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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性別與語言這個領域包含了多種學科的研究，早期這些性別研究

出爐後，一些有關描寫兩性問題的通俗著作也就多了起來。其中黛伯

拉‧泰南(Deborah Tannen)從跨文化研究的角度，對兩性溝通的差別

性主張，廣被大眾接受，並且也常被引用至學術研究中，可視為是這

個領域的權威。本文嘗試藉由 Tannen(1990)的觀點來了解性別與語

言使用的研究脈絡，進一步探討在線上的兩性溝通風格與語言。雖然

網路具備匿名性等特質，但是在 CMC 中的性別溝通風格研究中，學者

發現線上與真實世界中的兩性溝通風格還是有很大的相似性，除非是

匿名或是去性別化特別明顯的線上人際溝通場合，CMC 中的兩性溝通

特質還是深受面對面兩性溝通特質的影響。本文也將檢視 CMC 性別研

究的結果，探討 Tannen 研究的價值，以了解線上溝通模式受到真實

環境中兩性溝通差異性的影響情形。 

 

關鍵字：性別、溝通風格、電腦中介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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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進入性別的研究領域，像是進了劇烈變動的漩渦。因為各學科牽

涉至此領域的結果，性別研究是充滿發展性與多義性的。各學科中，

包含社會、教育、人類學等等，每個領域的學科會從其專長的原則與

觀點，去解釋其研究結果。所以，造成性別研究的多樣性與爭議性。

各門學科從自己的角度去評論其它學科的研究結果，就像是跨文化的

對談，不同學科的學者完全由自己的學術領域去發問、去解答。 

再看性別與語言研究的領域，不管從心理學或人類學去研究語言

的焦點，我們在解讀時都必需同時考量其學科背景。對於性別在語言

運用上的分析，我們如何不限於一執之偏，而能從語言上了解兩性溝

通存在的差異性。由學語學背景的學者來清楚說明語言的要素是必要

的，社會語言學家 Deborah Tannen 在兩性對話風格的研究為性別與語

言研究提供了豐富的分析角度。她形容兩性的溝通像是在跨文化的溝

通，因此在談話風格上大異其趣。透過 Tannen 的研究使我們能了解

兩性在使用語言上的策略及背後呈現的意義。 

在線上的虛擬世界，也有許多學者探討兩性在線上使用語言的差

別，由於我們在線上看不見對方，線上溝通的訊息便成為重要的研究

要素。在線上研究所必需考慮的條件還有性別的多重選擇特性，男人

可以選擇扮演女人，女人也可以扮演男人，甚至於其它的性別的扮

演。但這並不代表性別因素的影響性已經不存在，我們可從線上溝通

訊息和線上語言型態來探討性別的語言特性是否仍繼續發生。而

Tannen 的兩性對話風格研究結果，便成為線上性別與語言研究的重要

依據。 

本文的主旨除了呈現 Tannen 在兩性對話風格研究的主張外，也

將 Tannen 對其它相關議題的論點及思想加以整理，目的是為了理解

貫穿 Tannen 各種主張的關鍵思想及脈絡，而進一步引介 Tannen 對線

上性別溝通研究的貢獻可能性何在。並且討論線上性別與語言研究的

概況，過去面對面溝通研究結果的影響性，之後，說明 Tannen 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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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如何提供線上性別與語言研究的辨證及研究取向。 

 

二、Tannen 簡介及理論背景 

Tannen 廣為人知的是她在 1990 年所寫的一本書─YJDU，「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中譯：男女

親密對話）。這本書將兩性溝通風格的不同帶給大眾認識，在紐約時

報廣場的排行榜，連續四年獲得最暢銷書籍，八個月榜上第一名，並

且被譯成 26 國的語言，在各個國家也盡佔暢銷書的首席。使得 Tannen
的讀者遍及世界，也常受邀至電視、廣播節目，且成為報章雜誌不斷

報導的對象。 

YJDU 很成功地受到大家歡迎，主要是因為 Tannen 文章清晰，

以深入淺出的方式，利用各種取自小說、個人經驗、電影、漫畫和談

話記錄的例子來闡釋她的論點。顯示出兩性對話中引起摩擦和衝突，

來自於男性與女性自小生長於不同的文化，亦發展成不同的對話風

格，因此兩性的對話就像是跨文化的溝通。對學術界而言，引用 YJDU
這本書的學者也相當的多，從一九九○年至一九九五年八月止，共有

41 個領域 247 篇的學術著作引用這本書，如哲學領域中的新雅里斯

多德學派對人性概念的探討、娛樂媒體的選擇、如何和老闆爭取薪

水、男性性器官機能障礙的研究等（Goldsmith & Fulfs，1999）。 

Tannen 目前是喬治城大學的教授，除了從事語言學研究及寫作，

Tannen 也寫過詩歌、散文及短篇的評論。至目前為止，Tannen 共寫

了十六本書，發表八十五篇論述。並獲有國家人文獎章、洛克斐勒基

金會、國家科學基金會獎助等榮譽。 

根據 Tannen 個人網站的資料， Tannen 有兩個碩士學位，一個是

英國文學，另一個是語言學；博士學位也是語言學。但是 Tannen 並

不將自己定位為「語言學家」，而是「社會語言學家」。在

  



124                                                   資訊社會研究(1) 

Tannen(1994a，p5)自我的陳述，將自己認定為社會語言學家，因為

Tannen 的研究工作領域包含社會和語言的部分。研究過程中參考自人

類學研究方式，研究分析運用到許多人與人互動的個案，同時也參考

到他們的文化脈絡。 

在兩性溝通理論方面影響她最深的，是在加州柏克萊大學攻讀碩

士時的老師，Robin Lakoff 與 John Gumperz。 尤其是 Lakoff，是帶

領她去認識所謂的「溝通風格」(Communicative Style)。 Lakoff（1975）
所研究的溝通風格，是在說明不同種族或不同文化的人在面對面溝通

所產生的誤解。誤解的情況都會雙雙發生在跨文化和跨性別上，原因

在於溝通形態上有著不同系統性的差異。因此，這個概念可以進一步

運用在兩性對話上，Tannen 在往後的研究中，所做的研究方向，莫不

與此有關。 

從過去 Tannen 所發表的論文看來，早期 Tannen 所研究的主題多

在一般性的談話分析，例如：演說(speaking)及寫作(writing)的對比、

探尋文學素養及談話的關係(Tannen 1982, 1984c)。Tannen 認為自己

會朝向兩性對話風格的不同做研究，是順其自然的發展，延續自身早

期的研究及對次文化對話風格的闡述。另外，Tannen 也強調延伸自另

一位老師 Gumperz 的「互動性的社會語言學」（ interactional 
sociolinguistics）研究方法，可用於充分表達談話中的符號意義，

唯這層意義在許多研究中是被忽略與隱藏的。這股刺激與推力，使

Tannen 朝向性別與語言研究的領域。並在發表數篇文章於學術期刊

後，最後集成為 YJDU 的內容。 

三、YJDU 的內容與主張─兩性對話風格的差異 

（一）不同的世界不同的語言 

Tannen 在 YJDU 的最基本主張便是男性與女性在談話方式存在

不同的性質，我們需要去了解這方面的差異才能去避免溝通上的誤解

及破壞雙方和諧的指責。Tannen 採用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她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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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與女性自幼生長在不同文化本質的薰陶，在對話的情況如同跨文

化的溝通。以對談話的情況做記錄觀察，找出男性與女性在語言上使

用的特性，並解釋其語言表現的符號意義，才能顯現男性與女性在對

話中所建構的差異。在每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常常與人對話，習慣性的

使用字義與語言，我們不自主忽略去了解這其中的各種意義，而非相

互性、平等地去了解男性與女性。 

Tannen 在 YJDU 描述了男性的對話方式，男性喜歡公共性談話，

以提供資訊、展示自己的才能為目的，因此，談話的方式就像是報告

式的談話（report-talk），善以語言為工具以獲取他人的注意。從男人

的觀點來看，把世界視為一個階層化的社會，每個人或高或低都有屬

於自己的位階。人際間的談話就像一場談判，人們努力在談話中佔上

風，並且必須保護自己以免他人將自己推擠下去。男性從小就會學習

這樣的互動關係，這個觀念形成一直伴隨至成長，所以成年的男人視

對話為競爭的活動。 

反觀女性喜歡私下談話，主要是尋求親密關係，因此談話方式像

是情感式的談話（rappor-talk）。女性則視世界像一個相互聯結的網

路，每一個人便嵌入這個網絡中。在這樣的世界裡，人際間的談話目

的在於促進彼此的親近，人們付出並尋求他人的肯定與支持，並達到

和諧一致。女性從小便被社會涵化的相信談話可以維持彼此關係的存

在，因此，成年的女性在對話中會去尋求和給予肯定及支持的態度，

並達成彼此的一致性。 

以男性─報告式談話；女性─情感式談話為基礎，Tannen 又細分

許多兩性其它顯著差異性的對話風格，以下歸納出 Tannen 描述幾種

兩性分歧的說話型態。整體來說，女性較熱衷人際關係式的談話，避

免衝突並給予正面意見及讚美；而男性則表現出主題式的談話風格，

直接並主動處理資訊與衝突，但不主動談話尋求協助。 

表 1: Tannen 對兩性談話風格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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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    性 男    性 

私下場合談話數量較多 公開場合談話數量較多 

喜歡諮詢與討論 不喜歡諮詢及尋求幫助 

給予說話者讚美及意見 多命令語句及主動提供資訊 

好談論人際關係的細節 好談論自己的英雄故事及政治人物 

對話中重疊的現象較多 對話中重疊的現象較少 

視衝突為和諧關係的威脅 以較直接的態度來處理衝突 

（二）對話背後的真正意義 

除了上述一般通則化的主張，Tannen 另假設對話中所產生的訊息

是一種後設訊息(metamessage)，在訊息中反應出參與對話者的態度及

關係。Tannen 以對話者提供協助訊息為例，如說話者表示「這樣做對

你比較好」，而其所傳達的內含意義是「我比你有能力」。後設訊息所

隱含的是個人在溝通中所要表達的真正意義，當男人與女人相互爭執

時，常會一次又一次各持不同的論點及方式，使得爭執變得更挫折，

這時訊息的表面及背面的意義變成是關鍵要點。 

對話真正的意義並未平舖在文字表面，通常得由聽者來補捉弦外

之音，並且以他的感受來判斷對方是否以平等的態度對待自己。而這

種判斷是由聽者個人的習慣以及關心的焦點所決定。Tannen 另外探討

了在對話中打斷對方談話的情況，在談話中無論男女都會出現相互打

斷對方的情況。Tannen 認為「打斷」的動作本身並不構成主宰他人行

為的意識。在決定談話權的互動時真正重要的是，在交談的過程中，

說話者真正的動機。Tannen 把打斷的說話者型態區分成「高度顧慮」

和「高度參與」。前者的著眼點在於體貼他人，並且不將己意強加於

人，後者則著重於表現熱烈的參與。有些打斷是因為「高度顧慮者」

希望在談話輪轉間，能夠有較長的間歇時間。然而當他們在等待恰當

的暫停時刻時，「高度參與者」卻覺得他們好像無話可說了，於是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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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緊說點話，以避免令人困窘的沈默發生。 

（三）視情況而定，試著去了解對方 

Tannen 在 YJDU 的最後章節，鼓勵男女可以自互相學習中獲益

良多：女人可以自男人那兒學到如何接受衝突和差異，而不將它們視

為對親密的威脅；男人可以自女人那兒學習到如何互相依賴，而不將

它們視為對自由的威脅。 

對於某些特定的表達或言談習慣「到底代表什麼意義」，Tannen
認為沒有任何行為片段只有一個特定的意義，任何語言或行動都可能

出自不同的動機和意圖，所以過度依直覺去推斷他人言行的真正意

義，是一件危險的事。我們最大的錯誤在於，相信這世上只有一種正

確的說話方式，只有一種正確的傾聽方式。我們應該試著自他人的立

場來看事情，好好地去質疑自己對他人言行所產生的直覺反應，尤其

當這種反應是負面的時候。 

Tannen 注意到基於性別而形成的言行模式是難以教導去改變

的，假設可以做得到，但也只是某種程度，大部分的人寧願對方接受

改變而不是自己。改變個人風格型態是一件不愉快的事，因為涉及了

自我認同的問題。所以更實際的做法是，學習如何去闡釋對方的言

行，而且，以對方能夠了解和接受的方式來表達自己。 

 

四、CMC 中的兩性溝通風格研究 

溝通是建立人際關係的手段之一，Tannen 對於一般生活情境中的

兩性溝通風格做了一番解讀。然而面對網際網路中日漸增加的人際交

往情境，兩性在 CMC 中的言談風格當然是一個受到性別研究學者注

意的主題。以下將從 CMC 的溝通環境、CMC 兩性溝通風格研究的

重要始端至兩性溝通風格的變革，描述重要研究的論點、影響性及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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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議題，以發掘 CMC 兩性溝通風格研究與 Tannen 的研究是否近似

或不同。 

（一）CMC 的兩性溝通環境 

在網際網路發展至今的近二十年間，ＣＭＣ（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電腦中介傳播，如電子郵件、電子佈告欄、線上聊

天室與虛擬社群等的相關議題廣受各界所討論，而且也成為學術界重

要的研究典範之一（Lea, 1992）。CMC 提供了一個全然不同的溝通環

境，由於語文與非語文的呈現和親密關係的發展有了不一樣的管道，

在ＣＭＣ中發展的人際關係也出現了截然不同的溝通方式。簡言之，

如 Spears 及 Lea（1994）所提出的，ＣＭＣ提供了社會結構改革的可

能性，包括人們之間互相溝通和關聯的方式；而以兩性溝通議題為主

的研究便以 CMC 這個溝通場合為基礎開始發展。 

大部分在 CMC 裡探討性別的研究，都是以ＦＴＦ（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 面對面溝通）的性別研究為基礎發展而來的，而和Ｆ

ＴＦ的溝通最大的不同是，ＣＭＣ的性別溝通因為具有網路溝通最重

要的特色－缺少社會線索，因此一開始在ＣＭＣ的性別研究裡，最受

期待的便是性別平等式的參與溝通（Spears and Lea, 1994），期望在一

個專注於溝通內容，而非性別角色的溝通環境中獲得良好的溝通結

果。同時許多的學者專注於ＣＭＣ情境中的性別研究，並探索及重視

ＣＭＣ中性別的角色議題。 

（二）CMC 兩性溝通風格研究的開端 

性別（相對於生理上所認定的性別）是一種由社會結構所建立的

規則，應被視為由一組基本行為所構成（Cameron, 1996）。在這個考

量之下，性別是一組由社會建構的行為，所有在其文化下的成員都對

這些行為瞭若指掌。 

Susan Herring 是最早提出兩性線上溝通研究的學者，她在使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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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誌法分析線上討論群組的文章和內容之後，研究的結果顯示兩性的

線上溝通具備幾種差異性，這些差異性根據話題、數量和討論的態度

區可分為兩個類目，前兩者是指關係種類的差異，而態度分類則是指

兩性間言語溝通上的差異。 

開始對 CMC 中的性別研究最有爭議的便是網路世界是否由男性

主控，並以各種可能的方式壓迫女性。根據當時的研究發現，在兩性

實際參與線上活動的數量上，男性的參與總數高於女性，Herring 認

為是因為女性受限於線上發表文章和回覆討論的方式。她認為當女性

在討論區表達她個人的信仰或觀點時，男性總是公開地反對這種表達

自信的行為，所以當女性嘗試想要平等的參與線上討論，卻成為男性

不滿或中斷討論的原因時，產生的影響便是女性開始減少參與討論，

這些在討論過程中選擇沈默的女性，是對抗在男性領域中常見的溝通

過程中權力和優勢的分配（Herring, 1993）。 

CMC 是一個有規範的區域（Feenberg, 1989; Spears and Lea, 1992; 
Walther and Burgoon, 1992），對於線上傳統性別角色的暗示中，在以

男性為主控地位的網路空間中，女性通常感受到被威脅與隔離

（Collins-Jarvis, 1997; Kaplan and Farrel, 1994; We, 1994）另外關於男

性主控ＣＭＣ溝通的研究中也發現了線上性騷擾的證據（Kramarae 
and Taylor, 1993; Petersen, 1994; Spender, 1995）。 

Herring 指出少數的男性在網路世界中仍想主控對話的內容，並

認為他們必須控制專業討論的執行，而且女性的發言是必須被檢視

的，例如某個專業領域的討論形同權力為主的階層性結構（Herring, 
1993）；也有研究顯示男性比女性多張貼了兩倍數量的電子訊息（Selfe 

and Meyer, 1991; Herring, Johnson and Dibenedetto, 1992; Herring, 
1993），男性權力的控制甚至擴及女性相關或只有女性參與的電子佈

告欄裡（Kramarae and Taylor, 1993）。 

Allen 在 1995 提出說明，在當時的網路環境幾乎是由男性所控

制，而其他的研究則指出網路人口至少有三分之二到百分之八十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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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是由男性所組成（Kaplan and Farrell, 1994）。為了維持男性在ＣＭ

Ｃ中居於優勢的領導地位，女性通常在被要求遵受男性所訂定的規則

時遭受騷擾或是脅迫，不是得順從就是得離開這個團體（We, 1994），
這種線上的脅迫可能有很多種形式，例如直接對對方做性別上的人身

攻擊，或是利用色情圖片來物化女性。 

Herring 也提出了兩性討論主題的差異，與其和特殊主題間參討

論數量的關係，研究指出女性較以面對真實世界的態度來參與討論；

男性在乎的是資訊的接收，女性則對人際間的討論較有興趣。Herring
使用了一個流程圖來說明兩性間對討主題偏好的不同之處： 

男性 議題事件＞資訊＞問題＞私人事件 

女性 私人事件＞問題＞議題事件＞資訊 

研究指出 CMC 的溝通情境十分類似面對面溝通，女性通常傾向

尋求個人性質的話題，而男性則想獲得直接的資訊。 

Herring 的研究中，兩性在語言溝通上的差異是由態度這個類目

來討論的。Herring 證明兩性可以用語言和修辭上的組成來辨別差

別，她用一個表格來整理男性語彙和女性語彙不同之處： 

表 2: Herring 對兩性使用語彙和修辭差異的主張 

女性語彙 男性語彙 

較少堅持主見 強烈堅持主見 

辨解、替代性 自我推銷 

詳細、正當的理由或藉口 假設性的 

問題 修飾後的問題 

個人傾向的 權威傾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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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他人 挑戰他人 

 幽默／諷刺 

這些傾向是以群組討論中的訊息為基礎所做的觀察和分析。在

CMC 的溝通場合中，使用者可能會感受到特殊的性別規範，雖然互

動雙方會刻意適應線上溝通的情境，但事實上參與溝通的兩性在

CMC 的情境中其實還是遵照 FTF（Face to Face Communication）的

性別規範來進行互動（Hiltz & Johnson, 1990）。如 Lea 和 Spears（1995）
所說明的，在 CMC 中，男性的訊息通常較女性更長，而且使用較多

「男性的」語言（如果斷、堅持、挑戰、批准等口氣），相較之下，

女性則傾向使用較少對立性的言詞及命令式的風格。這些兩性線上溝

通的特徵同時也出現在面對面溝通的情境當中，而且希望這些兩性溝

通特質在網路消失似乎是一廂情願的想法，不過當線上溝通環境是完

全匿名的情況下，則毫無疑問地兩性溝通特質便會被隱藏起來。 

因為在線上溝通的過程中，參與溝通的個人傾向於想要知道與他

互動對方的性別（Soukup, 1999），所以 CMC 情境中的性別結構似乎

仍帶有與面對面溝通相同的包袱，CMC 的情境與現實社會中的溝通

情境一樣具有某種約束性的暗示（Soukup, 1999）。Spears 和 Lea（1994）
也提到，傳統的兩性權力差異反映在發言權的掌握、對於回應訊息的

注意力程度，以及溝通風格。 

在其他在能夠系統地整理 CMC 情境中性別互動研究的文獻當

中，Herring 的研究也是支持兩性在線上溝通時維持社會既有性別結

構的論點（Herring, 1994），在網路上以工作為目的的團體中，她分析

了成員間電子郵遞名單的訊息，發現了如果是以男性為主的訊息，其

內容談論的大部分都是有關對立的互動，而以女性為主的訊息內容則

談論大多是與人合作的互動；女性的訊息在其中扮演的是支持性的功

能，男性的訊息則是傾向於對立及批評對方。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 CMC 以男性為主控權力的一方並不代表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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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上溝通中是被忽視的一方，在一項針對 MUDs（Multi-User 
Domain/ Dungeons/ Dialogues）所做的溝通研究中顯示，女性的角色

反而能夠獲得更多其他人的注意，無論這個女性的角色是否主動引起

別人的注意，而且比男性更能夠得到專業上（電腦技巧或遊戲方法）

的協助，這種提供女性較多專業的協助的同時也會被要求一些相關的

好處（Bruckman, 1993）。 

（三）因網路的特性而帶來的兩性溝通變革 

近幾年的線上研究雖然在兩性的溝通的風格上仍承續先前研究

的結論，不過因為女性參與線上活動人數的增加，與對於網路科技的

使用度提高，針對 CMC 中不同人際溝通場合的兩性研究增加了女性

的參與。 

Soukup 的研究認為在網際網路的某個部分，傳統的男性規範十

分普遍，以性別為基礎的規範更是經由某種約束力而被建立、從中協

商並維持（Soukup, 1999）。女性可能在網路建立自己的空間時，會遭

受男性的破壞而無法繼續，可能不同的線上聊天室、電子佈告欄系統

與使用者群組等的傳統性別規範，會隔離或恐嚇線上女性使用者，透

過女性使用者的自我描述報告也證實了她們本身的確存在這種不舒

服的感覺（Soukup, 1999）。 

另外他針對線上兩種不同類型的聊天室所進行的性別研究發

現，即使是以運動為主題及以女性為組成成員的兩種不同典型線上聊

天室，都還是會出現以男性為主控地位的情況，而且聊天室裡所有有

關於性別的話題或討論，都容易流於刻版印象及傳統的思考；另外研

究發現這些男性的互動類型包括一些在真實社會中常見的行為，例如

競爭、爭執及有關性的幽默，這些互動類型甚至會在以女性為主要成

員的聊天室中出現。既使女性聊天室是為女性所建立的，這個聊天室

的規範還是深受男性互動模式的影響（Soukup, 1999）。 

雖然研究結果指向線上兩性溝通優勢是偏向男性的一方，但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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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溝通的特色使得這個情況多了些討論的空間，例如網路獨特的匿

名性質使得性別角色的規範漸趨模擬。接著便是從兩性的線上溝通特

質與網路這個溝通媒介的特色，來探討網路一些獨特的媒介特性介入

兩性溝通後所產生的變化。 

1. 匿名特性對於兩性溝通的影響 

CMC 溝通情境中，性別平等這個觀念首先挑戰的，就是在傳統

性別優勢研究中由男性主控溝通情境的發現。最早在一項針對全球性

的線上會議系統所做的調查中發現，男性和女性幾乎發出同等數量的

訊息來做線上溝通（Graddol & Swan, 1989）。並且這種平等地位的溝

通是源於社會線索的缺乏，以及因為溝通雙方彼此之間不了解社會身

分及階層，而缺少正規且正確的談話內容所產生的。 

雖然其他有關 CMC 的性別研究也或多或少支持這個平等的觀

點，不過也有學者發現在線上溝通過程中，女性比男性更常使用假名

來隱藏她們真的性別，這個特殊的行為可能是反映了女性了為維持兩

性間線上溝通地位的平等所做的努力，但是如果女性的線上溝通平等

地位，是靠她們隱藏真實性別所獲得的，那麼兩性平等在線上溝通似

乎仍值得懷疑（Jaffe, Lee, Huang & Oshagan, 1995）。 

另一方面，Selfe 和 Meyer 在 1991 年的研究則是支持性別溝通研

究中，傳統的領域性及 CMC 中的平等性在線上溝通中都同時存在，

女性表示匿名的線上溝通特性使她們在發言時獲得更多自由，而且似

乎鼓勵她們觸及兩性和權力的話題；不過研究中也發現男性在匿名線

上討論情境之下，仍然會扮演話比較多的一方。 

2. 對傳統性別角色的挑戰－創造自己的性別 

正當各項研究專注於 CMC 因缺乏社會線索而對兩性溝通造成的

影響時，其他的研究則發現 CMC 因匿名特性而產生的一個有趣的現

象。CMC 的溝通場合允許使用者在挑戰文化規範的情況下去創造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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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想要扮演的性別（Reid, 1993），使用者在電腦前面藉用鍵盤等輸入

工具，就可以讓自己在網路溝通中更換性別身分。網路的使用者察覺

到了這個與一般人心中文化邊界模糊不清的地帶，例如研究己經指出

IRC（Internet Relay Chat）的使用者是藉由暱稱的使用來重新建構他

們的性別。 

根據 Suler(1999)的初探性研究，男性和女性在網路上更改他們原

始性別的目的，分別有以下的特色： 

男性在網路上做人際互動時改變性別的目的： 

(1)由於社會文化對於性別的刻版印象，對於男人來說，了解社會

對於女性特色所下的標籤是很困難的一件事。男性可能依賴線

上匿名的特性，來表現他們在現實生活中不被允許呈現的女性

特色。有些男性則可能經由這個管道來認同女性。 

(2)在網路上要被注意及得到回應不是一件簡單的事，特別是在這

個充滿令人分心事物的場合，扮演女性可能讓男性更加的備受

注目，例如使用一個女性化、性感的名字或暱稱會立刻得到回

應。另一方面，在網路上改變性別的男性，其目的可能是更想

要享受控制其他男人的樂趣。  

(3)有些男性會在網路上以女性的身份參與溝通，可能是為了想了

解兩性之間的人際關係，男性可能會以各種角度和方式來充分

的測試與其他男性之間的互動情況，例如了解與學習站在女性

的角度，和男人互動是一個什麼樣的感覺。當然最好的情況是

男性可以利用這些經驗改善與女性的溝通關係，然而有些男性

卻是利用它來獲得權力和控制的經驗。 

(4)在一些線上遊戲中，參與者是以一個虛構的身份參與互動，扮

演女性對男性來說是很具挑戰性的一部分；而且因為有時男性

會對女性伸出較多援手，所以扮成女性對於男性來說，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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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的過程中獲得更多的進展。 

(5)在網路上扮成女性，可以讓男性尋求線上與其他男性的親密關

係與網路性愛等，男性之間可能會有意無意的對於某種同性戀

的情結產生作用。 

(6)對於變性者、異性裝扮癖者來說，他們傾向在網路上轉換性

別。事實上根據一些極少數的例子，網路上性別的轉換可能是

診斷「性別角色混亂」的一個指標，即一個人對於他認同男性

或女性的身分並未完全地開發，並產生了混淆。  

女性在網路上做人際互動時改變性別的目的： 

(1)女性扮演男性的目的可能是和其他女性溝通，了解其他女性如

何與男性互動。很有趣的是，女性之間甚至會批評彼此與男性

相處時的態度。 

(2)女性會練習以男性的角度與筆觸撰寫網路小說，享受或沈迷於

與理想中的男性溝通的情景，舖陳屬於自己的羅曼史。 

(3)由男性所帶領的團體較受團體成員信賴，所以女性可能在網路

（遊戲）中想要吆喝其他網路使用者時，即使她本身再有力，

還是會轉換性別以求得他人對她本身身份的認同。 

體驗在現實生活中女性無法體會到的權力，可以讓女性暢所欲

言，表達一些強硬的立場、對立的意見或批評他人的言論。 

以上對於兩性在網路上變換性別的表現，可以看得出來兩性因網

路這個媒介獲得了能夠更進一步瞭解彼此溝通差異的管道，尤其是如

上討論的，有目的性的扮演彼此的性別角色能帶給他們對於另一性別

角色全新的體驗。但是從以上的論點來看，兩性之間的溝通仍然有一

些隱憂存在，兩性可能利用彼此的性別角色達到獲得權力的另一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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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而且他們改變性別的行為，或許只是在逃避兩性溝通所出現的問

題，例如女性無法暢所欲言，而解決的方法是變身成為男性。 

最後 Soukup(1999)對於 CMC 中的性別研究下了一個結論，他認

為 CMC 本身即牽涉到複雜的性別與規範動力，需要廣泛的調查研究

才能全面性地了解，它也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普遍現象，其中性別的結

構以及溝通的過程更是因 CMC 所獨有的特性而劇烈地變化。性別認

同、群體規範、文化背景，人際關係的發展，都與 CMC 互相複雜地

交錯在一起，面對愈來愈多的線上互動行為，研究者必需親身進入線

上領域，才能真正的了解性別的結構與溝通過程。 

 

五、Tannen 與 CMC 研究討論 

（一）線上性別溝通風格的差異仍存在 

我們從各學者針對 CMC 環境的研究結果可發現，性別風格的語

言仍存在 CMC 中的兩性溝通。男性會去主宰線上討論區的發言權、

男性討論的主題多偏向運動或公共事物的參與及偏向追求資訊；女性

則較少使用對立性的言詞及命令式的風格。這些研究結果與 Tannen
的主張相似。 

學者們主張兩性在 CMC 中的溝通仍受到現實性別的影響，真實

社會中的對女性的壓力也反應在男性線上的語言風格上。CMC 中的

溝通環境仍然維持著現實社會的性別結構，進而影響兩性在 CMC 中

溝通風格的差異。 

然而 CMC 中的溝通環境只是單純映射出真實社會的情況？

Rodino（1997）指出在 CMC 中強調男性主宰的情況，多半不能說明

權力的運作如何，男性的權力是如何被付予的。Jordon（1999）在

Cyberpower 一書中描述，個人能夠在匿名或化名的情形下，產生在

離線社會所不能預期的行為。因此，網路是一個去中心化、反階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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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的傳播科技，網路是一非傳統社會系統，要從個人/使用者的角度

去探索，才會界定出網路社會的運作。 

基於此 Jordon( 1999)提出以個人、社會與想像，為網際權力的三

大要素。因為個人與想像創造出網路世界中許多的文化、政治與科技

事件，經由分析這些事件才能洞悉網路社會的結構。在真實社會中，

人際關係的發展建立在面對面的生活經驗上，而透過電腦所建立的網

路空間，真實社會結構的維繫遭到侵蝕。 

在 Tannen（1994a）陳述在其研究主張中沒有拒絕男性主宰的意

識或強調男女平等觀念，相反的，她認為不同文化的研究架構，能夠

解釋主宰意識如何在面對面溝通中被建立。她過去以打斷對話、談話

主題的控制等型態，研究男女性在談話風格上的不同，來說明言語中

主宰的意識是從對話中建構出來，不是單一男性就可以行使主宰及高

等的權力。 

若進一步探討男性在語言背後的權力意識，我們將複雜化思考線

上對話的進行，對異性產生新的的偏見，而有更多的誤解。所以在線

上性別對話的研究可以選擇適當的主題，一如 Tannen 以打斷對話為

主題，來顯現線上對話中主宰意識是如何被建構的。 

此外，延續傳統性別兩極化的觀點，會加強分裂、刻板印象的意

像，重複合理化和合法化在 CMC 中性別不平等的地位。Tannen 在研

究性別與語言時，發現兩性二元論、兩極化的意涵，並非如先前學者

所形容的在語言上一直存在著，而是透過對話被建立及渲染。所以，

過度在語言的字義、結構上探討兩性的區分，不如在對話的行動去證

明它的存在與建構。才不會偏執兩性在光譜的兩端，以致於更顯得刻

板與跨大二元論的型態，也流於以相同的語言和相同的理由去解釋

CMC 的世界。 

（二）性別的扮演與網路的個人特質 

在線上的溝通中主要以文字為溝通的語言，當個人化身在網路上

時，若沒有特別的說明，使用者可以輕易扮演不同的性別角色。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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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來看，男性扮演女性可能在於想了解女性在與男性的互動狀況，學

習站在女性的角度；女性扮演男性的目的可能在於得到男性團體的認

同。這樣的性別互換破除了傳統性別的分類，Rodino(1997)，
Camenon(1996)建議研究網路上的性別，需改變對性別的看法，將性

別除了原有的結構外再加上一連串的表現(performance)行為，網路上

的性別是被建構的。建構的動力代表個人能獨立的表現出性別的意

涵，有些人或許在內心不承認先天的性別結構，轉而在網路上表現另

一種性別尋求慰藉。 

語言建構意義的表現，在 Tannen 的研究範本裏是一直被重視的。

Tannen 不直接強調兩性固定的分類型式或定義，因此 Tannen 的研究

方法可延續至網路中，適應網路中跨性別或性別模糊的情況。以下列

出 Tannen(1994a)對自己所用的互動性社會語言學研究方法重要的信

念： 

(1)個人的角色不是天生的而是從互動中創造的。 

(2)情境也不是自然產生的，而是從對話及行為建構出來的。 

(3)在互動中沒有單獨的角色，而是共同參與的方式。 

(4)語言的特性，如說話的音量，不是以一對一的情況發生，而

是被動態付予的，語言的意義也是。 

如果要用某種固定的型態去歸類樣本的談話風格，將會受到變動

的個人特質的影響，而出現前後不一的矛盾點(Rodino,1997)。所以，

假設網路個人的特質是註定要改變的，那我們觀察的唯一模式就在於

其持續的變動。 

（三）網路的公共性與私密性 

在 Tannen 的主張裏，男性在公開性的談話是多言的。例如在座

談會、甚至於討論墮胎的廣播節目，發言的多半是男性，或者主導整

個討論的過程，參與的女性卻坐立不安，敏感的意識到人們對她說的

話及所犯的錯誤將會採取什麼樣的負面反應。換個場景至家中，丈夫

總是沈默的，而妻子卻喋喋又瑣碎的談話。對女性來說，在家裡或熟

悉的環境裡，才會感受人際的親密性，女性會主動展現對人際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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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 

在性別與網路使用的數量比較中，男性在專業討論或公共事物的

領域，發表訊息的數量多於女性，女性常被男性忽略或攻擊，選擇保

持沈默或逃避。而女性在保障不被排斥及干擾的情況下，如在女性獨

享的線上討論區和網站，才可達到平衡的狀況，增加使用的頻率。但

是在過去 CMC 的研究裏，並沒有指出在女性的網站或討論區，對於

女性是感受人際溫暖的場域。 

筆者在此提出問題，在開放性的線上討論區中，對於男性是否是

屬於公共性的場合，男性會藉由語言來維繫自身的獨立性，並意圖去

控制在此環境中的地位，如同 Tannen 主張裏描述，男性視對話為一

場競爭。相對的，女性是否在線上的女性團體尋求人際的親密感，表

現其擅長的情感式談話。另一個問題是，網路的匿名性是否可以增加

個人的安全感，提供個人私密性的空間。 

 

六、研究結論 

本研究試從 Tannen 對兩性對話風格的主張及觀點，來分析線上

性別與語言研究的現況。在研究的思考途徑上，首先將線上的溝通視

為與真實面對面溝通差異很大的環境，在檢視 CMC 研究的相關文獻

後發現，面對面性別語言的風格仍然有其存在的軌跡。但是，卻無從

看出線上溝通環境與真實社會銜接的空間，相對的延續過去的性別觀

念與男性為主的社會結構，會引起舊有問題的爭議與隱匿了網路中多

元、快速變化的現象以及網路世界中的社會關係。 

其次，線上性別與語言的研究結果，大多數強調的是性別風格

（Gender Style）的語言，例如：男性的語言意圖主宰線上溝通的權

力；女性則多表現情感或善意的語言。缺少像在 Tannen 研究中以溝

通主題或溝通情境（公開性與私密性場合、發問問題、打斷對話…等）

所突顯的兩性對話風格的差異。此外，Tannen 在研究策略上強調所謂

的溝通風格不同於溝通內容，是指與人溝通的方式，會影響聽者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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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與解讀。Tannen 的研究過程重視的是，聽者與說者傳達訊息同時發

生的相互影響性，如何解讀訊息內涵的指標。 

如果要描述線上性別溝通風格差異性與特性，其實仍缺乏更多方

面的探討和研究的累積。就此，筆者就目前線上性別與語言研究上的

不足及其它研究網際網路時關注的議題，提出下列未來研究的建議： 

（１）CMC 性別溝通風格的研究，應找出能反應 CMC 情境的言談風格

型式。增加網路性別建構、網路社會關係等議題研究的觸角。 

（２）研究線上訊息文字的表達與 FTF 口語表現的差異性，線上訊息

所能傳達出來的非語言訊息、隱喻，也可能使使用者表現出不

同的溝通策略。 

（３）Tannen 的主張裏，男女在公共場合和私下場合所表現的談話

方式是不同的，而 CMC 的溝通情境那些場域對於使用者來說是

屬於公共場合？或私下場合？這點是需要再探討的。 

（４）線上的研究方法，要如何在使用者不提供真實性別的情況下，

獲得其使用語言的背後意義及其它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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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ine Gender Communication Style: A 
perspective on Deborah Tannen 

 

Chien-chih Ko 

Chun-hui Chuang 

Abstract 

The study of gender and language encompasses several areas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early days, mass writings, which describe 
bisexual questions became popular after the gender and language research 
was published.  Among these writings, Deborah Tannen’s assertion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terculture research that explains the differences in 
between genders has been widely accepted bythe public.  It is usually 
quoted in academic research as well. In addition, her research could be 
seen as the authority in the area of gender and language. 

This article tries to employ Tannen’s viewpoints,as described in her 
1990 work “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 To analyze gender differences in communication 
language . Furthermore, it talks about the on-line communication style 
and language use between two genders. 

The net possesses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anonymity, 
interaction, and accessibility.  Therefore, in the gender research of CMC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some scholars think optimistically 
that both genders equally participate and communicate on line.  This 
article is going to inspect some latter results of CMC gender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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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ough the net possesses the distinguishing characteristics of 
anonymity, interaction, and accessibility, researchers found similar gender 
communication styles online and real worl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nline 
gender communication style is related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ce- 
to-face gender communication style.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value of Tannen’s research in order to understand if the 
difference of the two genders’ communication language in the real world 
has been affected by online communication mode. 

 

Keywords：Gender、Communication Style、CM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