese identities?

• How can the perceived differences be understood in light of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s in Taiwan and 
China?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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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 246 questionnaires
• 44 posts in Taima Club & responses

– an online forum for Taiwanese in China

7

Metalinguistic Level

• what does limao mean?

8

Metacommunicative Level
Self-regulation and etiquette in public places 49

Formulaic polite expressions 39

Verbal harmony/aggression 20

Greeting & responding (acknowledging other’s 
presence) 17

Lirang (giving precedence to others) 15

Kind and friendly acts 14

Pleasant service attitude 14

Respect to others and other’s space 13

9

Metadiscursive Level

• Politeness & Identity
• Bucholtz and Hall (2004, 2005, 2010)
• Indexicality Principle

– Identity relations emerge in interaction through 
several related indexical processes, including
• overt mention of identity categories and labels
• implicatures and presuppositions regarding one’s own or 

others’ identity position
• displayed evaluative and epistemic orientations to ongoing 

talk, as well as interactional footings and participant roles
• the use of linguistic structures and systems that are 

ideologically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personas and groups
10

Bucholtz & Hall

• The Relationality Principle
– Identities are intersubjectively constructed 

through several, often overlapping, 
complementary relations, including 
similarity/difference, genuineness/artifice and 
authority/delegitimacy.

11

Tactics of Intersubjectivity

• Adequation
– relies on the suppression of social difference that 

might disrupt a seamless representation of 
similarity.

• Distinction 
– depends on the suppression of similarities that 

might undermine the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c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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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icit Contrast: Juxtaposition

• (1) I Just Lost It….

• After I hung up the phone, I felt that I probably 
overreacted. …(Sigh)...In here I often have to 
repress my temper. Many people are rude. When 
I go back to Taiwan, I say thank you all the time. 
Whenever we purchase something, my son would 
smile and say thank you and bye to the 
shopkeepers. Here is really the place to train my 
EQ. 

13

• A remorseful reflection to her own verbal 
aggression

• Attributing the blame to 
– her interlocutor’s rudeness
– the larger societal environment

• Simultaneously
– Evaluating (im)politeness
– Adequating Taiwanese
– Distinguishing Chinese

14

• (2) An Overwhelmingly Flattering Dinner

• Of course, these are all taken for granted in 
Taiwan. But we haven’t been treated like this 
for a long time since we came back to 
Shanghai. 

15

• (3) May I ask how to communicate with taxi 
drivers?

• I deeply feel that Taiwanese are kind-hearted, 
enthusiastic, polite, and empathetic. (If I can’t 
find something in a store, most service people 
will help and won’t put on a poker face.)

16

Scale Jump

• Uitermark (2002), Blommaert (2007)

17

Implicit Contrast

• (4)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ry in Taiwan is the 
people

• Courteous and friendly bus drivers

• (5) I am glad I am in Taipei 
• Order in crowded MRT stations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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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upposition

• (6) Some thoughts after the gathering at Dream 
Garden

• I admit that I was dumbfounded. I asked my 
husband “Have Taiwanese kids become so rude 
now?” My husband signed and said “well...they 
are localized…”

• ……
• Those parents who bring their children with them 

here, make sure that your manner sets a good 
example for your children! By no means forget the 
politeness/etiquette that we are so proud of.

19

Counter Discourses
• (7) The arrogant Taiwanese civilized people

• I heard someone behind me speaking Taiwanese with a 
moderate, audible volume, “Ugh, he/she’s so slow. The 
people here are so low class.” And another voice agreeing, 
“Yeah, people here are so low”. 

I put the red wines into my bag, and turned to take a look. 
They are right behind me, two women in their 40s. The one 
who started it looked apparently more fashionable than the 
locals, and both of them were obviously impatient. So I said 
in Taiwanese, half-jokingly, “So you were talking about me? 
You are also Taiwanese? Am I that low?” They were 
stunned and stared at me without saying anything. After 
they checked out their items they just left. 

20

• …...
• In that shop, everyone’s patiently in line. Only 

the two women were impatient and could not 
allow someone to spend some time organizing 
his/her purchased items. This kind of rudeness 
is the true lack of civilization. Their aggressive 
language shows their lack of sophistication, 
and as a fellow Taiwanese, I feel ashamed for 
them. 

21

• (10) 
• Don’t think that Taiwanese are necessarily 

good, ok? There are so many Taiwanese and 
there are of course various types. 

22

Why the Metadiscourse? 
After the Chinese Civil War…

•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hinese Mainland

• Cultural Revolution
• 1966—1976
• Purging remnants of 

traditional elements from 
Chinese society, 
politeness norms 
included.

• Nationalist Party (a.k.a. 
KMT)

• Taiwan
• The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Movement
• 1967—1970s
• Taiwan’s ‘orthodoxical’ 

cultural status
• Citizen’s Guide to Daily 

Decorum

23

Why the metadiscourse?: 
Historical trajectories

Chinese Politeness
• In-group situations, the 

traditional norms of 
deference and attitudinal 
warmth still prevail

• When interacting with 
strangers, a direct and ‘rude’ 
style is not uncommon. (Pan 
& Kádár 2011)

Taiwanese Politeness
• Pay attention to etiquette 

and giving precedence to 
others. Don’t forget to use 
‘please’. When receiving 
someone’s help or service, 
do not forget to say ‘thank 
you’. When feeling that 
one’s not considerate 
enough, one should say 
‘excuse me/I am sorry’.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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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the metadiscourse?:
Contemporary identity issues

• (11) The most beautiful scenery in Taiwan is the 
people

• The two sides of the strait (i.e., Taiwan & China) 
have already shown gaps in hard power. The 
other side (China) has also begun to strengthen 
its cultural dimension. Soft power cannot be 
established all at once, but efforts will certainly 
lead to some progress. How can we not work 
harder? I am feeling rather concerned now (about 
Taiwan’s competitiveness and future)

25

Why the metadiscourse?

• Ideological workings of the metadiscourse of 
Taiwanese politeness
– We vs. They 
– Politeness vs. Impoliteness
– Soft power vs. Hard power
– Evaluations of (im)politeness become a site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negotiation among 
Taiwanese in China, who juggles their Taiwanese-
ness and Chinese-ness on a daily basis.

26

Conclusion

• (Im)politeness is an evaluative process that 
frequently involves delineating group 
boundaries and reproducing indexical links 
between linguistic practices and social 
meanings.

• The intertwining processes of (im)politeness 
evaluation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s and 
contest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aiwan-China 
relations

27

Conclusion

• A unique perspective that brings together
– Linguistic politeness
– Language and identity
– Language ideologies

Thank you for your participation! Comments & 
suggestions to hsysu@ntnu.edu.tw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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