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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正反附加問句的會話分析：烹飪節

目的個案考察*
 

蔡 宜 妮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附加問句是一個特殊的問句形式。前人研究指出，附加問句形式上雖為問句，

但明顯地疑問程度偏低，具有交際功能。但具有何種語用交際功能卻有待探究。本

研究試圖分析正反附加問句在自然會話中的使用及語用交際功能。由於考量說話者

的會話角色及當下對話情境，因此以會話分析作為方法論，選擇參與者會話角色鮮

明的烹飪綜藝節目為考察對象。結果發現，某些正反形式組合出現頻率相當高，有

些呈現情態功能，有些呈現情感功能。非主導地位的說話者，使用情態附加問句尋

求訊息的確認；具會話主導地位的說話者則使用情感附加問句尋求聽話者認同，調

節對話。本研究試圖將語言形式、語言使用、說話者會話角色與語用交際功能做一

個連結，並提供教學啓示。 

關鍵詞：華語會話、正反附加問句、會話角色、語用交際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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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actional Functions of Mandarin 

A-not-A Tag Questions in Cooking 

Demonstrations 
 

Tsai, I-Ni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one particular type of questions, the tag question, in talk-in-

intera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examines its interactional functions. Tag questions, albeit 

in a question format, carry a relatively weaker force to seek information; rather, they are mainly 

used for confirmation seeking and thus for interpersonal purposes. The aim of present study is 

to investigate, based on the clips of cooking demonstrations extracted from a Taiwan cooking 

show, how participants interactively use and orient themselves to tag questions. Instances are 

particularly analyzed with respect to contextual factors and the conversational roles of speakers. 

This study is intended to demonstrate that it requires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situated 

context in which tag questions are embedd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nature and the use of this 

type of question. 

 

Keywords: Chinese conversation, A-not-A tag question, conversational roles, interactive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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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問句與回答可說是日常會話中不可或缺的語言對話組合。綜觀我們的日常會話，

問與答幾乎無處不在，不但是會話交際構成的基礎語言組合之一，許多特定組織的

社會活動如訪談、教學及醫生問診等，本質上就是透過問與答形式架構而成的社會

交際 （Freed & Ehrlich, 2010; Heritage & Roth, 1995）。因此，問句和相對應的回答可

說是理解一個語言互動系統機制的重要切入點，也可一窺其中牽涉的溝通互動現象。

本研究針對特殊形式的問句－附加問句－ 進行考察。本研究以會話分析作為方法

論，選擇台灣烹飪節目為考察對象，試圖分析正反附加問句（A-not-A 形式）在此

特定情境中的會話互動功能。 

附加問句在問句研究脈絡中，是相當吸引研究者的問句形式。中英文的研究成

果皆指出，附加問句形式上雖為問句，但明顯地疑問程度偏低。附加問句的使用最

主要表達了說話者相信命題的傾向，並尋求聽話者的確認或同意，具有交際語用功

能（Hudson 1975；Li & Thompson 1981；Givon 1984；邵敬敏 1996；張伯江 1997；

劉月華等 2004）。 

中文研究中，Li 與 Thompson （1981）指出附加問句是用以徵求聽話者對附加

成分前的描述加以肯定，也指出常見的附加問句成分以正反問句居多 (p. 391)。邵

敬敏 （1996） 的疑問句研究中，特別討論「X 不 X」附加問句，稱附加問句為

「附加在某個句子(S)後面的一種有特殊交際功能的疑問句」，指出其語用功能為

「就始發句 S 的內容徵求對方的意見或希望對方予以證實」（p. 123）。張伯江

（1997）提出附加問句是一種「話語形式」，用來傳達「輕微的徵詢語氣，傾向於

相信命題的真實性」（p. 46）。劉月華等（2004）提出某一類是非問句，如好嗎、

行(成)嗎、對嗎、可以嗎，是「說話者先提出自己的意見、估計、要求等，然後徵

詢對方意見」（p.787）。研究中雖未使用附加問句一詞，但所描述的就是附加問

句的現象。前人研究雖指出附加問句的交際互動本質，但附加問句的使用功能卻有

待進一步研究。 

 近期華語研究中，高華與張惟（2009）運用會話分析方法，更深入分析華語

會話互動中附加問句的使用。他們提出會話互動中附加問句的「問」與「非問」，

不完全和說話者個人對訊息的相信或懷疑程度有關，「主要取決於會話語境裡參與

者對雙方信息狀態的判斷」（p.47）。也就是說，說話者對附加問句的使用與詮

釋，是根據互動會話當下雙方所呈現的立場進行判斷。接續這個研究脈絡，本研究

也視會話參與者對知識或訊息相對的掌握程度為理解附加問句使用功能和詮釋的一

個重要面向 。 

相對來說，英文文獻中對附加問句的功能作了較細緻的區分，也較多研究注意

到附加問句的社會交際意義，可供研究參照。 

Holmes（1990）將附加問句的功能分為兩類：情態附加問句(epistemic modal 

meaning)，和情感附加問句(affective meaning)。前者說話者用來表達對詢問內容的不

確定立場，進而邀請聽話者進行確認；後者則具有緩和語氣與調節對話關係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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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尋求與聽話者情感的正向聯繫。英文文獻中另有一系列研究將特殊會話情境和

會話角色之間的關係納入考量，考察了說話者權威性不平等的各式對話。Cameron, 

McAlinden, 與 O’Leary（1988）研究了會話參與者權威性不平等的各式對話形式，包

括課堂互動，電視訪談和醫生病人之間的對話。研究發現具主導、權威地位的說話

者，運用附加問句的比例相對高於對話關係中較不具主導地位的說話者。附加問句

成了具主導地位的說話者，協調說話者關係的一種策略性會話手段。Harres

（1998）強調了附加問句在醫療對話中的特殊性，藉由觀察三位女性醫師在問診時

使用附加問句的情境，討論了醫師如何運用附加問句達到與求診病患拉近距離，表

達同情理解與建立信任關係等互動功能。Chen 與 He （2001）則發現，在一般課堂

教學時，教師的附加問句「對不對」為重要的語用標記，為促進課堂互動的手段策

略之一，不但加強語句的言外作用，亦有助於順利轉入下一個話題。 

          本研究將在前述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考察華語附加問句在會話互動中的功

能及運用，及會話角色對附加問句使用的影響。由於將會話角色納入考量，因此選

擇了參與者會話角色鮮明的烹飪綜藝節目作為分析觀察的對象。本研究亦將針對會

話中具主導地位的烹飪師傅所使用的附加問句，考量情境和功能作進一步 分析，

並提供教學啓示。  

 

貳、研究方法與語料 
 

本研究採用會話分析方法論，細部分析會話行進時附加問句所達成的互動功能。

會話分析學派認為會話是一種藉由話輪（turn-taking）的交接輪替而完成的人類交

際互動，因此對會話語言的分析必須將話輪的交替納入考量（Sacks  et al. 1974; 

Schegloff  1995）。也由於會話當下不斷推展進行，任何話語出現都有相對應的會

話語境，因此對會話語言的理解，會話脈絡的語境極為關鍵（context-sensitive）。

另外，會話分析也注意到語言的使用和會話參與者之間的關係密切相關，具有不同

身份角色的會話參與者相互之間如何協調合作以順利完成會話活動也成了另一個考

量面向（Goodwin 1986, 2000）。承襲這個脈絡，會話分析最主要問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個時候使用這個」（why that now）? 採用會話分析方法論，本研究期待

解答的是：為何說話者在某種特定的連貫性情境脈絡中選用附加問句這種特定的語

法結構，又完成了什麼交際功能？  

         本研究選擇台灣烹飪綜藝節目「型男大主廚」中的烹飪示範教學片段共兩個半

小時作為語料。選取的烹飪示範教學片段，本質上具教學導向，但因為節目以綜藝

節目的形式呈現，所以形成別具特色的對話模式。相較於真正教學場合，參與會話

者可以自由加入會話來表達意見，作出回應或評價。節目中的會話參與者各自有其

鮮明的角色地位。一般而言，除了示範的廚師之外，還有一男一女兩位主持人，兩

到四位的來賓，及第二位參與的廚師。兩位烹飪師傅展現為權威人士，交替示範教

學，主導教學示範的進行。不但會講述菜餚的製作過程，傳授做菜時的小秘訣，有

時還會評價先前來賓在試做菜餚時所犯的錯誤。來賓相對而言則顯然較不具權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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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有些來賓還會抄寫筆記，展現為學習者的角色。而主持人則介於中間的半權威

角色；相對於來賓或觀眾而言，主持人和烹飪師傅間默契較好，也較具烹飪知識，

但相對於烹飪師傅而言，專業知識技能還是相對較弱。此種身份上的相對關係將會

納入分析考量。 

 

參、正反附加問句分析：形式與功能分佈 
 

觀察兩小時半烹飪示範教學，共辨識出 76 個附加問句1。如果將正反形式當作

衍生性高的抽象語法形式，則 A 的位置可代入不同的助動詞、動詞或形容詞，造

出相當多種組合的正反問句。但是從語料中發現，某些正反組合的出現記錄高過其

他組合。在語料中僅出現四種組合，依照出現頻率分別為「對不對」、「有沒有」、

「好不好」和「是不是」，如表一所示。 

     

 總數 百分比 

對不對 30  40% 

有沒有 26  34% 

好不好 10  13% 

是不是 10  13% 

附加問句總數 76  100% 

表一   正反附加問句的正反形式出現頻率 

 

如果進一步將說話者的身份納入考量，可看出不同說話者使用四種正反形式

的頻率各不相同 。在烹飪師傅所使用的所有附加問句中，「有沒有」的相對頻率

為第一，而「對不對」則位列第二； 相較之下主持人使用的正反形式中，「對不

對」的頻率高過於「有沒有」2。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正反形式「是不是」的使用。

「是不是」在烹飪師傅的附加問句中僅佔 2.5％，但主持人使用「是不是」的相對

頻率則有 21.2%。來賓則僅找到三例。不同說話者使用不同正反形式的相對頻率，

參照表二及圖一。不同說話者選用不同正反形式的差異，將於後文討論。 

 

 烹飪師傅 主持人 來賓 總數 

對不對 15 

(37.5%) 

14 

(42.4%) 

1 

(33.3%) 

30 

(40%) 

有沒有 18 

(45%) 

8 

(24.2%) 

0 26 

(34%) 

好不好 6 4 0 10 

                                                 
1
語料中另外出現 13 個台語附加問句，不列入考量。 

2
 主持人中男女主持人各一位。在節目當中，男主持人居主持的主導地位，而女主持人展現為輔助地

位，因此男主持人的說話時間長過於女主持人。雖然主持人的地位有主次之分，又有男女之別，一

定程度會影響附加問句的功能與使用，但本文中以烹飪師傅、主持人和來賓的角色區別作為關注對

象，就不再對主持人的地位進行細部區分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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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2.2%) (13%) 

是不是 1 

(2.5%) 

7 

(21.2%) 

2 

(66.7%) 

10 

(13%) 

附加問句總數 40 

(100%) 

33 

(100%) 

3 

(100%) 

76 

(100%) 

表二  不同會話角色說話者使用不同正反形式的數量與相對頻率 

 

 

圖一  不同會話角色說話者使用不同正反形式的相對頻率 

 

接著進一步分析不同正反形式的使用功能，將借用 Holmes（1990）對附加問

句功能的分類。Holmes（1990）將附加問句的功能分為兩類：情態附加問句

（epistemic modal meaning），和情感附加問句（affective meaning）3。情態附加問句

指的是典型的問句用法，說話者用來表達對詢問內容的不確定立場，進而邀請聽話

者進行確認。情態附加問句是以內容為導向和關注點。情感附加問句則接近附加情

感標記，具有緩和語氣與調節對話關係的功能，尋求與聽話者情感的正向聯繫，協

調對話進行。情感附加問句以聽話者為導向和關注點。Holmes（1990）曾提出，附

加問句的功能無法靠形式決定，還必須考量情境因素、性別、會話角色和話語形

態 。在這裡特別著眼於會話角色，不同會話角色參與者使用不同正反形式的功

能，參照表三。 

 

 

 

 

 

 

 

                                                 
3
 Holmes（1990）提到情感附加問句還可有三種細部功能：輔助（facilitative）、緩和（softening）、挑戰

（challenging），在本研究中則不細分。 

0% 20% 40% 60% 80% 100%

烹飪師傅

主持人

來賓

37.5%

42.4%

33.3%

45.0%

24.2%

0.0%

15.0%

12.2%

0.0%

2.5%

21.2%

66.7%

對不對

有沒有

好不好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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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烹飪師傅 主持人 來賓 

對不對 情態 0 15 

(37.5%) 

6 14 

(42.4%) 

1 1 

(33.3%) 情感 15 8 0 

有沒有 情態 1 18 

(45%) 

0 8 

(24.2%) 

0 

情感 17 8 

好不好 情態4 0 6 

(15%) 

0 4 

(12.2%) 

0 

情感 6     4 

是不是 情態 1 1 

(2.5%) 

6 7 

(21.2%) 

2 2 

(66.7%) 情感 0 1 0 

 總數  40  33  3 

表三  不同會話角色說話者使用不同正反形式的功能分佈 

 

前文曾經提過，在主持人使用的附加問句中，「是不是」的相對頻率較高。

在這裡則發現，主持人使用「是不是」絕大部分（6/7）是情態用法，用來跟烹飪

師傅再次確認烹飪示範的步驟或講述的內容。烹飪師傅相對來說，較少使用「是不

是」，但唯一的一個例子也是屬於情態用法。以「對不對」的使用來說，烹飪師傅

使用的「對不對」，高比例地為情感用法；相對來說，主持人使用的「對不對」則

有一半（7/15）用來跟烹飪師傅確認訊息內容。例句如下： 

 

（1）主持人：叉燒這個三分三十秒就好了嘛，是不是。（詢問烹飪師傅） 

（2）主持人：醬汁加熱是不是。（詢問烹飪師傅） 

（3）主持人：關火，然後攪蛋汁，對不對。（詢問烹飪師傅） 

 

主持人的「是不是」和「對不對」較多呈現情態用法，和他在烹飪教學片段這

種特定情境中的身份角色有很大的關係。主持人在節目中屬於中介角色，為來賓及

觀眾和烹飪師傅之間的橋樑，不但有協調溝通的任務，也身負使節目進行流暢的責

任。因此在示範教學的過程中，主持人必需適時為來賓及觀眾確認烹飪師傅示範的

步驟或講述的內容和重點。這種情況下，「是不是」和「對不對」被選擇使用為確

認訊息的會話策略之一；由於烹飪師傅為訊息來源，因此請求確認的情態功能呈現

較高的比例。另外，烹飪師傅和主持人因為佔據主要的說話地位，尤其擔任示範教

學的烹飪師傅，佔有極長的說話時間，因此借助附加問句的情感功能，彌補話輪無

法輪替的狀況。烹飪師傅或主持人的情感附加問句，詢問的功能已減弱，儼然成為

虛化的言談標記，用來調節說話者和聽話者會話交際的參與狀況。這些虛化的言談

標記，或稱他們為附加情感標記，有一個共同的功能，那就是提供大部分時間身為

聽話者的來賓參與交際互動的機會，引起聽話者注意的同時，尋求他們對於講述內

容的認同，建立共識， 讓示範教學能順利進行。另外，附加問句引起聽話者注意

的同時，附加問句前的陳述也因為附加情感標記，而成為了相對的信息重點。下一

                                                 
4
 「好不好」附加問句的情態功能和其他附加形式較為不同。其他附加形式的情態功能皆是用來尋求

對內容訊息的確認，但「好不好」附加問句的情態功能則是用來尋求許可進行某個動作或提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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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將對烹飪師傅常用的三個正反問句形式進行細部的功能分析。 

 

肆、 烹飪師傅附加情感標記的語用交際功能 
 

由上述的研究結果得知，烹飪師傅在教學示範片段中，最常使用的附加正反形

式為「有沒有」、「對不對」及「好不好」，大多呈現為附加情感功能， 皆具有

尋求認同及邀請參與的功能。但每個正反形的情態語意不同，因此展現附加情感功

能時，使用情境也各不相同。本節就將對這三個附加情感標記的出現情境和語用交

際功能進行討論。 

         「有沒有」原本用於確認事件的存在與否， 虛化的言談標記則出現在當烹飪

師傅不確定聽話者是否記得或理解所提及的事件或現象時，具體出現在兩種會話狀

況下。第一種狀況在提醒或幫助聽話者記起某些先前示範教學的某部分或某個重

點 ，如下列例子（4）。例子（4）之前，師傅將洋蔥鋪排，將燒好的豆腐擺到洋

蔥上頭。這個時候師傅師傅運用了「有沒有」附加問句，提醒剛剛處理洋蔥的過程

及動作。值得注意的是，有幾個例子都如同例子（4），「有沒有」出現在句中的

位置。這裡使用「有沒有」附加問句代表師傅不太確定聽話者是否還記得處理洋蔥

的過程，有提醒的作用。 

 

(4) 烹飪師傅一：我剛剛洋蔥，有沒有，有拌一點點的鹽巴。 

  來賓         一：對。 

  烹飪師傅一：其實它開始在軟化了。 

 

第二種狀況則是廚師曾先前強調某些做菜的預期效果，當菜餚成果呈現強調

的效果時，師傅會利用「有沒有」附加問句邀請聽話者親眼見證成果。 因為這個

特定狀況，「有沒有」附加問句前的句子，常常會有「你看」出現。如例（5）和

（6）。 

 

(5) 烹飪師傅二：他現在開始就散了，[有沒有。 

     女主持人：               [真的耶，散的好漂亮喔。 

  來賓：對啊。      

 

(6) 男主持人：他故意沒有封，[讓它水分<x吸走 x>。 

    烹飪師傅一：                             [這樣你看，它的醬汁才會濃稠，有沒有。(攪拌醬汁) 

 

例（5）來自示範蛋炒飯的片段。在例句之前，烹飪師傅有段時間一直強調，

冷飯倒入鍋子以後，重要的是要把飯壓平，而不要因為想讓飯散掉而戳開黏在一起

的飯。師傅解釋只要把飯壓平，熱了之後飯會自然散開。例（5）的句子出現在鍋

子中的飯開始呈現散開的效果時。例（6）則是製作番茄醬汁的片段，調味過的番

茄醬汁必需放入微波爐加熱，師傅強調醬汁不需封蓋，醬汁才會濃稠。在拿出熱鍋

的醬汁攪拌的時候，師傅運用「你看」及「有沒有」附加問句來邀請聽話者的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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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有沒有」附加問句出現在烹飪師傅不確定聽話者是否記得或理解所提

及的事件或現象的情況下，「對不對」則多附加於聽話者可自行判斷推論或顯而易

見的情況描述。例（7）師傅提到當時鍋中並沒有放很多油，而例（8）則是師傅在

解釋炒菜選擇用筷子而不用鏟子的原因，兩者都是聽話者可自行判斷或當場可見的

狀況。換句話說，「對不對」的使用邀請聽話者參與見證並自行判斷。 

 

(7)烹飪師傅一：那它現在沒有很多油，對不對。好，那我就是藉著蔥油，我先撥一半。 

(8)烹飪師傅一：這個時候用鏟子，其實它接觸的面，反而更炒不開。對不對。 

 

  最後一個有趣的發現是附加問句「好不好」的使用。「好不好」原本接在動作

性的描述之後，主要用來請求允可或請求配合。在烹飪示範語料當中，「好不好」

都接在廚師自述將要實踐的行為後方，顯然既非請求允可，亦非請求配合，而是烹

飪師傅在示範教學時的一種會話手段。一般的狀況是，烹飪師傅口頭交代自己即將

實踐的動作，再加上附加問句「好不好」，讓聽話者在烹飪師傅主導的示範教學中，

能有回應的缺口，進而參與活動。「好不好」還能藉由引起來賓注意，標誌下列動

作和聽話者預期有不同之處 。參見例（9）和（10）。 

 

(9)烹飪師傅一：地瓜粉我把它弄一半，好不好。 

(10)烹飪師傅一：在還沒煮好那鍋，這邊就不要去理他，好不好。 

 

本節討論烹飪師傅最常使用的正反附加問句短語「有沒有」、「對不對」及

「好不好」的使用情境及功能。廣義來說，三個正反標記的使用，皆具有尋求認同

及邀請參與的功能，但實際的會話功能則需要考量整體對話情境和語境脈絡才能清

楚描述與區分。 

 

伍、 教學啓示：高頻組合與語用交際功能 
 

華語的是非問句分為句末助詞問句及正反問句。構成正反問句的正反形式

（A-not-A）是華語語法上的一個特點，也是很重要的語法句式。一般教材大多將

正反形式當作衍生性高的抽象語法形式，練習時可在 A 的位置代入不同的助動詞、

動詞或形容詞，造出相當多種組合的正反問句。 

但當我們以正反附加問句為觀察對象，細部觀察華語的自然會話則發現，某

些正反形式組合出現頻率相當高。以本研究關注的烹飪教學片段為例，「對不對」、

「有沒有」、「好不好」和「是不是」是最常出現的形式。如上述研究發現，這些

組合多展現為情感功能，詢問的意圖已減弱，虛化為附加情感標記，主要用來提供

訊息接收者或聽話者一個回應並參與交際互動的機會，建立彼此共識， 讓示範教

學能順利進行。本文亦考量說話者的角色身份及當下對話情境，將不同會話角色說

話者使用這些特定組合的語用交際功能進行細部的描述，試圖將形式、情境、說話

者會話角色與語用交際功能做一個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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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發現的正反形式常用組合反映了語言自然的使用狀況，也可從中看出語言

使用者對正反形式組合的另一層知識。語言使用者將高頻的正反形式組合當作單一

語用單位的慣用語塊，這些慣用語塊的應用又在會話中成為特定的溝通策略。

Pawley and Syder (1983) 曾提出母語人士的語言流暢度和自然度有賴於大量語塊的記

憶和使用。語言習得的相關研究也指出了固定語塊或慣用語串在學習和教學上及培

養溝通能力的重要性 (Celce-Murcia, 2007; Weinert, 1995; Wray & Perkins, 2000）。培養

學生的目的語語感為語言教學的根本目的，而「策略性的言語知識」可幫助學生語

感的培養（周健, 2005）。慣用語塊的學習與使用正是是屬於此種「策略性的言語

知識」。Widdowson（1989）也認為語塊教學把語法規則與語言具體運用教學結合

起來，促進更好運用語言的能力。 

   根據本研究的發現，正反形式除了抽象句式教學之外，更可將常用附加正反

形式組合當作慣用語塊納入教學材料中。不但能幫助學習者熟悉口語溝通中最常使

用的正反形式組合，帶入使用情境和語用功能更能引導學習者將常用組合當作溝通

策略使用，提高學習者口語溝通能力。本文亦考察印證了附加問句使用和說話者角

色地位之間的關係，也顯示附加問句作為一種特殊的會話手段。本文的發現，相信

能幫助華語文學習者確立特殊情境，學習和練習虛化附加問句的使用，提升學習者

對情境應對的敏銳度。對華語文教學而言，可規劃學習者進行個人熟悉技能的示範

教學，並要求使用虛化的附加問句引起聽話者注意，提供聽話者參與機會。 

 

陸、結論 

 
本文觀察台灣烹飪綜藝節目中的教學示範片段，考量說話者的角色身份及當下

對話情境，探討正反附加問句在會話互動中的使用以及語用交際功能。細部觀察華

語的自然會話後發現，某些正反形式組合出現頻率相當高，在烹飪教學片段中出現

的四種組合依序為「對不對」、「有沒有」、「好不好」和「是不是」。這些正反

組合有些呈現情態功能，有些呈現情感功能。具會話主導地位的說話者，多使用情

感附加問句來調節對話。此類附加問句多為虛化標記，用來尋求聽話者認同，並提

供處於被動地位的聽話者一個參與互動的機會。而相較之下，不具主導地位的說話

者，使用附加問句多用來尋求核實及確認。本文亦考量說話者的角色身份及當下對

話情境，將不同會話角色說話者使用這些特定組合的語用交際功能進行細部的描述。

本文針對烹飪示範教學中烹飪師傅所使用的「有沒有」、「對不對」及「好不好」

進行細部情境和功能分析。此一細部的分析，試圖將語言形式、話語情境、說話者

會話角色與語用交際功能做一個連結，並提供教學參考。本研究僅就兩個半小時的

烹飪教學片段語料進行初步觀察，未來有待納入更多時數的語料及其他會話類型的

語料，期望對正反附加問句的語用交際功能有更全面的認識與更細緻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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