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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日回應批評之語用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回應批評、語用、社會地位、性別、華語教學 

本研究以跨語言視角，討論華日回應批評之語用研究。批評常見於人際

溝通中，是談話交流時常用的言語行為。由於批評行為具有互動性強、複雜

度高之特性，故現有研究中，以批評為主題之研究仍在少數，而針對回應批

評之言語行為研究則更少。再者，過去關於回應批評之相關文獻，大多僅從

社會地位的視角切入，仍未見回應批評策略之研究。有鑑於此，本文除探討

華日回應批評言語行為語用策略之運用情形外，並加入批評主題、社會權勢、

性別因素等因素，檢視此三類變因與回應批評策略的關連，並歸納華日異同。 

本研究以兩份話語完成測驗之問卷為研究工具。問卷（一）的實施目的

為先行研究，探究華日母語者回應批評之特質；問卷（二）是奠基於問卷（一）

的結果修改而成，其實施目的是為了解華日母語者實施批評之方式。兩份問

卷在實施的時程上有先後順序，內容方面亦密切相關。研究結果顯示，華日

回應批評之回應策略可分為他人取向及自我取向兩種主體策略，其下又再包

括道歉、自承、感謝、承諾、解釋、詢問以及請求等七種核心策略，並搭配

應答及贊同兩類輔助策略。華日回應批評的策略組成模式，均偏好將道歉策

略置於回應批評的起始處。然而不同的是，華語習慣於結尾處置入承諾策略，

起始與結尾中間可再另外搭配其他核心策略，而日語則是將承諾策略直接置

於起始處之後，再於結尾處搭配其他核心策略。 

華日回應批評的策略分布共性在於，面對社會權勢高的批評者，都傾向

使用承諾策略，面對社會權勢低的批評者，則都偏好使用道歉策略。而華日

回應批評之策略差異則表現在批評主題以及回應者性別的變因上。首先，當

批評主題為技能表現時，華語傾向使用承諾策略，日語則偏好使用請求策略；

當批評主題為內在特徵時，華語傾向使用道歉策略，而日語則偏好使用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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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由此顯示兩個語言的母語者，都偏好使用自我取向主體策略，然而依

據不同主題，採取的具體策略也有不同。其次，華語男性、女性面對批評時，

都一致傾向使用承諾策略；而日語男女兩性則呈現分歧現象，男性母語者常

使用道歉策略，女性母語者則較常使用承諾策略。此為華語及日語母語者在

回應批評時呈現之差異。 

本文最後以研究成果為依據，檢視現行於台灣最常常使用的兩套華語教

學教材，並分析教材中與回應批評相關的教學部分。再根據自身研究結果，

設計以語言意識結合語言訓練之教案，希望能為華語回應批評之語言教學帶

來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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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agmatic Research of 
Responses to Criticism in 
Mandarin and Japanese 

Abstract 

Keyword: respond to criticism, pragmatic, social status, gender, Mandarin teaching 

In this study, we discuss the response to criticism in Mandarin and Japanese 

through a cross-language perspective. Criticism is a common speech act in a 

conversation. Due to the interactivity and high complexity of criticism, the 

existing research that study the criticism is still a minority, and the studies in 

response to criticism are even much fewer. Furthermore, most of the literature of 

response to criticism only discu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tatus, so the 

research strategy in response to criticism is relatively rare. In the light of this, in 

addition to the discussion of the pragmatic strategies for response to criticism in 

Mandarin and Japanese, this study also included three factors: criticism subject, 

social status, and gender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factors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Finally, a summary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Mandarin and Japanese will be displayed. 

In this research, there are two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Questionnaires. 

The "Questionnaire 1" is a prior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traits of the response to 

criticism from Mandarin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ve speakers, and the 

"Questionnaires 2" is revised based on the result  of "Questionnaires 1". The 

purpose of "Questionnaires 2" is to investigate how Mandarin Chinese and 

Japanese native speaker respond to criticism. Two questionnaires are implem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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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an order, and the content of the two questionnaires are also closely relat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a response to a criticis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Behavior Subjects", which are "Orientation to Other" and "Self-

Orientation". Under the two categories, there are seven "Core Strategies" 

(apologize, admit, appreciate, commit, explain, ask, and request) and two 

"Subsidy Strategies" (respond and approve). 

The commonality of the response to a criticism in Mandarin and Japanese is 

that regardless of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hearer, they usually take "commit" as a 

response.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fferences of the response to a criticism between 

Mandarin and Japanese can be observed in criticism subject and gender. First, 

when the criticism subject is "Skill Performance", Mandarin Chinese native 

speaker would take "commit" as a strategy to respond, while Japanese would 

prefer "request". Besides, when the criticism is "Inherent Characteristic", 

Mandarin Chinese native speaker would take "apologize" while Japanese would 

take "commit" as a strategy. Also, both male and female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prefer "commit" as a response strategy to a criticism, while a male Japanese would 

take "apologize" and a female Japanese would take "commit".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this study also reviews the two 

Mandarin Teaching materials most commonly used in Taiwan and analyzes the 

parts related to the response to criticism in the textbooks. Apart from the analysis, 

lesson plans combining language training with language awareness were designed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hoping to contribute to the Mandarin Teaching of 

response to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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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人類利用語言傳遞訊息和交流感情，除了語音、語義、語彙及語法等語

言知識，能使話語產生溝通功效之外，其實當發話者在說出話語的當下，就

已經產生言語行為。所謂說話即做事，眾多言語行為諸如請求、感謝、讚美

及批評等，皆是由說話者在說出說話語的當下即完成的（楊芳，2010）。正

因為話語能傳遞各種情感、訊息，因此在人類的言語溝通中，話語的最小單

位不是語言的各種句式，而是言語行為（Austin，1975；Searle，1969）。 

隨著言語行為理論的提出，使許多專家學者紛紛投入言語行為的研究，

從多個角度系統性地分析不同言語行為。發展至今，言語行為研究已經成為

現代語用學的核心內容之一。目前為止，中外學者研究較多的有道歉、拒絕、

讚美等言語行為，這些言語行為在語言的表現形式上均較為公式化，而且定

義也較為明確與完善，然而反觀批評此類言語行為，則少有人觸及（朱湘燕、

周健，2004）。 

批評言語行為是針對交談對象之言行給予負面評價，在溝通內容中，難

免會涉及到對方的缺點及過失，因此實行批評時較容易冒犯對方。但是批評

言語行為反映的是說話者的真實評價，是有其實施之必要的。批評者在批評

的同時，一方面要顧及被批評者的面子，一方面又要使交談能順利進行，因

此批評者提出批評時，常運用多種言語行為以達此目的。根據朱德光（2013）
的研究，批評言語行為之所以較其他言語行為更為複雜，正是因為一個單獨

的批評行為可能由幾種不同的言語行為構成，因此要研究批評言語行為時，

除了得分析批評本身，還得利用多種言語行為組合描述。回應者面對批評時

回應的話語，即是回應批評，而大部分的被批評者在面對批評時，即使在當

下面子已被極度威脅，仍會根據當時對話語境，選用多種言語行為，如道歉、

解釋、改正策略等語用策略，進行適當得體的回應（徐志敏，2005）。可見，

不只批評本身具有多種言語行為組成之特色，其回應批評之話語亦含有言語

行為組合之特性。本研究的重點，即針對回應者回應批評時使用的語用策略

進行分析、討論。 

然而目前回應批評的文獻資料並不多，多數以研究批評言語行為為主。

學者們多從社會權勢的角度出發，探究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批評如：教師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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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如：曹佳，2007；辛雪艷，2008）、父母對子女（如：劉豔，2010；黃

穎慧，2011）的批評行為，顯示社會因素對批評是會產生制約作用的。又根

據前人研究，除了社會權勢因素外，主題與性別也是影響言語行為實施的因

素（Hoang，2007）。不同言語行為皆有與之相應的主題，以讚美言語行為為

例，Holmes（1986）就曾指出讚美者最常行使讚美的主題為外貌形體

（appearance）、內在能力（ability）和財務資產（possessions）。除了主題是

影響言語行為的因素外，不少探討兩性語言的文獻中均指出，兩性即使使用

同一種語言，在語言表現上仍會產生差異，是語言變體常見的表現形式之一，

可見語言形式亦是受溝通雙方性別影響的（Tannen，1999；Samovar, Porter 
& Stefani，2000；李琳，2005）。目前在批評言語行為方面，對於主題和性

別因素的探討已不多見，而探討上述因素對回應批評的具體影響更是不多

見，仍有待研究。 

雖然對華語母語者及華語學習者而言，行使批評與回應批評在自己熟識

的母語環境中是十分普遍的行為，但是當華語學習者在非母語環境中接觸到

該語言文化之言語行為時，批評與回應批評的情境即變成了跨文化溝通議

題。對於文化規約，不同地方、不同國家有不同解釋，但是不同群體之間的

文化差異始終根植並且體現於該群體的歷史發展、國家體制、文化傳統，甚

至是民族性格等多種因素上（田學軍，2009）。既然語言是文化的一部分，

華語學習者在與母語人士交流時，必須了解該語言的文化背景，才能有效地

應用目標語1進行溝通，以免影響溝通（周思源，2009）。畢竟，會說某國語

言，並不代表已經了解該語言的文化內涵，所以才會發生在不完全了解對方

文化的情況下，產生溝通誤會與尷尬。以華語批評為例，曹佳（2010）曾指

出華語學習者實施批評時，常只以簡單的「不好」來概括所有想要批評的內

容，而回應批評者的批評時，也僅能回覆簡短的「對不起」。雖然學習者使

用的語言形式並未有錯，然而這樣的表達方式與母語者在實際生活中運用的

批評表現並不完全相同（朱湘燕，2004）。之所以有此情形，是因為學習者

在實施批評與回應批評前，並未如母語者般，考慮到華語社會的文化規約。

換句話說，學習者並沒有將性別、社會權勢甚至是批評主題納入發話考量中，

致使無法運用不同批評策略進行批評，亦無法使用不同策略適當地回應批

評。有鑑於此，對比不同文化間言語行為之差異，使學習者擁有與母語者順

暢溝通之能力，是華語教學領域中直得投入的範疇。 

藉由上述文獻歸納，可得知將目標語的文化規約導入語言教學中，對學

習者的真實溝通是有助益的，換句話說，將華語回應批評語用規則適時導入

華語教學課堂中，對學習者是有幫助的。近年來，來台學習的國際學生與日

                                                       

1  感謝口試委員馮寶珠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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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增，學習者與母語者交流的機會也日益頻繁，透過此現象更加凸顯將跨文

化意識融入華語教學的必要性。根據教育部公布的 2014 年大專院校境外生

人數統計顯示2，2014 年來台留學的境外國際生人數就超過九萬人。其中，

境外國際生來源地的前五名中，只有日本是屬於唯一非華人文化圈的國家

（其餘為中國、香港、澳門及馬來西亞）。眾多日籍學習者留台，除歸因於

台日友好的外交情勢外，地理位置相近及相近的漢字書寫系統等，都是吸引

許多日本留學生前來台灣當地留學、生活的主要誘因。根據日本文部科學省

（相當於我國的教育部）於 2016 年 3 月最新公布的日本人海外留學狀況

（http://goo.gl/1SQD1g）統計圖表顯示（如下表【一-1】所示）3，2013 年間

的日籍海外留學生中，來台留學的日籍學生人數已從前一年（2012 年）的

3097 人增加到 5798 人，顯示在日本國內，來台灣學習、生活已是個漸漸成

長的趨勢。4 

表【一-1】平成 28 年日本人海外留學狀況 

 國家、地區 留學人數 前一年留學人數 

1 美利堅合眾國 19,334 19,568 

2 中國 17,226 21,126 

3 台灣 5,798 3,097 

4 英國 3,071 3,633 

5 澳大利亞 1,732 1,855 

資料來源：日本文部科學省（2016） 

雖然日語與華語共同分享漢字，但是兩個語言的母語者在話語表達方

面，卻有相異的表達習慣。祝大鳴（1997）在其研究日語語言文化特點的研

究中，即指出日語母語者深受其社會文化影響，溝通時不如其他文化母語者

直接。日語母語者在交談時，傾向使用較迂迴的言語策略，並習慣以字面意

義不明確的話語，表達其話中有話的深層含意。而當日語母語者與外國人交

談時，則常常是根據對方的反應來決定自己話語的輕重緩急，鮮少出現直截

了當的語句，惟恐冒犯對方。因此，日語母語者在具體的語言表達上，較少

使用祈使句或是命令句，即使自己有明確的主張，也避免以直接方式表達。 

                                                       

2  『教育部 104 學年度大專校院境外學生人數統計』之資料來源為教育部統計處。  
3  『平成 28 年日本人の海外留学状況』之資料來源為日本文部科學省。 
4  感謝口試委員馮寶珠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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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bler（2006）曾指出，若學習者對目標語的行為文化敏感度不足，則

容易在無意中得罪母語者，使對方感到困惑，並使溝通產生阻礙。同樣的，

來台學習的日籍學習者若是因不了解華語的話語表達特性，將母國文化的交

談習慣沿用至與華語母語者的交談中，則有可能會不經意地冒犯母語者。由

此可知，藉由華語與日文的對比，幫助日籍學習者發現華語與日語在言語行

為使用上的差異，進而學習如何正確地使用華語，是刻不容緩的事情。筆者

期望日籍華語學習者在學習華語時不應只是學習華語聽說讀寫的表面技能，

而是能真正學習到台灣在地華語的回應批評語用知識，進而快速地融入當地

社會。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為具體對比不同文化下回應批評的語用策略，並欲提出異同處作

為華語學習者參考之依據，筆者首先以華語母語者及日語母語者為研究對

象，以話語完成測驗蒐集回應批評之書面語料，對比華語及日語兩文化族群

之回應批評模式。而後再分析、歸納華語及日語的回應批評模式，是否受到

批評主題、社會權勢與性別差異之影響，期盼能初步歸納兩文化之回應批評

策略，並探討其異同處。最後，本研究欲檢視現行華語教學教材，並以自身

研究結果為基礎，提出相關教學建議，使日籍華語習者面對母語者的批評時，

能得體地應對，減少語用失誤，好與母語者進行順暢的溝通。 

綜合以上觀點，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是探討華語、日語母語者面對

批評時的回應策略。此外，本研究欲進一步探析批評主題因素、社會地位與

回應者性別等變因，對華語、日語母語者回應批評的影響。根據上述目的，

具體提出研究問題如下： 

1. 華語與日語母語者選用何種語用策略達成回應批評的目的？ 

2. 批評主題如何影響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回應批評的語用策略？ 

3. 批評者之社會權勢如何影響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回應批評的語用策略？ 

4. 回應者之性別因素如何影響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回應批評的語用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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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名詞釋義 

在進行回應批評言語行為研究之前，筆者先就貫穿全文的重要名詞予以

定義。 

（一）批評 

Brown & Levinson（1987）在面子保全理論中，將批評歸類為嚴重威脅

面子行為（face-threatening act）。Wierzbicka（1987）則將批評言語行為定義

為：對聽話者應負責的行為、選擇、言辭和後果給予否定評價的言外行為。

發話者實施批評之目的，是希望聽話者為了自身利益改善今後的行為，或是

發話者對聽話者的所作所為表示不滿或不喜歡，因而行使批評言語行為。

Nguyen（2005）更進一步指出，批評言語行為發生在（1）發話者依照自己

的標準或是按照與聽話者共用的價值標準進行判斷，認為受話者的言行或選

擇是不當的；（2）對發話者而言，受話者的不當言行或選擇，會給發話者、

聽話者自己、甚至公眾帶來負面影響；（3）發話者對聽話者不當的行為或選

擇表示不滿，並想用口頭表達的方式傳遞不滿情緒；（4）發話者認為自己的

行為會改變聽話者未來的行為，而且發話者甚至認為如果自己不提出批評，

聽話人可能依舊如故。筆者採用以上由 Nguyen 提出之批評的定義，並依照

上述定義，為本研究的回應批評問卷設定批評話語，此部分將在第三章第二

節中進一步說明。 

（二）回應批評 

Herbert 和 Straight（1989）曾針對回應讚美言語行為給予以下定義：指

所有回應讚美的語言或非語言形式。筆者參考 Herbert 和 Straight 對回應讚

美的定義，將之轉而定義於回應批評言語行為，即為：指所有回應批評的語

言或非語言形式。然而本次研究將回應批評的定義範圍再次縮小，把回應批

評形式限定為：回應者面對由批評者而來的批評，其所回應之語言形式。換

句話說，在本次研究中，僅先討論語言形式的回應批評策略，非語言形式之

回應策略，則暫不列入本次研究研究範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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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批評主題 

Hoang（2007）和 Spencer-Oatey（1996；2000）分別指出說話者在實施

言語行為時，其語言表現受主題、性別、社會距離及相對權勢等因素影響。

而本研究中的批評主題，是參考蘇婉蓉（2012）的研究成果。在其針對台灣

華語母語者的批評語用策略研究中，發現台灣母語者的批評言語行為是存有

主題適宜性的，一般而言，台灣華語母語者較願意針對具有後天可改變之特

性的主題提出批評。而針對一般人本有的、天生不可控的特性，台灣母語者

則較不傾向提出批評。因此，台灣母語者主要的批評主題分別有以下五類，

即為（1）服飾打扮（2）技能表現；（3）性格特質；（4）財務資產及（5）
言行舉止等。 

（四）社會權勢 

社會權勢（social power）時常與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相提並論，然

而細究其內容，兩者實際上是存在差異的。社會權勢指的是溝通一方對另一

方言行的控制權力（Brown & Gilman，1960；Brown & Levinson，1987），可

概分為上位者（superiors）、平位者（equals）及下位者（inferiors），例如父

母對子女、教師對學生。而社會地位指的則是個體在社會、群體中的社會階

級（Cansler & Stile，1981），例如大學教授之於水電工人、國家元首之於平

民百姓。通常具有較高社會權勢，即能控制對方言行的人，其社會地位也相

對較高。然而社會地位較高的人，並非表示其社會權勢必然高於溝通的對方，

例如大學教授的社會地位比水電工人高，但並不表示，大學教授的社會權勢

高於水電工人。本研究中欲探討的社會變因，僅針對溝通中能影響溝通對方

言行的社會權勢差異。 

（五）語用策略 

策略是指為達到某一種特定目地所採用的特定手段，而語用策略就是指

語言使用者為達到溝通目地，所選擇的言語方式（劉森林，2006；Leech，
1983）。語言的使用是一個不斷選擇語言形式的過程，在此過程中，說話者

不但得選擇語言形式，還得選擇語用策略。以回應批評言語行為而言，當回

應者為達到回應批評之目地時，其所選用的回應話語，即為回應批評的語用

策略，此亦為本研究的討論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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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文架構 

本研究論文共分六章，其中第一章為緒論，旨在闡明研究動機、研究目

的與問題以及解釋專有名稱，以釐清研究範圍。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從言語

行為理論出發，探討禮貌概念和溝通模式，並回顧華日回應批評相關之研究，

再輔以社會及性別變因之文獻，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行評述，逐步奠定本研

究的理論與研究範圍。第三章介紹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的實施程序。第

四章為研究成果與討論，共分為七小節，分別說明華語及日語的回應批評策

略分類標準、整體策略分佈現象、批評主題下回應批評策略之使用情況、批

評者之社會權勢因素、回應者之性別因素，以及回應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並

於最後總結。第五章為教學應用，回顧語言教學的相關理論、分析現行教材，

並依照語用教學理論和本文的研究發現，設計教學活動並提出建議。第六章

則為結論，總結前五章的研究成果，同時說明研究的限制和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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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於分析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在面對批評時，為了回應

批評而採用的語用策略，並加入批評主題、社會權勢及性別做為研究探討的

變因，因此本研究的文獻回顧將針對關於言語行為相關理論、回應批評以及

社會語言研究等三個部分進行文獻整理與探討。 

第一節 相關理論探討 

（一）言語行為理論 

言語行為理論是由英國哲學家 J. Austin 提出的。他認為，人們說的許多

話看起來像是陳述，但他們不以坦白直率地記敘或傳遞有關事訊息為目的，

而是藉由話語（utterance）實施某種行為，如請求、讚美、拒絕、抱怨等等。

因此，Austin 首先區分了兩大類話語：表述句（constative）和施為句

（performative）。而後，Austin 又進一步修正，提出新的模式，認為話語皆

涉及三種行為，即：言內行為（locutionary act）、言外行為（illocutionary act）
以及言後行為（perlocutionary act）。言內行為是指說話者發出語音、音節、

說出單詞、短語和句子等所傳達的字面意義；言外行為指的則是說話者透過

發話所實施的行為，如傳遞訊息、發出命令、威脅恫嚇等等，是說話者的真

正意圖。言後行為則是指說話者在說出話語後，對說話者自己、聽話者或是

其他人所造成的後果（Austin，1975）。以道歉策略作為回應批評的方式為

例，當一位受話者對批評他的發話者說出例句（1）的話語時，受話者所施

行的行為便已包括上述三種： 
（1） 啊…對不起。56 

言內行為：說出帶有「對不起」的話語 

言外行為：道歉 

言後行為：･緩和發話者在提出批評當下的不滿情緒 

      ･發話者接受受話者的道歉 

                                                       

5  語料來源為筆者於 2014 年 4 月先行研究階段時，自行收集之真實語料。 
6  感謝口試委員馮寶珠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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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哲學家 Searle（1969）後來又在 Austin 的理論基礎上，將言語行為

理論做了進一步發展。他把言內行為及言外行為進一步分類，將言內行為再

分為說出詞句的話語行為（utterance act）以及透過主語和謂語所實施的命題

行為（propositional act）；而言外行為則進一步區分為：（A）斷言類

（representative）、（B）指令類（directive）、（C）承諾類（commissive）、（D）

表達類（expressive）以及（E）宣告類（declaration），表【二-1】是對這五

個類別的說明與範例。 

表【二-1】言外行為分類（Searle，1969） 

言外行為 解釋 範例 

（A）斷言類 

representative 

說話者陳述一個自己相信為真或假的命題。 批評、假設、

提醒、告知 

（B）指令類 

directive 

說話者試圖使聽話者實施某個行為 建議、邀請、

命令、請求 

（C）承諾類 

commissive 

說話者承擔實施某個命題的義務 答應、承諾、

發誓、拒絕 

（D）表達類 

expressive 

說話者表達自己對命題的某種心理狀態 祝賀、歡迎、

道歉、道謝 

（E）宣告類 

declaration 

說話者宣告某個命題的實施完成 任命、宣判、

判決、提名 

資料來源：Searle（1969）7 

實施斷言類的言語行為時，發話者已經對自己做出的陳述命題之真實性

做出保證，意即發話者必須相信自己所說的話為真（Searle & Vanderveken，
1985：54-55）。藉由【二-1】可以得知，批評是被類歸為斷言類的言語行為。

因此，批評是發話者對聽話者的行為、選擇、言辭和後果給予否定評價的言

語行為。此一否定評價即為發話者依據受話者的言行給予斷定，宣稱或是斷

言該受話者的言行在某些方面是不好的。 

                                                       
7  翻譯參考：蘇婉蓉（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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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le（1969）的言外行為分類，為人類勾勒出言語行為的分類框架，

亦是各學者在分析批評、讚美等言語行為時，為言語策略分類的主要參考依

據。而筆者認為研究言語行為，除了可參考 Searle（1969）的觀點，以替言

語行為分類外，知道說話者在當時為何行使此一言語行為，亦是言語行為研

究中重要的一環。以回應批評言語行為為例，此溝通情境的前提，是須有批

評者先提出批評，而回應者再根據對話雙方當下溝通的情形，選擇適當的回

應策略後再予以回應。至於其策略使用之考量原則為何，便交由筆者在下面

小節中逐一介紹。 

（二）禮貌原則 

發話者實施批評言語行為，是因發話者對受話者的所作所為感到不滿

意，為了使受話者能改善其自身言行，因而提出自身對受話者言行的看法。

因此，透過批評，受話者能藉由發話者的話語發現自己的缺失。雖然批評也

是發話者用來表達對受話者關心的一種方式，但批評在命題及內容中，已涉

及受話者的缺點、過失或是問題，因此實行時容易冒犯對方，容易使受話者

感到自身面子被威脅。而對受話者而言，即使面子已被極度威脅，但在批評

情境時，受話者仍然得小心謹慎的回應，以免發生誤會及衝突。因此，溝通

雙方之間的批評與回應批評情境，所牽涉到的即是禮貌問題。下面筆者從禮

貌策略的角度切入，回顧 Grice（1975）的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
以及 Leech（1983）的禮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 

在禮貌原則被提出之前，就先有 Grice 的合作原則。合作原則主張溝通

雙方都是理性的，並且有一個共同的溝通目標。為了確保會話能順利進行，

溝通雙方會依循特定的一套原則彼此互相配合。該套原則就是：數量準則

（Maxim of Relevance）、質量準則（Maxim of Quality）、關聯準則（Maxim 
of Relevance）和方式準則（Maxim of Manner）。若說話者蓄意違反合作原則

的其中一個準則，讓話語產生了會話隱含（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那麼

受話者就必須經由推理去理解發話者的說話意圖。雖然合作原則為會話隱含

生成提供解釋的依據，卻無法解釋人們為何要違反合作原則，使用間接、委

婉的方式表達自己實際意思。因此，由 Leech（1983）所提出的禮貌原則，

就用來補足 Grice 合作原則之不足。 

根據 Leech（1983）的禮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語言之所以存在

委婉含蓄之現象，就是出於對禮貌的要求。他指出的六條準則，分別為：得

體準則（Tact Maxim）、慷慨準則（Generosity Maxim）、讚美準則（Approbation 
Maxim）、謙虛準則（Modesty Maxim）、一致準則（Agreement Maxim），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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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準則（Sympathy Maxim），每項準則下各有兩個次準則，如下【表二-2】
所示。 

有別於 Leech 利益受惠或受損的概念，Brown 和 Levinson（1987）則是

從面子（face）需求的角度談論禮貌，因此 Brown 和 Levinson 的禮貌原則又

可稱為面子保全理論（Face-Saving Theory）。他們將面子分為消極面子

（negative face）以及積極面子（positive face）。消極面子是個人獨立的基本

自我形象，對個人領域內的行為有自我決定的權力，希望自身行為不受他人

干擾、反駁或阻礙，這是每個人必須滿足的最基本面子需求。當一般人感到

不給面子或是失去面子時，指的就是消極面子未被滿足或是感覺自己的消極

面子已被傷害。一般人面對突如其來的批評，往往會覺得對方不給面子，或

是覺得自己出糗沒面子。 

表【二-2】Leech 的禮貌原則 

準則 次準則 

（A）得體準則 （i）儘量少使他人吃虧 （ii）儘量多讓他人得益 

（B）慷慨準則 （i）儘量少使自己得益 （ii）儘量多讓自己吃虧 

（C）讚美準則 （i）儘量少貶低別人 （ii）儘量多讚譽別人 

（D）謙遜準則 （i）儘量少讚譽自己 （ii）儘量多貶低自己 

    （E）一致準則 （i）儘量減少雙方的分歧 （ii）儘量增加一致性 

（F）同情準則 （i）儘量減少雙方的反感 （ii）儘量增加同情 

資料來源：整理自 Leech（1983：132）8 

積極面子則是希望自己的行為得到他人贊同或喜愛。然而，當說話者或

聽話者的面子受到威脅時，則需要用禮貌策略維護或滿足溝通雙方的面子。

Brown 和 Levinson 將威脅面子的言語行為稱為面子威脅行為（ face-
threatening act），當說話者或聽話者的面子受到威脅時，禮貌就是為了能夠

盡力維護聽話人和說話人的面子所做的努力，因此禮貌可當作為減緩面子威

脅所實施的補救策略。他們提出的補救策略共有以下五種： 

（A） 公開施行面子威脅行為（bald-on-record strategy）。 

                                                       

8  翻譯參考：劉怡君（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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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積極禮貌策略（positive politeness strategy） 

（C） 消極禮貌策略（negative politeness strategy） 

（D） 非公開地實施面子威脅行為（off-record strategy） 

（E） 不實施面子威脅行為（refraining from the act） 

以上藉由回顧上述理論，讓我們知道言語行為的選用，是以面子為前提

互相合作的結果。其中 Leech（1983）的禮貌原則以及 Brown 和 Levinson
（1987）的面子保全理論，至今日仍具有影響力，為學者們在分析回應類言

語行為時，提供明確的策略分析依據。以回應批評言語行為而言，利用禮貌

原則以及面子保全理論，能為回應者的回應批評策略，提供合理、清楚地回

應動機。然而語言是活的，人類的思考也並非一成不變，因此雙方在溝通時，

話語的生成也不應該只限定為對禮貌以及面子的考量。Verschueren（1999）
曾指出，無論是話語生成或是話語理解，溝通雙方都是有意識地選擇自己的

說話方式，而選擇的方式為何，由筆者於下面小節中，進一步介紹

Verschueren（1999）的順應理論。 

（三）順應理論 

順應理論是由比利時語用學家 Verschueren（1999）提出。他一反傳統語

用學家只是從不同角度研究同一語言現象，認為使用語言就是選擇語言的過

程，而說話者能恰當選擇語言，就是因為語言具有一系列可能選項的可變性；

具有非機械性的商討性，以及具有使用者能從選項中靈活變通滿足溝通需求

的順應性。順應理論指出語言的使用過程，即為不斷連續選擇的過程。這種

選擇可能是有意識也可能是無意識的，其驅動的原因是由語言的內部結構或

者外部情境所驅使。因此 Verschueren 認為，描述和解釋語言使用時應關注

到語境順應、結構順應、動態順應以及順應意識，詳細說明如下頁表【二-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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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順應理論（Verschueren，1999） 

順應形式 解釋說明 

語境順應 1. 語境隨著使用語言的過程產生不斷變化。 

2. 語言選擇則需要綜合順應溝通語境（心理、社交及物理世

界）以及語言語境（線性、篇內及篇際關係）。 

3. 解釋言語行為中「說什麼」的概念。 

結構順應
1. 語言的選擇，需要綜合順應 a.語言、語碼及語體 b.話語建

構成分； c.話語、語段；d.話語建構原則 

2. 解釋了在言語行為中「怎麼說」的概念。 

動態順應 1. 語境順應及結構順應的順應內容 

2. 必須要在動態順應中才有意義 

順應意識 1. 溝通者的心理是由社會和認知因素相互作用而成的。 

2. 必須要在動態順應中才有意義 

根據上表【二-3】可知，在話語的生成中，發話者與受話者都需要針對

表格內的四個範疇，進行有意識的選擇，替回應類言語行為的話語選擇提供

更全面的解釋。以回應批評言語行為而言，回應者接受批評後，因著順應意

識而順應當時被批評的語境，選擇自認為當下最合適的回應話語，再使用能

清楚傳達語意的話語形式，形成有意識的動態順應。 

上述理論介紹，為各種言語行為研究提供完整的分析框架。本研究依循

前人的腳步，以 Searle（1969）的言外行為分類，作為回應批評語用策略的

分類依據，並參考 Verschueren（1999）的順應觀點，分析華語及日語回應者

的策略選用模式。 

第二節 批評與回應批評 

本節著重探討與回應批評相關的研究。本節先以認識批評言語行為為切

入角度，釐清何謂批評，並藉以清楚定義本研究之研究重點─回應批評。接

著歸納學者們的回應批評策略分類方式，以擬定本文策略框架的依據。最後

則探究影響回應批評的主題、性別、社會權勢等三個變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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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評的定義與功能 

本研究的重點為回應批評言語行為，然而要研究回應批評以前，得先正

確地定義批評。由於朱德光（2013）曾指出一個單獨的批評行為可能由幾種

不同言語行為構成，因此要研究批評言語行為時，除了得分析批評本身，還

得利用多種言語行為組合描述。有學者如朱湘燕（2004）以及 House ＆ 
Kasper（1981：159），將責問、抗議、譏諷等等類似批評的言語行為一同納

入批評言語行為的範疇中。另有學者如 Wierzbicka（1987：155-156）和 Nguyen
（2005：110-111），則是以語用學的角度切入，將批評的實施，定義為：批

評者認為被批評者的言行有問題，而且覺得自己有非指出其缺失不可的理由

與必要，為此表達自己的想法，並認為自己的話語對被批評者具有一定影響

力，使對方改變未來的行動或是抉擇。 

本文參考兩邊的見解，將本研究的批評界定為：批評者以自身利益或社

會價值觀為標準，認為被批評者的言行不符合社會文化規範，因而利用責問、

抗議、譏諷等方式，給予被批評者負面的評價，進而期望對方能夠改正自己

的行為。由此可知，批評言語行為的功能，是對於他人的缺點和錯誤提出意

見。趙英玲（2004）與曹佳（2011）則更進一步指出，批評對被批評者而言，

是有改正缺失的功用，所以批評也可視為說話者表達關心的方式。 

批評常易與抱怨相提並論，因為它們同樣都具有發現缺失的特質（Tracy
等人，1987：56）。從舒兆民（2004）在華語抱怨言談行為的研究中可以發

現，抱怨與批評的語用策略極為相似。這是因為抱怨和批評都是極度威脅聽

話者面子的言語行為，因此說話者多會採用較迂迴、間接的說話方式來表達

自己的說話意圖。然而 Nguyen（2005：111）明確指出抱怨與批評的差異，

在於說話者實施抱怨時，被抱怨的事件一定與抱怨者的利益相關；說話者批

評時，被批評的事項卻不一定與說話者的利益相關。例如婆婆對媳婦說媳婦

從來都不打理家務，要是婆婆（抱怨者）認為媳婦（被抱怨者）的行為損害

自己利益，那麼婆婆發出來的話語就是抱怨；若婆婆（批評者）是因為自身

價值觀（打理家務方式）和媳婦（被批評者）不同，認為媳婦沒按照自己的

方式打理家務雖然沒傷害到自己的利益但卻不得體，那婆婆發出來的話語就

是批評。由此可見，批評與抱怨同樣都是對受話者表達不滿情緒，然而批評

者的批評動機，只是客觀地認為被批評者違反了社會規範或是文化風俗，因

而提出批評，使被批評者能夠適時改正自己的錯誤。而這也正符合本研究指

出批評的語用功能：期望對方改正缺失。 

批評作為一種言語行為，也是對話雙方的互動溝通過程。因此批評的實

施目的，除了希望對方能即時改正錯誤外，批評者在實施批評行為時，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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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期待能得到回饋（曹佳，2011）。在葉彥君（2007）的調查結果中發現，

七成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對被批評者提出批評後，最希望被批評對象能有改

進，而這也是大多數受訪者認為之所以要實施批評的必要性。既然了解到批

評者有想要得到回饋的需求，那麼被批評者基於批評者此種批評意圖，一方

面要顧及對方及自己的顏面需求，一方面也要滿足對方想得到回饋的期望，

這時該如何適當地回應批評，便顯得舉足輕重。然而前人研究僅止於對批評

話語的分析，後續回應批評的研究則少有學者再著墨。本研究欲填補此一研

究缺口，故於下面小節開始，回顧與回應批評有關之文獻，以為本研究回應

批評的策略分類方式，擬定歸類分析之基礎架構。 

（二） 回應批評的策略分析 

1.按核心行為─輔助行為模式分類 

核心行為─輔助行為模式最初是由 Blum-Kulka 等人（1989）在跨文化

語言行為研究專案（CCSARP）中提出的，以此模式用來分析請求與道歉等

兩種言語行為。Blum-Kulka 等人將言語行為劃分為兩個重要單位，筆者參

考其論點，整理於下圖【二-1】： 

（i） 核心行為（head acts）：言語行為序列中的主體，是實現言語行為時

必要的最小單位。 

（ii） 輔助行為（supportive moves）：言語行為序列中的外圍成分，出現

在核心行為的前方或後方，其功能在於強化或緩和言語行為的言外

之力。 

 

圖【二-1】言語行為結構序列圖 

輔助行為 

supportive 
moves 

輔助行為 

supportive 
moves 

核心行為 

head 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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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此套分析模式界定清楚且系統相對完整，因此後來的學者皆採納此

一分析模式，廣泛地運用在其他言語行為分析研究上。例如謝佳玲（2015）
在研究華語與英語網路社會之語用研究時，便是根據此核心行為─輔助行為

模式，執行華語與英語的語用對比分析，對比華語與英語的請求、說服、交

友以及支持言語行為。值得一提的是，謝佳玲在替語料進行分類時，除了按

照核心行為─輔助行為模式，將策略分為核心策略以及輔助策略外，又在核

心策略之上，再另外區分出兩種主體行為，即滿足發話者需求的自我取向主

體行為，以及滿足聽話者面子需求的他人取向主體行為。意即主體行為是各

言語行為核心策略的一個上層類別，而其下含有數種核心策略，再搭配輔助

策略。筆者認為此一分類方式，應用在言語行為分析時，的確能替言語行為

策略分類提供更有系統的分類架構。 

而把核心行為─輔助行為的應用在回應批評的學者，如徐智敏（2005）
與曹佳（2011），亦是沿用由 Blum-Kulka 等人（1989）提出的分析模式，分

析歸納回應批評言語行為。徐智敏（2005）研究華語、英語回應批評言語行

為的共性時，便運用核心行為─輔助行為模式分析華語、英語回應批評的策

略。如下表【二-4】所示，徐智敏將華語、英語的回應批評核心行為，統一

分為道歉、解釋、答應改正、否認以及控訴等五種；回應批評的輔助行為則

有否認、解釋、自我防範以及答應改正等四種。 

表【二‐4】：徐智敏（2005）華英回應批評核心行為及輔助行為策略分類 

大類 策略 策略定義 例句 

核心行為 （i）道歉 使用道歉詞語。 我很抱歉 

 （ii）解釋 被批評者對批評者提

出解釋說明。 

我實在是忍不住… 

 （iii）答應改正 被批評者處理自己行

為當中的問題或是麻

煩。 

喔…我以後會表現好

的，我答應這樣的事情

以後不再發生了。 

 （iv）否認 被批評者想否認自己

的責任。 

老闆，事情是這樣的，

首先，你聽到的不一定

都是對的。 

 （v）控訴 被批評者當場指出批

評者的批評是錯誤

的。 

這不能全怪我！考試

那天考場外那麼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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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助行為 
（vi）否認 被批評者反駁批評者

的錯誤批評。 

（續上表）

啊！這是不可能的，你

家孩子聽錯了。 

 （vii）解釋 被批評者提供原因、

解釋，緩衝自身當下

冒犯對方的不當行

為。 

對不起，老師。但是今

天路上塞得厲害。本來

二十分鐘的路… 

 （viii）自我防範 被批評者將錯誤推給

別人以保全自身面

子。 

父親：這麼晚了，你 

還不回去吃飯？ 

兒子：是媽媽叫我來的

啊。 

 （ix）答應改正 被批評者承諾下次不

會再犯。 

經理，真對不起，我拜

託你了，我保證以後再

也不寫了… 

除了徐智敏（2005）參考核心行為─輔助行為模式，對回應批評的話語

進行分析外，另有曹佳（2010）亦按照此模式，分析中國地區的學生在課堂

上受到教師批評時，其回應批評的言語行為策略。曹佳歸納學生回應教師批

評時的核心行為，有承諾語、解釋語、直接否定、祈使句以及反問句等五種

如表【二-5】所示。 

表【二‐5】：曹佳（2011）的中國地區學生回應教師批評策略分類 

策略 策略定義 例句 

（i）承諾 更正、彌補。 老師：你怎麼總是出問題

呢？ 

學生：老師，我下次一定注

意。 

（ii）解釋  

對錯誤行為的補充解

釋。 

老師：你怎麼又遲到了？ 

學生：因為我們周末晚上有

個很重要的考試，我複習得

晚了，所以早上有點起不來。

（iii）直接否定 被批評者利用直接否

定語對批評者的批評

提出異議。 

老師：你這學期成績怎麼這

麼差，是不是光顧著談戀愛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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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學生：不是這麼回事，我確實

是邊談戀愛邊學習，可是我

覺得談戀愛是對我學習的促

進。 

（iv）祈使 希望對方重新考慮批

評內容 

老師：你為什麼課上一直在

玩手機？ 

學生：不是，我沒有玩手機，

別冤枉我啊！ 

（v）反問 對於事實或道理用反

問的語氣來加以肯定

或否定，以達到加強

語勢的目的 

老師：你把卷子交上來！學

生：時間沒到，我為什麼要交

卷子？ 

徐智敏（2005）與曹佳（2011）都依循核心行為─輔助行為模式，將其

各自的語料按照語義分類，然而其策略分類都有值得再三斟酌之處。首先曹

佳（2011）採用核心行為─輔助行為模式分析回應批評策略，其策略分類卻

僅止於核心行為的分類，未見其再進一步分析學生回應教師批評的輔助策

略。其次，以徐智敏的分類而言，其分類中的核心行為與輔助行為均出現解

釋及否認策略，然而卻未清楚說明此兩種策略應在何種情況下被歸類於核心

策略或是輔助策略，容易使研究者在分析時產生混淆。 

本文認為，核心行為─輔助行為模式的分類架構，的確是能有系統且條

理分明地為言語行為進行分類，因此筆者以該策略分類模式為本研究的分析

框架，區分回應批評的核心行為與輔助行為，並參考謝佳玲（2015）研究模

式，欲在核心行為之上再加入層分類概念，試圖從核心行為之角度探討回應

批評策略的主體。再結合 Searle（1969）的間接言語行為理論做為核心策略

分類的依據，以便能統一分類標準，這部分將在第四章第一節中做更詳細之

說明。 

（三）華語與日語的溝通模式 

1.	 華語與日語的溝通模式	

台灣與日本地裡位置相近，又同屬東亞文化圈，而東亞文化的主要特色，

正是由於長期倚靠農耕，發展成集體主義的社會文化。不同於歐美各國較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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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自己或是直系親屬利益的個人主義文化，集體主義文化重視的是團體的利

益，並推崇團體之間的和諧。從語言學的角度來看，個人主義文化下的語言

（如英語）在交流中重視的，是訊息能否被有效傳遞，至於溝通雙方的社會

權勢，則不是對話時的考慮重點。集體主義文化下的語言（如華語、日語）

在交談時，由於需顧慮團體和諧，因此會將溝通雙方的社會權勢納入考慮，

因而產生用詞謹慎、間接迂迴的溝通傾向，並避免使用負面或是不敬的表達

方式（李玉華，2014）。 

李擎（2011）曾就華語、日語及英語此三種語言進行道歉策略的跨文化

研究。根據其研究結果發現，英語組受試者使用直接型道歉策略的頻率明顯

較高；華語與日語組受試者則是以使用間接形道歉策略的頻率較高。由此顯

示英語母語者的溝通模式，是具有低語境的個人主義價值傾向；而華語及日

語的迂迴溝通模式，則是具有高度依靠語境的集體主義價值傾向。然而這並

非意味著華語與日語的溝通模式完全如出一轍。在李擎（2011）研究中，華

語組受試者以間接形道歉策略使用頻率為最高，而日語組受試者則以強化歉

意形的道歉策略使用頻率為最高。李擎指出，兩個同為高語境溝通模式的語

言之所以產生此種差異，是因為華語重視溝通時的社會或心理因素，因此在

溝通時習慣謹慎用詞，以免對對方不敬；而日本社會更重視社會權勢、階級，

要是社會權勢較低的人過多地使用間接形道歉策略，則容易被擁有較高社會

權勢的人視為不敬。 

同樣屬於集體主義文化下的語言，為何仍會產生溝通模式方面的差異？

有學者如王輝（2003）、李玉華（2014）等指出，華語與日語雖然都被歸類

在集體主義文化圈，然而兩個語言對集體的概念認知識有差異的。李玉華

（2014）認為，日本社會對集團的認知，是將整個社會視為一個完整的群體。

換句話說，日本的集團指涉的是一整個社會，所有在其中的人都是共同體，

是屬於典型的集體主義。典型集體主義反應在語言行為上，就是說話者在說

話時經常採取間接委婉的說話方式，以避免產生衝突進而影響社會整體和

諧。而華人社會所指涉的集體則是家族集團，由於華人較重視家族利益，因

此是帶有個人主義傾向的非典型集體主義。非典型集體主義反應在語言行為

上，演變成說話者為維護自身面子，常使用能說服對方且帶有壓力性的直接

話語策略。 

王輝（2003）與何明清（2005）曾進一步區分華語及日語的溝通模式差

異。根據王與何的研究，華語與日語的首要差異在於，華語不具有如日語般

嚴謹的敬體系統。眾所皆知，嚴謹的敬體系統是日語的最大特色，交談時須

根據對話雙方的身分選擇適當的敬體進行交談。例如在學校裡，如有學生要

詢問老師是否在辦公室，則學生會將存現動詞「いる（在）」以敬體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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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詢問：「OO 先生は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請問某某老師在不在？）」；

反之，要是老師欲詢問某某學生是否在班上，則老師只需將存現動詞「いる

（在）」以常體詢問即可：「OO さんはいますか（某某同學在嗎？）」。而雖

然華語面對不同社會權勢的談話對象，也有不同的說話方式，然而其使用頻

率以及數量遠不及日語。以上述學生詢問老師是否在辦公室之狀況為例，由

於華語缺乏如日語般豐富的敬語系統，因此無論是老師詢問學生，或是學生

詢問老師，華語都一律只使用「在」即可。由此顯示日語母語者在溝通時，

是較注重對話雙方的社會距離與社會權勢的（王輝，2003）。 

其次華語與日語的話語生成，都是屬於高度仰賴對話語境的高語境語

言，然而華語在交談時，較注重用完整結構表達清楚語意，是比較直接的說

話方式。由於日語溝通時，為了不當場破壞集體的和諧，而常常將自己不便

明說的話，以曖昧模糊的用語表現出來，讓聽話者自行理解剩下未明白說出

的言外之意。例如在日文裡，常使用「～らしい」、「だろう～」、「～かもし

れない等具有推測語意助動詞（意同華語的好像、可能、也許）來表達自己

的意見或是想法。可見使用日語與母語者交談時，須完全依賴說話當時的語

境體會其中言外之意，形成只能意會不能言傳，以心傳心的溝通特色（何明

清，2005）。 

最後華、日的溝通模式差異，則表現在華語較強調表達主觀意見；日語

則因為受「我がなし（無我）」的觀念影響，為避免突出個人意見，因此更

常強調客觀事實。例如，華語裡常以「我想…」、「我認為…」、或是「我覺

得…」等突出個人主體的句式來表達自己的意見或是看法，反觀日文在無我

意識的潛移默化下，表述個人意見時，常使用省略主體的「～とおもう」、

「～たい」、「～てほしい」等句式來表現（何明清，2005）。 

藉由前人的研究成果，讓我們知道雖然華語、日語同屬於集體主義文化

圈，然而細究其文化思維方式，仍可看出許多相異之處。而文化反映著語言，

便使得華語與日語的溝通模式產生許多差異，因此本文欲對比華語、日語的

回應批評言語行為，探討其跨文化差異。 

2.	 華語與日語的回應批評	

目前針對回應批評的研究討論仍佔少數，大部分仍集中在批評言語行為

的討論。關於華語的回應批評研究，如先前所述有學者曹佳（2010），透過

中國地區的師生互動，探討中國學生在課堂上受到教師批評時是如何回應批

評，蒐集語料後分析策略。曹佳除了以 Blum-Kulka 等人的核心行為─輔助

行為模式，歸納學生在回應批評時的表現外，亦參考 Verschueren 的順應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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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分析學生在回應老師的批評時，是基於（1）心理因素制約下對歉疚情

感的順應、（2）社交因素制約下對師生雙方不平等地位的順應，及（3）對

物理世界的順應。在其研究中，學生面對教師批評時，出現的回應策略有承

諾、否定、解釋、祈使及反問等。這些策略反映出學生面對教師批評時，其

所回應的話語是具有強大的語境順應特徵，是學生在語境順應下，對溝通語

境的情感（歉疚心理）、社會地位（師生）以及物理世界（學校）等產生的

順應。 

而日語回應批評研究方面的相關研究，有如鄭成芹（2012）曾利用日本

文學作品，探討日語的批評性言語行為研究。根據鄭的分析，在日本社會中，

批評行為大多出現於長輩對晚輩、上級對下級間的互動過程中。由於溝通雙

方在年齡、身分、地位、權力等相當多的部分存在著明顯差異，因此在『序

列意識』為主要道德規範的日本社會中，當母語者受到批評時，多採取沉默

為主的接受型回應方式。除非說話者的批評言語用詞極為不恰當，否則少有

反抗形的回應方式。 

上述研究替本研究呈現出華語、日語回應批評的大致框架，然而曹佳

（2011）的研究對象是針對中國地區的華語母語者，而語料中對話雙方的社

會權勢變因也僅限為學生對老師的回應批評，對於社會權勢相等的，如同儕

之間的回應批評則不在其研究範圍內。其次，鄭成芹（2011）分析日語回應

批評的語料來源，為日本文學語料，並非真實對話溝通時使用的口語語料，

雖然文學類的書面語料可以反映出日文母語者的回應批評傾向，然而這樣的

書面語料卻不一定出現於真正的言談溝通中。而曹與鄭的研究分析，並未涉

及批評主題以及回應者性別對回應批評的影響。為補足上述研究之缺口，筆

者欲參考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而探究在真實的生活語言中，華語及日語母語

者是如何適當地回應批評，並於本研究中，將批評主題、社會權勢以及回應

者性別等三項因素，納入研究變因中，以期能為華語、日語的回應批評，提

供更豐富的討論。 

第三節 批評行為研究 

（一）批評的主題 

發話者進行批評言語行為時，並不是漫無目的隨便批評。Hoang（2007）
和 Spencer-Oatey（1996；2000）分別指出說話者在實施言語行為時，其語言

表現受主題、性別、社會距離及相對權勢等因素影響，可見批評言語行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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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是受到主題影響的。西方學者研究英語的批評言語行為，發現英語的批評

在主題上是有侷限性的。主題侷限性就是指批評的主題適宜性，亦即在此種

情境下是否適合實施批評。一般而言，我們無法批評人或動物本有的、天生

不可控的特性。例如，因為他人天生肥胖而批評對方，這類批評不僅無法改

變既定事實於事無補，對受話者而言更是形成一種人身攻擊或是汙辱性言

語，已脫離批評的本質。因此，真能夠實行批評的是受話者之言行而非既有

狀態。例如，受話者的言行舉止不適當，那麼發話者即可針對此一部份進行

批評。既然了解批評也有主題適宜性，接著便再進一步探討一般人在實施批

評時針對的主題有哪些部分。 

目前已有研究者針對英語及華語的批評行為進行主題適宜性的調查，如

同前面所述，英語母語者確實不會針對他人本有的狀態或特質進行批評，因

為那是屬於天生不可控的特性（Searle & Vanderveken，1985：191）；而華語

母語者則是與英語母語者相似，華語母語者不傾向批評他人的外貌行體以及

先天能力，因為這些都是無法改變之事實。蘇婉蓉（2012）調查台灣華語母

語者的批評言語行為，更進一步歸納得知，台灣華語母語者在實施批評言語

行為時，大致針對以下七類主題進行批評，分別為（1）外貌形體；（2）服

飾打扮；（3）先天能力；（4）技能表現；（5）性格特質；（6）財務資產及（7）
言行舉止。然而在蘇婉蓉的研究中發現到，由於外貌形體以及先天能力等兩

類主題涉及到受話者的先天條件，所以華語母語者較不傾向針對這兩方面主

題進行批評，意即在一般溝通情形下，受話者接受到這兩類主題的批評機會

相對較少。然而本研究針對批評主題變因的討論，是欲釐清在真實自然的情

境下被批評者受到批評時的回應，既然在一般情況下，受話者碰到外貌形體

以及先天能力等兩類批評主題的機會並不多見，於是本研究在批評主題方面

便以蘇婉蓉的歸納為基礎，並移除涉及無法改變之事實的主題。換言之，本

研究在批評主題變因的討論上，將只針對其餘五類批評主題（即服飾打扮、

技能表現、性格特質、財務資產及言行舉止等）進行問卷調查以及討論。各

類主題說明，請見下頁表【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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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6】：批評的五大主題及其說明（蘇婉蓉，2012：46） 

批評主題 說明 

服飾打扮 可控的外在造型，如髮型、配件等 

技能表現 學習而來的能力，如游泳、烹飪等 

性格特質 個人的性情品格，如自律、進則等 

財務資產 包含物質與親友，如手機、伴侶等 

言行舉止 抽象與具體活動，如想法、行為等 

資料來源：蘇婉蓉（2012：46） 

另外，Ye（1995）研究華語的讚美主題因素時曾指出，人們比較容易接

受針對事物提出的讚美，而比較不傾向接受針對個人特徵的讚美。原因在於，

讚美他人外表時（如髮型、穿著等），其讚美焦點落在受話者以及其被讚美

的事物上，因此華語母語者較容易正面接受此類讚美。然而，被讚美的事物

是某種能力或是個性時，那麼讚美内容之焦點顯然直指該人本身的特徵。故

針對這兩種主題的讚美，往往可發現到較少有接受的回應策略。而在回應批

評方面，雖然少有前人針對批評主題進行研究，然而在蘇婉蓉（2012）歸納

的批評主題中，服飾打扮及財務資產可視為針對外在事物方面；性格特質以

及言行舉止則可視為針對內在特徵方面。因此，受話者在回應批評時具有不

同針對性的批評主題，此情形是否影響受話者回應批評時的策略，則是本研

究欲進一步探討的重點之ㄧ。 

（二） 社會權勢 

Spencer-Oatey（2000）指出對話雙方的社會距離（social distance）與社

會權勢（social power）是影響言語行為策略使用的重要因素。社會距離是指

說話者和聽話者之間的親密度（Hoang，2007），Wolfson（1988）則進而將

社會距離概分為親密（intimates）、不親不疏（acquaintances）與疏遠（strangers）
等三類，並在其自身提出的『突出理論』（the bulge theory）中具體地指出社

會距離與說話者言語表達的互動關係。Wolfson（1988）認為社會距離在溝

通上往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與親密的人或是陌生人溝通時，因雙方的相對

關係較固定，故不需太過關心與對方將來關係的改變。然而，當與點頭之交

或是普通朋友溝通的情況下，這種關係反而較缺乏固定性。因此爲與對方保

持良好的關係，雙方就得較依賴禮貌的言語行爲。Hoang（2007）在對比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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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和美國批評行為的研究時，同樣也指出說話者在面對批評情感基礎不穩、

關係一般的溝通對象時，為避免產生衝突，其所實施的批評策略通常更為謹

慎小心。 

一般研究常把社會地位（social status）與社會權勢相提並論，事實上兩

者並不全然相同。社會權勢指的是溝通一方對另一方言行的控制權力

（Brown & Gilman，1960；Brown & Levinson，1987）；而社會地位指的則是

個體在社會或群體中所處的社會階級（Cansler & Stile，1981），大體可分為

上位者（superiors）、平位者（equals）及下位者（inferiors）。通常具有較高

社會權勢的人，其社會地位也相對較高，而且社會權勢與社會地位在溝通時

產生的影響，其作用力是遠大於社會距離的（朱湘燕，2007）。一般學者偏

好研究上位者對下位者的批評言語行為，是因為這類批評多半較為直接且嚴

厲，較具有研究價值。然而，卻少有學者能再進一步探討在如此不對等的社

會關係中，受話者是如何回應發話者的批評。 

既然對話雙方在溝通時，社會權勢的影響大於社會距離，又如之前所述，

社會距離不親不疏的溝通雙方得更加依賴禮貌的言語行爲以維持合諧的關

係，因此本研究在社會距離的設定上，便只將社會距離設定為關係一般，不

再針對此多做設定。至於在影響較大的社會權勢方面，則更進一步設定為關

係一般的上位者，即師長；以及關係一般的平位者，即平輩。進一步探討在

社會距離均一般的溝通語境中，受話者在面對社會權勢比自己高或是與自己

相等的發話者時，其所採用的回應批評語用策略將會產生何種差異。 

（三）性別語言 

男女兩性在使用同一種語言或方言時會表現出差異，這種差異普遍存在

於人類語言社會的客觀事實，是語言社會變體常見的表現形式之一（陳鋒，

2008）。根據調查研究表示，兩性話語風格的差異大部分表現在話語方式與

策略方面，而兩性在談話合作、話輪交替、禮貌用語使用等方面，也表現出

相當多差異。男女對使用語言進行交流的目的有所不同，女性與人交流是為

了要建立、維持與他人的和諧關係，而男性與人交流的目的則是要施加控制，

維護獨立和提高地位（Samovar, Porter & Stefani，2000）。Tannen（1990）甚

至以包含社會學及心理學在內的有關研究成果為依據,從文化的角度來探尋

差異成因，認為男性和女性在不同文化環境下長大，所以異性間交談也是一

種跨文化溝通。由於各自的興趣和關注點不同，因此說話方式也大相逕庭。 

除了溝通目的差異外，男女交談時所採取的語用策略也有所不同。從文

化角度而言，男性把交談看作是一場競爭，在交談時不會專注在說話者的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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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內容上，而是盡力將話題引開落到自己身上，使自己成為談話的焦點。然

而，女性在交談時傾向與溝通對象形成和睦、相互親近的關係，因此常會贊

同對方的話語（Tannen，1999）。造成男女語言差異的主要原因並非生理上

的差異，而是源自於社會地位的不同（Bernard，2000）。換句話說，兩性在

言語行為上的差異，是由於社會文化、地位及價值等三方面的差異在個體人

格發展中造成的重要影響（戴慶夏，2004）。由於社會對男性與女性的行為

及行為模式有不同的期待與要求，而這些期待與要求都以固定模型

（stereotypes）的形式普遍存在於人們的觀念之中，構成幾乎無所不在的強

大的社會壓力，使男性、女性被迫依照這些性別模型去規範自己的行為

（Trudgill，1983）。 

目前的研究，大部分只探討批評的性別差異，針對回應批評的部分則非

常少。在批評方面，李琳（2005）曾經以性別的角度出發，分析了中國地區

男女教師的批評行為有何差異。李琳指出，男性傾向以直接的方式並透過表

述的態度及觀點來執行批評，因此在批評行為上多是採取公開策略；而中國

地區的女教師在批評行為上的表現，則傾向較委婉、間接的策略來執行批評，

符合先前大部分學者們的觀察，即女性較顧及聽話者的面子。然而李琳的研

究不僅並未針對回應批評進一步研究探討，其所研究的場域也僅侷限於課堂

中的師生互動，而未加以考量到其他可能發生的情景以及性別因素。 

第四節 小結 

本章第一節由語用理論出發，介紹 Searle（1969）的言外行為分類，並

以禮貌的角度，介紹 Leech（1983）的禮貌原則，和 Brown＆Levinson（1987）
的面子保全理論，還加入 Verschueren（1999）的順應理論，以探討回應批評

與順應的關聯9。上述理論雖並不盡完善，然而至今日仍被各研究者廣泛應

用於跨語言、跨文化的研究領域上，亦是研究回應類語言行為的工具手段之

ㄧ。第二節的文獻先以批評與回應批評的角度切入，先為本研究定義出何為

批評與回應批評，並介紹本研究將如何依循前人研究，借用 Blum-Kulka 等

人（1989）的核心行為─輔助行為模式，為回應批評語料分類。接著再探討

華語、日語回應批評的相關文獻，然而部份研究僅針對中國地區的母語者，

不討論台灣地區母語者的回應現象，而其餘研究僅採用文學語料，本研究將

嘗試彌補此缺失。 

                                                       

9  感謝口試委員蕭惠貞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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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筆者認為研究回應批評以前，應先了解批評，因此第三節文獻探討

的即是批評言語行為，從批評主題、社會權勢以及性別語言等三個因素切入。

根據研究顯示，批評主題、社會權勢以及性別，確實會影響批評者的批評策

略。然而筆者亦發現，至今仍尚未見有前人的研究能再進一部探討此三個因

素對回應批評策略的影響。因此，筆者計畫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彌補此缺失，

檢視前人研究的三個因素，是否也會影響回應批評者的回應，如此便能應用

於華語教學上，幫助日籍學習者面對華語母語者的批評時，能得體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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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鑒於前人對回應批評行為的研究尚有缺口，除了大部份僅集中討論批評

言語行為而忽略回應批評外，對於批評主題因素、對話雙方社會權勢以及回

應者性別等因素亦較少著墨。為此，本研究欲針對此範疇不足之處進行初步

研究以試圖補足缺口，並於本章中闡明本研究預實施之研究方法。以下將分

三節說明問卷設計及具體實施程序。 

第一節 話語完成測驗 

本研究欲採用為大多數語用學領域普遍使用的研究工具，亦即話語完成

測驗（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此為語用學領域中常被研究者們用來研

究言語行為的一種常見施測工具。這種測驗的方式，主要用來測驗外語學習

者要怎樣使用目標語做事，以及要如何在不同的語境、活動和社會關係中使

用目標語進行溝通活動之語用能力（Kasper & Roever，2005）。 

20 世紀 90 年代，赫德森，德特默和布朗（Hudson，Detmer ＆ Brown，
1992，1995）最具有典範性的研究中，提出了六種測試語用能力的方法，即：

（1）書面話語填充（Written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2）多項選擇話

語填充（Multiple Choice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3）聽說話語填充

（Listening Discourse Completion Tasks）、（4）話語角色扮演（Discourse Role-
play Tasks）、（5）話語自我評價（Discourse Self-assessment Tasks）以及（6）
角色扮演自我評價（Role-play Self-assessment）。其中以書面話語填充、話語

角色扮演以及多項選擇話語填充等三種方式為最多研究者使用及討論（段玲

琍，2012）。赫德森（Hudson）於 2001 年分別針對書面話語填充、在實驗室

中錄製語篇填充測試及話語角色扮演進行探討，結果發現書面形式之話語填

充和角色扮演的效果優於在實驗室中錄製語篇填充測試的表現。 

話語完成測驗大致可分爲兩種類型，即封閉式（closed-ended）話語完成

測驗以及開放式（open-ended）話語完成測驗。兩種測驗的施測過程，皆是

研究者先以書面語的形式，清楚告知受試者該研究者所設定假想的情境。接

著研究者便根據自身研究目的，於特定情境中提出與該情境相關的問題，並

讓受試者假想若是自己處於該情境下，將會作出何種回應。最後再讓受試者

將設想好的回應逐字寫下，而受試者寫下的回答就是研究者們欲分析的言語

行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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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兩種測驗的施測過程大致相同，然而封閉式測驗與開放式測驗的不

同之處在於，封閉式測驗是學者以設定好的假想情境讓受試者提出一個言語

行爲，然而學者卻於測驗中提示出對話的第二個話輪（turn）來完成該情境

的對話。 

如以下範例所示，即是一個典型的封閉式測驗： 

At a student’s apartment. 

Larry, John’s roommate, had a party the night before and left the kitchen in a 

mess. 

John: Larry, Ellen and Tom are coming for dinner tonight and I’ll have 

to start cooking soon;                                  . 

Larry: OK, I’ll have to go at it right away.  

（Blum-Kulka，1984：198） 

由上例可知，研究者以預先設定好之情境，期望引發受試者提出請求言

語行為。然而研究者已在下面提示出對話的第二個話輪，使受試者事先得知

對方將要予以回應的話語，那麼受試者在回應話語時必然受到些許限制。因

此此類問卷設計便無法引發受試者們自然而真實的言語行爲（Jucker，2009：
1618）。至於開放式測驗，則不在已預先設定好的情境中提示對話的第二個

話輪，使受試者可以依照語境自由作答，以期能誘發受試者提供既真實且自

然的言語行為。為使本研究能獲得更真實可信的回應批評語料，因此筆者認

為使用開放式的問卷設計，是較為可行的選擇。下面僅以韋德名（2012）對

比華語與德語回應讚美言語行為時，其所實施測驗的問卷題目中之一題，加

以改寫並列舉如下： 

你的一位同學還不知道下學期要修什麼課。因為你已經修完所有的

課，你主動跟他／她說：「我明天可以借你去年的資料」。他／她接著跟你

說：「你人真好！」，你回答：        。 

誠如先前所述，話語完成測驗在語用學領域中受到許多研究者們的歡

迎，顯示此一施測法在研究途徑中，確實比其他施測法有更多的優勢。何兆

熊就曾於 2000 年時，針對話語完成測驗的優點，清楚歸納出以下六點，分

別如下頁所示： 

1. 比較容易收集到大量的語料，且較便捷； 

2. 能有效地控制要研究的情景變量； 

3. 能有效地比較不同語言中的言語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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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能有效地對母語使用者和外語學習者的言語策略進行對比； 

5. 能給受調查者提供日常客套用語的訊息； 

6. 能給受調查者提供在實現言語行爲時認爲是重要的社會因素。 

何兆熊（2000：363） 

然而，沒有一種研究方法是完美的，即便許多學者採用話語完成測驗作

為自己的研究方法，仍有一些學者對此種方式抱持著不一樣的觀點。何兆熊

也針對此一研究方法的缺陷限制，歸結出以下四點： 

1. 由於問卷上空間有限，受調查者的話語長度也受到限制； 

2. 受調查者可能會根據自己對詞彙的熟悉程度來選擇其語言形式； 

3. 由於話語完型法是書面調查，受調查者會潛意識地認爲要用書面語言來

完成； 

4. 問卷法調查的是受調查的人在某一情景中會說什麽，也就是說調查的還

是其直覺，這不能反映他們在真實情景中實際使用的語言。 

何兆熊（2000：364） 

雖然何兆熊（2000）針對話語完成測驗提出了上述四點限制，但筆者仍

認為採用此一研究方法是優多於缺。首先，隨著科技發展日新月異，書面形

式的話語完成測驗也已進化成可以電子問卷的形式對受試者進行施測。以往

紙本問卷能給予受試者的作答空間，可能因篇幅關係而有所限制。而現今網

路問卷則可依研究需要，由研究者自行設定成無字數限制的作答形式，以避

免受試者受到問卷空間上的限制進而影響回答。 

其次，本研究採用 Google 問卷，是屬於網路媒介之一。網路問卷的作

答特性，即是直接以電腦鍵盤輸入答案，取代傳統紙本問卷須以紙筆作答。

如此一來，研究者不需印出問卷便可直接對受試者進行線上施測，這樣的施

測形式除了可避免傳統收集語料方式的空間限制及時間耗費，更可在施測之

後，有系統地管理檔案，便於後續統計、歸納、整理及分析。 

最後，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針對華語及日語母語者在回應批評上的策

略差異並進行分析，這正符合何兆熊提出，能有效地對母語使用者和外語學

習者的言語策略進行對比之觀點。除了不同語言的語用策略之外，本研究最

後希望能再進一步歸納、分析、條列整理出華語母語者在回應批評時較常使

用的句式，以供日籍甚至是其他國家的華語學習參考。因此筆者相信，透過

使用話語完成測驗的研究方式，必能幫助本研究有效地達成此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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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何兆熊（2000）上述的觀點，受試者可能會根據自己對詞彙的熟悉

度，選擇習慣的語言形式作答。然而由於研究者在施測時無法對每位受試者

限制其回答的語言形式，但又欲確保受試者們提供的語料質量均衡，以避免

出現過大的差異，因此本研究在實際施測時，在受試者挑選上已設定過濾機

制，即透過受試者的年齡及學經歷等條件篩選出較適合本研究目的的受試族

群。藉由擁有相似社會背景的受試族群，期望能改善並且避免語料中出現語

言形式差異過大的缺點。 

第二節 問卷設計 

由於本研究的最終目標，是希望對日籍華語學習者在回應母語者批評時

能有所助益，因此本研究主要是以研究華語回應批評策略，分析整理後再對

比日語母語者回應批評的策略，是故本研究的問卷是以華語及日文兩種語言

版本進行發放施測。而問卷設計是依循前人研究的腳步，採用為大多數研究

者所使用的話語完成測驗，將研究問卷設計為開放式的書面話語完成測驗，

以引發受試者回應批評的語料。下面將針對先行研究、正式研究以及語料整

理三個部分進行說明。 

（一）先行研究 

本研究於正式研究之前，先行實施先行研究，其實施之目的除了欲對華

語與日語母語者收集初步相關語料外，亦希望接受先行研究的華語及日語母

語者，能針對先行研究施測的問卷內容提出修改建議，以替正式研究的施測

問卷提供設計基礎。 

先行研究階段發放的研究工具為問卷（一）。問卷（一）共有五題模擬

情境題，問卷設計形式皆為話語完成測驗，接受施測的受試者需要完成情境

中的對話。而問卷（一）的情境設置，則是參考蘇婉蓉（2012）歸納之華語

五類批評主題，分別為：（1）服飾打扮；（2）技能表現；（3）性格特質；（4）
財務資產；（5）言行舉止，以此五類批評主題設計而成。由於此五類批評主

題都未涉及到他人本有的、不可控的特性（Searle & Vanderveken，1985：
191），如外貌形體或先天能力等，因此是華語母語者較願意提出批評的情境。 

而本文以批評主題作為研究回應批評的主要變因之一，因此筆者將以上

五類批評主題融入問卷情境中，設計成五個主題相異的批評情境題，藉此觀

察華語與日語母語者的回應批評策略，是否受批評主題之影響。服飾打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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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批評主題，設定以因穿著不體面而遭受批評之情境；技能表現相關之主

題，設定以不會操作基本軟體程式而遭受批評之情境；性格特質相關的批評

主題，設定以處事態度被動不積極而遭受批評之情境；財務資產相關的批評

主題，設定以自身擁有之數位產品聲音大作而被批評之情境；最後言行舉止

相關的批評主題，則設定以遲到、不準時而被批評之情境。 

由於本研究亦將批評者的社會權勢納入研究變因之中，因此面對問卷

（一）的五個批評情境，受試者都必須回應兩次。第一次回應時，需假設題

出批評者為師長，第二次則需假設批評者為同儕，欲藉以觀察面對社會權勢

高於自己或是相等的批評者時，受試者的回應方式是否受影響。最後，本問

卷向受試者闡明，為改善問卷（一）情境之設定，將請受試者針對五題情境，

逐一提出修改建議。關於問卷（一）之情境設計架構，請參閱下表【三-1】。 

表【三‐1】華語版、日語版問卷（一）─題目架構 

主題 情境 題號 假設回應對象 

（A）服飾打扮 穿著不體面 1 師長、同儕 

（B）技能表現 不會操作基本軟

體程式 
2 師長、同儕 

（C）性格特質 處事態度被動不

積極 
3 師長、同儕 

（D）財務資產 數位產品聲音大

作 
4 師長、同儕 

（E）言行舉止 遲到、不準時 5 師長、同儕 

總結問卷（一）之設計，可分為華語及日語兩種版本，其中日語版本的

問卷（一），已請於台灣師範大學研究所在學之日籍學生校正翻譯。每份問

卷的內容共分為四個部分：（1）受試者基本資料調查，藉以挑選符合受試資

格者；（2）問卷填寫說明，提示受試者該如何填寫本份問卷；（3）問卷情境

話語完成測驗，收集回應批評語料；（4）意見回饋，針對本份為卷給予改進

建議。為了避免受試者對本問卷有先入為主的觀感，在填寫說明的部分，並

不會提到任何與批評相關之字詞，以免影響受試者作答（ Beebe ＆ 
Takahashi，1989）。在填寫說明的部分亦同時提醒受試者僅以口語形式回答

即可，以降低蒐集到書面語料之風險。以下僅以表【三-2】、【三-3】舉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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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華語、日語版中服飾打扮類批評主題為例。完整問卷請詳見附錄一

和附錄二： 

表【三-2】問卷（一）─華語版問卷摘錄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您的性別：□男生  □女生 

 您的年齡：□20 歲以下  □20 歲以上 

 您的學歷：□高中  □大學  □研究所 

 您學習過哪些外語：______________ □略懂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 □略懂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 □略懂 □普通 □精通 

第二部分：填寫說明： 

1. 請就以下對話情境稍微思考一下，要是您在以下的情境中聽到別人這樣對

您說話時，您要如何回應呢？回應沒有字數限制，敬請依照自己的想法，如

實回答。 

2. 回答範例：對不起，我會改進的。 

          對不起，我會努力的。 

          真的很抱歉，以後會小心的。 

          可以請你教教我嗎？ 

第三部分：你會怎麼說？ 

1. （服飾打扮相關主題） 

你對衣服的品味一般，有一天一位認識的人對你說：「我想這樣對你說已經 

很久了，就是能不能請你再稍微打扮一下自己呢？讓自己再稍微體面一點

吧！」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師長，你要如何回應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同儕，你要如何回應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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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三-2】）

第四部分： 意見回饋 

為因應問卷情境改善，將針對「第三部分：你會怎麼說？」當中的五個範例

情境進行意見的回饋調查。 

1. 針對問題 1.的情境，您有何意見或是改善的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表【三-3】問卷（一）─日語版問卷摘錄 

第一、基本データ 

 あなたは：□男の子  □女の人 です 

 あなたは：□20 才以下  □20 才以上 です 

 あなたの学歴：□高校  □大学  □大学院 です 

 外国語能力：______________ □多少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 □多少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 □多少 □普通 □精通 

第二、説明： 

1. 以下の会話の状況について考えて再現してみてください、もしあなたが

以下の場面において、他人から以下のように言われたのを自身の耳で聞

いた際、あなたはどのように返答しますか。返答に字数の制限はありま

せん、思ったままに答えて下さい。 

2. 回答例：申し訳ありません。勉強します。 

        ご指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努力します。 

        大変失礼しました。今後気をつけます。 

        よろしいければ、おしえてくださいません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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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表【三-3】） 

第三、あなたはどう答えますか。 

1. （服飾ファッションに関する主題） 

あなたの服のセンスは一般的です。ある日、ある人が、あなたに「ずっ

と言いたっかたのですが、もう少しおしゃれにできませんか。もう少し、

何とかしたほうがいいよ。」と言いました。 

 もし話し手が年上の人、または先生の場合、あなたはどう答えます

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もし話し手があなたの知り合い、または同じ年の人、あなたはどう

答え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この質問について何かご意見があり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分：意見のフィードバック 

アンケート内容の真実性を高めるため、「第三部分：どう答えますか？」

中の五つの場面について、意見を伺う調査を実施しました。 

1. 問題 1 の場合において、なにか意見又は改善点があり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行研究的施測規模較小，僅邀請二十一位母語者於 Google 問卷參與

線上受試。受試者的年齡平均為二十歲以上，且非主修外語為本科專業。其

中十位為居住在台灣的華語母語者（男性及女性母語者各半）。另外十一位

為居住在日本的日語之母語者（男性五位及女性母語者六位）。其背景資料

如下頁表【三-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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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4】問卷（一）受試者背景資料 

 華語男性 

受試者 

華語女性 

受試者 

日語男性 

受試者 

日語女性 

受試者 

人數 5 5 5 6 

年齡 20-40 20-40 20-30 20-30 

母語 華語 華語 日語 日語 

外語能力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學歷 
大學 5 人 研究所 3 人 

大學 2 人 

研究所 1 人 

大學 4 人 

大學 5 人 

透過先行研究進行施測，發現該份問卷在實際施測時仍有實行難點及缺

失。首先，大部分接受先行研究的母語者，均反映問卷（一）的批評情境與

真實批評情境稍有出入。其次，先行研究階段裡的十一位日語母語者中，有

八位母語者反映面對服飾打扮或是財務資產類的批評情形時，不知該如何回

答才適當。進一步詢問其原因後，發現在日本生活中針對他人服飾打扮或是

財務資產提出批評的情形不太頻繁。基於上述兩點，筆者認為有必要修改問

卷（一）之缺失，以在正式研究階段取得更真實更貼近實際回應批評情形之

語料。 

（二） 正式研究 

本研究在正式研究階段發放之問卷為問卷（二）。承前所述，由於在先

行研究階段，已有先行研究之受試者，針對問卷（一）之批評主題情境設定，

提出修改建議。因此，問卷（二）之設計，便是參考先行研究受試者對問卷

（一）所提的建議修改而成。 

問卷（二）與問卷（一）的差異，是將批評問卷（一）裡的五類批評主

題合併成三類。之所以如此，是根據本文在第二章第二小節第（三）部分裡

的歸納，一個人的性格特質能夠對其自身的言行舉止產生影響，是同屬於內

在特徵範疇；而某人所擁有的財務資產，如手機、電腦等等，則可與服飾打

扮一樣歸屬為一個人的外在事物。按照上述歸納，為了能收集到更具分析價

值的回應批評語料，筆者便將原先在先行研究問卷中所使用的五類批評主

題，進一步整合為三類主題。分別將服飾打扮及財務資產合併為外在事物類

主題；性格特質及言行舉止則合併為內在特徵類主題；而技能表現這個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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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則仍舊自成一類。是故，本研究在正式研究階段所設置的問卷（二）裡，

批評主題即設定為（A）外在事物，（B）技能表現（C）內在特徵，三類主

題說明請見下表【三-5】。 

表【三‐5】回應批評三大批評主題因素 

批評主題 說明 

外在事物 可控的外在造型與物質，如髮型、配

件、手機等 

技能表現 學習而來的能力，如游泳、烹飪等 

內在特徵 個人的性情品格與具體、抽象的活動，

如自律、進則、想法、行為等 

有鑒於日語母語者於先行研究階段反映，在日本少有人對他人的服飾打

扮或是財務資產，也就是針對與外在事物有關之範疇提出批評。有鑑於此，

在正式研究階段的問卷（二）設置上，一樣發放華語版及日語版，然而日語

版的問卷（二）將抽掉（A）外在事物的批評主題變因，僅保留（B）技能表

現和（C）內在特徵此兩個批評主題變因，並請於台灣師範大學研究所在學

之日籍學生，針對此份問卷校正翻譯。至於華語版的批評主題變因設定，仍

維持前面所述之三類，即仍維持（A）外在事物（B）技能表現（C）內在特

徵。此即華語版問卷（二）與日語版問卷（二）之差異所在。 

由於正式研究階段，仍以批評主題以及批評者之社會權勢作為研究回應

批評的主要變因之一。因此，筆者將上述三類批評主題以及社會權勢變因融

入問卷情境設計中，針對每類主題各設計兩個（一共六個）批評情境的話語

完成測驗。例如在問卷（二）中，有兩題與外在事物主題相關的批評情境，

其中一題的批評者設定為擁有較高社會權勢的長輩，另一題的批評者則設定

為與受試者擁有相同社會權勢的平輩。因此受試者在同一批評主題下，須根

據不同批評者提出之批評進行回應，藉此觀察受試者面對社會權勢高於自己

或是與自己相等的批評者時，其回應方式是否受到影響。關於華語與日語版

問卷（二）之情境設計架構，請參閱下頁表【三-6】和表【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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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6】問卷（二）華語版─題目架構 

主題 議題 題號 問題情境 

（A）外在事物 穿著不體面 一 

四 

長輩批評穿著不體面 

平輩批評穿著不出色 

（B）技能表現 工作能力表現欠佳 二 

五 

長輩批評沒準時出席會議 

平輩批評沒準時出席討論 

（C）內在特徵 遲到、不準時 三 

六 

長輩批評寫作能力不佳 

平輩批評報告能力不佳 

表【三-7】問卷（二）日語版─題目架構 

主題 議題 題號 問題情境 

（A）技能表現 工作能力表現欠佳 一 

三 

長輩批評沒準時出席會議 

平輩批評沒準時出席討論 

（B）內在特徵 遲到、不準時 二 

四 

長輩批評寫作能力不佳 

平輩批評報告能力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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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三-8】及下頁表【三-9】中呈現的問卷形式，僅以華語版問卷（二）

的外在事物相關主題，以及日語版問卷（二）的技能表現相關批評主題為例。

完整問卷請詳見附錄三和附錄四： 

表【三-8】問卷（二）─華語版問卷摘錄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你的性別：□男生  □女生 

 你的年齡：□20 歲以下  □20 歲以上 

 你的學歷：□高中  □大學以上 

 你學習過哪些外語：______________ □略懂 □精通 

                  ______________ □略懂 □精通 

                  ______________ □略懂 □精通 

第二部分：你會怎麼說？ 

填寫說明：請就以下對話情境稍微思考一下，當別人當面對你說這樣的話時，

你會如何有禮貌地回應呢？回應沒有字數限制，敬請依照自己的想

法，如實回答。 

一、 （外在事物為主題） 

你知道自己的穿著打扮不太出色。有一天，有一位你認識的上司提出批

評，他對你說：「你應該加強自己的服裝儀容。」 

你會如何有禮貌地回應他的批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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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9】問卷（二）─日語版問卷摘錄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性別：□男性  □女性 

 年齢：□20 歲以下  □20 歲以上 

 学歴：□高校  □大学  □大学以上 

 外国語能力：______________ □多少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 □多少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 □多少 □普通 □精通 

第二部分：何と答えますか？  

填寫說明：以下の会話の状況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もしあなたが以

下 4 つの場面において、他人から以下のように言われたのを自身

の耳で聞いた際、あなたはどのように失礼なく返答しますか。返

答に字数の制限はありません、思ったままに答えて下さい。でき

るだけ、多く書いてください。 

一、 （技術表現に関する主題） 

あなたは一般的な作文能力は備わっています。しかし課業のためよく

レポートを書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が、ある日知り合いの上司に「あなた

の作文能力は強化し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と言われました。この際あなた

はどのように返答し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上問卷為筆者為了研究華語及日語母語者面對批評時的回應，所設計

的問卷題目，受試者實際填寫問卷時，並不會看到每一題的標題，以免影響

作答。每一類主題皆有兩種關係設定之題目，社會距離均為關係一般，而社

會權勢卻分別有上司、同事或是同學，目的就是希望透過此一變因，藉機觀

察社會權勢是否影響受試者的批評回應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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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回應批評方式調查 

筆者已於上節中說明正式研究施測時的問卷設計過程，接著在本節將說

明問卷如何發放、回收以及整理。以下分三個部分說明。 

（一） 問卷發放 

本研究之問卷發放目的，是為要針對華語及日語母語者的回應批評行為

進行調查，因此本研究的問卷將同時發放給華語及日語母語者。為確保問卷

的品質，每份問卷在正式上線施測前，都已邀請華語及日語母語者各接受一

次先行研究之施測（即問卷（一）），再根據先行研究的施測結果及母語者意

見，予以修訂改正成一份信度及效度兼具的正式問卷（即問卷（二）），之後

再透過 Google 問卷，發放本研究正式研究階段的問卷（二）。 

本研究之所以利用網路問卷，最大的優點即為其便利性。受試者可直接

以電腦鍵盤輸入答案，如此研究者便不需印出問卷即可直接對受試者進行線

上施測。這樣的施測形式除了可避免傳統收集語料方式的空間限制及時間耗

費，更可在施測之後，有系統地整理語料，便於後續統計、歸納及分析。 

為了確保語料的品質，在尋找華語及日語母語受試者時，設定為正在就

讀大學或大學以上學歷以及正在工作的社會人士。因為這一社會族群的華語

與日語母語者，在學識經驗及社會互動中都已有一段時間的經歷，因此其所

提供的回應批評語料應較不會受到其他社會變因影響，也較能代表在華語及

日語母語社會中普遍的回應批評現象。 

為更進一步確認母語者們的學經歷能符合本研究的期待，本研究設定受

試者年齡須至少 20 歲以上。而由於台灣及日本的教育政策都是將英文納入

國民義務教育的必修課程之中，因此台灣的華語母語者及日本的日語母語者

在其學習經歷中，均至少修習過英文，到了大學學習階段又還可能再選修其

他外語。又由於現今台日兩地的學習環境中，完全不接觸外語的機會已非常

少，因此本研究對母語者在外語變因的限制上，僅設定為大學時非以英語等

外語為主修專業，以期受試者所提供的語料不會受到太多外語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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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料回收 

問卷（二）採不記名方式作答，透過 Google 問卷發放，尋找居住在台

灣與日本兩地，符合研究需求的受試對象。問卷的收集時間從 2015 年 7 月

上旬開始，至同年 9 月初結束，共得 220 份有效問卷。其中，華語有效問卷

112 份，男性 50 份，女性 62 份；日語有效問卷 108 份，男性 46 份，女性

62 份。受試者來自台灣與日本，受試者的背景資料如表【三-10】所示。 

表【三-10】問卷（二）─受試者背景資料 

 華語男性 

受試者 

華語女性 

受試者 

日語男性 

受試者 

日語女性 

受試者 

人數 50 62 46 62 

年齡 20 歲以上 20 歲以上 20 歲以上 20 歲以上 

母語 華語 華語 日語 日語 

外語能力 英語 英語 英語 英語 

學歷 研究所（28）

大學（22） 

研究所（30）

大學（32） 

研究所（25） 

大學（21） 

研究所（20）

大學（42） 

（三） 語料編碼與整理 

問卷回收完畢以後，筆者將語料鍵入微軟試算表內（Microsoft Excel），
進行語料編碼工作。本研究依照母語（華語＝C；日語＝J）、性別（男性＝

Ｍ；女性＝Ｆ）與主題（外在事物＝A；技能表現＝B；內在特徵＝C）以及

聽話者社會權勢（師長＝Ｔ；平輩＝Ｆ）等變因進行編碼。以受試者的性別

代碼為第一碼，聽話者的社會權勢代碼為最末碼。以編號 01 的華語母語者

女性受試者為例，其基本代碼即為 CF01，由 CF01 針對外在事物類的批評

主題對師長或長輩進行回應所得之語料即為 CF01─AＴ；而編號 01 的日語

母語者女性受試者之編號則為 JF01─AＴ，其餘以此類推。 

問卷的結果與分析是以問卷（二）所回收到的語料為主。筆者將每份語

料編碼歸檔後，再以前人的理論為依據，進行分析、歸納。由於目前學界對

於華語回應批評策略的研究尚在起步階段，因此對於華語回應批評策略的分

類模式仍尚未達成共識。如本研究在第二章第一節所提，目前的學者們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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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仍以 Searle（1969）的間接言語行為理論、Brown 和 Levinson（1987）的

禮貌補救策略、Leech（1983）的禮貌原則以及 Blum-Kulka 等人（1989）所

提出的核心行為─輔助行為理論為依據，對言語行為進行有系統的分析。是

故，本研究依循前人之腳步，先以間接言語行為理論為語料進行分類，再按

照第二章第二節所介紹之核心行為─輔助行為理論的序列結構，替語料進行

整理，將語料劃分出回應批評言語行為的核心策略（即核心行為）以及其輔

助策略（即輔助行為）。此外，由於本文亦參考謝佳玲（2015）在研究華語

與英語網路社會之語用研究時的策略分類概念，故在核心策略之上，再區分

出兩類主體行為。主體行為是核心策略的上層類別，其下含有數種核心策略，

試圖增加回應批評策略分類的完整性。 

觀察問卷（二）所得之語料，筆者發現受試者所實施的回應策略多為間

接言語行為，換言之，受試者偏好用另一種言語行為（次要言外行為）實現

回應批評（首要言外行為）。如例句（3）所示，受試者表面上對批評者先予

以應答後表達歉意，最後再給予承諾，實則為說話者（被批評者）為回應對

方（批評者）批評自己穿著不夠體面，而說出回應對方批評的話語，而該話

語即成為應答、道歉及承諾。意即在上述情境中，說話者是藉著應答、道歉

和承諾（次要言外行為）達到回應批評（首要言外行為）之目的。 

（3） （老闆批評自身穿著不夠體面） 
好﹝應答﹞，真的不好意思﹝道歉﹞，我會多加注意的﹝承諾﹞。

（CF04-AT） 

為此，本研究將回應批評言語行為之語料，根據 Searle（1969）的間接

言語行為理論，再依照語料所採用的次要言行為回應語料進行分類，整理成

七類核心策略。然後再進一步檢視此七項策略規納出兩項主體策略形成上層

的分類概念，再搭配兩類輔助策略以便能更有系統的對比華語、日語的批評

方式。本文會在第四章的第一節中作進一步解釋並舉例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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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旨在分析問卷（二）所得的語料，並分七節進行說明。第一節將針

對語料呈現出的各語言策略進行說明，探討各項策略的差異及語言形式，並

舉例說明；第二節則透過統計，分析華語及日語母語者在回應批評時的策略

使用分布情形；第三節探討的是主題對華語、日語母語者在回應批評策略時

的影響；第四節比較華語、日語的男女受試者之回應策略異同，第五節比較

華語、日語母語者在社會權勢變因下，回應批評策略的異同；第六節為回應

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問題；第七節則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 策略分類 

本文參考 Searle（1969）的間接言語行為理論，以此為依據，替語料進

行策略分類。再依照第三章第三節第（三）部分中說明的分析方式與原則，

進行語料分佈之分析。而依據 Verschueren（1999）的順應理論，語言的使用

過程，是一個連續不斷的選擇過程。因此，將順應理論套用在回應批評下，

即是說話者（回應批評者）需先受到來自聽話者的批評，然後再採取適當的

話語回應措施。而對話語境在此時也由原本的批評語境，轉換成回應批評語

境，因此說話者得順應當時的溝通語境依據情況做適當判斷，以回應對方的

批評。此即為回應批評的語境順應。 

本研究將華語及日語母語者的主體行為概分為兩類，即顧及聽話者（提

出批評者）顏面，滿足發話者（回應批評者）自己以外對像需求的他人取向；

以及顧全發話者（回應批評者）自身面子，以滿足聽話者需求為出發點的自

我取向。此分類方式，是援引謝佳玲（2015）在研究華語、英語網路社會之

語用研究時，其所使用之策略分類概念。而在他人取向及自我取向兩類主體

行為下，筆者依照功能、內容以及表現形式的差異，將回應批評策略再細分

為七種回應策略，即：道歉策略、自承策略、感謝策略、承諾策略、解釋策

略、詢問策略以及請求策略。 

根據 Blum-Kulka et al.（1989）所提出的『核心行為─輔助行為理論』，

依照問卷（二）回收之語料呈現出的策略使用頻率，先前所提之七種策略，

可歸納為回應批評的核心行為。Blum-Kulka et al.（1989）指出，核心行為可

單獨存在，亦可搭配輔助行為應用，以達成回應批評的目的。而本研究的語

料中亦出現使用頻率稍低且無單獨使用情形存在，僅有輔助回應批評之用的

輔助行為，即應答策略及贊同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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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分析研究所得之所有的策略種類，並整理成下表【四-1】，其餘策

略的定義及說明等，則在第四章第一節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中呈現。

本研究統一將核心行為所採用的語用策略稱為核心策略，輔助行為採用的策

略則為輔助策略。說話者回應批評時，以核心策略為主，輔助策略為輔，互

相搭配以做出適當回應。 

表【四-1】本文回應批評策略的分類架構 

主體行為 核心策略 

 

他人取向 

 

道歉策略 

自承策略 

感謝策略 

自我取向 

 

承諾策略 

解釋策略 

詢問策略 

請求策略 

輔助策略 
應答策略 

贊同策略 

（一） 主體行為說明 

1. 他人取向之主體行為 

他人取向的策略，是指說話者以聽話者的角度談論某一件事情，藉以滿

足對方希望個人自主性受到尊重的需求（謝佳玲，2015）。而在本研究中欲

探討的回應批評情境，說話者（回應批評者）事先接收到來自聽話者（提出

批評者）的批評後，情境便由批評轉至回應批評。說話者為維護聽話者的顏

面需求，並欲在此前提下回應聽話者的批評，便會採取他人取向的回應策略，

藉此保全聽話者的積極面子。他人取向的回應方式，依呈現形式的不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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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為道歉策略、承認策略以及感謝策略。各核心策略的解釋與分類說明，將

於本節第（二）部分說明。 

2. 自我取向之主體行為說明 

自我取向的策略，是指說話者以滿足自我需求為出發點，談話內容以明

示或暗示說話者自身的狀態或是動作，藉以滿足溝通目的（謝佳玲，2015）。
而在本研究中欲探討的回應批評情境，說話者（回應批評者）事先接收到來

自聽話者（提出批評者）的批評後，說話者為維護自身的顏面需求，並欲在

此前提下回應聽話者的批評，便會採取自我取向的回應策略，藉此保全說話

者自己的消極面子。自我取向的回應方式，依呈現形式的不同，可分為承諾

策略、解釋策略、詢問策略以及請求策略。各核心策略的解釋與分類說明，

將於本節第（二）部分說明。 

（二）核心策略說明 

1. 他人取向之核心策略說明 

道歉策略：道歉作為回應批評時的一種策略，特別是非常真誠、能夠表

現出誠意的道歉，不僅可以稍微緩和說話者在提出批評當下的不滿情緒外，

更可以迫使對方接受自己的道歉（徐智敏，2005）。一般而言，引發批評的

情況，是聽話者明確提示說話者錯誤的行為、需要改變的部份以及給予說話

者負面評價（蘇婉蓉，2012）。因此，在面對聽話者提出的批評時，華語及

日語母語者的第一反應皆是予以道歉。說話者藉由使用道歉策略，除了是尊

重對方自主性需被尊重的需求以外，亦是為維護聽話者的顏面需求，是以聽

話者角度為出發點的回應策略，因此筆者將道歉策略歸類在他人取向主體行

為之下的核心策略。 

華語道歉策略的語言形式常見有「對不起」及「不好意思」，是明確表

達歉意的字詞。若想要再表達更深入的歉意，則會在「對不起」及「不好意

思」後，明確提及道歉對象，以示誠意。如下例句（4）中，說話者除了表

達單一道歉外，更藉由向全體工作團隊表達歉意，以緩和批評者的情緒。 

（4） 對不起，真的很對不起工作團隊。（CM29─CT，內在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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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的道歉形式比起華語則是有更多變化。除日語動詞裡特有的語尾詞

綴變化外，日語母語者在社交會話時，往往依據不同會話對象、情境，適時

採用常體、敬體等兩種語體，使得原本寓意簡單的「對不起」、「不好意思」，

在日語呈現多層次的抱歉情緒。也因此，日語母語者提出的道歉，則無需如

華語母語者般，再補充道歉對象以示誠意。如例句（5），即為日文「すみ

ません（sumimasen－對不起）」加上斷定助動詞「です（desu）」的語尾變

化，使普通的道歉聽起來更委婉謙遜。而根據語料，日語母語者使用道歉策

略作為回應方式的頻率最高（約 43.49％），顯示將近有二分之一的日語母

語者在面對批評時，習慣以道歉做為主要的回應手段。 

（5） 本当にすみませんでした。（JM33─CT，內在特徵） 

Very sorry. 

真的很對不起。 

正如在第二章第二節所提，由葉彥君（2007）指出，聽話者在實施批評

後，最希望說話者能有所改進，這也是為何大多數批評者認為有必要實施批

評的原因。而無論是華語的補充說明形式，或是日文的助動詞語尾變化形式，

都是說話者希望藉由語言形式，傳達對自身所犯之錯誤已有體悟，以滿足聽

話者在實施批評後，欲看到說話者有所作為的期望，而言語的回饋則是最即

時的，是能迅速滿足對方期待的適當方式。 

自承策略：自承即是自我承認。自承策略是指說話者在被批評的當下，

針對聽話者提出跟自身有關的錯誤行為、需要改變之部份以及負面評價等，

均予以承認。承認自己的言行確實具有對方認定的疏漏，並藉由承認間接同

意對方對自己的負面觀點是正確的，以表示對話雙方的認知是有交集的。說

話者使用自承策略，既是站在聽話者立場，維護對方積極面子，亦是符合

Leech（1983）禮貌原則下贊同準則之運作，即盡可能減少雙方的分歧、盡

可能增加雙方的一致性。此一回應批評的核心策略亦是以聽話者角度為出發

點的回應策略，因此筆者亦將自承策略歸類在他人取向的主體行為之下。 

如例句（6）中，說話者在聽完聽話者的批評後，認為對方說的話確實

有理，自己責無旁貸，於是向對方承認自己的缺點，並再重述一次自己做不

好的部分。而下頁例句（7）的情形亦然，由於說話者在重要會議上遲到，

進而招致聽話者的批評。 

（6） 我的表達能力的確需要多加強，….（CF29─BF，技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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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大事な会議に遅れてしまい…（JF01─CT，內在特徵） 

I was late at such an important meeting… 

我在重要的會議上遲到了… 

雖然華語、日語母語者均使用自承策略作為回應手段，但是細究兩語母

語者之語料，除了重述自己的缺失之外，華語、日語的自承策略在用法上還

是有些微差異的。華語母語者傾向在採取自承策略時，在句子開頭使用「這

的確是」或是「我知道…」等起首式，承認自己的錯誤並表示對方的看法是

對的，不是子虛烏有。如例句（8），說話者在聽完聽話者針對自己服裝外表

的批評後，便用「這的確是…」來回應，承認自己在外表方面的學習尚不足

夠。而例句（9）則是在對方提出對自己口語表達能力不足的批評後，詳細

提出自己的弱點。此兩種回應形式，除了如前所示，遵守 Leech（1983）禮

貌原則下的贊同準則外，也遵守了謙遜準則，即盡可能減少讚美自己、盡可

能多貶損自己。 

（8） 這的確是我該多學習的地方，…（CM11─AF，外在事物） 

（9） 我知道我的咬字不是太清晰，…（CF40─BF，技能表現） 

不同於華語母語者的進一步說明，日語母語者在使用自承策略時，除了

重述自己因缺失而招致批評的行為外，單獨使用動詞分かる（wakaru─知道）

直接認錯也是在日語語料中常出現的自承策略。如例句（10）所示，面對聽

話者的批評，日語母語者僅以簡短的「我知道了」作為回應批評的起首式，

是屬於接受型的回應方式，先接受對方的批評，滿足對方面子，之後再做其

他回應打算（鄭成芹，2012）。 

（10） 分かりました。（JM16─AT，技能表現） 

I knew. 

知道了。 

感謝策略：當發生批評時，不少華語、日語母語者的回應方式，均使用

感謝對方提醒自己的回應方式，回應聽話者提出的批評，此種回應策略即為

感謝策略，感謝對方針對自己的行為予以指教。這時候，說話者已放棄顧及

自己的感受，將自己對積極面子的需求，轉換為對聽話者積極面子的維護，

以考慮到對方提出批評時的心情為出發點，進而感謝對方願意直接給予自己

指正。此回應策略是以聽話者角度為出發點的回應方式，故本研究將感謝策

略歸類在他人取向主體行為下的核心策略。例句（11）至（12）中，說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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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身消極面子已被威脅的情形下，轉以感謝的方式回應，以保全對方的積

極面子並避免衝突。而從例句也可看出，無論是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在使用

感謝策略時，並非只是簡單地以「謝謝」、「感謝」等表達謝意的用語作為回

答，而是於之後再說明為什麼感謝。例句（11）及例句（12）的華、日母語

者，皆感謝對方告訴自己尚待加強之處。此時說話者在感謝對方時，僅就對

方告訴自己有所缺失這個部分加以感謝，刻意迴避立場較主觀激烈之批評，

而改用較中性又貼近事實的「告訴」。之所以如此，是說話者意圖向聽話者

傳達：即便自身的消極面子已受到威脅，但回應者自己不覺被威脅，反而願

意接受。 

（11） 謝謝您告訴我，…（CM12─AT，外在事物） 

（12） 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JF05─BF，技能表現） 

Thank you for informing , … 

謝謝你告訴我，… 

例句（13）及例句（14）呈現的，則是感謝策略的進階用法。無論華、

日母語者，在使用感謝策略時，除了單純的感謝對方願意告訴自己哪裡有缺

失外，還會將對方的批評，進一步轉譯成建議及指正。由於批評是批評的人

指出問題並給予被批評的人負面評價，讓被批評者有反思的機會。所以當說

話者用感謝策略回應批評者時，同時也蘊涵說話者認為批評者的批評是具建

設性的（Wierzbicka，1987：157）。而比起批評，建議及指正則是更明確地

向對方提出建設性言論的言語行為。因此，使用感謝策略回應聽話者的華、

日母語者，一方面感謝對方提出批評，一方面也暗示對方的批評其實是有所

助益的。此方式便是透過 Leech（1983）讚揚原則下的次準則─盡可能讚美

對方，來維持回應的禮貌性以及會話的和諧度。 

（13） 謝謝你的建議，…（CF47─AT，外在事物） 

（14） ご指摘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JM44─BT，技能表現） 

Thank you for point out , … 

謝謝你的指正，… 

2. 自我取向之核心策略說明 

承諾策略：承諾策略是說話者為維護自己的消極面子，而在被聽話者批

評後，向對方做出承諾，表達自己願意改進的決心，並為自己的行為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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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諾下次不再做出類似的過失之舉，使對方再沒有可干涉自己消極面子的機

會。另一方面，葉彥君（2007）曾指出，大部分聽話者在實施批評後，期望

看到說話者能立即改進。而說話者使用承諾策略作為回應，就是向聽話者提

出改進的方式，以滿足聽話者想要看到聽話者改變的期待而不再干涉自己的

行為。由於此回應核心策略，是說話者顧及自身面子需求的回應方式，因此

在本研究中，筆者將承諾策略歸類在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下。 

根據語料顯示，華語母語者最常使用承諾策略作為回應方式（32％），

可見在將近三分之一的語料中，予以承諾是華語母語者在面對批評時，較常

用的回應方式。華語母語者使用承諾策略予以回應時，可分為兩種回應模式，

如例句（15）和（16）所示。例句（15）中的承諾模式，是當說話者被聽話

者批評時，說話者立即告知聽話者以後會多加留意，以避免再犯同樣錯誤。

而例句（16）的承諾模式，則是說話者在承諾的基礎上，更進一步提出詳細

的改進方法，讓說話者對聽話者的改進期望，有更具體的想像空間，不使承

諾流於空泛。 

（15） …，以後會多加留意。（CM37─CT，內在特徵） 

（16） 我會參考前輩寫的報告並想辦法提升我的寫作能力。 

（CF13─BT，技能表現） 

日語的承諾策略也出現上述如華語語料中的兩種模式，如例句（17）和

（18）所示。例句（17）僅給予以後會再注意，不再重蹈覆轍。而例句（18）
則進一步提出詳細改進方式，欲藉由每天練習寫文章的方式，來增進自己的

作文書寫能力。 

（17） 以後気を付けます。（JF17─CT，內在特徵） 

I will be careful thereafter。 

以後會小心 

（18） 日頃から文章を書く練習をして作文能力を鍛えます。 

（JM39─BT，技能表現） 

I will practice the skill of composition by writing article everyday。 

我會用每天練習寫文章的方式訓練作文能力。 

解釋策略：使用解釋策略，是由於說話者在聽到聽話者提出的批評後，

不能認同聽話者給予自己的負面評價，進而希望能夠採取行動。於是利用給

予理由的方式，讓說話者明白自己並不是故意要使說話者感到被冒犯或不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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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而是有原因理由的，以此企圖扭轉對方對自己持有的偏見。因而說話者

利用解釋的方式，讓聽話者對於自己的行為予以充分理解。由於說話者使用

解釋策略的目的，是為要減輕批評者對自己的不滿，此種以說話者自身角度

為出發點的回應核心策略，於本研究中亦被歸類在自我取向主體行為下。 

解釋的詳細程度決定禮貌程度，原因說明得越詳盡，越能讓聽話者理解

自己的難處，予以同情的機會亦大大增加。這樣的應對方式，正符合Leech
（1983）禮貌原則中的同情準則：盡可能減少雙方厭惡、盡可能增加雙方同

情。例句（19）、（20），兩個語料都發生於同一情境：在需要準時出席的場

合中遲到而遭到批評。例句（19），說話者僅以有事耽擱含糊帶過，並未說

明究竟為何事；而例句（20）的說話者則再進一步說明遲到的原因為何，這

樣的回應方式比起例句（19）更顯得禮貌。 

（19） …有事耽擱了。（CM44─CT，內在特徵） 

（20） 因為剛剛路上塞車塞好久...（CF58─CT，內在特徵） 

而日語的解釋策略與華語母語者的運用模式相同，亦可分為簡要說明以

及詳細解釋兩種回應方式。如同例句（21）、（22）般相同的語境（在重要場

合遲到）下，例句（21）顯示為說話者僅以發生緊急狀況簡單帶過，並未再

多加說明；例句（22）則顯示說話者進一步說明確切發生的狀況為何，導致

他未能準時出席重要場合。在日文裡，比起例句（21），例句（22）的回應

模式，其禮貌程度是更高的。這個部分與華語的解釋策略情形相同。 

（21） 緊急な用事が出来てしまって…（JM32─CT，內在特徵） 

There is an urgent situation happened… 

發生了緊急情況… 

（22） 電車がトラブルで止まってしまって…（JF54─CT，內在特徵） 

The train got stuck in trouble... 

電車遇到事故停駛… 

詢問策略：詢問策略是說話者在接收到聽話者的批評後，進一步詢問對

方，自己該怎麼改進比較好。使用詢問策略的目的一方面是說話者為了讓聽

話者知道自己願意有所改進，避免再犯而詢問對方；另一方面，也由於說話

者認為自己的消極面子已在此次談話中被威脅，為了不讓自己的面子再次受

到侵犯，說話者便轉而詢問聽話者，自己該怎麼做，才不會再因相似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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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自己再招致批評。此回應方式是說話者以自身為出發點的回應方式，故

本研究中將詢問的回應核心策略，歸類在自我取向主體行為下。 

利用詢問策略徵詢對方建議，則是為了避免直接陳述的肯定性，使對方

有被要求命令之感（陳怡君，2007）。如例句（23）所示，說話者因為服飾

打扮不佳而招致聽話者的批評。在此情形下，聽話者干涉說話者對自身穿著

的服飾品味，使說話者的面子被威脅到，故說話者便使用詢問策略，以維護

自己日後在穿著方面的面子。至於例句（24），則是由於說話者的報告寫作

能力欠佳而招致聽話者的批評，聽話者干涉的是說話者在撰寫報告時的文

筆，亦讓說話者的面子倍感威脅，因此也使用詢問策略以維護自己日後在報

告寫作方面的面子。 

（23） …不知道哪方面可以再加強？（CM20─AT，外在事物） 

（24） 請問是哪個部分需要加強呢？（CM46─BT，技能表現） 

例句（25）、（26）則是日語母語者使用詢問策略時的回答方式。一樣是

當說話者的寫作能力被聽話者批評時，說話者便使用詢問策略，進一步詢問

自己哪裡做不好，或是哪部分還需加強，讓自己不再因為同樣的缺失而有第

二次被批評的機會。 

（25） どの箇所を強化したらよいか？（JM02─BT，技能表現） 

Which par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請問哪個部分還需要加強？ 

（26） どのような部分が劣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か？（JF28─BT，技能表現） 

Which part do you think is inferior？ 

你認為哪裡不夠好呢？ 

請求策略：請求行為是以禮貌的方式要求，希望自己的要求能得到實現

的利己行為（謝佳玲，2015）。請求作為回應批評的語言策略，是發生在當

說話者被聽話者批評後，說話者認為自己的消極面子已被威脅，為了不願讓

自己的面子再次受到侵犯，說話者便請求聽話者針對自己的過失給予更清楚

的改正指示、建議，請求對方直接明確地告訴自己應該如何改進。由於此一

回應批評核心策略，是以維護自身顏面為出發點，故筆者便將此一回應策略

歸類在自我取向主體行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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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策略與詢問策略在回應批評時具有相同的語用功能，都是希望說話

者能給予自身改進的建議。不過，筆者進一步觀察語料，發現無論是在華語

語料或是日語語料中，詢問策略與請求策略之間仍存有些微差異，是故筆者

在本研究中特意區別此兩種策略並分開討論。在華語母語者的語料中，請求

策略與詢問策略的最大區別，即為有相異的語言形式。華語母語者行使詢問

策略作為回應時，其所使用的語言形式是疑問句式，利用提出疑問的方式詢

問對方意見；而華語母語者使用請求策略時，則不使用疑問句式，是以直述

句加上具有請求意味的動詞（即：請）的形式，明確卻又委婉地向聽話者要

求建議，如例句（27）、（28）所示。例句（27）是因說話者的寫作報告能力

不佳，而受到聽話者的批評，說話者接收到聽話者的批評後，則直接向聽話

者請求建議；例句（28），則是當說話者的衣著不符合批評者期待而得到批

評時，說話者便直接請求對方予以建議。 

（27） 不足的地方還請長官給我一些建議。（CF22─BT，技能表現） 

（28） 我也想，但不知該如何加強，可以給點建議嗎？。 

（CF48─CT，外在事物） 

日語母語者的請求模式則與華語母語者的稍有不同。日語母語者的請求

策略除了如例句（29）所示之，使用一般直述句外，根據語料顯示，日語母

語者在行使請求策略時，亦會使用疑問句式「…ませんか。」（masenka─不能

嗎？）來表示高度委婉的請求。這一點即與華語母語者的請求模式有所不同。

在例句（30）中，當說話者被聽話者批評口頭報告能力待加強時，說話者即

以此一問句形式表達高度請求，請求對方具體地告訴自己應該如何改進。在

此情境下，說話者雖然是以「不能告訴我一下嗎？」的問句方式請問對方，

但其真正意圖則是欲利用問句形式，達到委婉請求之目的。陳怡君（2007）
曾指出，說話者利用問句發話，是為了避免直接陳述的肯定性，進而達到委

婉請求之公用。此一請求模式，只見於日語語料中，是日語母語者獨有的回

應模式，華語語料則未見有此種請求模式。 

（29） …よろしくご指導ください。（JM12─BT，技能表現）      

If you could, please teach to me. 

如果可以的話請指導我該怎麼做。 

（30） …具体的に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JF09─BT，技能表現） 

Can you tell me specifically, can’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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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請你具體地告訴我（該怎麼做）嗎？ 

（三） 輔助策略說明 

上一部分將出現於回應批評時的主體策略區分為自我取向與他人取向

兩類主類，並針對其下的主體策略舉例說明。除此之外，在回應批評的語料

樣本中，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在使用主體策略的前後，也經常搭配使用一個或

數個輔助策略。根據Blum-Kulka et al.（1989）所提出的核心行為─輔助行為

理論，輔助行為（supportive moves）的功能在於強化或緩和言語行為的言外

之力。換句話說，輔助行為本身並不具備回應批評的主體功能，僅具備支援

主體行為之功用。華語與日語運用輔助策略的種類及方式相似，可歸納為兩

項策略，即應答策略和贊同策略。除此兩種輔助行為外，根據語料顯示，亦

零星地出現有拒絕、讚美及確認等，但這些輔助策略出現於華語或是日語語

料中的頻率都極低，故不納入本次研究討論範圍。以下分別介紹此兩種的語

意及形式特徵。 

應答策略：應答策略是指說話者在受到批評後、向聽話者提出回應以前

使用的預備詞，常見於回應批評的預備位置，是屬於主體回應策略之前的預

備行為。陳怡君（2007）曾指出預備詞在會話裡的功用在於開啟話題，並為

接下來的話題做準備。而根據本研究的語料顯示，無論華語或是日語，在回

應批評情境下出現的預備詞，均確實出現於回應話語的預備位置上，且預備

詞後常常伴隨回應批評的核心策略。是故，筆者認為在回應批評情境下的預

備詞，其功用除了表示自己已確實接受到對方的批評外，也能替說話者爭取

思考回應的時間，思考在得到聽話者的批評後，應該如何謹慎妥當地回應，

以緩和聽話者不滿情緒，化解緊張氣氛，使自己不再有被對方批評的機會。 

華語和日語的語料中，應答語的語言形式相當固定，華語常用的應答語

有「嗯」、「好（的）」、「是（的）」。日語常用的應答語則有「はい（hai─是）」、

「かしこまりました（ kasikomarimasita─是的）」、「分かりました

（wakarimasita─知道了）」、「承知致しました（chyouchisimasita─知道了）」。

說話者使用應答語，一方面可向聽話者表示已確實接收到對方的批評，一方

面也表示說話者願意相信對方的批評是確有其事，自己確實有未盡之處，並

願意改進。華語與日語語例請見（31）至（34）。 

（31） 好，我一定會想辦法進步，請再給我一點時間。 

（CF04─BT，技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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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知道了，感謝您的提點，我會注意。（CM09─AT，外在事物） 

（33） 分かりました。努力してみます。（JM14─BT，技能表現） 

I understand. I will try to exert myself. 

我知道了，我會試著努力的。 

（34） はい、もっと勉強したいと思います。10（JF29─BT，技能表現） 

Yes, I think I will study harder. 

是的，我想我會努力學習的。 

贊同策略：贊同策略指說話者在受到聽話者的批評後，同意聽話者的批

評內容，贊成說話者的意見。贊同策略主要以兩種贊同方式達到支援主體策

略的功能，一種是針對對方的批評內容，直接予以認可，認為對方批評有理。

另一種則是在聽完對方的批評後，告訴對方自己其實也有相同看法，藉此讓

對方知道這個批評並非誤會，而是說話者對自身的過失也有所自覺。以上兩

種贊同方式除了能適時緩和批評當下的緊張氣氛外，亦符合Leech（1983）
禮貌原則下的贊同準則，也就是盡可能減少雙方的分歧，盡可能增加雙方的

一致性。讓聽話者知道自己的想法、立場與聽話者是一樣的，並為自己之後

欲行使的主體回應策略做鋪墊。華語與日語的贊同策略均常見於回應批評行

為的起頭，後面緊接主體回應策略。 

如例句（35）至（38）所示，例句（35）是說話者立即同意聽話者的批

評，予以認可並承諾改善；下頁例句（36）則是說話者在聽完聽話者的批評

後，表示自己也有一樣的想法，順勢詢問聽話者可否給予自己建議。日語的

贊同策略亦呈現同樣的贊同模式。如例句（37），是說話者針對聽話者的批

評表示贊同，並承認自己平常就有表現不好的自覺；而例句（38）則是說話

者表示告訴聽話者自己也有一樣的想法，並請求對方給予自己意見。 

（35） 您說的很對，這方面能力我的確不足，我會改善。 

（CM09─BT，技能表現） 

（36） 我也覺得我不太擅長這個耶，你可以給我一點意見嗎？ 

（CF09─BF，技能表現） 

  

                                                       

10  感謝口試委員馮寶珠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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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そうですね、日頃から私も自分の表現能力は良くないと自覚してます。 

（JF31─BF，技能表現） 

You are right, when daily, I realize that my performance is not so good. 

你說得對，我平常就覺得自己表現得不好。 

（38） 私もそう思う。もし良ければ、色々アドバイスくれませんか。 

（JM15─BF，技能表現） 

I think so, too. If you can, don’t you give me various advice? 

我也這樣認為。如果可以的話，不能請你給我不同意見嗎？ 

第二節 策略分布 

根據前一小節的分析結果，本研究參考謝佳玲（2015）的研究模式，在

主體行為的語用策略方面，將之分為他人取向以及自我取向兩個主體行為。

而在兩個主體行為下，又再歸納出七項次類核心策略，分別是道歉、自承、

感謝、承諾、請求、詢問及解釋。在本節中，將分別統計這些核心策略在華

語與日語的使用頻率，並根據統計結果分析歸納兩種語言的策略使用異同。

除了核心策略外，本節亦加入輔助策略的分析。 

本次研究收得華語母語者語料共672筆，策略使用總次數為1317項；日

語母語者語料共432筆，策略使用總次數為941項。在統計語料策略時，以該

筆語料使用的策略項數為統計標準，意即若說話者在同一筆語料中，多次連

續或是交替地使用相同策略，則無論該策略在單筆語料中出現幾次，都只計

算為一項；若出現兩種策略，則既為兩項，其餘以此類推。例如，在華語的

672筆語料中，共有232筆使用道歉策略；在日語的432筆語料中，共有246筆
使用道歉策略，以上數據即代表道歉策略在華語及日語語料中的使用次數。 

為了對策略進行跨類別比較，本研究將以百分比的形式呈現策略的使用

頻率。其計算方式為：策略個別次數（分子）除以個別語言的樣本總比數（分

母），即為該項策略在華語或日語的使用頻率。例如，在華語的672筆語料中，

共有232筆語料採用道歉策略，以232除以語料總數672再轉化為百分比後，

即可得知在華語語料中，道歉策略的使用頻率為34.52％（232／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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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主體行為方面，考慮到他人取向與自我取向次類策略數量不同，為

避免次類數量影響比較結果，故回應主體行為的計算方式，是分別計算他人

取向下的核心策略平均使用頻率，以及自我取向下的次類核心策略平均使用

頻率。例如，華語他人取向的次類核心策略使用頻率分別為34.52％（道歉策

略）、21.72％（自承策略）以及34.52％（感謝策略），則華語他人取向的策

略使用頻率平均值即為26.18％（算式：（34.52％＋21.72％＋34.52％）／3）。
表示在華語的672筆語料當中，任何一個語料內出現他人取向策略的平均機

率是26.18％。其餘以此類推，並將主體行為以及其次類核心行為之使用頻

率一併整理為下表【四-2】。 

表【四-2】華語、日語核心策略使用頻率統計11 

 他人取向 自我取向  

  策略 

語言 

道歉 自承 感謝 承諾 請求 詢問 解釋 總計 

華語 232 146 150 352 156 154 127 1317 

百分比 34.52

％ 

21.72

％ 

22.32

％ 

52.38

％ 

23.21

％ 

22.91

％ 

18.89

％ 

196.04

％ 

平均百

分比 

   26.18％         29.34％  

日語 246 93 57 230 154 80 81 941 

百分比 56.94

％ 

21.52

％ 

13.19

％ 

53.24

％ 

35.64

％ 

18.51

％ 

18.75

％ 

217.79

％ 

平均百

分比 

   30.55％         31.54％  

                                                       

11  感謝口試委員蕭惠貞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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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體行為分布 

首先比較在華語、日語在回應批評策略中，他人取向與自我取向的主體

行為出現頻率。如先前所述，主體行為的使用頻率計算方式，是以他人取向

與自我取向下的核心策略平均使用頻率統計之，再將兩個數值加以對比。華

語母語者的他人取向主體行為使用頻率為23.18％（算式：（34.52％＋21.72
％＋22.32％／3）），自我取向主體行為的使用頻率則為29.34％（算式：（52.38
％＋23.21％＋22.91％＋18.89％／3））；日語母語者的他人取向主體行為使

用頻率為30.55％（算式：（56.94％＋21.52％＋13.19％／3）），自我取向主體

行為的使用頻率則為29.34％（算式：（53.24％＋35.64％＋18.51％＋18.75％
／3）），統計結果詳見圖【四-1】。 

 

圖【四-1】華語、日語主體行為頻率分布 

由圖【四-1】可發現，雖然華語、日語的自我取向主體行為之使用頻率，

都略高於他人取向主體行為，然而兩個主體行為的使用頻率差距不太大。可

見，兩種語言的母語者在回應批評時的話語模式上，他人取向或是自我取向

主體行為的使用分佈是平均的。意即，華、日母語者在回應批評時，其回應

傾向既偏好使用顧及聽話者顏面需求的他人取向主體行為，也偏好使用能維

護說話者自身顏面需求的他人取向主體行為。下一節，筆者將進一步探討在

他人取向 自我取向

華語 26.18% 29.34%

日語 30.55% 31.54%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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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行為分布如此平均的情形下，華、日回應批評的核心策略使用頻率以及

策略分布情形。12 

（二）核心策略分布與結構	

接著比較在華語與日語的回應批評策略中，各核心策略的出現頻率。如

同本章第二節介紹的，核心策略的計算方式，是以策略個別次數（分子）除

以個別語言的樣本總比數（分母），即為該項策略在華語或日語的使用頻率。

例如，在華語的672筆語料中，共有232筆語料採用道歉策略，以232除以語

料總數672再轉化為百分比後，即可得知在華語語料中，道歉策略的使用頻

率為34.52％（232／672）。在此仍要再次強調，本研究在統計語料策略時，

是以該筆語料使用的策略項數為統計標準，也就是要是說話者在同一筆語料

中，多次連續使用相同策略，則無論該策略在單筆語料中出現幾次，都只計

算為一項。統計結果詳見下圖【四-2】。 

 

圖【四-2】華語、日語核心策略頻率分布 

按本文的分類架構檢視語料後可發現，華語母語者在回應批評時，使用

頻率較顯著的語用策略有兩種，分別是向聽話者表達自己下次願意改進的承

諾策略（52.38％，352／672），以及欲表達歉意的道歉策略（34.52％，232
／672），其餘回應策略的使用頻率雖較不顯著，但是分布較為平均。細究道

                                                       

12  感謝口試委員馮寶珠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道歉 自承 感謝 承諾 請求 詢問 解釋

華語 34.52% 21.72% 22.32% 52.38% 23.21% 22.91% 18.89%

日語 56.94% 21.52% 13.19% 53.24% 35.64% 18.51% 18.75%

0.0%

20.0%

40.0%

60.0%

8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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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策略正是屬於他人取向下的次類核心策略，而承諾策略則正是屬於自我取

向下的次類核心行為。換句話說，當華語母語者欲利用他人取向的主體行為

來回應批評時，最常使用的次類核心策略是道歉策略；而當華語母語者欲採

取自我取向主體行為來回應批評時，最常使用的次類核心策略是承諾策略。 

而日語母語者在面對批評時，使用頻率較顯著的回應策略亦有兩種，分

別是向聽話者表達歉意的道歉策略（56.94％，246／432），第二是向聽話者

表示改進心意的承諾策略（53.24％，230／432），最後則是向說話者請求原

諒或是請求改進建議的請求策略（35.64％，154／432）。而細究道歉策略，

正是屬於他人取向下的次類核心策略，而承諾策略與請求策略則正是屬於自

我取向下的次類核心行為。換言之，當日語母語者欲利用他人取向的主體行

為來回應批評時，最常使用的次類核心策略是道歉策略；而當日語母語者欲

採取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來回應批評時，最常使用的次類核心策略先是承諾

策略，再來才是請求策略。 

根據上述的統計結果，可歸納出兩個跨語言的相同點。第一，根據圖

【四-2】，在華語與日語中使用頻率都相當高的回應策略，是自我取向下的

承諾策略。而且華語與日語的使用頻率相當接近，超過一半以上的語料（華

語52.38％、日語53.24％）都出現使用策略。這一點顯示，華語與日語的回

應批評者在回面對批評時都具有相同的回應傾向，普遍以滿足自身消極面子

需求為立場，再藉由承諾作為回應方式，向聽話者提出自身欲改進的決心，

以滿足提出批評者想要看到說話者立即改變的期待，進而不再干涉自己的行

為。第二，圖【四-2】顯示，華語的自承策略、詢問策略及解釋策略的使用

頻率均略高於日語，顯示華語母語者比起日語母語者較常使用此三項策略

（華語自承21.72％、日語自承21.52％；華語詢問22.91％、日語詢問18.51％；

華語解釋18.89％、日語解釋18.75％）。然而華、日使用這些策略的頻率差

距並不大，且均占樣本總數的近兩成。由此可見，華語與日語對自承、詢問

及解釋策略雖有些微的使用偏好差異，但整體視之，此三項策略的分布概況

是相似的。 

再根據圖【四-2】可看出，除了分布相同點之外，以上的統計結果也顯

示兩個跨語言的相異點。第一，華語的感謝策略使用頻率明顯高於日語的使

用頻率，華語的數值高於日語的數值將近兩倍（華語22.32％、日語13.19％），

表示華語母語者回應批評時，比日語母語者更常使用感謝的方式，回應聽話

者提出的批評。第二，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在回應批評時使用頻率差異最大的

是道歉策略（華語34.52％、日語56.94％），其次是請求策略（華語23.21％、

日語35.64％）。華語的道歉策略與請求策略之數值均低於日語此兩項策略數

值的三分之一。由此可知，當面對批評的時候，日語母語者比華語母語者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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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表達歉意或是提出請求的方式回應聽話者的批評。總而言之，兩種語

言回應批評時的主要差異在於，華語母語者比日語母語者更常使用感謝策

略，但是使用道歉策略與請求策略的頻率則略低於日語母語者。 

（三）輔助策略之分布 

根據華語語日語的語料顯示，回應批評的輔助策略有應答及贊同兩種輔

助策略，下面將分別比較華語與日語使用這兩個輔助策略的頻率，並歸納其

趨勢分布之異同處。此部分使用的計算方式與計算核心策略相同，首先，根

據語料計算出該兩項輔助策略在華語及日語語料裡的使用總次數。由於在同

一筆語料中，相同的輔助策略可能出現超過一次以上，例如說話者可能在同

一個情境的回答中多次使用應答策略為回應批評的核心策略作鋪墊。因此，

當統計使用次數時，同一筆語料中出現的同一項輔助策略至多只計算為一

次。按照此原則，便得知該兩項輔助策略於華語與日語中出現的總次數，整

理如下表【四-3】。 

表【四-3】華語、日語輔助策略使用頻率統計 

 

 

 

 

 

 

 

 

為了對策略進行跨類別比較，本研究將以百分比的形式呈現輔助策略的

使用頻率。其計算方式為：輔助策略個別次數（分子）除以個別語言的樣本

總筆數（分母），即為該項策略在華語或日語的使用頻率。例如，在華語的

672筆語料中，共有157筆語料採用應答策略，以157除以語料總數672，再轉

化為百分比以後，即可得知在華語語料中，應答策略的使用頻率為23.36％
（157／672），結果如下頁圖【四-3】所示。 

       策略 

語言 

應答 贊同 總計 

華語 157 48 205 

百分比 23.36％ 7.14％ 30.50％ 

日語 42 36 78 

百分比 9.72％ 8.30％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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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華語、日語輔助策略頻率分布 

透過圖【四-3】可看出華語與日語的輔助策略分布擁有一個相同點。華

母語者的輔助策略使用頻率明顯地集中於應答策略，且應答策略的頻率亦明

顯高於華語的贊同策略使用頻率，是贊同策略的三倍之多（應答策略：23.36
％、贊同策略：7.14％）。而日語母語者的輔助策略使用頻率則不如華語那樣

集中，分布較為平均，且此兩種輔助策略的頻率都未達到百分之十，不過仍

看得出日語的應答策略使用頻率，仍是略高於日語的贊同策略（應答策略：

9.72％、贊同策略：8.30％）。由此可見，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在受到批評時，

都傾向採用應答策略，除了向對方表明已收到批評外，亦替自己延長思考回

應的時間，好讓自己能妥善地運用核心策略回應對方的批評。 

以上統計結果亦透露兩個跨語言的相異點。第一，雖然華語的應答策略

使用頻率明顯高於日語的使用頻率（華語：23.36％、日語：9.72％），不過

華語的贊同策略使用頻率卻是略低於日語的使用頻率（華語：7.14％、日語：

8.30％）。由此可推論，華語母語者在選用輔助策略時，較不傾向使用認可聽

話者批評內容的贊同策略，而是偏好使用能爭取回應思考時間的應答策略，

讓自己能針對對方批評予以適當回應。第二，雖然日語贊同策略的使用頻率

比日語應答策略的略低，卻比華語的贊同策略使用頻率還高。由此可知雖然

日語母語者本身較常選用應答策略作為輔助策略，但是選用贊同策略的人也

不少，甚至比華語母語者更多。 

應答 贊同

華語 23.36% 7.14%

日語 9.72%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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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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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回應批評之策略結構 

完成回應批評的策略頻率分佈分析之後，本小節要探討各語用策略的組

成模式，也就是核心行為與輔助策略的排序關係。如同第三章第三節第（三）

部份的例句（3）所示，受試者於該筆語料中，先於回應批評的起始處使用

道歉核心策略，再於結尾處加入承諾核心策略。因此在該筆語料中，道歉策

略出現的策略位置即歸為起始處，而承諾策略出現的策略位置則歸為結尾

處。又在例句（3）中，其起始處前的預備位置上，搭配有應答輔助策略作

為預備行使核心行為之功能，因此本研究僅將該輔助策略所出現之策略位

置，歸類為預備式。筆者按此方式，為每位華、日母語受試者提供之所有語

料，逐一分析並統計其含括之策略數量及策略位置。然而由於回應批評的組

成具有多種可能性，考量篇幅限制，以下討論並無法呈現所有組成的統計結

果，僅探討華、日核心策略和輔助策略的出現順序偏好，以及華、日多種核

心策略與多種輔助策略同時使用時的策略排序。以下先就華語及日語中，核

心策略和輔助策略的出現順序偏好作討論。 

由於輔助行為具有的支援功能，使輔助策略不能脫離核心策略單獨存

在，因此要探究華、日核心策略和輔助策略的出現順序偏好，必得先得知華、

日輔助策略的使用頻率。根據本節表【四-3】顯示，華語輔助策略使用頻率

是 30.50％（205／672），而日語則是 18.05％（78／432）。可知有三分之一

的華語母語者及接近五分之一的日語母語者偏好在回應批評時，搭配使用輔

助策略。而華語與日語使用的應答及贊同輔助策略，都是具有預備行使核心

策略之功能的輔助策略，因此華、日母語者在回應批評時，核心策略和輔助

策略之出現順序偏好，都是將輔助策略作為起頭，置於回應批評的預備位置

上，再於其後加上欲搭配之核心策略，如例句（39）、（40）所示。並於下頁

圖【四-4】呈現華語與日語在回應批評行為中，輔助策略及核心策略的偏好

順序模式。 

（39） 好的 應答，謝謝您的建議 感謝，我會努力加強今後的裝扮，多花一些心

思 承諾。（CF22─AT，外在事物） 

（40） そっかー 應答、教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感謝。 

もっと勉強するわ承諾。（JF57─BF，技能表現） 

I see, thank you for teaching. I'll work hard on it. 

好的，謝謝你告訴我，我會多下功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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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4】華語、日語回應批評輔助策略與核心策略之排序模式 

接著，要進一部探究的，是當多種核心策略或多種輔助策略同時使用時，

華語與日語的詳細策略排序為何。在討論之前，得先了解華語及日語的核心

策略與輔助策略之策略數量。關於此部份之分析方式，筆者是把核心策略及

輔助策略分開來統計的，意即當統計核心策略的每筆樣本使用幾種不同策略

時，須暫時先忽略輔助行為，僅針對核心策略進行分析，而當分析輔助策略

時，也是如此計算。另外，在同一筆語料中若同時出現相同策略類型，則只

會被計算為一種。筆者先各別統計每筆語料使用的策略數量，再統計語料中

每種策略數量的出現次數。例如，在華語的 672 筆語料中，就有 281 筆同時

使用兩種核心策略，此數值即可視為在華語語料中，使用兩種核心策略並用

的次數。依據上述方式，筆者所得的統計結果見下表【四-4】。 

表【四-4】華語、日語回應批評行核心策略之種類數量 

由上表【四-4】可得知，在華語、日語的回應批評言語行為中，都是以

同時使用兩種核心策略的使用頻率為最高，分別是 41.81％（281／672）以

及 39.58％（171／432）。可見，除了單獨使用一種特定回應策略之外，華、

日母語者都偏好搭配兩種核心策略作為回應方式。進一步分析這些語料的內

      策略 

 語言 

一種 兩種 三種 四種 總計 

華語 191 281 173 27 672 

百分比 28.42％ 41.81％ 25.74％ 4.01％  

日語 105 171 104 52 432 

百分比 24.30％ 39.58％ 24.07％ 12.03％  

輔助策略 核心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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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結構，可再得知當華語與日語使用兩種或兩種以上核心策略回應批評時，

其策略排序是有固定模式的。整體而言，華語在核心策略的起始位置上，最

常出現的核心策略是他人取向下的道歉策略（184／672＝27.38％），而結尾

位置上最常出現的核心策略，則是自我取向主體行為下的承諾策略（304／
672＝45.23％），至於道歉策略與承諾策略的中間可再穿插其他各種自我取

向或他人取向的主體策略。日語在核心策略的起始位置上，最常出現的核心

策略也是他人取向下的道歉策略（175／432＝40.50％），然而日語卻是最常

把自我取向下的承諾核心策略，置入於起始位置後、結尾位置前，也就是說

日語母語者常常在道歉之後，緊接著馬上予以承諾（18／432＝41.20％），之

後再搭配其他自我取向或他人取向的主體策略，此即為日語與華語的策略排

序相異之處。 

觀察至此可得知，華語及日語，在回應批評的策略組成模式上，兩個語

言都偏好把道歉策略置於回應批評的起始位置上。然而不同的是，華語習慣

於結尾位置上置入承諾策略，起始與結尾中間可再另外搭配其他核心策略，

而日語則習慣將承諾策略直接置於起始位置之後，再於結尾位置上搭配其他

核心策略。上述華語及日語之多種核心策略組成模式，呈現例句如（41）至

（44）所示，並將排序模式呈現於下頁圖【四-5】。 

（41） 很抱歉 道歉，我會再檢討的。 承諾。（CM42─CT，內在特徵） 

（42） 非常抱歉道歉，遲到是我不好 自承，我會更謹慎。 承諾 

（CM46─CT，內在特徵） 

（43） ごめん 道歉。次は気をつけるよ。承諾（JM57─CF，內在特徵） 

I'm sorry. I will be careful. 

對不起嘛，我會小心的。 

（44） わかりました 道歉。他の人のプレゼンを見るなどして向上するように努

めます 承諾。話し合った内容を教えてください 請求。 

（JM14─CF，內在特徵） 

I understand. I will borrow the presentation from others and try to work hard. 

Please tell me the talking content. 

我知道了，我會像別人借投影片來看，並好好努力的。可以請你告訴我剛剛

討論的內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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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5】回應批評核心策略排序模式 

最後，在多種輔助行為的策略排序方面，根據筆者觀察與分析，無論華

語與日語，每一筆出現輔助策略的語料，其包含的輔助策略都只有一種。整

理結果如下表【四-5】所示。 

表【四-5】華語、日語回應批評行輔助策略之種類數量 

由表【四-5】可看得出來，華語及日語分別有 69.49％（467／672）以及

82.63％（357／432）的語料是完全不採用輔助策略的，由此可知，輔助策略

在回應批評時，不是非必要的語言成份。然而日語不使用輔助策略的頻率比

華語高出不少，且從表【四-5】中也可看出日語輔助策略的使用頻率是低於

華語的，故可得知比起華語母語者，日語母語者是較不傾向在回應批評時，

使用輔助策略。而在使用輔助策略的情形下，由表【四-5】也可看出華、日

都偏好只使用單一輔助策略。華語的單一輔助策略使用頻率為 30.50％（205
／672），而日語則是 18.05％（78／432）。如先前所述，華語與日語使用的

應答及贊同輔助策略，都是具有預備功能的輔助策略，因此華、日母語者在

      策略 

 語言 

不使用 使用一種 使用兩種

或以上 

總計 

華語 467 205 0 672 

百分比 69.49％ 30.50％ 0％  

日語 357 78 0 432 

百分比 82.63％ 18.05％ 0％  

道歉 承諾其他策略  華語

道歉 承諾 其他策略   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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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批評時，都是將輔助策略作為起頭，置於回應批評的預備位置上，再於

其後加上欲搭配之核心策略。如表【四-3】所示，華語以應答輔助策略的使

用頻率最高（23.36％，157／672），而日語應答與贊同輔助策略的使用頻率

則相差不多（應答策略：9.72％，42／78；贊同策略：8.30％，36／78），可

見華語母語者在回應批評時，較常搭配使用應答輔助策略，而日語母語者則

不管是應答或是贊同輔助策略，使用頻率都相當。例句如（46）至（48）所

示，並將排序模式呈現於下頁圖【四-6】。 

（46） 是的 應答，不好意思 道歉，我會多練習。 承諾。（CF03─AF，外在事物） 

（47） そうですね 贊同。私自身もそう思うので 自承、できたら助言して頂き

たいです請求。（JF47─BF，技能表現） 

I agree . I 1think so too, If possible, may ask you some advices? 

我同意，我自己也這樣認為。可以的話，能請你給我一些意見嗎？ 

（48） はい 應答、精進いたします 承諾。よろしければ、良い方法を教えてい

ただけないでしょうか 贊同。（JF42─CT，內在特徵） 

Yes, I will try my best. If it is possible,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some good 

advices? 

是的，我會加強的。可以的話，能請你給我一些很好的意見嗎？ 

 

圖【四-6】華語、日語回應批評輔助策略排序模式 

應答 核心策略 華語

道歉

核心策略   日語
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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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華日回應批評的主題因素 

由於本研究欲探討的是回應批評，故本研究擬出的情境，都是華語與日

語母語者在現實中可能遇到被批評的情境。如同第三章第（三）節所述，問

卷（二）中使用的批評情境，是筆者參考蘇婉蓉（2012）提出的華語批評五

類主題（服飾打扮、技能表現、性格特質、財務資產及言行舉止），設計成

由第一階段先行研究時發放的問卷（一）。其後，筆者再根據問卷（一）的

先行語料，從中將受試者回應性質相似的主題合併，整理出三類回應批評主

題，即外在事物（原為服飾打扮與財務資產）、技能表現以及內在特徵（原

為性格特質與言行舉止），設計成問卷（二），並於第二階段正式研究時發放。

在問卷（二）中，外在事物為華語版問卷（二）獨有的批評情境，由於日語

母語者在實際生活裡比起華語母語者，更不常針對對方的衣著品味或是所有

物品提出批評。是故在本研究中，日語版的問卷（二）批評情境僅有技能表

現以及內在特徵兩類情境，而華語版的問卷（二）批評情境則是再加入外在

事物，將三種情境全都納入。下表【四-6】即為華語與日語在不同批評主題

下，所有策略的使用次數。 

表【四-6】華語、日語三類批評主題中的策略使用次數統計13 

策略 

分類 

  主題 

策略 
華語外 

在事物 

華語技 

能表現 

日語技 

能表現 

華語內 

在特徵 

日語內 

在特徵 

他人 

取向 

道歉 16 3.23% 11 2.18% 38 7.06% 205 39.04% 117 22.80%

自承 37 7.48% 40 7.95% 57 10.59% 69 13.14% 50 9.74% 

感謝 77 15.58% 64 12.72% 55 10.22% 9 1.71% 29 5.65% 

自我 

取向 

承諾 89 18.01% 125 24.85% 100 18.58% 138 26.28% 122 23.78%

請求 44 8.90% 76 15.10% 112 20.81% 36 6.85% 67 13.06%

詢問 76 15.35% 64 12.72% 68 12.63% 14 2.66% 40 7.79% 

解釋 58 11.74% 31 6.16% 40 7.43% 38 7.23% 48 9.35% 

輔助 

策略 

應答 75 15.18% 67 13.32% 37 6.87% 15 2.85% 12 2.33% 

贊同 22 4.45% 25 4.97% 31 5.76% 1 0.19% 28 5.45% 

 總數 494  503  538  525  513  

                                                       

13  感謝口試委員蕭惠貞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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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再針對批評主題因素與回應批評策略的分布關係進行討論。首先，

本節將以綜觀的方式探討華語與日語的核心策略、主體行為以及輔助策略在

各主題下的分布情形。然後再對比中日共有的批評主題，也就是技能表現與

內在特徵下的策略分布情形。最後再討論華語獨有的批評主題，即外在事物

下的策略分布情形。以此順序分小節檢視華語、日語母語者在各主題下的選

擇偏好與頻率分布情況。 

（一）華日各主題下的主體行為分布 

如同本研究第二章第二節所述，本研究將援引謝佳玲（2015）策略分類

概念，將華語及日語母語者的主體行為概分為兩類，即顧及聽話者（提出批

評者）顏面的他人取向，以及顧全發話者（回應批評者）自身面子的自我取

向。而本小節欲探究的，就是主題與主體行為之間的互動關係。然而，考慮

到他人取向與自我取向次類策略數量不同，為避免次類數量影響比較結果，

因此主題下的主體行為計算方式，是分別計算在同一主題中，他人取向類的

核心策略平均使用頻率，以及自我取向類的核心策略平均使用頻率。例如，

華語母語者在外在事物的批評主題中，他人取向的核心策略使用頻率分別為

3.23％（道歉策略）、7.48％（自承策略）以及15.58％（感謝策略），那麼在

外在事物主題中，華語他人取向的策略使用頻率平均值即為8.76％（算式：

（3.23％＋7.48％＋15.58％）／3）。表示在外在事物批評主題下的494筆華

語語料中，任一個語料出現他人取向策略的平均機率是8.76％。其餘以此類

推，並將批評主題與主體行為之使用頻率，一併整理為下頁圖【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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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圖【四-7】可觀察出在外在事物的批評主題中，華語母語者的自我

取向主體行為使用頻率高於他人取向主體行為（自我取向：13.50％、他人取

向：8.76％）。顯示華語母語者面對外在事物的批評時，習慣以維護自身顏面

為出發點，回應聽話者的批評。 

 

圖【四-7】華語、日語三類批評主題下的主體行為分布情形 

技能表現的批評主題是華語及日語共有的。在此一批評主題下，華語自

我取向的使用頻率仍高於他人取向的使用頻率（華語自我取向：14.70％、華

語他人取向：7.61％）。日語的策略分布則與華語相同，是自我取向的使用頻

率高於他人取向（日語自我取向：14.86％、日語他人取向：9.29％），表示

無論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在受到關於技能表現方面的批評時，都傾向利用顧

及說話者自身顏面的方式回應對方批評。 

內在特徵亦為華語、日語共有的批評主題。不同於前面兩個主題，在此

一批評主題下，華語的他人取向使用頻率明顯高於自我取向的使用頻率（華

語他人取向：17.96％、華語自我取向：10.75％）。可見當華語母語者面對內

在特徵相關的批評時，偏好從顧及聽話者顏面的角度出發，來回應對方的批

評。而日語母語者在同一批評主題下，仍然是自我取向的使用頻率略高於他

人取向（日語自我取向：12.73％、日語他人取向：13.50％），意即日語母語

者在受到內在特徵方面的批評時，其回應方式仍傾向以保全自身面子為出發

點來回應對方的批評。 

整體觀之，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在不同批評主題下，主體行為的使用頻率

也不一樣。華語母語者面對外在事物與技能表現相關的批評時，都偏好使用

華語外

在事物

華語技

能表現

日語技

能表現

華語內

在特徵

日語內

在特徵

他人取向 8.76% 7.61% 9.29% 17.96% 12.73%

自我取向 13.50% 14.70% 14.86% 10.75% 13.5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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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慮說話者自身顏面的回應方式來回應對方批評；唯獨當批評主題與內在特

徵相關時，華語母語者就偏好使用顧及聽話者顏面的回應方式。而日語母語

者無論是面對技能表現或是內在特徵相關主題的批評時，都偏好以保全自身

顏面的回應方式進行回應。 

（二）華日各主題下的核心策略分布 

本小節將華語、日語共有的技能表現與內在特徵批評主題，加上華語獨

有的外在事物批評主題整合於一，以了解主題與核心策略之間的互動關係。

主題下的核心策略的使用頻率是根據該主題中每種核心策略的個別使用次

數（分子），除以該語言下的策略使用總數（分母）後，再轉化成百分比計

算之。以華語的外在事物類主題為例，在該主題下的策略使用總數為494項，

其中道歉策略佔16項，以16除以494換算百分比後，即可得知華語的道歉策

略在外在事物主題中的使用頻率為3.23％。其餘主題中的核心策略計算方式

與此相同，並將結果整理為下圖【四-8】，並於下頁開始說明。 

 

圖【四-8】華語、日語三類批評主題下的回應核心策略分布情形 

透過上頁圖【四-8】可知，在華語獨有的外在事物主題下，華語母語者

使用頻率最高的核心策略是承諾策略（18.01％，89／494），其次則是感謝策

華語外在

事物

華語技能

表現

日語技能

表現

華語內在

特徵

日語內在

特徵

道歉 3.23% 2.18% 7.06% 39.04% 22.80%

自承 7.48% 7.95% 10.59% 13.14% 9.74%

感謝 15.58% 12.72% 10.22% 1.71% 5.65%

承諾 18.01% 24.85% 18.58% 26.28% 23.78%

請求 8.90% 15.10% 20.81% 6.85% 13.06%

詢問 15.35% 12.72% 12.63% 2.66% 7.79%

解釋 11.74% 6.16% 7.43% 7.23%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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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15.58％，77／494），詢問策略（15.35％，75／494）則緊追在後。在此

三種策略中，承諾策略與詢問策略是隸屬於自我取向主體行為下的核心策

略，而感謝策略則屬於他人取向主體行為下的核心策略，這說明華語母語者

在面對與外在事物相關的批評時，偏好運用能滿足自我顏面需求的核心策略

予以回應。例如承諾下次會改進，或是詢問對方該怎麼改進，好讓自己不再

有被批評的機會。 

技能表現主題則是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共有的批評主題。根據語料顯示在

此主題下，華語母語者使用頻率最高的是承諾策略（24.85％，125／503），
明顯高於其他核心策略使用頻率。其次則是請求策略（15.10％，76／503）。
承諾策略與請求策略都是自我取向主體行為下的核心策略，可見在面對技能

表現類的批評時，華語母語者偏向使用能保全自身消極面子的核心策略作為

回應方式，例如承諾改進或是請求原諒、建議等。而日語母語者在技能表現

的批評下，最常使用請求策略（20.81％，112／538）回應批評，其次為承諾

策略（18.58％，100／538）。與華語母語者相同，日語母語者用以回應技能

表現批評主題的核心策略，都是自我取向主體行為下的核心策略，顯示日語

母語者在面對技能表現相關的批評時，也傾向使用能保全自身面子的核心策

略來回應批評，此為兩語言相同之處。然而，華語母語者使用頻率最高的是

承諾策略，而日語母語者使用頻率最高的則是請求策略，此為華、日相異處。 

華語與日語共有的批評主題還有內在特徵。從圖【四-8】可知，華語母

語者面對內在特徵的批評主題時，最常使用的回應核心策略是道歉策略

（39.04％，205／525），承諾策略則居次（26.28％，138／525）。道歉策略

與承諾策略分別屬於他人取向主體行為以及自我取向主體行為，然而道歉策

略的使用頻率明顯高於其他策略，由此可知華語母語者在回應此類相關主題

時，仍傾向以維護聽話者積極面子並顧全對話氣氛的核心策略作為回應方

式，中最常被華語母語者使用的就是實行道歉，表達歉意。而日語在內在特

徵的批評主題下，使用頻率最高的回應核心策略是承諾策略（23.78％，112
／513），道歉策略次之（22.80％，117／513）。可見在相同的回應主題下，

日語母語者仍傾向以自我取向下的承諾策略為回應方式，以顧及自身面子為

主；而華語母語者則傾向顧及對方顏面，以道歉策略作為回應。 

總而言之，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在不同主題中，偏好使用的核心策略也不

一樣。華語母語者在面對外在事物相關主題的批評時，傾向以自我取向下的

承諾策略、感謝策略以及詢問策略作為回應方式；當批評主題與技能表現相

關時，同樣傾向以自我取向下的承諾策略與請求策略作為回應；在內在特徵

相關的批評主題下則是明顯傾向使用道歉策略為回應方式。日語母語者的偏

好則有所不同，當批評主題涉及技能表現時，日語母語者傾向使用自我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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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行為下的核心策略，即請求策略與承諾策略；當批評主題與內在特徵有

關時，日語母語者則仍傾向使用承諾策略作為回應方式。 

（三）華日各主題下的輔助策略分布 

在此小節裡，本研究要探討的是主題與輔助策略之間的互動關係，其計

算方式是根據該主題中每種輔助策略的個別使用次數（分子）除以該語言下

的策略使用總數（分母）後，再轉化成百分比計算之。以華語外在事物批評

主題為例，在該主題下，華語的策略使用總數為494筆，其中有75筆語料採

用應答策略，是故以75除以華語語料總數494後，再轉化為百分比，即可得

知外在事物的批評主題中，華語母語者使用應答策略作為輔助回應方式的頻

率為15.18％（75／494），其餘以次類推，結果如下圖【四-9】所示，並於下

段說明之。 

 
圖【四-9】華語、日語三類批評主題下的輔助策略分布情形 

根據圖【四-9】可觀察到輔助策略在兩個語言以及主題之間的分布情形。

首先，是華語獨有的外在事物批評主題，在該主題下，華語的應答策略使用

頻率明顯高於贊同策略（華語應答：15.18％，75／494、華語贊同：4.45％，

22／494）。而應答是屬於主體回應策略之前的預備行為，其功用為讓說話者

能爭取到一點回應的思考時間，讓說話者能謹慎妥當地回應。由此可知，華

語母語者在接收到關於外在事物方面的批評時，偏好先以應答為輔助，其後

再搭配其他回應策略來回應對方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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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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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在技能表現批評主題中，華語應答策略的使用頻率仍高於贊同策略

（華語應答：13.32％，67／503、華語贊同：4.45％，25／503），顯見華語

母語者即使面對跟自身技能表現有關的批評時，仍舊傾向先利用應答回應對

方批評後，再搭配使用其他回應策略。而在相同批評主題中，日語的兩種輔

助策略使用頻率雖差距不多，但仍以應答策略的使用頻率（6.87％，37／538）
略高於贊同策略（5.76％，31／538），可見日語母語者受到技能表現相關的

批評時，較傾向先以應答的方式予以回應後，再用其他策略回應對方批評。 

最後，是內在特徵相關的批評主題。在此一批評主題中，華語母語者仍

舊傾向以應答作為回應聽話者批評的輔助方式，應答策略的使用頻率為2.85
％（15／525），贊同策略的使用頻率只有0.19％（1／525）。而日語母語者在

面對相同批評主題的批評時，則出現不同的回應傾向。根據圖【四-9】，日語

在此批評主題下，其所偏好使用的回應輔助策略為贊同策略，其使用頻率為

5.45％（28／513），而應答策略的使用頻率則只有2.33％（12／513）。由此

可知，日語母語者在面對與內在特徵特徵相關的批評時，較傾向以贊同的方

式，同意或是認可對方的批評。 

整體而言，華語與日語母語者面對不同批評主題，其輔助策略的使用偏

好亦有所不同。華語在外在事物、技能表現或是內在特徵等三類批評主題中，

都是以應答策略的使用頻率高於贊同策略，表示華語母語者受到這三類批評

主題下的批評時，都習慣以應答為回應批評的預備手段，並爭取思考回應時

間，然後再搭配其策略予以回應。而日語是在面對技能表現相關的批評時，

偏好以應答策略為輔助手段，為其後的回應做鋪墊；面對內在特徵相關的批

評時，則偏好以贊同策略為回應方式，先針對對方的批評內容予以同意，然

後再利用其他回應策略進行後續回應。 

在第四章第三節的第（1）部分至第四章第三節的第（3）部分中，本文

分別從主體行為、核心策略以及輔助策略的角度審視，分析三類批評主題與

華語、日語回應批評的關係，並個別呈現華語、日語的策略使用趨勢與特點。

從以下第（4）部份開始，將整合兩種語言、三個主題進行討論與比較，以

此分析歸納主題與策略之間的關係。從第四章第三節的第（4）部分至第四

章第三節的第（6）部分，將從每個主題下，由主體行為起，至核心行為再

到輔助策略三個層面循序說明，以便了解策略使用的整體面向與細部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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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華語、日語技能表現主題下的策略分布 

技能表現是指得透過學習才能掌握好的技巧能力，例如跳舞、彈奏樂器

等。然而這些技能卻都不一定是必備的，其技巧掌握的難易亦有差異。以彈

奏樂器而言，具備彈奏樂器的能力並非必要，學習者也無法在短時間內就能

掌握好彈奏樂器的技巧。相對於彈奏樂器，具備演講發表或是撰寫企畫報告

之能力，對學生或是上班族而言應更具必備性，難易度也普遍比彈奏樂器容

易，甚至更能輕易掌握好的技能。如下圖【四-10】所示，並於下段說明之。 

 
圖【四-10】華語、日語技能表現批評主題下的主體行為分布情形 

上圖【四-10】顯示，在技能表現主題下，無論華語、日語，自我取向主

體行為的使用頻率都明顯高於他人取向主體行為。是因為當說話者被聽話者

批評自己撰寫報告或是上台報告的表現能力不佳而有待改進時，說話者不願

讓聽話者提出批評後，再繼續認為自己連這麼輕易掌握的技巧都無法表現

好，因此為了維護說話者自身的顏面需求，並欲在此前提下回應聽話者的批

評，華語及日語母語者便用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回應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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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1】華語、日語技能表現批評主題下的核心策略分布情形 

而根據上圖【四-11】，可再進一步觀察出，當面對聽話者針對自身技能

表現的批評時，華語母語者偏好經由自我取向下的承諾策略，向對方承諾並

強調自己一定會再增進口頭或是書寫報告的能力，如例句（49）、（50）所示。

而日語母語者則傾向透過自我取向下的請求策略，請求批評的對方具體指出

不足之處，或是請求對方給予具體的改進建議及指教，如例句（51）、（52）
所示。 

（49） 好的，我會多多參考前人研究，繼續磨練。 

﹝承諾策略﹞（CM15─BT，技能表現） 

（50） 我也在煩惱這件事，我會更努力改善的，謝謝你提醒我喔。 

﹝承諾策略﹞（CF38─BF，技能表現） 

（51） 文章を向上させるためにどうすればいいか、アドバイスをください。  

﹝請求策略﹞（JM38─BT，技能表現） 

In order to improve writing skills, how should I do? Please give me advice. 

為了提升寫作能力，應該怎麼做？麻煩你給我意見。 

（52） うん、私もそう思う…もし良ければ、色々アドバイスくれませんか。 

﹝請求策略﹞（JF31─BF，技能表現） 

Ah, I think so, too… If you could, could you please give me lots of advice. 

嗯，我也這樣認為…如果可以的話，可以給我各種意見嗎？ 

 

道歉 自承 感謝 承諾 請求 詢問 解釋

華語 2.18% 7.95% 12.72% 24.85% 15.10% 12.72% 6.16%

日語 7.06% 10.59% 10.22% 18.58% 20.81% 12.63%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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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2】華語、日語技能表現批評主題下的輔助策略分布情形 

華語與日語在技能表現主題下，慣用搭配的輔助策略運用分布情形，則

如上圖【四-12】所示。除了偏好運用自我取向下的承諾策略及請求策略為

主要回應方式外，華語與日語母語者也慣以搭配輔助策略中的應答策略做回

應。在聽到對方批評自己口頭或是書寫報告的能力不足時，先輔以華語或是

日語的應答詞回應對方，表示已經接收到聽話者的批評，之後再運用核心策

略繼續回應。應答方式如例句（53）、（54）所示。 

（53） 好的，我會多加練習！﹝應答策略﹞（CF46─BF，技能表現） 

（54） はい、私も自分の表現能力を強化しなければと思っています。 

﹝應答策略﹞（JF13─BF，技能表現） 

Yes, I also think that I have to improve my performance. 

是的，我也認為不加強自己的表現能力不行。 

（五）華、日內在特徵主題下的策略分布 

內在特徵指的是個人天生內在的性格與品格，是可以透過教育或是社會

經歷漸漸累積塑造而成的，例如：負責任、講信用、守時等，這些個人的內

在行為特徵，都是讓批評者決定要以何種標準去評斷被批評者個人言行的依

據。由於這類批評主題涉及聽話者的心理認知，並且關係到個人價值觀以及

信念（Mayer，1988），因此當說話者因自身行為不當妨礙到他人而招致批評

應答 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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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其被批評的已不只是個人言行，而是連說話者個人持有的既定價值觀及

信念也被批評。 

 

圖【四-13】華語、日語內在特徵批評主題下的主體行為分布情形 

根據上圖【四-13】顯示，說話者在無不可控因素（如交通事故等）的前

提下，不能準時出席重要場合，或是無法準時趕上與他人的約會而招致批評

者的批評時，華語與日語的主體行為呈現出不一樣的分布趨勢。在華語語料

中，他人取向的頻率比自我傾向的頻率高；而在日語與耀中則是呈現出相反

的情形，自我取向的頻率略高於他人取向。由此可知，當自身內在言行表現

不當而被批評時，華語母語者傾向以維護聽話者顏面的角度為出發點，來回

應聽話者的批評；而日語母語者在自身價值觀以及信念被批評時，則仍傾向

以維護自身顏面需求的態度去回應對方的批評。根據下頁圖【四-14】，可再

進一步得知，面對與自身內在特徵相關的批評時，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各偏好

使用不同核心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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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4】華語、日語內在特徵批評主題下的核心策略分布情形 

根據上圖【四-14】顯示，華語母語者偏好以道歉策略進行回應，為自己

的言行過失真誠地道歉，藉以緩和說話者的不滿情緒，並使對方願意接受自

己的道歉（徐智敏，2005），如例句（55）、（56）所示；而日語母語者則是

偏好以承諾策略，向對方承諾不會再讓類似的過失發生，如下頁例句（57）、
（58）所示。 

（55） 對不起，真的非常對不起，我不應該遲到的，是我不好。 

﹝道歉策略﹞（CF28─CT，內在特徵） 

（56） 非常抱歉，遲到的確是我的錯，我會注意不再犯這個錯誤。 

﹝道歉策略﹞（CM05─CF，內在特徵） 

（57） ごめんなさい。次から遅れないように気をつけます。  

﹝承諾策略﹞（JF34─CF，內在特徵） 

I'm really sorry, next time I will be noted not to be late again. 

我真的很抱歉，下次我會注意不要再遲到了。 

（58） 申し訳ありません。今度から気をつけます。 

﹝道歉策略﹞（JM04─CT，內在特徵） 

I'm really sorry, I will be noted since next time. 

我真的很抱歉，下次起我會注意的。 

道歉 自承 感謝 承諾 請求 詢問 解釋

華語 39.04% 13.14% 1.71% 26.28% 6.85% 2.66% 7.23%

日語 22.80% 9.74% 5.65% 23.78% 13.06% 7.79% 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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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30.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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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5】華語、日語內在特徵批評主題下的輔助策略分布情形 

上圖【四-15】則呈現出華語與日語在外在事物主題下的輔助策略運用

分布情形。華語語料呈現應答策略的使用頻率是高於贊同策略的，顯見華語

母語者在面對與自身言行過失有關的批評時，先以應答回應對方後，再進一

步向對方道歉，如例句（59）所示。而日語母語者則是偏好以贊同策略作為

回應的輔助策略，先同意聽話者對自己的批評後，再予以改進的承諾，如例

句（60）所示。 

（59） 是的，我真的犯了很大的錯誤，請您原諒。 

﹝應答策略﹞（CF4─CT，內在特徵） 

（60） 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以後気をつけます。 

﹝贊同策略﹞（JF23─CT，內在特徵） 

As you say. I am very sorry. I will be more careful in the future. 

誠如您所說的，真的非常抱歉。以後會小心的。 

（六）華語外在事物下的策略分布 

外在事物是個人擁有的財務資產與以及對服飾打扮品味的總稱。財務資

產泛指任何屬於個人或與其相關的事物，例如寵物、手機、作品等；而服飾

打扮則是指個人體現在衣著、配飾及妝髮等等的品味，是經由人為設計安排

的。值得注意的是，當批評者針對個人的財務資產提出批評時，並非只對該

物品的優劣進行客觀的論述，而是間接地批評擁有該財物資產或是應對該物

應答 贊同

華語 2.85% 0.19%

日語 2.33% 5.45%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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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負起責任的擁有者（蘇婉蓉，2012）。同樣的，當批評者針對個人的服飾

打扮提出批評時，並非只對其衣著服飾進行客觀論述，而是間接地批評對方

品味。 

本研究於第三章第二節第（一）部分，也就是先行研究階段時發放的問

卷（一），可以得知，除非其所擁有的事物或是穿著品味造成團體的困擾，

一般而言日語母語者是較不願意針對個人的外在事物進行評論的，此與華語

母語者的批評傾向不同。因此，在外在事物方面的批評主題調查裡，本研究

並未把日語母語者納入，僅將之視為華語獨有的批評主題，並分析其產出之

語料，讓日語的華語學習者在日後語母語者親自交談時，若碰到相似對話情

況，能有一個得體回應之依據。 

 

圖【四-16】華語外在事物批評主題下的主體行為分布情形 

根據上圖【四-16】顯示，華語母語者在面對外在事物相關批評時，明顯

偏好自我取向的回應方式。由於說話者認為自身的事物或是品味受到他人干

涉，使消極面子受到威脅，故為了保全自身面子不受他人干擾，說話者便以

滿足自我需求為出發點，採取自我取向的回應策略，藉此保全說話者自身的

面子。 

他人取向 自我取向

華語 8.76% 13.50%

0.00%

5.00%

10.00%

15.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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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7】華語外在事物批評主題下的核心策略分布情形 

細究華語母語者所採取的回應策略，可由上圖【四-17】得知，華語母語

者在自我取向主體行為下，使用最頻繁的核心策略是承諾策略，承諾自己會

改善裝扮時的品味，或是改善自身物品帶給他人的不悅感。此一回應方式除

了讓聽話者認為自己願意改進之外，同時也保全自己的面子不再有被威脅的

機會，如例句（61）、（62）所示。 

（61） 我真的沒特別注意我的打扮耶，我會好好改進的。 

﹝承諾策略﹞（CM19─AT，外在事物） 

（62） 真謝謝你的誠實，我以後會多小心場合和服裝的搭配！ 

﹝承諾策略﹞（CF14─AF，外在事物） 

  

道歉 自承 感謝 承諾 請求 詢問 解釋

華語 3.23% 7.48% 15.58% 18.01% 8.90% 15.35% 11.74%

0.0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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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8】華語外在事物批評主題下的輔助策略分布情形 

上圖【四-18】表示的是在此主題下，華語母語者習慣搭配輔助策略中

的應答策略，先以應答的方式回應對方之批評後，再進一步給對方改進承諾。 

（63） 好的，以後會多加注意的。﹝應答策略﹞（CF27─AT，外在事物） 

（64） 是，我會回家研究一下最新流行的ＧＱ雜誌。 

﹝應答策略﹞（CM49─AF，外在事物） 

第四節 華語與日語的社會權勢因素 

除了不同批評主題影響受話者回應批評外，其他也可能影響受話者回應

批評的變因，還有發話者與受話者之間的社會權勢，即發話者與受話者之間

的社會階級差異。Wolfson（1988）認為當對話雙方的社會距離僅為認識的

人或是普通朋友時，由於這種關係較缺乏固定性，因此在與對方保持良好溝

通關係之前提下，雙方自然就比較依賴禮貌的言語行爲。因此，本研究在社

會距離的設定上，只將之設定為關係普通一般，不再針對此多做設定。另又

有學者如朱湘燕（2007）指出社會權勢在溝通時，其產生之影響遠大於社會

距離，故在影響力較大的社會權勢方面之設定，則為關係一般的上位者，即

師長；以及關係一般的平位者，即平輩。 

在本研究之正式研究階段中所發放的問卷（三）共有華語版及日語版。

因為主題變因之關係，華語版問卷共有六個情境題，而日語版共有四個情境

應答 贊同

華語外在事物 15.18% 4.45%

0.00%

4.00%

8.00%

12.00%

16.00%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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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其中第一題至第三題的社會權勢變因控制為關係一般的上位者，而第四

題至第六題則控制為關係一般的平位者；日語版問卷的第一題及第二題則控

制為社會權勢變因中的關係一般的上位者，第四及第五題則控制為關係一般

的平位者。各語言及各變因的語料次數及百分比整理如下表【四-7】，為華

語與日語在面對社會權勢不同的聽話者時，所有的策略的使用次數。 

表【四-7】華語、日語社會權勢變因下的策略使用次數統計14
 

為了要釐清華語、日語母語者在社會權勢變因下，回應批評之核心策略

及輔助策略的使用頻率及其分布，顧此部分的策略使用頻率計算方式為，每

種策略的個別使用次數（分子）除以該語言下的所有策略使用總數（分母）

後，再轉化成百分比計算之。以華語在面對批評者為師長時的回應策略為例，

語料顯示在該社會權勢變因下的策略使用總數為786項，其中道歉策略佔有

                                                       

14感謝口試委員蕭惠貞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策略 

分類 

  主題 

策略 

華語 

上位者 

華語 

平位者 

日語 

上位者 

日語 

平位者 

他人 

取向 

道歉 120 15.26％ 112 25.69％ 130 25.24％ 117 23.03％

自承 63 8.01％ 83 11.27％ 51 9.98％ 42 8.26％

感謝 81 10.30％ 69 9.37％ 28 5.47％ 29 5.70％

自我 

取向 

承諾 233 29.64％ 119 16.16％ 129 25.44％ 100 19.68％

請求 49 6.23％ 107 14.53％ 61 11.93％ 93 18.30％

詢問 63 8.01％ 91 12.36％ 38 7.43％ 42 8.26％

解釋 56 7.12％ 71 9.64％ 34 6.65％ 47 9.25％

輔助 

策略 

應答 107 13.61％ 50 6.79％ 31 6.06％ 11 2.16％

贊同 14 1.78％ 34 4.61％ 9 1.76％ 27 5.31％

 策略 

總數 

786  736  511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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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項，以120除以786換算百分比後，即可得知華語的道歉策略在社會權勢

變因中的師長，其所使用頻率為15.26％。 

主體行為方面，由於自我取向與他人取向的次類數量不同，為免次類數

量多寡影響偏好的比較結果，故採用上表【四-7】中他人取向策略的平均使

用頻率，以及自我取向策略的平均使用頻率再將兩個數值互相對比。以華語

他人取向為例，華語前三項的使用頻率分別為15.26％、8.01％及10.30％，則

華語他人取向的平均使用頻率即為11.19％（算式：﹝15.26％＋8.01％＋10.30
％﹞／3）。 

最後，輔助策略的計算方式與核心策略是一樣的，是以回應批評之輔助

策略個別使用次數（分子）除以該語言下的所有策略（包括核心策略及輔助

策略）使用總數（分母）後，再轉化成百分比計算之。以華語應答策略為例，

語料顯示在該社會權勢變因下的策略使用總數為786項，其中應答策略佔有

107項，以107除以786換算百分比後，即可得知華語的應答策略在社會權勢

變因中的師長，其使用頻率為13.61％。 

其餘社會權勢變因中的核心策略、主體行為以及輔助策略的計算方式與

上述統計步驟相同，筆者將研究結果依序整理為圖【四-19】、圖【四-20】、
圖【四-21】、圖【四-22】、圖【四-23】和圖【四-24】，並將針對批評主題因

素與回應批評策略的分布關係逐步討論。首先將於本章第四節第（一）部分

先行探討華語與日語在面對社會權勢為在上位者的師長時的策略分布關係；

再於第四節第（二）部分則探討面對社會權勢為平輩時的策略分布關係，最

後於第四節第（三）部分中予以總結。 

（一）華語、日語回應上位者批評之策略分布 

1. 華語、日語回應上位者之主體行為分布 

首先比較華語與日語的他人取向與自我取向之策略主體行為使用頻率。

華語的自我取向主體行為頻率略高於他人取向（華語他人取向：11.19％、華

語自我取向：12.75％）。而日語的的他人取向主體行為頻率則是略高於自我

取向（日語他人取向：13.56％、日語自我取向：12.86％）。顯示回應上位者

的批評時，華語母語者習慣以滿足發話者需求為出發點；日語母語者則傾向

以聽話者角度為回應出發點。如下頁圖【四-19】所示，可看出華語與日語的

主體行為平均使用頻率呈現不同的分布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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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9】華語、日語回應上位者之主體行為分布情形 

2.華語、日語回應上位者之核心策略分布	

接著要探討華語與日語在社會權勢為上位者的變因下，其回應核心策略

之分布情形。下頁圖【四-20】顯示當華語及日語母語者面對來自社會權勢

為上位者（superiors）時，其所使用的回應批評核心策略分布情形。透過該

圖，可以看出華語與日語的使用頻率分布趨勢大致相同，但仍有些微差別。

兩個語言的相同之處，在於兩語母語者都以承諾策略的使用頻率為最高（華

語：29.64％、日語：25.44％）。說話者利用承諾，一方面滿足批評者想看到

被批評者願意有所改進的期望，一方面亦告知批評者日後不會再讓自己因同

樣的部分表現不好而被批評。 

  

他人取向 自我取向

華語 11.19% 12.75%

日語 13.56% 1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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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0】華語、日語回應上位者之核心策略分布情形 

日語和華語不同之處在於除了承諾策略外，日語母語者使用頻率較高的

策略還有道歉策略，其使用頻率為29.64％，幾乎與承諾策略不相上下。然而

華語道歉策略的使用頻率則只有15.26％，雖一樣位居第二，其顯著性不及

日語。整體觀之華語策略的使用頻率仍多是集中在『承諾策略』中，是故當

面對上位者的批評時，華語母語者多傾向回以承諾策略，而日語母語者除了

偏好使用承諾策略，亦偏好使用道歉策略，以道歉來緩和對方提出批評後的

不滿情緒。 

3.華語、日語回應上位者之輔助策略分布 

最後是社會權勢中面對批評者為上位者時的輔助策略分布情形。根據下

頁圖【四-21】所示，華語的輔助策略語料在社會權勢為上位者變因時，語料

大部分集中於應答策略中，其使用頻率明顯高於贊同策略（華語應答：13.61
％、華語贊同：1.78％）。而日語在同一社會權勢變因下的語料，亦呈現應答

策略大於贊同策略的分布（日語應答：6.06％、日語贊同：1.76％）。由於兩

個語言的分布情形都呈現大致相同的分布趨勢，因此可知兩個語言的母語者

均偏好使用輔助策略中的應答策略再搭配其他核心策略，以此作為回應上位

者批評的方式。 

 

道歉 自承 感謝 承諾 請求 詢問 解釋

華語 15.26% 8.01% 10.30% 29.64% 6.23% 8.01% 7.12%

日語 25.24% 9.98% 5.47% 25.44% 11.93% 7.43% 6.65%

0.00%

8.00%

16.00%

24.00%

32.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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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1】華語、日語回應上位者之輔助策略分布情形 

由於在此部分的問卷中，社會地位變因將批評者設定為關係一般的師

長，而根據Hoang（2007）的研究指出，當面對批評情感基礎不穩或是關係

一般的溝通對象時，為避免產生衝突，其所實施的批評策略需格外謹慎。由

於師長在溝通關係中是擁有較高社會權勢的，有較大的社會影響力，因此當

接收到來自位高權重者的批評時，謹慎小心的回應是必須的。面對批評時，

為了能立即給予聽話者適當回應，讓自己有多一點時間思考該如何回應，顯

然是華語及日語母語者都認為必要採取的行動。兩相權衡下，常見於回應的

起始位置，並且具有爭取思考回應的時間的應答策略，便成為兩個語言的母

語者較常使用之回應輔助策略，讓說話者得到批評後能再有多一點思考的時

間，使自己能思考出謹慎妥當地回應方式。 

應答 贊同

華語 13.61% 1.78%

日語 6.06%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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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華語、日語回應平輩批評之策略分布 

1. 華語、日語回應平位者之主體行為分布 

 

圖【四-22】華語、日語回應平位者之主體行為分布情形 

批評者為平輩的華語、日語主體行為分布情形呈現於上圖【四-22】。由

圖【四-22】可看出在此控制變因下，華語與日語的主體行為呈現相同的分

布情形，兩種語言都是自我取向高於他人取向（華語自我取向：13.17％、華

語他人取向：11.95％；日語自我取向：13.87％、日語他人取向：12.33％）。

當面對來自平輩的批評時，雖然溝通雙方社會地位相當，但說話者自身的消

極面子已然被威脅，因此為鞏固自己的面子，華語與日語母語者皆傾向採取

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以說話者自身角度為出發點，回應聽話者的批評，如

承諾策略、請求策略。 

2.華語、日語回應平位者之核心策略分布 

下頁圖【四-23】呈現的是華語與日語在社會權勢控制為平位者變因下，

其回應策略之分布情形。根據圖【四-23】所示，雖然此部分的社會權勢變因

控制為平位者，然而如前所述，問卷中已將對話雙方的社會距離控制在關係

他人取向 自我取向

華語 11.95% 13.17%

日語 12.33% 13.87%

10.40%

11.20%

12.00%

12.80%

13.60%

1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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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般，故受事者在回應此部分的批評時，仍得將社會距離因素納入考慮，

以給予適當的回應。華語與日語的回應策略分布在此變因下呈現出相同的趨

勢。華語面對來自平位者的批評時，使用頻率最高的是道歉策略（25.69％）；

而日語也是以道歉策略（23.03％）為使用頻率最高之策略，可見無論華語、

日語母語者回應平位者的批評時，皆習慣向對方道歉，除了是表達歉意外，

也希望能緩解批評者的不滿。 

 

圖【四-23】華語、日語回應平位者之核心策略分布情形 

3. 華、日回應平位者之輔助策略分布 

下頁圖【四-24】顯示為面對社會權勢與自己相當的批評者，其所使用

的輔助策略分布情形。由圖【四-24】看出兩個語言呈現完全相反的趨勢，華

語使用頻率較高的輔助回應策略為應答策略（6.79％），而日語使用頻率較

高的則是贊同策略（5.31％）。可見在面對平位者的批評時，華語母語者為了

能立即給予聽話者適當回應，讓自己有多一點時間思考該如何回應，便傾向

使用應答策略，讓說話者能再有多一點思考的時間，以思考出謹慎妥當地回

應方式。而日語母語者則是受到聽話者的批評後，同意或是贊成說話者的批

評內容，讓對方知道這並非誤會或是偏見，而是說話者對自身的過失也有所

自覺，以減少雙方的分歧，並增加雙方的一致性（Leech，1983）。 

道歉 自承 感謝 承諾 請求 詢問 解釋

華語 25.69% 11.27% 9.37% 16.16% 14.53% 12.36% 9.64%

日語 23.03% 8.26% 5.70% 19.68% 18.30% 8.26% 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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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4】華語、日語回應平位者之輔助策略分布情形 

（三）綜合討論 

綜合本節第（一）和（二）部分所述，華語與日語母語者面對社會詮釋

不同的聽話者（即批評者）時，其偏好使用的回應批評策略確實呈現出差異。

當聽話者為社會權勢高的上位者時，華語母語者傾向從說話者自身角度為出

發點進行回應，故較常使用承諾策略作為回應方式，滿足批評者希望看到被

批評者有所改進的期待，並藉承諾，使批評者日後不會再因同樣的部分表現

不好批評自己。而雖然日語母語者傾向以聽話者角度為出發點進行回應，但

整體而言，日語母語者和華語母語者一樣，都偏好使用承諾策略作為回應的

核心策略。兩個語言都偏好搭配能為自己爭取多一點思考時間的應答策略，

讓自己能有禮貌地回應上位者的批評。不過，當批評者為與自己擁有相當社

會權勢的平位者時，華語與日語母語者都著重於滿足說話者面子需求，傾向

採取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並且在使用核心策略時，兩個語言的母語者都呈

現出相同的使用偏好。華語、日語母語者都習慣較常使用予以道歉的道歉策

略，然而華語是以應答輔助策略搭配道歉策略回應之，而日語則是以贊同策

略搭配道歉策略予以回應。 

最後，在華語的結果方面，上述討論結果可呼應曹佳（2010）的研究。

曹認為根據Verschueren的順應理論，當對話雙方擁有不平等的社會權勢時，

下位者便會基於心理因素、社交因素以即對物理世界的順應，使用承諾、否

定、解釋等策略。而根據本研究的語料顯示，華語母語者在面對上位者的批

應答 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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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91 

評時，正是以承諾策略為最常使用的回應方式。不過在日語的結果方面，卻

與鄭成芹（2012）的研究稍有不同。鄭曾指出在以序列意識為核心道德規範

的日文母語者遇到批評時，多以沉默的回應方式，少有反抗形的回應方式。

然而，根據本研究的語料可知，日語母語者面對來自上位者的批評時，有多

數母語者偏好採取承諾或是道歉的策略予以回應，並非以沉默為回應手段。 

第五節 華語與日語的說話者性別因素 

本研究將在此節探討華語、日語回應批評的最後一項變因，即說話者的

性別變因，觀察性別與回應批評策略的分布情形。由於已有學者指出兩性話

語風格的差異，大部分表現在話語方式與策略方面（李琳，2005；陳鋒，2008），
故本研便將說話者性別因素納為研究變因之ㄧ，並於本節集中探討。本研究

在正式研究階段中共回收問卷（三）220份，其中華語有男性50人，女性62
人；日語有男性46人，女性62人。經分類統計後，華語男性策略使用總數合

計共630項，華語女性合計共925項；日語男性策略使用總數合計共397項，

日語女性合計共518項，個策略與性別的詳細統計結果整理於下表【四-8】。 

表【四-8】華語、日語回應者性別變因下的策略使用次數統計15 

                                                       

15  感謝口試委員蕭惠貞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策略 

分類 

 性別

 

策略

華語 

男性 

華語 

女性 

日語 

男性 

日語 

女性 

他人 

取向 

道歉 101 16.03％ 125 25.69％ 102 13.51％ 61 11.77％

自承 50 7.93％ 94 7.80％ 31 10.16％ 62 11.96％

感謝 54 8.57％ 98 4.53％ 18 10.59％ 39 7.52％

自我 

取向 

承諾 161 25.55％ 197 23.17％ 92 21.29％ 139 26.83％

請求 49 7.77％ 141 16.12％ 64 15.24％ 90 17.37％

詢問 70 11.11％ 85 8.06％ 32 9.18％ 48 9.26％

解釋 66 10.47％ 61 10.07％ 40 6.59％ 41 7.91％

輔助 

策略 

應答 64 10.63％ 91 0.75％ 3 9.83％ 17 3.28％

贊同 15 2.38％ 33 3.77％ 15 3.56％ 21 4.05％

 總數 630  925  397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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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華語語料個數比日語語料個數多，為能確切了解華、日兩性母語受

試者批評策略的使用差異，本文在此部分的分析，將分別統計華日男女兩性

的回應批評策略在各策略中的使用頻率，並以百分比的形式呈現16。首先是

回應批評的核心策略，由於兩個語言中的兩性受試者人數各不相同，為免影

響統計結果，故此部分中男性、女性的策略使用頻率之計算方式為：在該語

言中，男性個別策略使用次數（分子）除以男性策略使用總數（分母），女

性計算方式亦然。以回應批評核心策略中的道歉策略為例，該項策略在華語

男性語料中共出現101次，而華語男性的核心策略使用總次數為630，因此以

101除以華語男性策略總次數630後，再轉化為百分比，即可知華語男性的道

歉策略使用頻率為16.03％。 

主體行為的計算方式同之前，由於自我取向與他人取向的次類核心策略

數量不同，為避免次類核心策略數量多寡影響比較結果，故延續前面主體行

為的統計方式，採用表【四-8】中他人取向策略的平均使用頻率，以及自我

取向策略的平均使用頻率，然後再將兩個數值互相對比。以華語的男性他人

取向主體行為為例，當中前三項的使用頻率分別為16.03％、7.93％及8.57％，

則可知華語他人取向的平均使用頻率即為10.84％（算式：﹝16.03％＋7.93
％＋8.57％﹞／3）。 

最後，輔助策略的計算方式與核心策略是一樣的，以回應批評之輔助策

略個別使用次數（分子）除以該語言下的所有策略（包括核心策略及輔助策

略）使用總數（分母）後，再轉化成百分比計算之。以華語男性應答策略為

例，語料顯示在該社會權勢變因下的策略使用總數為630項，其中應答策略

佔有64項，以64除以630換算百分比後，即可得知華語男性的應答策略使用

頻率為10.63％。 

其餘性別變因中的核心策略、主體行為以及輔助策略的計算方式與上述

統計步驟相同，筆者將結果依序整理為圖【四-25】、圖【四-26】、圖【四-27】、
圖【四-28】、圖【四-29】和圖【四-30】，並將針對批評主題因素與回應批評

策略的分布關係逐步討論。本章第五節第（一）部分比較華語語日語的男性

說話者策略使用情形（包括主體行為、核心策略以及輔助行為）；本章第五

節第（二）部分則探討華語語日語的女性說話者策略使用情形，最後於本章

第五節第（三）部分中予以總結。 

                                                       

16  感謝口試委員蕭惠貞教授、馮寶珠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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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華語、日語男性回應者的策略分布 

1. 華語、日語男性回應者之主體行為分布 

首先比較華、日男性母語者之策略主體行為使用頻率。根據下圖【四-25】
表示，華語與日語男性的主體行為平均使用頻率，呈現出相同的分布趨勢。

華語男性母語者回應批評時，其主體行為是以自我取向之使用頻率高於他人

取向的使用頻率（華語他人取向 10.84％、華語自我取向 13.72％）。而日語

男性母語者雖然較常以他人取向主體行為中的道歉策略為回應方式，然而圖

【四-25】顯示，日語男性母語者整體而言，是以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平均

使用頻率高於他人取向的主體行為平均使用頻率（日語自我取向 14.35％、

日語他人取向 12.67％）。由此可知，無論華語男性母語者，還是日語男性母

語者，面對批評時，都偏好以說話者自身角度為出發點，來達到回應他人批

評之目的。 

 
圖【四-25】華語、日語男性回應者之主體行為分布情形 

2. 華語、日語男性回應者之核心策略分布 

下頁圖【四-26】顯示為華語、日語男性說話者的回應批評核心策略分布

情形。透過上圖，可看出華語與日語的男性母語者使用頻率分布趨勢有些微

差異。華語男性母語者以承諾策略為使用頻率最高的回應核心策略（華語男

他人取向 自我取向

華語 10.84% 13.72%

日語 12.67% 1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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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25.55％），而日語男性母語者使用頻率最高的策回應核心策略則為道歉

策略（日語男性：25.69％）。可見，華語男性母語者在面對批評時習慣給予

承諾，以滿足批評者希望看到被批評者願意有所改進的期待，亦不再讓自己

因同樣的部分表現不好而被批評。而日語男性母語者則習慣用道歉的方式，

緩和對方提出批評後的不滿情緒。 

 

圖【四-26】華語、日語男性回應者之核心策略分布情形 

3. 華語、日語男性回應者之輔助策略分布 

華語與日語男性母語者的輔助策略使用頻率分布如下頁圖【四-27】所

示。由圖【四-27】可看出，兩個語言呈現完全相反的趨勢，華語男性母語者

明顯以應答策略為最常使用的輔助策略（10.63％）；而日語男性母語者則以

贊同策略的使用頻率較高（3.77％）。可知華語男性母語者傾向使用應答策

略，使自己能立即給予聽話者適當回應，並延長回應時間。而日語男性母語

者則是習慣利用同意或是贊成的方式回應對方之批評，除了讓對方知道這並

非誤會或是偏見，也表示說話者對自身的過失亦有自覺。 

道歉 自承 感謝 承諾 請求 詢問 解釋

華語 16.03% 7.93% 8.57% 25.55% 7.77% 11.11% 10.47%

日語 25.69% 7.80% 4.53% 23.17% 16.12% 8.06%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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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7】華語、日語男性回應者之輔助策略分布情形 

（二）華語、日語女性回應者的策略分布 

1. 華語、日語女性回應者之主體行為分布 

由此部分開始探討的，是華語與日語女性母語者的回應批評策略使用分

布情形。首先要比較華語與日語女性母語者的策略主體行為使用頻率，由下

頁圖【四-28】可看出華語與日語的女性主體行為平均使用頻率，呈現大致

相同的分布趨勢，華、日女性母語者回應批評時，都是以自我取向的主體行

為平均使用頻率高於他人取向的使用頻率（華語自我取向：13.07％、華語他

人取向9.84％，日語自我取向：15.34％、日語他人取向：10.41％）。由此可

知，華語和日語的女性母語者在面對批評時，均偏好以說話者自身角度為出

發點的說話方式，以達到回應他人批評之目的，是故華、日女性母語者均偏

好使用如承諾策略的回應核心策略。 

應答 贊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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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8】華語、日語女性回應者之主體行為分布情形 

2. 華語、日語女性回應者之核心策略分布 

接著是核心策略部份，下頁圖【四-29】顯示華語、日語的女性說話者之

回應批評核心策略分布情形。由圖【四-29】可看出華語與日語的女性母語

者，核心行為的頻率分布趨勢大致相同，兩個語言的女性母語者使用頻率最

高的核心策略，都是承諾策略（華語女性：21.29％、日語女性：26.83％）。

可見，華語與日語的女性母語者在面對批評時，都習慣給予對方改進的承諾，

除了滿足批評者希望看到被批評者願意有所改進的期待外，亦不再讓自己因

同樣的部分表現不好而被批評 

他人取向 自我取向

華語 11.42% 13.07%

日語 10.41% 1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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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9】華語、日語女性回應者之核心策略分布情形 

3.華語與日語女性說話者之輔助行為分布 

最後，則是華語與日語的女性輔助行為使用分布情形。根據下圖【四-30】
顯示，華語與日語女性偏好使用的輔助策略不相同，華語女性母語者的應答

策略明顯高於贊同策略的使用頻率（華語應答：9.83％、華語贊同 3.56％），

可見華語女性習慣在對方批評後立即予以應答，以作為回應批評的輔助回應

方式；而雖然日語女性母語者的兩種輔助策略使用頻率差距不大，但仍以贊

同策略略高於應答策略，是故日語女性在回應來自聽話者的批評時，可說是

較偏好以贊同的方式，作為回應批評的輔助策略 

 

圖【四-30】華語、日語女性回應者之輔助策略分布情形 

道歉 自承 感謝 承諾 請求 詢問 解釋

華語 13.51% 10.16% 10.59% 21.29% 15.24% 9.18% 6.59%

日語 11.77% 11.96% 7.52% 26.83% 17.37% 9.26%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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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討論 

綜合本節第（一）和（二）部分所述，當華語與日語的男性、女性說話

者受到批評時，其回應批評時在策略選用方面是有同有異的。相同的是，華

語與日語的男性、女性母語者，在回應批評的主體行為選用方面，都偏好採

取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也就是以說話者自身角度為出發點的回應方式進行

回應。而兩個語言的男女兩性回應策略使用差異則顯示在回應的核心行為策

略以及輔助策略中，華語男性與女性呈現相同的核心策略選用偏好，使用頻

率最高的核心策略都為承諾策略；然而日語男性與女性的核心策略偏好則不

如華語一致，日語男性使用頻率最高的是道歉策略，女性使用頻率最高的則

是承諾策略。最後，是輔助策略選用方面，華語男性女性均偏好使用應答策

略作為回應之輔助策略；而日語男性、女性則傾向使用贊同策略為輔助回應

策略。 

Tannen（1999）曾指出男性在交談時是盡力將話題引開落到自己身上，

使自己成為談話的焦點。雖然華語與日語男性在核心策略選用上呈現出差異，

然而以整體觀之，兩個語言的男性母語者，均偏好採取自我傾向的主體行為。

換句話說，當面對批評時，華、日男性母語者為顧及自身面子，都是以說話

者的角度為回應出發點進行回應。Tannen（1999）同時也指出，女性在交談

時比起男性更傾向贊同對方的話語，然而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華、日女性母

語者在面對批評時，其所傾向採用的主體行為，是與華、日男性母語者相同

的自我傾向主體行為，進一步細究兩個語言的女性母語者偏好使用的核心策

略，也都以承諾策略的使用頻率為最高。筆者推測，由於批評是極度侵犯被

批評者面子的言語行為，因此即使是交談時較易顧及他人顏面的女性，在面

對批評時，亦偏好採取能顧及自身消極顏面需求為出發點的回應方式。此即

解釋為何華、日女性母語者有著與華、日男性母語者相同的回應策略分布。 

第六節 研究問題回應 

本節以第四章第一節至第五節的討論與分析結果為依據，逐一回應本文

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希望能呈現台灣華語母語者與日本日語母語者回應批評

的言語行為之部分使用特色，了解主題、社會權勢和性別因素與回應策略之

間的互動關係，以補相關言語行為研究的不足，讓華語學習者，亦能使日籍

華語學習者對回應批評言語行為有初步的認識。以下是本文的研究問題與回

應，依序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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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華語與日語母語者選用何種語用策略達成回應批評的目的？ 

本研究所得之語料，以 Searl（1965）的間接言語行為理論為依據，並

援引謝佳玲（2015）的策略分類概念，將華語及日語母語者的回應策略概分

為兩類主體行為，即顧及聽話者（提出批評者）顏面需求的他人取向，以及

顧全發話者（回應批評者）自身面子為出發點的自我取向。每項主體策略依

其功能、內容和表現形式等差異，又可再各自分成下列次類核心策略： 

（i） 他人取向主體策略依功能、內容以及表現形式的差異，分為道歉策略、自承

策略和感謝策略。 

（ii） 他人取項主體策略依功能、內容以及表現形式的差異，分為承諾策略、解釋

策略、詢問策略和請求策略。 

本研究亦根據 Blum-Kulka et al.（1989）所提出的『核心行為─輔助行為

模式』，於上述七種策略外，再歸納出兩種輔助策略，即應答策略及贊同策

略。上述策略的分類架構請參照本章第一節中的表【四-1】，策略說明及表

現方式，請參照本章第一節的第（一）和第（二）部分；例句則請參照第四

章第一節之第（二）及第（三）部分。17 

另外，根據 Verschueren（1999）的順應理論，說話者回應批評的當下，

得順應當時的溝通語境，依據情況做適當判斷，方能適當地回應對方之批評。

至於影響母語者在回應時所順應的依據，以及可能影響回應批評之變因，都

將在接下來的研究問題中逐一說明18。 

2. 批評主題如何影響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回應批評的語用策略？ 

為了解主題與回應批評言語行為的關係，本研究根據先行研究階段發放

施測的問卷（一），整理出華語及日語的三類回應批評主題，即為外在事物、

技能表現以及內在特徵。由此三類回應批評主題再設計成問卷（二），並於

第二階段正式研究時發放。由於日語母語者在實際生活中，除了避免批評他

人本有的不可控的特性（如外貌行體或是先天能力等）外，亦傾向避免針對

對方的衣著品味或是所有物品提出批評，因此，日語版的問卷（二）僅有技

                                                       

17感謝口試委員馮寶珠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18感謝口試委員蕭惠貞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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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現以及內在特徵兩類情境，而華語版的問卷（二）批評情境則是三種情

境全都納入。 

透過問卷（二）的調查，本研究發現批評主題的確與影響母語者回應批

評的策略選用。首先，在華語、日語共有的技能表現主題方面，華語及日語

母語者都傾向採取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回應對方。具體回應核心策略部分，

華語母語者偏好施行承諾策略，向對方予以承諾並強調自己一定會改進；而

日語母語者則偏好使用請求策略，請求對方給予建議或指教。在此主題下，

兩個語言的母語者亦習慣搭配輔助策略中的應答策略作為回應。而另一個華

語、日語共有的主題，即內在特徵主題方面，華語與日語則是呈現不同的分

布趨勢：華語母語者偏好採取他人取向的主體行為；而日語母語者則偏好採

取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具體核心策略部分，華語母語者偏好施行道歉策略；

而日語母語者則是偏好採取承諾策略。最後在華語獨有的外在事物回應批評

主題方面，華語母語者傾向使用自我取向的回應策略，具體的回應核心策略

則是承諾策略，慣用搭配的輔助策略則是應答策略。 

3. 批評者之社會權勢如何影響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回應批評的語用策略？ 

本研究發現，社會權勢因素的確對華語及日語母語者的回應批評策略產

生影響。當聽話者為社會權勢較高的上位者時，華語母語者傾向使用承諾策

略作為回應方式，滿足批評者希望看到被批評者有所改進的期待；而日語母

語者則是傾向採取他人取向的主體行為進行回應，不過核心策略的選用方面，

日語母語者仍同樣偏好使用承諾策略。面對社會權勢較高的批評者，華語與

日語母語者都偏好搭配應答輔助策略，讓自己有多一點的思考時間，以能妥

當地回應師長的批評。當批評者為平位者時，華語與日語母語者都傾向採取

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在核心回應策略與輔助策略的選用方面，華語與日語

母語者出現稍微不同的選用偏好。華語母語者面對與自己社會權勢相當的平

位者時，習慣使用予以道歉策略，並搭配應答策略為輔助回應策略；而日語

母語者也傾向使用道歉策略，但是卻較常搭配贊同策略予以回應。 

4. 回應者之性別因素如何影響華語與日語母語者回應批評的語用策略？ 

本文華語與日語的男性、女性母語者在實施回應批評言語行為時，習慣

採取的回應傾向大致相同，卻仍存在有些微差異。男性母語者方面，華語男

性習慣採取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最常使用的核心策略是承諾策略，並搭配

應答策略為輔助策略；日語男性亦偏好採取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不過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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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核心策略是道歉策略，並搭配贊同策略為輔助策略。女性母語者方面，

華語女性偏好採取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常使用核心策略是承諾策略，並搭

配應答策略為輔助策略；日語女性也偏好採取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較常使

用核心策略中的承諾策略，並輔以贊同策略。 

第七節 小結 

本章旨在探討本研究的母語受試者語料對比分析結果。第一節針對華語

及日語的回應批評語料進行分析，並將之區分出兩種主體回應策略、七種次

類核心策略以及兩種輔助策略。第二節歸納華語及日語回應批評策略的分布

異同，並呈現出華、日主體回應策略、次類核心策略以及輔助策略的策略排

序及策略分布情形。第三節則從外在事物、技能表現和內在特徵等三類回應

批評主題的角度切入，分別分析華語和日語在回應批評主題下的策略使用現

象。第四節則調查社會地位變因對華語及日語回應批評策略的影響。第五節

則是比較華語及日語的男性、女性回應者在回應批評時的策略選用異同。第

六節旨在歸納研究成果，以回應本文第一章所提出的四項問題。19 

在策略歸納方面，本研究以 Searle（1969）的間接言語行為理論為依據，

並援引謝佳玲（2015）的策略分類概念。整理語料後發現，華語和日語的他

人取向及自我取向主體行為使用頻率，各自差異均不大，兩個語言的主體行

為使用分佈都甚為平均；在回應批評的核心策略使用分布上，華語母語者的

承諾策略使用頻率最高，而日語母語者則是以道歉策略使用頻率最高。在策

略排序上，華日回應批評的策略組成模式均偏好將道歉策略置於回應批評的

起始處。然而不同的是，華語習慣於結尾處置入承諾策略，起始與結尾中間

可再另外搭配其他核心策略，而日語則是將承諾策略直接置於起始處之後，

再於結尾處搭配其他核心策略。 

在回應批評主題對華、日母語者回應批評時的影響方面，華日母語者回

應技能表現相關主題的批評時，皆採取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以回應對方。，

華語母語者偏好的具體回應核心策略為承諾策略，而日語母語者則傾向使用

請求策略。至於面對內在特徵主題相關的批評時，華語母語者偏好採取他人

取向的主體行為，而日語母語者則偏好採取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具體核心

策略部分，華語母語者傾向使用道歉策略；而日語母語者則是傾向使用承諾

策略。最後，面對外在事物相關批評時，華語母語者傾向採取自我取向下的

回應策略，具體的回應核心策略則是承諾策略。 

                                                       

19  感謝口試委員蕭惠貞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華、日回應批評之語用研究 

102 

社會權勢因素方面，當聽話者為社會權勢較高的上位者時，華日母語者

都傾向使用承諾核心策略搭配應答輔助策略作為回應方式。當批評者為平位

者時，華日母語者也都偏好使用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在核心回應策略與輔

助策略的選用方面，華語母語者習慣使用道歉策略，並搭配應答策略作為輔

助的回應策略；而日語母語者則傾向使用道歉策略，並搭配贊同策略予以輔

助回應。 

最後，在性別因素方面，華、日習慣採取的回應傾向大致相同。華語男

性習慣採取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搭配承諾核心策略，以及應答輔助策略；

日語男性亦偏好使用自我取向主體行為，不過最常使用的核心策略是道歉策

略，並搭配贊同輔助策略。至於女性母語者，華語女性偏好使用自我取向主

體行為，常使用承諾核心策略，並搭配應答輔助策略；日語女性也偏好採取

自我取向的主體行為，較常使用承諾核心策略，並輔以贊同輔助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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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 

本章旨在將本研究第二章至第四章之分析成果應用在對外華語教學中。

第一節著重語用教學的重要性，回顧相關文獻並指出語用教學的重要性。第

二節檢視現行教材，對涉及批評與回應批評的會話進行內容分析；第三節則

將本研究之成果融入教學活動設計中。 

第一節 語用教學 

陳國明（2003）曾指出語言與文化的關係是密切的。一個期望自己能精

通目標語的學習者，除了得學習正確的語言知識外，還得了解該語言的文化

背景，才能有效地應用目標語進行溝通（韋德名，2012）。Kubler（2006）亦

認為，若學習者對目標語的行為文化敏感度不足，則容易在無意中得罪母語

者，使對方感到困惑，並使溝通產生阻礙。 

雖然學習者是因不清楚目標語的溝通準則而無意間造成失誤，不過根據

Boxcer 與 Pickering（1995）的研究顯示，母語者對於學習者在溝通時產生

的語法偏誤有較高的包容性，然而面對學習者產生的語用失誤，母語者的包

容性則是較低的，並容易視其為無禮的表現。由此可知，學習者需要了解目

標語的語用規則，減低犯錯之風險，才能與母語者進行無礙順暢的溝通。 

但即便是母語者，都得經過長時間的觀察與學習，才能在不同溝通情境

中適當地施行言語行為，表達自己說話的意圖（Tatsuki & Houck，2010），

更遑論在有限時間且特定目的下學習之學生，勢必無法同母語者般，習得各

式各樣的溝通風格（魏妙純，2006）。王雅勤（2011）在針對以色列學習者

的回應讚美研究中，就曾指出當學習者回應母語者的讚美時，僅知以「哪裡

哪裡」一語回應之，卻無法因應不同對象、語境及場合，適當調整回應內容，

便產生「只知其一不知其二」的回應困境。是故，語用教學的目的以及其實

施必要性，便在於能讓學習者於特定文化社會中，有能力針對不同的溝通情

境，以言語行為順利表達自己溝通時的真正意圖（Nguyen，2011）。 

為了要使學習者既能掌握語言能力，又能掌握該社會的文化規約，將文

化知識納入現行華語教學教材中，使其了解華語的社會文化規範，是有其必

要性的。在語用教學中提升學習者的語用意識，不但能使學習者在和母語者

交談時，察覺到言談的文化事實（culture fact），亦能讓學習者即時表現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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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合宜的文化反應（culture action），避免產生跨文化語用失誤（cross-culture 
pragmatic failure）（何兆熊，2000）。 

然而，大部分的語言教材在此方面之關注仍顯不足。Boxcer 與 Pickering
（1995）指出，許多教材中的對話僅憑母語者直覺或是語感編寫而成，並非

以研究成果為基礎撰寫，而一般而言此類教材僅強調話語的準確性，卻忽略

語境形成之原因。對學習者而言，這樣的教材除了不夠全面外，無法讓學習

者學習到目標語社會文化的規範及言語行為之使用規則，亦同時讓學習者失

去語言運用的靈活性。因此，在語用教學中，教師除了得兼顧學習者的語言

形式外，亦得注意、加強學習者的語用意識，以及是否掌握到該語言的社會

文化規約。在了解語用教學之重要性以及教材設計要點後，下面將檢視、分

析台灣現行華語教材中，語用教學之呈現。 

第二節 現行教材檢視 

本節將檢視台灣各教學單位中，廣泛使用的兩套教材：《新版實用視聽

華語》與《遠東生活華語》。由於本文是針對回應批評言語行為進行研究，

並將基礎建立在被批評者直接面對批評之上，故檢視此兩套教材時，將以此

準則為依據，分析教材中的課文會話，並觀察當被批評者當面受到批評時，

其回應之情況語內容安排、設計等，以了解回應批評言語行為在現今台灣教

材中的編排模式。 

（一）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其前身為《實用視聽華語》，共分為五冊。各冊

的編輯要旨如下：第一冊編輯重點為華語的基本發音、語法及常用詞彙，以

達到使用華語進行基本實用溝通目的；第二冊延續第一冊實際生活用語，並

讓學習者以較流利之華語，表達生動自然的語用技巧為目標；第三冊的內容

則開始著重在校園活動和日常生活話題，每一課皆有明確的會話主題；第四

冊，將內容延伸至中華文化，包括社會、歷史、地理、人情世故；最後，第

五冊則是繼續介紹中華文化的特質及風俗習慣;以短劇、敘述文及議論文等

體裁為主，輔以民俗文化、傳統戲劇、文字、醫藥、科技、環保、消費、休

閒內容。 

本套教材共計有 73 課，其中僅有十課之課文出現批評語料，而針對批

評進一步予以回應的課文語料則只有六課。下面即針對出現回應批評語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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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進行分析，並將分析內容依序整理成表【五-1】、表【五-2】、表【五-3】、
表【五-4】、表【五-5】、表【五-6】及表【五-7】。 

表【五-1】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教材分析（一） 

教材資料 教材 冊數 語料出現課數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第三冊 第七課 

內容分析 主題 回應者性別 社會地位 回應策略 

內在特徵 男 平輩對平輩 解釋 

課文語料 （情境：李平和建國在活動中心看書，建國跟李平抱怨心理學的

考試讓他心裡壓力好大，李平聽了以後不以為然。） 

李平：才一個小考就讓你有這麼大的壓力，要是你還在臺灣，恐

怕早就變成神經病了。 

建國：太誇張了吧?我記得我小時候，考試也不怎麼多啊！【解

釋】 

表【五-2】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教材分析（二） 

教材資料 教材 冊數 語料出現課數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第三冊 第十四課 

內容分析 主題 回應者性別 社會地位 回應策略 

內在特徵 男 平輩對平輩 詢問、解釋 

課文語料 〈語料 1〉 

（情境：建國建議美真和台麗放假旅行的時候，可以去蒙地卡羅的

賭城試試手氣，也許還能把旅費賺回來。偉立聽了以後不以為然。）

偉立:萬一輸光了呢？你這個賭鬼！ 

（續上頁表【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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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不賭就不賭，去看表演可以吧？【詢問】 

〈語料 2〉 

（情境：建國向美真、台麗和偉立說明自己的旅行計畫，他打算 

去迪士尼樂園和海洋世界。美真聽了以後不以為然。） 

美真:你還真是長不大啊！不是玩，就是看動物表演。 

建國：難道你不想去嗎？【詢問】看動物表演也可以得到很多有關

海洋動物的知識啊！【解釋】 

表【五-3】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教材分析（一） 

教材資料 教材 冊數 語料出現課數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第四冊 第四課 

內容分析 主題 回應者性別 社會地位 回應策略 

內在特徵 女 平輩對平輩 詢問 

課文語料 （情境：錢先生和錢太太剛看完一部電影，錢太太認為電影劇情讓

人看了以後心裡很難過，忍不住要掉眼淚。錢先生聽完後卻不以為

意。） 

錢先生：你就是愛哭，看連續劇也是這樣。 

錢太太：難道你不同情男、女主角的遭遇嗎？【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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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4】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教材分析（二） 

教材資料 教材 冊數 語料出現課數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第四冊 第十三課 

內容分析 主題 回應者性別 社會地位 回應策略 

技能表現 女 平輩對平輩 解釋 

課文語料 （情境：偉立正在為下禮拜的中文說故事比賽煩惱，希望美真可以

給一些建議，於是美真就給偉立說了一個中文故事，但是偉立卻覺

得這個故事太簡單。） 

偉立：講完了？太簡單了吧？ 

美真：這只是大概的意思【解釋】，你可以用你所學過的詞彙，把

故事說得有趣一點。 

表【五‐5】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教材分析（三） 

教材資料 教材 冊數 語料出現課數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第四冊 第十四課 

內容分析 主題 回應者性別 社會地位 回應策略 

內在特徵 女 平輩對平輩 解釋 

課文語料 （情境：偉立和欣欣在討論中西飲食文化的差異，兩個人差一點就

吵了起來。偉立認為欣欣和必這樣就生氣？） 

偉立：哎喲，生氣了？說著玩的，何必那麼認真！ 

欣欣：我也是說著玩的啊！【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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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6】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五冊教材分析（一） 

教材資料 教材 冊數 語料出現課數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第五冊 第七課 

內容分析 主題 回應者性別 社會地位 回應策略 

內在特徵 男 無 道歉、解釋 

課文語料 （情境：一名男客戶在銀行邊抽菸邊辦手續，被行員制止而心有不

滿，破口大罵） 

男客戶：我來銀行存款，是你們的客人，你們還管那麼多啊！ 

行員：（一臉無奈）對不起【道歉】，為了怕影響別人，我們這裡是

禁止抽菸的！【解釋】 

表【五‐7】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五冊教材分析（二） 

教材資料 教材 冊數 語料出現課數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第五冊 第十課 

內容分析 主題 回應者性別 社會地位 回應策略 

外在事物 男 平輩對平輩 解釋 

課文語料 （情境：黃經田看到于世川的工廠，竟然將汙水直接排放於基隆河

中，感到不以為然。） 

黃經田：你那個工廠的廢水，完全沒有經過汙水處裡就排放出去。

那會對我們自然環境，造成嚴重的傷害。 

于世川：哎呀！我那個工廠那麼小，一天才排放多少廢水嘛！【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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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究《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可以發現幾點：第一，批評主題分布不夠平

均，七筆課文語料中，僅有一筆涉及外在事物，另一筆涉及技能表現，其於

批評主題都設定為內在特徵。其次，社會權勢設定過於單一，七筆語料中有

六筆的社會權勢設定為平輩，缺乏上對下。最後，被批評者回應批評的策略

語本研究是有所出入的。 

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中，當被批評者面對批評而要回應對方時，七

筆課文語料裡就有六筆是以解釋策略為被批評者的回應方式，另一筆則安排

詢問策略為回應方式，此語本研究的研究結果稍有不同。觀察每筆語料，可

發現課文雖然安排回應批評者以解釋策略或是詢問策略回應批評者之批評，

然而其所回應之內容，均較為直接。細究其原因，筆者推測由於課文安排對

話雙方都擁有相等的社會權勢（都是平輩）之外，還安排對話雙方擁有較為

親近的社會距離（都是朋友），因此教材在編排回應批評的課文語料時，能

較不受得體回應的拘束，才會出現有如「難道」等較為直接的回應句式。 

（二）遠東生活華語 

《遠東生活華語》的設計是以真實生活語料為主，對話編排力求簡單實

用，一共分為三冊。各冊的編輯要旨如下：第一冊著重日常實用口語會話的

表達，採用真實的語料與基本功能語法，讓學習者能運用基本華語達到教計

目的；第二冊內容則擴展至現代生活資訊方面，並增加書面語，進一步介紹

書面語的文法結構；第三冊內容則從經濟話題再延伸至新聞、歷史文化層面，

使學生能了解華人思想語文化內涵。套教材共計有 52 課，其中僅有四課之

課文出現有批評及回應批評語料。下面即針對出現有回應批評語料之課文進

行分析，並將分析內容依序整理於下頁表【五-8】、表【五-9】、表【五-10】
及表【五-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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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8】遠東生活華語第一冊教材分析（一） 

教材資料 教材 冊數 語料出現課數 

遠東生活華語 第一冊 第十二課 

內容分析 主題 回應者性別 社會地位 回應策略 

技能表現 男 無 解釋 

課文語料 （情境：服務生問趙小姐覺得他們餐廳的菜做得怎麼樣。） 

趙小姐：每個菜都做得不錯，就是味精多了一點兒。 

服務生：不會吧？一點兒都不放也不好吃。【解釋】 

表【五‐9】遠東生活華語第二冊教材分析（一） 

教材資料 教材 冊數 語料出現課數 

遠東生活華語 第二冊 第六課 

內容分析 主題 回應者性別 社會地位 回應策略 

內在特徵 男 平輩對平輩 道歉、承諾 

課文語料 （情境：老王、小李和朋友們一起去露營。大家在準備搭營的時候，

老王請小李去提水來。） 

老王：小李，你怎麼把水提到這裡來了？我差一點踢翻了。  

小李：對不起，對不起【道歉】，我馬上拿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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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0】遠東生活華語第一冊教材分析（二） 

教材資料 
教材 冊數 語料出現課數 

遠東生活華語 第二冊 第十三課 

內容分析 
主題 回應者性別 社會地位 回應策略 

內在特徵 女 平輩對平輩 解釋、承諾 

課文語料 〈情境 1〉 

（情境：春生想找好久不見的美月，聽到美月忘了繳電話費，覺得

她真糊塗。） 

春生：…。你怎麼老是這麼糊塗，又忘了繳電話費？… 

美月：真討厭！我連戶頭都沒有，怎麼轉帳？【解釋】 

〈情境 2〉 

（情境：春生教美月如何去銀行辦理轉帳事宜，並且不敢相信美月

到現在連這些事情都不會。） 

春生：拜託！我的大小姐，現在是什麼時代了？以經有人用電腦網

路來繳水電費跟繳稅、購物了，你連戶頭都還沒開過。太過分了！

美月：你別笑我了，我現在就去開戶、辦轉帳【承諾】。再見。 

表【五‐11】遠東生活華語第三冊教材分析（一） 

教材資料 
教材 冊數 語料出現課數 

遠東生活華語 第三冊 第五課 

內容分析 
主題 回應者性別 社會地位 回應策略 

內在特徵 女 上位對下位 請求 

課文語料 （情境：母親發現女兒淑芳遲歸擔心不已，去警局報案後，才發現

原來女兒不小心被歹徒騙到酒店打工。） 

母親：世界上哪裡有這麼便宜的事？你怎麼這麼天真？ 

淑芳：媽，我錯了，請您原諒我。【請求】 

根據上列語料，可觀察出《遠東生活華語》一樣也有與《新版實用視聽

華語》相同的不足之處，即批評主題分布不平均的情形。在此套教材裡的四

筆課文語料中，僅有一筆課文語料的批評主題安排為技能表現，其餘批評主

題則是內在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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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與《新版實用視聽華語》不同的是，《遠東生活華語》的被批評

者在回應批評時，使用的回應策略是較多元的。當批評者受到批評時，課文

中安排的回應策略有解釋策略、道歉策略、承諾策略及請求策略。尤其是承

諾策略及請求策略的安排，是較能與本文的研究結果相呼應的。社會權勢安

排方面，《遠東生活華語》也較多樣，除了有平輩之間的對話之外，也安排

了上對下的對話。顯見《遠東生活華語》的設計，確實是以真實生活語料為

主，並較著重日常實用口語會話的表達。 

第三節 教學建議與設計 

本節根據研究結果、語用教學文獻回顧以及教材檢視，綜合教材尚缺漏

處，從語用語言與社會語用兩方面，對回應批評教學提出幾點建議，並透過

筆者設計之教學活動中簡要介紹之。根據第五張第二節的教材分析，可得知

《遠東生活華語》所提供之課文語料，是較貼近真實生活對話的，因此本節

教學活動設計對象，欲設定為《遠東生活華語》第二冊，並具中級程度的日

籍華語學習者。 

（一） 回應批評的方式─語用語言 

從表【五-10】、【五-11】可知，《遠東生活華語》第二冊（A）第六課與

第十三課都觸及批評與回應批評的對話。雖然本研究的建議教學重點是回應

批評，而學習者要回應批評必得先對批評有所了解。因此，筆者建議教師可

先上第六課，讓學生對華語的批評形式有初階了解後，待上到第十三課又出

現批評語料時，再以此為契機，導入回應批評言語行為教學。是故，以下頁

表【五-12】教學活動設計，即以第十三課課文為主要參考依據。 

在表【五-12】中展示的教學活動，是以第十三課的課文會話為課程核

心設計而成的。教師須先向學生展示對話主角批評與回應批評的片段，並確

認學生都已經了解對話中的生詞、語法之語言知識後，即可透過課文提問開

始導入批評與回應批評的語用教學。教師以提問的方式導入，讓學生能逐漸

對課文裡批評與回應批評的互動有所意識，開始思考對話裡的人在面對批評

時，其之所以如此回應的動機到底為何。之後，教師的提問範圍，可開始跳

脫課文裡的對話，引導學生將課文中回應批評的情境，轉換至真實交際的情

境中。並讓學生思考，在真實的生活中什麼時候會遇到批評、對自己提出批

評的對象是誰、當自己遇到批評時是如何回應的。教師與學生討論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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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於此時提供學生常見的回應句式，並和學生討論哪種回應批評方式，

是他們在台灣常聽到別人說的，藉以讓學生了解回應批評的真實語言形式。

最後，為了鞏固學生對回應批評語言知識的掌握，教師可指派情境，讓學生

運用上述列出的句式，設計批評語回應批評的對話，以練習回應批評的句式。 

表【五‐12】回應批評語用教學教學活動設計 

學生母語 日語 班級人數 10 人以下 

華語程度 中級或中級以上 教學時間 一節（50 分鐘） 

教材 《遠東生活華語》第二冊 教具設備 課本、教學 PPT 

教學目標  使學習者對回應批評的恰當性有所意識，並能使用華語對批

評進行得體的回應。 

課文展示  〈第十三課〉 

春生：唉呀！美月，原來你在這裡。這幾天打電話找你，都找不到。

美月：噢，對不起。我忘了繳電話費，被停話了。找我有什麼事？

春生：沒有什麼特別的事。只是好久沒見了，想找你聊聊。你怎麼

老是這麼糊塗，又忘了繳費？我不是跟你說過了嗎？去銀行辦個

手續，以後他們每個月就會自動轉帳，你就不必擔心過期了。 

美月：好了，好了。你怎麼罵起人來了？我才說一句，你就說 

了一大堆。真討厭！我連戶頭都沒有，怎麼轉帳？ 

問題討論  透過以下問題和學生進行口頭問答討論，讓學生能意識到課

文的人物在面對批評時，是如何回應。 

1. 美月的電話為什麼被停？ 

2. 春生知道美月電話停了的原因以後，他的反應怎麼樣？ 

3. 美月聽了春生的話以後，美月的反應怎麼樣？ 

→導入回應批評 

4. 美月是怎麼說的？ 

→提供回應批評語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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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美月為什麼要對春生說這些話？ 

→檢視回應批評的原因 

情境思考  延續前面的課文討論，接著與學生繼續討論，並讓學生思考下

列問題，回顧自己在日常生活中遇到批評的情景時，是如何回應

的。 

1. 美月為什麼被春生批評？ 

2. 說說看，在日本，發生哪些情形，容易被批評？批評的人都怎

麼說？ 

3. 要是說出那些批評的人，是你的同學，你怎麼回答？ 

4. 要是說出那些批評的人，是你的老師或老闆，你怎麼回答？ 

回應批評

公式 

 接著，教師可以利用學生自己提出的情境為例（如：上台報告

的時候，常常出錯，因此被批評），提供學生回應批評的語料，

以及常見的回應批評語言形式。在此階段，可以和學生討論哪種

回應批評方式，是他們在台灣常聽到別人說的。 

單一策略

回應方式 
回應批評範例 語言形式 

道歉 1. 對不起，真的很對不

起。 

2. 真的很不好意思。 

1. 對不起。 

2. 不好意思。 

自承 1. 這的確是我該學習

的部分。 

2. 我知道我剛剛報告 
得不好。 

1. 這的確是（做不好的

事情）。 

2. 我知道 （做不好的

事情）。 

感謝 1. 謝謝您告訴我。 1. 謝謝（感謝的事情）。 

承諾 1. 我會多多練習的。 1. 我會（改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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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問 1. 請問是哪裡還需要

再加強呢？ 

2. 不知道該怎麼加強

比較好呢？ 

1. 請問是（不確定的

事）呢？ 

2. 不知道該（不確定的

事）呢？ 

請求 1. 請您給我一些意見。 1. 請（拜託的事情）。 

   

兩種策略

回應方式 
回應批評範例 語言形式 

道歉 
+ 

(其他) 
+ 

承諾 

1. 對不起，我也覺得不

好，下次一定會改進

2. 非常不好意思，我以

後不會再這樣了。 

1. 對不起，…，下次…。 

2. 不好意思，以後…。 

 除了上述回應方式外，教師還可告訴學生，母語者在面對批評

時，常用以搭配輔助回應方式。 

 

 

 

 

 

搭配回應方式 語言形式 

應答 是的、好的、嗯、 
了解、知道了 

贊同 您說的很對、 
我也覺得 

模擬情境

對話練習 

教師請學生兩人一組，由教師指派情境，讓學生運用上述列出的句

式，設計批評語回應批評的對話，使學生能練習回應批評的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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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影響因素─社會語用 

介紹完回應批評的語用句式後，接下來教師可再進一步向學生說明，影

響回應批評時的可能溝通因素。此部分的教學除了教師說明外，也可以鼓勵

學生自行觀察真實生活語料，以印證課堂所學。下表【五-13】即為筆者自行

設計的教學流程，藉以展現此階段的教學活動。 

在此階段的教學活動中，教師可開始介紹在台灣容易被批評的真實情

境，並讓學生思考在自己國家的社會裡，容易被批評的情形又是如何，藉以

讓學生比較兩個文化的批評情境差異。除了讓學生被動地接收關於回應批評

的相關語言、語用知識外，教師也可以指派學生觀察電影、連續劇或是書籍，

將之紀錄下來，讓學生能主動觀察華語批評與回應批評的互動情形。 

表【五-13】回應批評社會語用教學教學活動設計 

學生母語 日語 班級人數 10 人以下 

華語程度 中級或中級以上 教學時間 一節（50 分鐘） 

教材 《遠東生活華語》第

二冊 

教具設備 課本、教學 PPT 

教學目標  使學習者認識回應批評時，影響回應用語的溝通因素。 

因素介紹 1. 在上一堂的教學活動中，教師已讓學生思考在日本，遇到什麼

樣的情形容易被批評。教師可趁此向學生介紹，在台灣容易發

生被批評的情行為何，並告訴學生在與母語者溝通互動時，根

據不同的批評內容，母語者偏好的回應方式是有所不同的。一

般來說，母語者在面對跟自身外表、所有物品，或是技能表現

有關的批評內容時，較常回應對方下次會改進。而遇到跟自己

言行舉止相關的批評時，則比較常向批評的人道歉。 

2. 在社會因素方面，教師可先請學生思考，在日本，當面對來自

上位者以及平位者的批評時，其所回應批評的方式，是否有所

不同。然後教師可告訴學生，在台灣，當對你提出批評的人，

是擁有較高社會權勢的上位者，也就是老師、前輩或者上司時，

最好告訴對方下次自己會改進；如果對方是和你擁有相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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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勢的平輩，也就是同學或是同事時，可以用相同的道歉方式

回應對方。 

3. 在性別因素方面，教師可分別請男同學與女同學，說說自己面

對批評時，是如何回應的。然後再告訴學生，台灣的華語母語

者無論男性與女性，面對批評時，多傾向用「下次會做得更好」

的承諾方式回應批評。因此，在台灣遇到批評的情形時，展現

出改進的誠意，並告訴對方下次不會再犯相同錯誤，是最合適

恰當的回應方式。 

觀察真實

語料 

當教師介紹完影響回應批評的社會因素後，可以利用學習單

加深學習者的相關意識，使其能自發地觀察母語者回應批評的應

對進退方式，進而培養自學能力。活動指示如下面兩點所示： 

1. 請蒐集三個到五個華語回應批評的對話。資料來源可以從電視

劇、電影、書籍，或者日常生活與朋友的對話。 

2. 蒐集好回應批評對話，必須整理、說明整個對話事件是在什麼

情形中發生的。事件的背景應該包括下面這些資訊： 

a. 批評者和被批評者的性別和年齡 

b. 批評者和被批評者的關係（好、普通、不好） 

c. 批評者和被批評者的社會地位（上對下、平輩） 

d. 被批評者為什麼被批評（主題） 

e. 對話發生的地點（在什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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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本研究在本章首先回顧語用教學的相關文獻，以確立言語行為教學之必

要性。接著，筆者檢視當今台灣各語言中心使用最為廣泛的教材，即《新版

實用視聽華語》及《遠東生活華語》，觀察其內容，並分析其優缺點。最後，

結合研究成果，並配合《遠東生活華語》第二冊第十三課課文，從語用語言

和社會語用的角度，為中級日語學習者設計教學活動，以做為華語教師的教

學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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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章第一節旨在概括與歸納第二至第五章的研究內容，呈現研究的成

果；第二節則說明本文的研究限制與未來的研究展望。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文研究的核心為分析華語與日語的回應批評言語行為。本文分析語料

時，參考 Searl（1965）的間接言語行為理論，並同時參照 Blum-Kulka et al.
（1989）的『核心行為─輔助行為理論』，將華語與日語的回應批評語料，

區分為七類回應核心策略以及兩類輔助策略。此外，本文亦援引謝佳玲

（2015）在研究華語與英語網路社會之語用研究時的策略分類概念，在回應

批評的核心行為之上，再區分出兩類主體行為，作為上層的策略概念。華語

與日語的回應批評主體行為第一類為他人取向，其下包括三類回應核心策

略，分別為道歉策略、承認策略以及感謝策略；第二類主體行為則為自我取

向，其下包括四類回應核心策略，分別為承諾策略、解釋策略、詢問策略以

及請求策略。回應批評的輔助行為則有兩類，分別是應答策略以及贊同策略。

華語慣用的回應批評模式，是先以輔助策略為預備，之後以道歉為起始，以

承諾為結尾，而在道歉和承諾中間，可再穿插別的策略；日語的慣用回應方

式，也是先以輔助策略為預備，在起始處置入道歉策略，其後緊跟著承諾策

略，而結尾處則可再加上別的策略。 

由於蘇婉蓉（2012）曾指出華語的批評言語行為與批評主題有著密切的

互動關係，故本研究亦欲探討，當說話者在回應批評時，面對不同針對性的

批評主題，是否影響其回應批評策略。而根據本文研究發現，華語母語者在

面對跟自身外表或是所有物相關的外在事物時，以及面對與技能表現有關的

批評時，都較偏好以自我取向下的承諾策略回應批評者；而批評內容涉及自

身言行舉止的內在特徵相關主題時，則偏好以他人取向下的道歉策略作為回

應。至於日語母語者面對與技能表現有關的批評時，較偏好以自我取向下的

請求策略回應批評者；而面對內在特徵有關的批評時，則偏好以自我取向下

的承諾策略回應批評者。另外本研究亦發現，比起華語母語者，日語母語者

在實際生活中，更不常針對對方的衣著品味或是所有物品提出批評，因此在

探討日語批評主題因素時，則是去除外在事物此一批評主題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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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亦進一步探討在社會距離均一般的溝通語境中，面對社會權勢比

自己高的上位者，或是與自己相等的平位者，是否影響說話者所的回應批評

語用策略。而根據本研究的結果顯示，華語母語者面對社會權勢較高的聽話

者時，傾向使用以自我取向下的承諾策略作為回應批評方式；面對社會權勢

與自己相等的平位者時，則使用他人取向下的道歉策略。日語母語者則與華

語母語者一樣，面對說話者的社會權勢較高時，習慣使用承諾策略；而面對

與自己擁有相同社會權勢的平位者，也偏好使用道歉略為回應批評策略。 

除了社會地位變因外，本研究亦探討說話者的性別是否影響其回應批評

實的策略選用。而根據本研究結果顯示，華語男性與女性母語者面對批評時，

都習慣採取自我取向下的承諾策略作為回應方式。而日語男性與女性母語者

則呈現不同的偏好，日語男性習慣以他人取向下的道歉策略，女性則習慣以

自我取向下承諾策略為回應方式。 

總而言之，華、日母語者在回應批評時，呈現的策略使情形有同有異。

兩個語言在主體行為的使用分布上都一樣平均，華語以自我取向下的承諾核

心策略為使用頻率最高之策略，而日語則以他人取向下的道歉策略為使用頻

率最高之策略。其詳細使用情形則根據不同主題、社會因素及回應者性別變

因等因素而略有差異。然而，華語、日語回應批評策略使用最明顯之差異，

則體現在回應批評的策略排序上。華語及日語在回應批評時，都偏好把道歉

策略置於回應批評的起始位置上，然而華語習慣在結尾位置上置入承諾策

略，起始與結尾中間再另外搭配其他回應核心策略；日語則習慣將承諾策略

置於起始位置之後，再於結尾位置上搭配其他核心策略，此即華、日回應批

評時，在策略選用上的相異之處。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因時間與篇幅限制，本論文歸納回應批評之策略時，除了僅著重探討單

種核心策略之獨用結構，沒能進一部探討多種核心策略之並用結構外，亦沒

能於本次研究中將所有影響回應批評之因素整合於一起檢視之20。這一定程

度影響回應批評言語行為整體的呈現。其次，若欲了解回應批評全貌，亦應

將批評言語行為一起納入探討，畢竟在真實生活中，回應批評言語行為的發

生，有賴於批評言語行為的產生，是透過一來一往的互動會話協調形成的（顧

曰國，1992）。 

                                                       

20  感謝口試委員蕭惠貞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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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展望方面，首先由於此次研究裡的社會變因設定上，筆者僅探討關係

一般的上位者與平輩者與實施回應批評的關係。然而 Brown 與 Levinson
（1987）曾指出，社會關係與社會距離，也可能對回應批評的策略產生影響，

因此往後的研究若能將社會距離納入研究變因之中，與社會權勢一同探討，

必能使回應批評的語用研究更為豐富完備。 

最後，本論文此次蒐集的語料，是採用話語完成測驗，並使用網路媒介

發放所得之語料。此方法雖能有效控制研究變項並大量收集語料，但仍比不

上實錄法所取得之語料，更能完全反映說話者面對批評時的真實回應情況。

因此未來若有機會再次研究回應批評，期望能嘗試以實錄法探討真實語言環

境中的回應批評言語行為。除了藉由實錄法收集語料外，亦可嘗試分析電影、

電視劇等戲劇腳本中，出現過的批評與回應批評之相關對話語料，並從中探

討回應批評語用策略在真實生活中的應用情形，以對回應批評的實際應用能

有所掌握21。 

                                                       

21  感謝口試委員馮寶珠教授提出之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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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您的性別：□男生  □女生 

 您的年齡：□20 歲以下  □20 歲以上 

 您的學歷：□高中  □大學  □研究所 

 您學習過哪些外語：______________ □略懂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 □略懂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 □略懂 □普通 □精通 

第二部分：填寫說明： 

1. 請就以下對話情境稍微思考一下，要是您在以下的情境中聽到別人這樣對

您說話時，您要如何回應呢？回應沒有字數限制，敬請依照自己的想法，如

實回答。 

2. 回答範例：對不起，我會改進的。 

          對不起，我會努力的。 

          真的很抱歉，以後會小心的。 

          可以請你教教我嗎？ 

第三部分：你會怎麼說？ 

1. （服飾打扮） 

你對衣服的品味一般，有一天一位認識的人對你說：「我想這樣對你說已

經很久了，就是能不能請你再稍微打扮一下自己呢？讓自己再稍微體面一點

吧！」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師長，你要如何回應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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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同儕，你要如何回應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技能表現） 

由於報告的需要，你必須使用到 Excel 這個軟體，可是 Excel 確實不太好

操作，無法馬上就上手，再加上又不常使用，所以你已經好幾次都向他人請

教該如何操作了。就在某一次又向他人求助之際，一位認識的人對你說「你

怎麼每次都要別人教你怎麼操作？」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師長，你要如何回應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同儕，你要如何回應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性格特質） 

你的個性隨和，不太有自己的想法，常常被動地配合著別人做事。有一

天，一位認識的人對你說「你可不可以再積極一點，有點自己的想法？」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師長，你要如何回應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同儕，你要如何回應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財務資產） 

上課的時候，你的手機突然頻繁地震動，持續好一段時間而不自知，而

且大家都聽得非常清楚，這時一位認識的人嚴正地對你說：「上課的時候手

機不是應該要關機嗎？」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師長，你要如何回應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同儕，你要如何回應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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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言行舉止） 

今天有一場會議，可是你不小心遲到了，等你到場的時候，會議已經差

不多要結束了，這時一位認識的人對你說：「這麼重要的場合你居然遲到？」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師長，你要如何回應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同儕，你要如何回應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分：意見回饋 

為因應問卷情境改善，將針對「第三部分：你會怎麼說？」當中的五個範例

情境進行意見的回饋調查。 

1. 針對問題 1.的情境，您有何意見或是改善的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針對問題 2.的情境，您有何意見或是改善的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針對問題 3.的情境，您有何意見或是改善的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針對問題 4.的情境，您有何意見或是改善的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針對問題 5.的情境，您有何意見或是改善的想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您協助完成此份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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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性別：□男性  □女性 

 年齢：□20 歲以下  □20 歲以上 

 学歴：□高校  □大学  □大学以上 

 外国語能力：______________ □多少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 □多少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 □多少 □普通 □精通 

第二部分：答え說明 

以下の会話の状況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もしあなたが以下つの

場面において、他人から以下のように言われたのを自身の耳で聞いた際、あ

なたはどのように失礼なく返答しますか。返答に字数の制限はありません、

思ったままに答えて下さい。できるだけ、多く書いてください。 

第三部分：何と答えますか？  

1. あなたの服のセンスは一般的です。ある日、ある人が、あなたに「ずっと

言いたっかたのですが、もう少しおしゃれにできませんか。もう少し、何

とかしたほうがいいよ。」と言いました。 

 もし話し手が年上の人、または先生の場合、あなたはどう答え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もし話し手があなたの知り合い、または同じ年の人、あなたはどう答

え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レポートのために、あなたはエクセル（Excel）を使わなければできませ

んが、エクセル（Excel）は操作が難しく、どうやっても使いこなせま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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ん。しかも普段あまり使わないので、あなたはすでにたくさんの人にエ

クセル（Excel）の操作について教わりました。ある日、他の人に助けを

求めたときに、その人が「あなたはどうして毎回他の人にエクセル（Excel）

の操作を教えてもらうのですか。」と言いました。 

 もし話し手が年上の人、または先生の場合、あなたはどう答えます

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もし話し手があなたの知り合い、または同じ年の人、あなたはどう

答え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あなたの性格は穏やかです。あまり自分の考えを持ちません。つねに他

の人にしたがって行動します。ある日ある人が、あなたに「もう少し積極

的になれませんか。もう少し自分の考えを持ってください。」と言いまし

た。 

 もし話し手が年上の人、または先生の場合、あなたはどう答えます

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もし話し手があなたの知り合い、または同じ年の人、あなたはどう

答え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授業中、あなたの携帯が突然にバイブが鳴り続けています。自分で気付

けませんでしたが、他の人にははっきり聞こえています。このとき、ある

人が怒ったようにあなたに「授業中は携帯の電源を切るべきですよね。」

と言いました。 

 もし話し手が年上の人、または先生の場合、あなたはどう答えます

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もし話し手があなたの知り合い、または同じ年の人、あなたはどう

答え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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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今日の会議で、あなたは遅刻しました。あなたが会議に着いたときには、

会議はすでに終わっていました。このとき、ある人が「こんな大事な会議

に遅刻しますか！！？？」と言いました。 

 もし話し手が年上の人、または先生の場合、あなたはどう答えます

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もし話し手があなたの知り合い、または同じ年の人、あなたはどう

答え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部分：意見のフィードバック 

アンケート内容の真実性を高めるため、「第三部分：どう答えますか？」

中の五つの場面について、意見を伺う調査を実施しました。 

1. 問題 1 の場合において、なにか意見又は改善点があり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問題 2 の場合において、なにか意見又は改善点があり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問題 3 の場合において、なにか意見又は改善点があり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問題 4 の場合において、なにか意見又は改善点があり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問題 5 の場合において、なにか意見又は改善点があり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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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您的性別：□男生  □女生 

 您的年齡：□20 歲以下  □20 歲以上 

 您的學歷：□高中  □大學  □研究所 

 您學習過哪些外語：______________ □略懂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 □略懂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 □略懂 □普通 □精通 

第二部分：填寫說明： 

1. 請就以下對話情境稍微思考一下，要是您在以下的情境中聽到別人這樣對

您說話時，您要如何回應呢？回應沒有字數限制，敬請依照自己的想法，如

實回答。 

2. 回答範例：對不起，我會改進的。 

          對不起，我會努力的。 

          真的很抱歉，以後會小心的。 

          可以請你教教我嗎？ 

第三部分：你會怎麼說？ 

一、 （外在事物為主題） 

你知道自己的穿著打扮不太出色。有一天，有一位你認識的上司提出批

評，他對你說：「你應該加強自己的服裝儀容。」 

你會如何有禮貌地回應他的批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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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技能表現為主題） 

你知道自己的寫作能力不太好，但因為工作需要，得時常寫報告。有一

天，有一位你認識的上司提出批評，他對你說：「你應該加強自己的寫作能力。」 

你會如何有禮貌地回應他的批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內在特徵為主題） 

今天有一場會議，你不小心遲到了，等你到場時，會議已經快要結束了，

這時一位認識你的上司提出批評，他對你說：「你不應該遲到的。」 

你會如何有禮貌地回應他的批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外在事物為主題） 

你知道自己的穿著打扮不太出色。有一天，有一位你認識的同事提出批

評，他對你說：「你應該加強自己的服裝儀容。」 

你會如何有禮貌地回應他的批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 （技能表現為主題） 

你知道自己的表達能力不太好，但因為工作需要，得時常上台報告。有

一天，有一位同事提出批評，他對你說：「你應該加強自己的表達能力。」 

你會如何有禮貌地回應他的批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六、 （內在特徵為主題） 

你和同組組員約好一起討論報告，你不小心遲到了。等你到場時，討論

已經快結束了。這時一位同事提出批評，他對你說：「你不應該遲到的」 

你會如何有禮貌地回應他的批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您協助完成此份問卷！！ 

 



華、日回應批評之語用研究 

135 

附錄四 

第一部分：基本資料 

 性別：□男性  □女性 

 年齢：□20 歲以下  □20 歲以上 

 学歴：□高校  □大学  □大学以上 

 外国語能力：______________□多少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多少 □普通 □精通 

            ______________□多少 □普通 □精通 

第二部分：答え說明 

以下の会話の状況について考えてみてください、もしあなたが以下つの

場面において、他人から以下のように言われたのを自身の耳で聞いた際、あ

なたはどのように失礼なく返答しますか。返答に字数の制限はありません、

思ったままに答えて下さい。できるだけ、多く書いてください。 

第三部分：何と答えますか？  

一、 （技術表現に関する主題） 

あなたは一般的な作文能力は備わっています。しかし課業のためよくレ

ポートを書か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が、ある日知り合いの上司に「あなたの

作文能力は強化したほうがいいです。」と言われました。この際あなたはど

のように返答し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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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部特徴に関する主題） 

今日は会議がありましたが、あなたはつい遅刻してしまいました、会議

の会場に着いた時には、会議はすでに終わっていました、このとき知り合

いの上司から「（こんな大事な会議に）遅刻してはいけません」と言われま

した。この際あなたはどう返答し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 （技術表現に関する主題） 

あなたは自分の表現能力があまりよくないという事実を知っています。

しかし仕事上の需要のため時々プレゼンをし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ある日、

ある知り合いの同僚から「あなたの表現能力は強化したほうがいいよ。」と

言われました。この際あなたはどう返答し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 （内部特徴に関する主題） 

あなたは同じグループの仲間と一緒にレポートについて話し合う約束を

していましたが、つい遅刻してしまいました。あなたが話し合いの場所に

着いた時には、話し合いはすでに終わりかかっていました。この時知り合

いの同僚から「遅刻しないってよ。」と言われました。この際あなたはどう

返答します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アンケート調査は以上です、ご協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