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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从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经济全球化 已经成为 

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客观 

上要求本土企业与外国企业进行跨文化合作，跨国 

经营是企业优化资源配置 、扩大经营范围、增强核心 

竞争力 、提高运营效率的重要手段。但文化 的异质 

性 (不 同文化的人在认知 、价值观、信仰、语言等方 

面存在差异)却使得不 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合作时可 

能遭遇“文化休克”。沟通是一个涉及思想、信息、 

情感 、态度或印象 的互动过程 ，是组织的生命线 ，是 

协调组织各个系统 、缓解组织 中的矛盾 、解决跨文化 

冲突的必要手段。在跨文化交流中，必要的沟通技 

巧成为跨 国经营取得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 。 

意义建构理论要求将信息研究的重点从来源强 

调转向使用者强调，即摆脱沟通者自身的感知体系， 

从另一个不 同的参 照系(沟通接收方 )反观 自身的 

沟通技巧，这不仅符合双向沟通的原则，也使得沟通 

技巧的衡量更为科学 (Dervin，2003)。关 于沟通技 

巧 ，已有的文献多采用经验归结的方式进行阐述 ，鲜 

见有人通过运用 行为实验研究 方法创建贴近现实 

的、多状态的、理论与实践交互作用的情景以考察沟 

通技巧与沟通效果 的关系 ，从而得到对各沟通技巧 

对沟通效果作用大小的客观 、真实的认识 。故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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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基于意义建构理论 ，运用行 为实验研究方法考察 

沟通技巧与沟通效果的关 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跨 

文化沟通技巧衡量指标体系。 

二、意义建构理论 

Dervin于 1972年开始对 意义建构 理论进行 系 

统的研究。意义建构属于建构主义本体论的观点 ， 

主要 阐述人们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 ，是一种解释沟 

通 、信息与意义之间关系的理论体系和概念性工具。 

意义建构论者认为 ，社会现实并不独立于人们的认 

知，而是取决于人们的认知和意义建构。 

在意义建构论者看来 ，社会现实是个体和个体 

问主观经验的产物，而组织则是一种个体间互动的 

社会现实 ，并且通过组织成 员的沟通和相互作用不 

断得到建构。Dervin提出两个意义建构模式以阐述 

其理论。 

(一 )意义建构 隐喻模型 

意义建构隐喻模型由环境、鸿沟和使用三要素 

组成。“环境”指时间和空间 ；“鸿沟”指因信息不连 

续性而形成的理解差距；“使用”指信息对个体的意 

义，每个人对信息的使用都是针对情境做出的反应， 

其 目的是弥补差距或解决问题。当人在前进过程中 

遇到鸿沟 时，解决 问题 的过程 分为三步 ：(1)确 定 

“鸿沟”并且将其“概念”化；(2)找出解决问题的方 



法；(3)跨越鸿沟。情境 一鸿沟 一帮助／使用构成意 

义建构模型。Dervin(2008)用图示法 (如图 1)形象 

说明信息意义建构过程。 

图 1 意义建构 隐喻模型 

(二 )意义建构三角关系模型 

Dervin(2008)将 隐喻模式 中的 3个重要元素 ： 

情境 、鸿沟、使用 (帮助)抽 出，提 出了意义建构三角 

模式(如图 2)。Dervin认为个体在生活经验中的每 

个时刻皆可能产生意义建构，意义建构的关注点在 

于个体如何定义和处理其所在的情境、面临的鸿沟、 

解决渠道以及跨越鸿沟继续行程之后的连贯性。三 

角形中为经验 的循环 ，此模式可能代表特定时空中 

的具体事件或是心智上的认 知状况 ，而根据个人 的 

经验来决定如何做出回应 。因此 ，是否为鸿沟或是 

否为帮助，皆由个人决定 ，而整个过程是流动的非线 

性，不一定都是从情境一鸿沟一使用(帮助)，也可 

能是情境一使用(帮助)或使用(帮助)一鸿沟。 

情境 

使用帮助 

图 2 意义构 建三角关系 

三、意义建构理论与跨文化沟通 

意义建构理论将“情境”置于研究 的重要位置 ， 

“情境”在意义建构理论中有三层涵义 ：(1)对同一 

用户，同一信息在不同环境中有不同意义；(2)在同 
一 环境中，不同用户对同一信息有不同理解；(3)信 

息接收者所理解的信息含义不完全等同于信息生产 

者的本意。人们是在 与他人交流、解读他人 的信息 

和与他人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对事物进行意 义建构 

的，并且在意义建构之后 以“意义表达”的方式把所 

建构的意义解释和传递给他人的。资讯(信息)不 

再被视为只是一个直接从发送者传送 至接收者 的 

“传播物件”，而是“于特定时刻与情境下，一人或多 

人创造的意义”，意义建构理论是理解信息沟通过 

程的一种有效工具。 

跨文化沟通是不同用户在不 同环境 中的意义构 

建过程，在这一意义构建过程中，跨文化沟通双方对 

同一信息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意义；在同一环 

境中，沟通双方对同一信息存在不同的理解；信息接 

收者所理解的信息含义不完全等同于信息生产者的 

本意。正是由于在 同一环境中，跨文化沟通双方对 

同一信息存在不同的理解，所以导致双方在为达成 

同一目标时出现“鸿沟”，即由于信息不连续性而形 

成的理解差距，而为 了跨越“鸿 沟”，需要找 出解决 

渠道 以弥补双方 出现的差距。意义建构理论认为 ： 

当前进遇到阻碍时 ，可 以假定其 中必然存在信息 的 

不连续性 ，由于缺少对特定环境的了解 ，人在前进 中 

没有可以参照的经验，只有建构新的概念才能继续 

前进。Dervin认为 ：外在世界并非一个计划好 、有秩 

序 、可观察的对象 ，“人 ”也不只是被动、消极 、机 械 

的信息观察者和接 收者 ，人在接收信息过程 中的主 

观作用也应引起关注。意义建构理论认为信息研究 

应由来源强调转向使用者强调的方向，即应关注信 

息接收方对信息的理解的准确度，并根据接收方的 

反馈采取相应的措施 。 

基于以上分析 ，为了弥补跨文化沟通 中出现 的 

信息不连续所导致的“鸿沟”，必须根据沟通接收方 

的反馈采取措施使得沟通接收方 的意义构建与沟通 

信息发送者的意义构建趋于一致，并逐渐缩小沟通 

双方的理解差异 ，以解决跨文化经营中出现的冲突， 

提高组织绩效。 

四、基于意义建构理论 的跨文化沟通技巧衡量 

指标 

意义建构理论认为信息研究应 由来源强调转向 

使用者强调的方向，所 以在跨文化沟通研究中应对 

沟通信息接收方保持应有的关注 ，沟通信息发送方 

应根据接收方的反馈来提高沟通技巧 ，从而达到沟 

通双方信息理解的一致性。 

在有 关 沟 通 技 巧 的相 关 论 述 中，Putti等 人 

(1998)认为在沟通中应运用反馈测试已沟通信息 

或者是希望表达的信息的准确性 ；应简化语言，使用 

听众能够理解的语言；积极倾听信息；控制情绪，用 

平 静 的情 绪 进 行 沟 通 ，同 时 注 意 非 语 言 线 索。 

Koontz等人 (1993)认 为信息发送者必须对他要传 

递的信息有清晰的想法；不能脱离实际去制定信息 

沟通的计划；要考虑信息接收者的需要；注意信息沟 

通中的声音、语调、措辞以及讲话内容与方式之间的 

· 101· 



和谐一致 ；试图传递接收者能理解的信息 ；并注意信 

息沟通中的情感作用。Robbins等人(2003)认为组 

织成员必须具备沟通概念 的操作性知识 ，并有能力 

应用于实践 ；使用简单直接的语言来沟通 ；应重视反 

馈；营造一个支持性的、值得信赖的、诚实的组织氛 

围 ；制定共同 目标。 

据以上文献 ，笔者将基于意义建构理论 ，即站在 

信息接收者的立场上 ，考察信息接收者对信息发送 

者的沟通技巧评价结果与沟通效果 的关系 ，将与沟 

通效果具有显著相关关系的沟通技巧作为跨文化沟 

通技巧衡量指标体系之一。笔者拟研究的沟通技巧 

指标为 ：立场 、理由、逻辑 、倾听、肢体 、情绪、语速。 

五、跨文化沟通技巧衡量指标体 系的实验研究 

(一 )买验 方 法及 流程 

本实验在西南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西蒙 一 

泽尔腾行为决策实验室”进行 ，沟通语言为德语 ，沟 

通方式为 口头 、平行 、两两双 向沟通 ，实验辅助手段 

为问卷、录像等方式。本论文的实验受试者为中国 

人和德国人 ，之所以选择中德受试者作为研究对象， 

原 因有两个 ：一是德国是 目前 中国除俄罗斯外第二 

大直接对外投资国，中德经济合作较为活跃 ；二是东 

西文化差异较大 ，对其进行研究具 有典型性和代表 

性，中国无疑是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德国也具有西 

方文化的核心基因。 

实验方法及流程如下 ： 

1．进行 实验前测 ，其 目的在 于挑选符合 实验要 

求的受试者。由于笔者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出跨文化 

沟通情景下各沟通技巧对沟通效果的作用关系 ，所 

以构造跨文化的实验背景成为首要任务。笔者采用 

问卷测试的方式对中国被试者和德国被试者进行实 

验前测 ，测试问卷为 Hofstede(2008)和 House等人 

(1999)文化差异调查问卷的结合 ，并选取不确定性 

规避指数(UAI)这一文化维度为研究的切人点 ，问 

卷结果通过了信度 、效度检验。实验前测 问卷填写 

完毕后 ，对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挑选符合文化倾向 

假设的人作为实验受试者 ，即挑选 UAI低于 35的 

中国人和 UAI高于 60的德国人作为实验被试者 

(根据 Hofstede的调查结果 ，中国人的平均 UAI为 

30；德国人 的平均 UAI为 65)，其中中国受试者为德 

语系学生，具备正常的德语沟通能力 。 

2．确定沟通 内容 。首先 ，让 中德受试者分别对 

管理案例进行行为决策，所有案例均与不确定性规 

避文化指数(UAI)相关，具体的案例包括：供应商的 

选择、方案执行的统 一性 、工作环境的选择 、规章制 

度的执行程度 、投资风险 的选择 、人事任命 、产 品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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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等。由于文化差异 ，中德受试者对管理案例的决 

策判断具有显著差异。特别是在供应商的选择、方 

案执行的统一性 、工作环境的选择上 ，中德受试者之 

间存在较大的分歧 ，双方的选择完全相反 ，故将此 3 

个案例(如表 1所示)作为沟通内容。 

表 1 沟通 案例 

案例 内容 

案例 1 

案例 2 

橐例 3 

供应商的选择 

方案执行的统一性 

工作环境的选择 

3．进行 实验分组 。将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高的 

德 国人 (36个)作为传播者 ，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低 

的中国人(36个 )作为接收者，其中一个德国人和 1 

个 中国人组成 1组 ，共 36组。每组 中国受试者与德 

国受试者对上述 3个案例 的看法相反 ，即每组 中德 

受试者之间存在决策冲突。 

4．进行正式的沟通行为实验。实验流程 ：首先 ， 

传播者与接收者就规定的案例按序进行讨论，每个 

案例讨论时间为 10分钟 ，每组时间总共为 30分钟 ， 

时间受控于实验主持人 ，每个主持人应严格遵守实 

验指导用语 ，并进行全程录像监控。其次，讨论结束 

后 ，所有受试者对案例重新做出选择 ，其中接收者填 

写“选择改变原因问卷”以考察沟通效果(沟通后决 

策选择改变越 大，沟通 效果越好 )；填写 “沟通评价 

建议 问卷 ”以对传播 者 的沟通技 巧进行评 价。再 

次，根据对 比分析受试者对案例 的原有答案 以及重 

新做出选择答案 ，结合“选择改变原因问卷”得 出沟 

通效果 ，即沟通化解跨文化冲突的相关数据。最后 ， 

根据“沟通评价建议 问卷 ”得 出沟通技巧各指标 的 

相关数据 。 

沟通实验 中对沟通衡量指标 的具体界定如表 2 

所示 。 

表 2 沟通衡量指标 

变量 内容 

立场 

理 由 

逻辑 

倾 听 

X 情绪 

你是 否清楚地 了解对方的立场? 

你觉得 对方所阐述 的理 由是否充分? 

你觉得对方的表达是否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在 沟通的过程 中你是 否有充分 的机 会表达 自 

己 的观 点 ? 

在沟通的过程中，对方的面部表情或语气是否 

让你感觉愉快? 

(二)实验分析 

1．实验数据的信度及相关性分析 

笔者采用克伦 巴赫 仅系数测量方法 ，运用 SPSS 

11．5对衡量沟通 (效果)的各指标变量的相关数据 

进行 统 计 与 分 析 ，结 果 表 明 ：信 度 系 数 d 值 为 



0．8076，0【值高于 0．7，说明实验取得的数据具有 良 

好的信度。 

运用相关性分析法对沟通艺术各变量的相关数 

据进行 Pearson相关性分析发现 ：立场、理 由、逻辑 、 

倾听、情绪这 5个 因素 与沟通 效果 的相关 性显 著 

(如表 3所示 )。 

表 3 沟通艺术变量相关性 分析 

}在 0．05水平(双侧 )上显著相 关。 

在 0．O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 关。 

2．运用比较矩 阵法确定衡 量沟通 (效果 )的各 

指标 变量 的权 重 

比较矩 阵是一种确定权重 向量的有效方法 ，它 

通过将模糊概念清晰化 ，从而确定全部 因素的重要 

次序。在获取各变量的实验数据后 ，笔者拟运用 比 

较矩阵法确定衡量沟通的各指标变量 的权重 ，即 

将各 因素评价值 与 相乘再相加 ，得到每个接 

收者对传播者沟通 (效果 )的最终评价结果 z(Z= 

。+ ：+ + 4十 X5)，其 中 z为 

沟通 (效果 )，X为衡量沟通 (效果)的指标 ， 为权 

重。 

具体步骤 ： 

首先，根据标度定义表(见表4)，对各因素权重 

进行两两重要性判断 ，形成各因素权重 的比较判 断 

矩阵 A。 

表 4 标度 定义 表 

标度 a 定义 

因素 i与因素 相 同重要 

因素 i比因素 略为重要 

因素 i比因素 较为重要 

因素 i比因素 强烈重要 

因素 i比因素 绝对重要 

为两个判断之间的中间状 态对应的标度值 

因素J与 因素 i比较 ，得到的判断值 ajl=1／a 

各因素权重的比较判断矩阵为 

A = 

l 3 1／3 4 l／2 

1／3 1 l／5 2 1／4 

3 5 1 6 2 

1／4 l／2 1／6 1 1／5 

2 4 1／2 5 1 

其次，计算各因素权重因子。 

(1)计算判断矩阵 每一行元 素的乘积 M = 

U 0 (i：1，2，⋯，n)，形成向量M：( 。 ：⋯ 

M ) ，将 A 中各 元 素 代 人得 M ： (2 0．033 180 

0．004 20)To 

(2)计算 的n次方根 =M7，形成向量 

： (M一 M一：⋯ ) ，将 M 中各元素代入得 

= (1．1487 0．5065 2．8252 0．3342 1．8206)T。 

(3)对 向量 进行归一化处理 ，得到各因素 的 

权重因子 = ／(∑ )，形成权重因子向量 

W =(W。W2⋯ W ) ，将 中各元素代入得 

= (0．1731 0．0763 0．4258 0．0504 0．2744)T。 

再次 ，进行一致性检验。 

(1)计 算 最 大 特 征 根 Amax= n 
：  

5．0975。 

(2)计算一致性指标 ：判断矩阵的一般一致性 

指标 CI： ：0．0244；判断矩阵的随机一致 

性指标 cR=面CI=0
． 02l8。上式中，R，为平均随机一 

致性指标 ，CR =0．0218<0．1，判断矩阵 A通过一 

致性检验，说 明确定 的权重 是有效的，无逻辑性 

错误 (见表 5)。 

表 5 R，取值表 

矩阵阶数 

根据前面计算的各因素的权重因子 ，得出 1套 

衡量沟通 的指标体 系，该体系的构成因素和权重 比 

例见表 6。 

表 6 衡量沟通的指标重要性排列表 

排名 1 2 3 4 5 

变量 逻辑 情绪 立场 理 由 倾听 

权 重 0．4258 0．2744 0．1731 0．0763 0．0504 

六、结论与进一步研究方向 

笔者将基于意义建构理论，即站在信息接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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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上，考察信息接收者对信息发送者的沟通技 

巧评价结果与沟通效果 的关系，将与沟通效果具有 

显著相关关系的沟通技巧作为跨文化沟通技巧衡量 

指标体系之一。笔者研究的沟通技巧指标 为立场 、 

理 由、逻辑 、倾听 、肢体、情绪 、语速。通过 中德跨文 

化沟通行为实验，并将实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最后 

得出了一套衡量沟通效果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 

由5个因素构成 ，分别为逻辑 、情绪、立场 、理 由和倾 

听。从比较矩阵法确定的衡量沟通的各指标体系的 

权重来看，沟通技巧衡量指标体系中的“逻辑”对跨 

文化冲突化解度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情绪，再次是立 

场、理由和倾听。 

跨文化沟通本身具有的隐性特征决定了科学地 

对之予以衡量具有一定的难度 ，并且 ，由于沟通衡量 

变量的多样性和全面性使得建立一套完整全面的衡 

量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 的研究。同时，获取其他 国 

家的相关实验数据以支撑并健全 已有的研究成果和 

指标体系 ，并将其运用于其他 国家成为进 一步研究 

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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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xperimental Research into the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ng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Sense-making Theory 

— — Taking Germany and China as Examples 

XIE Dong—mei．FAN Li—li．YI Jia—bin 

(School of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 610031，China) 

Abstract：The authors aim to solve cross—culture management conflicts emerging in muhinational corporations．The authors build an 

index system to evaluate the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in a cross—-cultur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sense—-making theory in which 

information receiver can appraise the communication techniques of information sender．The authors validate the index system with be— 

havioral experiment method and comparison matrix method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echnique and bring forward a set of index system to 

appraise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which includes logic，mood，position，reason and hearkening，and confirm the weight of communica— 

tion variables with the comparison matrix method． 

Key words：cross—culture conflict；communications management；behavior experiment；sense—mak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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