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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學術社群是為了獲取與傳播專業知識所形成的群體，需透過共同的
語篇模式與語篇活動建構成員身份，鞏固社群目標。文獻已闡釋英
語的學術社群如何運用後設論述作為促進邏輯推理與人際互動的語
用策略，而漢語這方面的研究仍有待開發。本文分析臺灣的期刊論
文，羅列各類學科常用的後設論述標記，歸納語言形式與功能的關
聯。結果顯示，論文普遍使用各類後設論述標記，形式與功能的對
應關係清晰而穩定。其中以連接標記與架構標記最為豐富，前者用
於明示話語之間的聯合、對比、因果等關係，賦予局部的語篇脈絡
；後者標明話題的開展、進程、結束等關係，提供整體的語篇結構
。本研究的結果具有實務意義，能應用於學術寫作教材設計，幫助
學習者掌握學術規範，提升專業形象，並獲得社群認同。
中 文 關 鍵 詞 ： 學術社群、學術論文、後設論述、語篇分析、寫作教學
英 文 摘 要 ：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a population formed to engage in
the acquisi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pecialized knowledge.
It relies on shared discoursal patterns and discoursal
activities to build group memberships and fulfill community
goals. Previous literature has investigated how English
academic communities use metadiscourse as pragmatic
strategies to enhance logical inference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However,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ies are
poorly understood. This study observes research articles
drawn from journals published in Taiwan. The purpose is to
collect metadiscourse markers frequently used in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establish the link between linguistic forms
and func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types of
metadiscourse markers are found in research articles.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ir forms and functions is clear
and regular. The transition and frame markers have the
widest variety. The former are used to signal addition,
contrast, and cause-effect relations between utterances,
giving the discourse local sequences; the latter are used
to specify the beginning, process, and ending of topics,
providing the discourse with overall structures. The
results have empir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imed at academic writing, helping
learners to master academic norms,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images, and further earn community identity.
英 文 關 鍵 詞 ： academic community, research writing, meta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writing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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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學術社群是為了獲取與傳播專業知識所形成的群體，需透過共同的語篇模
式與語篇活動建構成員身份，鞏固社群目標。文獻已闡釋英語的學術社群如何
運用後設論述作為促進邏輯推理與人際互動的語用策略，而漢語這方面的研究
仍有待開發。本文分析臺灣的期刊論文，羅列各類學科常用的後設論述標記，
歸納語言形式與功能的關聯。結果顯示，論文普遍使用各類後設論述標記，形
式與功能的對應關係清晰而穩定。其中以連接標記與架構標記最為豐富，前者
用於明示話語之間的聯合、對比、因果等關係，賦予局部的語篇脈絡；後者標
明話題的開展、進程、結束等關係，提供整體的語篇結構。本研究的結果具有
實務意義，能應用於學術寫作教材設計，幫助學習者掌握學術規範，提升專業
形象，並獲得社群認同。
關鍵詞：學術社群、學術論文、後設論述、語篇分析、寫作教學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a population formed to engage in the acquisi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pecialized knowledge. It relies on shared discoursal patterns and
discoursal activities to build group memberships and fulfill community goals.
Previous literature has investigated how English academic communities use
metadiscourse as pragmatic strategies to enhance logical inference and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However,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ies are poorly understood. This
study observes research articles drawn from journals published in Taiwan. The
purpose is to collect metadiscourse markers frequently used in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establish the link between linguistic forms and func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all
types of metadiscourse markers are found in research articles. The correspondence
1

between their forms and functions is clear and regular. The transition and frame
markers have the widest variety. The former are used to signal addition, contrast, and
cause-effect relations between utterances, giving the discourse local sequences; the
latter are used to specify the beginning, process, and ending of topics, providing the
discourse with overall structures. The results have empirical implications for the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imed at academic writing, helping learners to master
academic norms, strengthen professional images, and further earn community identity.
Keywords: academic community, research writing, metadiscourse, discourse
analysis, writing pedagogy

1 研究背景
臺灣的高等教育受到全球化趨勢的影響，近十年逐步擴大招收境外學生，
同時配合多種策略吸引外國學生前來就讀，已獲得明顯成效。根據教育部統計
處 2019 年的調查結果，近十年來，在臺灣大專校院修讀學位的外籍生人數逐年
增加，107 學年度已接近三萬人 1，持續創下歷年新高。外籍生人數的攀升突顯
漢語學術教育的重要性，其中論文寫作是高等教育的必要任務，寫作能力的優
劣決定學生能否順利取得學位。因此，了解漢語學術論文的語言特徵，並設計
相應的寫作教材，成為亟需研究的課題。
在學術論文中，有一種語言成分因廣泛出現而成為文獻的研究焦點，稱為
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Hyland, 2005a, 2005b），是跨語言存在的普遍現象
（Abdollahzadeh, 2011; Clyne, 1987; Dahl, 2004; Garces, 1996; Kim & Lim, 2013;
Mao, 1993; Mauranen, 1993; Moreno, 1997）。後設論述用來完成兩種語篇功能，
一是連結訊息之間的關係，引導讀者掌握作者的邏輯脈絡，達成文本功能，如
then、therefore、by contrast、for example、with regard to、in this section 等；二
是連結訊息、溝通媒介、溝通對象之間的關係，促使讀者回應作者透過語篇所
表達的觀點或態度，達成人際功能，如 unlikely、interestingly、in fact、beyond
doubt、in my opinion、take a look 等（Hyland, 2005a）
。由此可知，解析學術論
文中的後設論述成分，有助於外語學習者了解如何賦予話語邏輯關係以及促進
人際交流，從中認識學術論文的溝通慣例（Abdi, Rizi, & Tavakoli, 2010; Hyland,
1998a, 2005a; Hyland & Tse, 2004, 2005; Ifantidou, 2005; Lee & Subtirelu, 2015;
Zhang, 2016）。
英語的學術論文寫作歷經諸多實證研究，文獻已描繪當中後設論述標記的
形式與功能，並證實這類成分的運用方式能反映作者的溝通意圖及溝通效果，
對寫作教學深具意義，應納入學術寫作相關課程的教學內容中（Abdi, Rizi, &
1

此數據不包含陸生與僑生，資料來源：stats.moe.gov.tw/files/brief/107 年大專校院境外學生概
況.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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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vakoli, 2010; Arrington & Rose, 1987; Crismore, Markkanen, & Steffensen, 1993;
Dreher & Singer, 1989）。例如，前人的研究結果證實，後設論述成分的使用數
量與恰當程度決定學生的寫作品質優劣（Intaraprawat & Steffensen, 1995; Wu,
2007）。此外，在寫作課程中加入後設論述的教學，能使學生更積極地思考寫作
目的、讀者背景及讀者需求，據此選擇相應的表達策略，從而提升寫作能力
（Cheng & Steffensen, 1996）。
相較之下，在漢語的後設論述研究方面，至今只出現少數漢語與英語的對
比研究，而且只深究其中某類標記（Bloch & Chi, 1995; Hu & Cao, 2011; Lee,
2013）。現今雖然已有針對特定語體的後設論述研究，如報章新聞（李秀明，
2006）與電視新聞（謝佳玲、吳欣儒，2018），但仍欠缺學術語體的分析。為彌
補這個缺口，本研究的目的是以臺灣的期刊論文為取材對象，探討各種不同學
科的漢語論文中常用的後設論述標記，探究作者銜接與表態時的語篇策略，以
詮釋漢語學術寫作的溝通慣例。研究問題如下：
一、在漢語的期刊論文中，後設論述成分達成哪些功能？
二、在漢語的期刊論文中，後設論述成分常見的語言形式為何？
藉由探討以上問題，本研究將語篇標記的理論概述拓展至特定語體的深入
分析，研究結果可望確立後設論述於學術論文的分類體系與標記慣例，有利於
推進學術寫作教材的發展，同時提升後設論述於語言教學領域的應用價值，促
進漢語語篇分析的發展。

2 文獻回顧
本節回顧後設論述的基本概念及研究現況。2.1 節描述後設論述的理論核心
與本文的分析框架，2.2 節從跨語言的觀點概述英語學術論文的後設論述研究，
2.3 節檢視漢語的研究概況，指出本研究的必要性。

2.1 後設論述的界定
語言溝通蘊含基本論述（primary discourse）與後設論述（metadiscourse）
兩個層次（Crismore, Markkanen, & Steffensen 1993）。以寫作為例，基本論述是
指有關外界現實世界的客觀訊息，表述命題意義，屬於文本的主體成分；而後
設論述則指作者對於基本論述的主觀介入，例如標明命題之間的邏輯關係、表
明個人對命題內容的態度等，屬於添加於基本論述之上的次要成分，本身並沒
有真值條件。因此，後設論述不承載命題意義，而是用來調節命題意義，這種
成分讓作者能引導讀者給予文本某種詮釋或評價，進而操控作者、讀者、文本
三者之間的互動關係（Fraser, 1996; Hyland, 2005a; Ifantidou, 2005; Mao, 1993;
Vande Kopple, 1985）。
後設論述歷經西方學界近三十年的實證研究，已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由
於後設論述的語言機制並無固定的詞法或句法特徵，難以根據語法形式加以界
定或分類（Hyland, 2005a, 2005b; Vande Kopple, 1985），因此前人從功能著手，
按照標記在文本中達成的功能歸類，據此建構後設論述的範疇。早期提出分類
3

架構的代表學者之一是 Vande Kopple（1985），他參考 Halliday（1985）的系統
功能語言學，將後設論述視為非命題性的成分，並區分為兩種類型，一種傳達
文本意義（textual meaning），在語篇中發揮銜接與連貫的功能；另一種傳達人
際意義（interpersonal meaning），用來表露個人態度或創造社會情境。
上述二分框架成為後設論述的理論發展基礎，後續各家以此概念為基礎，
提出不同的類別名稱與次類劃分，而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 Hyland（2005a）的
二分體系。他以學術論文為語料的取樣來源，分析當中的後設論述標記，由此
確立後設論述的分類架構，這套架構受到往後諸多實證研究的廣泛應用（Abdi,
Rizi, & Tavakoli, 2010; Del Saz-Rubio, 2011; Fu, 2012; Jensen, 2009）
，因此本文也
採用這套理論分析期刊論文的標記類型。Hyland（2005a）將後設論述分為交互
式（interactive）與互動式（interactional）兩大類。交互式的功能是將多個命題
連結成具有邏輯組織的語篇，能夠指引讀者理解文本內容，達成前述所稱的文
本功能，如 Hyland & Tse（2004:166）列舉的例句(1)，當中的 firstly 與 secondly
為架構標記；互動式的功能是表達作者對命題內容的主觀看法，能誘導讀者積
極參與文本，並與作者產生交流，達成前述所稱的人際功能，如 Hyland & Tse
（2004:163）列舉的例句(2)，其中 probably 為模糊標記，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significant 為態度標記。
(1) Crops accounted for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heavy metals dietary intake. The
reasons are two folds. Firstly, crops are being the bottom positions of many food
chains and food webs. Secondly, vegetables are one of the major dietary
components of Hong Kong people.
(2) Probably the most interesting and significant category of lexical errors is ‘word
class’ since it is the major type of error made by the subjects.
Hyland（2005a）將交互式標記進一步細分為連接標記（transition）、架構
標記（frame marker）、照應標記（endophoric marker）、示證標記（evidential）
、
註解標記（code gloss）五項次類，而互動式標記則細分為模糊標記（hedge）、
強調標記（booster）、態度標記（attitude marker）、自稱標記（self mention）、參
與標記（engagement marker）五項次類。各個次類的功能與範例參考 Hyland
（2005a:50-54）整理如以下兩表，這些就是本文分析採用的分類架構。
表 1：Hyland（2005a）的交互式後設論述
類別

功能

範例

連接標記
架構標記
照應標記

標示命題之間的邏輯關係
標示言談行為的序列階段

in addition, but, thus
Finally, to conclude, my purpose is to
noted above, see Figure 1, in Section 2
(X, 1990), Y states, according to Z
e.g., namely, in other words

示證標記
註解標記

標示文本內部的其他訊息
標示文本外部的訊息來源
標示有利理解的補充訊息
4

表 2：Hyland（2005a）的互動式後設論述
類別

功能

範例

模糊標記
強調標記
態度標記
自稱標記
參與標記

弱化對命題內容的信心
強化對命題內容的信心
標示對命題內容的觀感
標示對命題內容的介入
標示與讀者建立的關係

perhaps, possible, about
in fact, definitely, it is clear that
I agree, surprisingly, unfortunately
I, we, our
consider, note that, you can see that

在 Hyland（2005a）之後，許多學者嘗試進一步細分後設論述標記，如 Cao
& Hu（2014）將 Hyland（2005a）交互式的五項標記各自區分出數個次類，各
次類的功能與範例參考 Cao & Hu（2014:18）整理如下表。如表 3 所示，連接
標記分為附加、對比、推論三種標記；架構標記區分為表示程序、主題、語篇
標籤、宣告四種標記；照應標記分為線性照應與非線性照應；示證標記分為整
體引用與非整體引用；註解標記則區分為舉例與重述兩類標記。由此可見，
Hyland（2005a）的後設論述分類體系可再根據功能進行更細緻的分類。
表 3：Cao & Hu（2014）的表文本功能後設論述
標記

次類

連接標記 附加標記
對比標記
推論標記
架構標記 程序標記
主題標記
語篇標籤
宣告標記
照應標記 線性照應
非線性照應
示證標記 整體引用
非整體引用
註解標記 舉例標記
重述標記

功能

範例

表附加關係
表對比或比較關係
表因果關係
組織語篇內部排序
轉換相異主題
標記語篇進行階段
宣告語篇目標
照應至語篇
照應至圖、表、附錄
將資料融入論述中
將資料排除於論述外
以例子解釋意義
換句話說前一語句

moreover, furthermore
similarly, however, in contrast
thus, therefore, as a result
first, second, finally
concerning, turning to
thus far, in sum, in brief
aim to, will, I seek to
the next section, in this paper
see Table 1, in Fig. 2
according to X, as Y argued
(X, 2013), ...previous research
for example, for instance
in other words, that is, i.e

後設論述的運用有其語用理據，既展現發話者對命題訊息的鋪排，也透露
其對語境條件的評估，因此後設論述標記的選用及分布在不同語體中各自展現
獨特的面貌。例如，Zhang（2016）觀察三類後設論述標記，分別用來表明作者
存在、呈現文本組織及引導讀者閱讀，探究這三類標記在學術、新聞、散文、
小說四種語體的使用情形。結果顯示，後設論述在這四種語體中都能增進作者
5

與讀者之間的溝通，幫助作者達成特定的溝通目標，但使用頻率有所不同。最
常使用這三類標記的是學術語體，其次是散文、新聞與小說。Zhang（2016）歸
納出越具客觀性、抽象性、詮釋性的語體類型，如學術語體，傾向使用越多後
設論述標記，以減輕讀者的理解負擔，而越具敘事性、具體性、動態性的語體
類型，如小說，則避免使用後設論述標記，以減少作者介入文本的程度，讓讀
者更能沈浸於虛構的情節中。這個結論證實，研究者可透過分析語篇中的後設
論述成分，了解作者為了滿足語體溝通目標所運用的語言機制，以及這些機制
能達成的溝通效果。
參考以上文獻的觀點，本研究將綜合採用 Hyland（2005a）與 Cao & Hu
（2014）的分類架構，分析漢語後設論述標記在學術論文中呈現的形式與功能
特徵，以反映跨越語言的通則及專屬漢語的特色。

2.2 後設論述於學術論文的跨語言研究
後設論述廣泛運用於剖析英語學術論文的溝通慣例，現有成果已說明作者
如何運用後設論述標記使讀者逐步認同研究動機、了解研究過程、相信研究結
果，最後與作者同步思考，進而積極回應其研究結論（Bu, 2014; Hyland, 1998b,
2004a; Hyland & Tse, 2004, 2005, 2012; Lee & Subtirelu, 2015; Mur-Dueñas, 2011;
Thompson, 2001）。後設論述是作者達成以上溝通目標的重要機制，然而，西方
文獻認為，這個機制在語篇中的運用頻率及方式與使用者的語言文化背景密切
相關（Abdollahzadeh, 2011; Clyne, 1987; Crismore, Markkanen, & Steffensen,
1993; Dahl, 2004; Garces, 1996; Hyland, 2005a, 2005b; Kim & Lim, 2013; Mao,
1993; Martín & León Pérez, 2014; Mauranen, 1993; Moreno, 1997; Soler-Monreal,
2015），亦即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人，使用表現有所不同。以下依序介紹英語與
漢語及其他語言的對比研究結果。
首先，以英語與漢語的後設論述對比為例，Mao（1993）對比英語與漢語
經典文本中的後設論述，指出西方文化受個體主義影響，傾向運用較多的後設
論述標記突顯個人思維的獨特性，並傳達強烈的說服意圖；漢語則受孔孟思想
左右，不刻意使用後設論述強加個人觀點，而是留給讀者解讀的空間，以此維
持溝通雙方的和諧關係。
同樣探究英漢後設論述跨語言差異的如 Kim & Lim（2013）對比英語與漢
語教育心理學論文的緒論章節，剖析當中後設論述標記的使用方式，並推斷造
成使用偏好的社會文化因素。結果顯示共同點在於兩個語言的交互式標記皆遠
多於互動式，而差異點在於漢語這兩類標記的使用率皆少於英語。結論指出漢
語作者認同當代以英語為學術共通語的趨勢，刻意遵循其寫作規範以提高論文
的接受度，然而另一方面又受漢語讀者責任（reader responsible）文化的影響，
傾向留給讀者更多自行理解與詮釋的空間，因此在語言上運用後設論述標記的
偏好與英語相似，但次數卻少於英語。
Lee（2013）則從英語與漢語論文的自稱標記論證學科與文化均扮演關鍵的
角色。兩個語言的文學論文最常使用的標記都是第一人稱代詞，而化學論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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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的都是非人稱化的形式（如 this research、“本文”），可見標記的選擇
因學科而異。另一方面，漢語比英語偏好非人稱化的形式，即使是單一作者，
也傾向使用第一人稱複數代詞，讓指稱對象包含作者與讀者，以提升讀者的參
與感。這個差異可從集體與個體主義的文化特質解釋，反映文化因素對語言標
記的制約。Mu et al.（2015）分析期刊論文，發現漢語較常藉助強調標記傳達對
知識的權威與信心，也較常利用示證標記引經據典，並使用較多自稱標記“我
們”以符合集體主義的價值觀；英語則較常透過互動式標記引導讀者涉入文
本，尤其常以模糊標記修飾作者的個人推論。
又如 Bloch & Chi（1995）蒐集英語與漢語社會科學與物理科學的期刊論
文，統計當中示證標記的用途。他們發現作者引用的文獻年代可能透露文化差
異，漢語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普遍引述較久遠的資料；而作者引用文獻的目
的則體現學科差異，社會科學主要以文獻支持作者的論點，增加說服力；物理
科學則藉此鋪墊研究背景，引導讀者理解。Hu & Cao（2011）則分析漢語與英
語期刊論文摘要中的模糊與強調標記，結果顯示，英語比漢語使用更多的模糊
標記，表現出客觀性與謹慎，而漢語較英語使用更多的強調標記，展現出確定
性與信心。相似研究如 Yang（2013）對比英語、漢語以及漢語人士以英語撰寫
的科學性論文中運用模糊標記的情況，結果顯示模糊標記在這三種文章中的數
量與分布皆有所不相同。漢語比英語使用較少的模糊標記，使漢語論文透露獨
斷性，但這可能因為漢語作者認為在科學論文中表達不確定性是不恰當的。而
在標記形式上，漢語作者偏好詞組式模糊標記（phraseological hedges）（如“按
文獻方法”、“尚無報導，仍不清楚”），可能與漢語推崇謙遜與傳統、貶抑爭
辯的集體主義文化思維有關。
其他語言的對比研究如英語與西語的對比。Valero-Garces（1996）對比英
語與西語文本中的後設論述，結果顯示英語也比西語使用更多的後設論述標
記，原因在於英語作者慣於介入讀者的閱讀過程，採取較為積極的討論姿態，
也較注重互動關係的建立與維繫。而西語作者則重視命題內容的鋪陳，傾向採
取情感抽離的寫作風格，因此較少使用後設論述標記。上述研究結果皆佐證發
話者的文化背景可用以詮釋語言的使用表現，證實後設論述的分析有助於學者
探究語言與文化的關聯。
Mur-Dueñas（2007）對比英語與西語商業管理論文中的自我提及語（selfmention）、自我引述語（self-citation）、自我參照語（self-reference），對比作者
展現學術權威、建立正面形象及提升說服力度的方法。結果顯示，這兩種語言
的共同點是作者皆傾向運用排他性的第一人稱（exclusive we）作為自我提及的
方式，以達成闡述研究過程、詳述研究觀點兩項功能，可見排他性第一人稱是
商業管理領域的寫作通則。相異點則是英語大量運用自我參照與自我引述標記
來樹立權威、專業形象，而西語則頻繁於文中暗示與讀者處於共同立場，以增
進兩者的和諧感，因而呈現與英語截然不同的寫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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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ldon（2009）探究英語與西語的作者如何在六種權威角色中運用第一人
稱，六種權威角色包含“我”作為一般性知識的傳遞者、“我”作為引導閱讀
的領航者、“我”作為開展研究的執行者、“我”作為現有研究的評論者、
“我”作為某種觀點的發起者，以及作為反身代詞的第一人稱。他指出上述這
六種權威性的代名詞在論文中可幫助研究者建構稱職且合格的學術身份，英語
作者傾向以自傳式的敘事方式使用第一人稱代詞，偏向用非個人的聲明傳達客
觀資訊，以此建構專業形象，而西語則偏好傳遞一般性知識的用法，並使自己
與過往研究處於相同陣線，藉此弱化權威性。
最後，在英語與其他語言的對比方面，Mauranen（1993）考察美國白人
（Anglo-American）學者與芬蘭學者的後設論述使用模式差異，研究結果指出
美國學者較芬蘭學者使用更多的標記，此現象導因於兩種寫作文化的差異。英
語人士慣於採取較為主動的態度，偏好於文本顯露個人的思考痕跡，並操控讀
者思緒，展現積極禮貌（positive politeness），屬於讀者導向（reader-oriented）
的寫作文化；而芬蘭學者則傾向採取較為被動的態度，行文時於文本中隱藏作
者的介入，保留異議空間，顯現消極禮貌（negative politeness），屬於作者導
向（writer-oriented）的寫作文化。
而 Dahl（2004）的研究也支持上述觀點。他對比英語、挪威語與法語學術
論文中的後設論述，發現英語與挪威語的表現較為一致，皆比法語使用更多的
後設論述標記，結論因而指出英語與挪威語人士更重視寫作溝通中的讀者參
與。在英語與挪威語的寫作文化中，由於讀者的觀感是寫作時需考量的因素之
一，因此傾向使用各種機制引導讀者閱讀，以刺激讀者思考，可歸類為讀者導
向文化或作者責任文化（writer responsible culture）。而在法語中，閱讀與領會
作者的意圖是讀者的責任，因此寫作者不慣於使用後設論述協助讀者閱讀，可
歸納為作者導向或讀者責任文化（reader responsible culture）。
綜觀以上英語與各語言的後設論述對比研究，可發現儘管各語言存在後設
論述的表達系統，但於學術論文的表達方式依文化的性質出現差異。目前漢語
至今與學術論文相關的討論主要出現於漢語與英語的對比研究中，如本節所回
顧的 Bloch & Chi（1995）、Hu & Cao（2011）、Kim & Lim （2013）、Lee
（2013）、Mu et al.（2015）與 Mao（1993），這些研究的分析方向偏重比較漢
語與英語某類標記的使用頻率，欠缺針對漢語標記分類與歸類的專論，而且也
尚未深究學術溝通的運行特點，導致結論不易應用於論文寫作教學。

2.3 後設論述於漢語學術論文的研究
與西方文獻相較之下，漢語後設論述於學術論文的研究成果相對匱乏，前
人探討的主題為數不多，分析範圍與深度也相當有限。除了上述以英語、漢語
對比為論述主軸的研究外，目前少數的文獻如李秀明（2006）對比文學、語言
學、力學論文使用後設論述標記的情況；謝佳玲（2014）探討近義情態詞“可
（以）”與“能（能夠）”於醫學、文學領域的學術論文所擔任的後設論述功
能類型，藉此區辨兩組近義詞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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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格奇、潘春雷（2010）探究學術論文中表明作者立場的標記類型及出現
頻率。他們參考 Hyland（2005a）的分類，將漢語表明立場的標記分為模糊限
制語、確定表達語、態度標記語、自我提及四類，並進一步細分這四項類別的
次類。他們將模糊限制語分為兩類，一是表示可靠性的模糊語，如“可能”、
“可以”，二是表示精確度的模糊語，如“較少”、“主要”。其次，他們將
確定表達語分為四類，一是實情引述動詞，如“說明”、“顯示”，二是表示
確定的副詞，如“顯著”、“總是”，三是表示確定的形容詞，如“典型
的”，四是表示強調的情態詞，如“能”、“不能”。第三，他們將態度標記
語分成兩類，一是表示重要性的標記語，如“重要”，二是表示一致觀點的標
記語，如“很好地”、“有效地”。最後，他們將自我提及分為三類，一是單
數第一人稱代詞，如“我”、“我的”，二是複數第一人稱代詞，這類又分為
單一作者論文與多作者論文，但表達形式皆是“我們”、“我們的”，第三類
是名詞類，如“筆者”。而量化結果顯示，論文作者主要使用以精確度為主的
模糊限制語，少用態度標記語，且標記的形式有限，而且論文作者未用單數第
一人稱直指自己，而是偏好複數第一人稱。上述結果透露漢語作者避免表現個
人的感情色彩，推崇以客觀、科學來說明研究結果，遵循傳統的修辭理論要
求，較沒有與讀者交流的互動意識。吳格奇、潘春雷（2010）的研究僅分析
Hyland（2005a）互動式後設論述中的四類標記，其結果仍無法描繪漢語後設論
述系統的全貌。
近期劉貞妤、陳浩然、楊惠媚（2017）探究漢語學術論文中的三字詞與四
字詞詞串，他們將詞串界定為由三個或以上的字詞所組合且重複出現的詞語排
列，並將詞串的功能分為研究導向、文本導向以及參與導向三大類，再從中區
分為地點、程序、數量、敘述、歸類、附加、比較、推論、因果、組織、架
構、引述、普遍化、目的、立場、吸引、致謝，共十七個次類。這個研究的範
圍與本文相異之處是，詞串從詞語的共現位置加以界定，而後設論述則涉及詞
語於語篇中執行的功能類型。某些詞串具備後設論述功能，如表示附加關聯的
“也就是說”，但某些則沒有，如“的另一種”；此外，詞串從詞語的共現關
係劃分界線，某個詞串可能同時包含數個後設論述標記，如“因此本研究認
為”。以上對比顯示，詞串與標記不是完全對應的概念，儘管現今存在從詞語
共現角度的功能性分類，但尚缺從語篇功能視角出發的標記分類。
綜覽上述研究概況，英語學術論文的後設論述機制已成為語言學界的關注
焦點，學者的分析範圍涵蓋學術論文中的各式標記，也已能充分說明論文中的
銜接與表態機制，近年研究範圍更擴展至作者如何因應語境因素運用語言形式
達到特定的溝通目標，而跨語言的後設論述分析結果也顯示對於個別語言研究
的需求。從以上結論也能進一步推知，後設論述的研究對語言教學的應用深具
意義，學習者若要掌握學術論文的語體特徵，必須認識後設論述的使用方式、
時機及效果，同時也要熟悉特定文化的寫作慣例。反觀漢語後設論述的研究，
現有的分析範圍、程度仍相當有限，且欠缺針對漢語獨特性的專論，基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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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漢語期刊論文為觀察對象，探析當中交互式與互動式後設論述標記鋪排
邏輯脈絡、表露個人態度、強化交際關係的慣用方式，建立並詮釋語言形式與
語用功能的對應模式，期望研究結果兼顧理論分析與教學實務的價值。

3 研究方法
這一節分為兩個小節介紹研究方法，首先描述學術論文語料的蒐集方法，
接著說明分析流程。

3.1 語料蒐集方法
本研究的語料蒐集流程包含三個階段。首先是樣本篩選。為確保研究結果
能反映跨學科的共同特徵，本研究蒐集自然、醫學、教育、經濟、歷史五種學
科的期刊論文。取樣來源為臺灣具有影響力的指標型期刊，這些期刊都實施完
整、嚴謹的審查機制，已收錄於國內知名的引文索引資料庫，可見語料樣本具
有專業性與代表性。本研究選擇的期刊收錄於 2010 年至 2016 年「科學論文引
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CI）、「臺灣科學引文索引」（Taiwan Science
Citation Index; TSCI）、「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臺灣社
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資料庫。筆者選取五種學科領域的期刊論文各 30
篇，合計共 150 篇，作為本研究的語料樣本。

3.2 語料分析方法
論文蒐集完成後，接著進行標記辨識。辨識範圍涵蓋論文全文，但不包括
論文標題、目錄、摘要、語料、註腳、附錄、參考書目、圖表標題及內容、作
者列舉的例句、作者引用的文獻原文或訪談原文。參與標記辨識的人員一共 8
位，皆為漢語母語者，都具備語用分析的專業知識。其中 2 位為本計畫主持人
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分別具有 20 年及 10 年的語言分析經驗，擔任主要辨識人
員。主要辨識人員根據前面第 2.1 節的表 1 與表 2，整理各類後設論述標記的鑑
別標準，並從樣本中搜尋與條列漢語範例，以這些資料訓練其餘 6 位人員熟悉
分類原則。全體達成共識後，開始分工分析 50 篇樣本。
辨識人員先挑出每篇論文中符合特徵的標記，遇有疑義時，經由共同討論
排除意見分歧，並交由主要人員確認，所有辨識結果正確無誤後，再將每個包
含標記的句子連同其前後文逐一複製到微軟試算表軟體 Microsoft Excel。每個
句子佔一個欄位，視為一筆語料。研究人員在檔案中詳細記錄每筆語料的學科
類別、論文來源、標記形式與功能等，建構成本研究的資料庫。
最後一個階段是標記分析，包括質化與量化兩種分析方法。一方面，筆者
根據資料庫的語料，歸納交互式、互動式後設論述各次類標記的形式與功能特
徵，並從資料庫中彙整五種學科論文所使用的所有定式。另一方面，筆者計算
每個標記的出現次數，排除罕見、誤用或僅出現於特定學科的標記，篩選出各
學科普遍且共通使用的標記定式，按照次類區分，羅列成表。這些定式就是本
文的研究結果，可提供學術寫作教學的教材設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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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與討論
本節呈現研究結果，內容分為兩部分，4.1 節討論交互式後設論述的形式與
功能，4.2 節討論互動式後設論述的形式與功能。兩節都先建立各標記在形式、
意義、功能層面的判別標準，再按照這些標準窮舉該類標記於學術論文的固定
形式。以下以表格呈現定式，定式之下列舉本研究從資料庫選取的一筆語料作
為範例，並註明語料來源所屬的學科領域。在定式列表中，方括弧〔 〕之內
為後設論述標記，斜線／用來區隔可互相替換的標記；圓括弧（ ）表示可省
略的形式；刪節號…表示未完成的訊息；以方框
標出的文字則是標記前後
的訊息類型，如前文、前者、事件、語篇內容、語篇主題等。在語料範例中，
粗體與底線標示定式包含的後設論述標記。

4.1 交互式後設論述的特徵
交互式後設論述包含連接、架構、示證、照應、註解標記，這五類標記都
出現於學術論文中，以下分述各類標記的形式與功能特徵。
4.1.1 連接標記
連接標記指在語篇中用於連接句子或語段的標記。這類標記在結構上標示
單句、複句或語段之間的對等或主從關係，在語意上展現聯合、因果、對比三
種關係，以下依序介紹。
一、聯合標記
聯合標記是在原有訊息之外加入另一訊息，使後續話語成為前述話語的並
列或補充成分，彼此呈現平行或遞進的狀態。聯合標記的功能有二，一是使前
後話語的內容產生邏輯聯繫，達成連貫的效果；二是使話語從單句擴展至更大
的語篇單位，表示作者打算提供更多資訊，以維持或延續同一話題，並擴大話
題的論述範圍。本文根據標記在句中的位置，亦即其標示的是前述訊息或後加
訊息，將聯合標記細分為「標明前後訊息」與「標明後加訊息」兩類。
第一類「標明前後訊息」多形成固定的前後搭配模式，因此能同時標示前
後兩種訊息的聯結關係，如“既…也”、“除了…也”、“不但…而且”等，
常見標記如下表所示。有些標記可置於訊息成分之中，如“既”，而“也”、
“還”、“更”則標示後加訊息。有些標記引介完整的訊息成分，如“除了…
外”、“而且”、“一方面”、“另一方面”。在以上標記中，只有標明前述
訊息的標記可省略。例如，在聯合標記“一方面…另一方面”中，標示前述訊
息的標記“一方面”可省略。
（一）標明前後訊息
（〔除／除了〕前文〔外／之外／以外〕），（〔且／而且〕）後文…〔也／
1

亦／還／尚／更〕…後文
除了上述高盛投資公司所考量的變數外，文獻上也有其他不同的選擇與
探討。〔經濟〕
11

（〔不只／不僅／不但／非但〕）前文，（且／而且）後文…〔也／亦／
還／又／更〕…後文
2

土地國有化以後，不但使宗教的抽象空間具體化，也重塑鄉村的人際網
絡，使地方鄉紳成為國家服務公民的附庸，讓他們「主動」投入社會建
設，直接關心民生課題。〔歷史〕
前文…〔既〕…前文，（且／而且）〔也／亦〕後文

3

但更重要的是臺灣民眾對於猪肉的珍視與嗜食，猪肉既是日常膳食材
料，也是祭祀、宴會或餽贈的重要物品。〔歷史〕
（〔一方面〕），前文，〔另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後文

4

在增強復原力部分，Luthans（2005）、Luthans 與 Avey 等人（2006）援
用 Masten（2001）的復原力培養建言，一方面讓員工對自己面對逆境時
可能產生的想法和情感，練習批判性的反思，另一方面鼓勵員工利用各
項個人資源來實踐既定的工作目標。〔教育〕
一則 前文，二則 後文

5

基於上述理由，政府可透過菸酒稅或健康捐等手段，一則透過以價制量
的方式，期望達到「寓禁於徵」的效果。二則政府課徵菸酒稅或健康捐
將外部成本「內部化」，使得菸酒消費者負擔真實成本，而降低菸酒消
費。〔經濟〕

第二類「標明後加訊息」是在前文之後以此標記引入另一個訊息成分，定
式如下表。有些標記位於後加訊息的句首，如“另外”、“而且”，有些則位
於句中，如“也”、“還”等。以上用法可根據是否標示完整的訊息成分區分
成下表兩類，定式 6 引導一段完整的後文，定式 7 的標記則後接謂語。
（二）標明後加訊息
前文，〔另／而／且／或／另外／此外／而且／同時／況且／加上／再
者／再加上／抑或者／抑或是／不僅如此／除此之外／除此以外／另一
方面／另外一方面／進而言之／進一步而言／進一步來說〕後文
6

但 Chen and Ku（2000）與陸怡蕙等（2005），分別以臺灣的製造業及食
品加工業為研究對象，研究結果皆顯示，FDI 並非雇用人數下降的主
因；另一方面，Li and Roe（2008）發現，FDI 雖然使得臺灣的就業人
數下降，但卻對 GDP 成長率有顯著正向貢獻。〔經濟〕
前文，後文…〔也／亦／還／又／更／尚／並／並且／進而〕…後文

7

本研究擬就臺灣北部地區 0-6 歲兒童口腔健康狀況及相關因素做探討，
並期望更進一層瞭解北部地區兒童口腔健康是否有得到更好的口腔健康
照護。〔醫學〕

12

二、因果標記
因果標記點明兩個訊息之間的因果關係，表示前述話語與後續話語互為原
因與結果。因果標記具有幫助讀者了解訊息邏輯關係的功能，因此成為論文作
者合理化其推論過程的重要手段。論文語料中的因果標記依照語句的語意結合
關係，可細分為「標明原因與結果」、「標明行為與目的」、「標明理據與結論」、
「標明條件與結果」四種類型。
第一類「標明原因與結果」標明話語之間的原因與結果，在論文中體現這
種因果關係的定式可依據原因與結果的相對關係分為五小類，如下表。前三類
屬於原因在前、結果在後的敘述順序，其餘是結果在前、原因在後的順序。由
於原因與結果的發生時間點是前後相繼的，故論文偏好原因在前、結果在後的
順序，符合時間的運行邏輯，能提高論理脈絡之流暢度。當作者採用這種論述
順序時，經常省略表原因或結果的標記之一，視作者所強調的成分而定。
（一）標明原因與結果
〔因／因為／由於／基於／鑑於／有鑑於〕原因，結果
8

9

由於取得國家考試證照（高普考）結業及格將分發為公務員，其薪資直
接以公務人員按照級等與職級給予，因此本研究不納入探討。〔教育〕
原因，〔故／遂／則／因此／因而／從而／故而／於是／是故／是以／
所以／有鑑於此／基於上述／基於上述理由／基於上述原因／如此一
來〕結果
從上述分析可知，不論是簡單迴歸分析或是傳統的因子模型都無法同時
且全面地滿足建構金融情勢指數時之考量。有鑑於此，本文以兩步驟方
法建構台灣的金融情勢指數。〔經濟〕
原因…〔因／因為〕…原因〔而〕結果

10

在 2012 年 11 月行政院修改公共債務法時，因為減少部份直轄市的債務
上限而遭抗議，財政部長張盛和在立委質詢時表示各縣市政府應該適度
儉約。〔經濟〕
原因，〔導致／致使／使得／造成／結果／以致／以致於〕結果

11

此交互作用顯示纖維肌痛症病人在面對突來的壓力時，無法釋放出足夠
的腎上腺素以應對壓力，導致身體產生慢性壓力階段，並造成惡性循
環，使病患有持續不舒服的感覺。〔醫學〕
結果，〔原因是／原因在於／是因為〕原因

12

日治時期的研究除了抗日史外，其他範圍均遲遲未進，原因是年輕一輩
研究這段歷史的主要語文工具不足，且學院中未設日語系所致。〔歷
史〕
結果… 之所以 …結果〔是／乃／乃是〕（〔因／因為〕）原因

13

而代表現代理性精神的國家之所以必須介入，乃是藏人女性的身體關乎
到國家人口數量與國民健康。〔歷史〕
13

第二類標明話語之間的行為與目的，意指作者以這類標記引介進行某種行
為的目的，如“為了”、“藉此”、“以便於”，語意可理解為某種欲實現的
結果。這類可再根據行為與目的之相對關係分為兩類，如下表。定式 14 是先說
明目的，再說明動作；定式 15 則先說明動作，再以標記引介目的，當中標記前
一分句的內容是為了使後面分句所談論之目的更容易實現，當前後兩個分句主
語相同時，後一分句傾向省略主語。
（二）標明行為與目的
〔為／為了〕目的，動作
14

由於存留自然齒數與功能性自然齒數之間呈顯著的非常互相關（相關係
數為 0.98），即此二變項有共線性的關係存在，因此為了瞭解影響咀嚼
能力的預測因子，我們把年齡、性別及教育程度分別和存留自然齒數及
功能性自然齒數，在不同的模型中加以互相調整。〔醫學〕
動作〔以／得以／藉以／藉此／俾以／以期／以便／以利／以免／以便
於／以利於〕目的

15

本文嘗試回答兩個問題：一為飲酒過量是否增加醫療利用，二為飲酒過
量所引發相關疾病及交通意外的整體就醫成本多寡，藉此評估政府是否
應開徵酒品健康捐。〔經濟〕

第三類標明話語之間的理據與結論。作者以這類標記表明其後的話語是根
據前述理據所做出的推導性結論，一方面藉由這個標記提示讀者作者正在進行
推理的行為，一方面幫助讀者綜合前述訊息提供的語境線索，得到標記其後所
引介的結論，在論文中常見先呈現理據，再說明結論的論述順序。
（三）標明理據與結論
理據，〔可知／可見／由此可知／由此可見／由此看來／從上可知／從
上可見〕結論
16

由於《子兒》一書的讀後創作是唯一讓幼兒同時創作前後蝴蝶頁，因此
發現有些幼兒在創作中，並非僅以單幅作品創作來思考，而是將兩幅作
品根據故事架構或時間發生的早晚做連結，可見幼兒對近文本的思考已
非停留在創作單一張圖畫裡。〔教育〕

第四類標明話語之間的條件與結果，這類標記多已形成固定的前後搭配關
係，如“如果…就”、“倘若…則”、“假使…便”等，語意上由“如果”、
“除非”引出假設性的前提、條件或情況，而第二分句以“則”、“便”等承
接，表示根據前面的情況可得出後面的結果。由於這些成分的語意可理解為某
種假設性的原因，因此本文將表達這兩種關係的成分也歸到因果標記中，即標
明在某種特定情境之下才成立的結果。
14

（四）標明條件與結果

17

〔若／如果／倘若／假使／假如／只要〕條件，（〔則〕）結果…（就／
即／便）…結果
如果效率市場的假設不成立，則影響房屋使用者成本的政策對房價的影
響力將遠低於房屋使用者成本理論的預測。〔經濟〕
（〔除非〕）條件，（否則）結果

18

豬隻因屠體太大且保鮮困難，除非舉辦盛大的慶典，否則居民通常選擇
出售自家飼養的豬隻，再經由市場交易取得食用所需的豬肉品。〔歷
史〕

三、對比標記
對比標記將前述話語與後續話語的訊息互相比較，突顯相同點或相異點。
在功能上，這種標記透過前後話語的語意衝突，產生強調的效果，也能向讀者
預告後續的話語內容將是作者對先前話語所提出的相反的看法。本研究蒐集的
標記根據所連結的話語對等關係，分為「標明對比關係」與「標明讓步關係」
兩種用法。
第一類「標明對比關係」是對比兩個話語所描述的情境，這兩者沒有孰輕
孰重的區別。這類又可按照標記所形成的定式特質細分小類，如下表的五種定
式。定式 19 的標記與後續話語之間的關係緊密，緊接作者要對比的第二段話語
內容，定式 20 的標記則可獨立使用，後面可使用逗點製造停頓。定式 20 的用
語形式固定，不能自由搭配，因此下表將可用的定式逐一列出。
（一）標明對比關係
前者，〔至於／反觀〕後者
19

20

英國殖民地政府賦予空間的定義和詮釋比較固定，即以華、巫、印等族
群為劃分對象，無論各族人口的比例和數量，均以萊佛市區計畫為標準
藍圖。反觀新加坡政府的空間和土地政策，隨著社會經濟的需要而有所
改變。〔歷史〕
前者，〔反之／反觀之／同樣地／相同地／相反地／相對地／相較之下
／相較起來／相較於此／相較而言／相比之下／相比起來／相比而言／
對比之下／對比起來／對照之下／對照起來／比較之下／比較而言／相
對之下／相對而言／相對於此／相形之下／相形於此／相比較之下／不
同的是／兩者相比〕，後者
在試驗中，為了提供足量的瓜葉與棉蚜，以及供產卵用的瓦楞紙，幾乎
佈滿養蟲罐，可能因而減少了適當的產卵處所，而影響了產卵量及增加
卵被殘殺的機會。相對地，2-6 倍蟲量各處理較無此環境壅塞情況，而
有較正常的產卵量，並且稍多於相對期望的倍量（表四）。〔自然〕
15

前者，（〔而〕）後者…（〔則〕）…後者
21

早期研究如洪麗春（1991）發現防禦型 FDI 對國內就業效果具有負向影
響，而擴張型 FDI 則具有正向效果。〔經濟〕
〔不是／並非〕前者，〔而是〕後者

22

所以可以斷定 P 角增大的原因並非血管硬化所造成，而是因爲血液黏稠
度增加所致，符合痰濕質的血液流動性降低，黏稠度增高的現象。〔醫
學〕
前者，〔而非〕後者

23

也就是說，學生所在的科系場域特性會與學生的生涯興趣互相交織，而
非傳統的生涯興趣六型分類思維。〔教育〕

第二類是標明讓步關係，即前述話語說明符合常理或預期的已知事實，後
續話語則提出意料之外的情況，前後對照之下，強化矛盾或相悖之處，標記如
下表所示。標示已知情況之標記如“即使”、“儘管”等；標示意外情況之標
記如“然而”、“反而”等。下表根據標記所標示的訊息類別分為兩類，定式
24 多已形成固定的前後搭配模式，因此能同時標明前後兩個話語，如“雖然…
但”、“縱使…依然”、“即便…還是”。在這個定式中，三個圓括弧內的標
記都可省略，但至少需保留其中一個。定式 25 只標示後者，如“雖然如此”、
“儘管如此”、“即使如此”。
（二）標明讓步關係

24

（〔雖／雖然／固然／縱然／縱使／儘管／即使／即便〕）前者，（〔但／
然／而／惟／但是／不過／然而〕）後者… （〔卻／仍／也／尚／則／
仍然／依然／還是／反而〕）…後者
雖然中南部平原地區的豪雨可因颱風環流與外圍西南氣流的作用所導致
（Chien et al., 2008, Lee et al., 2008），但西行颱風過山後雨帶是否重建，
與西半部平地豪雨的發生有更直接的關聯。〔自然〕
前者，〔雖然如此／儘管如此／即使如此／即便如此〕後者

25

過去研究發現包括了封面、封底、前後蝴蝶頁、書名頁、版權頁等頁面
的近文本，經常有豐富的文學及美學意涵，值得讀者閱讀與詮釋，然而
近文本的閱讀在台灣幼兒園裡卻經常被忽略。因此，本研究從 195 本得
獎台灣圖畫書中，挑選出四本不同類型近文本設計的圖畫書，與十位大
班幼兒共讀。〔教育〕

4.1.2 架構標記
架構標記用以指出文章的序列結構，表示後續話語與前述話語在行文組織
上的關聯，如話題的開展、進程、結束等佈局線索，也能賦予話語行為明確的
階級關係，釐清主與次、總與分、領與屬，提供文本整體或局部的結構訊息。
16

本研究從論文中蒐集的架構標記，依據其標示的訊息類型，可分為「標明事件
順序」、「標明言談順序」、「標明言談目標」、「標明言談結論」四種用法。
第一類「標明言談順序」指作者藉由賦予各個命題在時間方面的關連性，
使自己能夠將一系列的相關事件有序地加以展開，同時幫助讀者更快速地掌握
事件的發展脈絡，定式見下表。表中的標記以前述訊息的發生時間為參照點，
為前述與後續話語建立時間關係，使讀者了解連續發展的各個事件在時間軸上
的推進歷程。本文將論文中體現這種順序關係的定式歸納為下表七種，可分為
四類，定式 26 到 28 標示事件一，29 與 30 標示事件二，31 標示事件三，32 標
示同一時段內發生的兩個事件。表中的事件一、事件二、事件三用來表示事件
的前後相對關係，不限定只能出現三項。
（一）標明事件順序
〔首先／最初／起初／初期／一開始／剛開始〕事件一，事件二
26

第一回合德術懷問卷發放後，二週內未回覆者，則進行問卷催收工作。
首先，以 e-mail 信件通知，若再未回覆者，由研究者親自以電話聯繫
之。〔教育〕
事件一…〔先／先行／率先〕…事件一，事件二

27

至於解讀工作的進行，首先用電腦輸入日記全文、標點，解讀時先由每
個月 1 或 2 人負責校對，並做人、時、地、事物與情境背景的解說，
之後於解讀班進行校訂、確認與補充，再由助理加以整理，經主持人確
認後成為定稿。〔歷史〕
在 事件一〔前／後／之前／之後〕，事件二

28

在分析討論模擬結果之前，我們先於 4.2.1 節介紹 LPIO 模型作為最適
配置之依據準則。〔經濟〕
事件一，〔接著／然後／以後／之後／此後／隨後／而後／其後／接下
來／緊接著〕事件二

29

自近代以來，西方哲學及自然科學的發展，極大地改變了人們的思想觀
念，歷史學也在此影響下走上科學化之路。先是 18 世紀歷史哲學的興
起，依據理性原則和進步觀念，試圖構築人類歷史的連續性給予普遍解
釋。隨後是 19 世紀專業歷史學的確立，崇尚史料考訂和「據事直書」
的客觀主義精神。〔歷史〕
事件一，事件二…〔再／進而／繼而／繼以／進一步〕…事件二

30

總結以上，患者因素體脾氣不足，平時飲食失節加重損傷脾胃，而此次
因服用苦寒藥後再損傷脾胃陽氣而泄瀉，復再使用澀腸藥物導致大腸傳
導阻滯、胃氣失和。〔醫學〕
事件一，事件二，〔最後／最終〕事件三

31

研究者於完成策略指標初稿後，即進行德懷術調查活動。前後共進行三
回合德懷術問卷調查，最後在專家群達到共識下停止施測。〔教育〕
17

事件一，〔同時／這時／此時／同時間／同一時間／同一時期／與之同
時／在此當中〕事件一
32

在一致性方面，所得四分位差皆小（等）於.5，標準差均小於 1，同時
專家群亦無提供額外之書面建議資料，從上述資料判斷專家群意見在此
構面已達共識。〔教育〕

第二類「標明言談階段」指作者以特定思維組織各個命題訊息，並以此標
記表明正在陳述的話語與其上下文的結構關係，在論文中共有十種表達定式，
如下表，可再分為以下兩小類。
第一小類為定式 33 至 38，能突顯前後話語的階級關係，作者先總述某段
話語的主旨，再於後一分句的句首以標記逐一列舉分述的話語。其中 33 與 34
標示言談一，35 與 36 標示言談二、37 標示言談三、38 則分別標示言談一、
二、三，也可使用數字編號，常見的方式如（一）、（二）、（三）、(1)、(2)、(3)
等，下表中未列出所有的編號形式。定式 33 至 38 的「言談一」在長度上沒有
限定，短為一段話語，長則可能包含好幾段話語，這些用法允許作者按照某種
順序條列性質相同的各個事件，同時展現這些事件彼此的層級關係，表示作者
積極管理言談邏輯，達到減輕閱讀負擔的效果。
另一小類則是下表的 39 至 42，用來標示話題的轉換，在論文中作者傾向
先以這種標記引出名詞性成分的言談主題，再於後一分句引介關於這個主題的
言談內容。其中定式 39 的標記後面接續完整的主題，而定式 40 至 42 則將主題
置於標記中。定式 39 至 42 的功能是幫助作者挑出既有話題中值得進一步闡述
的部分，並從中加以深入說明。
（二）標明言談順序
〔首先／一開始〕言談一，言談二
33

本節首先從生產經濟觀點，建構國際化與國內就業之理論基礎，並據以
建構實證模型、推估方法及變數考量。〔經濟〕
言談一… 先 …言談一，言談二

34

為釐清各變數之內容，先在 3.1 小節定義主要變數及控制變數，並在
3.2 小節說明本研究所使用之各變數的資料來源及基本統計特性。〔經
濟〕
言談一，〔其次／再者／接著／然後／接下來／承上所述〕言談二

35

在評估建立資料庫時，取得記主嫡系子孫的同意為首要之務；其次是解
讀者的授權，第三是出版單位的同意。〔歷史〕
言談二…〔再／繼以／繼而／進一步〕…言談二

36

本文分析之閃電資料為臺灣電力公司所設置的 TLDS 觀測資料，此系統
由地面偵測到電磁脈衝現象後，再透過 TOA（Time of Arriving）法決定
閃電發生位置。〔自然〕
18

言談二，〔最後／最終〕言談三
37

在此，首先說明本研究設計，其次則是研究工具與進程，最後再說明研
究資料之分析。〔教育〕
〔第一／其一／一來／一是〕言談一 ，〔第二／其二／二來／二是〕
言談二，〔第三／其三／三來／三是〕言談三

38

菸酒稅與健康福利捐之差異大致上分為三點：第一，稅較具有獨立性與
長期性，捐則較屬於附加性與臨時性。第二，兩者在法律上調整機制有
所不同。第三，由於菸酒健康捐的開徵乃為一特定目的財源的籌措，故
其收入之運用亦必須與其特定目的有關。〔經濟〕
〔至於／對於／針對／關於／有關／談到／論及／談及〕言談主題，
言談內容

39

在問卷發放對象方面，係以教育部（2013）「大專校院概況」表中所列
之大學 120 所（其中 73 所為私立）、獨立學院 28 所（其中 24 所為私
立），共計 148 所高等教育機構為對象，進行問卷調查活動；至於專科
學校部分，由於其學生對體制與四年制的大學（學院）有較大歧異，故
不列入本次調查之列。〔教育〕
〔在／於〕言談主題〔層面／部分／方面／面向〕，言談內容

40

其中男性纖維肌痛症盛行率爲 4.4%與 5.8%，皆顯著性低於女性 8.3%與
13.0%，在年齡別方面，以 65-74 歲最高，爲 7.8%與 9.5 %，其次爲 50
至 65 間。〔醫學〕
〔從／就／對／對於／針對〕言談主題〔而言／來說〕，言談內容

41

就帝國主義這個主題而言，陳重生以在場的經驗屢屢警示此點，告訴讀
者西藏已成為英國囊中物，而英人又通過密布的教會對西康進行滲透。
〔歷史〕
〔從／就／針對〕言談主題〔來看／觀之〕，言談內容

42

但從實際結果來看，科學化歷史往往既與一般意義上的科學知識相去甚
遠，也很大程度上使歷史這門學問失去了其固有的人文特質。〔歷史〕

第三類「標明言談目標」用來宣告發話目的，在學術論文中，作者只使用
這種標記表明論文的研究目的，包含三種定式，如下表。這類標記明確引介論
文主旨，提醒讀者注意接下來的言談內容，也能幫助讀者辨識中心思想。
（三）標明言談目標

43

〔本研究／本文／本章／本節／這一章／這一節／這Ｘ章／這Ｘ節／本
論文／本篇論文／這本論文／這篇論文〕（〔欲／將／擬／試圖〕）〔探討
／探究／分析／討論／論述／檢視／說明／了解〕言談目標
本文探討上證指數、恆生國企股指數與恆生國企股期貨指數之間在次級
房貸事件與金融海嘯期間波動性與相關性行程的變動過程。〔經濟〕
19

〔本研究／本文／本章／本節／這一章／這一節／這Ｘ章／這Ｘ節／本
論文／本篇論文／這本論文／這篇論文〕旨在 言談目標
44

45

本文旨在評估成蟲期集體飼養效果，以充分供應食餌而暫不討論食餌因
子的干擾，僅從雌雄性比例與飼育密度兩方面來探討，期能在錨紋瓢蟲
成蟲的集體飼育技術提供可參考之方法。〔自然〕
〔本研究／本文／本章／本節／這一章／這一節／這Ｘ章／這Ｘ節／本
論文／本篇論文／這本論文／這篇論文〕（〔之／的〕）（主要）〔目的／
目標〕〔是／在於〕言談目標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中老年人存留自然齒的數量及其功能性與咀嚼能
力之相關性。〔醫學〕

第四類「標明言談結論」指作者根據前述話語的內容推導結論，並於下一
分句的句首運用此標記加以呈現，體現這種用法的定式共三種，如下表。定式
46 與 47 的兩個方括弧成分可前後自由搭配，但定式 48 不能自由組合。這類標
記的功能是幫助作者綜合並重申前述各段話語的重要訊息，以強化某種觀點的
說服力，同時協助讀者擷取段落重點，強化篇章的整體意義。
（四）標明言談結論
〔綜觀／總結／綜合／綜覽〕〔以上／上述／以上所述〕，言談結論
46

47

總結上述文獻，可知多數文獻均是著重於毛豬價格的預測及不同市場間
資訊傳遞的探討，鮮少就農業政策的實施對於毛豬市場產生之影響效果
進行探討。〔經濟〕
〔大致／整體／總體／大體／總括／綜合〕〔而言／而論／來說／來看
／看來〕，言談結論
整體而言，前 10 名與最後 10 名成員的雨量分布和極值呈現鮮明的差
異。〔自然〕
〔總之／綜言之／總而言之／綜上所述／大體而言／大體而論〕，言談
結論

48

總而言之，此類研究在營利性組織中，發展時間悠久，在教育界受到的
重視和時間，相較較少、較短，因此，未來研究可以此為基礎，進行不
同屬性與類別的行銷研究。〔教育〕

4.1.3 照應標記
照應標記是指向論文內部某一部分話語的語言機制，作者以此指引讀者注
意論文的特定訊息，促使當前話語及其前後話語的內容產生聯繫。照應標記的
功能是允許作者指示讀者關注某段話語，藉此操控讀者接收與理解訊息的次
序，也能強化語篇的緊密性。論文中的照應標記可根據訊息的指涉方向區分為
「指向前述訊息」
、「指向當前訊息」、「指向後續訊息」、「指向固定訊息」。前三
20

類屬於指示語，指涉對象依上下文的語境而異，而第四類屬於非指示語，也就
是不論發話語境，都指涉到特定對象。以上四類的定式依序如下所示，照應標
記內含的名詞，如定式 51 的“步驟”、“階段”等隨語境而異，在下表中只列
舉常見的名詞。
（一）指向前述訊息
前〔面／者／文／述〕
49

由於前者就業效果大於後者就業效果，整體而言產生顯著正向影響。
〔經濟〕
上〔表／圖／例／文／列／述〕

50

上述現象顯示，開港通商對臺北的影響已非單純的增加茶葉、煤炭等商
品的出口而已，它涉及整個北部農業生產體系的變遷，及民眾日常生活
消費活動的發展。〔歷史〕
〔該／上一／前一〕〔段／節／小節／步驟／階段〕

51

前一節由 8 月 29 日 0000 UTC 的單一個案展示和說明回波辨識的排序
結果。〔自然〕
〔以／如〕上

52

無論交尾對成蟲壽命的影響如何，以上研究結果多認為多次交尾有利於
產卵量。〔自然〕

（二）指向當前訊息
53

〔這／此／這裡／此處〕
「官」在這裡的解釋應具有下列意涵。〔歷史〕
〔此／本／該／這／這一〕〔段／節／小節／步驟／階段／結果〕

54

本節首先從生產經濟觀點，建構國際化與國內就業之理論基礎，並據以
建構實證模型、推估方法及變數考量。〔經濟〕
〔此／本／左／右〕〔表／圖／例／列〕

55

另此圖中也顯示無地形存在實驗（OC；圖 13b, d）之對流，其對流與
回波中心出現位置皆較地形存在的實驗更靠近颱風內核區。〔自然〕
〔其／其中〕

56

一般成年女性高於年男性一至六倍，其中隨年齡增加纖維肌痛症的盛行
率也增加，至 65 歲後則有下降趨勢。〔醫學〕

（三）指向後續訊息
〔後者〕
57

前者是指蝴蝶頁的內容與出版、系列、作者、獻詞、致謝、藏書等訊息
有關；後者則是與故事內容有關，如指涉故事中的角色、地點、主題、
作為前言與結語、呈現插曲等。〔教育〕
21

下〔表／圖／例／文／列〕
58

59

但因豬隻免稅，通常是小型帆船從產地附近的小港口直接載運出口（參
見下文）。〔歷史〕
〔下一〕〔段／節／小節／步驟／階段〕
（本研究語料中未出現，但與定式 51 用法相同，因此新增這個定式）
〔以／如〕下

60

以下將針對本研究結果進行相關討論並提出具體建議，作為此評量系統
使用者及未來研究之參考。〔教育〕

（四）指向固定訊息
〔第〕編號〔段／章／節／小節／步驟／階段〕
61

如第二節所述，圖 5 之觀測雨量是由各個案分析期間皆有雨量觀測之地
面站，經 Cressman 法(Cressman 1959)內插至水平解析度 3 公里網格所繪
製。〔自然〕
〔圖／表／附錄／步驟／階段〕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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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同時比較 Bonferroni 法、Holm 逐步向下分析法及 Hochberg 逐步向
上分析法的檢定結果。〔醫學〕

4.1.4 示證標記
示證標記標示某段話語的發話來源，也就是出自何人之觀點，在學術論文
中能幫助作者在個人的論述中納入他人的看法，並區隔個人與他人的成果。學
術論文透過與現存的文獻相互比較來修正或建構某個論點，示證標記於其中的
功能是為作者的論述提供可信的證明，並展現作者對相關領域的熟悉及對學術
傳統的尊重，以此提升讀者的認同感，進而建構作者的專業身分。包含示證標
記的話語涉及兩種訊息成分，一種表示學者，即訊息來源；另一種表示觀點，
即訊息內容。示證標記若出現於文獻的觀點之前，屬於偏重引用學者；若出現
於文獻的觀點之後，屬於偏重引用觀點，本文據此將示證標記分為「標明引用
學者」、「標明引用觀點」兩類。
第一類「標明引用學者」的表達定式有兩種，如下表。定式 63 是在文獻作
者及出版年份之後使用示證標記，如“主張”、“指出”、“表示”等，引介
該文獻的研究成果，這類動詞數量眾多，下表只列舉常見用法，並未窮舉。而
定式 64 是透過介詞如“按”、“據”、“根據”等引介文獻來源，後面再說明
文獻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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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明引用學者

63

文獻作者（文獻年份）〔說明／說道／評述／認為／指出／提出／提及
／提到／主張／聲稱／宣稱／表示／表明／明言／闡明／推測／推論／
強調／證實／證明／發現〕文獻觀點
Wakimoto (1982)認為陣風鋒面(GUST FRONT) 經過測站，常帶來氣壓
上升和氣溫下降、風向突變以及風速突增的現象。〔自然〕

64

〔如／按／據／誠如／根據／依據〕文獻作者（文獻年份）〔所言／所
示／所說／所述／所載／記載／記錄／所說的／所論及的／所提出的／
所指出的／所形容的／所發現的〕，文獻觀點
誠如王政的研究（1999）所指出，對當時的知識分子而言，婦女解放是
手段而非目的，他們真正的關懷在於民族主義。〔歷史〕

第二類「標明引用觀點」是將作者與出版年代放入圓括弧內，置於整個觀
點之後，以突出文獻的觀點，表達定式包括下表兩種，定式 65 直接呈現引述的
觀點，而定式 66 則在分句開頭運用能概括訊息來源的話語，如“文獻指出”、
“過去研究發現”等，總述文獻觀點。
（二）標明引用觀點
65

66

文獻觀點（文獻作者，文獻年份）
情緒是一種防衛自己信念或目的的模式（Starkey, 2008）。〔教育〕
〔文獻／學者／前人／前人研究／過去研究〕〔認為／指出／提出／提
及／提到／主張／表示／顯示／推測／推論／強調／證實／證明／發
現〕文獻觀點（文獻作者，文獻年份）
文獻指出近五成交通意外事故肇因於酒駕（Ezzati and Lopez, 2003;
Fillmore et al., 1998; Grossman, 2000），故估算飲酒產生的外部成本，
亦應考量酒駕交通事故而產生的醫療成本。〔經濟〕

4.1.5 註解標記
註解標記是在原有訊息之外加入另一訊息，使後續話語成為前述話語的解
釋性成分。作者以此標記讓讀者知道後續話語是針對前述訊息所提供的定義、
例證或說明，以增進讀者對訊息內容的了解，減少讀者為解讀訊息而須付出的
努力，從而透露作者對於讀者閱讀感受之重視。論文中的註解標記在形式上相
對固定，結構也相對完整，因此靈活性強，可較為自由地插入於話語之間。本
研究依據註解標記所引介的訊息類型，將之區分為「標明界定概念」、「標明列
舉範例」、「標明其他說法」三種類型。
第一類是「標明界定概念」是指利用後續訊息來界定前述訊息。作者憑藉
個人的知識對前述話語的意義做出簡要且準確的陳述，使之與後續話語處於同
義或同指狀態，這類的搭配形式固定且有限，常以“所謂（的）”引介作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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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的詞語，再以“指”、“意即”、“意指”等標記闡述該概念的意義，而
其中用來標示界定詞語的“所謂（的）”可省略。在論文中達成這個功能的定
式包括兩種，如下表，定式 67 先呈現術語，再說明意義；定式 68 則先說明意
義，再呈現術語。
（一）標明界定概念

67

（〔所謂／所謂的〕）術語〔是／為／即／指／表／就是／即是／即為／
亦即／表示／是指／係指／意指／意謂／意味／指的是／相當於／也就
是／可定義為／可界定為〕定義
「地方鄉紳」泛指掌握財力、權力、名聲等有利於發揮影響力，在特定
的區域範圍內左右地方人士想法和行為的人，而所謂的「地方」指的是
遠離政治中心或不在政權直轄範圍內的地域。〔歷史〕
定義〔是／為／即／就是／即是／即為／亦即／可謂／稱為／就稱為／
即稱為〕（〔所謂／所謂的〕）術語

68

當我們固定項鍊的兩端，在重力作用之下項鍊會自然下垂，此時，項鍊
所 形 成 的 曲 線 方 程 式 就 是 著名 的 「 懸 鍊 線 問 題 」 (the hanging chain
problem)。〔經濟〕

第二類「標明列舉範例」是為前述訊息提供事例，這類標記允許作者將一
個概括的訊息與具體的事例相互連接。作者由前述訊息所涵蓋的範圍中列舉一
個成員，並仰賴標記引介這個成員，以便闡述適用於整體的共通原則，論文中
表達這種功能的定式可按照用法分為四種，如下表。
（二）標明列舉範例
〔如／例如／如同／諸如／包括／包含／舉例來說／舉例而言〕範例
69

進一步檢視價格策略的指標內容，在六項指標中，多為目前學校已經實
踐的項目，例如：設有獎助學金、收費標準的公開明確等，實際成效性
高於其他策略構面的表現狀況。〔教育〕
〔如／如同／諸如〕〔上述／前述〕

70

基於此，酒品是否該如同菸品課徵健康福利捐值得深入探討。〔經濟〕
例：雖如上述，已有不少年輕學子利用日記撰寫其博、碩士論文，但研
究體系和大學院校能持續關注日記資料的研究者並不多。〔歷史〕
如〔上／下／前／以上／以下／範例〕〔所述／所示〕

71

如前所述，在《傷寒論》中，麻黃附子細辛湯證的基本病機是心腎陽
虛，復感寒邪，表裡同病。〔醫學〕
以 範例 為例

72

以道教徒為例，他們不但為國家「產生」道觀，還積極地將道觀從整個
社會區隔開來，形成獨立自主、自成一格的「異質空間」。〔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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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類是標明其他說法，指作者根據前述訊息的基本意義，以另一種說法
再次加以說明。作者在想要進一步闡釋的訊息之後，使用這類標記引介自己對
訊息的解釋，這個作法能將抽象難懂的概念轉換為具體易懂的描述，一方面提
示讀者標記的後續內容是作者個人對訊息的解讀方式，一方面也確保讀者以作
者設想的方式理解語篇。達成這個功能的定式有下表兩種，定式 73 先呈現一種
說法，接著以標記引介相似的第二種說法；定式 74 則將第二種說法置於圓括弧
中。相較之下，定式 73 的第二種說法透過獨立的話語來表達，訊息的重要性較
高，而定式 74 的第二種說法則屬於補述成分，訊息的重要性較低。
（三）標明其他說法
一種說法，〔亦即／換言之／易言之／簡言之／要言之／也就是說／換
句話說／換而言之／簡而言之／具體而言／具體地說／具體來說／具體
言之／簡單而言／簡單地說／簡單來說〕其他說法
73

就牙醫學的觀點而言，有功能的存留自然齒數愈多，愈能分散每一顆存
留自然齒的咬合壓力，這對於存留白然齒數的維持是極為重要的，換言
之，要保有越多的存留自然齒數，功能性自然齒數的維持是必須的。
〔醫學〕
一種說法（其他說法）

74

該情形提醒我們在實施 0-6 歲兒童口腔衛生教育時，除了父親母親之
外，應將主要照顧者（包括祖父母、 褓母、外籍看護...）涵括在內。
〔醫學〕

4.2 互動式後設論述的特徵
交互式後設論述包含模糊、強調、態度、自稱、參與，這五類標記皆出現
於學術論文中，以下分述各類標記的形式與功能特徵。
4.2.1 模糊標記
模糊標記是能弱化、緩和作者對命題內容確信程度的語言機制，在語篇中
標示某段訊息的內容出自於作者個人的主觀判斷，其真實性不見得與客觀事實
相符。在功能方面，模糊標記透露作者論證時的委婉及開放態度，有助於建構
自謙、謹慎的學術身分，從而增加讀者與其進行良性互動的意願。本研究從論
文語料中蒐集的模糊標記可分為「標明程度變動」、「標明程度緩和」兩類。
第一類「標明程度變動」指能修正或限制話語意義的標記，給原話語確立
一個可以改變的空間，這種變動屬於程度方面的變動，也就是限制話語變動程
度的標記。這類標記能展現作者對話語真實性的估量，也讓讀者理解訊息內容
貼近真實情況的程度，如作者可透過“幾乎”表述接近正確，卻又無法完全肯
定的情況，能體現話語的客觀性，幫助傳達作者對話語的保留態度。這類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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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根據在話語中的出現位置分為下表兩類，定式 75 的標記出現於句中，定式
76 的標記可出現於句首或句中。
（一）標明程度變動
〔幾乎／不完全／差不多／或多或少〕
75

由 3 小時累積雨量超過 50mm 的定量降水機率結果顯示，WEPS 呈現
機率在 0%以上的區域幾乎涵蓋整個臺灣西半部（圖 12d）。〔自然〕
〔在一定程度上／在某種程度上／就某種程度而言〕

76

不僅「喇嘛教」沾染性的問題，西康的歷史也在某種程度上呈現出情色
化的一面。〔歷史〕

第二類「標明程度緩和」的修飾範圍涵蓋整個命題，用以緩和話語的肯定
語氣，表現作者持猶疑態度。這類標記的使用暗示讀者訊息內容的真實性是出
自作者的主觀臆測，表明作者語帶保留，承認所言僅為合宜推論，而非既定事
實，容許異議的可能性，也就是允許作者針對討論內容提出合理猜測，同時讓
讀者了解這段話語出於作者基於有限知識的判斷。這類標記同樣可根據在話語
中的出現位置分為下表兩類，定式 77 的標記出現於句中，定式 78 的標記可出
現於句首或句中。
（二）標明程度緩和
〔可／應／宜／似／儼然／未必／不一定／不必然／可說是／有機會〕
77

78

因此，台灣金融市場的共同因子並不必然等同於能代表金融市場寬鬆緊
縮的金融情勢指數。〔經濟〕
〔應當／可能／恐怕／或許／也許／似乎／看似／好像／說不定／不見
得／有可能／一般來說〕
也許從氣壓和氣壓梯度改以每秒跳動，就有可能在颱風暴風圈接近階段
及時反應風切現象之發生。〔自然〕

4.2.2 強調標記
與模糊標記相反，強調標記是能顯現、增強作者對命題內容確信程度的語
言機制。當作者認為某個命題相當重要，並對其真實性深具有信心，也就是能
以這種標記來表達自己相信該命題為真的意念，摒除讀者的相異觀點。在功能
上，強調標記的使用透露作者意識到不同立場的存在，但仍選擇以高度確信的
語氣縮小立場差異，抑制與其相對、矛盾甚至衝突的觀點，建立作者權威的學
術身分。本研究的強調標記可分為「標明程度真偽」、「標明程度加強」兩類。
第一類「標明程度真偽」表示命題已成立，但作者仍正面加強對命題成立
的保證程度。這類標記同樣可分為兩類，定式 79 的標記出現於句中，定式 80
的標記可出現於句首或句中。這類用法能加深讀者對命題內容的印象，如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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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79 的範例中，作者敘述研究方法的創新性時，以“確實”加重正確的程度，
藉此說服讀者，確立自身的研究價值。
（一）標明程度真偽
〔真／確／實／真的／真正／確定／確實／的確〕
79

由此可知，極小化 Student-t 風險值與極小化 Student-t 條件風險值避險法
的表現確實優於其他研究方法。〔經濟〕
〔顯然／顯見〕

80

若改以跳動超過 2σ，則未能完全偵測到飛行員有風切報告部分，顯見
以超過 1σ為標準來偵測低空風切為佳。〔自然〕

第二類「標明程度加強」表示作者依照個人的主觀判斷，傳達對命題內容
為真的肯定程度，然而，這種用法本身仍暗示作者只以有限的知識提出保證，
因此仍不表示命題為真，如在定式 81 的範例中，作者雖以“勢必”表明強烈的
必然性，但仍無法確定其真實性。這類標記同樣可分為兩類出現於句中或可出
現於句首兩類，分別如定式 81 與 82 所示。
（二）標明程度加強
〔絕／絕對／一定／必定／必然／勢必／無疑／簡直／甚至／莫過於〕
81

面對如此倍增的臺灣老年人口，使得國民的老人口腔保健醫療，勢必成
為未來政府必然要嚴肅以對的課題。〔醫學〕
〔當然／想當然〕

82

當然在閱讀前已有部分幼兒能回答近文本圖像上的內容是與故事相關
的，但仍有幼兒認為近文本的內容「又不是故事」。〔教育〕

4.2.3 態度標記
態度標記表現作者主觀上對已認定為既定事實的命題所抱持的情意態度，
例如對其感到惋惜、有趣、驚訝、意外、無奈等，能清楚顯露作者對此事實的
心理趨向。在功能上，態度標記能使作者的主觀意向得到顯現及傳達，進而左
右讀者對於所述事件的解讀方式。本研究從論文語料中蒐集的態度標記可分為
「標明作者預期」、「標明作者喜好」兩類。
第一類「標明作者預期」用來表明作者的預期與事實的相符與否。這種用
法是先由作者建構某種情境或敘述某個事件，再根據經驗或常理表達自身的評
價，可按照出現位置分為以下兩類，定式 83 的標記出現於句首或句中的狀語位
置，定式 84 的標記出現於謂語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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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標明作者預期
〔竟／竟然／居然／甚至／沒想到〕
83

毛奇齡稱戴氏與吳錫為孝女配聖童，沒想到這位文人的妻子，最後竟然
以貞烈死。他並歌詠這對夫妻生於同年，死於同年同穴，朝夕相隨，永
不分離。〔歷史〕
〔特別／矛盾／意外／驚訝〕（的是）

84

這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即使是飛機資料，由於儀器的限制及資料誤
差，亦無法完整觀測到颱風的每層結構。〔自然〕

第二類「標明作者喜好」涉及個人的主觀好惡，作者將命題內容與自身喜
好對比後給予評價，例如“有趣”表達與自身喜好相同的情況，“可惜”表達
與個人喜好相悖的情況，定式如下表。其中定式 86 後接的動詞多樣，在下表中
只列出較為常見的動詞；定式 87 則多用來表達作者對研究成果的期許。
（二）標明作者喜好
〔有趣／可惜／重要／無奈／遺憾／不容忽視〕（的是）
85

86

各肉品市場決定商供數字的過程是否一致，其中部分數據並未由主管機
關記載實屬可惜。〔經濟〕
〔值得／必須〕〔一提／提到／注意／留意／重視／指出／研究／探討
／探究／討論／說明／參考〕（的是）
值得一提的是，由於臺灣與中國大陸經濟的特殊性，近年有不少中英文
文獻，探討臺灣企業國際化對於臺灣勞動市場的影響。〔經濟〕
〔希望／盼望／期望／期待〕

87

本研究希望能發展「課程地圖」（curriculum map）並描繪不同的生涯路
徑，便於學生選課組合或以更具有彈性的規劃自己的未來生涯發展。
（教育）

4.2.4 自稱標記
自稱標記是語篇中指稱作者以標示自身存在的語言機制，作者透過這種標
記表明自己是後續動作的發起者，如方法的執行者、結果的評論者、知識的傳
遞者等。在功能上，自稱標記明示作者當前或即將展開的行動，幫助展露個人
的思維型態或行為模式，以此建構特定的學術形象。本文將論文語料中的自稱
標記分為「直接指稱作者」、「間接指稱作者」兩種類型。
第一類「直接指稱作者」指的是“我”、“我們”（排他用法，不包含讀
者）、“研究者”這類標記，能幫助作者表露個人的觀點或意向，表明自己是所
述見解的發起者，使自己於論文中的形象更為清晰鮮明，同時提醒讀者注意作
者的立場。下表只列出各學科通用的自稱標記，不包含特定學科色彩濃厚的用
法，如人文學科使用的“吾人”等。
28

（一）直接指稱作者
〔我／我們／筆者／作者／本人／研究者〕
88

因此為了瞭解影響咀嚼能力的預測因子，我們把年齡、性別及教育程度
分別和存留自然齒數及功能性自然齒數，在不同的模型中加以互相調
整。〔醫學〕

第二類「間接指稱作者」是指運用共用代詞（communal pronoun）來代表
作者，標記如下表。不論何種學科，使用頻率最高的都是“本研究”，其次為
“本文”與“我們”。這類標記以論文、研究、實驗等詞語指涉作者本身，代
表作者進行某種行為或表明某些想法，藉此隱匿作者個性，表現中性、客觀、
非個人的言談特徵，能彰顯研究的非人性特點，滿足學術社群對研究科學化的
要求。例如，在定式 89 中，作者使用“本研究”來排除影響研究方法可信度的
人為因素，以獲得讀者更高程度的認同。
（二）間接指稱作者
〔本／此〕〔文／文章／論文／報告／研究／實驗／實驗室〕
89

本研究相信對此假定做檢證，將可更豐富教育階層化的研究成果，有其
重要價值。〔經濟〕
〔本／此／這／這一〕量詞〔文章／論文／報告／研究／實驗〕

90

此次研究由於將三位醫師診斷不一者排除在外，故各組的樣本數並不相
同。〔醫學〕
〔本／此／這／這一〕〔節／次〕

91

本節首先從生產經濟觀點，建構國際化與國內就業之理論基礎，並據以
建構實證模型、推估方法及變數考量。〔經濟〕
〔文／研究〕中

92

文中除了論述臺灣養豬事業與豬肉消費的特色外，更將對 1881-1900 年
代存在於臺灣北部的生豬進口現象，提出合理解釋。〔歷史〕

4.2.5 參與標記
參與標記用來直接或間接指涉讀者，藉此誘發讀者關注，進而願意介入文
本，包括在思想或行為上產生積極反饋，如激起興趣、引發關切、集中焦點、
刺激思考、採取作法等，使讀者與作者對文本內容展開同步的思維與行動，促
成作者、讀者、文本的三方互動。在功能上，參與標記透露作者察覺讀者的存
在，促使讀者回應作者藉由語篇所要表達的觀點，從而建立兩者的互動關係。
本研究從論文語料中蒐集的參與標記可細分為「標明給予指令」、「標明提出疑
問」兩種用法。
29

第一類「標明給予指令」指作者運用祈使句式，藉由給予讀者某種指令或
建議，促使讀者進行該項動作，達到引起讀者反應之目的，如下表所示，定式
93 與 94 的差異在於只有前者可由“請”引介。
（一）標明給予指令
93
94

（請）〔見／看／參／參見／參看／參閱／參照／參酌〕
以下稱大天后宮，參見圖一。〔歷史〕
詳〔見／參〕
相關變數之定義詳見表 2。〔經濟〕

第二類「標明提出疑問」指作者向讀者提問，論文語料中出現的問句類型
包含特指問句、正反問句及選擇問句，並未出現以語尾助詞“嗎”結尾的是非
問句。以上三種用法依序如下表的定式 96 至 97 所示，這些用法將作者獨白的
單向論述轉化為包含問與答的雙向對談結構，讀者的溝通角色也從被動的讀者
轉為主動的會話參與者，形成互動式言談。例如，定式 96 範例中的“是否”一
方面幫助作者限定研究範圍及宣告研究重點，一方面也邀請讀者進入對話，表
露知識建構過程的協商氣氛。
（二）標明提出疑問
〔何／如何／怎麼／什麼／為何／何以／哪些／為什麼〕
95

常造成台灣大範圍、強降雨之颱風環流系統在氣候變遷影響下，將如何
改變台灣降雨分佈？〔歷史〕
〔是否／能否／可否／是不是／能不能／會不會／有沒有〕

96

攜手計畫實施時，教師在數學補救課程規劃與教學實施上，是否和文獻
的主張一致？〔教育〕
〔還是／或是／或者／抑或〕

97

一旦出現都造成社會大眾極大的恐慌。但事件的本身是否真如在媒體看
到的這般嚴重？還是民眾平常真的太過缺乏警覺？〔醫學〕

5 研究結論
本研究的結果顯示，後設論述為漢語學術論文的重要成分，讓作者能達成
語篇銜接與人際互動的多元功能，這些功能都形成固定的表達公式，以連接與
架構標記最豐富。本研究歸納所有後設論述標記的形式與功能對應關係，為漢
語學術論文建立一套通用的後設論述系統。研究結果對漢語語篇層次的研究與
教學都有所啟發。在語篇研究方面，本研究描繪漢語學術論文的語篇機制，有
助於學術領域了解學術社群的溝通文化，可擴大語言研究的視野。在語篇教學
方面，本研究完整呈現後設論述的運用定式，為漢語學習者歸納有效的溝通策
略，可作為學術寫作教材的設計參考，開創語言研究的實務價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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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與會經過
承蒙科技部補助會議註冊費、生活費及交通費等，讓本人順利前往美國波士頓，
參加 2019 年 7 月 29 日至 2019 年 8 月 2 日舉行之國際盛會 WEI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 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東西研究機構人文社會科學國際學術會
議）（網站：https://www.westeastinstitute.com/conferences/）。本人從今年度執行的研究
計畫成果中選擇與社會科學領域密切相關的研究結果，於這個研討會的口頭報告場次
中發表，論文的題目是 A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of epistemic markers in Chinese research
articles（漢語研究論文中認知標記的學科對比研究）。
這個會議的主辦單位是 The West East Institute（東西研究機構），是全球性的學術
單位，於 2012 年成立，宗旨是傳播教育、人類、社會、商務、經濟、財金領域的最新
研究成果。這個機構發行 West East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東西社會科學期刊）與

1

Journal of WEI Business and Economics（東西研究機構商務與經濟期刊）兩本刊物，以
刊登優質的學術論文而聞名，每年贊助國際研討會的舉行，分為「教育、人文、社會
科學」與「商務、經濟、財金管理」兩大類，為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提供分享研究成
果的國際性平台。歷年來研討會的特色是與會者來自世界各地，每次平均有二十幾個
國家的學者與同好前來參與，展現多元文化、種族、信仰之間的交流，也能夠促進跨
國合作，拓展人際網絡，造福全球的學術社群。
在這次會議中，主辦單位按照學科領域安排發表場次，提供與會者系統化及多元
化的研討主題。本人今年度的計畫探討漢語學術社群的語篇現象，關注社會與語言之
間的互動，因此這次參加以社會科學為主題的會議，除了發表個人的研究結果，也觀
摩其他學者的研究方法與研究結論。這個主題共分為七個口頭發表的場次，每個場次
大約包含七至八篇論文，發表者來自美洲、歐洲、亞洲等不同國家。主辦單位為各個
場次安排充裕的發表時間，讓每位發表者在介紹完自己的研究之後，都能有個別的時
間接受提問及交換意見。此外，不同於一般會議使用的開會式傳統橫排桌椅，這次會
場裡所擺設的是數張大圓桌，讓與會者環繞著圓桌面對面坐著，這種空間安排方便與
會者互相交流，也展現學術聚會的溫馨氣氛。
本人發表的論文探討漢語認知標記在不同學科論文中的使用趨勢。本文將學術社
群界定為以獲取與傳播專業知識為目的所形成的群體，基於共通的語言模式與語言活
動，建立所屬成員的身份，並達成人際溝通的目標。文獻已探究英語的學術社群如何
根據語境因素選擇語言策略，其中廣泛討論的是學科因素的作用，學界的共識是人文
科學的論文比自然科學使用更多語篇標記，但至今仍缺乏漢語的相關論證。因此，本
文比較漢語不同學科的論文如何運用表達認知情態的語篇標記，以尋找學術社群對學
科因素的規範，並歸納漢語學術寫作的教學重點。
本文的研究語料取自臺灣出版的期刊收錄的論文四十篇，其中半數是屬於人文科
學的歷史與教育領域；另一半是屬於自然科學的醫學與自然領域。本文分析作者用來
調節確信程度的三類認知情態標記，包括標示訊息來源的示證標記、減低確信程度的
模糊標記、提升確信程度的強調標記，歸納標記的形式與功能系統。本文也統計標記
的使用頻率，發現兩類學科的共同點是都最常用示證標記，最少用強調標記，相異點
是人文科學使用較多示證標記，自然科學使用較多模糊標記。由此推論，人文科學的
研究為質化取向，需要引述客觀的證據來支持作者的解釋；而自然科學的研究為量化
取向，傾向為作者的論點增添主觀的緩和態度。以上結果不同於前人的結論，證實並
非所有語篇標記都較常出現於人文科學的論文。本文最後根據以上結果提出寫作教學
所需涵蓋的語篇知識，幫助學習者掌握學科的個別特徵，提升學術研究的專業形象，
以期發展語篇分析在語言教學領域的應用價值。
本人發表完論文以後，現場有三位與會者提出問題，第一個問題是漢語的學術論
文與英語是否具有明顯的差異，第二個問題是本研究觀察的期刊論文是否已經過主編
修改，第三個問題是這些論文是否為研究生所撰寫。本人藉此機會補充學術論文寫作
的跨文化趨同性，並根據自己參與期刊編輯的經驗，說明臺灣期刊編輯部修改論文措
辭的情形，也進一步解釋當時篩選語料的標準，也就是只分析資深學者的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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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作為後續教學建議的參考標準。另外，現場學者也熱烈發表意見，一方面分享個
人學術寫作的經驗，另一方面也認同這方面的教學極為重要。本人從以上的提問與討
論中了解自己的論文需要詳述的重點，以及其他學者較有興趣的議題，這些都是未來
本文投稿到期刊之前需要修改的方向。
本人也在茶敘時段與其他學者交流研究專長，分享教學經驗，從實際經驗反思研
究結果，這樣的互動能激勵彼此繼續努力從事研究工作。本人目前擔任「台灣華語文
教學學會」監事、「台灣語言學會」理事、「華語學刊」主編以及「臺灣華語教學研
究」編輯委員，也利用這個機會向與會者介紹這些學術組織與刊物，提升臺灣學術刊
物的能見度。本次攜回的資料包括會議手冊一本、各場次講者發表的講義數份等。會
後哈佛大學的老師熱情擔任嚮導，帶本人參觀校園，拍照留念，也一起搭乘地鐵到市
區共進晚餐，沿路認識波士頓的著名地標，了解當地的歷史與文化。

二、與會心得
本次會議在哈佛大學舉行，本人得以有機會參觀全美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哈
佛大學位於地鐵站附近，交通十分方便，會場位於校內的 Harvard Faculty Club 大樓，
內部的設施新穎完善，空間寬敞舒適。主辦單位在場地指引、報到繳費、設備操作、
資料發放等各項事宜都提供充分的導引與協助，處處可感受到主辦單位具有豐富的籌
備經驗，讓與會者能在舒適友善的環境下投入互動與學習。整體而言，本人參與會議
的過程順利愉快，獲益良多，以下為與會照片。

本人論文發表

會場門口

最後，感謝科技部的經費補助，讓本人能親赴這場國際盛會，發表計畫成果。本
人在與會過程中接觸當今的研究動態，充實最新的專業知識，思考未來的發展方向，
同時在多元國籍的學術交流中，增加跨文化溝通的經驗，拓展學術人脈。在論文發表
的過程中，本人也獲得寶貴的建議，既能拓展研究視野，也能提升往後開發創新議題
的信心，這是本次參加會議的最大收穫。懇切希望未來科技部能繼續給予經費補助，
讓本人能延續語篇分析、語言教學、社會語用、跨文化溝通等領域的研究，並持續精
進，為臺灣的學術發展盡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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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論文摘要
A Cross-disciplinary Study of Epistemic Markers in Chinese Research Article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a population formed to engage in the acquisi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pecialized knowledge. It relies on shared discoursal patterns and activities
to build group memberships and to fulfill interpersonal goals. Previous studies in English
have investigated how academic community members use rhetorical strategies depending on
various contextual factors, among which the effect of disciplinary variation has been widely
acknowledged (e.g. Basturkmen, 2012; Bruce, 2010; Cao & Hu, 2014; Hyland & Tse, 2004;
Vold, 2006). It has been generally agreed that human science research articles tend to use
more discourse markers than natural science ones (Hyland, 1998, 2000; Khedri, Heng, &
Ebrahimi, 2013). Nevertheless, the academic writing convention in Chinese still remains
poorly understood.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iscoursal devices used in a sense of epistemic
modality in Chinese research articles across distinct subject fields. The purpose is to discover
the disciplinary factor that is essential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community norms, as well as
meaningful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cademic writing.
Forty research articles written in Chinese were collected from journals published in
Taiwan. Equal numbers of articles were taken from two domains of scientific fields. (1)
Human science: from History and Education fields. (2) Natural science: from Medicine and
Nature fields. The epistemic modality observed involved linguistic markers writers adopt to
regulate the level of confidence towards their statements. These markers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following Hyland’s (2005) framework. (1) Evidentials: to specify writers’ source
of information for a proposition, e.g. genju Hyland (2015) ‘according to Hyland (2015)’ and
Hyland (2015) zhichu ‘Hyland (2015) indicated’. (2) Hedges: to reduce writers’ strength of
commitment to a proposition, e.g. keneng ‘probably’ and sihu ‘seem’. (3) Boosters: to
intensify writers’ power of dedication to a proposition, e.g. xianran ‘obviously’ and shibi ‘be
bound to’. The forms and functions of the above epistemic markers were then identified,
classified, and characterized systematically in order to develop discourse knowledge required
in Chinese writing instruction.
The occurring frequencies of each category of epistemic markers in each domain of
discipline were also examined. The results of comparison show that evidentials are the most
prevalent type of modality used to denote writers’ attitude towards the propositional truth.
Boosters are least found across all disciplines. There are also striking disparities between
disciplines as regards the type of markers used. Evidentials are more densely distributed in
human science articles, while hedges appear more extensively in natural science articles.
Consequently, human science researchers draw predominantly on objective assess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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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idence for their interpretation, which is typically qualitative, synthetic, and subjective by
nature. Conversely, natural science researchers prefer adding subjective mitigation to their
assertion, even though their evaluation is often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tic, and objective
experimentation. The above preference tendency suggests that, contrary to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previous research, not all discoursal elements are more commonly used in human
science than in natural science articles.
To enhance its empirical value, the present study concludes with a discussion on the
design of teaching materials addressing how writers should present themselves by the use of
epistemic modality in Chinese academic writing. The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aims to help
learners to recognize the cross-disciplinary difference, master the discourse competence, and
further strengthen their professional image in a specialized area. This study may thus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culture of reader-writer interaction in the Chinese academic discourse
community. It will be interesting, as a topic for future inquiry, to compare the strategies
employed in other language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above results hold true for a larger
population in the academic society.
Keywords
academic writing, epistemic modality, disciplinary variation, writing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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