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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探討有關漢語「其實」、 「事實上」的之先行文獻，多集中在近義
詞的語義層面，教材也傾向僅用「in fact, in actuality,
actually, as a matter of fact」等近義英文詞或短語來做循環性
(circular)解釋，且所提供的例句往往僅是一個單句，甚或缺乏例
句。能從有上下文的語言實際使用中，來探討兩者差異的研究更是
少見，特別是篇章和語用層面。故本研究旨在補充先行文獻在篇章
和語用研究的缺口，期望在語義、篇章、語用上做更全面的探討。
一方面不但著重此三個語言層面的相互聯繫；另一方面，亦擬透過
不同的理論、角度來探討每一個語言層面對兩者使用上的多重制約
。首先，在語義層面，將釐清兩者的歷史溯源，是否對共時的使用
有所影響。在語義方面，探討兩者的轉折和遞進功能。其次，在篇
章方面，將從主題延續性(topic continuity)，以及對比焦點
(contrastive focus) 和 句尾焦點 (end focus)，，來探討兩者在
跨距層面上的異同。銜接部分乃是表層的連接樞紐，將著重在範距
(scope)大小與焦點的相互對應關係，而連貫部分乃是底層的無形語
義網絡，將著重在成段的上下文拓展方式(如。在語用層面，將探討
兩者在「反預期」功能的差異。本研究並把在語義、篇章、語用的
分析結果，設計問卷與教材來測驗外籍的中文學習者，在教學前後
，在這三大語言層面的表現情形，以便提供適切的教學啟示。

中文關鍵詞： 「其實」、 「事實上」、轉折、遞進、主題延續性、對比焦點、句
尾焦點、反預期、進一步說明

英 文 摘 要 ： This research project focuses on the inter-relatedness of
two adverbs "qishi" and "shishishang" in terms of their
semantic, discourse ,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At the
semantic level, the meanings of contrast and increment for
these two adverbs are distinguished. At the discourse
level, these two adverbs are explored with respect to their
functions of topic continuity, contrastive focus and end
focus. At the pragmatic level, the function of counter-
expectation in particular is investigated.  Pedagogically,
the  results of the data analysis were used to test L2
Chinese learners of different ethnic origin to compare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se three linguistic levels prior to
and after teaching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英文關鍵詞： "qishi", "shishishang", contrast, incnrement, topic
continuity, contastive focus, end focus, counter-
expectation, further e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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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探討有關漢語「其實」、 「事實上」的之先行文獻，多集中在近義詞的語義層
面，教材也傾向僅用「in fact, in actuality, actually, as a matter of fact」等近義英文
詞或短語來做循環性(circular)解釋，且所提供的例句往往僅是一個單句，甚或缺
乏例句。能從有上下文的語言實際使用中，來探討兩者差異的研究更是少見，特
別是篇章和語用層面。故本研究旨在補充先行文獻在篇章和語用研究的缺口，期
望在語義、篇章、語用上做更全面的探討。一方面不但著重此三個語言層面的相
互聯繫；另一方面，亦擬透過不同的理論、角度來探討每一個語言層面對兩者使
用上的多重制約。首先，在語義層面，將釐清兩者的歷史溯源，是否對共時的使
用有所影響。在語義方面，探討兩者的轉折和遞進功能。其次，在篇章方面，將
從主題延續性(topic continuity)，以及對比焦點 (contrastive focus) 和 句尾焦點 
(end focus)，，來探討兩者在跨距層面上的異同。銜接部分乃是表層的連接樞紐，
將著重在範距(scope)大小與焦點的相互對應關係，而連貫部分乃是底層的無形語
義網絡，將著重在成段的上下文拓展方式(如。在語用層面，將探討兩者在「反預
期」功能的差異。本研究並把在語義、篇章、語用的分析結果，設計問卷與教材
來測驗外籍的中文學習者，在教學前後，在這三大語言層面的表現情形，以便提
供適切的教學啟示。 

關鍵詞：「其實」、 「事實上」、轉折、遞進、主題延續性、對比焦點、句尾
焦點、反預期、進一步說明 

壹、研究動機 
先行研究有關漢語「其實」、「事實上」的探討，多集中在近義詞的語義層面，

教材也傾向僅用「in fact, in actuality, actually, as a matter of fact」等近義英文詞或短語

來做循環性(circular)的解釋，且所提供的例句往往僅是一個句子，甚或缺乏例句。能

從有上下文的語言實際使用中，來探討兩者差異的研究更是少見，特別是篇章和語

用層面。故本研究旨在補充先行文獻在篇章和語用研究的缺口，期望在語義、篇章、

語用上做更全面的探討。一方面不但著重此三個語言層面的相互聯繫；另一方面，

亦擬透過不同的理論、角度來探討每一個語言層面對兩者使用上的多重制約。 

一、工具書 

首先，根據以下四本工具書，整理出「其實」在詞性、語義、句法的

描述，如表一所示: 

表一「其實」的解釋及例句說明 

工具書 
說明 例句 

引出和上文相反的意思，有更正上文的作用。 
（a）這些花看起來像真的一樣，其實是絹做的。 

現代漢語八百詞 表示所說的情況是真實的。 
用在動詞或主語前。 

表示對上文的修改或補充。 
（b）你們只知道他會說漢語，其實他的日語也挺好。 

對上文修正。 
（a）當年為參軍，他說自己十八了，其實十四還不到。 

對上文補充說明。 
（b）你們只知道他會修理電視機、音響，其實他還會

修理鐘錶呢。 

現代漢語虛詞辭典 表示所說的是真實情況；實

際上。含有對上文是非的評

說。 
其實+動詞短語/主謂短語，

位於句首。 

跟上文大相逕庭，予以更正。 
（c）你看她吃穿用度都很儉省吧，其實她家極富有。 

現代漢語虛詞辭典 副詞，表示所說的是實際情

況（承上文而含轉折）。 
承上文而含轉折 
這個問題從表面上看似乎很難，其實並不難。 

國語辭典簡編本 真實的情況。 真實的情況 
他雖然嘴巴上說沒關係，其實心裡是很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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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就詞性而言，僅有《現代漢語虛詞詞典》明確標記「其實」為

副詞，其他則無標示。就語義部分而言，四本辭典則列出「真實的情況」、

「對上文補充說明」、「引出和上文相反意思，有更正上文作用」等三類義

項。就句法的分布位置而言，只有《現代漢語八百詞》與《現代漢語虛詞

詞典》指出「其實」可以出現於動詞前或主語前(即句首)，其餘則對此有

所著墨。 

其次，在四本工具書中，針對「事實上」的描述相對有限，僅有以下

兩本辭典提出簡要的說明與例句，如表二所示: 

表二「事實上」的解釋及例句說明 

 說明 

現代漢語八百詞 名+上，指方面，前面常用介

詞「在」、「從」。 

事實上問題並不難解決。 

現代漢語虛詞辭典 根據客觀事實來說。 事實上，他是對的。 

    從表二來看，就詞性、語義、句法的描述而言，《現代漢語八百詞》僅解釋「事

實上」乃由「事實」和「上」合起來成為一個詞，並未明確指出其詞性。再者，在

語義和句法分布亦都未著墨。另一方面，《現代漢語虛詞辭典》僅指出「事實上」具

有「根據客觀事實來說」此一個義項，但未說明是否有亦帶有「對上文補充說明」

與「引出和上文相反意思，有更正上文作用」等其他兩個義項。此外，兩本工具書

所提供的例句皆是放在句首，並無位於動詞前的例子。 

    比較表一和表二，可得出三個結論:首先，工具書在「其實」和「事實上」兩者

之間的描述並不對等，後者的描述明顯少於前者。其次，四本工具書並未清楚說明

兩者在詞性、語義、句法三方面的異同。第三，所提供例句僅有單句或複句，為提

供上下文或語境，以做篇章和語用的分析。 

二、華語教材 

現行教材對「其實」和「事實上」的語義解釋更是籠統，往往只提出中、英部

分的對譯，如以下例(1)-(3)所示: 

    (1) 其實 A: actually, in fact, as a matter of fact 

       老王說他會做飯，其實他只會烤麵包。《實用視聽華語 3》2008：160，第六課〈考不完的試〉                  

   從例(1)可知，說明部分僅提供「其實」的英文翻譯與帶生詞的句子，並未說明上

述工具書中所提到的「對上文補充說明」或「引出和上文相反意思，有更正上文作

用」。此外，亦無上下語境的輔助，以提供學習者進一步的具體用法。 

     (2) 偉立：什麼都要背嗎？臺灣人好厲害啊！要是我，就死定了。 

        助教：當然不是什麼都要背，其實背書也沒有你想的那麼難。你們老師不叫你們背書嗎？             

               (《實用視聽華語 3》，2008：153) 

    從例(2)的課文觀察來看，「其實」是說話者針對「背書」這件事提出「與聽話者

相反預期」的看法。假設學習者單依賴英文的翻譯，可能無法掌握該用法。 

     (3)  事實上：in fact, in actuality              (《當代中文 4》，2004：184) 

另一方面，就「事實上」而言，例(3)在教材中僅列出其英文解釋，並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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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該生詞的例句。 

由上可見，工具書和華語教材對「其實」和「事實上」的討論相當侷限，未能

完整呈現兩者在語義、篇章和語用的異同。以下我們將審視先行研究對「其實」和

「事實上」在篇章與語用兩個層面的探討。 

貳、先行研究 

一、篇章層面 

1.1「其實」是轉折連詞和副詞，而「事實上」是轉折連詞 

    陳依昀(2011)以聯合報之社論版文章為語料來源，分析自 2009 年 10 月 26 日至

2009 年 12 月 25 日共 60 日之社論文章，共 60 篇語料，總字數約 86,000 字(詞素)。

60 篇文章中包含的議題共可分為政治、經濟、社會、兩岸、環境、教育、運動等。

其結果統計列於下表三： 

表三「其實」與「事實上」位於句中出現位置統計(轉折詞) 

  其實 事實上 

編號 出現位置 次數 % 百分比 次數 % 百分比 

一 句首狀語之前 6 7.3 1 8.3 

二 主語之前 23 28 8 66.9 

三 省略主語的動詞短語 

或形容詞短語之前 
20 24.3 1 8.3 

四 無主語的動詞短語之前 3 3.6 1 8.3 

五 主語之後 28 34.1 1 8.3 

六 狀語之後 2 2.4 0 0 

 總計 82 100 12 100 

陳依據郭志良(1999)的區分標準，指出轉折連詞為上表三的前四項，而轉折副詞為上

表的後四項，但因為第三項和第四項為轉折副詞與轉折連詞的重複部分，必須根據

語義或語用的條件辨析，因此作者暫不討論第三以及第四項。陳指出「其實」出現

在「句首狀語之前」以及「主語之前」的次數為 29 次，而出現在「主語之後」和「狀

語之後」的次數為 30 次，兩者差不多。因此認為「其實」同時具有「轉折連詞」與

「轉折副詞」的特性。另一方面，「事實上」出現在「句首狀語之前」以及「主語之

前」的次數為 9 次，而較「主語之後」與「狀語之後」的 1 次多很多，因此「事實

上」作為轉折連詞傾向較轉折副詞為多。 

    我們將陳以上的區分摘錄於下。根據陳以上的詞性區分，出現在「句首狀語之

前」與「主語之前」的「其實」為連詞，共出現 29 次；而出現「主語之後」與「狀

語之後」的「其實」為副詞，共 30 次。另一方面，出現在「句首狀語之前」以及「主

語之前」的「事實上」為連詞，共出現 9 次；而出現在「主語之後」與「狀語之後」

「事實上」為副詞，僅出現 1 次。因此，她的結論為：「其實」做為連詞與副詞的頻

率各約一半（29：30），而「事實上」則傾向做為連詞（9：1）。 

    然而，我們認為以上陳在詞性的分類上有所混淆，因為「其實」和「事實上」，

無論其在「句首主語∕狀語之前」或「主語∕狀語之後」，皆為副詞。兩者在主∕狀語前

後位置的根本差異，乃是其範距大小的問題。有關此範距差異，我們將在下文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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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陳指出，「其實」出現在句首時，總共有 8 種銜接功能，其中出現最

多的是「內幕真相」，例如下例(4)：    
    (4) 當年天王這個名號的出現，固反映了民進黨執政時群雄並起的意氣風發，其實也預示了呂游

蘇謝等天王間必然的明爭暗鬥。                                           

（2009-11-08/《聯合報》/社論） 

    在例(4)中，陳說明除了意氣風發的事情之外，也有黨內的明爭暗鬥，但這是一

般人沒注意到的情形，但是作者注意到了。而在語料中，出現次多情形的為「其實」

後接「真實的情況」，如下例(9)： 

   (5) 這是他們對馬總統的評量；但由於前述他們對台灣社會民情的見解，可知他們也明白馬總統

的政策與思維，(而且)其實是在台灣民主體制中現階段的必然立場，任何中華民國的主政者

皆沒有脫離民意的可能性。             （2009-11-26/ 《聯合報》 /社論）                                       

在例(5)中，陳提出馬英九政策與思維，利用「其實」來表達其真實立場。另外，「其

實」位於句首的銜接功能尚有「作者提出的意見」、「提出新的看法或觀點」、「補充

真實情況」、「否定前段所述（跨段落）」、「否定前段所述（同一段落）」、「後接非

符合預期發展內容」等。陳發現「事實上」最常出現的形式為「自成小句」、「在段

落之首」以及「位在句中」，而在「以小句出現」形式底下，「事實上」最常銜接的

內容為「否定前段的真實情況」，如下例（6）： 

 (6) 要提醒綠營的是：別以為台灣把大門緊閉，就能保護台灣學生的就業機會或節約台灣的教育資

源。(而且)事實上，在全球化的時代，世界是平的，一切競爭早就穿疆越界在進行；一名中國

或印度的苦讀學生，總能悄悄搶走台灣或其他國家青年的就業機會；大陸學生不需來台就學，

他們和台灣學生的未來競爭照樣激烈地隔海進行著。（2009-11-20/《聯合報》/社論） 

在例(6)中，陳表達的是前述內容是錯誤的，真實的情況是「事實上」之後所述的內

容。另外，「事實上」也接一個「真實情況」的例子，如下例(7)： 

  (7) 無論如何，作為一個摩登版的經濟神話，杜拜大夢的緣起緣滅，仍是經濟學上值得探究的一課。

事實上，穆罕默德酋長想要把杜拜打造成一個  現代城市，一新全球對阿拉伯世界的觀感，

自有其雄心和壯志。正因為這些年的杜拜熱，全球遊客及資金湧向波斯灣頭，阿拉伯國家保

守、封閉的形象獲得改觀，乃至對杜拜脫胎換骨的想像，都讓人耳目一新。                                         

（2009-12-1/《聯合報》/社論） 

在例(7)中，陳提出穆罕默德酋長的企圖，真實道出杜拜的奇蹟緣起。她表示，「事實

上」除了「否定前段的真實情況」、「銜接真實情況」、尚有「補充說明」、「相對意見」、

「否定前述並提出新意見」等銜接功能。 

綜上所述，陳(2011)對於「其實」和「事實上」研究有兩個侷限。首先，陳對

於「其實」和「事實上」的功能分類有八小類之多，過於繁瑣，並多所重疊。將其

分成「反預期」和「進一步闡述」即可。其次，是陳對兩者在詞性上的混淆， 陳認

為可藉此兩者出現在句首和句中的頻率多寡，將其區分為連詞與副詞。因此，「其實」

出現與句首和劇中的頻率相距不選，所以可以同時充當連詞和副詞，但「事實上」

大都出現於句首，故主要充當連詞。但就語言的事實而言，「其實」和「事實上」的

詞性皆為副詞：上例(6)或(7)位於句首的「事實上」之前，都可再添加一個連詞「而

且」，證明其為副詞。即，一個句子除了關聯連詞(如，「因為……所以」等)外，

不能有兩個連詞。此外，位於句首並非是判斷連詞的要素，句於句首的副詞往往有

篇章功能  (屈承熹  2006)，做承先啟後的跨句，文獻上稱之為連接性狀語 

(conjunctive adjunct)1 (胡壯麟、朱永生、張德祿 1989)。 

                                                
1胡壯麟、朱永生、張德祿(1989:114)引用 Halliday 人際功能的論述，指出狀語大致可分為情景狀語(circumsta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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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承熹（1991）提出副詞出現在主語及主題前或後，還有一個功能，即與篇章

結構有很密切的關係，如下例(8)-(10): 
     (8) 在甘城找房子可真不容易，花了我一個多星期的時間，才在陳教授家找到了一間房間。 

     (9) 我明天就要搬到陳家去了。 

     (10) 明天我就要搬到陳家去了。           （屈承熹，1991） 

    在例(8)句中，揭示了時間「一個多星期」，由此為上文的起點引導讀者至下文。

但在例(9)中，有關時間的副詞「明天」位於句中，並無篇章的連接性。相較之下，

例(10)句首的「明天」可為時間上的連接點，將上、下文連成一氣。所以，例（10）

的時間副詞具有篇章的連接功能。因此，屈指出光看單句是不足的，必須將視

角放大，才能通篇了解說話者的用意。 

1.2「其實」是篇章關連副詞 

    Sperber 和 Wilson（1995）提出了關聯理論（Relevance Theory）的原則—認知原

則以及交際原則，把言語交際當作是一種認知活動，力圖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

認知效果。關聯副詞的功能為「修飾所在的詞組或句子中的動詞或形容詞，起關聯

作用，連接詞、詞組或句與句」（李泉，2001：72）。同時，關聯副詞可在單句、複

句中連接短語和分句的副詞，即所謂的「邏輯銜接」（也、就），亦可在句段、篇章

中銜接句子和篇章的副詞，即所謂的「篇章銜接」（終於、其實）（張誼生，2000：

20-23）。唐斌（2007）根據關聯理論指出，「其實」有時會引出和上文相反的意思，

表明上文中的表面現象、推測估計和預期與下文的實際情況不符，有更正或修正上

文的作用，具有轉折的用法，如下例(11)： 

 (11) 他看似文弱書生，其實是個拼命三郎。       （唐斌，2007：17） 

從例(11)可看出，此處的「其實」位於句內，與篇章的關聯理論似乎沒有具體的關聯

性。唐指出，為了交際成功，說話者總是會設法盡可能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意思，常

會使用話語標記預示自己會補充新信息，或對上文進一步解釋說明，使話語更完整

更明確。如下例(12)： 

 （12）這些地下熱水或蒸氣，其實是大氣降水在地下深處被熱岩體加熱的結果。（唐斌，2007：17） 

唐表示例(9)中的「其實」是在句內的「其實」，這只是一個修飾謂語的狀語，僅止於

句法層面的探討。王江（2008）則將具有轉折意味的「其實」稱為「其實 1」，把不

含轉折意味的「其實」稱為「其實 2」。「其實」為篇章連接副詞，連接句子或大於句

子的結構成分，一般都位於後續句中，可位於句首，也可位於句中。筆者將其分類

於下表四： 

表四「其實」的位置以及修飾部分 

「其實」的位置 確實位置 修飾部分 

1. 位於句首  主語前∕主語省略∕無主 修飾其後整個句子 

2. 位於主語後 
主語由名詞性成分充當（名詞∕代詞∕名詞

性短語） 
在句子的句中成分，修飾謂語 

3. 位於賓語小句中 
當謂語是看出、覺得等的心理或認知動

詞，「其實」可以出現在賓語小句中 
NA 

4. 位於補語中 NA NA 

 
 

                                                                                                                                             
adjunct)、情態狀語(modal adjunct)與連接狀語(conjunctive adjunct)。連接狀語常常現於小句中對語篇的組織有意
義的地方，而情態狀語又根據語義的不同可分為語氣狀語(mood adjunct)和評述狀語(comment adju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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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其實」位於句首 

    王江（2008）表示位於句首的「其實」是句子副詞（sentence adverbs）是用來修

飾其後的整個句子的，用來表述說話人或寫作者對他自己所要說的內容持有的觀點

和態度。位於句首的「其實」清楚地表明了整個句子的語氣，而且往往有強調的作

用，如下例(13)和(14)： 

    (13) 她對這種說法十分憤怒，說我在蓄意貶低她。其實 1 我沒有這樣的意思。 （王小波《陰陽

兩界》） 

    (14) 大哥對這門親事並沒有反抗，其實 2 他也不懂反抗。         (同上) 

1.2.2 「其實」位於句中 

    位於句中的「其實」把修飾的句子主謂部分斷開，只修飾後面的謂語部份。「其

實」前面的主語由名詞性成分充當（名詞∕代詞∕名詞性短語），如下例(15)和(16)： 

 (15) 安樂居不賣米飯炒菜。主食是包子、花捲。每天賣得不少，一半是附近的居民買回去的。

這家飯館其實 1 叫個小酒鋪更合適些。        

 （汪曾祺《安樂居》） 

    (16) 秦幹事那時挺欣賞自己這種收放自如的把握分寸能力。他想自己同王景是有距離的。他其實

2 是站在高處看他。王景也覺出了這種位置。              

 （趙琪《告別花都》）  

名詞性主語如例(15)的「安樂居」和(16)的「秦幹事」為有指（referential）、定指

（identifiable），與上文句中某個句法成分（通常是主語）構成前指照應，使上下文

構成了一個連貫的話題鏈，前後相承，話題一致，使「其實」與上下文的關聯更加

緊密。 

1.2.3 「其實」位於賓語小句中 

    王指出，當謂語為「看出」、「發覺」、「覺得」、「知道」、「告訴」等表言語、心

理或認知義動詞時，「其實」可出現在「其賓」的賓語小句中。如下例(17)、(18)： 

     (17) 別羞澀，我看出來您其實 1 心理特願意，您尚有餘勇可嘉—您看這大街上哪個不錯?（王朔

《頑主》） 

     (18) 此刻重新回顧那一天的經歷時，他才知道彩蝶和男孩其實 2 是命運為他安排的兩個陰謀，

他還知道自 己要避開其中一個，那他也就避開了兩個。（王江 2008） 

1.2.4 「其實」位於補語中 

    王江（2008）表示關聯副詞「其實」主要用於命題之外，表示說話人對於命題

的主觀態度，它與情態的表達有密切的關係，是體現人際功能和語篇功能的一類副

詞。王並表示主前的「其實」移到主後，「其實」的主觀性減弱。反之，句中「其實」

移到句首，其主觀性增強。下例(19)的「其實」位於「其實很漂亮」補語中。 

 (19) 別看這孩子穿得破破爛爛的，他長得其實 1 很漂亮。    （王江，2008） 

    對王江（2008）以上的說法，我們有些不同見解：其一，就詞性而言，例(19)

中的「其實」，更精確來說，是位於動詞「長」後補語「很漂亮」前的狀語。換言之，

「其實」的詞性乃為副詞，其修飾功能為狀語。其次，就結構而言，其分類亦過於

瑣碎。王所謂的「主語後」、「賓語小句中」、「補語中」都是句內的次分類。就分類

而言，宜簡扼而不重疊。換言之，上述的分類僅須分為「句外」與「句內」兩大分

類即可。此即本論所使用的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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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用層面 

1.「事實上」是評注性語氣副詞 (evaluative modal adverbial) 

王燕(2011)指出「事實上」是評注性副詞，也就是語氣副詞。張誼生(2000)表

示，語氣副詞是用來表達情態意義，可位於句中或句首，也可位於句末，有傳信與

情態的功能。他並認為評注性副詞在句法上可為高層謂語，位序靈活，用來表達說

話者對事件、命題的主觀評價和態度，具有「述謂性」、「靈活性」。李泉(2001)認為

語氣副詞用來表示對動作行為或所言內容的情感態度，可直接用在句中動詞前修飾

該動詞，但主要修飾全句，故都可以出現在句首。段業輝(1995)指出語氣副詞大都

出現在主謂句中，透過對主謂句中的分布情況的觀察，可歸納成兩種格式： 

1.1 語氣副詞+NP+VP 

    (20)  事實上，這時希特勒已把目光轉向東方了。     (《第二次大戰回憶錄》) 

    (21)  事實上，目前他們對中國和中國人的了解並不多。      (新華社 2004 年新聞稿) 

    從以上兩個例句可看出，「事實上」可以位於主謂的句首，其後可接逗點停頓，

或者還帶有其他狀語修飾整個句子。 

1.2 NP+語氣副詞+VP 

    (22)  夢中的大街事實上由木床扮演。           (余華《兩個人的歷史》) 

    (23)  他們在這一關鍵問題上的分歧，事實上也構成了他們分別為臨管會和占領當局兩方所看重

的原因之一。                                             (新華社 2004 年新聞稿) 

    段(1995)認為「事實上」在例(22)和(23)中，從句首移位到主語後，所

修飾的範圍從整個句子縮為句中謂語成分，但句子的基本意義沒有改變。

范曉、張豫峰(2008)則指出，詞語或成分在句中有其排序性，而排序不同，

也就造成句法結構以及其意義的變化。張誼生(2000)也表示，副詞共現順

序同其語法意義和表義功用是密切相關的: 副詞充當狀語時的位置分布和

排列順序同其本身的句法功能、語意特徵、語用傾向有著必然的關係。總

的來說，主觀性越強，位序越前，語義轄域越寬，位序越前。 

    屈承熹（2006）則認為評量（evaluation）副詞通常表達說話者的態度，

所以都帶有說話者的預設，有時候甚至於帶有聽話者的某些想法的預設，

這類副詞的語義最難於捉摸，所以也很不容易做簡單的說明。他將「其實」

和「事實上」）定義如下表五： 

表五「其實」和「事實上」的語義（屈承熹，1991：73） 

 本句所言為真 上文所言為真 本句與上文的關係 

「事實上」 是 是 對上文所述作更精確地描述 

「其實」 是 是 上文所述固為真，但並不同意 

屈（1991）表示這個表只是從例子中觀察出的結果，如果利用大量語料進行研究，

結果也許會有差別。 

2. 「其實」和「事實上」是態度性狀語 (stance adverbials) 

    Biber and Finegan (1988)曾表示，英文’actually’和’in fact’為態度性狀語，是因為

其位置在於句中，用來強調說話者或作者對於某一訊息內容的評價判斷，感情態度

或是對命題內容真實性的承諾。高麗君(2010)提出，位於句中的「其實」與「事實

上」即執行態度性的功能，在表意或命題的概念上，表示說話者對於小句命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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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評價判斷。小句中的「其實」與「事實上」通常出現在小句的主語或動詞前，如

下例(24)和(25)所示： 
    (24)  民進黨發言人蔡其昌指出，台灣事實上是主權獨立的民主國家。  
                                                   (2010-03-25/《聯合報》/焦點) 

    (25)  台北與上海事實上是互補性遠大於競爭性。…  (2010-04-06/《聯合報》/兩岸) 

    例(24)顯示在野黨發言人對於其命題的評注性態度，藉由「事實上」標記出這

位發言人對於自己所言命題之真實性的承諾和肯定。而例(25)則同樣利用「事實上」

用以強調對命題內容真實性的判斷。 

    高麗君(2010)指出，位於句中的「其實」也帶有態度性狀語的功能，和「事實

上」可以互相替換，如下例(26)： 

     (26) 就目前來看，新興市場的崛起帶動對原物料的龐大需求，供給面可能氣候無常、蘊藏枯竭

等因素而變動，長期供需其實呈現失衡，未來恐怕會更嚴重，農產品中長期還是向上。… (2010-03-24/

《聯合報》/兩岸) 

高(2010)指出例(26)「其實」表示句內命題內容的真實性，即所謂的態度性狀語，顯

示出強調命題意義的真值功能，而這種作用等同於句中的「事實上」。不過，她認為

「其實」與「事實上」傾向於出現在小句的起首或段落起首位置，擔任言談標記功

能。有關此說法，乃屬篇章研究範疇，本研究將以語料庫的大量語料來進行驗證。 

    綜上所述，本論文的「其實」和「事實上」應屬於情態詞中的評價情態，代表

說話者對事件之看法，亦即「對上文所述作更精確地描述」，以及預料系統之背離用

法，「上文所述固為真，但並不同意」。 

3. 「其實」和「事實上」的語義、篇章、語用功能 (陳俊光、游雅欣 to appear)  

3.1「其實」和「事實上」的語義功能: 「轉折」和「遞進」 

在語義層面，「其實」和「事實上」都可能用來表達「轉折」(contrast) 功能，

即「引出和上文相反的意思，有更正上文的作用」，如例(27)a、b 所示。同時，亦可表達「遞

進」(increment) 功能，即「對上文補充說明」，如(28)a、b 所示 (《現代漢語八百詞》) 
    （27）a 這些花看起來像真的一樣，其實是絹做的。  

     b. (你們以為情況很複雜) 事實上問題並不難解決。 

    （28）(a) 你們只知道他會修理電視機、音響，其實他還會修理鐘錶呢 

          (b) 他不但懂英文，事實上他還懂很多語言。 

從(27)a和(27)b中，我們可分別從「像真的一樣」vs.「是絹做的」以及「很複雜」vs. 「不

難解決」的前後項的語義是呈相反的「轉折關係」。另一方面，從(28)a和(28)b中，我

們可分別從「會修理電視機、音響」vs.「還會修理鐘錶」以及「懂英文」vs. 「還懂很多語

言」的前後項的語義是呈進一 

說明的遞進關係。此外，「其實」、「事實上」在表達「遞進關係」時，之後常常會出現

「還」、「而且」等有進一步說明的遞進副詞或連詞。就語義層面而言，「其實」和「事

實上」都可用來表達「轉折關係」或「遞進關係」，基本可以視為近義詞。至於「其

實」和「事實上」在兩種關係的使用頻率多寡則是篇章層面的問題，將在下節進一

步探討。 

3.2「其實」和「事實上」的篇章功能: 「範距大小」和「焦點功能」 

在篇章層面， 從「範距大小」和「焦點功能」兩個角度，來檢視「其實」和「事

實上」在篇章層面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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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其實」和「事實上」的範距大小 

「其實」和「事實上」都可能用來表達篇章的範距大小，即「其實」和「事實上」

出現在主語前的為跨句或「句外範距」：＝＞｛「其實」/「事實上」+ [主語 +謂語]｝。相

反地，兩者出現在主語和謂語之間的為「句內範距」：＝＞｛主語 + 「其實」/「事實上」

+ 謂語｝。該研究分析了「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與「聯合知識庫」共 400 語料，發

現「其實」在兩個語料庫中，在句內和句外範距的出現頻率大致相當；48% vs. 52%; 

55% vs. 45%。另一方面，「事實上」在兩個語料庫中，句外範距 (85%; 94%) 的使

用頻率遠遠超過句內範距 (15%; 6%)，顯示了在篇章範距上，「事實上」主要是用

在跨句的「句外範距」，而「其實」則是句內和句外範距大致相當。此說明了，「事

實上」的篇章功能強過「其實」。 

表六「其實」和「事實上」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和「聯合」的句內和句外 

篇章中的啟後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聯合知識庫 
 範距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句內 48 48% 45 45% 

句外 52 52% 55 55% 其實 

合計 100 100% 100 100% 

句內 15 15% 6 6% 

句外 85 85% 94 94% 事實上 

合計 100 100% 100 100% 

     
（29）例如藥物的療效，例如感冒，光喝開水也會好，那水是否可說對感冒有效乎，當然不是。如

若因此遭所謂喜好中醫者圍勦喊殺，那為了明哲保身，只好快快退出江湖。提出淺談中西醫

的想法只是為了讓更多人來注意醫學發展，故對於有些爭議就留待大家多多思考。只是我想

有些觀念極需澄清：學理工的必比學醫的更科學乎。其實一個人處事是否客觀應該和個 人態

度有關吧！。我相信學醫的也有很迷信的，反之學理工的亦然。學文的有些也是很科學的。

你認為呢？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仍有很多病至今仍無解，故並不是說西醫治不好，中醫

就管用。這不合邏輯。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在例（29）中，句外的「其實」，乃是與前文「學理工的必比學醫的更科學乎」做

跨句的篇章承前連接。同時，亦帶出後文「一個人處事是否客觀應該和個人態度有

關吧！」，做為啟後的功能。接著我們再看「事實上」的例子，如下例（30）所示： 

（30）香港明報署名文章稱，中國是發展中國家，不須按照聯合國公約對已開發國家的要求，提出

自願提高減排標準，如果說是對世界的貢獻，可能陳義太高，實際上中國有自身需要，一是

高耗能、高汙染的生產模式對環境汙染嚴重，對民眾的健康和環境衛生都是嚴重破壞。而且，

節能減排也是配合經濟模式轉型。每個城市到年末才為完成指標而採取節能措施，肯定不是

長久之計。事實上，中國也在不停關閉高耗能的煤電設施，以及已產能過剩的鋼鐵廠，但 60%

供電來自煤電，減排壓力相當大。從鼓勵新能源使用方面，中國的太陽能發電設備製造已居

全球第一，但由於只能在農村推廣，使用效率不高。國家對於電動汽車使用，也給予大量補

貼，國民也有購買意願，但由於充電樁未能普及，住宅區安裝充電樁受制於社區的供電纜負

荷不足，未能實施，電動車推廣也遇到困境。           （聯合知識庫） 

在上例（30）中，句外的「事實上」，乃是與前文「每個城市到年末才為完成指標而採取節

能措施」做跨句的篇章承前連接。同時，亦帶出後文「中國也在不停關閉高耗能的煤電設施」，

做為啟後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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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其實」和「事實上」的焦點類型分布 

陳俊光、游雅欣進一步審視「其實」和「事實上」的範距大小與焦點分布的關

係。根據先行研究 (呂芮慈2016、賴秀閔2016)，陳、游指出範距大的的「其實」和

「事實上」主要用來傳達對比焦點，而範距小的則主要用來表達句尾焦點。如表七

的語料顯示，「其實」在兩個語料庫中的「句內範距」全部都是用來表達句尾焦點，

而「句外範距」則絕大多數 (96.4%) 用來表達對比焦點，只有兩筆 (3.6%) 用來表

達句尾焦點。另一方面，「事實上」在兩個語料庫中的「句內範距」中亦全數都是用

來表達句尾焦點，而在兩個語料庫的「句外範距」中，也同樣是用來表達對比焦點 

(97.6%；93.6%)，而僅有少數用來表達句尾焦點 (3.4%；6.4%)。以上數據支持該研

究的觀點: 即範距大小對焦點類型的分布，起關鍵作用。 

表七「其實」和「事實上」在「詞彙特描」和「聯合」的信息焦點 

篇章中的啟後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聯合知識庫 
 範距 信息焦點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句尾焦點 48 100% 45 100% 

對比焦點 0 0% 0 0% 句內 

小計 48 100% 45 100% 

句尾焦點 0 0% 2 3.6% 

對比焦點 52 100% 53 96.4% 句外 

小計 52 100% 55 100% 

其 

實 

總計 100  100  

句尾焦點 15 100% 6 100% 

對比焦點 0 0% 0 0% 句內 

小計 15 100% 6 100% 

句尾焦點 2 2.4% 6 6.4% 

對比焦點 83 97.6% 88 93.6% 句外 

小計 85 100% 94 100% 

事 

實 

上 

總計 100  100  

3.2.2.1 「其實」和「事實上」的句尾焦點例示 

以下兩個語料庫中，「其實」和「事實上」都分別位於主語與謂語之間，

也都是帶出句尾焦點。 

表八 句尾焦點語料示例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聯合知識庫 

「其實」 「其實」 

本文作者莫寄屏先生為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

專長為賽局理論（Game Theory），而本文也正以

此為基本理論架構。讀者可由本文了解「數理經濟」

其實並不抽象，也可談很具體的問題。落實升等與

續聘辦法是本院目前之既定政策，其基本問題在學

術評鑑。 

所謂莎劇文字糾結，使觀眾不知所云，其實是大多

數導演和演員對劇本文字掌握不夠深，不求甚解，

以致無法在舞台上輕鬆詮釋莎劇。舉個例說，馬克

白的獨白聽起來或許非常糾結費力，原因是莎士比

亞要刻畫男主角內心的恐慌、焦慮與嚴重不安。 

「事實上」 「事實上」 

一般人很難想像得到，陷身捕獸器的動物，被稱為

垃圾而丟棄的較之有價值的皮草動物數量多很

多。垃圾獵物只是對皮草商沒有價值的動物，其中

很多事實上是極珍貴。被列入特別保護的保育類動

物。美國曾經在一固定區域做過全面統計，由陷阱

捕到的一千兩百隻動物中，真正是皮草業者想要的

只有一百卅八隻。這些誤蹈陷阱的倒楣鬼，下場通

常是：被打死。當垃圾扔掉。 

檢調發現，和碩四名研發工程師於 2012 年在非洲

塞席爾共和國設立一家電子公司，找來劉姓同學入

夥，專門在台灣處理採購、投標等事宜。這家公司

表面上是非洲外商，事實上是在台灣運作。和碩需

要訂單時，工程師會事先知道數量與底價，就告知

劉男。其他公司要一個月才能出貨，但劉男能在數

天內交貨，價碼也符合底價。和碩自 2013 年 4 月

至今年 5 月，共向該海外公司訂購 100 萬美元（約

新台幣逾 3,000 萬元）散熱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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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2 「其實」和「事實上」的句尾焦點例示 

本論文根據前人的說法，發現「其實」和「事實上」的位置處於句外，範距加

大，而在篇章語料中觀察出兩者之後均發現對比焦點的分布情形，以下將分別討論

兩者在語料庫中位於句外之對比焦點之功能，如以下例句（31）所示： 

（31）國內水資源問題，釜底抽薪的解決之道是加強森林水土保持，絕不是興建更多的水庫。周先生希望自己

在植物相生相剋作用的研究，受到國際肯定之後，能使國人也普遍重視環境及生態保育的重要性，進而

利用植物相生相剋的特性，解決國內許多農業及生態保育的問題。從事基礎研究的人常被誤為是關在象

牙塔裡一群不切實際的怪物，其實他們也有很深的社會參與。以研究植物生態的周先生而言，他的研究

成果對農作及自然生態保育都有貢獻，而且極具前瞻性。舉例來說，台灣西海岸的地下水質逐漸鹽化，

將來勢必無法灌溉農田，所以必需發展抗鹽份的作物。周先生在研究台灣草原植物族群生態時，發現芒

草因地形、氣候、溫度及土壤因素，形成不同生態型，其中沿海而生的白芒草具有抗鹽的特質。如能找

出其抗鹽基因後，可以利用基因轉殖技術，將這個基因轉殖到其它作物中，使作物能在高鹽份地帶生長。

這樣的基礎研究與民生如此息息相關，該是大家樂見的。周先生研究之餘，還熱心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積極為我國爭取不同學會的會籍，同時也讓國外了解我國環境生態研究的現狀及落實環保工作的努力。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上例（31）中，首先提及「其實」之後的「從事基礎研究的人」之「研究成果」，成為對比

項，進而給予諸多文字敘述以利讀者了解其理由，「也有很深的社會參與」之事實，

在下文出現「周先生研究之餘，還熱心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積極為我國爭取不同學

會的會籍，同時也讓國外了解我國環境生態研究的現狀及落實環保工作的努力」。對

比項為研究成果以及社會參與。 

（32）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強森 5 日表示：「全球恐怖威脅已經進入新階段。我們必須致力確保國土
安全。恐怖分子已經把他們攻擊美國本土的陰謀外包。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實例，必須另謀對策。」強森

又說，美國政府應該在國外的機場部署更多幹員，從嚴執行免簽國民眾的入境安檢，同時進一步接觸本

土的穆斯林社區，以及時察覺可能成為漏網之魚的威脅。美國政府無法阻止美國民眾輕易取得槍支或來

自國外的偏激宣傳，可能必須加倍鼓勵民眾舉報可疑的人事物。事實上，聯邦與各地方政府現行的相關

方案已經鼓勵民眾隨時舉報。加州屠殺案可能再度引起有關如何在隱私與公共安全之間求取平衡的論

辯。部分美國官員則說，他們必須加倍努力，以促使不同的穆斯林聲音對抗 IS 的偏激宣傳。部分專家表

示，美國政府與社會各界不宜反應過度，因為集中注意本土穆斯林反而可能引起憤怒與疏離，導致恐
怖組織趁機吸收新血。                                               （聯合知識庫）                             

上例（32）中之「事實上」後面共有兩個對比項，也就是「隱私」與「公共安全」這兩

項，在詞彙的銜接方面可見端倪，句尾的「隨時舉報」也就與隱私有關，「以促使不同

的穆斯林聲音對抗 IS 的偏激宣傳」這也跟「隨時舉報有關」，而「各界不宜反應過度」-「引起憤怒

與疏離」、「導致恐怖組織趁機吸收新血」，則與「公共安全有很大的連貫性」。 

3.2.3 小結 

本節對上述結果摘要如下。首先，句內的「其實」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和

聯合知識庫中的比例，分別為 76.2%以及 88.2%，均較句內「事實上」的 23.8%以及

11.8%為高。另一方面，句外的「事實上」在兩個語料庫的比例，分別為 62%以及

63.1%，均較句外「其實」的 38%以及 36.9%為高。從以上的數據顯示，「事實上」

的範距較「其實」為大，其篇章的「整體功能」較強，用以連接上下文；而「其實」

則主要用來表達「局部連接」功能，其範距相對較小。如下表九所示： 

表九「其實」和「事實上」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和「聯合」的句內和句外 

 句內「其實」 句內「事實上」 句外「其實」 句外「事實上」 

中文詞彙特性
素描系統 

76.2 23.8 38 62 

聯合知識庫 88.2 11.8 36.9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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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其實」和「事實上」的語用功能: 「反預期」 

就語用上而言，「其實」與「事實上」均有「反預期」與「進一步闡述」兩方面

的功能，但兩者有不同的比例，並且與其範距有關。在下文中，我們首先呈現「其

實」和「事實上」在篇章上的「反預期」與「進一步闡述」的分佈比例，再根據所

得的數據，對「反預期」與「進一步闡述」的功能，透過語義連貫與詞彙銜接，加

以討論。 

3.3.1 「其實」和「事實上」在「反預期」與「進一步闡述」的比例 

    筆者根據語料庫的數據統計，將「其實」和「事實上」之「反預期」與「進一

步闡述」的比例數據，呈現於下，如表 10 所示： 

表 10「其實」和「事實上」之「反預期」與「進一步闡述」的比例 

篇章中的承前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聯合知識庫 

反預期 31 64.6% 30 66.7% 

進一步闡述 17 35.4% 15 33.3% 句內 

小計 48 100% 45 100% 

反預期 35 67.3% 23 41.8% 

進一步闡述 17 32.7% 32 58.2% 句外 

小計 52 100% 55 100% 

其 

實 

 總計 100  100  

反預期 7 46.7% 3 50% 

進一步闡述 8 53.3% 3 50% 句內 

小計 15 100% 6  

反預期 34 40% 27 28.7% 

進一步闡述 51 60% 67 71.3% 句外 

小計 85 100% 94 100% 

事 

實 

上 

 總計 100  100  
 

我們從表 10 觀察得出，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中，就句內範距而言，「其實」在

句內「進一步闡述」的比例為 35.4%，而「事實上」則為 53.3%，顯示「事實上」在

句內「進一步闡述」（53.3%）的功能勝過「其實」（35.4%）。另外，就句外範距而

言，「其實」在句外「進一步闡述」的比例為 32.7%，而「事實上」則為 60%，顯示

「事實上」在句外「進一步闡述」（60%）的功能亦勝過「其實」（32.7%）。根據以

上的數據顯示，「事實上」在「進一步闡述」的功能，無論在句內（53.3%） 或句外

（60%）範距，均勝過「其實」。可見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中，「事實上」的主

要功能為「進一步闡述」。另一方面，在聯合知識庫中，就句內範距而言，「其實」

在句內的「進一步闡述」的比例為 33.3%，而「事實上」則為 50%，顯示「事實上」

在句內「進一步闡述」（50%）的功能勝過「其實」（33.3%）。另外，就句外範距而

言，「其實」在句外的「進一步闡述」比例為 58.2%，而「事實上」則為 71.3%，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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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事實上」在句外「進一步闡述」（71.3%）的功能亦勝過「其實」（58.2%）。根

據以上的數據顯示，「事實上」在「進一步闡述」的功能，無論在句內（58.2%）或

句外（71.3%）範距，均勝過「其實」。可見在聯合知識庫中，「事實上」的主要功能

為「進一步闡述」。 

    綜上所述，我們發現「事實上」，在兩個語料庫中，且無論在句內或句外範距其

「進一步闡述」的功能均高於「其實」。總的來說，我們發現「其實」與「事實上」，

無論是在哪個語料庫，或在句內或句外的範疇，其「反預期」與「進一步闡述」的

承前功能，皆呈現了高度的一致性。即「其實」的主要功能為「反預期」，而「事實

上」的主要功能為「進一步闡述」。因此，研究假設二只得到部分支持：即「其實」

與「事實上」在「反預期」與「進一步闡述」的承前功能上確有不同的分佈，然其

分佈卻不受範距的影響。換言之，「其實」主要表達「反預期」，而「事實上」主要

表達「進一步闡述」，無論是在句內或句外的範距。究其原因，極可能與「其實」與

「事實上」兩者的歷時語義相關。即根據本論文前文的歷時探源，「其實」一開始的

用法即為「反預期」，而後才演變出「進一步闡述」的功能；而「事實上」則是一開

始便有「進一步闡述」的用法，之後才演變出「反預期」的功能。可見「其實」（反

預期）與「事實上」（進一步闡述），在本論文的共時語料中，所呈現的功能對立，

可能源自兩者在歷時語源一開始的語義差異。 

3.3.2 「其實」和「事實上」在「反預期」的例示 

由於「進一步闡述」較偏向篇章功能，固本部分只舉出「其實」和「事實上」

在「反預期」方面的例示。 

3.3.2.1 「其實」和「事實上」的句內「反預期」 

    根據謝佳玲（2006）的情態詞分類，「其實」是具有背離預期意義的情態副詞。

依照前人的說法，我們將「其實」和「事實上」的語義進行方向設計如下圖一所示： 

詞語 A               「其實」∕「事實上」 - 詞語 B 語義 

圖一「其實」和「事實上」的反預期語義行進方向 

 （33）江定宇的作品將會提供你一個摸索、探險的「視覺環境」，讓你有機會創造出屬於你自己的視覺經驗。

假如你從兩公尺以上的距離看去，這些作品表面上都平淡無奇。但是假如你願意走近一點（近到看不見

畫框），先不要管這些作品美不美，只是細細地去觀察、品味畫布上所展現的紋理，你卻有機會發現：

這些作品在視覺上其實蘊含著相當程度的變化。然後，假如你再更有耐性地前後變換你和作品的距離，

你將會發現：隨著距離的變化，這些作品給你的感覺也會跟著產生細微的變化。當你對每件獨立作品的

感覺已經飽和而不再加添時，你可以試著站遠一點，把同一系列的聯作同時收入眼簾。這時候，你很可

能就不會再堅持說這些作品平淡無奇了。              (中文詞
彙特性素描系統)                                

在（33）例中，「其實」帶出前文中的「平淡無奇」與下文中的「相當程度的變化」

之間的「反預期」功能。以下為「事實上」的例子： 
 （34）調查局昨（30）日搜索和碩總部等九個處所，約談涉案五人到案，全案朝背信等罪方向偵辦。檢調發

現，和碩四名研發工程師於 2012 年在非洲塞席爾共和國設立一家電子公司，找來劉姓同學入夥，專門

在台灣處理採購、投標等事宜。這家公司表面上是非洲外商，事實上是在台灣運作。和碩需要訂單時，

工程師會事先知道數量與底價，就告知劉男。其他公司要一個月才能出貨，但劉男能在數天內交貨，

價碼也符合底價。和碩自 2013 年 4 月至今年 5 月，共向該海外公司訂購 100 萬美元（約新台幣逾 3,000
萬元）散熱材料。       (聯合知識庫) 

                                                           

    在上例(34)中，「事實上」帶出前文「非洲外商」與後文「在台灣」，之間的「反預期」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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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2 「其實」和「事實上」的句外「反預期」 
 
（35）報載台灣抗生素抗藥性增加，其實，多數民眾有錯誤的觀念，感冒有喉嚨痛一定要服消炎藥（抗生素）。

在醫院看診時，常有病人感冒喉嚨痛，要求開像「安比西林」的口服抗生素，亦有先前自行到藥局或上網

購買抗生素，服用無效再來看病。其實，單純的感冒是濾過性病毒感染，多半會有喉嚨痛，除非有合併二

度的細菌感染，譬如化膿性扁桃腺炎、急性化膿性中耳炎、細菌性支氣管炎、黴漿菌肺炎或泌尿道感染等，

才需要服用抗生素。否則單純的感冒，服用了反而促使體內未發病的菌落產生抗藥性，而真正合併細菌感

染時需要使用抗生素，治療效果就大打折扣，可能要用到第二線或第三線抗生素。其實治療感冒，除了國

內核准抗Ａ型感冒的製劑 Amadatine 外，或事前施打感冒疫苗預防外，一般皆以症狀治療為主，如以阿斯

匹靈或普拿疼治療頭痛、肌肉痠痛，以抗組織胺治療流鼻水或鼻塞，以止咳和化痰藥，治療咳嗽、咳痰，

其目的是減輕感冒的不舒服症狀，其實多半靠自己的免疫力痊癒的。除了藥物外，多休息、多喝溫開水，

少去人多的公共場所，如電影院、百貨公司，以減少二度細菌的感染，乃是  治療感冒的不二法門。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從上例（35）中可看出，「其實」帶出前文「感冒有喉嚨痛一定要服消炎藥

（抗生素）」，以及後文「除非有合併二度的細菌感染，譬如化膿性扁桃腺炎、

急性化膿性中耳炎、細菌性支氣管炎、黴漿菌肺炎或泌尿道感染等，才需要

服用抗生素」兩者之間的「反預期」功能。 
 
（36）蔡忠紘指出，高尿酸血症是指血液中尿酸濃度過高，男性超過 7 mg/dL，女性超過 6 mg/dL 都要注意。高

尿酸血症主因，包括不健康的飲食、喝酒、肥胖、腎功能異常及不當使用利尿劑。蔡忠紘指出，根據最

新醫學研究，高尿酸血症合併痛風的病人，更容易合併心臟病、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及腎功能不全

等其他慢性疾病，死亡率增加近 2 倍。民眾控制血壓、血糖、血脂等傳統三高慢性病同時，也不能輕忽

高尿酸血症與痛風對身體的傷害。蔡忠紘表示，許多病患常誤以抽血的尿酸數值來判別關節痛是否為痛

風，事實上，急性痛風發作時，血中尿酸值反而降低。許多關節炎的症狀類似痛風，要給醫師診治才能

確定病因。尿酸過高的人，發生過一次痛風就應終身治療。      (聯合知識庫)                                                        
 
在上例（36）中，「事實上」乃是帶出前文「許多病患常誤以抽血的尿酸數值來判別關節痛

是否為痛風」，與後文「急性痛風發作時，血中尿酸值反而降低」之間的「反預期」功能，用

來說明利用尿酸數值來判別關節痛是否為痛風，並非一個很好的指標。我們也注意

到，在上例中，表「反預期」的「事實上」，常與轉折連詞「反而」等連用。這是因

為「事實上」一開始的主要功能即為「進一步闡述」。因此，當「事實上」欲表達後

期方演變出的「反預期」功能時，往往透過與轉折連詞的搭配，來體現該功能。有

關「事實上」與其他轉折詞語的搭配情形，可在後續研究中進一步探討。 

3.3.3「其實」和「事實上」在「反預期」與「進一步闡述」的比例不同的原因 

3.3.3.1「其實」內部的語義功能 

    就「其實」本身的內部語義而言，在中文詞彙特性描述系統中，其句內與句外

的「反預期」功能分別為 64.6%與 67.3%，均較其「進一步闡述」功能的 35.5%與 32.7%

為高。就聯合知識庫而言，其句內與句外的「反預期」功能分別為 66.7%與 41.8%，

而其「進一步闡述」的功能則為 33.3%與 58.2%。從以上數據得知，除了句外聯合知

識庫的句外範距之外，「其實」在兩個個語料庫中的主要功能皆為「反預期」，顯示

「其實」的功能為：「反預期」>「進一步闡述」，如下表 11 所示： 

表 11「其實」在句內與句外範距之「反預期」與「進一步闡述」的比例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聯合知識庫 

反預期 31 64.6% 30 66.7% 

進一步闡述 17 35.4% 15 33.3% 

其 
實 

句內 

小計 48 100% 4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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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預期 35 67.3% 23 41.8% 

進一步闡述 17 32.7% 32 58.2% 句外 

小計 52 100% 55 100% 

 總計 100  100  

以上數據大致符合歷時探源，亦即「其實」一開始便是「反預期」的用法。換言之，

「其實」的「反預期」語用功能，同時體現於句內與句外範疇。 

3.3.3.2「事實上」內部的語義功能 

    就「事實上」本身的內部語義而言，在中文詞彙特性描述系統中，其句內與句

外的「進一步闡述」功能分別為 53.3%與 60%，均較其「反預期」功能的 46.7%與

40%為高。就聯合知識庫而言，其句內與句外的「進一步闡述」功能則分別為 50%

與 71.3%，而其「反預期」的功能則 50%與 28.7%。從以上數據得知，「進一步闡述」

的功能，在句外的範距中，無論在中文詞彙特性描述系統（60%）或聯合知識庫

（71.3%）中，皆大於其「反預期」（40%；28.7%），的功能，顯示「事實上」的句

外篇章功能為：「進一步闡述」>「反預期」，亦符合本研究於歷時探源之結果，亦即

「事實上」一開始便是「進一步闡述」的用法。然而，「事實上」在句內的範距中，

無論在中文詞彙特性描述系統或聯合知識庫中，其「進一步闡述」（53.3%；50%）

與「反預期」（46.7%；50%）的出現頻率大致相同，顯示「事實上」的句內篇章功

能為：「進一步闡述」=「反預期」，如下表 12 所示： 

表 12「事實上」在句內與句外範距之「反預期」與「進一步闡述」的比例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聯合知識庫 

反預期 7 46.7% 3 50% 

進一步闡述 8 53.3% 3 50% 句內 

小計 15 100% 6 100% 

反預期 34 40% 27 28.7% 

進一步闡述 51 60% 67 71.3% 句外 

小計 85 100% 94 100% 

事 
實 
上 

 總計 100  100  

    以上數據顯示「事實上」只有在句外範距時，其「進一步闡述」的功方大於「反

預期」的功能。至於在句內範距時，「事實上」的兩種語義功能則無顯著的差異。換

言之，「事實上」「進一步闡述」的篇章功能，主要體現在句外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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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其實」、「事實上」反預期的共現詞與否 

3.3.4.1「其實」的反預期 
（37）江定宇的作品將會提供你一個摸索、探險的「視覺環境」，讓你有機 會創造出屬於你自己的視覺經驗。

假如你從兩公尺以上的距離看去，這些作品表面上都平淡無奇。但是假如你願意走近一點（近到看不見畫

框），先不要管這些作品美不美，只是細細地去觀察、品味畫布上所展現的紋理，你卻有機會發現：這些

作品在視覺上其實蘊含著相當程度的變化。然後，假如你再更有耐性地前後變換你和作品的距離，你將會

發現：隨著距離的變化，這些作品給你的感覺也會跟著產生細微的變化。當你對每件獨立作品的感覺已經

飽和而不再加添時，你可以試著站遠一點，把同一系列的聯作同時收入眼簾。這時候，你很可能就不會再

堅持說這些作品平淡無奇了。           

在（37）例中，「其實」帶出前文中的「平淡無奇」與下文中的「相當程度的變化」之間

的「反預期」功能。 

3.3.4.2「事實上」的反預期 
（38）蔡忠紘指出，高尿酸血症是指血液中尿酸濃度過高，男性超過 7 mg/dL，女性超過 6 mg/dL 都要注意。高

尿酸血症主因，包括不健康的飲食、喝酒、肥胖、腎功能異常及不當使用利尿劑。蔡忠紘指出，根據最新

醫學研究，高尿酸血症合併痛風的病人，更容易合併心臟病、高血壓、高血脂、糖尿病及腎功能不全等其

他慢性疾病，死亡率增加近 2 倍。民眾控制血壓、血糖、血脂等傳統三高慢性病同時，也不能輕忽高尿酸

血症與痛風對身體的傷害。蔡忠紘表示，許多病患常誤以抽血的尿酸數值來判別關節痛是否為痛風，事實

上，急性痛風發作時，血中尿酸值反而降低。許多關節炎的症狀類似痛風，要給醫師診治才能確定病因。

尿酸過高的人，發生過一次痛風就應終身治療。   

在上例（38）中，「事實上」乃是帶出前文「許多病患常誤以抽血的尿酸數值來判別關節痛

是否為痛風」，與後文「急性痛風發作時，血中尿酸值反而降低」之間的「反預期」功能，用

來說明利用尿酸數值來判別關節痛是否為痛風，並非一個很好的指標。 

正如上述所言，「其實」的「反預期」功能是一開始就有的，後來才演變出「進

一步闡釋」的功能。反之，「事實上」是先有「進一步闡述」的功能，之後才有「反

預期」的功能。這也說明了為何在篇章上，「其實」主要是用來表述「反預期」的功

能，而「事實上」主要是用來表述「進一步闡述」的功能。同時，從以上的例(37)

和(38)分別可看出。「其實」的語源本來就是「反預期」，故無需與其他的轉折詞共現。

反之，「事實上」的語源本為就是「進一步闡釋」，故用來表達「反預期」時，往往

與轉折連詞如「反而」貢獻，以使其「反預期」義更明確。 

3.4 小結 

     本節歸納研究結果發現，首先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中，「事實上」的「進

一步闡述」功能，在句內和句外分別為 53.3%和 60%，較「其實」的 35.4%和 32.7%

為高，顯示「事實上」在「進一步闡述」的功能較強。而在聯合知識庫方面，「事實

上」的「進一步闡述」的功能，在句內和句外分別為 50%和 71.3%，較「其實」的

33.3%和 58.2%為高，亦顯示「事實上」在「進一步闡述」的功能較強。 

    其次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中，「其實」的「反預期」功能，在句內和句外分

別為 64.6%和 67.3%，較「事實上」的 46.7%和 40%為高，顯示「其實」的「反預期」

的功能較強。而在聯合知識庫方面，「其實」的「反預期」功能，在句內和句外分別

為 66.7%和 41.8%，較「事實上」的 50%和 28.7%為高，亦顯示「其實」的「反預期」

的功能較強。 

    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和「聯合知識庫」兩個語料庫中，「其實」在句內

分別有 48 筆（100%）和 46 筆（100%），均形成句尾焦點。可見「其實」在句內乃

表達「局部連接」功能（張文賢，2009）。再者，「其實」在句外分別有 52 筆（100%）

以及 55 筆（96.4%）的對比焦點。可見「其實」在句外乃表達「整體連接」功能（張

文賢，2009）。以上的數據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設：即，「其實」在句內呈現小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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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句尾焦點；而「其實」在句外呈現大範距，形成對比焦點。唯在聯合知識庫中，

有 2 筆（3.6%）的句外語料乃呈現句尾焦點，乃受「補述用法」的篇章制約。 

    另一方面，「事實上」在兩個語料庫的句內，分別有 15 筆（100%）和 6 筆（100%），

均形成句尾焦點，顯示其功能乃表達「局部連接」。其次，「事實上」在句外分別有

83 筆（96.6%）和 88 筆（93.6%）的對比焦點，顯示其功能乃表達「整體連接」。以

上的數據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設：即「事實上」在句內呈現小範距，形成句尾焦點；

而「事實上」在句外呈現大範距，形成對比焦點。唯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中有 2

筆（2.4%）的句外語料呈現句尾焦點，乃受「特殊句式」的篇章制約；聯合知識庫

中，有 6 筆（36.4%）的句外語料乃呈現句尾焦點，乃受「補述用法」以及從「整體

到部分」關係的篇章制約。 

    綜上所述，「其實」和「事實上」在範距大小與焦點分佈的互動上，其篇章功能

相當一致。即，兩者在句外範距皆表達對比焦點，而在句內範距皆則表達句尾焦點。

就「其實」本身的內部語義而言，在中文詞彙特性描述系統中，其句內與句外的「反

預期」功能分別為 64.6%與 67.3%，均較其「進一步闡述」功能的 35.5%與 32.7%為

高。就聯合知識庫而言，其句內與句外的「反預期」功能分別為 66.7%與 41.8%，而

其「進一步闡述」的功能則為 33.3%與 58.2%。從以上數據得知，除了句外聯合知識

庫的句外範距之外，「其實」在兩個個語料庫中的主要功能皆為「反預期」，顯示「其

實」的功能為：「反預期」>「進一步闡述」。 

    就「事實上」本身的內部語義而言，在中文詞彙特性描述系統中，其句內與句

外的「進一步闡述」功能分別為 53.3%與 60%，均較其「反預期」功能的 46.7%與

40%為高。就聯合知識庫而言，其句內與句外的「進一步闡述」功能則分別為 50%

與 71.3%，而其「反預期」的功能則 50%與 28.7%。從以上數據得知，「進一步闡述」

的功能，在句外的範距中，無論在中文詞彙特性描述系統（60%）或聯合知識庫

（71.3%）中，皆大於其「反預期」（40%；28.7%），的功能，顯示「事實上」的句

外篇章功能為：「進一步闡述」>「反預期」，亦符合本研究於歷時探源之結果，亦即

「事實上」一開始便是「進一步闡述」的用法。然而，「事實上」在句內的範距中，

無論在中文詞彙特性描述系統或聯合知識庫中，其「進一步闡述」(53.3%；50%）

與「反預期」（46.7%；50%)的出現頻率大致相同，顯示「事實上」的句內篇章功能

為：「進一步闡述」=「反預期」。 

參、研究方法與理論架構 

一．研究目的 

本研究計畫首先根據先整題出語料分析結果，再設進行教學應用，根據「事實

上」與「其實」的語義、篇章、語用異同，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的外籍生進行實際

教學活動，並記錄觀課內容與心得，以實際觀察學生學習這兩個近義詞使用情形，

進而觀察在三個語言層面究成果與教學實務結合之各個面向，研究者並設計問卷以

瞭解學生的學習成效，問卷內容請下文3.1。 

二、研究方法 

研究者首先在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徵詢六位具有實務經驗的華語教

師，協同進行本計畫之教學工作。六位華語教師必須先研讀相關文獻，並參與研究

者所舉辦的四次說明會，撰寫心得並進行教學設計。其次，本研究計畫安排一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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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修讀碩士學位的研究生，以教學助理的身份進入真

實的華語課堂中進行觀課研究。教學助理必須在觀課後記錄觀課心得並撰寫反思報

告，研究者將統整以上這些資料，以分析華語語序與教學結合上之策略與步驟。 

2.1 參與者（Participants） 
2.1.1 外籍受試生 

本研究共有十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參與，代表本研究的中級學習組共五位，

學生皆來自華語系大學部的學生，國籍分佈如下：來自越南的一共兩位，韓國一位，

德國一位，法國一位。代表本研究的高級學習組共五位，包括：荷蘭、越南以及韓

國。越南三位，荷蘭一位，韓國一位。皆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系的研究生。 

2.1.2 教師 

本研究共有六位臺灣師範大學教師參與，六位教師以A、B、C 代號標示，分別

對兩個班級進行教學，六位教師的授課照片，請參閱附件三。 

2.2 說明會 
研究者對六位教師與一位教學助理，舉行了四次的說明會，說明本研究結果所

呈現的漢語分別在語義、篇章、語用的原則，以及一起編寫教學所用的課文 (中、

高級相同)。設計教案由六位教師進行實際教學，並由一位助教隨班紀錄教學情況，

以及學生學習前後的問卷填寫（即前測與後測），分析出對漢語詞彙、句法、篇章

語序的教學步驟與學習難點，以作為華語教學的參考或補充材料。 

2.2.1 語義教學步驟 
1. 教【語義轉折】，指出「其實」、「事實上」上下文的語意往往相反或相對。 

2. 教【語義遞進】，指出「其實」、「事實上」之後常常會出現「還」、「而且」，有進

一步說明的功能。 

3. 教「其實」、「事實上」出現在句內時，因主語相同而可省略第二句的主語（零主語）。 

2.2.2 篇章教學步驟 
（「其實」和「事實上」句內、句外的用法在課文中交錯出現，教學時按照課文的順序即可） 

 

 

 
 
1. 句外「事實上」的【承前】、【語義遞進】、【啟後】（對比焦點） 

(1) 【承前】：前後文皆出現「雙薪家庭」，具有主題連貫性。 

(2) 【語義遞進】：「事實上」之後的段落更詳細地說明與「雙薪家庭」有關的內容。 

(3) 【啟後】：位於句首帶出對比焦點，將「收入豐」和「時間體力被瓜分」作對比。 
 

2. 句內「事實上」（句尾焦點）、複習【語義轉折】（+卻） 

(1) 位於句內帶出句尾焦點「導火線」。 

(2) 複習【語義轉折】：可用「卻」此副詞檢驗轉折的功能。 

 
 

 

自從男女平權觀念興起，許多家庭不再排斥女性成為職業婦女，雙薪家庭逐漸成為今日的

主流。事實上，雙薪家庭中，雖然收入較一般單薪家庭為豐，但相對的時間、體力等被工

作所瓜分，也是不爭的事實。由於夫妻雙方花在家事的時間實在有限，因此時間上的分配

及運用就顯得特別重要。 

家務分配這件事情看似容易，事實上卻常常成為婚姻失和的導火線。 

…常常成為婚姻失和的導火線。其實，許多職業婦女為了滿足工作和家庭上的需求，是無

休閒可言的，有時候甚至必須犧牲人生的時間表，來符合工作與家庭的需求。但相對的而

言，大多數的男性較不需要面對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抉擇與衝突，他們的家庭的責任似乎是

較著重在家庭經濟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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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句外「其實」【承前】、複習【語義遞進】、【啟後】 

(1) 【承前】：「其實」之後的內容承接前文「婚姻失和」的主題。 

(2) 【語義遞進】：更詳細地說明家務分配如何成為婚姻失和的導火線。 

(3) 【啟後】許多職業婦女 vs.大多男性（對比焦點） 

 
 
4. 句內「其實」（句尾焦點）、【語義轉折】（+並） 

(1) 句尾焦點：犧牲。 

(2) 複習【語義轉折】：可用「並」此副詞檢驗轉折的功能。 

2.2.3 語用教學步驟 
1. 複習「轉折」（句子前後有意義相反的詞） 

2. 解釋「反預期」 

反對原本句子的假設，命題之下的假設，而非直接反對命題。 

► 可先用簡單的例句區辨︰ 

  他們戀愛結婚，不是媒妁之言。 → 轉折 

  他們戀愛結婚，婚後卻不幸福。 → 反預期 

3. 解釋課文中句子原先的預期，再說明「反預期」，並教反預期的共現詞。同時複習「遞

進」、「轉折」、「承前」、「啟後」。 

 

 

 

► 預期︰只有「外遇、家庭暴力、教養方式不同、感情淡化、金錢觀不同」 

  等五個因素可解釋所有離婚原因，沒有其他因素。 

► 反預期︰還有其他因素，婆媳問題、從母姓等。 

(1) 句外「其實」【承前】離婚的因素、【語義關係】反預期（原因與其他先進國家不

同）。 

(2) 句外「其實」【啟後】華人文化與其他文化相比（對比焦點）。 

 

 
► 預期︰婚姻破裂就是人生的終點。 

► 反預期︰不是終點，而是轉捩點。 

(3) 句外「事實上」【承前】婚姻破裂、【語義關係】反預期、【+反而】。 

(4) 句外「事實上」【啟後】離婚 vs.繼續在婚姻裡（對比焦點）。 

4. 說明「其實」和「事實上」的差異 

► 其實︰轉折功能較強（原始語義即具有反預期的涵義，不需搭配「反而」）。 

► 事實上︰遞進功能較強，轉折功能較弱，後面常加上「反而」，加強轉折  

   功能。 

2.3 材料（Material） 
教學所使用的課文2是由研究者與六位華語教師及一位助教共同討論編寫而

                                                
2 有關課文中詞彙、句法、篇章語序的運用，請參見附錄（二）的標示與說明。   

根據統計，先進國家近年來離婚的原因多是外遇、家庭暴力、教養方式不同、感情淡化、

金錢觀不同等等。其實，與其他文化相比，華人社會在婆媳問題、孩子從母姓等方面更容

易造成婚姻的裂痕。 

大多數女性在面臨婚姻破裂、親子分離的情形下，很容易陷入低潮。事實上，離婚

對一些遇人不淑的女性反而是人生最好的轉捩點。 

因此，對男性而言，個人休閒的時間其實並不會像女生因兼顧工作與家庭而必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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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在編寫過程中，刻意納入上述說明中的語法篇章、語用)等規

則。先由A1/A2老師講授語法，接著由B1/B2老師講授篇章，最後

再由C1/C2講授語用，如何受三個語言平面的語序制約之影響。

此外，在編寫課文中，也注意以下兩個原則: 

1. 避免在同一句子內放入兩條規則，以免太複雜。 

2. 應在各規則中加入緩衝句，使整篇課文順暢，不流於由規則硬

串而成的課文。 

以下為教學時所時使用的詞彙表與課文 

兩性相處的藝術 

男女交往時必須考量 1 許多因素，有人以為只要雙方個性合

得來就綽綽有餘 2 了，但這是遠遠不夠的。除此之外，他們還得

考慮對方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很多人可能以為有愛就能幸福

美滿，有愛其實也是不夠的。雙方事實上若能夠進一步在各方面

都門當戶對 3，那麼將來婚姻就比較容易穩定。相反的，若是男女

價值觀 4 有很大的差別，婚後往往會遇到很大的問題。另外，不

少現代男女在交往時，會選擇住在一起，但他們的父母卻不容易

接受。男女在婚前就住在一起，往往被父母視為丟人現眼 5 的行

為。但其實婚前住在一起不見得是件壞事。兩個人住在一起，除

了可以儘早了解雙方生活習慣，事實上更可以提前規劃、做好家

務 6 分配，是很棒的婚前演練。 

自從男女平權 7 觀念興起，許多家庭不再排斥 8 女性成為    

職業婦女 9，雙薪家庭 10 逐漸成為今日的主流 11。事實上，雙薪家

庭，雖然收入較一般單薪家庭 12 為豐，但相對的時間、體力等被

工作所瓜分 13，也是不爭的事實。由於夫妻雙方花在家事上的時

間實在有限，因此時間上的分配及運用就顯得特別重要。家務分

配這件事情看似容易，事實上卻常常成為婚姻失和的導火線 14。

其實，許多職業婦女為了滿足工作和家庭的需求，是無休閒可言

的，有時候甚至必須調整人生時間表，來符合工作與家庭的需求。

但相對而言，大多數的男性較不需要面對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抉擇

15 與衝突，他們的家庭責任較著重 16 在家庭經濟的貢獻。因此，

生詞解釋 

1. 考量：考慮。 

2. 綽綽有餘：非常足

夠，可以應付所需。 

3. 門當戶對：結婚的兩

方家庭經濟和社會

地位相等。 

4. 價值觀：對人生、事

物的看法。 

5. 丟人現眼：在很多人

面前做丟臉的事。 

6. 家務：家中的日常事

務。 

7. 平權：權利平等。 

8. 排斥：不接受某種想

法、行為、或人物。 

9. 職業婦女：已經結

婚，但還是擁有自己

的工作和收入的女

性。 

10. 雙薪家庭：夫妻兩人

都有收入。 

11. 主流：事物發展的主

要方向。 

12. 單薪家庭：夫妻兩人

中，只有一人有收

入。 

13. 瓜分：分割、分配（通

常不是自己願意的

情況）。 

14. 導火線：原本指使炸

彈爆炸的線，後來常

指讓不好的結果發

生的原因。 

kǎoliáng 

chuòchuòyǒuyú 

méndānghùduì 

 jiāwù 

píngquán páichì 

zhíyè  fùnǚ shuāngxīn 

 jiàzhíguān 

dǎohuǒxiàn 

méndānghùdu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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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男性而言，個人休閒的時間其實並不會像女性因兼顧 17 工作與

家庭而必須犧牲。 

所謂婚後生活才是愛情真正的考驗，有些伴侶能互相扶持

18、跨過阻礙 19 順利走下去，有些人卻始終無法磨合 20，最終步

向離婚之路。而影響夫妻離婚的因素有很多，根據統計，先進國

家近年來離婚的原因多是外遇、家庭暴力、教養方式不同、感情

淡化、金錢觀不同等等。其實，與其他文化相比，華人社會在婆

媳 21 問題、孩子從母姓等方面更容易造成婚姻的裂痕 22。大多數

女性在面臨婚姻破裂、親子分離的情形下，很容易陷入低潮 23。

事實上，離婚對一些遇人不淑 24 的女性反而是人生最好的轉捩點

25。她們對自己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修正擇偶標準 26，在面對下一

段關係時也能具備更成熟的心理，未嘗 27 不是件好事。但是對於

那些選擇繼續在婚姻裡走下去的人，如果雙方願意改善自己的行

為和態度，婚姻依然可以幸福圓滿。 

2.4 教學流程 
中、高級兩班的教學流程分為三部分:（一）語義教學、（二）

篇章教學、（三）語用教學。（一）語義教學部分，是講授「其

實」、「事實上」的「轉折」和「遞進」關係等兩大重點。（二）

篇章教學部分主要介紹「句外範距」之承前的「主題連貫性」，

與啟後的「對比焦點」，以及「句內範距」的「句尾焦點」等三

大重點。（三）語用教學部分主要在介紹語義「轉折」和語用「反

預期」的不同，以及「其實」、「事實上」的「反預期」用法中，

前者不搭配其他轉折詞，而後者常與轉折連詞「反而」共現。 

2.4.1 中級班教師: 三位教師以 A1、B1、C1 代號標示 

學生: 5 位中級外籍生 

教材:自編課文 

上課時間安排如下: 2018 年 5 月 18 號  13:00 – 14:30 

13:00-13:20 前測時間 

13:20-13:40 語義教學（A1） 

13:40-14:00 篇章教學（A2） 

14:00-14:30 語用教學（A3） 

 

 

15. 抉擇：會造成很大影

響的選擇。 

16. 著重：把重點放在某

一方面。 

17. 兼顧：同時照顧到各

個方面。 

18. 扶持：照料、支持。 

19. 阻礙： 使不能順利通

過或發展。 

20. 磨合：相互理解，相

互包容，尋求共同價

值的過程。 

21. 婆媳：婆婆（老公的

媽媽）和兒媳婦（兒

子的老婆）。 

22. 裂痕：小裂缝。這裡

表示感情出了問題。 

23. 陷入低潮：情緒進入

低落、不好的狀況。 

24. 遇人不淑：悲女子嫁

了不好的老公或是遇

到不好的男生。 

25. 轉捩點：轉變的關

鍵。 

26. 擇偶標準：選擇結婚

對象的標準或原則。 

27. 未嘗：不一定。 

  juézé 

 zhuózhòng 

  jiāngù 

 móhé   zǔ'ài 

 póxí  lièhén 

 yùrénbùshú 

 wèicháng 

 zé'ǒu 

 zhuǎnlièdi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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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高級班教師: 三位教師以 A2、B2、C2 代號標示 

學生:5 位高級外籍生 

教材:自編課文 

上課時間安排如下: 2018 年 5 月 22 號  16:00 – 17:30 

16:00-16:15 前測時間 

16:15-16:40 語義教學（A2）  

16:40-17:05 篇章教學（B2） 

17:05-17:30 語用教學（C2） 

三、研究理論架構與教學觀摩 

3.1、理論背景3 
本研究採用D-I-E-P FORMULA進行觀課紀錄。在現行文獻中，反思日誌

（reflective journal)近幾年在許多研究中持續受到關注。McGuinnes & Brien (2007)

提倡在研究中使用反思日誌，認為這樣的寫作技巧可成為教學工具，透過學習者自

我創造的學習材料，可達到額外評估學習成效的目的。 

Quinton & Smallbone（2006）說明教導商業為主科的研究生中如何使用反思

日誌。Ortlipp （2008）認為持續使用這種寫作教學的效果，能達成方法上的嚴謹，

並取得一致性的典範作品。事實上，撰寫日誌這個方式長久以來一直使用於教育領

域中促進反思的方面（Vogt& Vogt, 2000; Corley, 2000）。Dewey（1933)提到反思

的的作用在於將個人模糊不明的經驗、懷疑、衝突和干擾等轉換成清楚、連貫、沉

澱和和諧的情況（pp.100-101)。許多研究者陸續發現在教學中使用日誌的價值， 如

Kerka(1996）將此教學法視為紀錄個人心理過程的方式，同時也是透過特定反思成

長的工具。Harland and Myhill (1977）)將個人日誌視為一種因自我評價進而獨立的

方法。Bolin (1988）則是發現日誌的價值，能夠幫助學生成為反思型學習者，且有

能力選擇自身行為，進而達到特定的目的。 

AT Beatson （2010） 研究商業領域的學生使用此理論來促使學生思考，探討

對於廣告和行銷的想法，以部落格為媒介。楊藹瑩與陳麗宇（2010）探討作者教授

一群國際學生商務華語的經驗。作者的教學模式除借鑒自專業英語的理論，並融入

成人教學與建構主義的學理。透過各種不同的學習任務、資源與學習活動，學生從

輔助認知而積極攝取知識。作者使用D-I-E-P formula 的分析取得學生的回饋，可

作為日後課程改進的依據。 

3.2 研究架構 

本研究有一隨行教學助理進入兩個中、高級的課堂，對教師的教學進行紀錄。

觀課心得所使用的「D-I-E-P 模式（D-I-E-P formula）」（RMIT, 2008）主要內

容涵蓋如下： 

（1）何謂D-I-E-P formula？4 

D –Describe 敘述 
I –Interpret 解釋 
E –Evaluate 評價 
P –Plan 計畫 

                                                
3 引自陳俊光、陳麗宇（2008）〈「而且」和「再說」的篇章、語用功能與其教學應用〉NSC 99-2410-H-003-094-MY2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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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D-I-E-P formula運用於日記的書寫 

D-敘述具體的說明發生了什麼事 
我在做什麼？ 
我在讀什麼？ 
我在看什麼？ 
我在聽什麼？ 
事實是什麼？ 
我在事件中的腳色為何？ 

I –解釋解釋事件 
說明你看到、聽到什麼 
你新的見解 
跟其他學科領域、你的感覺的連結 
你的假設跟結論 

E –評價評估效率或有效程度 
提出具體的論點跟觀察 
提出我的意見，並說明原因 
這個情況的優、缺點為何？ 
自己學到了什麼？ 

P –計畫如何有效利用這些資提出具體的建議 
這些經驗可以如何應用於未來生活？ 
如果下次再碰到相同的經驗，我可以怎麼做？ 

3.3、觀課心得（D-I-E-P 模式） 

由於中級班與高級班中，各有三位老師分別進行語義、篇章與語用教學。中高

級的兩位講授語義的C1和C2、講授篇章的B1和B2，以及講授語用的C1和C2，都各

已事先兩人分組，以便在講授語義、篇章與語用時，中高級的教學的方法能趨一致，

因為本研究並非著重教師之間的個別教學差異，而重在中級學習者與高級學習者的

習得差異。因此，以下敘述將把中高級分別講語義、篇章與語用的教師統稱為A，B，

C。教學助理之觀課心得以D-I-E-P 模式，列表記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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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教師的觀課心得(D-I-E-P 模式)【動詞畫粗底線；地點畫雙底線】 

             教師           
 
反思模式 

A 語義教師 
鄭 XX、鄭 XX 

B. 篇章教師 
陳 XX、張 XX 

C 語用教師 
吳 XX、林 XX 

『D』 
Describe Learning 

1. A 老師主要以溝通教學
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Learning）為
主，著重於在互動中，利
用學生既有的文化與語言
背景知識，來讓學生理解
「其實」和「事實上」在
語義上的使用方法與語
境。 
 
2. 老師所使用的圖片符
合所需要情境，利用圖片
來引導學生說出包含 「事
實上」和「其實」的正確
句子。 
 
 

 1.B  老師採取情境式教
學法（Situational 
Language Teaching）先讓
學生建立語言結構的概
念，對於「其實」和「事
實上」的句外句內結構有
所理解，再讓學生理解兩
者在使用時所需要的時空
情境 。 
 
2. 進行生詞教學時，老師
利用簡單的問答來讓學生
用該生詞回答出正確的句
子。另外，老師不斷地複
習前面的句子讓學生習慣
性去判斷「其實」和「事
實上」在句外和句內的差
別。 

1. C 老師的教學法，採用了
「語言輸入假說」（Input 
Hypothesis）即 Krashen
的 i+1 理論。從學生在前面
兩位教師所建立的基礎知
識上，進一步教授「其實」
和「事實上」在篇章語用上
的功能。 
 
2. 老師教學風格活潑大
方，利用學生自身的經驗去
讓學生理解「反預期」和「上
下文相反」的差別，以及「其
實」和「事實上」常與「卻」
或「反而」共現的狀況。 

『I』 
Interpret learning 
Activity 

1. 老師一開始先分段領讀
課文，訓練學生的口說和
發音。 
 
2. 老師用問問題的方式
來讓學生利用描述自身經
驗的方式來連結課文的內
容，進而理解課文想傳達
的信息。例如： 
「你交男女朋友時，你會
考慮哪些條件？」或「麵
包和愛情，你會選擇哪一
個？」 
 
3. 老師提出一些大家都
耳熟能詳的故事或事件讓
學生理解本課文欲討論的
話題為何。例如：利用童
話故事中的「灰姑娘」來
帶出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
會對婚姻造成什麼樣的影
響。 
 
4. 老師利用課文中的句
子結合問答讓學生理解
「其實」前後的轉折關
係。例如：「很多人可能以
為有愛就能幸福美滿，但
其實也是不夠的。」中，「其
實」的功能是可以讓讀者
知道「愛」不等於「幸福
美滿」。 
 
5. 老師利用圖片來引導學
生去理解課文內容，同時
練習課文中包含「其實」
和「事實上」的句子。並
不斷地提供類似的情境讓
學生有充分的練習，例如： 

1. 老師一開始先認識跟確
認學生的名字，這符合
Krashen 的「感情過濾假
說」（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讓學生在學
習時不會因與老師有距離
感而受情緒波動，進而影
響學習的成效。 
 
2. 在進行生詞教學時，老
師用一問一答的方式來引
導學生理解新生詞的意思
並使用新生詞回答問題。
例如： 
師：「請問在你的國家，是
男女平權的社會嗎？」
生：「我的國家是男女平權
的社會。」師：「那會排斥
職業婦女嗎？」生：「不會
排斥。」 
 
3.老師會適時的糾正學生
的發音，並讓學生練習一
次比較難的發音。例如： 
生：「瘸則（抉擇）」師：「再
說一次，抉擇。」 
生：「抉擇。」 
師：「來，萊茵說一次。」 
生：「抉擇。」 
 
4. 老師用連續的圖片引
導學生說出課文句子，並
串連起整段課文的意思。
例如： 
師：「現在的雙薪家庭多不
多？」 
生：「很多」 
師：「那自從什麼的觀念興
起，雙薪家庭越來越多？」 

1.老師課程剛開始時先，同
時讓學生暖身，例如： 
「你們覺得累不累？需要
休息十分鐘嗎？」 
 
2.老師用連續的問答來引
出新生詞，例如： 
師：這是我，這是我老公的
媽媽，就是？ 
生：婆婆。 
師：我是他的？（指向圖片） 
生：媳婦。 
師：婆婆覺得我家事做得不
好，我心裡也不舒服，我們
有什麼問題？ 
生：婆媳問題。 
這件事讓我們夫妻之間感
情出了問題，常常吵架，也
可以說出現什麼？ 
學生不懂「考驗」所以用其
他簡單的詞彙來引導學生
理解問題 
 
3. 老師請學生念課文，並
利用圖片核問題引導出課
文的內容。例如： 
師：所有的夫妻都能通過考
驗嗎？ 
生：不一定 
師：但是能夠通過考驗、互
相扶持的夫妻，能夠怎麼
樣？ 
生：幸福快樂，得到幸福 
師：不能通過考驗、無法磨
合的夫妻，最後怎麼樣？ 
生：離婚。 
 
4. 為了確保學生理解「反
預期」和「轉折」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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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 
老師問學生：「你覺得同居
好不好？」 
學生提出自己的看法，接
著老師說：「如果你父母覺
得這樣不好，但你是你覺
得不會，你可以這樣說（指
向ＰＰＴ上的句子）男女
在婚前就住在一起，往往
被父母視為丟人現眼的行
為，但婚前住在一起『其
實』不見得是件壞事。」 
老師：「所以前面覺得同居
是一件丟人現眼的事，但
後面覺得不建德是一件壞
事，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其
實的第一個功能：上下文
的意思相反」 
 
 
事實上 
 
老師：「你們覺得只有愛就
可以結婚嗎？你們覺得還
需要什麼？」 
學生：「不夠，還要有經濟
能力、興趣相同。」 
老師：「對，所以除了有
愛，可能還要門當戶對，
門當戶對的意思是…(解釋
門當戶對的含義)，所以在
這段課文裡，可以用『事
實上』來補充更多的事
情，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事
實上』的功能就是：近一
步說明。」（換到下一張投
影片） 
  
6. 老師最後設計了一些
練習，讓學生更加熟悉「其
實」和「事實上」的用法。
例如： 
 
Q：他只會修電腦嗎？ 
 
A：不是。他事實上也會修
＿＿＿＿＿。（學生自行填
空） 
 
Q：他的身高怎麼樣？（指
向圖片） 
 
Ａ：他看起來很矮，其實
他很高。 
 
 
 
 
 
 

生：「男女平權的觀念興
起。」 
師：「既然男女平權興起，
那很多家庭會不會排斥職
業婦女？」 
生：「很多家庭開始不會排
斥職業婦女。」 
 
5.老師詳細地說明句外與
句內在功能上的差別。例
如： 
 
句外的功能 
師：請問蓮香，這個「事
實上」他在這里，是在句
子的裡面還是外面？」（指
向「事實上」） 
生：「外面。」 
師：「所以這是位在句子外
面的『事實上』。那他有什
麼功能呢？他可以連接句
子之間的主題。那你們覺
得這裡的的主題是什
麼？」（用簡報筆指向前後
文都有出現的「雙薪家庭」
作為提示） 
生：「雙薪家庭？」 
師：「很好，兩段都是在講
雙薪家庭，所以『事實上』
的功能就是延續了這個主
題，另外還有另一個功
能，就是對比焦點。哪你
們覺得哪裡對比？」 
學生提出看法但都不對。 
師：「其實是『收入較一般
單薪家庭為豐』跟『但相
對的時間、體力等被工作
所瓜分』。在『雙薪家庭』
中的『收入為豐』對比『時
間體力被瓜分』，另外複習
一下，『事實上』之後的段
落更詳細地說明與『雙薪
家庭』有關的內容。 因此
是近一步說明的功能。」 
 
 
 
句內功能 
 
老師請學生先唸一遍課文 
師「請問這句裡的『其實』
位置是在句子裡面還是句
子外面？」 
生：「裡面。」 
師：「很好，那這句話中，
你們覺得重點在哪裡？」 
學生回答出自己的看法但
都不對。 
師：「當『其實』在句中的
時候，具有的功能是句尾
焦點，所以信息的重點會
放在句子的最後面。所以

老師利用例句詳細說明兩
者不一樣的地方。例如： 
 
師：「戀愛結婚，跟相親比
起來哪個比較可能會幸
福？」 
生：「戀愛結婚。」 
師：「對，所以我們來看看
這個句子，『他們戀愛結
婚，不是相親結婚』。在這
裡上下文的意思是相反或
著相對的。但是我們看下一
個句子，『他們戀愛結婚，
婚後卻不幸福』，這裡則是
跟原本認為會發生的情況
相反或相對，很多人以為戀
愛結婚就一定會幸福，但這
裡卻說不一定，這就是『反
預期』。」 
 
5. 老師請學生念一遍課
文。 
 
6. 老師在學生都理解課文
以後，利用課文來帶出並說
明「其實」和「事實上」的
反預期功能以及共現詞
彙。例如： 
 
師：「所以我們看一夏這段
課文，這裡的其實是句外還
是句內？」 
生：「句外」 
師：「很好，你們都學得很
快！這裡的『其實』有一個
功能就是『反預期』，我們
都是來自先進國家對吧？」 
生：「是的。」 
師：「那會有哪些事情或原
因會造成夫妻離婚呢？」 
生：「外遇、家庭暴力、教
養方式不同、感情淡化、金
錢觀不同。」 
師：「那華人社會呢？」 
生：「對方的親戚不喜歡新
娘、家庭上的觀念不合。」 
師：「你們說的都對，看看
這張圖片，其實，和其他文
化相比，華人社會更容易出
現什麼問題？ 
生：「婆媳問題。」 
師：「婆媳關係問題產生的
原因可能是什麼？」生：「不
能包容新的家族成員、生活
習慣不同、先生不能處理好
媽媽和太太關係。」 
師：「那另一張照片呢？」 
生：「小孩的名字誰取嗎？」 
師：「差不多，通常小孩的
姓都是跟爸爸還是媽媽？
爸爸比較多對不對？所以
華人社會還有從父姓和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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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其實是後面的『犧
牲』。另外『其實』在句內
的話還有轉折的功能，就
是上下文的內容相反，你
們覺得是哪裡？」 
生：「男生和女生的不一
樣？」 
師：「很接近了，這裡轉折
的點就是女生必須犧牲自
己的時間但是男生不用。」 
 
6. 老師將整篇課文都放
在一個頁面並幫學生複習
句內與句外的功能。 
例如： 
師：「這句的『事實上』是
句外還是句內？」（指向
「事實上，雙薪家庭，雖
然收入較一般單薪家庭為
豐，但相對的時間、體力
等被工作所瓜分，也是不
爭的事實。」） 
生：「句外。」 

母姓的問題。來，我們看到
課文，上面說『華人社會在
婆媳問題、孩子從母姓等方
面更容易造成婚姻的裂痕』
這裡是華人社會才有的，但
是很多人都以為離婚的原
因只有上面那五個，對不
對？（學生點頭）所以這段
想告訴讀者不只有五個原
因，還有婆媳問題和從母姓
還是父姓的問題。因此『事
實上』在這裡有提出『跟原
本想的相反或相對』的功
能。」 
 
 
7. 老師最後複習前面學習
過的內容，並確認學生學習
的狀況。例如： 
師：「所以我們看看這一段
之前的課文，這裡的『其實』
是句外還是句內？」 
生：『句內。』 
 

『E』 
Self-evaluation 

1.老師可以增加糾音的機
會，例如：學生說的「興
趣」的「興」為一聲，老
師可以針對這部份進行糾
錯。 
 
 
2. 老師在教學語言上有
時候使用較難的詞彙，例
如：上進心。 
3. 老師在教學過程中，使
用投影片在頁與頁之間的
銜接可以在流暢一些。例
如在討論「其實」的時候
可以先告訴學生：「我們來
討論一下『其實』這個字。」
作為一個開場。 
 
 
4. 老師的語速時快時
慢，需維持在一定的步調
會讓學生比較好掌握課程
的進行。 
 

1.老師在要求學生重複句
子的時候，可以先將欲重
複的句子說一次，讓學生
有比較明確的重複對象。 
 
2.老師在問答時，如果學
生的句子語法，就不需要
重複學生的句子。會讓課
程的步調過於緩慢。 
 
3. 新生詞的示範例句最
好寫出來，整個語法結構
會比較明確，學生比較能
掌握使用該語法的方式。 

1.老師應該增加糾音的頻
率，例如：「價值觀」和「家
族觀」學生可能分不清楚。 
 
2. 課程在步調銜接有時候
會有點不順，建議課可藉由
告知學生接下來的活動來
作為銜結的手法，例如：我
們接下來看看下一段課文。 
2.建議中高級的學生可以
讓他們自己念課文，不需要
老師念一句，學生跟著重
複。 

『P』 
Learning plan 

1.老師在學生回答不出來
時，會用其他較為減淡的
詞彙來引導。符合「由簡
入難」的規則。 
 
2. 老師再提出問題前，會
將剛問題的背景和語境說
明很清楚。 

 

1.老師可以順利回答學生
的問題，並給予學生所需
要的知識。 
 
2. 老師可以承接上一段
落的內容，進行加深加廣
的教學。 
 
3. 老師詳細解說功能，會
隨時確認學生學習的狀
況。例如：問學生「這邊
有沒有問題？會不會太
快」 
 

1.老師可以整合所有的教
學內容，給予學生完整的複
習。 
  
2.老師循序漸進，採用螺旋
式教學法從較為簡單的詞
彙教學到最後較複雜的反
預期等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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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卷設計 
教師以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設計教案，並且根據教案（上課教學）進行前測與後

測，中間相隔一星期。透過發下問卷讓學生填寫，問卷即是根據教學概念設計，以

觀察受測者是否了解漢語在語義、篇章、語用三個層面的制約，以及學習者的學習

難點為何，並比較教學前後的異同5。 

 
國籍（country）：＿＿＿＿＿＿＿＿        
教材（textbook）：＿＿＿＿＿＿＿ 
在台灣學中文多久：＿＿＿＿＿年／個月，一星期＿＿＿＿小時 
 

一、 是非題（Yes/No Questions）：請判斷以下的中文句子的語序是否通順 

Judge if the following Chinese sentences sound natural to you in terms of word order. 

通順（natural）→ Ｏ      不通順（unnatural）→ Ｘ 

1. （    ）很多人可能以為有愛就能幸福美滿，其實是遠遠不夠的。 

2. （    ）雙方事實上能若能夠進一步在各方面都門當戶對，那麼將來婚姻就比較容易穩定。 

3. （    ）男女在婚前住在一起往往被父母視為是丟臉行為，其實更不見得是件壞事。 

4. （     ）兩人住在一起，除可以了解雙方生活習慣，事實上反而可以提前規劃，是很棒的婚前演練。 

5. （    ）自從男女平權觀念興起，雙薪家庭漸漸成為主流。事實上，雙薪家庭中，雖然收入較豐

富，但時間卻也被瓜分。 

6. （    ）許多職業婦女其實為了滿足工作和家庭，是無休閒可言，但大多數男性仍有個人休閒時間。 

7. （    ）事實上，雙薪家庭雖然收入較一般單薪家庭為豐富，但相對的時間則被工作所瓜分。 

8. （    ）家務分配常常成為婚姻失和的導火線。部分導火線是源於許多職業婦女其實為了工作和

家庭需求，是無休閒可言的，而男性卻仍有休閒時間。 

9. （    ）對男性而言，個人休閒的時間其實並不會因為要兼顧工作與家庭，而必須被犧牲。 

10.（    ）事實上，家務分配這件事情看似容易，卻常常成為婚姻失和的導火線。 

11.（    ）其實，與其他文化相比，華人社會在婆媳問題等方面，更容易造成婚姻的裂痕。 

12.（    ）事實上，離婚對一些遇人不淑的女性更進一步是人生最好的轉捩點。但是對於那些願意

繼續在婚姻裡走下去的人，婚姻依然可以幸福圓滿。 

                                                
5 問卷的答案與測試要點的詳細討論請參見附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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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排序題（ordering）：請以最自然的語序排列組合以下的中文句子 

Arrange the following Chinese sentences in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may appear most natural to you. 

1.（     ）有人以為只要雙方個性合得來  其實   但   就綽綽有餘了  是遠遠不夠的 

1    2        3          4 

2.（     ）事實上  男女彼此  若能夠  更   體諒對方，那麼將來就比較容易相安無事。 

         1      2        3     4 

3.（     ）許多媽媽  其實  但大多數的爸爸卻不需要   必須半夜起來照顧小寶寶   

1     2             3                   4 

4.（     ）事實上 一點小摩擦   看似容易  卻常常  成為婚姻失和的導火線。 

1      2          3        4 

5.（     ）小爭執都能成為離婚的原因。離婚的原因 常因為舊爭執還沒化解 其實，新誤會又產生 

          1            2            3        4 

6.（     ） 老王是個大學教授，與其他工作相比  老師   事實上  壓力很大  

                    1            2      3      4 

7.（     ） 反而  沒考上大學的人  事實上，可換取寶貴的工作經驗。但對已有工作經驗的考生 

        1        2           3             4 

             繼續努力，依然可以完成夢想。 

8.（       ）  東方文化  其實  比   西方文化  在婆媳的婚姻破裂問題， 還要複雜。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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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以下依次將中、高級學習者教學的前測與教學後的後測結果列表於下。 

一、中級班測試結果 

1.1 中級班前測結果 

表 1A：前測表格—中級班是非題是非題 

題型 題號 考題類別 題目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1 其實—語義轉折關係 幸福美滿←→遠遠不夠 5 5 100% 
2 事實上—語義遞進關係 進一步門當戶對→婚姻穩定 2 5 40% 

3 
其實—語義轉折關係(共現

詞誤用) 

其實＋反而 

此題測試重點為共現詞與”轉折義”的

「其實」之正確搭配: 

“更” (X) vs “反而” (O) 

2 5 40% 

4 
事實上—語義遞進關係(共
現詞誤用) 

事實上＋更 

此題測試重點為共現詞與”遞進義”的

「事實上」之的正確搭配: 

“反而” (X) vs  “更” (O) 

3 5 60% 

5 
事實上—(句外) 篇章對比

焦點 & 主題連續性 

主題連續性：雙薪家庭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承前: 主題連續性 (前後有相似

的名詞”雙薪家庭” 

2.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帶出對比

焦點 

4 5 80% 

6 
其實—(句外) 篇章對比焦

點 

對比焦點：許多職業婦女 vs.大多數男

性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內「其實」不能帶出對比焦點 

3 5 60% 

7 
事實上—(句外) 篇章對比

焦點 

對比焦點：收入 vs.時間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帶出對比

焦點 

2. 共現詞的正確搭配: “但” (O) 

4 5 80% 

8 其實—篇章主題連續性 

主題連續性：導火線 

對比焦點：婦女 vs.男性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句內的「其實」不能帶出

對比焦點。 

2. 承前部分正確: 有相同的名詞”導

火線” 

3 5 60% 

9 
其實—(句內) 篇章句尾焦

點 

句內「其實」帶出句尾焦點：不會被犧

牲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內的「其實」帶出句尾焦點。 

4 5 80% 

10 
事實上—(句內) 篇章句尾

焦點 

句內「事實上」帶出句尾焦點：導火線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不應帶出句

尾焦點。 

0 5 0% 

11 
其實—語用「其實」的反預

期 (可無共現詞) 

反預期：其他文化 vs.華人文化，不加

轉折共現詞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外的「其實」帶出對比焦點，

以及反預期 (與轉折義不同) 

4 5 80% 

是非題 

12 
「事實上」—語用「事實上」

的反預期 (轉折詞「反而」

誤用為「更進一步」)  

反預期：離婚 vs.繼續留在婚姻裡，常

加轉折詞「反而」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帶出對比焦

點，以及反預期 (與轉折義不同) 

此題共現詞誤用為”遞進”副詞，應改

為”反而”。 

3 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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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B：前測表格—中級班排序題 

題

型 
題

號 
考題類別 題目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1 其實—語義轉折關係 綽綽有餘←→遠遠不夠 5 5 100% 
2 事實上—語義遞進關係 更體諒對方→相安無事 0 5 0% 

3 
其實—(句外) 篇章對比焦

點 

「其實」句外 

對比焦點：許多媽媽 vs.大多數爸爸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下文有兩個對比項(對比焦點)，故「其

實」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4 5 80% 

4 
事實上—(句內) 篇章句尾

焦點 

「事實上」句內 

句尾焦點：導火線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下文有沒有對比項 (句尾焦點)，故「事

實上」必須放在句內位置。 

2 5 40% 

5 其實—篇章主題連續性 

「其實」句外 

主題連續性：離婚的原因 

對比焦點：舊爭執 vs.新誤會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下文沒有對比項 (句尾焦點)，故

「其實」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 承前: 「其實」前後有一致的名詞 “雙薪

家庭” (主題連續性) 

4 5 80% 

6 事實上—篇章主題連續性 

「事實上」句外 

主題連續性：教授/老師 

對比焦點：老師 vs.其他工作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下文有對比項 (對比焦點)，故「其

實」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 承前: 「其實」前後有一致的名詞 “大學

教授” 和 “老師” 

3.  (主題連續性) 

3 5 60% 

7 
「事實上」－語用反預期 
(常與轉折詞「反而」共用 

「事實上」句外 

對比焦點：沒考上大學的人 vs.有工作經驗的

考生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下文有對比項 (對比焦點)，故「事

實上」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 共現詞: 反預期的「事實上」應和轉折連詞”

反而”共用 

3 5 60% 

排

序

題 

8 
「其實」－語用反預期 (可

無共現詞) 

「其實」句外 

對比焦點：東方文化 vs.西方文化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下文有對比項 (對比焦點)，故「其實」

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1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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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C：前測表格—中級班總體計算 

語言層面 考題類別 語義、篇章、語用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01 轉折關係 5 5 100% 

02 遞進關係 2 5 40% 

03 
轉折關係 

(共現詞誤用) 
2 5 40% 

是非 

04 
遞進關係 

(共現詞誤用) 
3 5 60% 

60% 

01 轉折關係 5 5 100% 

語義 

排序 
02 遞進關係 0 5 0% 

50% 

55% 

05 
(句外)對比焦點 
& 主題連續性 

4 5 80% 

06 (句外)對比焦點 3 5 60% 

07 (句外)對比焦點 4 5 80% 

08 
(句外)對比焦點 
& 主題連續性 

3 5 60% 

09 (句內)句尾焦點 4 5 80% 

是非 

10 (句內)句尾焦點 0 5 00% 

60% 

03 (句外)對比焦點 4 5 80% 

04 (句內)句尾焦點 2 5 40% 

05 篇章主題連續性 4 5 80% 

篇章 

排序 

06 篇章主題連續性 3 5 60% 

65% 

63% 

11 「其實」的反預期 
(可無共現詞) 

4 5 80% 

是非 12 「事實上」的反預期 
(轉折詞「反而」誤用

為「更進一步」) 
3 5 60% 

70% 

07 「事實上」的反預期 
(常與轉折詞「反而」

共用) 
3 5 60% 

語用 

排序 

08 「其實」的反預期 
(可無共現詞) 

1 5 20% 

40% 

55% 

 

表 1D：前測表格—中級班總體類別 

考題總類別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轉折關係 12 15 80.04% 

遞進關係 5 15 33.35% 

篇章主題連續性 14 20 60% 

(句外)對比焦點 11 15 73.37% 

(句內)句尾焦點 6 15 40% 

「其實」的反預期 5 10 50% 

「事實上」的反預期 6 10 60%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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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級班後測結果 

表 2A：後測表格—中級班是非題 

題型 題號 考題類別 題目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1 其實—語義轉折關係 幸福美滿← → 遠遠不夠 5 5 100% 
2 事實上—語義遞進關係 進一步門當戶對→ 婚姻穩定 1 5 20% 

3 
其實—語義轉折關係(共
現詞誤用) 

其實＋反而 

此題測試重點為共現詞與”轉折義”的「其實」之正確

搭配: “更” (X) vs. “反而” (O) 

2 5 40% 

4 
事實上—語義遞進關係

(共現詞誤用) 

事實上＋更 

此題測試重點為共現詞與”遞進義”的「事實上」之的

正確搭配: “反而” (X) vs. “更” (O) 

3 5 60% 

5 
事實上—(句外) 篇章對

比焦點 & 主題連續性 

主題連續性：雙薪家庭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承前: 主題連續性 (前後有相似的名詞”雙薪家庭” 

2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帶出對比焦點 

5 5 100% 

6 
其實—(句外) 篇章對比

焦點 

對比焦點：許多職業婦女 vs.大多數男性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內「其實」不能帶出對比焦點 

3 5 60% 

7 
事實上—(句外) 篇章對

比焦點 

對比焦點：收入 vs.時間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帶出對比焦點 

2. 共現詞的正確搭配: “但” (O) 

4 5 80% 

8 其實—篇章主題連續性 

主題連續性：導火線 

對比焦點：婦女 vs.男性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句內的「其實」不能帶出對比焦點。 

2. 承前部分正確: 有相同的名詞”導火線” 

4 5 80% 

9 
其實—(句內) 篇章句尾

焦點 

句內「其實」帶出句尾焦點：不會被犧牲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內的「其實」帶出句尾焦點。 

5 5 80% 

10 
事實上—(句內) 篇章句

尾焦點 

句內「事實上」帶出句尾焦點：導火線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不應帶出句尾焦點。 

1 5 20% 

11 
其實—語用「其實」的反

預期 (可無共現詞) 

反預期：其他文化 vs.華人文化，不加轉折共現詞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外的「其實」帶出對比焦點，以及反預期 (與

轉折義不同) 

5 5 100% 

是非題 

12 

「事實上」—語用「事實

上」的反預期 (轉折詞

「反而」誤用為「更進一

步」)  

反預期：離婚 vs.繼續留在婚姻裡，常加轉折詞「反

而」。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帶出對比焦點，以及反預

期 (與轉折義不同) 

此題共現詞誤用為”遞進”副詞，應改為”反而”。 

2 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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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B：後測表格—中級班排序題 

題型 題號 考題類別 題目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1 
其實—語義轉折關

係 
綽綽有餘← → 遠遠不夠 5 5 100% 

2 
事實上—語義遞進

關係 
更體諒對方→ 相安無事 0 5 0% 

3 
其實—(句外) 篇章

對比焦點 

「其實」句外 

對比焦點：許多媽媽 vs.大多數爸爸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下文有兩個對比項(對比焦點)，故「其

實」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5 5 100% 

4 
事實上—(句內) 篇

章句尾焦點 

「事實上」句內 

句尾焦點：導火線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下文有沒有對比項 (句尾焦點)，故「事

實上」必須放在句內位置。 

4 5 80% 

5 
其實—篇章主題連

續性 

「其實」句外 

主題連續性：離婚的原因 

對比焦點：舊爭執 vs.新誤會 

此題測試重點為:  

1.啟後: 下文沒有對比項 (句尾焦點)，故「其

實」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承前: 「其實」前後有一致的名詞 “雙薪家

庭” (主題連續性) 

4 5 80% 

6 
事實上—篇章主題

連續性 

「事實上」句外 

主題連續性：教授/老師 

對比焦點：老師 vs.其他工作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下文有對比項 (對比焦點)，故「其實」

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 承前: 「其實」前後有一致的名詞 “大學教

授” 和 “老師” 

3. (主題連續性) 

4 5 80% 

7 
「事實上」－語用

反預期 (常與轉折

詞「反而」共用 

「事實上」句外 

對比焦點：沒考上大學的人 vs.有工作經驗的

考生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下文有對比項 (對比焦點)，故「事實

上」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 共現詞: 反預期的「事實上」應和轉折連詞”

反而”共用 

4 5 80% 

排序題 

8 
「其實」－語用反

預期 (可無共現

詞) 

「其實」句外 

對比焦點：東方文化 vs.西方文化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下文有對比項 (對比焦點)，故「其實」

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 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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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C：後測表格—中級班總體計算 

語言層面 考題類別 語義、篇章、語用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01 轉折關係 5 5 100% 

02 遞進關係 1 5 20% 

03 
轉折關係 
(共現詞誤用) 

2 5 40% 
是非 

04 
遞進關係  
(共現詞誤用) 

3 5 60% 

55% 

01 轉折關係 5 5 100% 

語義 

排序 
02 遞進關係 0 5 0% 

50% 

53% 

05 
(句外)對比焦點 
& 主題連續性 

5 5 100% 

06 (句外)對比焦點 3 5 60% 

07 (句外)對比焦點 4 5 80% 

08 
(句外)對比焦點 
& 主題連續性 

4 5 80% 

09 (句內)句尾焦點 5 5 100% 

是非 

10 (句內)句尾焦點 1 5 20% 

73.3% 

03 (句外)對比焦點 5 5 100% 

04 (句內)句尾焦點 4 5 80% 

05 篇章主題連續性 4 5 80% 

篇章 

排序 

06 篇章主題連續性 4 5 80% 

85% 

79% 

11 
「其實」的反預期 (可
無共現詞) 

5 5 100% 

是非 12 「事實上」的反預期 
(轉折詞「反而」誤用

為「更進一步」) 

2 5 40% 70% 

07 「事實上」的反預期 
(常與轉折詞「反而」

共用) 

4 5 80% 
語用 

排序 

08 「其實」的反預期 (可
無共現詞) 

2 5 40% 

60% 

65% 

 

表 2D：後測表格—中級班總類別 

考題總類別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轉折關係 12 15 80.04% 

遞進關係 4 15 26.68% 

篇章主題連續性 17 20 85% 

(句外)對比焦點 12 15 80.04% 

(句內)句尾焦點 10 15 66.7% 

「其實」的反預期 7 10 70% 

「事實上」的反預期 6 10 60%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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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級班前後測的數據比較 

表 3A：前後測數據比較—中級班是非題 

考題類別 前測 後測 

語義—轉折關係 100% 100% 

語義—遞進關係 40% 20% 

語義—轉折關係 (共現詞誤用) 40% 40% 

語義—遞進關係 (共現詞誤用) 60% 60% 

篇章—(句外)對比焦點 & 主題連續性 80% 100% 

篇章—對比焦點 60% 60% 

篇章—(句外)對比焦點 80% 80% 

篇章—(句外)對比焦點& 主題連續性 60% 80% 

篇章—(句內)句尾焦點 80% 100% 

篇章—(句內)句尾焦點 00% 20% 

語用—「事實上」的反預期 (常與轉折詞「反而」共用) 80% 100% 

語用—「事實上」的反預期 (轉折詞「反而」誤用為「更進一步」) 60% 40% 

表 3B：前後測數據比較—中級班排序題 

考題類別 前測 後測 

語義—轉折關係 100% 100% 

語義—遞進關係 0% 0% 

篇章—(句外)對比焦點 80% 100% 

篇章—(句內)句尾焦點 40% 80% 

篇章—主題連續性 80% 80% 

篇章—主題連續性 60% 80% 

語用—「其實」的反預期 (可無共現詞) 60% 80% 

語用—其實」的反預期 (可無共現詞) 20% 40% 

表 3C：整體答對率－中級班前後測數據 

語言層面 前測答對率 後測答對率 

語義 55% 53% 

篇章 63% 79% 

語用 55% 65% 

總計 5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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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級班測試結果 
2.1 高級班前測結果 

表 4A：前測表格—高級班是非題 

題型 題號 考題類別 題目 
答對

題數 
答題

總數 
答對率 

1 其實—語義轉折關係 幸福美滿←→遠遠不夠 4 5 80% 

2 事實上—語義遞進關係 進一步門當戶對→婚姻穩定 0 5 0% 

3 
其實—語義轉折關係(共現

詞誤用) 

其實＋反而 

此題測試重點為共現詞與”轉折義”的「其實」

之正確搭配: 

“更” (X) vs “反而” (O) 

4 5 80% 

4 
事實上—語義遞進關係(共
現詞誤用) 

事實上＋更 

此題測試重點為共現詞與”遞進義”的「事實上」

之的正確搭配: 

“反而” (X) vs  “更” (O) 

5 5 100% 

5 
事實上—(句外) 篇章對比

焦點 & 主題連續性 

主題連續性：雙薪家庭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承前: 主題連續性 (前後有相似的名詞”雙

薪家庭” 

2.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帶出對比焦點 

3 5 60% 

6 
其實—(句外) 篇章對比焦

點 

對比焦點：許多職業婦女 vs.大多數男性 此題

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內「其實」不能帶出對比焦點 

2 5 40% 

7 
事實上—(句外) 篇章對比

焦點 

對比焦點：收入 vs.時間 

此題測試重點為:  

1.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帶出對比焦點 

2.共現詞的正確搭配: “但” (O) 

5 5 100% 

8 其實—篇章主題連續性 

主題連續性：導火線 

對比焦點：婦女 vs.男性 

此題測試重點為:  

1.啟後:  句內的「其實」不能帶出對比焦點。 

2.承前部分正確: 有相同的名詞”導火線” 

0 5 0% 

9 
其實—(句內) 篇章句尾焦

點 

句內「其實」帶出句尾焦點：不會被犧牲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內的「其實」帶出句尾焦點。 

3 5 60% 

10 
事實上—(句內) 篇章句尾

焦點 

句內「事實上」帶出句尾焦點：導火線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不應帶出句尾焦點。 

1 5 20% 

11 
其實—語用「其實」的反預

期 (可無共現詞) 

反預期：其他文化 vs.華人文化，不加轉折共

現詞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外的「其實」帶出對比焦點，以及反

預期 (與轉折義不同) 

4 5 80% 

是非題 

12 
「事實上」—語用「事實上」

的反預期 (轉折詞「反而」

誤用為「更進一步」)  

反預期：離婚 vs.繼續留在婚姻裡，常加轉折

詞「反而」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帶出對比焦點，以及

反預期 (與轉折義不同) 

此題共現詞誤用為”遞進”副詞，應改為”反而”。 

2 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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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B：前測表格—高級班排序題 

題

型 
題

號 
考題類別 題目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1 其實—語義轉折關係 綽綽有餘←→遠遠不夠 4 5 80% 
2 事實上—語義遞進關係 更體諒對方→相安無事 0 5 0% 

3 其實—(句外) 篇章對比焦點 

「其實」句外 

對比焦點：許多媽媽 vs.大多數爸爸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下文有兩個對比項(對比焦點)，故

「其實」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3 5 60% 

4 事實上—(句內) 篇章句尾焦點 

「事實上」句內 

句尾焦點：導火線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下文有沒有對比項 (句尾焦點)，故

「事實上」必須放在句內位置。 

1 5 20% 

5 其實—篇章主題連續性 

「其實」句外 

主題連續性：離婚的原因 

對比焦點：舊爭執 vs.新誤會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下文沒有對比項 (句尾焦點)，

故「其實」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 承前: 「其實」前後有一致的名詞 “雙

薪家庭” (主題連續性) 

3 5 60% 

6 事實上—篇章主題連續性 

「事實上」句外 

主題連續性：教授/老師 

對比焦點：老師 vs.其他工作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下文有對比項 (對比焦點)，故

「其實」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 承前: 「其實」前後有一致的名詞 “大

學教授” 和 “老師” 

3. (主題連續性) 

2 5 40% 

7 
「事實上」－語用反預期 (常與

轉折詞「反而」共用 

「事實上」句外 

對比焦點：沒考上大學的人 vs.有工作經

驗的考生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下文有對比項 (對比焦點)，故

「事實上」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 共現詞: 反預期的「事實上」應和轉

折連詞”反而”共用 

4 5 80% 

排

序

題 

8 
「其實」－語用反預期 (可無共

現詞) 

「其實」句外 

對比焦點：東方文化 vs.西方文化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下文有對比項 (對比焦點)，故「其

實」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1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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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C：前測表格—高級班總體計算 

語言層面 考題類別 語義、篇章、語用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01 轉折關係 4 5 80% 

02 遞進關係 0 5 0% 

03 
轉折關係 

(共現詞誤用) 
4 5 80% 

是非 

04 
遞進關係 

(共現詞誤用) 
5 5 100% 

65% 

01 轉折關係 4 5 80% 

語義 

排序 
02 遞進關係 0 5 0% 

40% 

53% 

05 
(句外)對比焦點 
& 主題連續性 

3 5 60% 

06 (句外)對比焦點 2 5 40% 

07 (句外)對比焦點 5 5 100% 

08 
(句外)對比焦點 
& 主題連續性 

0 5 0% 

09 (句內)句尾焦點 3 5 60% 

是非 

10 (句內)句尾焦點 1 5 20% 

47% 

03 (句外)對比焦點 3 5 60% 
04 (句內)句尾焦點 1 5 20% 
05 篇章主題連續性 3 5 60% 

篇章 

排序 

06 篇章主題連續性 2 5 40% 

45% 

46% 

11 「其實」的反預期 
(可無共現詞) 

4 5 80% 
是非 12 「事實上」的反預期 

(轉折詞「反而」誤

用為「更進一步」) 
2 5 40% 

60% 

 

07 「事實上」的反預期 
(常與轉折詞「反而」

共用) 
4 5 80% 

語用 

排序 

08 「其實」的反預期 
(可無共現詞) 

1 5 20% 

50% 

55% 

 

表 4D：前測表格—高級班總體類別 

考題總類別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轉折關係 12 15 80.04% 
遞進關係 5 15 33.33% 
篇章主題連續性 8 20 40% 
(句外)對比焦點 10 15 66.67% 
(句內)句尾焦點 5 15 33.33% 

「其實」的反預期 5 10 50% 
「事實上」的反預期 6 10 60%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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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高級班後測結果 

表 5A：後測表格—中級班是非題 

題型 題號 考題類別 題目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1 其實—語義轉折關係 幸福美滿← → 遠遠不夠 5 5 100% 
2 事實上—語義遞進關係 進一步門當戶對→ 婚姻穩定 4 5 80% 

3 
其實—語義轉折關係(共
現詞誤用) 

其實＋反而 

此題測試重點為共現詞與”轉折義”的「其實」之正確

搭配: “更” (X) vs. “反而” (O) 

1 5 20% 

4 
事實上—語義遞進關係

(共現詞誤用) 

事實上＋更 

此題測試重點為共現詞與”遞進義”的「事實上」之的

正確搭配: “反而” (X) vs. “更” (O) 

1 5 20% 

5 
事實上—(句外) 篇章對

比焦點 & 主題連續性 

主題連續性：雙薪家庭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承前: 主題連續性 (前後有相似的名詞”雙薪家庭” 

2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帶出對比焦點 

3 5 60% 

6 
其實—(句外) 篇章對比

焦點 

對比焦點：許多職業婦女 vs.大多數男性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內「其實」不能帶出對比焦點 

1 5 20% 

7 
事實上—(句外) 篇章對

比焦點 

對比焦點：收入 vs.時間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帶出對比焦點 

2. 共現詞的正確搭配: “但” (O) 

4 5 80% 

8 其實—篇章主題連續性 

主題連續性：導火線 

對比焦點：婦女 vs.男性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句內的「其實」不能帶出對比焦點。 

2. 承前部分正確: 有相同的名詞”導火線” 

4 5 80% 

9 
其實—(句內) 篇章句尾

焦點 

句內「其實」帶出句尾焦點：不會被犧牲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內的「其實」帶出句尾焦點。 

3 5 60% 

10 
事實上—(句內) 篇章句

尾焦點 

句內「事實上」帶出句尾焦點：導火線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不應帶出句尾焦點。 

1 5 20% 

11 
其實—語用「其實」的反

預期 (可無共現詞) 

反預期：其他文化 vs.華人文化，不加轉折共現詞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外的「其實」帶出對比焦點，以及反預期 (與

轉折義不同) 

5 5 100% 

是非題 

12 

「事實上」—語用「事實

上」的反預期 (轉折詞

「反而」誤用為「更進一

步」)  

反預期：離婚 vs.繼續留在婚姻裡，常加轉折詞「反

而」。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句外的「事實上」帶出對比焦點，以及反預

期 (與轉折義不同) 

此題共現詞誤用為”遞進”副詞，應改為”反而”。 

4 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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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B：後測表格—高級班排序題 

題型 題號 考題類別 題目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1 
其實—語義轉折關

係 
綽綽有餘← → 遠遠不夠 5 5 100% 

2 
事實上—語義遞進

關係 
更體諒對方→ 相安無事 3 5 60% 

3 
其實—(句外) 篇章

對比焦點 

「其實」句外 

對比焦點：許多媽媽 vs.大多數爸爸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下文有兩個對比項(對比焦點)，故「其

實」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4 5 80% 

4 
事實上—(句內) 篇

章句尾焦點 

「事實上」句內 

句尾焦點：導火線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下文有沒有對比項 (句尾焦點)，故「事

實上」必須放在句內位置。 

2 5 40% 

5 
其實—篇章主題連

續性 

「其實」句外 

主題連續性：離婚的原因 

對比焦點：舊爭執 vs.新誤會 

此題測試重點為:  

1.啟後: 下文沒有對比項 (句尾焦點)，故「其

實」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承前: 「其實」前後有一致的名詞 “雙薪家

庭” (主題連續性) 

4 5 80% 

6 
事實上—篇章主題

連續性 

「事實上」句外 

主題連續性：教授/老師 

對比焦點：老師 vs.其他工作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下文有對比項 (對比焦點)，故「其實」

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 承前: 「其實」前後有一致的名詞 “大學教

授” 和 “老師” 

3. (主題連續性) 

1 5 20% 

7 
「事實上」－語用

反預期 (常與轉折

詞「反而」共用 

「事實上」句外 

對比焦點：沒考上大學的人 vs.有工作經驗的

考生 

此題測試重點為:  

1. 啟後: 下文有對比項 (對比焦點)，故「事實

上」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2. 共現詞: 反預期的「事實上」應和轉折連詞”

反而”共用 

3 5 60% 

排序題 

8 
「其實」－語用反

預期 (可無共現

詞) 

「其實」句外 

對比焦點：東方文化 vs.西方文化 

此題測試重點為:  

啟後: 下文有對比項 (對比焦點)，故「其實」

必須放在句外位置。 

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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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C：後測表格—高級班總體計算 

語言層面 考題類別 語義、篇章、語用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01 轉折關係 5 5 100% 

02 遞進關係 4 5 80% 

03 
轉折關係 
(共現詞誤用) 

1 5 20% 
是非 

04 
遞進關係  
(共現詞誤用) 

1 5 20% 

55 

01 轉折關係 5 5 100% 

語義 

排序 
02 遞進關係 3 5 60% 

80 

63% 

05 
(句外)對比焦點 
& 主題連續性 

3 5 60% 

06 (句外)對比焦點 1 5 20% 
07 (句外)對比焦點 4 5 80% 

08 
(句外)對比焦點 
& 主題連續性 

4 5 80% 

09 (句內)句尾焦點 3 5 60% 

是非 

10 (句內)句尾焦點 1 5 20% 

53.3% 

03 (句外)對比焦點 4 5 80% 
04 (句內)句尾焦點 2 5 40% 
05 篇章主題連續性 4 5 80% 

篇章 

排序 

06 篇章主題連續性 1 5 20% 

55% 

54% 

11 
「其實」的反預期 (可
無共現詞) 

5 5 100% 

是非 12 「事實上」的反預期 
(轉折詞「反而」誤用

為「更進一步」) 
4 5 80% 

90% 

07 「事實上」的反預期 
(常與轉折詞「反而」

共用) 
3 5 60% 

語用 

排序 

08 「其實」的反預期 (可
無共現詞) 

0 5 0% 
30% 

60% 

 

表 5D：後測表格—高級班總類別 

考題總類別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轉折關係 11 15 73.33% 

遞進關係 8 15 56.33% 

篇章主題連續性 12 20 60% 

(句外)對比焦點 9 15 60% 

(句內)句尾焦點 6 15 40% 

「其實」的反預期 5 10 50% 

「事實上」的反預期 7 10 70%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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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高級班前後測的數據比較 

表 6A：前後測數據比較—高級班是非題 

考題類別 前測 後測 

語義—轉折關係 80% 100% 

語義—遞進關係 0% 80% 

語義—轉折關係 (共現詞誤用) 80% 20% 

語義—遞進關係 (共現詞誤用) 100% 20% 

篇章—(句外)對比焦點 & 主題連續性 60% 60% 

篇章—對比焦點 40% 20% 

篇章—(句外)對比焦點 100% 80% 

篇章—(句外)對比焦點& 主題連續性 0% 80% 

篇章—(句內)句尾焦點 60% 60% 

篇章—(句內)句尾焦點 20% 20% 

語用—「事實上」的反預期 (常與轉折詞「反而」共用) 80% 100% 

語用—「事實上」的反預期 (轉折詞「反而」誤用為「更進一步」) 40% 80% 

表 6B：前後測數據比較—高級班排序題 

考題類別 前測 後測 

語義—轉折關係 80% 100% 

語義—遞進關係 0% 60% 

篇章—(句外)對比焦點 60% 80% 

篇章—(句內)句尾焦點 20% 40% 

篇章—主題連續性 60% 80% 

篇章—主題連續性 40% 20% 

語用—「其實」的反預期 (可無共現詞) 80% 60% 

語用—其實」的反預期 (可無共現詞) 20% 0% 

表 6C：整體答對率－高級班前後測數據 

語言層面 前測答對率 後測答對率 

語義 53% 63% 

篇章 46% 54% 

語用 55% 60% 

總計 51% 59% 

 

三、 小節: 中、高級班前後測試結果比較 

表 7：整體答對率－高級班前後測數據 

前測答對率 後測答對率 
語言層面 

中級 高級 中級 高級 

語義 55% 53% 53% 63% 

篇章 63% 46% 79% 54% 

語用 55% 55% 6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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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綜合討論與教學啟示 
本部分將分為組間討論（within-group）和跨組（cross-group）討論。組間討

論乃是比較中、高級學習者分別在前後測的差異，而跨組討論則是比較中級學習者

與高級學習者的差異。 

一、中級學習者  

1.1 中級學習者 

從下表3C與1D, 2D中，可以看出中級學習者在教學前後的測試差異。首先，就

語義而言，主要是在測驗「其實」、「事實上」的「轉折關係」與 「遞進關係」，

以及其與關連詞共用使否正確。在接受教學前後，中級學習者在「轉折關係」

（80.04%；80.04 %）與「遞進關係」（33.35%；26.68）大致相當 [表1D, 2D]，。

而在兩種關係中，中級學者的對「轉折關係」的表現較好，正確率達到八成以上。

反之，他們對「遞進關係」的正確率只有三成左右。顯示「遞進關係」是其學習難

點。而整體語義關係，在教學前後亦無太大差異 (55% vs/ 53%) [表3C]，正確率都

是五成左右，顯示在語義教學尚有改進之處，特別是在「遞進關係」方面。 

其次，從整體的篇章功能而言，中級學習者在接受教學之後，有很大的進步 

(63% vs. 79%) [表 3C]。篇章測試主要在「主題延續性」(60% vs. 85%)、「對比焦

點」(73.37% vs. 80.04%)、「句尾焦點」(40% vs. 66.7%)，而中級學習者在這三方

面在教學後有很大進展 [表 1D, 2D]。但在三種測試中，「句尾焦點」的掌握度，無

論是在教學前後，與「主題延續性」和「對比焦點」比較起來，都相對較低，顯示

「句尾焦點」亦是難點之一，值得教學者注意。 

最後，就語用功能而言，在教學前後亦小有進步 (55% vs. 65%) [表 3C]。其中，

「其實」的「反預期」功能有所進步 (50% vs. 70%)，而「事實上」的「反預期」

則在教學前後並無差異 (60% vs. 60%) [表 1D, 2D]。此結果顯示，中級學習者更傾

向使用「其實」來表達「反預期」的功能，勝過「事實上」，這也支持了本研究上

文所述，在篇章的使用上，「其實」主要便是用來表達「反預期」的功能，而「事

實上」則主要用來表達「進一步說明」的功能。不過，在特定語義下，特別是與轉

折連詞「反而」共用時，「事實上」也可以用來表達「反預期」的語用功能。有關

「事實上」的「反預期」功能，教學者也當進一步幫助學者習得此有標 (marked)

用法 (根據「標記理論」—使用頻率較低為標用法)。 
 

表 3C：整體答對率－中級班前後測數據 

語言層面 前測答對率 後測答對率 

語義 55% 53% 

篇章 63% 79% 

語用 55% 65% 

總計 58%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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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D：前測表格—中級班總體類別 

考題總類別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轉折關係 12 15 80.04% 

遞進關係 5 15 33.35% 

篇章主題連續性 14 20 60% 

(句外)對比焦點 11 15 73.37% 

(句內)句尾焦點 6 15 40% 

「其實」的反預期 5 10 50% 

「事實上」的反預期 6 10 60% 

59% 

 

表 2D：後測表格—中級班總類別 

考題總類別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轉折關係 12 15 80.04% 

遞進關係 4 15 26.68% 

篇章主題連續性 17 20 85% 

(句外)對比焦點 12 15 80.04% 

(句內)句尾焦點 10 15 66.7% 

「其實」的反預期 7 10 70% 

「事實上」的反預期 6 10 60% 

67% 

 
1.2 學習難度與教學成效 

從整體學習成效來說，中級學習者在教學前後，確有進步: 58% ＝＞ 66%，有

可細分為: 篇章 (16%) ＞ 語用(10%) ＞ 語義 (-2%)。其中以語義並無顯著進步。

仔細觀察語料，發現中級學習者對於「其實」、「事實上」的「遞進關係」掌握能

力較不足，也連帶影響他們對語用功能的使用。即。語義層面的「遞進關係」，在

篇章語用層面「進一步說明」相關，都屬於順承關係。同樣的，語義層面的「轉折

關係」，在語用層面的「反預期」亦都屬於逆接功能。語料顯示學習者在語義的「轉

折關係」和語用的「反預期」功能都轉握的教好，在語義和語用的測試上，答對率

都達七、八成。反之，語義的「遞進關係」和「進一步說明」功能都轉握的較不足。

也值得焦學者特別注意。 

二、高級學習者 
從下表6C與4D, 5D中，可以看出高級學習者在教學前後的測試差異。首先， 

從整體學習成效來說，中級學習者在教學前後，確有進步: 51% ＝＞ 59%，有可細

分為: 語義 (+10%) ＞ 篇章 (+8%) ＞語用 (+5%)。其中以語義關係進步最大，跟

中級者的語義關係剛好相反，乃呈負進步現象。在審視高級者的語義語料後顯示，

高級在對「遞進關係」中，在教學前後有明顯的進步，可從他們在是非題 (0% vs. 80%) 

和排序題 (0% vs.60) 的明顯進步看出來 (參錢之前的表5A, 6B)。在教學之前，他

們對「其實」、「事實上」的「遞進關係」掌握度為零，而在接受教學之後，進步

到六至八成。反之，如上文所述，中級學習者對「遞進關係」，無論在教學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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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確率只有三成左右。這也說明了高級學習者在語義層面為何進步最多之故，其

整體遞遞關係的進步率為 23% (:33.33% －＞ 56.33%) [表4D, 5D]。 

表 6C：整體答對率－高級班前後測數據 

語言層面 前測答對率 後測答對率 

語義 53% 63% 

篇章 46% 54% 

語用 55% 60% 

總計 51% 59% 

 

表 4D：前測表格—高級班總體類別 

考題總類別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轉折關係 12 15 80.04% 
遞進關係 5 15 33.33% 
篇章主題連續性 8 20 40% 
(句外)對比焦點 10 15 66.67% 
(句內)句尾焦點 5 15 33.33% 

「其實」的反預期 5 10 50% 
「事實上」的反預期 6 10 60% 

51% 

 

表 5D：後測表格—高級班總類別 

考題總類別 答對題數 答題總數 答對率 

轉折關係 11 15 73.33% 

遞進關係 8 15 56.33% 

篇章主題連續性 12 20 60% 

(句外)對比焦點 9 15 60% 

(句內)句尾焦點 6 15 40% 

「其實」的反預期 5 10 50% 

「事實上」的反預期 7 10 70% 

58% 

三、學習者整體表現 
從以下表7中，可以看出兩個現象：首先，中級與高級學習者在教學後，就整體

而言，在語義、篇章、篇等三個語言層面，在教學之後，大致都有進步，顯示教學

的正面效果 (除了中級者在語義部分外)。另外，高級者在篇章功能的整體表現並不

如中級學習者則有待進一步闡釋或研究。 

表 7：整體答對率－高級班前後測數據 

前測答對率 後測答對率 
語言層面 

中級 高級 中級 高級 

語義 55% 53% 53% 63% 

篇章 63% 46% 79% 54% 

語用 55% 55% 6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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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ject focuses on the inter-relatedness of two adverbs "qishi" and 

"shishishang" in terms of their semantic, discourse ,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At 

the semantic level, the meanings of contrast and increment for these two adverbs 

are distinguished. At the discourse level, these two adverbs are explored with 

respect to their functions of topic continuity, contrastive focus and end focus. At 

the pragmatic level, the function of counter-expectation in particular is investigated.  

Pedagogically, the  results of the data analysis were used to test L2 Chinese 

learners of different ethnic origin to compare their performance in these three 

linguistic levels prior to and after teaching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Key words: "qishi", "shishishang", contrast, incnrement, topic continuity, contastive 

focus, end focus, counter-expectation, further e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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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前後測解說版 

1-4題測第一段:   (a) 轉折 vs.遞進 (b) 與轉折和遞進共現詞的問題(3題) (共4題) 

5-10 題測第二段:   (a) 承前(2 題)   (b) 啟後 [對比 vs. 句尾] (2 題)    (共 6

題) 

11-12 題測第三段: (a) 反預期    (b) 與轉折連詞 (反而)的共現 

注意: 

1. 每一組應注意看自己以下的測驗題，以便檢驗自己是否教學關鍵重點 

2. 第一段的題目跟轉折和遞進共現詞很有關係，所以也要特別強調這兩類的共現

詞。 

3. 第二段的題目似乎跟共現詞不太有關係，所以不用特別強調共現詞。重點還是在

教會承前的主題連續性，以及啟後的對比焦點和句尾焦點之別。 

4. 第三段的題目跟共現詞也很有關係，除了說明反預期的定義，也要特別強調反預

期的正確共現詞 

附件一：施測問卷 

學生資料 
 
國籍（country）：＿＿＿＿＿＿＿＿        
教材（textbook）：＿＿＿＿＿＿＿ 
在台灣學中文多久：＿＿＿＿＿年／個月，一星期＿＿＿＿小時 
 
 
一、 是非題（Yes/No Questions）：請判斷以下的中文句子的語序是否通順 
Judge if the following Chinese sentences sound natural to you in terms of word order. 

通順（natural）→ Ｏ      不通順（unnatural）→ Ｘ 
 

1.（ O ）很多人可能以為有愛就能幸福美滿，ψ其實是遠遠不夠的。 

【「幸福美滿」和「遠遠不夠」為相反關係，故使用表轉折的「其實」】 

2.（ O ）雙方事實上能若能夠進一步在各方面都門當戶對，ψ那麼將來婚姻就比較

容易穩定。 

【「事實上」為遞進關係，和遞進副詞「進一步」共現】 

3.（ X ）男女在婚前住在一起往往被父母視為是丟臉行為，其實更不見得是件壞事。 

【「丟臉行為」和「不是壞事」為相反關係，故使用表轉折的「其實」;  

   但「其實」錯與表達遞進的「更」共用，應改為「反而」才對】 

4.（ X ）兩人住在一起，除可以儘早了解雙方生活習慣，事實上反而可提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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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棒的婚前演練。 

【「事實上」為遞進關係，但錯與和轉則副詞「反而」共現，應改為「更」才對】 

5.（ O ）自從男女平權觀念興起，雙薪家庭逐漸成為主流。事實上，雙薪家庭中，

雖然收入較豐富，但時間卻也被瓜分。 

【「事實上」為「句外」，有「承前」(主題連續性:「雙薪家庭」)，以及「啟後」(對比焦點):

「收入」vs.「時間」;)  

對比焦點和轉折相互應，故與轉則連詞「但」共現。】 

6.（ X ）許多職業婦女其實為了滿足工作和家庭，是無休閒可言，但大多數男性仍

有個人休閒時間。 
【「其實」為「句內」，卻帶出「對比焦點」:「許多職業婦女」vs.「大多數男性」) ，應改

為「句外」;  

對比焦點和轉折相互應，故與轉則連詞「但」共現】 

7.（ O ）事實上，雙薪家庭雖然收入較一般單薪家庭為豐，但相對的時間則被工作

所瓜分。 

【「事實上」為「句外」，帶出「對比焦點」:「收入」vs.「時間」) ;  

對比焦點和轉折相互應，故與轉則連詞「但」共現】 

8.（ X ）家務分配常常成為婚姻失和的導火線。部分導火線是源於，許多職業婦女

其實為了工作和家庭是無休閒可言的，而多數男性卻仍有休閒時間。  
【「其實」應為「句外」，有「承前」(主題連續性:「導火線」)，以及「啟後」(對比焦點:「婦

女」vs.「男性」) ; 

對比焦點和轉折相互應，故與轉則連詞「但」共現】 

9.（ O ）對男性而言，個人休閒的時間其實並不會因兼顧工作與家庭而必須被犧牲。 
【「其實」為「句內」，帶出「句尾焦點」(遞進):「不會被犧牲」， 

對比焦點和轉折相互應，故與轉則連詞「(因)而」共現】】 

10.（ X ）事實上，家務分配這件事情看似容易，ψ卻常常成為婚姻失和的導火線。 

【「事實上」為「句外」，卻帶出「句尾焦點」:「導火線」，應改為「句內」】 

句尾焦點此處為轉折，故與轉則連詞「卻」共現】】 

11.（ O ）其實，與其他文化相比，華人社會在婆媳問題等方面，更容易造成婚姻

的裂痕 

【「其實」為「句外」，帶出「對比焦點」(反預期):「其他文化」vs.「華人文化」; 無需另加

「轉折」共現詞】 

12.（ X ）事實上，離婚對一些遇人不淑的女性更進一步是人生最好的轉捩點。但

是對於那些願意繼續在婚姻裡走下去的人，婚姻依然可以幸福圓滿。 

【「事實上」為「句外」，帶出「對比焦點」(反預期):「離婚」vs.「繼續在婚姻裡」; 常須另

加「轉折」共現詞。此處應使用「轉折」共現詞「反而」，而非「遞進」共現詞「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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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示語序規則的課文 

兩性相處的藝術 

男女交往時必須考量許多因素，有人以為只要雙方個性合得來就綽綽有餘了，但這

是遠遠不夠的。很多人可能以為有愛就能幸福美滿，ψ(有愛)其實也是不夠的【相同

主語的句內「轉折」: 幸福美滿 vs. 不夠的】。除此之外，他們還得考慮對方的經濟能

力和社會地位。雙方事實上能若能夠進一步在各方面都門當戶對，那麼將來婚姻就

比較容易穩定【句內「遞進」: 共現詞「進一步」，考量的因素進一步闡述】。相反的，

若是男女價值觀有很大的差別，婚後往往會遇到很大的問題。另外，不少現代男女

在交往時，或許會選擇住在一起，但他們的父母卻不容易接受。男女在婚前就住在

一起，往往被父母視為丟人現眼的行為，但 ψ(他們)其實婚前住在一起不見得是件

壞事【相同主語的句內「轉折」: 丟人現眼 vs 不是壞事】。兩個人住在一起，除了可以儘早

了解雙方生活習慣，ψ 事實上更可以提前規劃、做好家務分配，是很棒的婚前演練。

【句內「遞進」: 共現詞「更」，考量的因素進一步闡述】 
 

【第一段教學兩大重點】 (特別注意新增的紅字黃底部分) 

1. 第一段的重點是教學生句內的「轉折關係」與「遞進關係」。前者由「其實」來表達，

後來由「事實上」來表達 (根據實證研究中的內內統計數字)。此階段採二分法，一個副詞

只表達一種功能。 

2. 注意教導學習者分辨兩者的關鍵判斷: 教「轉折關係」時，一定要教學生找出前後有相反

或相對之處；教「遞進關係」時，要教學生找出遞進關鍵詞 (進一步；更)，以下教導下文

跟上文友語義上的連貫關係。換言之，教「轉折關係」的重點在找不相反詞 （不用刻意強

調共現詞「但、並」），但教「遞進關係」的重點則要刻意強調共現詞「更、進一步」。 

 

自從男女平權觀念興起，許多家庭不再排斥女性成為職業婦女，雙薪家庭逐漸成為

今日的主流。事實上，雙薪家庭中，雖然收入較一般單薪家庭為豐，但相對的時間、

體力等被工作所瓜分，也是不爭的事實。由於夫妻雙方花在家事的時間實在有限，

因此時間上的分配及運用就顯得特別重要。家務分配這件事情看似容易，ψ(這件事)

事實上卻常常成為婚姻失和的導火線。其實，許多職業婦女為了滿足工作和家庭上

的需求，是無休閒可言的，有時候甚至必須犧牲人生的時間表，來符合工作與家庭

的需求。但相對的而言，大多數的男性較不需要面對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抉擇與衝突，

他們的家庭的責任似乎是較著重在家庭經濟的貢獻。因此，對男性而言，個人休閒

的時間其實並不會像女生因兼顧工作與家庭而必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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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教學重點】 

(1) 句外「事實上」【承前】雙薪家庭； 【語義關係】遞進 (進一步說明雙薪家庭的內容) 

   句外「事實上」【啟後】收入豐 vs. 時間體力瓜分 (對比焦點)   

(2) 句內「事實上」: 導火線 (句尾焦點)  

    【語義關係】 轉折【+卻】 (開始教「事實上」也有轉折功能，但強調多與關鍵轉折副

詞【+卻】連用 

(3) 句外「其實」【承前】婚姻失和【語義關係】遞進(進一步說明婚姻失和的原因) 

   句外「其實」【啟後】許多職業婦女 vs. 大多男性 (對比焦點)    

(4)句內「其實」: 犧牲 (句尾焦點) 【語義關係】 轉折 （女生犧牲 vs. 男性不用） 

 

所謂婚後生活才是真正愛情的考驗，有些伴侶能互相扶持、跨過阻礙順利走下去，

有些人卻始終無法磨合，最終步向離婚之路。而影響夫妻離婚的因素有很多，根據

統計，先進國家近年來離婚的原因多是外遇、家庭暴力、教養方式不同、感情淡化、

金錢觀不同等等。其實，與其他文化相比，華人社會在婆媳問題、孩子從母姓等方

面更容易造成婚姻的裂痕。大多數女性在面臨婚姻破裂、親子分離的情形下，很容

易陷入低潮。事實上，離婚對一些遇人不淑的女性反而是人生最好的轉捩點。她們

對自己有了進一步的瞭解、修正擇偶標準，在面對下一段關係時也能具備更成熟的

心理，未嘗不是件好事。但是對於那些願意繼續在婚姻裡走下去的人，如果兩人，

改善自己的行為和態度，婚姻依然可以幸福圓滿。 

 

【第二段教學重點】(特別注意新增的紅字黃底部分) 

 (1) 句外「其實」【承前】離婚的原因  【語義關係】反預期 (原因與其他先進國家不同) 

   句外「其實」【啟後】華人文化與其他文化(對比焦點)   

(2) 句外「事實上」【承前】婚姻破裂  【語義關係】 反預期 【+反而】 

   句外「事實上」【啟後】離婚 vs. 繼續在婚姻裡 (對比焦點)    

 

注意: 

 [1] 教第二段的助理，除教承前(主題連續性)和啟後(兩種焦點)外，也要複習語義 的「遞進」

和「轉折」部分。 

 [2] 教第三段的助理，除教「反預期」和共現詞之外，也要同時複習語義 的「遞進」和「轉

折」兩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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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簡要敘述成果是否具有政策應用參考
價值及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100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研究同時從語義、篇章、語用三個層面，透過語料庫的研究方法，來考察
"其實" 和 "事實上"的實際使用情形。並將研究結果設計呈問卷與課文，來測
驗不同語言水平的華語學習者，實際掌握這三大語言層面的使用規則。本研究
的語料分析結果，以及對不同等級華語學習者的實際檢測結果，都可以用來做
為編寫教案或教學部驟的重要實依據。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