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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關鍵字：語用策略、批評言語行為、批評回應、中德對比 

 

批評屬於高度面子威脅的言語行為，當說話者實施批評行為時，容易造

成溝通雙方的面子損失，因而產生衝突，而衝突性的言語行為對於華語學習

者而言是潛藏的難點，對於文化差異較大的德國籍學習者更是。但是現今的

批評言語行為研究一方面缺乏中德語言對比，另一方面仍多著重探討批評行

為本身，缺少行為與回應之交互關係的討論，同時研究方法多以語篇補全測

試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DCT) 為主，缺少真實的語料佐證。 

因此本研究以德國與中國的網路電影討論區為語料來源，分別選取兩種

語言的批評與回應總共 600 則貼文，並以言語行為的核心與輔助功能，將批

評行為與回應行為分為主體策略與輔助策略，再由中國與德國籍母語者協助

檢定分類之正確性。研究結果顯示中德在批評主體行為的實施上具有一致性，

但兩種語言使用的次策略卻有所不同。而在回應批評方面，兩種語言皆以拒

絕批評的回應方式最為多樣，並且最常使用回以批評的方式給予回應，但是

中文多使用質問策略，德語則偏向使用嘲諷策略回以批評，而相同類型的批

評策略在中德語中也會使用不同的策略予以回應。整體而言，兩個語言的言

語策略實施差異體現出集體主義以及個體主義文化的不同面子取向。 

本文進一步根據研究結果設計辯論形式的課堂活動，教授適宜的批評與

批評回應策略，並藉由定式標記提升學生的篇章組成能力，同時亦強調輔助

策略中的緩和與加強的功能，以提升學生的語用與跨文化溝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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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riticism and response strategies 

on Chinese and German Movie 

Discussion Boards 
Abstract 

 

Keywords：pragmatics strategy, criticism speech act, criticism respons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German and Chinese 

Criticism is a highly face-threatening speech act, which means that its 

implementation will result in losing face on both sid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This easily leads to conflicts, and speech acts of this nature are 

often latent difficulties for learners of Chinese, especially for German learners of 

Chinese because of their vastly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Current studies on 

speech acts of criticisms, however, lack of Chinese-German contrastive analysis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many of the studies emphasize on the criticism 

itself, without much discussion on 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speech acts and 

their responses. Moreover, the research method employed is mostly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DCT), which is short of proof from authentic materials.  

As a result, this study uses German and Chinese online movie discussion 

boards as the source of corpus. The data collected include a total of 600 posts of 

criticisms and responses in both languages. According to the core and supportive 

functions of the speech act, the research has categorized the acts of criticism and 

response into primary move and supportive move. The categorization was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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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ined by native Chinese and German speakers to confirm its accuracy.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both languages demonstrated uniformity in terms of the 

head acts of criticism, but they differ in their employment of supportive moves. 

With regards to the responses to criticisms, both languages have the most 

variety in responding by refusing criticisms, and the most often used response is 

responding with criticism. Still, it is more common to find the use of questioning 

strategy in Chinese, whereas there is an inclination of using sarcasms in response 

to criticisms in German. The two languages also use different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the same type of criticism strategy. All in all, the selected speech 

tactics in the Chinese and German languages reflect the face tendency in different 

culture.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er designed a 

teaching plan that includes classroom activities in the form of debates. The 

teaching of appropriate criticisms and strategies on forming response were 

included. Formulaic markers were used to enhance students’ ability in forming 

discourses, and the soothing and strengthening functions in supporting move were 

also emphasized, so as to reinforce students’ competence in pragmatics and inter-

language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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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由研究動機與目的出發，概述本研究計畫緣起與發想，繼而闡釋並

界定述及之專有名詞。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生活中總有看到他人不適當的言行而希望對方改進的時候，這時人們便

會透過行使言語的批評，期使他人改變言行。然而批評可能造成溝通雙方的

衝突，說話者要用何種方式才能使聽話者接受又不失禮，是人際交往時的潛

在困難。作為聽話者，面對他人的批評可以選擇拒絕或接受，但要維持雙方

的關係，便要考慮對方的面子、說話當下的場合情境等等。欲了解這些眾多

因素對批評與回應的影響，便跳脫單純的語法、詞彙研究，進入語言使用的

語用學領域，而談話時批評的實施便是語用學所稱的言語行為之一。 

語用學已有許多針對言語行為 (speech act) 的相關研究，探討的行為涵

蓋讚美、請求、道歉、拒絕、抱怨等等 (Blum-Kulka, 1987; Blum-Kulka, House 

& Kasper, 1989; Trosborg, 1995; Fukushima, 2000; Nelson, Carson& Bakary, 

2002) 。根據面子理論 (Brown & Levinson, 1987) ，由於言語行為本質上會

與發話人或受話人的面子要求背道而馳，因此部分言語行為具備面子威脅的

性質，而批評便是典型具有面子威脅性質的言語行為。行使批評時，溝通雙

方容易因為損害到雙方的面子而產生衝突，因此為了達到順利的溝通交流，

批評言語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國外學者有 Hoang (2007) 、Leung, Su & Morris 

(2001) 、Zhang (2007) 等人探討批評言語行為，華語研究方面則有 Chen 

(2004)、李琳（2005）、辛雪艷（2008）、蘇婉蓉（2012）等人的研究，學者

們多以社會語言學視角切入，根據參與者與言談議題，從主題、性別、權力

差距等變項進行探討。然而前人的研究多專注於批評行為在單一語言中的表

現，缺少對批評回應語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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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行為不應僅探討單一語言中的言語現象，Pearce (1994) 便指出不

同文化群體的人們在言語行為實施過程中是有差異的，這些差異包含群體實

施言語行為的適當性與實施規則，以及溝通參與者的反應與敏感度，這些皆

會有所不同。從 Pearce 的言談可看出，人類在實施言語行為時有一定的規

範，同時還要關注溝通參與者也就是言語行為接受者的反應，可見在言語行

為的探討中亦應重視回應的相關研究；除此之外他亦點出，以上的現象是會

隨著不同群體而有所變異。要了解不同群體的差異便要藉由言語行為的跨語

言對比研究方能達成。反觀目前批評言語行為的跨語言研究結果，卻仍以英

文為主要對比語言（吳格奇，2002；吳淑瓊，2003；吳淑瓊、樊葳葳，2004；

程淑芳，2012；張琳、王菊娥，2004），中文與歐洲語言的對比則相當缺乏。 

在歐洲語言中，德語是世界上的主要語言之一，也是歐盟內使用最廣的

母語，其擁有 9000 萬到 9800 萬使用者 (Lewis, 2009) 。德語使用者不僅人

數眾多，隨著華語學習熱潮，德語母語者學習華語的人數，也可透過政府的

政策看出有逐年增長的趨勢。2011 年德國聯邦文化部長聯席會議 (KMK) 

調查至 2011 年，德國開放中文課程的學校增加至 237 所 (Pädagogischer 

Austauschdienst (PAD) , 2011) 。而在德語語系國家較大城市內均有成人華語

教育機構 (Volkshochschulen) ，光是在德國就約有 156 個成人教育機構（陳

欣蓉，2006）。不僅學習人口增加，學生的漢語水平亦有增長趨勢，2015 年

於海德堡舉行的 HSKK（漢語水準口語考試），中高級的報考人數便多於往

年1，可見就華語教學的角度，亦須重視中高級教學內容在華語與德語的對

比研究。 

學習華語的德語人口增加，意味著中德交流將日趨頻繁，然而當不同群

體接觸時，群體內部成員便可能因為言語行為的差異導致溝通失誤，這些差

異不僅是語言知識的不足，還跟各自文化對語言與使用語言的不同看法和態

度有關係（許力生，2006）。中德交流時便有這潛在的溝通困難，Günther (2000) 

                                              

1海德堡大學孔子學院（2015 年 03 月 29 日）。海德堡大學孔子學院成功舉辦羊年首場 HSK 考

試。2015 年 5 月 24，取自 http://www.konfuzius-institute.de/?pid=heidelberg/2015/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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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中德跨語言會話過程，並採訪中德口譯人員發現，德國式的表達方式往

往會使中文母語者感到「太過嚴厲、直接」，但對德國人而言卻是稀鬆平常。

而在面對衝突言語時，德語者常透過重複對方的話語或持不同觀點以削弱對

方的立論基礎，而中國學生則較會顧及對方的積極面子，儘管意見有所不同

仍會贊同對方的言論有其合理處，作為持反對意見時的前言手段，以帶領出

後續的反對意見，而德語者卻會將此誤解為對方放棄自己的立場，而繼續保

持發話權。中德母語者使用衝突性言語時因為選用不同的方式與策略，因而

產生交流上的困難，而這個困難還發生在對回應的理解。因此應透過中德批

評言語行為與回應的研究加以了解，但是目前此領域的研究，卻缺少德語跨

語言的對比以及批評與批評回應的討論，並且缺少真實的語料佐證，而要了

解言語行為的實施與回應便需要蒐集真實的語料。 

觀察現行批評言語行為的相關研究，語料蒐集的方法仍多以語篇補

全測試 (Discourse Completion Test, DCT) 為主（吳淑瓊，2005；蘇婉蓉，2012；

朱湘燕；2004），較少真實性的語言，探究其原因乃在於批評言語行為的特

性難以加以模擬，造成語料蒐集上的困難。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溝通方式

不再侷限於面對面形式，而可藉由科技產品，如電腦、手機等媒介，在網路

世界中進行交流，這種特定的溝通形式便是電腦中介溝通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Jannis, 2006)。單是在中國地區以電腦網路作為

資訊接收來源，截至 2013 年 12 月底，已達到 6.18 億人（中國互聯網路發

展狀況統計報告，2013)，可見網路的使用已相當普遍，而學者們也開始注

意其中的情境社交作用 (Jannis, 2006 ; Locher, 2014)。網路社交媒介眾多，

其中網路討論區 (online discussion forum) 作為意見溝通的訊息交流平台，

討論時必然有意見相左的情況，此時便容易引起網路上的言語攻擊 

(Johnson, Cooper & Chin, 2009) 。討論區內成員可以留言回覆方式批評原發

文者，以改變對方立場，而對方亦可以再針對此批評留言予以辯駁。與現實

世界不同的是，這些真實交流過程的發言與回覆都會以文字方式記錄下來，

成為了真實的語料紀錄，因此網路討論區亦提供一個真實的語料蒐集媒介，

有助於了解言語行為與言語行為的回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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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以上之論述，現今的華語批評言語行為研究主要針對行為主體，未

能了解批評與批評回應的交互關係，而前人的研究亦多以語篇補全測試作為

資料蒐集來源，缺少真實性語料的輔佐。隨著科技的進步導致溝通方式的改

變，網路不失為良好的研究平台，且有助於蒐集真實的言語。除此之外，隨

著德語母語者學習華語的人數增加，以及德語華語學習者在中高級學生人數

的成長趨勢，就華語教學與跨語言交流的觀點亦應從事德華語言對比研究，

以運用於華語教學，減少學生未來在衝突性話語中可能的溝通失誤。因此本

文嘗試藉由德語與華語網路討論區作為語料來源，透過網路討論區中的批評

性發言與回應，探討兩語言批評言語行為與回應批評的策略，並嘗試回答以

下研究問題： 

1. 於網路語境中，中文與德文母語者傾向使用何種批評策略？ 

2. 於網路語境中，中文與德文傾向使用何種回應批評策略？ 

3. 中文與徳文中批評與回應的策略選用有何關係？ 

第二節 名詞釋義 

一、 言語行為 (speech act) 

言語行為是以 Austin (1955) 提出之言語行為理論為基礎，其將言語行

為分為言內行為 (locutionary act) 、言外行為 (illocutionary act) 與言後行為 

(perlocutionary act) ，而面對言語行為與表現出的言語形式差異，Searle  

(1969) 提出間接言語行為 (indirect speech act) 理論，將言語行為分為首要

言外行為 (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 ，即體現說話者的真正意圖，以及次要

言外行為 (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 為字面的行為。本文所欲探究之批評

言語行為便是通過「說話」此動作發話者所欲實行的言外行為 (illocutionary 

act) 並且觀察批評涉及之首要與次要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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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批評言語行為與回應批評  (The speech acts of 

criticizing and responding to criticism)  

中外批評言語行為的研究中，都曾藉由辭典釋義的方式定義批評言語行

為（辛雪燕，2008；朱湘燕，2004；施雪芹，2009；孫媛、徐科，2010 等；

Tracy, Van Dusen & Robinson, 1987; Hoang, 2007），參看眾家說法，其定義的

共通點皆包含「找出或表達某人的錯誤、過失或缺點」，可見就大眾的普遍

認知中批評的基礎皆為發話者對於錯誤、缺失的負面感知。而考量到辭典釋

義缺少的語用特性，本研究綜合 Wierzbicka (1987) 與 Nguyen (2005) 的條

件預設定義，將批評言語行為定義為說話者以自身或社會價值觀為標準不認

同聽話者，因而給予對方否定的評價，目的則在於影響聽話者未來行為。本

文亦參考 Nguyen (2005) 的批評回應定義，將批評回應視為說話人就受到的

批評行為給予的語言與非語言反應。 

 

三、 言語行為策略與回應策略  (speech act strategy and 

response strategy) 

語用策略是達到言語溝通目的的方式和途徑。可分為社會語用策略及語

用語言策略，社會語用策略是指基於對社會文化語境因素和禮貌風格的認識，

以實施和理解言語行為。語用語言策略則是指傳遞某種言外行為的具體語言

結構及各種言語行為的語言實現形式，朱德光（2013）參考 Takahashi  (1996, 

p. 193) 與Cenoz  (2003, p. 66) 對語用策略的定義，將言語行為策略定義為，

「由社會文化決定的能夠實現某一言語行為的語用語言手段。」（朱德光，

2013） 而由於社會文化不同，在不同語言裡實施同一種言語行為策略可能

會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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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互動時發話者實行言語行為會有不同的語用策略，面對言語行為，

接收者可以選擇不回應，但是一旦回應便會有不同的回應方式。就批評言語

行為而言，批評的接受方可能因為批評的直接性或指出缺失的論證而有接受、

拒絕等不同的主體回應行為，在溝通過程中採取不同的語用語言手段意即所

謂的「策略」，而策略又可依照訊息結構分為回應的本體行為的主體策略，

以及協助此行為進行輔助策略，輔助策略是用以緩和或加強行為的附帶支援

行為。本研究便探討語言使用者在批評與面對批評的回應所使用的語用語言

策略，並將其分為主體與輔助策略。 

四、 網 路 語 言 與 網路 討論 區  (Internet Language & 

discussion broad) 

網路語言是透過網路作為溝通媒介產生的特殊語言，網路語言根源於特

定族群使用者的篇章語體結構，並藉由網路達到在特定情境下的多元社交目

的 (Herring, 2004) 。於網路溝通時，使用者可能會透過創造新詞、適用現有

詞語之語義於表達新意及相互溝通 (Yuan, 2011) ，因此發展出特定的語言

模式，Crystal (2001) 表示線上溝通混合口語及書面語，且不同的媒介如電

子郵件或聊天室具有不同的語言特徵。現有媒介中具有社群互動特性的是討

論群組 (discussion group) 或稱為網路討論區 (Internet forum) ，網路討論區

是透過網際網路提供人們對特定主題進行資訊交換，同時亦可提問、回答的

線上空間。此線上空間中討論主題可能專注討論某題材，或針對不同題材之

討論版塊。論壇中使用者可跟他人分享資源，會員可能是現實生活中彼此認

識或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本文述及之電影討論區，乃是以電影為討論主題，

讓各方網友交換電影相關資訊的網路場所，在此交流過程中發展出的語言便

是網路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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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跨文化對比與跨文化溝通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本研究尚欲探討中德的文化特性，並做兩文化差異之跨文化對比，基於

「跨文化」一詞可被翻譯為「Cross-cultural」或「Intercultural」，而二者所指

不同因此再行界定。根據 Lusting & Koester (1993)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是指將兩族群的文化進行對比，而「Intercultural comparison」則是指兩文化

接觸相處時的比較研究。華語與德語屬於不同的文化，因此與「Cross-cultural 

comparison」意涵較符合。然而本文論及之跨文化溝通，則是指德語母語者

與華語母語者接觸溝通的過程，兩文化基於不同傾向可能會產生文化的差異

與衝突，因此本文所指之跨文化溝通是「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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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內容架構 

本研究由第一章緒論闡述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並揭示研究問題。根據

研究問題涉及之相關領域，在第二章之文獻探討，將由言語行為之語用研究，

爬梳至現行批評語相關研究結果與分類，繼而根據言語的衝突性探討面子威

脅理論與面子協商理論，以作為本文之分析架構與理論依據。而後由面子威

脅理論表現出的文化差異，延伸探討德語作為對比語言在言語及文化的特性。

於此同時，除了關注跨語言對比，本研究再輔以電腦中介溝通的相關論述，

了解溝通參與者以科技產品為媒介時的語言表現，作為本研究之理論基礎。 

以第二章之理論背景為根基，本文將在第三章闡述研究方法，內容包含

語料來源介紹與語料截選說明，並論述後續的檢核方式、劃分標準和統計方

式。至於語料的蒐集結果與分析，則將在第四章詳細探討。第四章將說明批

評語與批評回應語的策略和語言形式，並對比中德語言的策略使用傾向以及

批評策略與回應之間的關係。而研究結果將在第五章詳細討論，以回答前述

之研究問題。最後本文在第六章將以先前之研究結果為根基，針對德語母語

之華語學習者設計適宜的華語教學規劃，以豐富華語批評語與回應語之教學

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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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先討論言語行為相關研究結果，再針對互動過程中言語行為的實施

衍生的禮貌問題，接續爬梳「禮」和「面子」之研究。繼而探討衝突性的批

評言語行為和德語對比研究，第四節則將論述本研究涉及之網路語境與網路

社群特性等相關文獻。 

第一節 理論基礎 

一、 言語行為 

行為往往被視為人類對外在事物做出的物理性肢體動作，但是語言學家

注意到，人類亦可透過話語對他人造成影響，例如威脅、警告、安慰等，而

這種透過言語所行使的行為便是言語行為 (speech act)。言語行為使語言學

家不再侷限探討人類對於語法、詞彙層面的理解，亦開始重視行為實施的目

的與對他人造成的影響，而言語行為的研究便從一九五零年代影響至今。 

言語行為理論 (speech act theory) 最早由 Austin (1955) 提出，他首先區

分兩類話語，即言有所述 (constative) 和言有所為 (performative) 。前者是

表述，是描述某一事件、過程或狀態，並可驗證其真假；而後者無所謂真實

或虛假，使用這些話語本身即為做完某事，僅可判斷實施行為適當與否。在

特定情況下，說話者只要說出富含行為的話語便已實施某項行為。如：「我

保證我會改進。」，說話者藉由說出這個句子實施「承諾」的言語行為，然

而學者又發現，言有所述的「描述」其實也可說是一種行為。因此 Austin 

(1962) 又針對他的理論進行修正，修正的結果即為言語行為三分說。 

言語行為三分說認為說話動作本身的實施便是行為實施的言內行為

(locutionary act) ；而藉由實施說話此一動作達成的行為便是言外行為 

(illocutionary act) ，其是寄寓於言內行為的動作；最後說話帶來的後果即

是言後行為 (perlocutionary act) 。這種情況如 S（說話者）口渴希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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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杯水。S 便對 L（聽話者）發出聲音說「請你給我一杯水」，此即言內行

為，同時 S 透過發出言語對 L 發出請求的言外行為，而 L 接收到 S 的話

語給他一杯水，便是受到其言語影響的言後行為（A）。透過發言的一系列

過程可知，雖然言語行為分為三部分，實際上卻應視為一個整體。 

Austin 建構言語行為的基礎概念，Searle (1969) 則再將言語行為的構成

條件分成四部分，包含命題內容條件 (propositional content condition) 、預備

條件 (preparatory condition) 、誠意條件 (sincerity condition) 與基本條件 

(essential condition) 。表二-1 以請求言語行為為例，藉由分析四個組成部件

得以更瞭解請求言語行為的性質，並與其他言語行為作出區別。 

表二-1：Searle (1969) 請求言語行為構成條件 

 請求 

命題內容條件 A 是 L 未來的行動 

預備條件 L 能做 A 

誠意條件 S 希望 L 做 A 

基本條件 S 試圖讓 H 做 A 

 

以先前的請求言語行為為例，透過這個框架可以更清楚請求言語行為的

內涵，也可了解言語行為的特性，並得以與其他的言語行為相互區別。Searle  

(1975) 不僅以此確立言語行為的基礎，他還將眾多言外行為予以分類，這些

言語行為類型根據其展現出的特性可分成，斷言  (assertive) 、指令 

(directive) 、承諾 (commissive) 、表達 (expressive) 和宣告 (declaration) ，

這些不同種類的言語行為性質與範例如下表（表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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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Searle & Vanderveken (1985) 言語行為分類 

言外行為 說明 例子 

斷言 (assertive) 說話人描述自己相信的命題。 斷定、批評 

指令 (directive) 說話人試圖讓聽話人去做某一件事。 要求、建議 

承諾 (commissive) 說話者承諾實施某種行為或義務。 保證、發誓 

表達 (expressive) 說話者表達自己的心理狀態。 道歉、後悔 

宣告 (declaration) 說話者宣告某種命題為事實。 命名、宣布 

 

以斷言類言語行為為例，其基本特性在於描述這世界中的事件與狀況

(Searle & Vanderveken, 1985) ，並是基於說話者的個人價值觀行使的言語

行為，而實施斷言類言語行為的過程，涵蓋說話者的是非論斷，此代表性

言語行為便包含斷定與批評。然而在評斷事件時，不免會與他人的價值觀

點相衝突，說話者常會為了要減緩行為的衝突，而透過使用其他的言語行

為表達言語目的，此現象學者便稱之為間接言語行為 (indirect speech act) 。 

Searle (1969) 指出間接言語行為是說話者欲實施一特定的言語行為，卻

透過使用其他種言語行為來達成。話語所間接實施的言語行為又可分為首要

言外行為 (primary illocutionary act) ，其體現說話者的真正意圖，以及次要

言外行為 (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 乃說話者為了實施首要言外行為另外

實施的一種言外行為。次要言語行為是話語的字面意義，與表面文字相符，

但首要言語行為卻與字面意義不符，是說話者真正的意圖。以斷言類中的批

評言語行為為例，當說話者說出「你知道這麼做不好嗎？」，首要言外行為

是批評，但卻透過詢問表現，是以詢問之次要行為達到間接言語行為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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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言語行為研究便以上述所提的理論為基礎，而就上述的例子可以

觀察到，斷言類的言語行為具有一定的衝突性，因此說話者會藉由其他的間

接言語行為實施批評，而批評言語行為又具有何種特質，說話者又為什麼會

採用間接方式，此便涉及溝通過程中的禮貌關係。因此本文將接續介紹

Leech (1983) 的禮貌原則，並在本章第二節借助 Searle (1969) 的言語行為框

架定義批評言語行為。 

二、 西方禮貌原則 

語言的形式與意義間的不一致發展出多元的表達形式，現實生活中人們

也不全然使用最直接簡潔的方式進行溝通，英國語言學家 Leech (1983) 認

為這種語言使用的變化是禮貌的作用，他根據 Grice (1975) 的合作原則 

(Cooperative Principle) 提出「禮貌原則」 (polite principle) 。禮貌原則可分

成六大準則，原則內的細項是相互依傍的，其準則如下： 

1. 得體準則 (Tact Maxim)：儘量少讓別人吃虧，多讓別人得益。 

2. 慷慨準則 (Generosity Maxim)：儘量少使自己得益，多讓自己受損。 

3. 讚譽準則 (Approbation Maxim)：儘量少貶低別人，多讚譽別人。 

4. 謙遜準則 (Modest Maxim)：儘量少讚譽自己，多貶損自己。 

5. 一致準則 (Agreement Maxim)：儘量減少雙方的分歧，增進雙方一致。 

6. 同情準則 (Sympathy Maxim)：儘量減少他人反感，增加對他人同情。 

說話者便是透過遵循不同的準則，使用不同的表達策略。Leech (1983) 

也認為言語行為的禮貌涉及言語行為的間接性，並有使用言語越間接越有禮

貌的傾向。說話者透過間接的表達方式給予對方一定的選擇性，同時得以減

緩言語的尖銳性達到禮貌的效果。例句（1），A 說這本書寫的非常好，B 雖

然不同意，但是也未直接說出完整的個人意見，而採取部分同意的方式，此

便是在遵守禮貌原則的一致準則並同時遵守同情準則，以減少 A 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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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 The book is tremendously well written. 

B: Yes, well written as a whole, but there are some rather boring patches, 

don’t you think? (Leech, 1983) 

禮貌原則可以解釋 B 雖然想批評這本書仍有不太好的地方，但是基於

禮貌的考量而改變自己最直接的表現方式。然而究竟什麼時候遵守這些原則

才是禮貌，每個人對於禮貌感受的差異也未能透過禮貌原則得到完整的解釋，

因此後續有 Brown & Levinson (1987) 提出面子威脅理論。 

三、 面子威脅理論 

面子威脅理論是 Brown & Levinson (1987) 由 Goffman (1982) 的面子概

念提出，其用以詮釋人際溝通的普遍性問題，學者將「面子」定義為「每一

個成員意欲為自己爭得的一種公眾中的個人形象」 (Brown & Levinson, 1987, 

p. 61) ，並透過面子的作用詮釋溝通者間的人際互動關係與禮貌現象，他們

將面子分為希望被肯定、讚美的積極面子 (positive face) 和期望免於被施予

某種行為的消極面子 (negative face) ，在溝通過程中發話者或受話人的積極

或消極面子都可能受特定的言語行為威脅，這些言語行為就叫面子威脅行為 

(face-threatening acts) ，就交流過程中可能出現的情形分為： 

1. 威脅聽話人消極面子的言語行為：如說話人向聽話人命令、請求、勸告、

威脅、警告。 

2. 威脅聽話人積極面子的言語行為：如說話人不同意聽話人的見解，向聽

話人給予批評、抱怨、譴責、指控、侮辱，對聽話人的積極面子持否定

態度。 

3. 威脅說話人消極面子的言語行為：如說話人向聽話人表達謝意、接受批

評，對聽話人做出違心的承諾或提供非意願的幫助。 

4. 威脅說話人積極面子的言語行為：如說話人的道歉、接受恭維、懺悔、

承認有罪或有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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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說話者必須一方面要關注對方，尊重對方的面子，同時也要維護自

我一定的獨立性。而為了要減緩威脅性言語行為的力道強度，互動參與者必

須使用一系列的語言策略以達到禮貌性的言談，具體而言便是要察覺對方的

面子並嘗試實施補救損失的面子行為，根據 Brown & Levinson (1987, p. 61) 

參與者可能實行的禮貌策略，如圖二-1 所示： 

 

圖二-1：面子威脅言語行為分類 

發話者首先決定是否要實施面子威脅言語行為，而當他決定要採取威脅

面子的行動時，可能會以公開或非公開的方式實行，非公開策略是說話者掩

飾自己的意圖，雖然會造成雙方的面子威脅但是不讓聽話者理解其確切的目

的；公開的策略則是聽話者明確知道說話者的意圖，如「你的話沒有邏輯。」

這句話沒有任何的修飾，聽話者明確知道說話者對其話語的負面評價，是公

開且直接的言語策略。然而說話者可能為了維持雙方的關係，而採取其他的

補償策略，補償策略又可依據說話者的意圖，分為拉近雙方關係的積極禮貌

與僅為不損及對方面子的消極禮貌，其後者在語氣上可能較為委婉或語義上

較為模糊。 

面子威脅理論讓我們理解到溝通過程中，雙方的面子問題也是人們使用

言語時的重要考量，同時也可以知道言語行為本身具有面子威脅的可能。在

眾言語行為中，類屬斷言類的批評言語行為，本質上屬於高面子威脅性的言

語行為。行使批評時會威脅到聽話人的積極面子，說話者若要顧及雙方情分，

就應該採取非公開策略或施予補償策略。 

實行面子威
脅行為

公開策略

無補償之
直接策略

補償策略

積極禮貌

消極禮貌非公開策略
不實施面子
威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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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威脅給予語用溝通合理的解釋，亦有許多學者嘗試應用面子威脅理

論於語用研究中，但是 Brown & Levinson (1987) 在一開始提出此理論時，

卻認為在各個文化中積極與消極面子的作用是一致的，忽略文化差異造成的

差異性互動規約，據此 Gu (1990) 對比 Leech 的禮貌原則與 Brown & 

Levinson 的面子威脅理論，從文化與歷史的視角，定義中國人的面子並提出

中華文化的禮貌相關原則。 

 

四、 中華文化的禮貌觀 

Gu (1990) 以中國古代法度化的「禮」為開端，「禮」透過各式的儀式規

範，造就社會階層的差異，同時亦影響到現今中華文化中重視社會階層的觀

點，因此人們的言論須符合他在社會階層中的地位，溝通交流時也要留意彼

此的身分。這可體現在中華文化中的稱呼上，例如中國人根據長幼尊卑關係，

對家庭親族成員都有明確的稱謂，而鮮少以名字直呼。然而過去的「禮」與

現今的「禮貌」有所差異，「禮」是制度化的規範，而「禮貌」則是社群中

人際互動時的特定交流模式。 

而後 Gu (1990) 亦討論到面子威脅理論在中華文化中的不適處，他指出

Brown & Levinson (1987) 基於西方文化觀點下的「Face」與中國人的面子不

太一樣，中國人說的面子往往不具有消極面子的作用。因此當他人說「對不

起」時，就中華文化成員而言並不會損及對方的臉面。同時東西方在尋求面

子的根本欲望，即面子動機上亦有所差異。 

Yu (2003) 亦主張西方的「Face」是就個體為中心，個人期望取得的公

開形象，這和中華文化中的面子相似，同樣是個人在社會中心內期望追求的

尊嚴，然而「臉」則是中華文化中的個體希望在團體中得到認同的需求，而

「沒有臉」便是受到社會不認同的批判，是中華文化重視集體主義大過於個

人主義的體現，可見不同文化對於面子有不同的定義與功能。 

 



中德批評與回應策略：以電影討論區為例 

16 

 

五、 面子協商理論 

面子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定義，在交際溝通時亦有不同的作用，Ting- 

Toomey (1988) 提出面子協商理論，探討不同文化族群溝通時的面子作用。

學者認為面子是個人自我在某種情境下呈現的形象，而個人處於社交活動衝

突時便會產生面子的協商，在此協商過程中，個體會使用不同的面子策略。 

面子策略的選用與自我相關，學者將面子區分為「自我面子  (self-

face) 」、「他者面子 (other-face) 」和「彼此面子 (mutual face) 」 (Ting-

Toomey & Kurogi, 1998) ，「自我面子 (self-face) 」是個人關注於自己的自

尊或形象；「他者面子 (other-face)  」則是注重對方的自尊或形象；而「彼

此面子  (mutual face) 」則是在乎雙方的面子或關係。而「面子策略 

(facework) 」是指一連串的社交行為，其用以調解個人的社會形象，也可用

以支持或挑戰他人的社會形象。不同文化成員處理人際衝突的方式有所不同，

因為各文化成員對面子有不同的需要 (Ting-Toomey & Kurogi, 1998) 。集體

主義文化，例如中國傾向注重他者面子與彼此面子，而個體主義文化，例如

德國則相對重視自我面子 (Oetzel, J., Ting-Toomey, S., Masumoto, T., Yokochi, 

Y., Pan X., Takai J., & Wilcox R., 2001) 。 

面子著重點的不同會影響面子策略的使用，根據積極與消極面子以及他

者與自我的取向可將面子協商策略分成四類（圖 二-2），分別是面子挽回 

(face-restoration) ，給予他人自由、空間和獨立性；面子保留 (face-saving) 代

表尊重他人的自主獨立需求；面子主張 (face-assertion) 用以捍衛、保護個人

在團體中受接納的需求；面子施予 (face-giving) 則是維護或支持他人受到

接納的需求，溝通參與者根據所屬文化差異便可能採取不同的策略。集體主

義文化傾向使用「面子主張」和「面子施予」的協商方式，而個體主義文化

則會使用「面子挽回」和「面子保留」的策略。除此之外，兩類型文化在人

際衝突的處理方式亦不相同，Ting-Toomey & Kurogi (1998) 認為集體主義文

化偏好使用注重關係與解決衝突過程的策略，個體主義文化則會重視個體獨

立性與衝突結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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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言語屬於衝突性的言語行為類型，本文便以面子威脅理論為基本框

架探討中德面子協商的異同。 

 

圖 二-2：面子協商策略象限圖 

（整理自 Ting-Toomey, 1998） 

  

積極面子 

消極面子 

他者面子 自我面子 

Face-Giving 

面子施予 

Face-Saving 

面子保留 

Face Restoration 

面子挽回 

Face-Assertion 

面子主張 

 



中德批評與回應策略：以電影討論區為例 

18 

 

第二節 批評言語行為 

一、 批評言語行為研究 

(一). 批評行為與回應批評定義 

條件預設可用以分析、定義言語行為，Nguyen (2005) 參考 Wierzbicka 

(1987) 的批評定義，歸納出以下批評言語行為的構成四要件，從中可見批評

作為斷言性言語行為，是基於說話者個人價值觀點，判定聽話人危害公眾利

益，而引發說話人的負面情感，因此決定以言語表達。 

 按照說話人的評估標準或說話人認為與聽話人共享的價值觀和標準，

聽話人的言行或選擇是不當的。 

 在說話人看來，聽話人不當的行為或選擇給說話人、聽話人自己，甚

至公眾帶來負面的影響。 

 說話人對聽話人的不當行為或選擇表示不滿，並想以言語表達。 

 說話人認為自己的行為會改變聽話人未來行為和行動，而且認為不提

出批評，聽話人會依然故我，不能採取補救措施。 

蘇婉蓉（2012）以此為基礎，使用 Searle & Vanderveken (1985) 的言語

行為框架解析批評言語行為（表二-3）。從下表可知當說話者說出「你穿這

麼花俏的衣服不好看。」時，其言語上的命題是 S 談及 H 的衣著問題，預

備條件則是 S 認為穿著的問題會損及 H 的大眾觀感，而誠意上 S 是以自己

的審美標準不認同 S 的穿著，藉此 S 基本上希望藉由說出這句話得以跟 H

表達他的不認同，並期望影響 H 改變服飾。從這四個構建可以看出說話人

發話的先備條件、心理目的以及批評作為斷言類言語行為具有負面描述的特

性。本文便參考前人論述，將批評定義為，「說話者以自身或社會價值觀為

標準不認同聽話者，因而給予對方否定的評價，以影響聽話者未來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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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相較於具有核心功能的言語行為，對於言語行為的回應言語因為行

為策略引發的誠意與基本條件較為複雜，因此雖不適用言語行為構成分析，

但仍有幾項核心要素。 

表二-3：批評言語行為構成條件 

條件名稱 批評 

命題內容條件 S 言及 H 過去所作且有問題的 A。 

預備條件 S 認為 H 的 A 不符合 H 或一般大眾的利益。 

誠意條件 S 以自身價值或社會規範為標準，不認同 H 所做的 A。 

基本條件 

（i）S 要告知 H 他不認同 H 所做的 A。 

（ii）S 希望自己的話語會影響 H 未來的 A。 

例句 你穿這麼花俏的衣服不好看。 

注：S＝說話者，H＝聽話者，A＝行為表現 

資料來源：整理自蘇婉蓉（2012，p. 20） 

Nguyen (2005) 視批評回應為聽話者就批評行為給予的言語反應，然而

就實際的互動過程中，回應可以是語言與非語言，因此本文批評回應的範圍

擴大，視批評回應為「給予前述定義之批評言語行為的語言與非語言反應」。

批評言語行為的核心命題是由發話者自身價值觀為出發，認定他人言行的好

壞，最後決定透過言語描述自我對他人言行的觀感，可見批評涉及對於他人

的評斷，行為特質上具有一定的衝突性，言語交流時需更加留意，本文由語

用視角出發，主要回顧語用與跨語言文化層面的相關研究，其大致可分為單

語言之社會變項研究與跨語言對比兩面向。漢語的批評語研究則從語用學、

話語分析、跨文化對比以及社會語言學與語用學相結合的角度進行分析（侯

風英，2011）。整體觀之，中外的批評研究方法、語料來源不一，但是仍有

部分一致性的研究結果。以下分別爬梳兩面向之批評語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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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語言語用研究 

單語言之語用研究，以單一語言使用者為目標從性別、情境、社會距離

等為主要探討變項（Chen，2004；李琳，2005；付春媛，2006；蘇婉蓉 2012），

以下概述相關之研究成果。 

朱湘燕（2004、2007）以問卷調查漢語母語者在不同語境與面對不同溝

通對象時的策略使用趨勢。她認為在影響漢語母語者的策略使用因素中，社

會權力是首要考量，即當說話者遇到地位越高的對象時，批評就越不直接，

甚至不行使批評行為。而在社會權力和社會距離同時起作用時，批評的場合

便是會決定何種條件勝出，公開場合時社會權力作用較大，而私下場合時社

會距離的作用則較具優勢，可見除了社會距離與社會權力以外，言語行為的

實施亦與情境有密切關聯。情境會使說話者顧慮與對方的社會距離或彼此的

社會權力高低，其次則是批評的主題嚴重程度。也就是在不涉及社會距離和

權力時，華語母語者是否施行批評則要看事情的嚴重程度。 

面對各種影響批評的因素，蘇婉蓉（2012）探討台灣地區漢語母語者，

在社會地位與距離相同時，男女性別與批評主題類型差異之策略使用，並以

語篇補全測試為研究工具。其探討主題根據嚴重性低至高分別是，財務資產、

技能表現、性格特質、服飾打扮、言行舉止等五項。她發現說話者的批評策

略使用受到「嚴重性」、「修正性」的影響，即當批評的主題越嚴重，批評就

越嚴厲、越不加以掩飾。而聽話者是否可以因為批評修正自身行為亦會影響

策略的實施，例如當嚴重性相當時，對於可以修正的主題多會使用建議、勸

說或要求策略。她也發現女性與男性雖然都傾向使用同一類型的批評行為，

但是就使用率與策略的直接性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加間接、委婉。 

由以上研究結果可知，漢語的批評言語行為表現會受到主題、性別、情

境、社會距離與社會權力等因素的影響，而漢語的批評語與其他語言相比有

何異同亦引起學者的注意，因此以下概述跨語言對比之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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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跨語言對比研究 

目前與漢語對比的語言仍以英文為主，學者多對比兩語言使用策略、形

式、結構等差異，延伸探討至兩語言文化。跨語言對比的學者中孫媛與徐科

（2010）、陳培（2013）與吳格奇（2002）以靜態的策略描述與反思為主，

而朱湘燕、周健（2004）、吳淑瓊（2005）以及朱德光（2013）等人，透過

問卷、訪談進行討論，語料豐富度上較接近真實語言，以下分述之。 

朱湘燕、周健（2004）從二語學習者視角出發，對比之語料來源同時包

含澳、法、美、日等國家。變項較大且人數不一，但透過訪談可知隸屬不同

文化圈之華語二語學習者於批評行為的使用上有所差異。朱湘燕（2005）後

續再對英法外國留學生進行問卷調查，相較於中國人，外籍學生上級對下級

與下級對上級所採取的批評策略幾乎相同，而對朋友仍會採取較直接、嚴厲

的批評策略。此現象可歸因於中國人對於禮的差異性，並符合曲衛國、陳流

芳（1999）所提之親近準則和社會關係準則，是中國人重視維繫互動雙方的

關係，而造成中文與其他語言者批評策略使用差異的原因。 

而就英漢語言對比而言，吳淑瓊（2005）以語篇補全測試，探討英漢批

評修飾語於社會距離差異時的使用情況。研究結果顯示社會權勢對漢語批評

語中的修飾語影響較大。當說話人地位高於聽話人時，加強性修飾語使用頻

率相對較高；當說話人地位低於聽話人時，緩和性修飾語則用的較多。而社

會權勢對英語批評語中緩和性修飾語和加強性修飾語的使用影響相對較小。 

朱德光（2013）亦以語篇補全測試作為研究方法，更全面的分析英漢母

語者、英語母語者與不同程度之華語英語二語學習者的語用遷移，他的探討

範圍涵蓋批評語之語義程式、內部與外部修飾語。就使用的傾向看來，英漢

語母語者皆傾向使用間接批評，與在批評行為中的內部修飾語，然而漢語母

語者較突出的在於外部修飾語－稱呼之使用，其呼應顧曰國所提之稱呼原則，

可見文化對語言使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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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批評與回應批評研究 

以上之研究討論都侷限在批評言語行為的研究，然而誠如 Zuraidah & 

Ahmad (2013) 所言，從面子互動的觀點，批評在溝通上具有「危害雙方參

與者的人際關係共識 (Robles, 2011) 」的特質，因此除了知道如何給予批

評外，還要留意如何回應才可降低參與者間的人際關係損害，而目前的漢

語批評與批評回應研究仍相當缺乏。孫媛與徐科（2010）描述批評與批評

回應的策略類別，並表示批評回應語包括道歉、許諾、否認等等，而策略的

使用與社會結構和文化差異有關。朱湘燕（2008）則就先前的批評語研究

成果輔以視頻、話劇等口語類語料，探討漢語批評與回應之特色。從分析

角度而言，在溝通中批評與回應沒有明顯切割，因批評應答語中可能涵蓋

新的批評議題。批評回應亦直接影響次輪的批評策略的選用，這過程中是

充滿動態性的。策略的動態性進而造成參與者在互動關係中的角色轉換，

因此發起批評者可能反而變成受批評的目標。 

以上之漢語批評語與回應語研究發現，批評回應受到文化與社會變因

的影響，同時在真實溝通過程中，批評者與批評回應者的角色是變動的，

被批評方在回應的同時也會使用批評與以回覆，因此原先的批評者在下個

話輪開始時則可能轉變為被批評者，可見批評與回應具有一定的互動性，

若欲了解其中關係便需要研究方法上的變革。上述的研究多以語篇補全測

試做為資料蒐集方法，然而此方法的缺陷在於無法提供即時交流的完整資

訊 (Wolfson, 1989) ，同時人們也是處於假設的情境，不一定是真實情境中

的話語 (Nelson et al., 2002：168) 。因此本研究將透過蒐集真實語料、建置

語料庫的方式，了解批評與回應策略的實施，再藉由語言對比了解回應語

的使用特徵。而在語言策略的使用上涉及策略的分類問題，因此以下將簡

介中外學者的批評語與回應語策略分類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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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批評策略與回應策略分類 

根據不同的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學者將批評言語行為歸納出不同的策

略與類型，大致的分類架構分別參照禮貌原則、語義程式以及跨文化言語行

為研究編碼手冊 (Blum-Kulka et al., 1989) 的言語序列結構，以下分別回顧

之。 

(一). 禮貌補救策略 

批評做為高面子威脅的言語行為，在行使行為時牽涉到的禮貌規範受

到學者的關注，因此嘗試使用禮貌原則作為分類，研究者多就言語行為意圖

的公開與否分為公開策略與非公開策略。考量批評行為的衝突性，學者認為

說話者往往會採取較為含蓄、模糊的方式行使非公開批評策略，以不明確提

及對方的錯誤行為來達到溝通目的，藉以避免對方的面子損失。使用此架構

的包含吳淑瓊與樊葳葳（2004）、辛雪艷（2008）、孫媛與徐科（2010）、趙

英玲（2004）等人，是現行主要的分類參考框架。 

朱湘燕（2004）、（2008）以問卷形式調查漢語批評語的 16 種語用類型

分為，直接命令禁止式、直接警告威脅式、評價式、直接責備式、間接命令

禁止式、間接警告威脅式、間接責備式、點撥式、反對式、磋商式、願望式、

指桑罵槐式、比較式、責備式、權威式、比喻式等策略，學者界定批評策略

方式同時考量言語的修辭、內容與功能。就批評應答語的類別，以對批評的

接受與否分為接受回應策略，其中有息事寧人、道歉、解釋三小類；不接受

回應策略則有反批評、反駁式、譏諷式、否認，然而此分類在內容形式與功

能上的分界不明，直接與間接的標準亦不清晰，同時尚有類別過多等缺點。 

孫媛、徐科（2010）比較中英批評類型，探討批評的次要言語行為表現

(secondary illocutionary act) ，將非公開策略中分為暗示、表揚式批評、反語、

開玩笑、借用規章、道德規範、要求、勸告、非人稱指向、引用語等，而在

公開策略上則可能使用具緩和批評語勢的緩和策略，如前語 (preface) 替批

評語鋪墊，讓聽話人有心理預期用以降低批評的唐突性，或使用「perh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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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等模糊限定詞 (hedges) ，減緩批評造成的衝擊。而批評者也可能

使用無緩和的策略施與直接強烈的批評。然而在此分類中卻將批評行為中的

非主要行為如模糊限定詞和前語等列入，此兩種方式雖然具有緩和效果，但

是不等同於批評的策略，因此分類方式有待考量。 

禮貌原則是就雙方的互動關係為基礎，藉由公開、非公開策略以及緩和、

非緩和的使用瞭解溝通雙方的社交語用目的，然而此分類方法卻未能凸顯行

為的核心，混雜主要與輔助言語單位的情形，同時也容易造成修辭、形式、

功能分類不一的現象。為彌補此種分類缺陷，便可參考言語序列結構的劃分

方法。 

(二). CCSARP 編碼手冊 

為了探討不同語言文化之言語行為表現異同，Blum-Kulka et al. (1989)進

行一項跨國際的合作計畫－「跨文化言語行為研究專案」 (Cross-Culture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CCSARP) ，他們利用語篇補全測試調查請

求、道歉等言語行為並將研究成果編排出行為的結構（圖二-3）。言語行

為可分成實現一個特定言語行為的最小單位－核心行為 (head act) ，與獨

立於言語行為之外，但可以加重或減輕言語行為的影響力的輔助行為 

(supportive move) 。核心行為作為話語中心可以單獨出現，輔助行為則可

能出現在行為前或後，並給予核心行為支持、減緩、預備等功能。 

 

圖二-3：言語行為結構 

 

 

輔助行為 輔助行為 核心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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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與輔助行為的分類，有助於在言談中關注目標之言語行為，同時也

可觀察除了核心行為以外，說話者為了達到社交目的所使用的其他相關策

略。徐志敏（2005）以此架構分析英文的批評與回應策略（如表二-4），他

歸納出批評言語與回應的功能，並劃分緩衝與加重的輔助策略，同時也論

述部分策略的使用排序。然而學者的語料來源屬於靜態描述性語料，同時

批評回應的行為與輔助策略區分不明，如「控訴」、「解釋」和「答應改正」

既為核心行為又是具有輔助策略，未能明確區辨兩類行為於回應的效果。

因此使用言語序列結構雖然有助於劃分言語行為的核心與輔助單位，但仍

要詳細考察語言的功能、形式才得以劃分清晰。 

表二-4：批評言語行為策略2（整理自徐志敏（2005）） 

批評言語行為 

核心行為 陳述事實／責任陳述／說教／勸告、建議對方改變行為 

輔助策略 

緩衝批評語 準備批評／解釋說明／表揚／親近化 

加重批評語 詞彙策略／要求說明／行事權力／陳述證據 

批評回應策略 

核心行為 道歉／解釋／答應改正／否認／控訴 

輔助策略 

加重否認話部 控訴／反駁 

緩衝批評語 解釋／自我防範／答應改正 

                                              

2原文為將核心行為譯為「話頭」，輔助行為譯為「支持話步」。為求統一，筆者一致稱為核心行

為與輔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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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語義程式 

言語序列結構得以凸顯行為的核心，然而亦有學者嘗試藉由語義為批評

與回應語的分類標準。Clark (1979) 提出語用語言學規約，其分別是意義常

規與形式常規。前者為語義程式 (Semantic formulas) 即實行之言語行為，後

者則是實際使用的語言。Clark 並定義批評與回應批評的語義程式就是具有

言外之力足以表現批評與回應批評的語義結構。 

使用此分類方式的有 Nguyen (2005) ，他結合實證的口語實驗與問卷調

查探討批評語的使用策略以及二語學習者的語用遷移現象。實證研究方面，

他請英語母語者以及越語母語之英語二語學習者書寫英語作文，再請兩組受

試者相互批改彼此的文章，透過受試者的口語批評與回應蒐集語料，最後再

輔以問卷訪談作為補充。此學者認為，批評語與批評回應語是透過各種言語

行為組成，因此他將蒐集到的語料分為可實行言語行為的主要成分，即批評

語的語用策略，與用來加強或緩和批評策略的修飾語 (modifier) 成分。而分

類依據便是由語義為判斷基礎，並蒐集各類型語意程式的語言形式常規。 

在 Nguyen 的分類中，他結合語義和語言形式歸類，將批評語的語用策

略分為六類直接與十類間接策略。直接策略有負面評價  (Negative 

evaluation) 、不認同 (Disapproval) 、反對 (Expression of disagreement) 、指

出問題 (Identification of problem) 、說明困難 (Statement of difficulties) 、陳

述後果  (Consequence) 。間接策略則有糾錯  (Correction) 、說明標準 

(Indicating standard) 、勸誡 (Preahing) 、強求改變 (Demand for change) 、

請求改變 (Request for change) 、建議改變 (Advice about change) 、提議改

變 (Suggestion for change) 、不確定性表達 (Expression of uncertainty) 、設

問/假設 (Asking/presupposing) 與其他暗示 (Hints)。 

而回應批評策略則分成「完全接受」、「部分接受」、「完全拒絕」三類，

「完全接受」策略共六類，「部分接受」則包含「部分同意」和「替代的建

議」，「完全拒絕」則包含「不同意批評」、「辯護」、「回以批評」、「尋求證據」、

「選擇退出」等類，呈現英語回應批評的不同方式（表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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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分類是以話語的語義作為行為策略的區分基準，觀察他的分類項目，

直接策略中「不認同」是描述說話者對聽話者選擇的態度，如「I don’t like 

the way you write（我不喜歡你寫作的方式）」，而「反對」則是使用「不 (No) 」

或具言語行事 (performatives) 效力的動詞「I don’t agree（我不同意）」，然

而不同意也可說是說話者的態度，兩者間有模糊的交界地帶。再觀察間接策

略的分類，光是改變就分成「提議改變」、「建議改變」、「請求改變」、「強求

改變」，提議與建議和請求與強求的差別不大，實際上是否有分門別類的必

要值得考慮。這也呈現語義程式分類標準太過著重於言語意義，因此若是說

話者使用各種近義詞表示相同行為，可能就會產生策略分類上的模糊。 

儘管語義程式的分類方式尚有討論空間，然而在現今缺少回應批評的分

類下，Nguyen 對批評回應做出較詳細的劃分，同時更可見得回應分類與批

評行為的互動性。根據回應對於批評的接受程度，「完全接受」、「半接受」

和「完全拒絕」等三種結果，顯示批評行為與回應在真實情境中的協商性，

聽話者在受到批評的時候不一定會選擇接受或拒絕，還有可能選擇其他選項

作為替代方案。同時在完全接受的策略裡，說話者還可能解釋原因、坦承困

難，可見批評造成一定的面子威脅，說話者也會使用一定的策略找尋藉口，

彌補自己的面子損失。 

可惜 Nguyen 的研究重心在於外語學習者的批評言語行為語用變遷，並

未繼續探討批評與回應之間的關聯性，同時在此回應分類中也未詳細解釋接

受與拒絕的劃分方式，以及若是聽話者回以批評時會用到何種策略。因此本

文期藉由此框架的理念再做改良，並探討批評與回應之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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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5：Nguyen (2005) 批評回應策略 

完全接受 

語義程式 回應範例 

同意批評 (Agreement)  “yeah, I haven’t paragraphed it.”, “Yeah, that’s right.” 

提出改善 (Offer of repair)  “I won’t do that next time.”, “I’ll pay attention to it.” 

尋求協助 (Seeking for help) 
“How would you change if you were me?”, “What is the best 

way to reorganize?” 

坦誠困難 

 (Admission of difficulty) 

“I didn’t know what to write then” ,“I’ve never been good at 

that” 

解釋 (Explanation) 
“I was just trying to make it to the word limit. ”, “I had 

written all I had wanted.” 

讚美 (Complimenting) 

“You know when I talk about my ah my own writing. I think 

we should be ah(.) I should have used some kind of opposing 

ideas, that is in the case because I can LEARN this from you 

ah your writing.” 

 部分接受 

部分同意 

(Agreement with one part & 

disagreement with another) 

“I think sometimes my essay lacks linking words but as a 

whole my essay is coherent.” 

替代的建議 

(Offer of alternatives to the critic’s 

suggestions)  

“But I think I should use general examples, not specific 

exam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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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拒絕 

不同意批評 

(Disagreement with criticism) 
“I think I used enough and relevant linking words. ” 

辯護 (Justification) 
“I thought that putting in those were relevant as they 

explained my argument further” 

回以批評 (Return of criticism) 
“As we talk about structures I also want to say that you used 

only ‘That’ structure. That, that, that, that, all the time. ” 

尋求證據 (Seeking evidence) “Could you point out where? ” 

選擇退出 (Opting out) “Anything else? ” 

 

總結以上之分類框架，本文認為言語序列結構適宜做為語料切割的基礎，

而將批評語與批評回應語分為核心與輔助的行為，就批評回應的策略劃分，

本文參考 Nguyen (2005) 的接受與拒絕行為的宏觀分類方式與其中的策略

項目，但仍以為言語序列結構畫分依據。而要更加了解影響漢語策略使用的

原則便可透過跨語言對比。回顧先前的批評語研究，在歐洲語系的對比研究

仍待補充，因此以下將簡介歐洲的主要語言國家－德國語言之相關研究。 

第三節 跨文化對比 

一、 德語言語行為研究 

以德語為主的言語行為相關研究，最早為跨文化言語行為實施方式計劃 

(Cross-Culture Speech Act Realization Project) Blum-Kulka et al. (1989) 以語篇

補全測試針對要求、抱怨、讚美等言語行為，就英語、德語、波蘭語、俄語

進行對比。發現英、德語傾向間接的表達方式，例如要求行為在英德語中多

以詢問方式呈現 (House, 1989a, b, 1996; House & Kasper, 1981) 。在道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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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行為上，德語傾向較為詳細且選擇如自清或提出理由等自我取向的策略，

為自己冒犯行為負責時，有別於一般規範行為，德語會採取多變的行為表徵

（相較於英文在道歉時僅使用 sorry），呈現較為詳細的言語行為手段，可見

雖然同為相同語系語種，德語在言語行為實施上仍表現出微妙的差異，此差

異性也使學者繼續擴及篇章層面進行言語對比。 

House (2006) 就溝通的篇章起始與結束、篇章策略、篇章標記、言語行

為及行為順序等層面進行英德語言對比，在語言形式上德語在篇章起始與結

尾較少應酬、寒暄，篇章策略中較少使用主動人際交往與表達參與支持的行

為，諸如英文較常使用的許可確認 (Availability-checks) 、尋求事前承諾 

(Seeking-Pre-commitment) 或卸除武裝 (Disarming) ，德語則較重視內容，多

使用引薦主題及主題延伸的策略，且在商業領域中更為明顯，而於溝通時更

常凸顯自我，如相對於「Would you like me to…」（你希望我…）德語則以

「Kann ich…」（我可以）表示，或是「How about…」（如何）德語則用「Ich 

möchte…」（我想要）。兩語言的篇章標記使用上，德語傾向使用引領內容或

訊息的篇章標記，用以強調其所欲傳達的內容訊息；英文則傾向選擇會對受

話者產生影響，得以誘使受話者的關注、同情或為提供服務的標記。 

最後她並提出語言表現的文化對應值包含，直接  (Directness) 與間接

(Indirectness)、個人取向 (Orientation towards Self）與他者取向 (Orientation 

towards Other）、內容取向  (Orientation towards Context）與受話人取向

(Orientation towards Addressees) 、 明 確 的  (Explicitness) 與 隱 晦 的 

(Implicitness) ，而德語相較於英語呈現出直接、個人取向、內容取向、明確

等特性，其可對應至荷蘭學者 Hofstede (1980) 提出的文化價值框架內的四

個維度，即個體／集體主義、權利距離、不確定性迴避、男性／女性化，其

中明確的與隱晦即可對應至不確定性迴避。而對於兩語言的特性，她並輔以

質化的採訪內容，認為以上的差異是導致英德母語者間溝通失誤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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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德語與英語的對比討論結果，透過上述研究得以更加了解德語富

含的文化特色，可見言語行為的跨語言對比研究有其必要性，即使是語言類

型相近的語言（如德語和英語）亦可能具有不同的文化表現。而華語與德語

在語言類型上相差甚遠，在 Hofstede (1980) 的研究中，中國文化表現出低

個體主義、高權力差距和男性化社會之文化維度，與上述研究呈現之德語文

化特性差異甚大，然而隨著時代演進，兩種語言承載的文化維度是否仍如前

人預測表現出極大的差異性，便可透過言語行為對比得知。因此以下簡述中

德言語行為之對比研究成果。 

二、 中德言語行為對比 

跟德語和印歐語系之言語行為對比研究相較下，中德言語行為研究則仍

待發展，Hong (1998) 就影響要求言語行的社會變因進行探討。這些變因包

含距離、權力、親近等因素；他以問卷形式蒐集中德母語者的回答，並分析

比較兩語言在詞彙、句法的修飾成分使用頻率差異。他發現兩種語言在要求

行為形式上的主要差異在於，德文較為直接並採取較少禮貌成分，而中文則

較不直接並會訴諸禮貌的形式。此研究者進而探討兩語言的社會文化差異，

跟過去跨文化言語行為的研究相比，一般大多強調社會距離、權力與文化具

相同影響力，而在此研究中則發現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大過社會距離。 

除了針對言語行為表現的研究，也有學者注意到中德回應言語行為的表

現差異，韋德明（2012）探討德語和華語母語者以及德國籍華語學習者在回

應讚美的表現。他將記錄之回應語料分成「接受」、「拒絕」和「修正」等三

種主要策略，結果顯示過去雖然認為華語地區的台灣華語母語者應當傾向使

用「拒絕」的策略，但隨著跨國交流的機會增加，台灣人和德國人都最常使

用「接受讚美」的策略，表現出跨國交際與時代變化的語用策略轉向。然而

若比較讚美的主題便可發現，台灣人與德國人相比仍舊較為謙虛，同時在細

部策略的選用上也可發現兩個語言的母語者傾向使用不同的次策略作為回

應。與前兩者相比，德國籍華語學習者反而更常使用「修正」策略，語言表

現甚至比台灣人更為禮貌。此研究者後續比較現有華語教材的語用教學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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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覺儘管母語者的讚美策略隨著時代演進有所變化，但教材上仍教授「拒絕」

策略，因此研究者建議應根據主題社會因素教授適宜的回應讚美語言策略。 

中德言語行為對比雖然仍在啟蒙階段，但是從以上研究可知，語言使用

者傾向使用的語用策略和影響語用策略的因素，都會隨跨文化交流與時代演

進而變，教授華語學習者符合時勢的言語策略是相當重要的，因此本文補足

中德言語行為對比的空缺。同時就上述成果也可發現，現行不但缺少言語行

為研究，在類型上亦無具斷言類型此衝突性較強的言語行為模式的探討，因

此以下集中討論德語批評語的相關研究。 

三、 德語批評言語 

目前德語與其他語言的批評語的研究仍相當缺乏，目前僅有Nagel (2010) 

比較德語及俄語的批評言語行為以及 Neuland (2010) 比較德語與土耳其裔

德語學習者的批評策略。兩者中又 Neuland (2010) 對於德語的批評言語行

為較為深入且詳細。為更加了解德語批評言語行為的特色及策略，以下將簡

述兩學者之研究結果，並以 Neuland (2010) 的研究結果為主軸。 

Nagel (2010) 以禮貌原則和面子威脅理論為基礎，探討語境內加強或減

緩批評語實施的因素。Neuland (2010) 則以問卷形式比較德語與土耳其裔德

語學習者的批評策略使用情況，問卷情境設計涵蓋情境的公開（正式）和非

公開（不正式）、議題的主觀性與客觀性、社會權力和距離差異等變因，並

包含開放和封閉式問題，以下進一步討論 Neuland (2010) 的研究成果。 

Neuland (2010) 將蒐集之言語策略根據言談標記和禮貌性分成，直接批

評  (Direkte Kritik) 、間接批評  (Indirekte Kritik) 、直接要求  (Direkte 

Aufforderung) 、 間 接 要 求  (Indirekte Aufforderung) 、 折 衷 建 議 

(Kompromissvorschlag) 、共識取向  (Konsensorientierung) 、迴避策略 

(Ausweichstrategien) 、最小化策略 (Minimalisierungsstrategie) 、笑話諷刺 

(Witz、Ironie) 、假性讚揚 (unechtes Lob) 或稱為善意的謊言 (Notlüge)。上

述的言語策略使用到情態動詞、虛擬語氣形式 (Konjunktivformen) 、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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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keln) 如，「wohl（大概）、wirklich（的確）、doch（然而）、vielleicht（或

許）」等，還包含句型變化以及詞彙選擇，如「ungerecht（不公平）、unverschämt

（無恥）、kein Benehmen（沒禮貌）」等詞彙。 

研究結果發現公開、正式的場合時，德語者不會使用批評行為，而是採

取假性讚揚（善意謊言）的方式掩蓋事實，然而在非公開、與朋友間的互動

場合時則會採取笑話諷刺的策略。受訪者表示此乃因笑話諷刺更能表現出朋

友的親近感。除此之外，就他人的言行舉止方面，研究設計之批評主題是聞

到他人身上的體味，就此主題德國母語者最常使用的方式是間接批評策略，

如「Irgendwie riecht es komisch hier, wollen wir mal das Fenster öffnen?（不知

怎麼這裡聞到奇怪的味道，要不要我們把窗子打開一下？）」，而第二常使用

的策略便是直接的批評策略，如「Entschuldige, aber du hast heute einen ganz 

unangenehmen Körpergeruch!（原諒我，但是你今天有很難聞的體臭！）」。 

然而土耳其德語學習者雖然也最常使用間接批評策略，但第二順位的策

略卻是迴避策略，如「Leider bin ich etwas erkältet und halte daher lieber Abstand.

（不幸的是我有一點感冒所以最好保持距離。）」，直接批評策略則是最不常

使用的策略。然而從德語者使用的直接策略可發現，其策略中往往會搭配緩

和作用的言詞或情態助詞，如「Hattest du heute morgen keine Zeit für eine 

Dusche? Du riechst etwas streng（你昨天沒時間洗澡嗎？你聞起來有點奇怪。）」

或「Tut mir leid aber du müffelst ein wenig heute.（抱歉，但是你今天有一點

味道。）」，從「Tut mir leid（抱歉）」、「ein wenig（有點）」、「etwas（有些）」

的使用可知德語者也會使用這些詞彙減緩直接批評的尖銳性。 

從 Neuland (2010) 的研究可觀察到，德語者的批評實施與否會考慮環

境與對方的關係，而針對他人的行為舉止則傾向使用間接或直接的批評策略，

同時融合情態助詞和緩和言語以減輕批評的衝擊，同時就 Neuland (2010) 的

策略劃分方式可知，在分析德語言語行為策略時，需要考慮詞彙、句型還有

時態。德語與華語不同，德語是語素相連並有詞形變化的屈折語 (inflectional 

language) 和華語則是相對不採用詞形變化的孤立語  (isolating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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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菲菲，2012），因此德語的時態變化也會影響到字詞中的句法結構，並

以此產生語意和語用意涵。除此之外，德語中還有其他與批評行為搭配使用

的語言成分。 

Kauffer (2014) 觀察德語言談表達中的慣用短語發現，有些慣用語是說

話者基於特定意識形態時才會使用，並且可能具有特定的言語行為功能，而

這種說話者根深柢固的想法，便可藉由固定式言語行為表達  (stereotype 

sprechakte) （表二-6）。德語中「aber（但是）」原為轉折詞，但是「aber, aber」

則有不認同對方意見，並藉由表示質疑的短語形式行使批評言語行為，又或

者說話者受到他人指責時可使用「du kannst mich mal (am Arsch lecken) 」表

示反抗。這種固定式性口語的短語會受到句中擺放位置而改變型態。 

表二-6：Kauffer (2014) 固定式言語行為 (stereotype sprechakte) 節選3 

言語行為 範例 中文翻譯 

批評，給予負面評價 
aber, aber 

Fehlanzeige! 

但是, 但是（表示不認同） 

錯了！ 

認同，給予正面評價 

du sagst es! 

das lässt sich hören 

klarer Fall! 

你說的是！ 

這中聽！ 

當然！ 

重申，證實 

das kann man wohl sagen! 

na also! 

und wie! 

可以這麼說！ 

那又怎麼樣！ 

如何！ 

反對，抗議 

das ist die Höhe! 

du kannst mich mal (am 

Arsch lecken)  

dich hat's wohl! 

was soll das? 

太過分了！ 

去你的！ 

 

你瘋了 

你什麼意思啊？ 

 

除了短語外，Weydt (1979) 探討德語助詞與言語行為的關係，他表示在

                                              

3 本研究之德語譯文誠摯感謝口試委員林愛華教授校正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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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開頭時批評方可以使用「eigentlich（實際上）」、「überhaupt（根本）」等

助詞強調批評言論的正確性，尤其使用「überhaupt（根本）」時顯得更為堅

持。除此之外批評還可以「praktisch（事實上）」、「so zusagen（可以這麼說）」、

「ein bißchen（有點）」等成分加強或減緩言語行為產生的力道，而批評中可

能涉及事項或結果的預測，這時便可使用「Oder so（或者如此）」、「gewiss

（肯定的）」、「eher（更確切地說）」等助詞用以修飾批評中的預測言論。本

研究蒐羅之德語批評語料便參考Weydt (1979) 、Kauffer (2014) 以及Neuland 

(2010) 等人所提之標記與形式進行篩選，掌握批評語的核心特質。 

本節首先爬梳德語對比言語行為研究，並從對比結果凸顯德語的文化徵

性，接著從現行的中德比較言語行為成果可知，目前此兩種語言的語用對比

研究極為缺乏，同時更缺少批評此斷言類行為的研究，因此本文便欲補充此

領域之不足。透過前人之德語批評語研究可知，欲了解批評語涉及的形式，

應考量時態、句型變化、短語和助詞等等方面。然而截止目前討論，德語的

批評語研究仍未關注於批評回應語，因此為獲得補充此闕漏的真實研究材料，

本研究將藉由蒐集網路討論區之批評與回應語料，使中德語對比言語行為研

究更加完善。而網路討論區作為數位溝通平台，其中的參與者、場域特性都

將影響策略與行為的施行，因此本文將在下節探討電腦中介溝通研究。 

第四節 電腦網路語言研究 

一、 電腦中介溝通 

「人類透過電腦互動溝通」即為電腦中介溝通。 (Higgins, 1991) 而形

式上則包括任何藉由電腦作為媒介的溝通形式 (Metz,1994, p. 32) 。電腦中

介溝通具有隔離性、匿名性、自主性、便利性、互動性、即時性、虛擬性、

私人性、超文本、多媒體、同步與非同步、分眾化及無國界等特性 (Anderson, 

1987; Marcoccia, 2004; Katz, 2002) ，而網路溝通媒介形式就資訊即時性可分

為同步溝通 (synchronous) ，如：即時通訊軟體、Skype、線上聊天室等形式，

與非同步溝通  (asynchronous) 如：電子郵件、電子公佈欄、討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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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group) 、留言板、部落格、新聞組 (newsgroup) (Barnes, 2003; 

Crystal, 2006) 。同步與非同步溝通的差異在於參與者是否必須「同時在場」 

(co-present) (Yates, 2001, p. 96) 。 

謝佳玲（2015）指出同步溝通時具有即時雙向通訊的性質，即參與者必

須同時在場，且訊息的交換率相當或近乎於面對面溝通，此種方式如線上聊

天室、即時通訊軟體等等。即時通訊軟體可以兩人或多人參與，參與者除了

可以傳遞圖文訊息，還可以傳送影聽資料、電子檔案等等，相當便利。非同

步溝通則不具即時性，傳遞訊息與提取訊息時有所差距，雖然參與溝通的對

象無法立即互動，但享有選擇何時收發訊息的彈性，例如電子郵件、網路論

壇等皆屬此類，而網路討論區的使用者會決定對討論議題的投入程度（p. 71）。 

二、 電腦中介溝通語言 

除了電腦中介溝通媒介特質造成的資訊交換差異外，學者亦研究電腦中

介溝通的語言，形式上 Herring (2001) 指出電腦中介溝通環境下，人際間主

要的互動方式不乏以文本為媒介的對談 (text-based communication) ，而盧

諭緯（1997）觀察台灣 BBS 討論群組指出，討論群組內的語言具有創新文

字、英語、台語語碼轉換以及使用多語氣詞等特點，表達形式則囊括口語及

書面語。結構上則因網路賦予參與者的匿名性，言談內容多以簡短的結構而

具有明確功能，同時為了達到言談的目的使用者傾向使用更多的語言手段

(Condon & Čech, 1996; Tidwell & Walther, 2002) 。 

除此之外亦有學者對比跨語言的網路現象，吳菲（2013）比較中文和德

文的網路語言，她發現中德網路語言的共性體現在經濟性、情感性以及創新

性上。兩語言的經濟性體現在首字母縮寫和情境省略上，情感性體現在感歎

詞、首字母縮寫和強調詞上，創新性則體現在去名詞化和去形容詞化及現在

進行式的表現形式上。然而由於語言結構的不同，中德網路語言中詞幹感歎

詞、動詞省略、賓語省略和強調語助詞呈現出不同的特點，例如德語縮略詞

受到英文的影響較深，而中國的網路語言則多來自與漢語拼音首字縮寫，因

 



第二章文獻探討 

37 

 

此兩種語言在網路中具有相似的表現方式，但實際的語言使用上仍有差異。 

謝佳玲（2015）就語用策略對比中英論壇中常出現的請求、說服、交友、

支持等言語行為，並從此四種言語行為中發現，中英文策略的使用具高度的

一致性。此兩種語言皆傾向使用單一主體策略的次類，或同時使用兩種至三

種主體策略次類，而在輔助策略表現上，在四個行為中，兩語言皆會使用表

情策略，並以單筆語料中使用一種輔助策略為典型模式，而偏好數量精簡的

策略組合。 

電腦中介溝通語言在語言形式、語用策略上呈現豐富的多樣性，然而不

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語言特徵 (Crystal, 2001) ，而類屬非同步溝通之網路討

論區亦有別於其他管道的表現形式，因此以下集中探討網路討論區的交流模

式與互動特性。 

三、 網路討論區互動模式 

在網路討論區中資訊會以某種形式保存（如文章形式的貼文），使其他

使用者即使經過一段時間仍可隨時了解討論內容或加入討論  (Crystal, 

2006) 。討論區中可以分成論壇形式  (tribune-format) 與集會形式 (agora-

format) (Kleinke, 2008; Largier, 2002: 295) 。論壇形式是指說話者對全體成員

發話，參與者彼此間的發文在討論串中相互分離，但是皆關乎現行的討論主

題，有時發生於起始的話輪或發生於過渡至其他領域的討論議題。而集會形

式 (agora-format) 則是討論串內的貼文直接附著於前一貼文，並且會被後續

的參與者繼續延伸。這種形式組成獨立於主討論串內的次討論串。這兩種形

式都允許多位參與人回應同一貼文，同時也可回覆先前的話題。例如在國慶

日時的國慶主題或其他的討論主題，討論模式在最初幾篇回應貼文會環繞在

發起討論串的貼文內容，而後則可能轉變為關注於回覆貼文的延伸互動支線，

所以可能會有離題或切斷討論連貫性的現象 (Marcoccia, 2004) ，而討論區

的貼文不等同於話輪轉換 (conversational turns) 因為每個貼文可能同時包

含兩個或以上的溝通行為，例如回應兩個或多個先前訊息 (Herring,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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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討論區透過網友貼文形成討論串，而討論串長度則根據貼文數多寡

可至百則、千則，討論主題可能在幾天或幾個星期內繼續被議論。 

四、 網路討論區溝通特性 

討論區的串聯互動方式體現其作為網路意見交換平台的特色，而此架構

情境 (framing conditions) 因此具有高爭議性的特質，這與自然、非電腦中

介溝通的辯論極為相似，因為辯論時人們也時常傾向使用論斷性 (assertive) 

與探究性 (explorative) 的語體 (style) (Kleinke, 2012) 。而網路討論區的參

與者是以「虛擬身分」或匿名的方式加入辯論，在網路討論區中提出不同意

見是被允許的，且當有人對發言者的論點提出反對意見時，原發言者亦可捍

衛自己的觀點。因此人們便如同在真實生活中辯論一般，盡力地維護自己的

面子 (Kotthoff, 1993 引自 Locher, 2004, p. 97; Marcoccia, 2004) 。然而參與

者的發言適當與否，仍很大程度的受到諸如文化、主題、參與者背景等地方

因素的影響 (Shum & Lee, 2013) 。除此之外，在此語域中的溝通過程不只

涉及溝通雙方，Baym (1998) 和 Marcoccia (2004) 表示資訊平台上的溝通如

同人際間與大眾溝通的混合體，因網路討論區相較於真實生活中，提供更為

廣大的觀眾，在此平台上的訊息可以被所有討論參與者以及潛伏未發聲的隱

藏網友所閱覽 (Kleinke, 2008) 。 

網路語言可能是極具攻擊性和衝突性的，Neutauter-Kessels (2011) 探討

英文線上新聞網站讀者的不禮貌回應，學者觀察到在英文回應部分，讀者傾

向直接對新聞記者的權威、信譽、可信度等層面進行直接攻擊，並可能表現

為咒罵的形式。Angouri & Tseliga (2010) 則研究希臘網路使用者在兩個線上

論壇的反對策略與不禮貌研究，使用者以非規範的拼寫與發音強調情緒，而

人們也傾向較為容忍網路上的不禮貌發言。O’Sullivan & Flanagin (2003, p. 

71) 表示電腦中介溝通可能會鼓勵非抑制行為與怒意。Suler (2004) 以心理

學觀點指出此乃因使用者感知到網站所賦予的匿名性與不可見性，而產生

「你不知道我」 (You don’t know me) 和「你看不見我」 (You can’t see me) 

的認知。而其非同步性則讓使用者產生不需對其線上行為立即負責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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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See you later」的觀感營造人們與所實行的行為產的距離感，因此會有

較多攻擊、不禮貌的回應。 

總結以上所述，網路討論區受網路中介溝通特性的影響，具有虛擬性、匿

名性之特色，同時此語域結合人際與大眾的溝通。將以上特點對比至社會

語言學的觀點，匿名與虛擬性消融溝通參與者的權力與親疏關係，而發言

的場域則使參與者處於公開的場合進行人際的互動。然而基於網路討論區

的辯論性特質，往往會產生高衝突性的言語，因此可以預期參與者使用高

衝突性質的批評言語行為。就言語行為研究而言，一般來說，要記錄下真

實的批評言語行為與回應語相當困難，但是藉由網路討論區的文字溝通形

式得以保留並清楚觀察完整的互動過程，因此本研究選擇網路討論區為語

料庫建置基礎，而詳細的研究方法則將於下一章進行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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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先前所提之研究問題，本章節將說明研究方法，次部份說明將分為

語料來源、語料分類以及研究步驟三部分。 

第一節 語料來源 

在各類網路系統中，討論群組 (discussion group) 主要是透過參與者彼

此不斷的發問與回應訊息的方式運作，參與者主動性高，所以比起 WWW、

線上遊戲、或是檔案傳輸，互動的成份要高出許多（盧諭緯，1997）截至 2013

年 6 月中國網民的網絡應用中論壇用戶規模有 12046 萬人，使用手機瀏覽

器瀏覽論壇的比率佔有 31.1%，可見在目前的科技時代，網路論壇等溝通管

道於人們日常生活的重要性。而批評為高互動性言語行為（朱湘燕、周健，

2004），欲研究批評言語行為在網路中的使用情形，以對特定主題進行意見

交流的討論區便是相當適宜的觀察平台。而目前網路使用者多藉由網路從事

視聽娛樂、資訊獲取等應用，因此選定電影主題討論區為語料蒐集來源。 

一、 語料來源代表性與特色 

為獲取足夠的語料來源，語料來源的網站在規模、使用人數上皆需具有

一定代表性，同時也要保持網站資訊的持續更新。作為德文語料來源，目前

德國最大的電影社群網站為電影飛行員「Moviepilot」4，其在世界上擁有約

540 萬的使用人數，德國地區則有 25 萬註冊用戶5。此網站主打個性化主題

討論區，其首先分析用戶的個性化信息，並根據用戶的習慣和風格給予個性

化的推薦資訊，再將類似風格的電影推薦給用戶，同時「Moviepilot」作為

                                              

4新聞來源：http://blog.moviepilot.de/presse/unsere-aktionen-in-den-medien/－【Weltkinotag: Küsse 

auf der Leinwand und im Publikum】 

5新聞來源： http://tech.163.com/12/0510/23/816AJQM600094L5P.html?f=jsearch「【個性化電影網站

MoviePilot 第二輪融資 700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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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資訊平台，不再被動的等待使用者發表主題，而是將每部電影做為一個

討論空間單位，鼓勵用戶在觀賞後給予電影星級等第的評價並留下評述，其

他用戶亦可針對他人留言進行回覆與討論，因此每有新的電影便有新的討論

窗口，用戶可先觀看他人的評價再決定是否觀賞此影片，因此網站中的資訊

持續不斷的更新，新的討論亦不斷出現。同時使用者在註冊後即擁有一個人

頁面，其內容包含基本個人資料、最新評論與給予評價的電影。因此用戶在

電影討論空間看到有興趣的評論，還可點選至發言人的頁面，追蹤或傳遞私

人訊息，以電影為契機認識他人，結成社群，結合了討論區與社群網站的功

能。6 

 

圖三-1：德語語料 Moviepilot 電影討論區主畫面 

觀察台灣目前的電影主題討論區，主要仍以用戶自行發表特定主題引發

討論，各討論區的規模較小，訊息的更新速度也較慢，而目前擁有較多使用

者的「Yahoo 奇摩電影討論區」具有與「Moviepilot」相似設計，皆是就特定

的電影進行討論，然而其留言資訊在一定時間後便會消除，因此就目前看來

雖是擁有較多使用人口的平台，但是資訊仍受時限影響無法蒐集到足夠的語

料。然而同為使用華語地區，中國大陸則有最大的視聽資訊分享與評論社群

                                              

6參考 Moviepilot 網站簡介：http://www.moviepilot.de/pages/t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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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豆瓣討論區」。 

豆瓣是中國最大與最權威的視聽資訊分享與評論社區，電影討論區收錄

了百萬條影片和影人的資料，現有 2500 多家電影院加盟，2012 年度覆蓋用

戶超過一億。7與 Moviepilot 的個人化思維相似，在豆瓣的所有內容、分類、

篩選、排序都由用戶產生和決定，甚至在豆瓣主頁出現的內容上也取決於用

戶自己的選擇。豆瓣表面上看是一個評論網站，但實際上它卻提供推薦討論

和透過共同興趣交友等多種服務功能為一體的新型社區網絡8 

 

圖三-2：中文語料來源豆瓣電影討論區主畫面 

二、 討論區介面與功能 

兩網站具有相似的設計理念，在介面上亦是以單部電影為討論主題，因

此單部電影介面德語網站「Moviepilot」先給予電影相關資訊簡介，下方則

可發表針對此部電影的評論（字數不限），除了言語評述同時還要給予這部

電影評分，評比範圍從 1 到 10，評分間距為 0.5，其他用戶可點選「喜愛」

此評論或就此評論進行回覆（如圖三-3）。 

                                              

7百度百科－豆瓣介紹 http://baike.baidu.com/view/306024.htm 

8豆瓣 douban 網站介紹 http://www.douban.com/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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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3：Moviepilot 電影討論區－評論與回覆介面 

豆瓣電影討論區亦雷同，其以單一電影為討論主體，下方同為用戶影評，

各篇影評具獨立頁面，包含標題、內容與評分，書寫字數不限，評分範圍從

1 到 5 分，評分間距為 1。其他使用者則可點選此評論對自己是「有用」或

「沒用」，並於下方予以回應（圖三-4）。 

 

圖三-4：豆瓣電影討論－評論與回覆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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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兩語料來源網站，就代表性而言，兩網站都有超過十萬用戶，網站

規模亦為兩語言地區最大，因此具有一定的語料代表性。而在設計理念與用

戶定位上，兩者都以「個人化」與「網路社群」為基礎，並以單一電影為討

論主體，言論發表介面則都具有相似的發言、評比與回應功能，因此適宜做

為對比語料來源。故本研究選取「Moviepilot」為德語語料來源，「豆瓣電影

討論區」作為華語語料基礎，以下描述語料的蒐集與篩選方法。 

三、 語料蒐選 

兩語料來源網站為方便用戶搜尋有興趣的電影，將電影根據內容、形式、

劇情背景等分門別類。豆瓣討論區中共分為 36 種電影類型，MoviePilot 則

分為 20 種主類型，此 20 個主分類中又再劃分為數個子分類。但是部分電影

類別難以明顯區別，造成分界的模糊，例如電影《一代宗師》探討中國民國

初年的傳奇功夫大師，其必然涉及功夫動作的呈現，但是因導演在劇情上的

加強著墨，使得劇情與動作皆具代表性，也因此產生分界上的重疊，此使得

《一代宗師》在 MoviePilot 中歸類至 Actionfilm（動作）及 Drama（劇情）。

而在豆瓣討論區中則分類至劇情、動作與傳記類電影，而根據討論的電影類

型差異，評論內容亦可能有所不同，這些差異可能導致蒐集語料的差異，因

此以下詳細的語料篩選與計算過程。 

為減少因電影類型造成的語料內容差異，本文比對兩討論區兼具的電影

類別，選取以下 15 類電影，其中包含冒險  (Abenteuerfilm) 、奇幻 

(Fantasyfilm)、動畫 (Animationsfilm)  、劇情 (Drama) 、音樂 (Musikfilm) 、

恐怖 (Horrorfilm) 、動作 (Actionfilm) 、喜劇 (Komödie) 、西部 (Western) 、

驚悚  (Thriller) 、犯罪  (Kriminalfilm) 、 情色  (Erotikfilm) 、 紀錄 

(Dokumentarfilm) 、災難 (Katastrophenfilm) 、科幻 (Science Fiction Film) 。

後續再從一類型中選取 3 至 4 部電影之評論與回應，所屬時間從（包含）

2010 年至 2015 年，一類型蒐集 10 筆批評與回應語料，一語言之批評與回

應語料共 300 筆，兩語言總計 600 筆語料，同一位發言人的相關語料最多採

計四次，中文語料來源者共 251 人，德文語料來源者共 26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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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影討論區的批評言語行為起始於一方就某部電影發表評論，而另一

方針對其評論不當或不同意處給予批評，因而實施批評言語行為，被批評方

可忽略其言論或者繼續留言給與回應，有時會有第三甚至多方就某方評論再

給與批評或回應。為探討批評與批評回應的整體性，本研究擷取之目標語料

為針對他人言論給與批評，而被批評方亦有所回應的資訊，本文欲探討為批

評之起始與最初的回應，因此僅採計第一筆批評與第一筆回應內容，後續的

討論不納入計算。批評基礎的電影評論作為參考也保留紀錄，但不算為批評

言語行為的起始（如圖三-5）。 

 

圖三-5：採納語料示意圖 

批評語的語料蒐集，以前述之批評行為定義為基礎，就貼文針對電影評

論者或其言論具負面評價的貼文為批評語料，而當發言內含有非相關內容時，

研究者將以話輪為單位，刪略跳脫批評話題的留言回覆，並藉由「另外、除

此之外 (Und noch, Außerdem) 」等新話題篇章標記作為重啟話題判斷依據，

以過濾非目標資訊。整體的討論區內回覆貼文短為單句長至篇章，為符合語

料真實性，句子至長篇皆納入資料庫中。9 

                                              

9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教授提供修改意見。 

受批評言論（紀錄參考） 

批評言語行為 

批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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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語料分類與檢定 

一、 研究步驟 

本研究將分成語料蒐集、檢定與分類等階段，初始階段研究者依據定義

之語料範疇，先行蒐集兩語言之批評語料，再據初步觀察結果分類語料。研

究者首先參考 Blum-Kulk et al. (1989) 的言語序列模式，就言語的核心與輔

助行為進行分類，同時參酌 Nguyen (2005) 在批評與回應類別的命名與畫分，

此分類框架雖是以語義程式為基礎，但就目前之批評與回應批評語策略研究

中，以此研究之類別最為完整，且亦提供較詳細的語言範例做為參考，因此

將參考其類目劃分，然而本研究分類考量核心與輔助策略的差異，因此將進

一步劃分本研究之批評與回應語料。 

為避免研究者語言能力限制，蒐集語料與分類將由兩語言母語者各一位

參與檢驗。來自中國的中文母語者為碩士研究生，德語母語者出生於德國巴

登符腾堡邦具碩士學歷，現在台學習高級華語。研究者先行說明研究目標與

內容，參與檢定者首先須就蒐集資料是否符合本文之批評與回應行為定義，

而後就分類是否適當加以檢驗。 

在初始階段的框架與定義確立後，研究者再行搜羅至目標語料數並歸類。

第二階段再交予大陸與德語地區母語者檢定，檢定事項同樣根據是否為批評

行為以及分類適當性，語料分析流程如圖三-6。 

 

 

圖三-6：語料分析流程示意圖 

研究者
初步語料蒐
集再歸類

母語者初次檢定

1.是否為批評語料。

2.分類是否適當。

研究者再行
蒐集語料
並分類

母語者再次檢定

1.是否為批評語料

2.分類是否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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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料庫分類編碼 

完成語料蒐集後，研究者以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為語料庫建置工具。

在語料建置中研究者記錄下討論主題電影中德文名稱、電影類別、頁面來源

網址。而就發言內容研究者將記錄所有互動參與者的名稱、時間和言論，項

目包含發言人（被批評方）及其發表之評論、電影評分，以及文章回應人（批

評方）名稱、回應時間、批評內容，還有原發言人（被批評方）給予之回覆

內容。批評與回應語料將予以編碼，包含語言類型及數列。例如第一筆中文

批評 (Chinese criticism) 紀錄為「CC-1」，而中文批評回應 (Chinese criticism 

response) 則為「CCR-1」；德文批評 (German criticism) 語料則標記為「GC-

1」，德文批評回覆 (German criticism response) 標誌為「GCR-1」。 

完成基本語料編碼後研究者首先根據前述條件搜尋中德語批評與回應

語料各 50 筆，作為策略分類基礎，並首先參考 Blum-Kulka et al. (1989) 的

言語行為結構定義，考察批評行為與批評回應的核心成分，再參考 Nguyen 

(2005) 的策略分類命名本語料庫之策略名稱。核心策略首先以言語單位可

否獨立使用為標準，若此單位可單獨使用則可能為具基本功能之核心策略。

而後研究者歸納同類型語料並嘗試去除修飾語成分，記錄簡化後的語料內篇

章標記與功能。長篇幅資訊語料則根據話輪切分，找出其中具負面評價的關

鍵句或字詞，若無明顯的行事動詞或評價詞，則就篇章標記或句式成分為代

表語言形式，而核心單位以外重複出現的形式，列為可能的輔助策略。回應

批評的分類方式亦相同，研究者先以較短的語料歸納出核心成分，再觀察長

篇章者，並以是否承認錯誤、行為是否受批評影響等，作為此回應是接受或

拒絕策略的判定標準。兩語言皆劃分出初步策略後，研究者再考量此策略是

否在中文與德文中皆會使用。 

語料中的策略中將在語料單位後方以「[策略]」標誌策略名稱，核心與

輔助策略則以顏色區分，代表性標誌以底線劃記，中文語料範例如圖三-7，

而德語除了編列策略外，部分輔以中文翻譯以加速判斷如圖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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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7：中文語料分析範例 

 

圖三-8：德文語料分析範例 

 

三、 初步分析 

根據初步分類結果研究者將批評言語行為策略分成，辱罵、指謫、諷刺、

質問、反對、糾正、質疑、勸說、臆測、暗示、異議等 11 項核心策略與 10

項回應策略，接受策略有道謝、認同、改善、說明，拒絕策略有反批、諷刺、

解釋等，並包含提問、空間、替代此不接受不拒絕的策略。 

而後研究者統計中德語的策略使用傾向，計算方式為各類型策略加總得

出整體策略數，再以單筆策略類型數相除乘以百分之百。結果如圖三-9，中

文的批評言語行為中使用最多核心策略前三類分別是指謫（21.42%）糾正

（19.48%）和質問（17.53%），最低則為質疑、暗示和異議（3.89%）。而德

語中使用最多的前三類是，質問（19.62%）、指謫（16.82%）和糾正（11.21%），

最低則為臆測（2.8%）、暗示與異議（4.67%）及質疑（5.6%）。 

 

rune 文应该是 fehu 吧，大致对应拉丁字母不是 G，是 F [糾正]  

http://en.wikipedia.org/wiki/Fehu[理據] (CC-27) 

Du darfst ihn schlecht finden, aber [引導] 0,0?![質問]Allein schon Marlon 

Brando und Al Pacino sind paar Punkte wert.[理據]  Naja, Twilight ist ja 

aber "intelligent"…[嘲諷] （GC-7） 

你可以覺得它很爛,但是 o,o(分)?!光是馬龍白蘭度和阿爾帕契諾就可有

不少分了，對啦，暮光之城就是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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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兩語言最高與最低三類使用策略，可見就批評的策略上有一定的共

通性，然而除了中文使用率最高的指謫策略，中文的糾正策略（19.48%）的

使用亦明顯多於德語者（11.21%）。德語反而在反對策略（11.21%）的使用

上高過中文母語者（5.19%）。可見兩語言大體上有一致的使用偏好，但在策

略的使用方法上仍略有不同。 

 

圖三-9：中德初步批評策略分析結果 

而從回應批評的統計結果可發現，儘管兩語言在批評策略上有局部的差

異，但是就回應批評的趨勢來說（圖三-10），中德被批評者都傾向不接受網

路的批評。並且中文有較不接受批評的傾向（56.42% > 49.98%），而兩語言

在其他情況，即不接受不拒絕與半接受半拒絕的情況都最少發生，這種例外

狀況在德語（9%）語料的表現上略高於中文（4.49%），可能表示批評資訊

的不完整或是被批評方半妥協半反駁的狀態，可見批評的結果仍有一定變數，

而不是非黑即白的接受或拒絕行為。10 

                                              

10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教授的修改意見。 

辱罵 指謫 諷刺 質問 反對 糾正 勸說 質疑 臆測 暗示 異議

德文 7.47% 16.82% 9.34% 19.62% 11.21% 11.21% 6.54% 5.60% 2.80% 4.67% 4.67%

中文 9.74% 21.42% 7.14% 17.53% 5.19% 19.48% 5.84% 3.89% 5.19% 3.89% 3.89%

初步分析－中德批評策略

德文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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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0：中德初步批評回應行為分析結果 

在接受批評的策略上（見圖三-11），道謝是中文（11.79%）與德文（15.90%）

最常使用的接受策略，並且以德文使用的頻率較高，除此之外，德文亦更常

使用說明策略（11.36%）為自己的缺失尋找解釋。相反的中文則比德文在認

同（10.11%）和改善（6.18%）策略上有較高的使用趨勢，可見就受到的批

評，中文母語者傾向以承認對方的指點有道理作為回應，並以改正或保證改

正缺失作為回應。 

 

圖三-11：中德初步批評回應策略－接受批評分析結果 

38.70%

56.42%

4.49%

40.88%
49.98%

9%

接受 拒絕 其他

初步分析－中德批評回應行為

中文 德文

11.79%

10.11%

2.24%

6.18%

8.43%

15.90%

6.81%

2.27%

4.54%

11.36%

道謝 認同 道歉 改善 說明

初步分析－中德批評回應策略（接受）

中文 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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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步分析階段中文與德文拒絕批評的回應策略都以解釋為主要的拒

絕手段（圖三-12），而替代的策略則最為稀少並在細部的策略使用上有所不

同。除此之外，中文較常使用反批與諷刺等高強度的拒絕策略。然而德語與

中文的表現差異甚微，部分回應使用詢問策略以向對方請求更多的資訊，此

現象也反映出網路上的言語太過簡短可能會造成理解障礙。 

 

圖三-12：中德初步批評回應策略－拒絕批評與其他行為分析結果 

整體而言，中德語的批評與回應批評策略在初步分析結果中呈現高度

一致性，就回應批評結果而言兩語言都以拒絕批評居多，可見網路上的批評

並不容易被接受。而在批評的策略中則可看出，兩語言喜好使用的批評策略

差異性，中文傾向使用糾正而德語則較偏好使用質問策略，同時德語也有較

高比例會使用反對策略。除此之外，兩語言在接受批評的策略上亦有所不同，

中文和德文雖然都以感謝策略居多，但是中文在認同和改善策略的使用上亦

不少，三者使用比率差不多。 

 

 

17.97%

10.11%

27.52%

1.12% 1.12%
3.37%

15.90%

6.81%

29.51%

2.80%
1%

9.09%

反批 諷刺 解釋 空間 替代 詢問

初步分析－中德批評回應策略

（拒絕與其他）

中文 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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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分析中雖已可看出兩語言在批評語和回應批評的使用趨勢，但是

研究者發現部分策略定義模糊，造成分類困難，其可能也是分析結果相似的

原因亦有策略互為直接與間接的關係，因此在經修正後，才延伸探討批評與

回應的互動關係。 

四、 分類修正 

初步分析結果在策略分類上仍有改善空間。對比本研究之初步分類和

Nguyen (2005) 的策略分類，Nguyen (2005) 將批評策略分成十五類，包含六

種直接策略和九種間接策略，本研究則首先將批評策略分成十一類，從表

三-1 可知，本文之分類較精簡且未區別直接與間接策略。前人分類中的「負

面評價策略」、「糾錯策略」和本研究之「糾正策略、「指謫策略」較為相似，

而如「強求」、「請求」、「建議」、「提議改變」等項目則可統一為「勸說策略」。

然而研究者觀察收集之語料亦發現部分前人未涵蓋之項目，如「諷刺」、「辱

罵」、「臆測」等策略，可見網路的批評策略與前人之語料表現有所差異。 

而就回應批評策略分類而言，Nguyen (2005) 將回應分為完全接受、完

全拒絕和半接受，而本文在初步分析中則將回應批評視為接受、拒絕和不接

受不拒絕等三類。研究者觀察語料發現，除了接受與拒絕以外的項目中，少

部分的其他回應策略並非半接受半拒絕策略，回應者有時是並不接受或拒絕

對方的批評而是另闢新解，因此研究者認為不接受不拒絕的類目較為適當。

再比較兩類的回應策略，接受策略中較為相似的有「同意批評」、「提出改善」、

「解釋」等策略，並可對應至本文之「改善」、「認同」和「說明」策略，然

而本研究亦發現「感謝策略」的使用比例不低，因此應當增補此項。而在拒

絕批評的回應方面，相似的策略包含學者的「回以批評」和本文初始研究之

「反批」，除此之外「辯護」亦與本文的「解釋」相似。 

然而在初步分析的結果可發現部分策略比例過低，以及部分項目可以合

併等缺陷。因此研究者再次修正分類，並請母語檢定者協助判斷所選語料是

否為批評的言語，分類是否與語意相符，還有分類架構、定義與所選語言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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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否可信。研究者分別製作中文與德文的分類說明，內容包括策略定義、

範例與形式規範。 

德語檢定者發現部分非批評語料，以及分類的不一致，因此研究者再次

修改語言形式分類，並補以更多相符語料，請母語者再次檢驗是否符合本文

定義之內容，而後研究者再行分類。中國籍檢定者檢驗整體語料後確定皆為

批評內容，但發現部分分類定義不清晰，如說理和異議之策略定義，因此研

究者定義之異議是和原議題相反之內容，說理則是用以誘導對方的方式。同

時部分策略僅為直接間接差異，然而卻有不同的回應結果。 

因此在批評策略的修正上，研究者捨去定義不清的「質疑策略」，將「諷

刺策略」改為「嘲諷策略」以更符合語料內容，而後將互為直接、間接或具

共同特質的策略再分類，並增補策略主體行為以利觀察策略整體實施現象，

增補行為類別的同時，研究者再行修改策略名稱以區別行為與策略項目。至

於批評回應策略的劃分，雖仍保有接受、拒絕的主體行為，但考量到「空間

策略」、「替代策略」的使用比例較低，因此將「不接受不拒絕」改為「其他」，

並以「詢問」為主要策略。考量到「說明策略」涵蓋不同的回應方式，因此

將其分成取消批評假設的「反駁策略」與再次表達的「釐清」，以及表示不

改變或保持主張的「重申策略」，以更加完善的描述回應批評的現象，除此

之外研究者亦將「反批」策略改為「回以批評」，以更符合策略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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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批評策略分類對比 

Nguyen (2005) 分類 本研究初步分析 修正後分類 

直

接

批

評 

負面評價 糾正 
指謫 

糾正 

不認同 指謫 評論 

反對 諷刺 
損辱 

辱罵 

指出問題 辱罵 嘲諷 

說明困難 暗示 
勸導 

說理 

陳述後果 勸說 勸告 

間

接

批

評 

糾錯 質問 
質疑 

質問 

說明標準 臆測 臆測 

勸誡 反對 
否定 

表態 

強求改變 異議 異議 

請求改變 質疑  

建議改變 

 
提議改變 

不確定性表達 

設問/假設與其他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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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批評回應策略分類對比 

Nguyen (2005) 分類 本研究初步分析 修正後分類 

完

全

接

受 

同意批評 

接受 

道謝 

接受 

感謝 

提出改善 改善 改善 

尋求協助 認同 認同 

坦誠困難 說明 歸因 

解釋 

拒絕 

反批 

拒絕 

回以批評 

讚美 諷刺 反駁 

完

全

拒

絕 

不同意批評 解釋 重申 

回以批評 
不接

受不

拒絕 

空間 
釐清 

說明 

辯護 替代 其他 詢問 

尋求證據 詢問 

 

選擇退出  

半

接

受 

替代的建議 

部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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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與兩語言母語者討論分類的正確與否，待兩方皆同意後，便做為

本文之基礎分類架構（表三-3）。因此本研究最終將批評分為 5 類核心行為，

分別是「指謫」、「損辱」、「否定」、「勸導」和「質疑」等五類，此 5 類因語

言形式差異可再分為 10 個次類。指謫行為下根據評價的隱含性分為「糾正」

與「評論」；損辱行為就聽話人的理解負擔分為「辱罵」和「嘲諷」；否定行

為則根據直接與間接差異性分成「表態」與「異議」；勸導行為就強迫性又

可分成「說理」與「勸告」；質疑則根據疑問的性質下分為「質問」及「臆

測」。 

批評回應策略就回應者對批評的接受與否以及是否改變行為，可分成接

受與拒絕兩大回應行為，回應者會根據不同的行為行使不同的策略。拒絕行

為從攻擊性強至弱可分為，「回以批評」、「反駁」、「重申」與「釐清」策略，

至於接受行為則分成「感謝」、「改善」、「認同」與「歸因」。除了接受與拒

絕，根據對批評言語的理解差異可能實行「詢問策略」，用以徵詢詳細的諮

詢，其既不屬於接受也不屬於拒絕，因此獨立分列。 

本研究便以此架構探討批評與回應在中德兩種語言中的策略使用情況。

除了核心行為的主體策略外，溝通參與者還會使用其他方式支援主體核心行

為的效力，因此本文後續再探討輔助行為（ 

表三-4）。本研究將輔助策略分為「引導」、「理據」、「正向」、「緩和」等

四類，輔助行為除了理據策略限定於批評策略以外，其餘輔助策略在批評與

回應中都會使用，其使用方式可透過詞彙、時態、句式等形式表現，在批評

與回應中具有不同的功能，而主體與輔助策略的定義與範例將於第四章詳細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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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3：中德批評與回應行為與策略 

批評

行為 
批評主體策略 

回應

行為 
批評回應主體策略 

指謫

行為 

糾正－指出錯誤並給予答

案。 

拒絕

行為 

回以批評－根據接收到的批評

言語，再給予批評，顯示對方的

批評言語有所缺失。 

評論－指出錯誤並給予評

價。 

反駁－針對否定受到的指控予

以。 

重申－說話人再次表達自己的

立場與態度，表示不接受批評同

時也不會改變。 

質疑 

行為 

質問－將錯誤以問題包

裝，藉由提問使聽話者反

思自身錯誤。 
說明－提出理由、證據說明行事

原因。 

臆測－說話者揣測發言人

的背景或意圖作為犯錯原

因。 

釐清－就對方的疑慮或誤解給

予解釋。 

損辱

行為 

辱罵－言語羞辱批評對象

強調錯誤的嚴重性。 

接受

行為 

感謝－接受並對他人的指正表

示感謝。 

嘲諷－嘲笑諷刺凸顯對方

錯誤。 

認同－承認自己的錯誤同意對

方的批評。 

勸導

行為 

說理－援引社會道德規

範，暗示對方的失範行為。 改善－根據批評改善行為，或報

告改善的進度。 勸告－建議對方修正或改

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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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

行為 

表態－表達對受話者的不

認同態度以顯示其言行不

被接受。 

歸因－承認缺失並提供犯錯的

理由。 

異議－陳述自己與聽話者

相異看法的方式，提醒聽

話者隱含錯誤。 

其他 

詢問－批評言語模糊或不了解

批評言語，請求對方給予更多資

訊。 

 

表三-4：輔助策略 

輔助策略 

引導策略 (Steers)  說話者領導話題至含有錯誤的問題言論。 

緩和策略 (Disarmer)  說話者降低攻擊性或釋出善意以緩和言談衝擊性。 

理據策略 (Grounder)  說話者給予發起核心行為的理由或支持證據。 

正向策略 

(Positive remarks)  
說話者以正向的言詞如讚美、感謝的方式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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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為回答本文之研究問題，本章將在第一節介紹批評與回應策略的組成序

列及輔助策略。第二節探討中德批評行為與主體策略使用傾向，第三節則討

論中德批評回應語之使用，第四節論述批評與回應策略的關係。11 

第一節 批評與回應序列以及輔助策略 

分析批評與回應行為的結構發現，整體而言，中文（65.3%）與德語（62%）

的批評策略使用方式多以單一主體策略為主，再搭配單一輔助策略；而兩種

語言的回應批評策略則傾向使用多重的主體策略（中文 54%、德文 60%）並

搭配輔助策略。本研究所發現之輔助策略包含，「引導策略」、「理據策略」、

「正向策略」和「緩和策略」，批評行為和回應批評的輔助策略，就在言語

行為前後的位置而言，具有兩種不同的功能，其可分成行為前的預備功能，

和行為後的補救功能。不管是在批評或回應批評核心行為前都可使用「引導

策略」，帶領出討論主題。而行為前或後則可透過「正向」、「緩和語」等輔

助策略，減緩行為的衝突性。比較特別的是在實施批評行為後還可以透過「理

據」達到加強話語的可信度的效果，以下列出輔助策略與批評及回應主體策

略搭配使用時的序列結構。 

1. 【引導策略】－【批評／回應核心行為】 

2. 【理據策略】－【批評核心行為】－【理據策略】 

3. 【正向策略】－【批評／回應核心行為】－【正向策略】 

4. 【緩和策略】－【批評／回應核心行為】－【緩和策略】 

說話者首先可使用「引導策略」用以帶出討論的主題，不僅如此，在多

重策略搭配時引導策略更有話輪轉換的功能，得以協助引導討論主軸的變化。

                                              

11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教授與林愛華教授提出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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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正向」和「緩和」輔助策略則適用於核心策略前後，說話者可以在使用

核心行為前預期對方的面子損失，事先實施緩衝性的輔助策略，以卸除對方

的武裝，或是為了彌補對方的面子損失，而在行為之後施加輔助策略彌補對

方的面子損害，正向和緩和輔助策略最大的差異點在於，正向策略是注重對

方的積極性面子，而緩和策略則是注重對方的消極面子。 

理據策略則僅限定於批評核心行為使用，說話者在實施批評行為前，可

先表述言論的原因或證據，而後再給予批評，或是，先給予批評再給予理論

證據支撐。不管置於主體策略前後，理據策略都有加強批評行為的作用，使

言論更具說服力。以下分別從語言序列的排序更加詳細介紹各輔助策略的效

果並給予語言範例。 

一、 輔助策略 

(一). 引導策略 

說話者以各種方式凸顯談論主題以帶領出後面的論述，可能的方式包含，

重複或使用引號「”」引用他人話語、指出重點「關於... (bei...) 」、「有一個

地方...」、「就... (für...) 」、「你說... (du hast gesagt) 」、「你上面寫了... (Oben 

schreibst du) 」，表達發言原因「對於（對方行為）我感到...因為... (Ich finde 

es von dir...den...) 」或預示即將展開的動作「我想說 ... (Ich möchte jetzt 

sagen...) 」、「我必須問 (ich muss hier nachhaken) 」等等，引導是說話者實

行言語行為前的鋪墊，具有預備的前置功能，以下各舉出中德例句作為範例

說明。 

例句（1）中說話者首先讚美受話者，而使用「但對於」指出有問題的

地方在於最後一句，並用以帶出後方的批評策略，類似方式也可直接顯示出

錯誤處，如中文例句（2）和德文例句（4）說話者以直接複製貼上，並用分

隔線、引號劃分彼此論述，並在後方就此引用言論施予糾正和嘲諷批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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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標示出問題點，說話者為自己的行為開場，直接說出即將行使的動

作，如（3）在發表自己的回應言論前，說話者便以「說說自己的想法」帶

出個人見解。另一種方式則是說話者可透過表述行為實施的理由，合理化且

引導出後續的行為，例句（5）便以「um dich zu verbessern」表示後續的發

言是為了協助聽話者改善，而行使指謫行為中的糾正策略。引導策略便以指

出錯誤、說明原因、預示行為等方式，作為言語行為實施前的預備過程，輔

助行為的順利實施。 

（1）「通篇都寫的不錯，但對於最後一句。做不出好動畫的原因太多了，導演、編

劇。還不用說大環境。（CC-7）」 

（2）「究竟制定法律的人，要怎樣設想人性的醜陋與黑暗，才能提前一步規定好

懲罰的所有措施，才能不讓正義遲延？  

===================每一條法律，都是遲到的正義……（CC-136）」 

（3）「雖然你提到的方面和電影內容跟我的論點(女性應該表達出自己的聲音)都沒

有直接關係,我也說說自己的一些想法。（CCR-126）」 

（4）「"Trash sollte wenigstens immer kurz und schmerzlos sein, wenn man schon 

"垃圾 應該 至少 十分 短 和 不痛苦的 是, 當 人 已經 

nichts sinnvolles zu sagen hat." ..... Für eine Bewertung von 3.0 hast Du  

沒什麼 有意義 去 說 X. "..... 對 一 評價 從 3.0 有 你 

Dich ganz schön lange und wütend ausgetobt!（GC-49） 

自己 相當 好 長 和 瘋狂的 宣洩!」 

（"垃圾應該總是簡短且不讓人痛苦的，當人已經沒什麼有意義的可談了"......

就一個 3.0 分的評價，你自己生氣發洩滿久的！） 

（5）「Danke für das Kommentar. Aber um dich zu verbessern, der Film ist von  

感謝 對 那 評論. 但 為了 你 X 更好, 這 電影 是 從  

Pixar.（GC-26） 

皮克斯.」 

（謝謝評論。但是為了糾正你，這部電影是皮克斯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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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理據策略12 

說話者在實行批評言語行為時，常常會輔佐相關的例證或給予行為實施

的理由，說話者得以藉由提出理據加強言語行為的說服力。而說話者在給予

理據時往往有偏好的意識形態，因此在意見表述時會特意支持某立場；反對

特定立場，則可利用連接詞、對比標記、條件因果句式闡述其支持或反對的

觀點。這些語言形式包含可用於客觀事例論證方式如，引用書籍、電影格式

「（年代）、《書籍》、p.頁數、“言論“」、「根據 ...所以 ... (bei diese ist..., 

deshalb...) 」、「從...可看出 N 是...，而且...」、「...表示...而不是...」、「例如、

比如說 (ich würde beispielsweise erwähnen) 」、「N 實際上是...」，說話者也可

透過個人經驗作為證據，如「我曾經... (Ich habe mal...) 」、「我朋友曾經.... 

(Mein Freund hat...) 」。例句（6）便以此方式表示說話者個人對電影女主角

處敬德推測，而例句（7）則以個人經驗表示個人的際遇與領導者不一定相

關，而例句（8）則提供批評的原因，表示對話才是此部電影的主要優勢。

除此之外，還可以假設性推論行使思考性論證，例如使用（9）因果句式「如

果的話...會...(das wäre...)」反向推導，條件假設在德文中會以虛擬時態呈現。

理據可以置於批評行為前作為預備說明，或置於後支持先前的言論。 

（6）「她怕的不是被遺忘，怕的是她死了以後父母從此困在巨大的悲痛陰影裡無

法自拔。直到她媽媽說已經在學習社工課程，她才驚喜起來。那表示在她死

以後，他們還能去做一點什麼，去幫助別人，而不是坐在屋子裡哭。（CC-63）」 

（7）「想跟成為大人物，不一定給領導開車。以前公司給兩位大老總開了 N 多年

車的司機，也未必成材，原因很多。所以不管現在身處什麼崗位，跟個好領

導很重要。這跟運氣也很相關，工作這麼些年，我也就碰到一個這樣的好領

導，從他身上學到不少的東西。（CC-60）」 

（8）「der Film ist kein Actioner weswegen man ihm die fehlende Action nicht ankreiden  

                                              

12理據輔助策略和回應批評言語行為中的說明主體策略相類似，但理據策略僅是批評行為時的輔

助策略，而說明策略在回應時則可單獨使用作為主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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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電影 是 沒 動作片 所以 人 它 這 缺少的 動作 不 責怪 

sollte. Zumal Tarantino sich ja hauptsächlich durch auschweifende Dialoge  

應該. 尤其 Tarantino 自己 啊 主要 透過 放肆的 對話 

definiert, und dieser Film wegen der Perfektion dieser so gefeiert wird.  

定義, 和 這 電影 因為 完美 這個 非常 出名 被. （GC-132）」 

（這部電影不是動作片，所以人不應該以它動作不夠給予責備 . 尤其是

Tarantino 本身主要是以放肆的對話為特色，而這部電影也因為此處的完美表

現而被讚賞。） 

（9）「Das ist wohl einer der blödersten Aussagen überhaupt!!! Ohne  

這 是 大概 一個 最 愚蠢的 說法 所有!!! 沒有 

Alien wär der Film ein gewöhnliche r SciFi Film. Ohne der DeLorean wär es ein 

外星人 是 這 電影 一個 普通的 科幻片. 沒有 這 DeLorean 是 那 一個 

normaler Zeitreise Film!!!（GC-36） 

普通的 時間旅行 電影!!!」 

（這應該就是最愚蠢的說法!!! 沒有外星人這部電影會是一個普通的科幻片。

沒有 DeLorean 的話會是一部普通的時間旅行電影!!!） 

(三). 正向策略 

正向策略是給予對方讚美或表示好感、認同、祝福等等，說話者可以透

過褒義詞如「寫得很好 (Schön geschrieben) 」、「好文 (Guter Text) 」、「非常

合理 (sehr plausible) 」，認同動詞「我贊同你 (ich stimme dir zu) 」、「我可

以理解你的理由 (Ich kann deine Begründung nachvollziehen) 」「敬祝... (ich 

wuensche dir...) 」等方式表達其正面的態度，照顧說話者的積極面子，以減

少說話者對其後或前言論的不適感，因此具有緩和言語行為的功能。 

在中文中正向策略多置於行為前，如例句（10）、（11（12）說話者先給

予受話者書寫方面的讚美而後帶出主要欲提出的問題，包含資料錯誤和論述

理解方面的缺失。而德文例句如（12）先讚美對方的評論，再帶領出質問策

略，指出對方對電影的評價有所失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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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裡正向策略多用於行為之前，而德語裡則多置於行為之後。例句（13）

則先提出說話者預期的電影評比分數，結果發現受話者的評分較高，因此提

出此評分不適當的評論，最後再讚美受話人的書寫能力。不管正向策略是置

於行為前或行為後，其作為輔助策略因顧慮到受話者的積極面子，因此具有

和緩衝擊性言語行為的力量，說話者藉此得以調和因言語行為受損的面子。 

（10）「講述的很全面了。不過說電影 2010 飛向太空是第二部小說的電影版就不

對了。2010 飛向太空是小說索拉裡斯星的電影版（CC-45）」 

（11）「寫的是很不錯，也做了不少功課的說。但感覺你沒有觸碰到該作品的核心。

（CC-46）」 

（12）「Schöner Kommentar, aber nur 9,5? ;)（GC-112） 

很好 評論, 但是 只有 9,5? ; )」 

（很好的評論，但是只有 9,5? ; )） 

（13）「Ich hätte jetzt 5-6 Punkte erwartet und keine 7. Die 7 passen nämlich  

我 會 現在 5-6 分 期待 而 不是 7. 這 7 對應 即 

irgendwie so gar nicht zu Deiner Kritik. Aber gut geschrieben....  

不管如何 很 非常 不 對 你的 評論. 但是 好 寫的....（GC-72）」 

（我會期待 5-6 分而不是 7。這 7 不管如何和你的評論非常不相符。但是寫

得很好.....） 

(四). 緩和策略 

緩和策略是說話者意識到話語具有的衝擊性，而以緩和性的話語加以抵

銷。與同樣具有緩和功能的正向策略不同的是，緩和策略不是增加對方積極

面子行為的策略，而是顧慮對方消極面子的策略，用以盡量減少對方受到的

傷害。緩和策略的主要實施方式可以透過，說話人道歉「抱歉、不好意思、

請原諒我 (tut mir leid, entschuldige) 」、自貶「我還很粗淺 (Leider bin ich nicht 

so klug) 」、自謙「我的能力不足」、「我也不一定是對的」或縮小言談事項的

嚴重性「這不是什麼大問題 (aber das ist kein großer Fehler) 」、給予表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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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jedem seine Meinung) 」、「請別把這個當成+（攻

擊行為） (betrachte dies nicht als ...) 」等方式，以下舉例說明此策略。 

中文的緩和策略多使用自貶、自謙的方式以降低言論的重要性。例句（14）

發話者使用勸告策略要說話者改變錯誤，而後表示此行為有些「吹毛求疵」，

減緩批評行為中傳遞出的修改必須性。（15）則為批評回應的語料，在發表

反駁性的言詞前，說話者先表示自我知識有限也謙虛的表示願意繼續接受批

評，因此足以緩和後續言論的衝突性，避免給予說話者太過強烈的攻擊感。 

（14）「指出一個用詞 都比成人高明 改靈敏  

哈哈，是不是有點吹毛求疵（CC-50）」 

（15）「我對於環境與經濟、社會的關係的認識還很粗淺，觀點不當之處還請繼續

批評。這裡僅僅提出幾點小的參考意見...（CCR-127）」 

在德語中最常使用的是給予空間的方式，例子（16）說話者雖然承認此

電影也有不錯的地方，但是仍不受批評言論影響，完全喜歡上這部電影，因

此說話者在此之後使用緩和策略「每個人都有各自的想法」，表示聽話者不

需要顧慮說話者的發言，給予雙方各自表述的空間。13 

（16）「Teile davon sind ja auch für mich ganz, ganz groß, aber leider konnte er  

部分 從 啊 也 對 我 非常, 非常 好, 但是 可惜 可以 它 

mich in seiner Gesamtheit nicht so überzeugen, wie er dies bei Dir geschafft  

我 在 它的 整體 不 非常 信服, 如 它 那 在 你 達成 

hat. Jedem das Seine ;)（GCR-23） 

X. 每個人 那 他的;)」 

（其中幾部分對我來說也覺得非常非常好啦，但是可惜他整體上沒辦法說服

我，如同在你這方面無法說服你。每個人有他自己的（想法）;)） 

                                              

13 感謝口試委員林愛華教授提出修正例子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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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之輔助策略涵蓋的其他語言形式如表四-1  

表四-1：中德批評輔助策略 

輔助策略 

名稱 定義 語言形式 

正向策略 

(Positive 

remarks） 

說話者以正向的言詞如讚美、感謝、

認同、表示正向情緒的方式給予回

饋，具有修復減緩行為所造成的效

果。 

認同：「我很喜歡」、「感謝貼文」、

「我很開心看到這樣的評論」、

「schöner Text（很美的文章）」、 

「gut geschrieben（寫得非常好！）」 

引導策略 

（Steers） 

說話者以預示、指點、引述方式領導

聽話者至他所關注的議題。 

「我要提出幾個問題／原因  (Ich 

will ... begründen.）」、「我想說...（Ich 

möchte sagen）」、「關於／至於...（bei

／dazu...）」或以符號引述對方言論。 

理據策略 

（Grounder） 

說話者在批評核心行為以外，給予理

由證據以支持自己的立場。 

「根據...所以...」、「從...可看出N是...，

還是 ...，而且 ...」，「因為 N 是 ....所

以...」、「Deshalb/ deswegen（因此）」、

「Allein das... macht den Kinobesuch 

sehenswert.（光就…就使其值得到電

影院一看）」 

緩和策略

（Disarmers） 

說話者為了預期言語具有衝突性，因

此藉由道歉、自貶、自謙或縮小言談

事項的嚴重性或給予表達空間以緩

和言論攻擊性。 

「我對於...還很粗淺，不當之處還請

包容／包涵。」、「或許是我理解錯

了...」、「entschuldige ich ...(請原諒

我)」、「Vielleicht verstehe ich das jetzt 

falsch(或許我理解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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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批評行為與主體策略 

批評的核心主體行為根據使用頻率高低，有「指謫行為」、「質疑行為」、

「損辱行為」、「勸導行為」和「否定行為」等類，各類型彰顯批評行為的不

同特性，行為內根據批評側重點的不同又可各分成兩種次類策略，包含「評

論」、「糾正」、「質問」、「臆測」、「辱罵」、「嘲諷」、「勸告」、「說理」、「表態」、

「異議」等，以下分別就行為使用的頻率，次類所含批評目的顯隱性，簡介

各行為與其次類策略之定義與範例。 

1. 指謫行為 

行使指謫行為時說話者指出聽話人的錯誤，並給予負面評價，期望對方

改變未來的行為。在言行的批評中，負面評價可能源於資訊錯誤或發言不適

當，當發現錯誤時，說話者會否定對方論述並給予正確答案，行使糾正策略。

因此糾正策略是說話者對聽話者的負面（失誤）評價，但又透過正確解答協

助聽話人的改正。除此之外，實施指謫行為時也可能直接使用負面詞彙行使

評論策略。兩策略的關鍵差異在於，糾正是將錯誤的評價隱含在是非論斷，

評論則是透過評價指出錯誤。 

 

 評論策略 

評論是透過評價顯示說話者的缺失，通常會使用負面詞如「吹毛求疵

(Haarspalterei) 」、「太低了 (zu niedrig) 」或否定詞加上褒意詞如，「不公正 

(ungerecht) 」。實際語料如，當一論壇使用者發表一篇影評後，說話者認為

此評論在取證的資料上有所不當，他便透過給予「不靠譜」的負面評價（17），

表示聽話者有所缺失，而應該修正。而評價方式藉由否定詞加上褒義詞的，

例如在（18）中便以褒義詞「恰當」加上否定詞「不是」給予負面的評論，

而從中也可看出評論常會出現批評的理由，不適當的原因，便是在於後句所

稱的「不夠這麼高的評價」，是以理由輔以評論的批評策略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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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中間有段分析不靠譜（CC-4）」 

（18）「心有猛虎，輕嗅薔薇。這句用的不是很恰當！大白暖，卻不夠這麼高的評

價。（CC-7）」 

否定詞上加褒義詞的方式在德文也有如（19），說話者用「nicht zu 100% 

korrekt」（不 100%正確）給予錯誤的評價，然而除此之外，也可使用貶義詞

達到同樣的效果，例句（20）的「Blasphemie」（褻瀆），本身便包含錯誤與

負面意義，因此說話者用褻瀆說明使用電影《教父》作為舉例的不適當。 

（19）「Guter Kommentar, aber entschuldige wenn ich klugscheiße, das erste  

好 評論, 但 原諒 當 我 聰明的驢子（如果我自以為聰明）, 這 第一個  

Zitat ist nicht zu 100% korrekt ;)（GC-34） 

引言 是 不 至 100% 正確 ; )」 

（很好的評論，但原諒我這個自認較聰明的人，第一句引言不是 100%正確

的;)） 

（20）「Das Wort Remake und "der Pate" in einem Satz zu verwenden ist geradezu  

那 字 重新製作 和 "教父" 在 一個 句子 去 使用 是 幾乎 

Blasphemie ;) 

褻瀆;)（GC-6）」 

（Remake 這個字和"教父"在一個句子裡使用是個褻瀆。） 

 

 糾正策略 

糾正是指出問題並給予答案或反例，因此可以透過直述句結合否定詞或

用對比句式「是...不是...」、「不是...而是...」、「並非...而是...」，德文的否定則

有較多變化的表現方式，如「ist... nicht...」、「nicht/ kein+名詞...sondern...」、

「entweder... oder..., sondern...（不是...也不是...，而是）」、「...nie, aber...」或

可透過錯誤隱含符號「*（內容）」指出缺失，再給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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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指出錯誤和給予答案可能於兩個分開的句子中呈現，如討論中國電影

的侷限時，網友表述中國的環境缺少優質的編劇及導演，沒有整體性的電影

產業規劃，因此例句（21）中說話者認為中國的廣電總局作為電影產業的政

府單位，有助於優質編劇及導演的產生，同時亦代表中國的電影產業具有一

定的規劃，所以認定網友的發言有所缺失，而透過「不是」先否定對方的缺

少編劇與導演的預設，再透過「是」指出中國的廣電總局足以作為視聽產業

規劃的代表。相似情況亦可見於例句（22），就電影《羊男的迷宮》的歷史

背景，說話者透過「不是」否定對方預設的內戰背景，再藉由「而是」凸顯

正確的觀點應是，以國際局勢中的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對立立場為基礎。 

（21）「中國不是沒有好的編劇和導演，中國是有廣電總局，明白麼？（CC-6）」 

（22）「…關於影片：背景既然設置在 44 年，就不是以西班牙內戰的雙方為正邪

對立，而是當時國際環境裡法西斯和反法西斯雙方，你可以注意到有一個

鏡頭裡遊擊隊員在興奮地談論諾曼地登陸。（CC-35）」14 

中文中可透過是非句式，表示錯誤資訊，而德文亦可使用 be 動詞（sein）

「是」指出錯誤資訊並予以回答，如（23）發生於網友混淆男主角的名字，

因此說話者透過 be 動詞過去式（war）指出錯誤的來源，也就是指稱的對象

「那個男人 (der Mann) 」叫做"Beetee"，並結合引號標示出正確的答案。 

除了單句否定，糾正亦可在複句中表現。當影評人提及電影《飢餓遊戲》

得到奧斯卡最佳影片獎，例句（24）的說話者便以直述句給予否定，再給予

正確資訊，即《飢餓遊戲》在奧斯卡中只被提名音樂獎。因此在中德之糾正

策略中說話者透過用「不是」等否定答案給予負面之錯誤評價，並給予說話

者認知之正確答案或足以證明其言行是錯誤的資訊，實行糾正策略。 

（23）「Oh und noch war der Mann heißt "Beetee" 

喔 和 還有 是 那 男人 叫 "Beetee"（GC-12）」 

                                              

14語料例句中，底線部分為語料分析時具判斷依據的語言成分，若無底線標註表示全句為一判斷

單位。CC 代表中文批評(Chinese criticism)語料，GC 代表德文批評(German criticism)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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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還有的是那個人叫"Beetee") 

（24）「Wurde es nicht. Das war irgendein anderer Award. Für den Oscar ist hier nur  

可能 這 不是. 那 是 不管哪個 其他 獎. 對 那 奧斯卡 是 這裡 只 

die Musik nominiert worden.（GC-15） 

那 音樂 提名 被」 

（可能不是。那應該是其他什麼的獎。就奧斯卡在這裡只有音樂被提名。） 

2. 質疑行為 

質疑行為是透過推理懷疑和提問給予聽話者的挑戰，當參與者公開提出

見解時，他的言論便應當要是受大眾認可、接受的，然而當他人發覺言論中

有問題時，便可能藉由提出對受話者的不利推測或以問題的方式挑戰聽話者，

使對方反思自身行為的正確性，說話人隱藏個人對聽話者的負面評價於推理

或問題中，以期改變聽話人的行為。就這兩種形式以對聽話者的挑戰性可分

為質問和臆測策略。 

 質問策略 

質問策略是將個人的預設立場或聽話人的錯誤透過提問提出，其代表形

式便是反問。在反問句式中，說話者的立場通常是在表面句式的反面，亦即

說話者可能會站在否定的立場將肯定的答案以問題提出，讓聽話者思考肯定

的答案是否正確，而說話者的立場常可透過話語中的強調性、前後對比句式

看出，如中文例句（25），說話者使用「...可以...就不成」，以「就」帶出兩

個前後矛盾的訊息，同時他的立場便與此提問相反，即西片可以，日本片也

可以。「哪裡＋動詞」或「難道」於問句中也是常見的反問形式，句子（26）

中說話者使用「哪裡」、「什麼時候」以表示說話者認為這個說法是沒有例證

的。 

德文中也有相似的用法，（27）裡說話者先說明反對理由，再透過哪裡

（Wo）有問題，以表示說話者認為這個並不是可以作為批判一部電影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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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而聽話者在給予說話者回應前，就需要思考自己的說法是否合理，否則

便要改變說法。而質問常透過比較句式或強調的手法凸顯問題點，例如（28）

中，當電影評論人對於《教父》和《刺激 1995》都給予有史以來最好的電影

的評價時，說話者便藉由選擇疑問句式，加上大寫定冠詞「DER」強調這兩

部電影都被提及，而讓聽話者思考是否有言論上的矛盾處，藉質問策略達到

指正錯誤的批評效果。 

（25）「好萊塢片裡面大片外國人（無論東方西方）講幾句中文後就切到英語，西

片可以這麼幹，日本片就不成了？（CC-30）」 

（26）「艾莎什麼時候成反派了，哪裡看出來是姐妹同性戀，不要想太多，不要被

日本漫畫的怪異思維扭曲。（CC-31）」 

（27）「Was soll das bitte bedeuten? Der Film zeigt Theaterdarsteller, natürlich spielen

什麼 應該 那 請 意味？ 那個 電影 代表 舞台劇演員，當然 扮演 

dann Schauspieler Schauspieler, wo ist da das Problem? 

然後 演員 演員, 哪裡 是 那個 問題?（GC-11）」 

（這到底意味著什麼？那電影在說舞台劇演員，當然是由演員扮演演員，

問題在哪？） 

（28）「Welcher Film ist jetzt nach deiner Meinung besser? DER beste Film aller Zeiten, 

哪個 電影 是 現在 在 你的 想法 好的? 那 最好的 電影 所有 時代, 

der Pate? Oder DER andere beste Film aller Zeiten, Die Verurteilten? 

教父? 或 那 其他 最好的 電影 所有 時代, 刺激 1995?（GC-5）」 

（你現在認為哪個是最好的電影？那個有史以來最棒的教父還是那個有史以

來最棒的刺激 1995？） 

 臆測策略 

在網路世界中，參與者彼此不認識，因此說話者便需要揣測發言人的身

分、相關經歷或話語目的。當看到對方的言論失誤時，說話者便可提出他對

聽話人的假設，指出對方的錯誤或犯錯的原因。常用的語言形式包含使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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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測行為的動詞如「推測」、「估計」、「猜想」等，或是情態副詞「可能」、

「也許」、「或許」，在這些成分後加上對對方的背景臆測，句尾加上推測語

氣詞「吧」表示。 

（29）是源於評論人表示他的同事都覺得好萊塢電影非常好笑，說話人

看過電影後認為此電影僅為一般喜劇水準，因此他藉由推論對方同事的背景

是不常接觸美國喜劇，懷疑聽話者提出這部電影非常好笑的說法的可信度。

例句（30）則透過臆測對方未看過電影演員的其他作品，否定對方提出此演

員的表現較為保守的說法，亦含有此言論在某些情境下不適用，暗示對方的

錯誤。 

德文除了同樣可以使用情態副詞或推理行事動詞，對於說話人的推測還

可以虛擬二式時態表現，虛擬二式用於表示對人事物的假設，並會藉由轉變

動詞形式的方式呈現，在使用假設功能時常使用比較連接詞「als」表示推測。

例如在句子（31）裡，說話者首先以「Ich glaube（我想）」帶出假設，推測

過去發生過的事情，因此使用到虛擬二式時態，而將動詞從完成式「hast」

變形為「hättest」形成虛擬假設，表示說話人對聽話者過去發話意圖的推理。

而在此例句中說話者認為聽話者是為了展現個人對電影的了解才書寫這篇

評論，隱含賣弄聰明的負面評價。 

（29）「估計你的同事們不經常看美國喜劇吧（CC-15）」 

（30）「LZ 可能沒看過《整容室》第五季，他的角色完全沒節操（CC-24）」 

（31）「Ich glaube ja, du tust nur so, als hättest du Ahnung davon, was gutes  

我 認為 啊, 你 做 只 這樣, 假裝 有 你 想法裡, 什麼 好的 

filmisches Handwerk ist. 

電影的 作品 是.（GC-52）」 

（我認為啊，你只有這樣才好像你知道什麼是好的電影作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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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損辱行為 

損辱行為較指謫類行為更具攻擊性，當說話者認為聽話人犯下重大缺失，

為顯得缺失的嚴重性，說話人便會使用貶損、羞辱的方式批評聽話人。他可

能會使用「辱罵策略」，以侮辱性的字眼給予聽話人人格、名譽上的損毀，

或是採取反語、誇示的「嘲諷策略」諷刺聽話人，諷刺的同時話語中可能隱

含著侮辱性的嘲笑，顯示聽話人的錯誤之嚴重。就聽話者的理解看來，辱罵

策略的方式較為直接，其往往使用明顯的羞辱性字眼，然而嘲諷策略使用到

的語言方式更為多變，可能用到各種修辭、誇示等形式，因此對聽話者而言

需要更費力的理解，以下分別舉說明此兩策略。 

 辱罵策略 

辱罵性的詞彙涉及人身攻擊及名譽毀損，書寫評論屬於動用心智的行為，

因此批評者傾向使用貶低智商的詞彙，以顯示對方書寫評論的錯誤與其身心

狀態相關，如中文語料中（32）使用的「傻逼」與「屌絲」，「屌絲」是中國

網路常用辭彙，亦指窮、醜、矮、呆、肥的人。例句（33）以年齡設定表示

對方的心智不成熟，貶低對方的智力，而德文亦有相同的方式，如（35）使

用「klein（渺小的）」、「dumm（愚蠢的）」形容辭彙攻擊對方。人身攻擊包

含生理因素，在（34）可見說話人以「有病」給予生理上的侮辱，用以表示

對於評論書寫者提及動畫電影《哆啦 A 夢：伴我同行》令其感動落淚太過

誇張，應為生理障礙所致，同時說話者亦用「矯情」，表示評論者的書寫是

性格做作的行為。除此之外，在德文語料（36）中亦可見對方以「Schäm（羞

恥）」表示對方的發言錯誤是個恥辱，為此人感到羞辱，予以名譽上侮辱。 

（32）「得了，你就承認你是屌絲忙吧，裝什麼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傻逼啊！（CC-

93）」 

（33）「…這幾句影評像極了互相炫耀誰身體更差的上班族的口氣，我確定你不是

年齡未滿 25 就是心智未滿 25（C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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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都是些什麼人啊，這麼就哭了，有病吧，雖然機器貓小時候陪伴我們，但

這部除了視覺逼真真沒有什麼好看的！男的還淚腺完全崩潰，也太矯情了

吧！（CC-10）」 

（35）「Du bist ein kleiner, dummer Mensch mit kleinem, dummen Verstand. 

你 是 一個 渺小的, 愚蠢的 人類 和 狹小的, 愚蠢的 頭腦（GC-10）」 

（你是一個渺小、愚蠢的人類有著狹小愚笨的認知） 

（36）「Schäm dich! :P 

羞恥 你!:P（GC-41）」 

(你真丟臉! :P) 

 嘲諷策略 

辱罵是以羞辱性的貶抑語言給予聽話者的批評，嘲諷則可能往往相反，

將褒義詞轉為貶義使用，例句（37）的「不明覺厲」，是「不明白覺得厲害」

的網路縮寫，以表達「我雖然不明白這是什麼，但是感覺很厲害的樣子」。

「厲害」本該是讚美之詞，但在此評論中「浪漫主義通俗文學的基調色彩」

是由各種專業辭彙堆疊組成，說話者因而覺得賣弄文字讓人不知所以，而透

過「不明覺厲」以表面褒獎之詞行諷刺之實，凸顯批評對象的書寫問題。在

（38）中也有此用法，「牛逼」是中國口語流行詞彙，意指非常厲害，原用

於誇讚他人，然而運用在此處表面上指聽話人對電影的眼光極高、非常厲害，

實際意思卻是指聽話者給予這部電影評星數過低，沒有電影足以滿足他的眼

光，認為對方應該修改對電影的評價。 

除了褒義詞貶用的方式，嘲諷也常以影射方式表現。如例子（39），電

影評論人在文章中批判電影中的主角，說話者認為聽話者會有此行為是由於

他看不懂電影，但是說話者不明確指出犯錯的人是聽話者，而以廣泛的「看

不懂的人」就會貶損主角，實指聽話者就是此人，而他對聽話人的看法還可

由「呵呵」的語氣詞看出說話者的嘲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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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什麼“浪漫主義通俗文學的基調色彩”，不明覺厲。（CC-59）」 

（38）「哇居然有打一星的看來世界上沒有你看得上的電影了牛逼啊（CC-31）」 

（39）「呵呵看不懂的人就損主角（CC-94）」 

嘲諷還可以模仿與誇飾表現，例句（40）的德文語料裡，評論書寫者對

電影《大獨裁者》給予極高的評價並使用眾多的誇讚辭彙，而說話者同樣給

予對方各式讚美語彙，例如：「wichtig（重要）」、「wahr（真實）」、「die auf 

längere Sicht Krönung bleiben（歷久不衰）」、「MEISTERWERK（傑作）」等

等，實際上卻是藉由相同形式，過多、誇張的讚美詞提示聽話者的書寫有浮

誇之嫌。 

除此之外,電影討論區中論壇使用者在看到喜歡的評論可以點選「like」，

其如同中文臉書（Facebook）「讚」的功能，因此，例句（41）稱評論書寫者

有「Braveheart（勇敢的心）」，卻指出沒有獲得其他網友任何的「like」，表

示聽話人的言論不被大眾認可，是奇異的言論。在指出這項不被認可的事實

時，說話人還使用笑臉「:D」的表情符號，顯示他對這件事情採幸災樂禍的

態度，嘲笑的意味不在言下。 

褒義詞反用、誇飾性模仿便是嘲諷策略常使用的語言策略，觀察這些文

字並無使用到羞辱性字眼，但往往含有嘲笑的意味，同樣可能造成聽話者的

羞辱感。 

（40）「So wichtig, so wahr, so zeitlos wie diese war noch nie (bis heute)  

太重要, 太真實, 太 歷久不衰 如 那 是 還 沒有 (至 今日) 

eine Rede. Und wahrscheinlich wird es auch auf längere Sicht die Krönung 

一個 言論. 而且 可能 會 這 (Ｘ) 也 在 長久 觀點 這 冠冕 

bleiben. MEISTERWERK! 

保持 傑作!（GC-63）」 

（太重要、太真實、太歷久不衰，這個是過去（到現在）還沒有的言論，而

且應該會很長時間維持在最高榮耀。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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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Für Braveheart hast de keinen like bekommen für diesen Kommi ja :D. 

對 勇敢的心 有 這 沒有 喜歡 得到 對 這個 評論 是 :D.（GC-48）」 

（就這勇敢的心得到了零個讚給這個評論:D。） 

4. 勸導行為 

批評的目的是期望透過給予的負面評判來改善對方未來的行為，因此批

評方也可以使用引導的言語提醒對方應該改變作為，然而會希望對方改變行

動便富含對聽話者的不良評價，因此批評可以透過勸導行為予以執行。勸導

行為強調改變對方的行為，批評方因此可以使用規則道理說服聽話者，他也

可以直接告訴對方改變行動以符合規範，前者便是說理策略，而後者即為勸

告策略。 

 說理策略 

要說服他人改變行為，可以藉由提出誘惑或警告，驅使對方達到自己的

期望，因此說話者可以藉由條件假設句式「如果／是...的話 (Wenn) 不就

會...」、「你是...別人是...」、第三人稱「人 (man) 」、「每個人 (Jede) 」或複

數指稱「我們 (Wir) 」規範出一個框架，框架內是一個理由或標準，在此框

架內的人是正確的，不在此框架的是錯誤的，因此一般人自然會希望歸屬於

正確的類型，因而改變行為以符合規範。而說話者更可直接引用有名的俗語、

常規如：「das Glas ist entweder halb leer oder halb voll（水瓶不是半空就是半

滿）」表示說話者一知半解，用以規範他人的行為，或「Nee sogar ganz freiwillig, 

kommt eben alles auf die Stimmung an.（不，甚至完全自動自發，一切就是依

氣氛而定。）」以規範受話者應該接受他人意見，而以上這些即為勸導行為

中的說理策略。 

使用說理策略時，為了表示這個規範框架是客觀正確的，框架內的指涉

對象常使用「人」 (man) 或「人類」 (Mensch) ，中文裡還可透過零指代，

以表示這個規範是說話者（LZ 樓主）該遵守的。中文例句（42）中，說話

者針對聽話人提出對宮崎駿動畫片《風起》的質疑論點，舉出這是日本「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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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匠）之心」的態度作為反證，此指做什麼職業都要做到最好的態度。

說話者以零指代的方式回指聽話人（樓主），聽話人要理解主角想將戰機做

到最好，但是又同樣厭惡用以驗證戰機好壞的戰爭，因此這是主角內心的矛

盾而非導演造成的缺失。說話者因此製造出一個框架，聽話者若希望不被視

為無知，就要取消先前的說詞。在德文例句（44）中，書寫者僅給予電影一

句話的評語，說話人因此闡述他相信的道理，即人「man」（人）有自由可以

評價任何電影，但評價的同時也要舉出讓人接受的理由，如果聽話者同意這

個做為人的規範，那他便要給予更多的資訊說明他評價的理由。 

除了使用泛指表示共同規範，說話者也可透過共同立場的「我們」，親

近聽話者，同時亦顯示說話者提出的規範是兩方一致，應當共同遵守的，在

（43）中，評論書寫者討論電影《進擊的鼓手》中的教師充滿爭議的教育方

式15，說話人認為這不是非黑即白的是非問題，因此以「我們庸人」作為共

同規範基礎，說明若同屬平凡人則不應妄下判斷。 

除此之外批評者也可透過引用有名的俗語、諺語，引導聽話人。對於代

表性商業片的《復仇者聯盟》，評論者以藝術的角度批評此片的各個不是，

說話人便引述德國哲學家尼采的話（45），「當藝術穿著舊衣衫時，最容易使

人認出他是藝術。」表示《復仇者聯盟》披著商業片的破舊外衣，卻顯示其

作為電影此大眾傳媒的藝術價值。批評者便是透過尼采的名言作為理由，期

許聽話人改變對此電影的評論，而行使說理策略。 

（42）「LZ 覺得“熱愛著作為殺人武器的戰機的同時厭惡著戰爭，這是導演無法

回避的矛盾”，瞭解日本"職人“（工匠）之心的話，就不會覺得這裡有矛

盾。（CC-3）」 

（43）「其實我覺得作為我們庸人而言，沒辦法去評判 Fletcher 在尋找天才的教育

方式是不是正確的，或者說他人格是不是有瑕疵的，只能說是無法理解。

                                              

15電影《進擊的鼓手》劇情簡介－電影中的音樂教師以極具爭議而嚴厲的方式指導男主角，造成

男主角的生活破裂、身心受創，卻也使男主角的鼓藝達到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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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75）」 

（44）「Man kann gerne jeden Film schlecht bewerten, aber dann sollte man wenigstens  

人們 可以 喜歡 每個 電影 差 評價, 但是 然後 應該 人 最少 

eine halbwegs plausible Begründung liefern.（GC-19） 

一個 相當 可信的 理由 提供.」 

（人們儘管可以給每部電影差勁的評價，但是起碼要給一個相當可信的理

由。） 

（45）「"Wenn die Kunst sich in den abgetragensten Stoff kleidet, erkennt man sie am  

"當 那 藝術 本身 在 那 舊的 布匹, 認識人 它 它 在 

besten als Kunst."（GC-33） 

最好 當 藝術. "」 

（當藝術穿著舊衣衫時，最容易使人認出他是藝術。） 

 勸告策略 

勸告策略中說話者直接使用具行事力的動詞如，「我建議 ...」  (Ich 

empfehle...) 、「我勸你...」 (Ich rate dir.+ 賓格 Akkusativ) ，指示聽話人未來

行動，同時也可透過能願動詞「你應該」 (Du sollst) 、「你得」 (Du musst) 

等，或祈使命令式「請您走！」 (Gehen Sie bitte!) ，命令說話者改變，而說

話者為說服聽話人服從，還可結合假設句式，囊括預期聽話人會希望或不希

望的結果做為引誘或警告，以下舉例說明中德文的勸告策略。 

中文裡如（46）使用能願動詞「得」並結合條件句，說明聽話人書寫不

尊重他人的文章，也無法獲得他人的尊重，若要取得他人的尊重便應該修改

他的影評。而 

（47）同樣使用能願動詞「應該」，則是說話者基於聽話者喜歡同志愛戀

情節的表現，規勸聽話者改變表達愛意的方式，並以「而不是」指出錯誤的

行為，即不理性的情緒發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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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方法也適用於德文，例句（48）裡說話人用假設句式「Wenn du...」

（當你...）結合命令句式「nenne bitte...」提出適當的發言行為，即聽話者應

提出個人論點和電影的優缺點，並以「statt」（而不是）指涉聽話者不改變現

在的評論，這個影評就會像年輕人的書寫一般無法令人取信。而例句（49）

則採取相同的方式，希望聽話人不要留下不喜歡的評論，否則只會讓自己不

愉快。可見勸告策略結合能願動詞、條件句型與祈使命令句式，以改變他人

現行的不適行為。 

（46）「每個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看法，你若要別人以尊重的態度看完你的影評，首

先你得在你的影評中對於其他人表示出尊重的態度。（CC-95）」 

（47）「你們應該將對男性的不滿和對性愛的渴望，用正確的方式表達出來。而不

是因為現實中暫時的阻擋，完全不顧理性與尊嚴地去情緒性發洩。（CC-40）」 

（48）「Wenn du eine Kritik schreibst, dann nenne bitte auch Gründe, Argumente, Pros  

當 你 一個 評論 寫, 那 找 請 也 理由, 論點, 優點 

und Kontras, statt derart pubertäres Geschreibsel. Danke. 

和 缺點, 而 不是 那樣 青少年 塗鴉. 謝謝.（GC-36）」 

（當你要寫一個評論，那請找好理由、論點、優缺點，而不是青春叛逆期般

亂寫。謝謝） 

（49）「Wenn du den Film nicht magst, reißt dir keinen den Kopf ab, aber schwing dich 

當 你 那 電影 不 喜歡, 撇 你的 沒有 頭 起, 然而 回覆 你 

hier nicht zum analytischen Kino-Guru auf. Das kommt nur oberleerermäßig  

這裡 不 對 分析 電影院-領導 起. 那 來 只 空虛 

rüber.（GC-53） 

裡」 

（當你不喜歡一部電影，沒有人扯斷你的頭，但不要自告奮勇地去當電影

分析大師，那只會給你帶來空虛。） 

5. 否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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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是意見交換的過程，而電影討論區使用者所書寫的電影評論本應具

有說服力，應使他人認同，所以當對方不認同時，便代表這個意見或評論有

所失當才無法使人信服。因此說話者可以透過表示個人的看法，否定對方論

述的說服力而行使批評，此即否定行為，否定行為可以分為直接的表態策略

與間接的異議策略，以下分述之。 

 表態策略 

說話者藉由表明個人不認同的態度行使批評策略，以表示聽話者的看法

有問題不被接受。這可以透過否定標記搭配認同性辭彙，如「我不認為」、

「不同意」、「看不下去」、「不能認同」、「nicht ganz folgen.」、「für mich 

unverständlich.（對我來說無法理解）」、「treffen bei mir nicht zu.」。（50）和 

（51），都以「不認同」甚至是本有負面意的「苟同」表示負面態度。而

除了透過具有行事效力的動詞，說話者尚可以動態描述表示反對，如德文語

料 

（52），說話者先指這篇影評講出他的心聲，也就是他相當認同，但是針

對最後三句話卻不適用。他以「treffen bei mir nicht zu」字譯為碰不到我，表

示他的不認同，顯示這三句話可能有問題。而文字性的電影評論應當要使人

願意閱讀，例句 

（53）先指明這個評論是聽話者的個人意見，無法讓也看過這部電影的

人表示贊同，以致於讓說話者「Mochte den nicht zu Ende sehen.」不想看下

去。以上使用否定標記加上具認同行事力的動詞，或表示不認同的動態描述，

如：看不下去、令人搖頭等等，行使的就是否定行為中的表態策略。 

（50）「你對佛朗哥的評價我不太認同（CC-35）」 

（51）「對你的影評不敢苟同。（CC-12）」 

（52）「Dein Kommentar spricht mir aus der Seele. Einzig die letzten drei Sätze 

你的 評論 說 我 自己 出 那 靈魂. 只 那 最後 三 句 

 



第四章結果分析與討論 

83 

 

treffen bei mir nicht zu.（GC-5） 

接觸 在 我 自己 不 到」 

（你的評論說出我的心聲。只是最後三句我不認同。） 

（53）「Ganz deine Meinung. Mochte den nicht zu Ende sehen. 

完全 你的 意見. 要 那 不 至 結束 看. （GC-23）」 

（完全是你的個人意見，不想看完。） 

 異議策略 

異議策略與表態策略的不同在於表述的直接與間接性，表態策略直接給

予聽話者的言論實質否定，而異議則是隱藏其不認同的態度，透過提出個人

的相反意見，提醒聽話者不同看法將更具說服力，以期改變聽話人的言論或

立場。通常說話者會使用主觀的意見表述辭彙陳述己見，如「我覺得...是一

定的」、「我想 ...是更 ...、「我對 ...的理解倒是 ...」、「我認為 ...就是 ... (Ich 

glaube...ist doch...) 16」「...除了...更是/就是...、總要」（德語多以副詞呈現

「deutlich」、「sonderlich」）或「我的理解是... (Meiner Meinung nach...) 」。此

不認同的態度可以從說話者使用的對比標記展現，如（54）以前句指出「贊

同大部分的分析」，後句則使用對比標記「但」加上個人意見，表示說話者

對某些看法的不認同。（55）說話者則以「除了」囊括他人的意見，表面上

不予以否定，但在後段陳述自己的看法時卻可看出說話人使用「更是」闡述

想法，實是表示出自己的看法才是正確的。 

（54）「贊同大部分的分析，但我覺得，無論迴圈也好，螺旋形也好，總要有個起

點，一切的一切的起點[異議]（CC-78）」 

（55）「不過我對於這句話的理解倒是略有不同，我認為這句話作為 Zero 這個主

角所說的最後一句話（這之後還說了 Are you going up 和 good night 兩句

無關緊要不算），且已是影片結尾，又在打出 Inspired by the writings of Stefan 

Zweig 之前，其實這句話除了表面的意思（即酒店於 Zero 的意義），或多或

                                              

16括號內為同義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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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更是在體現導演的心聲了。[異議]（CCR-19）」 

德文裡也可透過前後句看出相反意見的表述，（56）的影評中批評電影

的配樂，說話者因此先說對於電影配樂的看法僅是個人的喜好問題，再說自

己覺得配樂非常好，以表明相反的意見，希望得以動搖聽話者的評論。除了

透過對比標記，異議策略還可使用強調性的字眼，暗示個人意見的正確性，

如（57）的背景是影評人論及對電影《鬥陣俱樂部》中的太過真實的暴力畫

面感到噁心，而說話者不認同此觀點，因此使用「meiner Meinung nach」（根

據我的意見），加上其他的強調性字眼，如「Gerade」（正巧）、「nötig」（必

需的），表示在這部電影中，現實感的暴力是如此重要，而理由在於暴力應

該如同它真正的模樣 (wie sie wirklich ist) ，有如暴力在現實中會帶給人的

噁心感一樣。而說話者如此強調下，儘管使用主觀詞顯示只是個人的意見，

卻也表示出他對對方意見的不認同，同時也希望透過如此強調的方式，得以

改變對方的看法，這便是使用否定行為中的異議策略。 

（56）「Der Sountrack ist natürlich Geschmackssache - ich finde ihn überirdisch! 

這 電影配樂 是 當然 喜好- 我 認為 它 超凡脫俗!（GC-96）」 

（電影配樂當然是品味問題－我認為它超凡脫俗！） 

（57）「Gerade bei Fight Club war es meiner Meinung nach nötig, Gewalt  

正巧 在 Fight Club(《鬥陣俱樂部》) 是 X 我的 想法 對 必須, 暴力 

genauso realistisch und abstoßend darzustellen, wie sie wirklich ist.（GC-2） 

同 現實的 和 噁心的 表現, 如 它 真實的 是.」 

（正巧在《鬥陣俱樂部》我想是必須的，暴力表現得如此現實噁心，如它的

真實面。） 

中德批評言語行為的分類、定義和常見之語言形式請見表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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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批評核心行為與策略 

批評核心策略 

核心行為 策略名稱 定義 語言形式 

指謫行為 

糾正策略 
指出錯誤並給予

答案 

直述句＋否定詞、對比句式「是…不是」、「不

是...而是...」、「並非...而是」、「你明明...還要...」，

「 (Das) ist nicht/ kein+ 名詞 ...sondern... 」、

「nicht」、「nie」、「entweder oder/ noch, sodern」、

「Natürlich ist es ... aber... ist es nicht.」 

評論策略 
指出錯誤並給予

評價。 

「沒有／不＋褒義詞」、「你不懂」貶義詞

「錯」、「不完全正確」、「太偏激了」 

「unqualifizierter」、「Herrliche Logik」、「nicht 

korrekt」 

質疑行為 

質問策略 

將錯誤以問題包

裝，藉由提問使聽

話者反思自身錯

誤。 

「...可以...就不成」、「難道」、「什麼時候＋（錯

誤）？」、「就算（＋例外）還是（錯誤推論）？ 

(...obwohl /eben es..?) 」、「（錯誤）!?」、「Aber hat 

(Subject) nicht erst ...so geV...?」 

臆測策略 

說話者揣測發言

人的背景或意圖

作為犯錯原因。 

「推測」、「估計」、「猜想」情態副詞「可能」、

「也許」、「或許」推測語氣詞「吧」、「八成是

來騙回復的。」 

虛擬二式＋假設比較連接詞「als」、「Ich glaube, 

du tust nur so, als ob ...」 

損辱行為 辱罵策略 

言語羞辱批評對

象強調錯誤的嚴

重性。 

辱罵詞「有病」、「傻逼」、「無知」 

「armer」、「kleiner」、「sehr kranker Junge」、

schlec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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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諷策略 
嘲笑諷刺凸顯對

方的錯誤。 

誇飾、反語、負面指涉。「本文充分表現出屌絲

的思維，十分經典」、「真羡慕你啥也不深究活

的也挺開心的。」、「Für eine Bewertung von 3.0 

hast Du Dich ganz schön lange und wütend 

ausgetobt!」、「有人 (Jemand hat) +負面行為(沒

看懂/nicht verstanden)」 

勸導行為 

說理策略 

援引社會道德規

範，暗示對方的失

範行為。 

第三人稱詞或第一人稱負數＋情態詞「人們 

(man) 應該  (soll, muss) 」、「我們要  (Wir 

müssen...) 」條件假設句式「如果 ... 的話

(Wenn) 」、俗語諺語、「了解...會讓你 (益處) 」、

「人有...」、「你覺得...有人覺得...」、「對你...對

別人... (Für dich... aber für anderes...) 」 

勸告策略 
建議對方修正或

改變行為。 

「我建議... (Ich empfehle...) 」、「我勸你... (Ich 

rate dir.+賓格 Akkusativ) 」，能願動詞「你應該」 

(Du sollst) 、「你得／別」(Du musst(nicht))、祈

使命令式「你離開！」 (Gehen Sie bitte!) 、「既

然...就別...」、「wenn du...möchtest, dann solltest 

du ..., sonst machst du dich...」 

否定行為 

表態策略 

表達對受話者的

不認同態度以顯

示其言行不被接

受。 

主觀詞否定：「我不這麼覺得」、「我不認為」、

「令我搖頭」、「我認為不是這樣」、「ich glaube 

(nicht)」、「treffen bei mir nicht zu.」、「Es ist mir 

das andere」 

異議策略 

陳述自己與聽話

者相異看法或態

度的方式，提醒聽

話者隱含錯誤。 

「對我來說 ...就是 ...」、「我認為 ...就是／只

能...」、「我自己是(會)...」、「Ich finde、glaube、

meine... absolute/ immer gerne/ eigentlich/ 

einfach...」、「Ich persönlich wi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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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於網路語境中，中文與德文傾向使用何種批評策略？ 

本研究統計中德批評策略的使用傾向17，結果分析發現中德兩種語言在

批評行為的實施上有著極大的相似性（見圖四-1）。兩語言皆最常使用的批

評行為是「指謫行為」，並且以中文較為明顯（中文 45%，德文 32.2%），第

二高的則是「質疑行為」（中文 20.4%，德文 22%），第三高頻的行為在中文

中是「損辱行為」(15.4%)，而德語則是「勸導行為」（16.5%）和「損辱行為」

（16%）並排。 

 

圖四-1：中德批評核心行為 

欲分析中德批評行為的使用傾向，便須探究各行為呈現的批評特性。本

文便參照蘇婉蓉（2012）對批評間接性的分析框架，對比本研究所發現的批

評行為。由表四-3 可知根據批評者是否，一、明確指出聽話者的錯誤行為，

二、明確表示需要改變以及三、是否給予負面評價等批評要素可知批評的直

接與否。須注意的是，此三項條件的程度並非一致，批評語的三項條件中以

                                              

17 策略計算方式視單一語料中出現一次策略為使用次數一次，在單筆語料中重複使用多次相同策

略仍被視為一次，而使用比率是將全數語料的總策略使用數相加，以策略使用次數為除數除以整

體策略使用數，再乘以 100%，以此獲得策略及行為的使用比率 

指謫行為 質疑行為 損辱行為 勸導行為 否定行為

德文 32.20% 22% 16% 16.50% 13%

中文 45% 20.40% 15.40% 10.40% 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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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面評價最具影響力，因此如使用侮辱性字眼時，說話者的主觀評價會加重

批評語的衝突性，因而在此三項條件中，負面評價的效力會強過指出錯誤與

意圖使人改變等條件。 

表四-3：批評核心行為間接程度 

核心行為 
S 明確提及

H 錯誤行為 

S 明確表示

H 需要改變 

S 明確給予

H 負面評價 

顯隱

程度 

間接

程度 

質疑行為 － － － 隱 

 

 

 

顯 

高 

 

 

 

低 

否定行為 ＋ － － 

勸導行為 － ＋ － 

損辱行為 － － ＋ 

指謫行為 ＋ － ＋ 

由此框架可知批評行為從直接到間接分別是，「指謫行為」、「損辱行為」、

「勸導行為」、「否定行為」和「質疑行為」。至此可以推論，中文和德文在

網路討論區的批評行為都是相當直接的，其可透過「指謫行為」明確的指出

聽話者的錯誤並給予負面評價，或是用「損辱行為」直接表達個人對聽話者

的負面評價。 

但是在此須留意網路討論區的特性與目的。「質疑行為」在此框架中雖

是最為間接的批評行為，因其藉由問題包裝了說話者的觀點，所以是不明確

的表現形式，然而提問卻是推動討論的一大要素，即使是批評者已有既定立

場，卻仍給予被批評方回答的機會，期待對方提供更多資訊、釐清觀點。 

而從觀察兩語言批評行為的使用趨勢可知，在網路討論區中，中文和德

文對於自我觀點的表達都相當直接，而若發起批評，說話者便期待對方有所

回應，因此透過問題形式促使討論延續。可見網路討論區語言與辯論語在論

斷性 (assertive) 和探究性 (explorative) 上呈現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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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語言在批評行為的使用上有一致的傾向，然而細看次類策略的選用則

可看出兩者言談風格的差異。表四-4 和圖四-2 顯示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

中文裡最常使用的批評策略為同屬「指謫行為」中的「評論策略」（22.37%）

與「糾正策略」（21.4%），接著才是「質疑行為」中的「質問策略」（16.4%）；

德語卻最常使用「質疑行為」中的「質問策略」（21.1%），接著才是類屬於

「指謫行為」的「評論策略」（20.2%）和「糾正策略」（11.9%）。德語者還

在「說理」、「勸告」、「異議」等策略的使用上略多於華語母語者。 

表四-4：中德批評策略使用比例 

行為類別 批評策略 中文 德文 

指謫行為 
糾正策略 21.4% 11.9% 

評論策略 22.37% 20.2% 

質疑行為 
質問策略 16.4% 21.1% 

臆測策略 4.5% 1.4% 

損辱行為 
辱罵策略 5.9% 5% 

嘲諷策略 10.5% 11% 

勸導行為 
說理策略 2.2% 6.9% 

勸告策略 7.7% 9.6% 

否定行為 
表態策略 5.4% 5.5% 

異議策略 3.1% 7.8% 

 

 

圖四-2：批評策略次類使用趨向 

糾正 評論 質問 臆測 辱罵 嘲諷 說理 勸告 表態 異議

中文 21.4% 22.3% 16.4% 4.5% 5.9% 10.5% 2.2% 7.7% 5.4% 3.1%

德文 11.9% 20.2% 21.1% 1.4% 5.0% 11.0% 6.9% 9.6% 5.5%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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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正策略」和「評論策略」直接指出聽話者的錯誤並給予負面評價，

糾正策略不僅給予評價還會提供正確的答案。這兩個策略清楚表達了個人對

討論議題和對聽話者的看法，因此相對而言較為武斷，是較重視個人表達的

策略。然而「質問策略」在表達個人看法同時也給予了對方討論空間。 

 從德國人對「質問策略」和「評論策略」的偏好可知，德國人在提出批

評的同時也期待對方的回應，藉由「質問策略」給予聽話者反擊或者修正言

論的空間，重視自己也重視對方。然而中國人在發起批評時則更加重視個人

意見的表達，有更高機率使用「糾正策略」直接給予聽話者正確的答案，同

時卻也剝奪了聽話者意見表達的機會，是比較重視自己，在討論中較具強制

性的手段。 

中國人與德國人偏好使用的批評策略，給予受話者不同的討論空間，其

亦表現了兩語言母語者對於衝突和異議的態度。Stadler (2014) 的研究發現

中國人傾向視異議為衝突的前導事件，並會傷害人際關係，因此更傾向迴避

提出異議或者激化衝突，而使用糾正策略便是在提出相反意見後，直接給予

正確答案以結束討論，希望盡快結束衝突；而德國人卻認為表達不同意見不

一定會產生衝突，且不會傷害人際關係，他們反而認為提出反對意見是參與

討論的象徵，是社交中重要的一環，也因此會透過間接的「質問策略」發起

批評，引導被批評方思考己身錯誤，被批評方亦可能因為受到問題形式的引

導，給予回應延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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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批評回應策略 

中德批評行為展現出網路語言的共性，而策略的選用則可看出兩語言

對議論與衝突的文化差異性。以下則將進一步探討批評的回應。本節將批評

回應分成接受批評行為與拒絕批評行為兩類，而此兩類下又可根據發話者意

圖分為若干策略。為凸顯批評造成的結果，以下以回應策略的類別為主體，

附加其肇因的批評策略，以凸顯回應的目的與效果。 

1. 接受行為 

批評主要可以分為指出錯誤與促使行動改變，因此接受的行為便涉及承

認錯誤、根據批評改變行動，而就言行的批評主題，被批評方改變的行為便

可能包含有修改言論、修改評價與遵從批評提供資訊等等。根據對聽話人的

積極面子照顧至說話人自己的消極面子照顧可分成「感謝」、「認同」、「改善」、

「歸因」等策略。 

 感謝策略 

批評本是基於改善公眾利益的立場，而指出對方的錯誤，實際上也有助

於對方修正過去的錯誤觀念，被批評方會對他人的批評回以感謝。因此常使

用感謝詞彙如：「謝謝指教」、「感謝」、「感恩」，德文如「Danke」、「Vielen 

Dank」等等。在本次語料蒐集中，感謝策略多作為糾正批評策略的回應，如

以下中文語料（58）、（59）及德語回應語料（60）。其可能在於糾正策略雖

直接否定被批評方的言論正確性，但也給予被批評方正確的答案，有助於聽

話者改進，因此往往會得到回應方的正向回饋。而例句（58）中批評方除了

使用糾正策略外尚使用臆測策略，用了雙重的批評策略，但回應方仍以謝謝

指教做回應。 

（58）C：「我懷疑鹵煮的聽力能聽懂百分之五十麼？ Donnie 不是 Danny, weird 不

是 wired（C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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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謝指教（CCR-14）」18 

（59）C：「不是歡樂頌，是威風堂堂進行曲，英國“第二國歌”。[CC-44]」 

R：「謝謝謝謝~~~ CCR-44」 

（60）C：「Schau dir den XXL Recut an. Da kannst du die Episoden in  

看 你 那 XXL 重製 X. 這樣 可以 你 那 影集 在 

der richtigen Reihenfolge sehen!  

那 正確的 順序 看」 

（你去 XXL 看重製版。那可以讓你看正確的情節順序。） 

R：「Oh okay danke!  

喔 好 謝謝!」 

（喔 好 謝謝！） 

 認同策略 

認同策略包含承認和認同，回應方承認自己的錯誤，其可能使用到口語

語氣詞如「恩」、「喔」、「是的」、「okay」、「ja」，或以「是我的錯 (das ist mein 

Fehler) 」、「我錯了」、「V 錯了」、「我沒有考慮清楚」等形式承認疏失。如

例句（61），在他人的糾正下，批評方明確指出說話者的錯誤，同時給予正

確答案，回應方接受對方的糾正，並結合語氣詞認同對方的指正。例句（62）

批評方指出受話者應該再以不同的視角思考，而回應方便在了解對方的論點

後，以「okay」表示接受，再以「nachvollziehbar（可理解的）」表示同意對

方論述。而認同包含「說的對」 (Du hast recht) 、「我也這麼認為 (Das finde 

ich auch) 」等片語或複述對方的意見認同對方的指正。 

（61）C：「樓主有個詞拼錯啦，如下：電影中，Danny 被諷刺成一個又胖又有些

“wired” 的與自己表親結婚並揚言小孩有病就要拋棄小孩，最終 rat out 

                                              

18以下例句中 C 為批評（Critic），R 為回應（Response）。 

感謝口試委員曾金金教授提出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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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賣）整個公司大多數人的猥瑣男。------ 怪胎是 weird，不是 wired，意

思完全不同。。。（CC-17）」 

R：「恩，拼错了（CCR-17）」 

（62）C：「Ich kann deine Begründung nachvollziehen. Über die israelische  

  我 可以 你的 理由 理解. 對 那 以色列 

Regierung kann ich ebenfalls keine positiven Worte finden. Du solltest aber 

政府 可以 我 也 沒有 正向 文字 找到. 你 應該 但是 

bedenken, dass der Film aus der Sicht von Soldaten erzählt wird. Sie 

思考, X 那 電影 從 那 角度 從 士兵 解釋 被. 他們 

haben selber keine Ahnung, was sie im Krieg machen sollen. Oder wieso sie  

有 自己 沒有 主意, 什麼 他們 在 戰爭 做 應該. 或 為何 他們 

jetzt zusehen sollen und nicht eingreifen dürfen. Die Soldaten sind MIttäter  

現在 看 必須 和 不 干預 可以. 這 士兵 是 共犯 

und Opfer zugleich. Dieses Dilemma war das Hauptmotiv des Films in 

和 受害者 同時. 這種 兩難 是這 主要動機 這個 電影 在 

meinen Augen.  

我的 眼裡.（GC-130）」 

（我可以理解你的理由。對以色列政府我也想不出正向的評價。但是你應該

思考，電影是從士兵的角度闡釋的。他們本身沒有想法，他們在戰爭中應該

做什麼。或為何他們現在必須旁觀並不可以干預。這些士兵是共犯同時也是

受害者。這兩難困境是這部電影的主題，在我看來。） 

R：「Okay...auch nachvollziehbar. 

好...還 理解的. （GCR-130）」 

（好...可以理解。） 

 改善策略 

在他人指出錯誤後，回應者報告修改後的行動，或是根據批評改變作為，

通常會使用動詞加補語，如「改好了」、「修正了」，同時在回覆中亦可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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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策略的使用，如例句（63）面對批評方以評論策略指出的問題，「回車」

是指寫作時重複講述論點的方式，發文者便就此批評修改評論，且對於對方

的批評表示感謝並報告改善進度。而德語中雖未有補語形式，但可透過動詞

過去式 (korrigieren) 轉換成過去分詞 (korrigiert) 作形容詞或副詞表示已

經完成（64），他也結合「感謝策略」與「改善策略」，一方面表示謝意同時

又報告批評後的改正結果。 

（63）C：「對 Gustave 的解構和重塑都很正確，寫得不錯，就是太多回車了~（CC-

18）」 

R：「謝謝指出，已適當刪減（CCR-18）」 

（64）C：「Schön geschrieben! Aber den Oscar hat er nicht gewonnen."Nokan – 

好寫! 但是那奧斯卡有他不贏. " Nokan –" 

Die Kunst des Ausklangs" gewann damals.（GC-128） 

Die Kunst des Ausklangs"贏了那時.」 

（寫得很好! 但是它沒贏得奧斯卡。《送行者：禮儀師的樂章》在那時贏了。） 

R：「Vielen Dank für den Hinweis! Ist korrigiert:)  

非常謝謝對那提示! 是改了:)（GCR-128）」 

  （非常謝謝提醒！已經改了:)） 

 歸因策略 

歸因策略是被批評者就受指出的錯誤給予理由，例如針對（65）中對方

就其引述之電影內容的糾正，回應者在感謝之餘還會給予其他的訊息，以說

明自己犯錯的理由，而在（66）中，德語人士除了感謝對方的提醒，也說明

引述失誤的原因在於資料的錯誤。 

就言語形式上，多半會採取因果句式「因為我之前（原因）所以（錯誤）」

或是情態詞「wohl（大概）」表示對自己犯錯原因的推測，並表明犯錯的理

由，其功能在於保護自己的公共形象與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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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C：「其實是東部林場...北卡羅萊納（CC-67）」 

R：「汗一下先，我這篇影評是看完槍版之後寫的，開頭那一點，畫面太模

糊，沒有看清楚～嘿嘿，謝謝指正（CCR-65）」 

（66）C：「Wurde es nicht. Das war irgendein anderer Award. Für den  

可能 那 不是. 那 是 某個 其他 獎項. 對 這 

Oscar ist hier nur die Musik nominiert worden.（GC-15） 

奧斯卡 是 這裡 只 那 音樂 提名 被.」 

（可能不是. 那是其他某個獎項. 就奧斯卡在這裡只有音樂獎被提名。） 

R：「Danke für den Hinweis da habe ich wohl etwas falsch gelesen.  

謝謝 對 那 提醒 那 有我 可能 一些 錯誤 讀了（GCR-15）」例句 

（謝謝提醒,我可能誤讀了些東西） 

2. 拒絕行為 

以上闡述的是回應中的接受策略，而拒絕、否定對方的指控或表達不願

修正行為的拒絕批評行為，從語言的形式上可以分為釐清、重申、說明、反

駁等，除此之外，批評也可能觸發回應者的攻擊行為，反向回以批評使批評

的拒絕策略相當多樣，以下便介紹拒絕行為的策略。 

 

 釐清策略 

釐清是針對他人的疑惑或誤解給予的解釋，因此常作為批評質問策略的

回應形式，釐清可分成問題回答以及意思澄清。第一種方式的表現形式會使

用回答詞「是 (Ja) 」、「不是 (Nein) 」以及和質問句中疑問詞對應之回答，

如（67），批評方提出質問詢問被批評方電影人《哈比人歷險記》和《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哪部電影好看，並用後句的「真催睡的怕是李安的裝逼片吧」

表示批評方認為評論人不認為《少年 Pi 的奇幻漂流》值得這麼高的評價。

回應者便針對後此問題作答，並給予比較理由，忽視對方執著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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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釐清策略因涉及對過去事件的說明，因此在德語中可透過時態了解對

方過去的行為或想法，德文會以過去式 (Past tense (Vergangenheit) 或完成式 

(Perfect tense) 表示過去的行為，因此要解釋過去事件，回應方會透過時態

變化表示討論時空在於過去的想法與情境，而說話者會在欲解釋的部分加上

焦點介係詞集中討論，如例句（68）影評人論及《性愛成癮的女人 2》片長

為 3 個小時，然而此片對外公開為 124 分鐘，因此引發例句內網友的質問。

回應方以完成式句型解釋當時的情況，並使用和問句相同的連接詞「seit

（從…）」回答對方的質疑。 

（67）C：「樓主比較有誠意，果斷不會點沒用。給 5 星好理解，風景和音樂就是

足夠的理由，但是真的有看的流淚的麼，也太。。。。。。不過這位姐姐，

《少年 pi》您可是 5 星滿評，相較而言這兩個哪個更好看啊，真催睡的怕是

李安的裝逼片吧（CC-30）」 

R：「你問我霍比特人和少年 pi 哪個更好看，請允許我個人籠統的把兩部片

子分為看熱鬧的和看內容的，前者和後者很容易區分出來不是一種類型

的片子，既然能有人在霍比特人的影廳裡睡著，我相信會有不少魔戒腦

殘粉感到寒心，當然在正式開演一秒鐘前，我自己也是腦殘粉，至於少

年 pi,不管李安是真裝逼假清高，反正我是先瞭解了故事大綱才選擇去

觀影的[理據]，...我相信能在 pi 裡看出那麼一丁點東西的觀眾也不在少

數，就憑這點，pi 就比霍比特人成功，所以我打 5 分，謝謝。（CCR-30）」 

（68）C：「Seit wann sind 124 Minuten 3 Stunden? GC-77 

從什麼是 124 分鐘 3 小時?」 

（從什麼時候開始 124 分鐘是 3 小時?） 

R：「Seit ich die 3 Stunden-Fassung gesehen habe natürlich.  

從 我 那 3 小時-版本 看 有 當然 是(過去式) （GCR-77）」 

（當然是從我看了 3 個小時的版本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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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策略的第二個方式則在於解除對方的誤解，在討論區中批評僅根據

對方的文字為參考依據，因此不免有意思誤解的狀況發生，而面對他人的批

評指控，回應者會以釐清策略自我澄清，常用的形式包含「我的意思（不）

是...」、「我說的（不是）是... (ich rede hier (nicht)...) 」、「在這裡只是 (sei an 

dieser Stelle nur) ...」、「我沒 V (Ich habe nicht + verbena) 」、「這個是...的問

題，不是...的問題 (Ein Kritikpunkt hier... ist, dass...nicht) 」，如例句（69）的

溝通參與者正在討論電影片名的議題，批評方以為被批評方認為電影應該使

用英文直譯作為中文片名，而回應者便釐清對方的誤解，指出自己本身並沒

有這種想法，而是認為中文片名有所不適，因此對方就直譯效果不好的批評

無法套用到回應者，而取消批評的效果。 

（69）C：「不同意關於電影名字的看法，單純翻譯成“相干”、“相干性”會有

人看嗎？（CC-75）」 

R：「我說的是原片名“coherence”比中文片名“彗星來的那一夜”逼格高很

多。我可沒說直接用“相干性”作中文片名比“彗星來的那一夜”更好

啊，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哦。（CCR-75）」 

而例句（70），批評方以評論批評策略表示說話者使用陽性「英雄」一

詞於電影名為女性「Her」的寫作有缺失，而回應者則針對此缺失提供說話

者原先詞彙使用的意圖，表示此並非失誤而是為了方便他人的閱讀。因此回

應者在使用「釐清策略」時一方面用以澄清誤解，一方面也可取消對方的批

評。例句（71）的回應者則透過說明自己並未書寫不允許他人喜歡這部電影

的論述，並表示此為批評者的自行解讀，而化解對方的批評理據。 

（70）C：「Du hast den Film anscheinend kein wenig verstanden. Wie beschränkt 

你 X 這 電影 似乎 不 少 了解. 如何 有限 

muss man sein um bei einem Film wie "Her" von "Helden" zu sprechen. 

必須 人 是 為了 對 一 電影 如 “Her” 以 “英雄” X 談 （GC-10）」 

（你對這部電影似乎完全不了解。人要多偏狹才會對電影如”Her”談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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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 

R：「Das Wort "Held" sei an dieser Stelle nur als geflügeltes Wort,  

這 詞 “英雄” 是 在 位置 只是 如 眾所皆知 詞, 

missbräuchlich als Synonym für "Protagonist" verwendet, zu  

濫用 如 同義詞 對 “主角” 使用, 去 

verstehen.（GCR-10） 

了解」 

（這個詞”英雄“在這裡請只當作眾所皆知的詞，如被濫用的同義詞”主

角”，來了解。） 

（71）C：「Wenn du nichts mit den Film anfangen kannst, dann kann ich das  

如果 你 沒有 對 那 電影 著手處理 可以, 那 可以 我 那 

verstehen, weil jeder halt ein anderen Geschmack hat. Aber das man  

理解, 因為 每個人 有 一 其他 喜好 (X). 但是 那 人 

nicht verstehen kann warum andere den Film so toll finden, dass kann  

不 了解 可以 為什麼 其他 那 電影 如此 棒 覺得, 那 可以 

ich nicht ganz nachvollziehen.  

我 不 完全 同意.」 

（如果你完全無法處理這部電影，那我可以理解，因為每個人都有不同

的喜好。但是如果人可以不理解其他人為什麼認為這部那麼棒，這我不

能完全同意。） 

R：「nun ja kann sein dass ich die filme falsch verstehe... aber ich habe ja  

現在 啊 可 這樣 (X) 我 這些 電影 錯誤 理解...但是 我 (X) 啊 

nicht geschrieben, dass ich es nicht verstehen kann dass andere den 

沒有 寫, X 我 這 不 理解 可以 (X) 其他人 那 

film mögen, sondern das gegenteil. da scheinst du dich verlesen zu haben. 

電影 喜歡, 而是 那 相反. 這 顯示 你 自己    閱讀 有.」 

（啊，好 我可能誤解這些電影了...但是我沒寫，我不能理解其他人

 



第四章結果分析與討論 

99 

 

為什麼喜歡這部電影，而是相反的，看起來你誤讀了。） 

 說明策略 

批評者若質疑對方的言論可信度，回應者可以透過補充事例舉證或給予

行事的理由，增加原說法的可信度。如：「我曾經... (ich hab sogar mal...)」、

「...有...甚至有...」、「比如、例如 (z.B.) 」、「（年代）、《書籍、片名》、p.頁數、

“言論“、網址」、「N 以前也...，所以 N 只是...」、「...顯然...」、「S19.如..只是加

上... (S ist wie... nur mit...) 」，其也可以提供理由如，「我的原則是...」「對我

來說...是...的 (bei mir ist es...) 」、「film die mir nur ...ist genug」、「我會這麼說

是因為我... (Ich etwas tun, weil ich...) 」、「S. können ...sein aber nicht in ...」、

「S ist weder... noch... so das man ihn...kann.」 

說明策略舉出客觀事實的例子可見例句（72），例句中批評者提出小說

翻拍之電影版本的錯誤論述，回應者為說明並非他的言論有誤，僅為譯名差

異，不僅提出理由，還提供年代證明、資料來源做為佐證說明。 

（72）C：「講述的很全面了。不過說電影 2010 飛向太空是第二部小說的電影版就

不對了。2010 飛向太空是小說索拉裡斯星的電影版（CC-45）」 

R：「中文譯名的不同，索拉裡斯星的電影版名字就叫《Solaris》，1972 年版

中文譯名有叫《索拉裡斯》，也有叫《飛向太空》。喬治·克魯尼為表示對

1972 年版的崇拜，拉上索德伯格拍了 2002 年版的《Solaris》，中文片名

被譯作《飛向太空 2002》。1984 年的電影.《2010：The Year We Make Contact》

是根據克拉克小說《2010：太空漫遊》改編。中文片名有譯作《威震太

陽神》（這個港臺譯名太扯了），也有譯作《2010：飛向太空》。豆瓣連結

在此：http://movie.douban.com/subject/1293572/（CCR-45）」 

另一方面，說明策略也可以提供行為理由的答覆，例句（73）中對方勸

告在論述中的人名應該使用中文，以免造成他人回應時的壓力，回應者便以

                                              

19 S：Suject 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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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寫作習慣為理由，說明他的原則是使用原名。 

（73）C：「其實裡面的人名可以用中文的，一直切換輸入法就為裝逼不累嗎？連

帶著底下的評論不帶兩個英文單詞都不好意思評論了。」 

R：「你掃一圈我有因為有的回復沒有英文詞而在評論你虐待人家過嗎？誰

特麼在乎這個啊。談電影的時候，我的原則是能用原名就用原名，我有

的時候是嫌麻煩，我寫每一篇都很累。但你又不是真的替我操心。你如

果真不好意思評論，那是你自己的心態。」 

在德文中的策略表現如例句（74），討論主題為影片的給分。批評方認為零

分不適當，零分應該只有在整部片都非常差的時候才可使用，而在此部片作

為喜劇片，不應過度嚴肅看待，因此就娛樂性上起碼應該有最少分數。然而

說話者回應個人的評分理由就是主觀上的認定方式，不喜歡便給零分。「說

理策略」便是透過給予行事的理論依據拒絕他人的批評。 

（74）C：「Oh 0P :( Das ist doch eine Komödie, da brauchst du nicht so viel über  

喔 零分 :( 這 是 然而 一個 喜劇, 那 需要 你 不 非常 多 關於 

Respekt und "richtige oder falsche" Musik hineininterpretieren. Für dein  

尊重 和 "正確 或 錯誤" 音樂 解釋. 對 你 

paar Mal Schmunzeln hättest du ruhig noch ein oder zwei Punkte verteilen  

一些 次 微笑 有 你 就 而 一 或 兩 分 傳送 

können. 0P sollte man meiner Meinung nach nur geben wenn wirklich  

可以. 零分 應該 人 我的 想法 對 只 給 當 真的 

ALLES absolut beschissen ist. Wenn es nicht schlechter geht. Die  

全部 完全 差 是. 當 這 不 更爛 下去. 那 

Verhältnismäßigkeit muss ja stimmen. Für Daniel der Zauberer und Co. 

比例 必須 啊 確定. 對 Daniel 的 魔術師 和 公司 

 kannst du hier keine Minuspunkte geben.（GC-68） 

可以 你 這 沒有 負分 給.」 

（喔 零分:( 這就是個喜劇，所以你不需要針對尊重和"正確或錯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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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去詮釋。就你的幾次微一微笑就可以送出一、兩分啊，零分在我的

想法中應該是全部都很差，沒有更爛下去了的了。這比例人們應該同意。

就魔術師 Daniel 和公司你不可以給負分的。） 

R：「Ich vergebe 0 Punkte, weil ich den Film HASSE. Subjektiv finde ich ihn  

我 給 0 分, 因為 那 電影 討厭. 主觀 認為 我 它 

beschissen.（GCR-68） 

爛.」 

（我給零分因為我討厭這部電影。主觀上我認為他很爛。） 

 反駁策略 

被批評時，回應者可以使用反駁策略否定對方的負面評價、猜測或理據，

反駁策略多以負面評價前加上否定詞的方式呈現。如「我不／沒有＋負面評

價（負面評價 bin ich nicht）」、「不是我（負面評價）而是我... (Habe ich auch 

nicht （負面評價）, hat mich nur einfach ...) 」、「不，這不是... (Nein, das ist 

kein...) 」、其他如限定「只有對你來說如此 (Nur für dich) 」、強調肯定「實

際上對我來說... (...ist bei mir grundsätzlich...) 」、「他當然是這樣 (Natürlich 

hat er das) 」。 

以（75）為例，批評者認為說話者不明白中國的電影界現況，而認為中

國做不出好的電影，然而回應者藉由反駁策略否定對方對其「不明白」的指

控，進而再次說明自己的意思。 

（75）C：「中國不是沒有好的編劇和導演，中國是有廣電總局，明白麼（CC-6）」 

R：「不是別人不明白，意思就是說別拿廣電總局當藉口。（CCR-6）」 

而德語的反駁策略實施方式，如（76）回應者以名詞否定詞「kein」取消

對方對此則文章為笑話的預設，相似的情況如（77），其則是以正向肯定的

方式，表示自己是了解電影的，反駁批評方對回應者不理解電影的指控。 

（76）C：「Wie ernst ist dieser Beitrag gemeint? Die Bewertung ist eh warscheinlich 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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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認真 是 這個 文稿 意味? 這 評價 是 呃 可能 一個 

Scherz. （GC-38） 

玩笑」 

（這個文章有多認真？這個評價應該呃是個玩笑。） 

R：「nein, das ist definitiv kein scherz.（GCR-38） 

不, 這 是 一定 沒有 玩笑.」 

（不，這絕對不是一個玩笑。） 

（77）C：「dann hast du den Film nicht verstanden. Ich weiss über Geschmack lässt sich 

那 X 你 這 電影 不 裡解. 我 知道 對 喜好 讓 X 

 streiten, aber Inception als phantasielos und schrecklich zu bezeichnen!? 

吵架, 但是 Inception 當 沒有想像力 和 可怕的 去 表示!?（GC-101）」 

（那你不理解這部電影。我知道關於品味會引起爭吵，但是《全面啟動》以

沒有想像力和可怕的來標示?!） 

R：「Klar hab ich den verstanden, sooo kompliziert war das jetzt auch nicht... und  

顯然 X 我 那 理解, 那麼 複雜 是 這個 現在 也 不是...和 

genau darum geht es mir doch.（GCR-101） 

恰好 這 對 X 我 是.」 

（我當然理解了，這個也不是那麼複雜...對我來說恰好如此。） 

 重申策略 

批評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改變對方的行為、看法，而回應者在接收到對方

的意圖或說法後，若仍堅持原先的行為或看法，便會採取重申策略。使用重

申策略時，說話者會直接表達維持原說法，如「那就更...了」、「不管...，S 是...

的沒錯。 (Ist S definitiv (nicht.)」、「...確實是... (Ja, S. IST...) 」、「我就是表

達...，而且我覺得...就是...」、「我只看到...」、「我保持原有意見」；或是加註

一開始、或假設性情況與受話者相同立場，但最後仍維持原立場，此方式如

「也許...但是我就是... (Wenn man es halten, dann geht es auch...aber bei mir 

ist...) 」、「我對...是有的，可惜... (Meine ...für ... hält sich..., leider...) 」、「如果...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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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會...，N 這樣的目的就是...」、「...bei mir ganz... leider kann ich (nicht)...」。 

如例句（78）批評者說明對方應該要理解日本職人的心，才不會覺得矛

盾，然而批評方認為這與心無關，因此他藉由「就是」強調自己先前既有的

觀點，即電影中存有矛盾，同時也顯示對方說服失敗。而例句（79）中，說

話者原先主要論點為《悲慘世界》是一部無勵志性的電影，因此當受到他人

的指正後，說話者便以「那就更」加強原先的立場。 

（78）C：「另外 LZ 覺得“熱愛著作為殺人武器的戰機的同時厭惡著戰爭，這是

導演無法回避的矛盾”，瞭解日本"職人“（工匠）之心的話，就不會覺得

這裡有矛盾。（CC-3）」 

R：「矛盾就是矛盾，不會因為這個心那個心就變沒有的，人性是複雜的好

麼不是那麼簡單的（CCR-3）」 

（79）C：「你搞錯了，搞革命的那群學生，基本都出身貴族富裕家庭，馬呂斯不

過是他們其中一員。原著裡寫的很明確，安灼拉就是富二代的獨生子。人家

鬧革命是為了讓窮人生活好一些，典型的理想主義者，而非什麼屌絲。事實

上，正因為屌絲們的麻木不仁，怎麼喚也喚不醒，這才造成學生的慘死，嘿

嘿。（CC-83）」 

R：「那就更加沒有什麼勵志可言了（CCR-83）」 

相似情況如（80）中，儘管對方認為其對影片太過吹毛求疵，批評回應

者仍肯定原先立場，認為此電影如同兒童片而非冒險片，因此之後又加上反

面否定「他絕對不會是冒險片（Abenteuerfilm ist er definitiv nicht.）」，加強原

先論點。而在例句（81）中對方透露出反對意見表示對電影有所好感，希望

說話者改變對此電影的言論，而說話者探知對方的意圖，因此先表示也很喜

歡電影導演 Roland Emmerich，以此傳達與對方處於同立場的可能，然而最

後說話者則表示儘管如此仍有例外，回到原先的反對立場，拒絕對方的說服。 

（80）C：「Oben schreibst du, Big Fish ähnelt mehr einem Kinderfilm und Charly und  

上面 寫 你, Big Fish 如同 更多 一個 兒童片 和 查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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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 Schokoladenfabrik IST ein Kinderfilm. Ist jetzt ja auch Haarspalterei. 那 巧

克力工廠 是 一個 兒童片. 是 現在 阿 也 吹毛求疵（GC-57）」 

（上面你寫了，《大智若愚》更像是一部兒童片，而《查理的巧克力工廠》

就是一個兒童片，這裡就是吹毛求疵了啊） 

R：「ja, Charly IST ein Kinderfilm. Aber "Big Fish" wird als Abenteuerfilm  

是, Charly 是 一部 兒童片. 但是 "Big Fish" 被 和 冒險片 

bezeichnet. Ist er definitiv nicht.（GCR-57） 

稱呼. 是 他 絕對 不.」 

（是，《查理》就是一部兒童片，但是將《大智若愚》稱為冒險片，絕

對不是。） 

（81）C：「Ach komm, so schlimm war er doch jetzt auch nicht. :)（GC-147） 

啊 來, 那麼 爛 是 他 啊 現在 也 不是.」 

（啊拜託，他也不是那麼爛啊。） 

R：「Meine Euphorie für Roland Emmerich hält sich, mit wenigen Ausnahmen,  

我的 興奮 對 Roland Emmerich 持續, 和 少數 例外, 

leider in Grenzen :P（GCR-147） 

可惜 在 界內 :P」 

（我對 Roland Emmerich 還是很喜歡，但有少數例外，可惜有一定界

線。:P） 

 回以批評策略 

以上策略類屬於防禦性的言語策略，用以取消對方的批評，或顯示批評

的結果是失敗的，無法改變被批評方的立場或行為。而回以批評策略便是化

守備為攻擊，承受到批評便同樣給予對方批評作為回應。此回應方式會使用

許多不同的批評策略作搭配，例如例句（82）面對他人提出的看法，回應者

使用批評策略中的負面評價詞「顧慮這麼多」，就對方的言論回以批評，以

表示聽話者提出的批評意見有所缺失。而回應策略也可能使用相同的批評策

略，例如（83）回應方以相同形式回以辱罵作為反擊。 

 



第四章結果分析與討論 

105 

 

（82）C：「我覺得真正的苦逼看這部電影會覺得“首先，你要有個工作。首先，

你要有錢買機票。首先，你要有時間請假。首先，你要能簽到護照。”……

（CC-11）」 

R：「男主為什麼單著，為什麼直到知道自己很可能要失業了才有決心去

冒險。就是因為他像你一樣顧慮這麼多。（CCR-11）」 

（83）C：「為什麼再好的電影也會有愛裝逼的雞巴打差評？（CC-27）」 

R：「為什麼再爛的電影也會有愛裝逼的傻屄給好評？（CCR-27）」 

德語例句（84）中，批評方的評論策略激起了回應方的大力反彈，回應

方以多個質問問題作為反擊並且以重申個人立場作結尾，顯示原先的批評不

被接受，批評方反而轉變成被批評的角色。 

（84）C：「noch so einer mit keinem plan 

又如此一個和沒有計畫（GC-32）」 

（又一個如此沒有計畫的） 

R：「Darf man seine eigene Meinung nicht äußern, oder was? Warum sollten 

可以人他的自己的思考不說出, 或什麼? 為什麼應該 

 alle eine Meinung zu "The Avengers" haben. Ich mag den Film  

所有一個想法對 "The Avengers" .有. 我喜歡那電影 

einfach nicht und Schluss!（GCR-32） 

就是不和結束!」 

（人不可以說出他自己的想法還是怎樣嗎？為什麼所有人對《復仇

者聯盟》的想法都要一樣。我就是不喜歡那部電影，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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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 

以上的回應策略是根據受話者理解批評訊息後，選擇接受或拒絕批評，

但當批評的訊息不明確或受話者不了解對方的訊息時，批評回應方便會藉由

「詢問策略」以獲取更多的資訊，此功能不接受亦不拒絕批評，列為其他。 

 詢問策略： 

詢問策略與質問策略最大的不同在於，使用詢問策略時，說話者並無預

設立場，而單純希望受話者提供更清楚的指示或資訊，例如中文例句（85）

的批評者只提出對方的想法是錯誤的，但是並未仔細說明哪裡有錯，因此對

方再回以詢問策略，希望對方能詳細說明。 

（85）C：「感覺你完全想錯了。。。根本不是那麼回事（CC-98）」 

R：「詳細說來聽聽？（CCR-98）」 

而在德文例句（86）中，說話者未明確說出何處有錯，雖然回應方願意

改正，卻也可能無從下手，因此回應者先以感謝方式接收錯誤的指正，再使

用詢問策略，請求對方給予更多的資訊。 

（86）C：「Guter Kommentar, aber entschuldige wenn ich klugscheiße, das erste  

好 評論, 但是 原諒 當 我 聰明的驢子, 那 第一個 

Zitat ist nicht zu 100% korrekt;)（GC-34） 

句子 是 不 到 100% 正確;)」 

（好評論，但是原諒我當自作聰明的人，那第一個句子不是 100％正

確。;）） 

R：「Vielen Dank! :) Was ist daran falsch ?:0 

非常 感謝! :) 什麼 是 那 錯的？:0（GCR -34）」 

（非常感謝! :)哪裡有錯?:0） 

以上所述批評回應語的分類、定義和語言形式範例整理如表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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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5：回應批評策略20 

行為 次策略 定義 形式範例 

接受 
感謝 

接受並對他人的

批評表示感謝。 

「謝謝、感恩(Danke schön/ Vielen Dank)」、「感謝修正(Danke 

für deine Verbesserung)」、「多謝指教」 

改善 
根據批評改變行

為或說明修改。 

「已修正(Ist korrigiert.)」、「已刪減」、「ich nehme mal an」以

及根據批評點修改發言。 

認同 承認自己的缺失。 
應答語「好(Ja/ okay)」、「恩，錯了」、「是我的錯(das ist mein 

Fehler)」 

歸因 
為自己犯錯的原

因找理由。 

「我可能沒看清楚」、「一時手殘」、「資料可能有錯」 

「vielleicht habe ich den falschen Artikel gelesen.(我可能看錯

文章了)」、「Da muss ich wohl ... sein.(我應該是…了)」 

拒絕 

釐清 

針對他人的困惑

或疑慮給予解釋，

陳述句型加上焦

點標記。 

「我的意思是／不是... (Ich meinte...an sich)」、「您誤會了」、

「我沒說...」、「我只是覺得...這才是我的意思」、「在這裡只是...

（an dieser Stelle nur...）」、「Ich（Präteritum 過去動詞）..., weil 

ich（Präteritum 過去動詞）(我之前會…因為我…)」、「Der 

Punkt...ist ja nicht, dass ich...oder...(重點不是我…而是…)」、

「Meine Kritik liegt eher darauf...(我批評的點實際上是在

於…)」 

重申 

再次表達自己的

立場，表示不接受

批評也不會改變。 

「我就是...」、「雖然...但是對我來說就是...」「儘管...我還是覺

得...」、「我維持原本的想法」、「就算...還是...」、「aber ich stehe 

zu dem, was ich damals sagte.(但是我維持我先前所說)」 

                                              

20 語言形式範例中若至於同框格內及表示中德語義相近或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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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 
使用否定詞否定

對方指控。 

「我才沒有／不【受批評詞】(【受批評詞】 auch bin ich nicht.」、

「Aber...geht es/ nicht」、「vor allem..., also...」 

說明 
給予行事理由與

證據。 

「我曾經...（ich hab sogar mal...）」、「S.21有...也有...」、「比如、

例如（z.B.）」、、「S.以前也...，所以 S.只是...」、「S.顯然...」、

「S.如...只是加上...（S .ist wie... nur mit...）」「我的原則是...」

「對我來說...是...的（bei mir ist es...）」、、「我會這麼說/做是

因為我...（Ich etwas tun, weil ich...）」、引述資料文獻如給予時

間引述書籍頁數、言論等。 

回以批評 
實行批評行為攻

擊對方言論。 
實行指謫、損辱、勸導、質疑、否定等批評行為。 

其他 詢問 

請求批評方給予

更多資訊或更清

楚的指示。 

疑問句式「N 是指什麼？」、「是...還是...？」、「Was ist daran 

falsch ?( 什麼錯了 ) 」、「 Meinst du jetzt...oder...? Ich bin 

verwirrt!(你現在的意思是…還是…?我糊塗了!)」 

  

                                              

21 此處 S.為主詞(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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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於網路語境中，中文與德文傾向使用何種回應批評策略？ 

根據批評回應語料顯示，中文和德文對批評的接受度呈現了一致的趨勢

（見表四-6），中文接受批評的比例大約有三成，略高於德語的二成（30.5% 

> 21.9%），而拒絕批評的比例，中文則是 67.6%，德文為 75.5%。再將拒絕

行為細分可知，中文和德文都傾向以較具攻擊性的「回以批評」方式拒絕批

評（見圖四-3）。 

表四-6：中德回應批評接受度 

 中文 德文 

接受 30.5% 21.9% 

拒絕 67.6% 75.5% 

其他 1.8% 2.7% 

 

 

圖四-3：接受批評回應策略使用趨向 

 

回以批評 其他拒絕策略 接受 其他

德文 42.6% 32.9% 21.9% 2.7%

中文 40% 27.57% 30.50% 1.83%

0.0%

5.0%

10.0%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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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上中德對於批評的接受度呈現出了一致性，然而兩語言在回應的策

略上卻展現出了不同的風格。首先，在接受批評時，中文最常使用的是「認

同策略」（34.9%）和「感謝策略」（33.7%），兩種策略的使用比例差不多；

然而德文則明顯較常使用「認同策略」（48.4%），接著才會使用「感謝策略」

（20.3%）或者「歸因策略」（20.3%）。 

表四-7：接受批評回應策略使用比例22 

接受策略 中文 德文 

認同策略 34.9% 48.4% 

感謝策略 33.7% 20.3% 

改善策略 16.8% 10.9% 

歸因策略 14% 20.3% 

其次，從表四-8 可見，當使用防衛性拒絕批評策略時，中文傾向使用

「說明策略」（15.7%）和「釐清策略」（13.4%）。而德語則分別在「重申策

略」（17.5%）、「釐清策略」（15.6%）和「說明策略」（15.2%）這三項策略的

使用比例上較為平均，並以「重申策略」的使用率略高。 

表四-8：中德拒絕批評回應策略使用比例 

策略名稱 中文 德文 

說明策略 15.7% 15.2% 

釐清策略 13.4% 15.6% 

重申策略 9.78% 17.5% 

反駁策略 2.1% 7.8% 

 

                                              

22此百分比為單語言內之一類接受策略佔總接受策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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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以批評的策略的使用上，從圖四-4 可知中文最常使用「質問策略」

（34.8%）接下來則是「嘲諷策略」（15.5%），而德文則相反的最常使用「嘲

諷策略」（25%）其次則為「嘲諷策略」（17.8%）。除此之外，德語亦在「說

理策略」（14.5%）的使用比例上較中文高（4.5%）。 

 

圖四-4：中德回以批評策略使用趨向 

中文和德文都展現出對批評的低接受度其反映了網路討論區的特性。

Kotthoff (1993) 說明網路討論區的匿名性給予使用者一個平等討論議題的

平台，因此在此情境中，互動群體被期許彼此辯論和提出異議，且在辯論過

程中，人們會預期參與者要為自己的論點做辯護。這樣的預期使不管中國或

者德國的被批評方都更加傾向拒絕批評，且其中又以較具攻擊性的「回以批

評」佔多數，表現出電腦中介溝通的衝突性與攻擊性溝通風格。 

議論過程中會造成交際者的面子消長，溝通交際者可以透過言語策略

的選用達到維護個人或者他人面子的效果，是面子協商的過程。從以上批評

回應策略的使用比例可以發現，中文和德文母語者在接受批評時都會使用

「認同策略」和「感謝策略」，但中文者使用「感謝策略」的比例明顯高於

德語者，而德語者則更傾向使用「認同策略」。「認同策略」表達對他人意見

糾正 評論 質問 臆測 辱罵 嘲諷 說理 勸告 表態 異議

中文 8.20% 11% 34.80 1.00% 3.60% 15.50 4.50% 12.80 1.80% 6.40%

德文 7.2% 9% 17.8% 1% 2% 25% 14.5% 8.3% 9.3% 4.1%

0.0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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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

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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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可，但並未有特別正向或者積極面子的效果，因此屬於面子協商四維度

中的「面子保留」策略（見圖四-5）；然而中國人較常使用的「感謝策略」則

更進一步給予他人正向的回饋，一方面照護到他人的面子，另一方面施予對

方積極的面子，屬於面子協商理論的維度中的「面子施予」策略。 

在防禦性的拒絕批評策略使用上，中文母語者會使用「說明策略」，維

護個人面子，且提供更多的資訊，證明其言論的正當性，以說服他人接受自

己的言論，期望被他人所接受，隸屬於面子協商理論中的「面子主張」策略。

而如果用回以批評方式拒絕他人批評時，和先前批評行為方式不同，中國人

會傾向使用「質問策略」驅使原批評方回應自己的質疑，使討論繼續。而德

國人在拒絕批評策略時則會使用「重申策略」，表達說話者維持原立場，不

因為批評言論而有所改變，用以強調個體的獨立性，其關注個人的面子且不

強調他人的認同，類屬於「面子挽回」的策略。而若是採取較具攻擊性的回

以批評策略時，德國人會使用「嘲諷策略」，以間接方式攻擊對方的面子。 

  

圖四-5 回應批評策略對應之面子協商類型 

積極面子 

消極面子 

他者面子 自我面子 

Face-Giving 

面子施予 

Face-Saving 

面子保留 

Face Restoration 

面子挽回 

Face-Assertion 

面子主張 

感謝策略 

認同策略 

說明策略 

重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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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子主張」和「面子施予」的協商方式是集體文化較常使用的，而「面

子挽回」和「面子保留」的策略則較常見於個體主義文化的協商過程 (Ting-

Toomey & Kurogi, 1998) 。且集體主義文化偏好使用注重關係與解決衝突過

程的策略，個體主義文化則會重視個體獨立性與衝突結果。由此可知，中德

回以批評策略選用的不同，其實源自於所屬集體與個體主義文化的差異。 

以上論述是由整體統計的觀點出發，然而回應策略是源於他人的批評，

所以仍需觀察批評的行為與策略，才可較為全面掌握批評行為的全貌，因此

本研究後續探討批評與回應的策略互動性。 

第四節 批評策略與回應策略互動性 

觀察批評語及回應語的策略發現，說話者可以採取單一策略或使用多重

的核心行為與輔助行為。因此就批評與回應的策略組合方式可以分成以下四

種情況（圖四-6），批評者可以使用單一或多重策略，而回應者亦可以使用

單一或多重策略作為回應。根據前述研究統計，華語（65.3%）與德語（62%）

都傾向以單一主體策略搭配輔助策略的方式進行批評，因此欲探究批評與回

應批評的策略對應性，可從批評策略的角度，比對單一批評策略與回應策略

便能知道回應者使用的策略模式，但若批評方使用多重的批評策略，回應者

也使用多重的回應策略，則策略間的對應性便須再加檢驗。 

為了瞭解批評語與回應批評策略，研究者紀錄單筆批評策略對應之批評

回應語策略，而不考慮輔助策略，計算方式如下：批評言論使用「糾正策略

＋理據策略」，對應之回應言論使用「說明策略＋正向策略」，此便計為一筆

「糾正策略」對應至一筆「說明策略」。而若遇到多重的批評策略時，便以

話輪為單位，人工觀察策略間的語義關聯性以紀錄對應之回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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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6：批評與回應策略配對示意圖 

一、 中文與徳文中批評與回應的策略選用有何關係？ 

(一). 中文批評與回應策略對應性 

根據統計結果，中文批評策略對應到的回應策略結果如表四-9 所示，表

四-9 左方直排為批評策略，其包含策略名稱與策略使用數，上端橫排則為回

應行為與策略名稱，回應策略數的百分比計算方式為，單類回應數除以此策

略的總回應數。從下表可知使用者要接受、拒絕或者回以批評策略時傾向使

用何種回應策略。底線標示為此語言中最常使用的回應手段，此亦可看出當

實施此種批評策略時，被批評方會採取哪些回應方式以及其接受度。 

以中文裡最常使用的「評論策略」為例，面對此批評策略時，被批評方

接受批評時最傾向使用「認同策略」，若使用防禦型拒絕策略時則最可能使

用「釐清策略」，而要回以批評時則會以「質問策略」給予回應。然而在面

對「評論策略」時，大多數的人都不接受，並多以較具攻擊性的「質問策略」

回以批評23。 

                                              

23 最常使用的策略在表格中以底線標示。 

單一回應策

單一回應策

多重回應策

多重回應策

單一批評策

多重批評策

多重批評策

單一批評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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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9：中文批評與回應策略對應表 

批 

評 

策 

略 

數 

回應行為 
拒絕行為 

接受行為 其他 
回以批評 其他拒絕 

回應 

批評 
糾正 評論 辱罵 嘲諷 表態 異議 說理 勸告 質問 臆測 反駁 重申 說明 釐清 感謝 認同 改善 歸因 詢問 

21.4% 糾正 5.3% 5.3%    2.6%  1.3% 7.9%  1.3% 7.9% 11.8% 1.3% 23.7% 15.8% 10.5% 5.3%   

22.3% 評論 1.4% 2.8%  2.8% 2.8% 2.8%  8.5% 16.9%  1.4% 7% 5.6% 9.9% 8.5% 14.1% 7% 4.2% 4.2% 

16.4% 質問 6% 9% 1.5% 7.5%    4.5% 10.4%  1.5% 10.% 16.4% 19.4% 3% 1.5% 1.5% 4.5% 3% 

4% 臆測    27.3%    9.1% 9.1% 9.1% 9.1%  9.1% 9.1% 18.2%     

5.9% 辱罵 4.8% 9.5% 9.5% 9.5%   4.8% 9.5% 19%  9.5% 4.8%   9.5% 4.8% 4.8%   

10.5% 嘲諷  3.8% 3.8% 26.9%   3.8% 11.5% 34.6%  7.7%   3.8% 3.8%     

7.7% 勸告 3.7% 7.4%  3.7%   7.4% 7.4% 18.5%   11.1% 11.1% 11.1% 3.7% 7.4% 3.7% 3.7%  

2.2% 說理 50%     16.7%      16.7% 16.7%       

5.4% 表態  7.7%    7.7%  7.7% 7.7%   15.4% 15.4% 23.1% 7.7% 7.7%    

3.1% 異議  12.5%  12.5%  25% 12.5%     1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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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9 的結果簡化為表四-10，可知各批評策略在此語言中較常收到的

接受、回以批評和拒絕策略。表中並以網底標示此批評收到最高比率的回應

策略。 

表四-10：中文批評與回應策略對應表（二） 

    批評回應 

批評策略 

接受 回以批評 其他拒絕策略 

糾正 感謝策略 質問策略 說明策略 

評論 認同策略 質問策略 釐清策略 

質問 歸因策略 質問策略 釐清策略 

臆測 感謝策略 嘲諷策略 說明、釐清 

辱罵 感謝策略 質問策略 反駁策略 

嘲諷 感謝策略 質問策略 反駁策略 

勸告 認同策略 質問策略 重申、說明、釐清 

說理  糾正策略 重申、說明 

表態 認同、感謝 
評論、異議 

勸告、質問 
釐清策略 

異議  異議策略 說明策略 

 從上表可知，最被中國網友所接受的批評策略是「糾正策略」，網友多

以「感謝策略」作為回應。Shum & Lee (2013) 調查人們對網路討論區語言

的接受度可發現，儘管是提出相左的意見，但若說話者就其意見給予支持論

據，則會被視為是有禮貌的發言。因此儘管「糾正策略」是直接指出他人錯

誤的批評方式，但因其意提供了正確的解答，因此反而容易讓人接受，被批

評方也會感謝對方使其論述更為準確。 

 



第四章結果分析與討論 

117 

 

 然而，中國人對於「評論」、「臆測」、「辱罵」、「嘲諷」、「勸告」、「說理」

和「異議」等批評策略的反應卻相當激烈，他們都傾向用回以批評此種具攻

擊性質的方式作為回應，且一致傾向使用「質問策略」作為回覆。而「質問

策略」和「表態策略」相較之下，雖然依舊不太能被接受，但是從被批評方

使用的策略可以看出其受到的反彈較小，對方可以使用「釐清策略」或「說

明策略」提供更多的資訊為自己辯白。 

 

(二). 德語批評與回應策略對應性 

德語的批評和回應策略統計結果如表四-11 和表四-12。在德語的批評回

應中，亦以「糾正策略」的接受度最高，但和中國網民不同，德國網路使用

者會以「認同策略」作為接受的回應策略。 

與中國網民的激烈回覆不同，德國網友在「評論」、「勸告」、「說理」的

反應較為和緩，他們不會使用回以批評的拒絕方式，而是使用「重申策略」，

強調儘管對方給予批評指正，但被批評方依然堅守其立場，想法未受影響。

「重申策略」也被廣泛運用在面對其他的批評策略，強調溝通的結果。 

而同屬損辱行為的「辱罵策略」和「嘲諷策略」則明顯不能被接受，德

國人會以具攻擊性的「質問策略」和「嘲諷策略」回覆。「嘲諷策略」和直

接批評的方式不同，其可以不直接論及批評對象或者採用反語的方式凸顯錯

誤事項，但從回應可看出，被批評方多半不能接受，且會採取相同方式作為

反擊。對於此現象，根據 Toplak & Katz (2000) 的研究，他們探討直接與諷

刺性批評的交際效果，並從批評者和被批評者的角度了解批評的效果和雙方

的看法。結果顯示，聽話人往往認為諷刺性言論比說話人預想得更加嚴厲，

透過德語者的回應方式亦可見得「諷刺策略」相較於其他策略，更容易引起

被批評者的攻擊性回應，可見在德國的交際文化中，「嘲諷策略」和直接的

指謫行為相比是相對容易引起爭端的批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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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1：德文批評與回應策略對應表 

批 

評 

策 

略 

數 

回應行為 
拒絕行為 

接受 其他 
回以批評 其他拒絕 

回應 

批評 
糾正 評論 辱罵 嘲諷 表態 異議 說理 勸告 質問 臆測 反駁 重申 說明 釐清 感謝 認同 改善 歸因 詢問 

11.9% 糾正 7.5% 3.8% 1.9% 5.7% 5.7%   1.9% 5.7%  1.9% 5.7% 7.5% 3.8% 13.2% 17% 5.7% 13.2%  

20.2% 評論  1.2% 2.4% 8.2% 2.4% 2.4% 3.5% 4.7% 4.7%  8.2% 15.3% 11.8% 14.1% 2.4% 11.8% 1.2% 2.4% 3.5% 

21.1% 質問 1.1% 3.3% 1.1% 5.5% 1.1% 2.2% 9.9% 2.2% 3.3%  9.9% 13.2% 6.6% 19.8% 2.2% 7.7% 1.1% 4.4% 5.5% 

1.4% 臆測 25%    25%       25% 25%       

5% 辱罵  4.5% 4.5% 13.6%    4.5% 18.2%  13.6% 9.1% 9.1% 18.2%  4.5%    

11% 嘲諷 2.6% 5.1%  23.1% 2.6%  10.3% 7.7% 12.8%  12.8% 10.3% 5.1% 7.7%      

9.6% 勸告 3.1% 3.1%  12.5% 3.1%  6.3% 6.3% 6.3%  3.1% 15.6% 3.1% 6.3% 9.4% 9.4% 9.4%  3.1% 

6.9% 說理 5.6%  2.8% 5.6% 2.8%  2.8% 5.6% 2.8%  2.8% 22.2% 16.7% 13.9%  11.1% 2.8%  2.8% 

5.5% 表態  3%  9.1% 3%  3%  3%  3% 21.2% 12.1% 18.2%  18.2%  6.1%  

7.8% 異議 2.7% 2.7%  2.7% 5.4% 5.4% 2.7%  2.7%  5.4% 18.9% 8.1% 18.9% 5.4% 13.5% 2.7%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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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2：德文批評與回應策略對應表（二） 

 接受 回以批評 其他拒絕策略 

糾正 認同策略 糾正策略 說明策略 

評論 認同策略 嘲諷策略 重申策略 

質問 認同策略 說理策略 釐清策略 

臆測  糾正、表態 重申、說明 

辱罵 認同策略 質問策略 釐清策略 

嘲諷  嘲諷策略 反駁策略 

勸告 感謝、認同、改善 嘲諷策略 重申策略 

說理 
認同策略 糾正、嘲諷、勸

告 

重申策略 

表態 認同策略 嘲諷策略 重申策略 

異議 認同策略 表態、異議 重申、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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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德批評與回應策略比較 

中文和德文的批評與回應語對應整理如表四-13。 

表四-13：中德批評與回應策略對應表 

 德語 華語 

接受 回以批評 其他拒絕 接受 回以批評 其他拒絕 

糾正 認同 糾正 說明 感謝 質問 說明 

評論 認同 嘲諷 重申 認同 質問 釐清 

質問 認同 說理 釐清 歸因 質問 釐清 

臆測  
糾正 

表態 

重申 

說明 
感謝 嘲諷 

說明 

釐清 

辱罵 認同 質問 釐清 感謝 質問 反駁 

嘲諷  嘲諷 反駁 感謝 質問 反駁 

勸告 

感謝 

認同 

改善 

嘲諷 重申 認同 質問 

重申 

說明 

釐清 

說理 認同 

糾正 

嘲諷 

勸告 

重申  糾正 重申、說明 

表態 認同 嘲諷 重申 認同、感謝 
評論、異議 

勸告、質問 
釐清 

異議 認同策略 
表態 

異議 

重申 

釐清 
 

異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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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與德語都以「糾正策略」的接受度最高，根據此現象，Tracy (1987) 

調查不同文化背景對於批評好壞的感知，他發現在各文化都認為俱針對性且

內容對於改善行為有助益的批評方式較佳，糾正策略雖然否定他人的言論，

但亦明確指出他人的缺失同時給予正確答案，因此在德語與華語中都較可使

人接受。而兩語言都不能接受的則是同屬「損辱行為」的「嘲諷策略」和「辱

罵策略」。根據 Shum & Lee (2013) 的調查發現，聽話者判斷發言適當性以

及正向與否的因素在於，是否離題以及其發言是否有助於延續溝通。而「嘲

諷策略」和「辱罵策略」著重在給予被批評方負面的評價，其不在於議題的

討論，且評價是武斷、主觀性的，並未鼓勵討論的延續。由此可知，損辱的

行為在兩語言中都是不容接受的批評方式。 

但是比較兩語言對其他批評策略的接受度可發現，中文對於批評的接受

度較低，並會施與「質問策略」的回以批評方式，使對方反思批評言語中的

錯誤；在其他幾項批評策略，德國人雖然不認同對方的言論，卻不會用到回

以批評的拒絕行為，而會使用「重申策略」表示堅持於個人立場。 

此種接受度差異性，顯示兩語言對於批評異議以及衝突的看法。Kotthoff 

(1989) 發現德國人較常攻擊並和他人彼此抗辯。且對德國人而言，議論和參

與辯論的意願是被接受並受到歡迎的，議論本身被視為德國文化中的基本社

交技能 (Gunthner, 1994) 。有鑑於此，平時社交生活中便常參與討論、辯論

的德國人對於批評和相左意見的接受度自然較高。 

然而對中國人而言，維持社交上的和諧卻是很重要的 (Fan, 2000) 。且

會為了維持和諧而迴避衝突，並視衝突為不適當、需要被解決的 (Stadler, 

2014) 。批評此種衝突性的言語，因而會被視為挑起爭端而容易激起較為激

烈的回應。 

另一方面，儘管中文對於批評的接受度較低，但是觀察其所使用的策略

可以發現，在面臨衝突時中國人會努力溝通和說服他人。例如中國人在使用

防禦性拒絕策略多使用「說明策略」支持自己的言論，同時也嘗試說服他人

認同個人的言行，而要給予批評回應時也會使用「質問策略」，間接性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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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質疑但也在透過問題的形式驅使對方給予進一步回應。可以看出中國人在

應對衝突時仍嘗試尋求雙方共識，展現出集體主義文化注重在解決衝突的過

程。而德國人多使用「重申策略」，強調個人有個人的意見，表示協商結果

不成功，被批評方仍保持原有立場，體現出個體主義文化重視個體獨立性與

衝突結果的一面。因此就其對應衝突的方式差異，亦與兩語言所屬集體與個

體文化的差別。 

第五節 小結 

總結以上所述，兩語言都以單一批評核心策略搭配單一輔助策略為主要

架構，而從宏觀的視角看來，中文母語者在實施批評行為時和德語者相同，

都傾向使用直接的「指謫行為」，展現出與德語母語者相似的個體主義文化

特色，並且在回應批評上也多予以拒絕，體現出網路語言的跨文化相似性。 

而這種現象實與網路論壇賦予參與者的匿名性與不可見性和非同步性

相關，此使網路中介溝通產生較多攻擊、不禮貌的回應並鼓勵人們的怒意與

非壓抑性 (Suler, 2004) ，Hsu (1985) 指稱華人是情境取向的，會隨著情境

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和價值，網路的情境便激發了中國網路使用者的個體文化

面向。雖然中德的批評和回應行為大體具有一致性，但是在批評與回應批評

策略選用上卻有所差異。 

分析兩語言使用的批評策略可發現，中國人在發起批評時傾向使用「糾

正策略」直接給予他人答案，以盡快結束紛爭，但是德國人卻傾向使用「質

問策略」使聽話者透過問題思考自己的錯誤並促使其回應以延續辯論。 

而在回應批評時，若他人給予建設性的建議，中國人會使用「感謝策略」

顧慮他人面子並給予積極面子，若是拒絕批評則會使用「質問策略」或者「說

明策略」繼續協商溝通，尋求認同與歸屬，使用到面子協商策略的「面子施

予」與「面子主張」策略。而德國人則注重個體獨立性，接受批評時使用「認

同策略」，拒絕批評則多使用「重申策略」，表現出對個人面子和消極面子的

主張，實施了面子協商中的「面子挽回」和「面子保留」策略。而兩語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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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面子協商策略，以及衝突處理的風格展現出華語的集體主義文化以及德

語的個體主義文化特色。 

其次，中華文化傾向捨異求同，並重視社會的和諧，是間接與他人取向

之集體性文化 (Gu, 1990; Hofstede, 1989) ，因此中華文化較不能接受網路直

接的批評性言語，批評者往往會得到攻擊性的回覆；然而，德語則呈現出個

人取向與直接的文化向度 (Hofstede, 1989)。在德國的文化裡，辯論是社交

的一環，除非對方使用到損辱型的批評方式，否則基本上使用不同策略表達

不同的意見都是可以被容忍的。 

而若德語母語者使用慣用的批評方式，從中國人的觀點看來可能會覺得德

國人太具對抗性、粗魯且會危及彼此關係 (Stadler, 2014)。據此在跨文化溝

通、華語教學領域，應當重視培養德語學習者的語用能力，並教導其文化

背景知識，以避免溝通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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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 

第一節 語用教學 

Fraser (2010) 指出語用能力是指可以傳遞個人意圖性資訊並包含各種

社會文化情境資訊，同時亦可以理解參與對象意圖資訊的能力。然而這種能

力對那些文法流暢的二語學習者而言卻往往是最欠缺的。語用能力與溝通者

的意圖相關，對中高級學習者而言，在掌握一定的詞彙、句法基礎後，最困

難的就在於如何發展其語用能力。 

語用能力講究說話者隨意圖運用語言的能力，然而語言單位的認知和實

際的溝通情境間往往會有所隔閡，也就是上課講述的語法知識在實際使用上，

若未勤加練習便容易遺失。言語行為可分成序列和組塊，教學時可以切分言

語行為的語言成分，再以目的或意圖為單位，協助學習者將意圖帶領到組塊

上可有效培養學習者的語用能力。因此嘗試結合言語行為與華語教學的應用

有其必要性。 

第二節 教材檢視 

為了解學習者學習批評語言時應具備的基本能力，同時也為了解現行華

語教材在批評語與回應語的教學設計，本研究參看《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

三、四冊，做為課程設計參考。考量到批評言語及回應語涉及篇章組成、反

問句式與對比標記等語言形式的能力，因此鎖定語法、句型為決定學生程度

的關鍵因素。 

從《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可觀察到，學生正從第二冊的單句形式

擴張到複句、篇章表達，並開始接觸到假設、條件、對比句式等多樣文法，

課文編排設計一方面配合課本單元，將會話內容由生活事務擴充到特定的主

題單元，一方面亦有意識地提升學生的長句能力，以下列出與批評或批評回

應策略相關之句式內容，並包含使用策略、形式與所屬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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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三四冊批評與回應相關句型 

語法類型 形式 單元 

對比句式－ 

（批評策略）表態策略 

（回應策略）重申策略 

「雖然...可是...」 

「卻」 

《第三冊》第四課 

《第四冊》第二課 

遞進句式－ 

（批評策略）說理策略 

（回應策略）釐清策略 

「不但...，也/而且(也)...」 

「一方面...一方面...」 

《第三冊》第四課 

《第三冊》第四課 

反問句式－ 

（批評策略）質問策略 

「哪裡...？」 

「何必...？」 

《第四冊》第一課 

《第四冊》第四課 

假設句式－ 

（批評策略）說理策略 

「只要...就... 」 

「（要是）...的話」 

「即使...也」 

《第三冊》第二課 

《第三冊》第三課 

《第四冊》第七課 

條件句式－ 

（回應策略）釐清策略 

（回應策略）反駁策略 

「就是...也...」 

「寧可 VP1 也 VP2」 

《第三冊》第二課 

《第三冊》第六課 

強調－ 

（回應策略）重申策略 

「是 A(SV)」 

「...就是」 

《第三冊》第五課 

《第三冊》第十三課 

 

從表五-1 可知，批評語涉及的語法內容主要落在第三冊至第四冊間，學

習者的基礎語言能力應屬中級過度至高級程度，然而因課本是就單元內容編

排，因此語法的呈現缺少功能性的邏輯連貫，也缺少涵蓋性的語法總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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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透過批評語與回應語的策略框架，使得語法具備語用功能，並可以此

串連各課落單語法，因此適宜做為正規課程以外之總複習單元設計。 

《新實用視聽華語》的課本單元後皆有小討論區與參考活動，考慮到

批評言語的衝突性，部分單元適宜發展為培養言語行為之語用能力的話

題。以下的討論串（表五-2）隸屬於與批評或回應語語言相關的章節之

後，在課程討論中適宜做為話題討論串或者用以複習教學內容。 

 

表五-2：《新實用視聽華語－三》討論議題 

 

這些問題可以激起學生的立場對立，適宜發展為口語討論活動，然而課

本內的活動資訊過少，僅簡述概要活動理念且未說明適用語法或詞彙，未能

完整發揮討論活動的內涵，再加上活動前後設計與反饋皆缺少目標語言點的

相關敘述，較為可惜，據此本文將設計批評語與回應語活動式課程，並嘗試

結合前述之研究成果增補批評與回應批評的語用教學。 

 

課程單元 話題 

《第三冊》第七課－討論問題 「你覺得女孩子也要當兵嗎？」 

《第三冊》第十課－討論問題 

「如果你有投票權，你會把票投給

什麼樣的候選人？哪一類的候選

人，你會告訴別人不要選他？ 

《第三冊》第十二課－討論問題 「碰到不公平的裁判你怎麼辦？」 

《第四冊》第三課－辯論活動 「看電視對青少年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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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教學建議與設計 

胡培安（2003）指出批評是批評者對受批評者進行價值觀的協調過程。

課堂中欲凸顯批評語的互動模式，便可透過辯論的活動進行，因此本文的課

程設計以電影賞析為基礎，結合德華批評與回應語研究成果，規劃適合德國

籍中高級學習者的語用言語行為課程。 

就課程主體，本研究認為「電影」仍是適宜的教學主題，影視作品往往

可以展開較多的討論並激發學生的興趣，同時也有助於語言產出的表達練習。

討論活動開始前，根據課程進度教師可自行決定預期的目標語言點，並製作

學習單方便學生複習與紀錄，而因為批評往往需要說服、提供理據、解釋等，

語言產出需求量大，所以最好可以先複習相關生詞、句型，降低學生的緊張

感。同時為了激發批評行為的發生，需留意營造討論與立場對立，在課堂中

要提供學習者選擇立場的機會，同時也要注意設計學生間互動性的自然發生。

以下簡述本課程之教學範例與流程。 

1. 暖身 

批評語常會使用「理據策略」作為批評發起時的理由與依據，而中文的

批評回應語亦多使用相似的「說理策略」作為言行的原因或證據，同時在開

始授課以前，應打開學生的話匣子，炒熱課堂氣氛，因此首先可以先就喜歡

和不喜歡的電影為開頭，讓學生就此主題練習闡述個人的理由，而後再針對

學生的語言錯誤、可延伸補充的結構定式進行教學。 

理據和說理策略是給予論點理由與證據，而就電影的主題可以分成個人

經驗、客觀數據資料與個人主觀的意見（表五-3），此三類目涵蓋特定的語

言成分，因此學生可能會先陳述個人的喜好意見，教師便可引導學生給予客

觀的證據或補充個人的經驗，說服他人觀賞此部電影，同時延伸意見表達的

長度。此時亦可進行重述活動，使一位學生就一部電影說明喜歡或不喜歡的

原因，而後使其他學生接連複述前人的話，並嘗試串成合理語篇，增進學生

的篇章組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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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3：說理與理據策略練習 

原因表述 

 個人經驗 

「S 曾經..」 我曾經看過______的電影。 

「S 以前 V 過...」 這個導演以前拍過很多電視劇。 

 客觀舉例 

「S 有...也有...」 他的作品有喜劇片也有恐怖片。 

「比如、例如」 
我喜歡看台灣的電影，例如《海角

七號》。 

「根據...所以...」 
根據網路評論，這部電影得過很多

獎，所以我對這部電影很有興趣。 

「從...可看出 N 是...，而且...」，  

從獲得三次奧斯卡獎的紀錄可看

出，這個演員是非常會演戲的，而

且他自己還是個導演。 

 個人主觀意見 

「對我來說...是...的」 
對我來說《魔戒》是我最喜歡的電

影。 

「因為 N 是...所以...」 
因為《魔戒》是我很喜歡的小說，

所以我也很喜歡這部電影。 

「我會這麼說是因為我... 
我會這麼說是因為我很喜歡這部

電影的演員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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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影欣賞 

暖身活動後教師播放短片或是截選長篇電影的部分片段，影片以中文電

影為佳，教師可以簡述電影的背景或是擷取片段的基本人物設定，協助學生

進入狀況。為增加學生間的討論性，本範例課程選取中國電影《大紅燈籠高

高掛》作為主題。 

3. 電影教學 

為使學生理解內容，教師可先行準備好電影片段的對話文字稿，並針對

內容中的生詞、句法難點進行教學，部份傳統俗語不要求學生掌握，而以講

解意思為主，此部分教學以理解電影內容、角色行為為目標。 

4. 電影討論 

《大紅燈籠高高掛》以中國傳統的一夫多妻制為主軸，表現出中國傳統

女性受到的枷鎖和拘束，與德國的獨立女性思想相牴觸，因此觀賞完影片後，

學生可能會對劇中角色有不同的意見，此時老師便可藉由以下提問使學生練

習表達對電影內容的批評，同時多向學生詢問為什麼，以複習先前的理據、

說明策略。 

表五-4：批評語問答練習 

提問 語言形式 範例 

女主角的媽媽對她

說了什麼？你覺得

怎麼樣？為什麼？ 

「S 明明...還要...」【糾正】24 
女主角明明就可以念書，他

媽媽還要她一定要嫁人。 

「並非...而是」【糾正】 
女生並非只能嫁人，而是可

以做她想做的事情。 

                                              

24 此為語言形式之批評策略分類，教師可參考第四章的批評分類選擇適宜的目標語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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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確」、「不適當」【評論】 她媽媽的作法不正確。 

以前的中國人認為

只有男生要念書，女

生不用念書，你覺得

呢？ 

「...可以...就不行？」【質問】 
男生可以唸書女生就不行

嗎？ 

「難道」【質問】 難道女生就比較笨嗎？ 

「就算...還是...？【質問】 
就算女生很聰明還是不能

念書嗎？ 

你覺得為什麼中國

人會這樣想？ 
「猜想...吧」【臆測】 

我猜想以前的中國人可能

認為只有男生才可以工作

吧！ 

你覺得這種想法怎

麼樣？德國人以前

也是這樣嗎？ 

「如果...的話，...會...」【說理】 

如果聰明的人不能上學的

話，很多東西會沒辦法發

展。 

「人應該...而不是...」【說理】 
人應該都有上學的權利，而

不是只有男生可以上學。 

你同意女主角的作

法嗎？ 

「我不這麼覺得」【表態】 

「我認為不是這樣」【表態】 

如果你是女主角你

也會跟她一樣嫁人

嗎？ 

「對我來說...就是...，所以...」【異議】 

對我來說女生就是應該有

上學的權利，所以我會去打

工上學。 

「我自己是(會)...」【異議】 
我自己是會去找工作也不

要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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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角色扮演練習 

此部分活動使學生各自扮演劇中的角色，並以雁兒陷害頌蓮的事件為主

題，請學生替自己的角色辯論，並討論誰應該要為這件事情負責，角色包含

「頌蓮」、「雁兒」、「二太太卓雲」、「三太太梅珊」、「陳老爺」和「大太太」，

學生可以透過抽籤或是自行選擇角色。辯論開始前教師可將適用語言點寫在

黑板上，或發給學生事前準備，以協助學生順暢表達，也可提醒學生使用先

前的批評話語反駁他人的批評，辯論過程中還須注意到二太太卓雲和雁兒的

同夥關係。問句與回應語句式範例如表五-5。 

表五-5：批評回應語練習 

批評語 回應語 

陷害別人就是對的嗎？ 

難道頌蓮就應該要被害嗎？ 

娶這麼多老婆卻發生這種事不是

你該負責的嗎？ 

「我的意思是／不是...」【釐清】 

「您誤會了」【釐清】 

「我只是覺得...這才是我的意思」【釐清】 

「不/是，我覺得...」【釐清】 

人應該要彼此原諒，這件事情就

算了吧！ 

大家都是一家人，不應該為這件

事情吵架。 

「我就是...」【重申】 

「雖然...但是對我來說就是...」【重申】 

「儘管...我還是覺得...」【重申】 

「我維持原本的想法」【重申】 

就是你故意害人的吧！真過分 我才沒有...【反駁】 

＊再次詢問 「你是指什麼？」【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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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延伸討論 

電影帶出了女性議題，因此後續可就職業婦女、男女平權、教育等議題

舉辦課堂辯論活動，本課程中以「女生應不應該當兵」為主要討論事項，在

活動進行前教師可先指派作業給學生，使學生分成贊成與反對兩個立場，學

生事前需準備好相關的資料，並練習表五-6 的輔助策略使用方式，教師也要

留意提醒學生語言點在篇章中擺放的位置。而在此辯論中，不實行嚴謹的辯

論答辯制度，而是以討論的形式進行，因此學生須練習適宜的接受與拒絕批

評方式，教師在開始討論活動前須提醒學生，華語者對於批評往往會採取「感

謝策略」以謝謝對方的評論，同時也要提醒學生遇到他人的批評時除了以「重

申策略」方式強調以外，也要實行「說明策略」嘗試說服他人。而在對他人

的言論有所懷疑時則可以使用「質問策略」，使他人在思考話語中的錯誤。 

辯論過程中教師可嘗試錄音或錄影，記錄學生的語言和語用失誤，並在

辯論結束後共同檢討，或由教師給予雙方正面的評價以及錯誤的反饋，提醒

學生改進的方式，最後教師須提醒德國籍學習者，即使在衝突發生時，中國

人也會傾向彼此的意見交流已達到一致的意見，同時也要注意多給予他人讚

美、認同、感謝等正向回饋，給予他人積極面子的行為，將有助於衝突發生

時的溝通效果。 

表五-6：輔助策略練習 

引導策略 

我要提出幾個問題／想法 

關於這件事... 

至於這個問題... 

正向策略 

謝謝你的指出。 

我很高興聽到你的見解。 

你的見解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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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策略 

這其實也不是很大的錯誤，但是... 

也許是我理解錯了，但是你這樣說.. 

我對於...還不是很了解，不當之處還請

包涵。 

 

 小結 

以上之課程設計係根據本論文之批評與回應語研究成果，課程規劃首先

以批評和回應語的基礎由「說明策略」和「理據策略」為前導，使學生嘗試

闡述個人意見並用以支持自己的立場。而後藉由電影賞析，一方面帶領學生

認識華語影藝文化，一方面也有意識的引導出爭議性主題。影片觀賞後則藉

由問題討論，使學生在批判電影的過程中掌握批評語言的句式與功能。至於

批評回應語則可藉由角色扮演，使學習者替電影角色辯護，並透過相互詰問

方式引導出批評和回應的語言。透過電影主題的教學，學生應當已可掌握批

評和回應語的形式與標記，因此最後則透過與電影相關的主題進行辯論討論

活動，此時則引介出華語批評語與回應語的語用知識，以及輔助策略的用法，

使學習者在辯論過程中掌握輔助策略和核心策略的語序，並應用語用知識於

口語課堂中。活動最後再藉由教師反饋、檢討鞏固記憶。 

Kasper (1997) 表示在語言教學目標上，應該注重培養學習者的語用意

識，而非要求他們完全像本族語者一樣溝通。因此上述過程中並不強烈逼迫

學習者和母語者使用完全一樣的溝通策略，課程中教授所有的批評語語言形

式，學習者根據個人需要或習慣選擇適宜的表達方式，而語用知識則透過教

師提醒與活動後反饋方式帶出，以知道但不強迫學習者遵循華語者的語用習

慣為目標，達到保有德國籍學習者的自主獨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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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華語教學應用上，批評作為高面子威脅的言語行為，學習者需要更加留

意策略的使用及回應的適切性，因為即使是高級的華語二語學習者，也可能

產生社交語用失誤。另外，現今對歐語系國家的理解仍未如美語系國家熟悉，

因此本文選擇德語為對比語言，並以網路電影討論區為平台，觀察討論區內

的批評與回應言語行為。 

本研究以網路頁面為語料來源，透過蒐集網路語料重建語料庫，一方面

得以篩選、控制納入之文本類型，另一方面也有助於研究者標記分析（Hundt 

et al.，2007，p. 3，引自謝佳玲，2015，p. 103）。研究者觀察中國及德國兩

語言網路電影討論區，網友對他人電影影評的批評，原發文者亦有所回應的

語料，視為一筆有效語料。研究者透過初步研究，規劃語料分析與分類架構，

同時藉由德國與中國母語者協助檢定分類。完成分類架構後，研究者再以此

分類進行語料統計分析，了解華語與德語的批評與回應策略。 

就討論區內言語篇幅而言，長者為篇章，短者為片語，可見網路中介溝

通是介於書面與口語間的語體。而在策略分類中，因為兩語言的語種差異，

在話語策略的表現上亦有所不同，華語無形態變化，因此得倚靠對比標記和

詞彙作為主要策略手段，然而德語則可以透過時態變化使聽話者了解說話者

所指時間，同時也可透過虛擬二式表達禮貌或假設，因此學習者須留意中文

標記的詞性與搭配成分，以及說話者想藉由前後句呈現的對比關係。 

本研究後續根據兩語言的語用策略，將批評劃分為五類核心行為，分別

是指謫、損辱、否定、勸導和質疑等五類，此五類下因語言形式差異再分為

十個次類。指謫行為下根據評價的隱含性分為糾正與評論；損辱行為就聽話

人的理解負擔分為辱罵和嘲諷；否定行為根據直接與間接差異性分成表態與

異議；勸導行為就指示強迫性又可分成說理與勸告；質疑則根據疑問的性質

分為質問及臆測。回應策略則根據對批評的接受與否，分為接受行為與拒絕

行為，接受行為包含，感謝、改善、歸因和認同策略；拒絕行為則包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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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批評的反駁、釐清、說明、重申策略，此四類屬於辯護型策略，而拒絕

的攻擊型策略則為回以批評策略，回以批評是回應者採取批評行為，反向指

出批評方言論的失誤並給予負面評價。 

統計結果顯示，德華兩語言在宏觀的批評行為表現上，呈現一致的行為

使用趨勢，其中以指謫行為的使用率最高，而兩語言呈現的差異性則在於次

分類的策略使用。華語偏好使用指謫行為中的糾正與評論策略，德語則較常

使用評論策略與質問策略。而在批評的回應方式上，兩語言都傾向拒絕批評，

展現網路討論區和辯論語體的相似處，說話者會被期待為自己的言論作辯護。

而透過策略數統計、批評與回應策略對比可發現，華語與德語皆以糾正策略

的接受度最高，然而在接受方式上，德語傾向以認同表示接受批評，華語則

傾向給予他人積極面子的感謝策略。 

兩種語言的部分批評與回應策略亦呈現獨特的策略搭配性，如質問策略

在中德兩語言中皆傾向以釐清策略作為回應，整體看來，大部分的策略仍可

歸納出一致性的回應方式，使用相同的策略以應變各個批評策略。德語者傾

向使用防禦性的重申策略，而華語者傾向使用較具攻擊性的質問策略，因此

相對而言，此亦顯示雖然中德的網路批評言語都以直接指謫行為為主，但是

中文母語者較德語者更無法接受此類言語。 

而從中德的接受批評回應策略、防禦性回應策略、回以批評策略可知，

造成兩語言策略選用差異的根本在於所屬文化的不同。華語所屬之集體主義

文化偏向他者面子取向，因而在衝突過程中更常以意見交流的方式與他人達

到共識，同時也須注重他人的積極面子；而德語則屬於個體主義文化，因此

更注重自我面子以及衝突結果，所以德語者多會強調個體的獨立性，以及立

場的不改變以指出衝突結果。 

學界過去曾爭執於東西文化差異與世界統一的文化現象，比較德華兩語

言的批評策略與回應策略，研究者認為中德文化更符合 Leech (2007) 的文

化折衷概念，他認為東西文化儘管有許多的細微差異，但就整體而言仍保有

大致的一致性，而集體文化代表的中華文化在網路世界中，呈現出和德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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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的批評言語與回應行為趨勢，然而差異則展現在語言母語者的細部策略選

用上，體現兩種文化對於面子追求的差異，顯示出宏觀一致性而微觀歧異的

文化特色。 

研究者後續將本研究成果應用於華語二語批評言語行為與回應教學，針

對德國籍中高級學習者設計適宜的課堂流程，並透過電影討論、角色扮演、

課堂辯論的形式，以語用目的為綱，編排適宜的授課流程，並提供參考教學

之目標語言點，透過結合電影與辯論的活動，將有助於德國籍學習者掌握批

評語與回應語的語用能力。 

一、 侷限與展望 

本研究蒐集中德之批評與回應語料各 300 篇，在對比批評與回應語時，

雖可看出兩語言的策略使用傾向，但是在策略的使用搭配上，受限於局部策

略語料的不足，因此除了數量較多的策略具有代表性外，其他策略的批評回

應對應性則有待討論，同時對比過程仍有許多的變項應納入考量，如輔助策

略、修飾語等成分的使用，都會影響回應者的回應方式。 

然而綜觀現今的言語行為研究，行為與回應的對比相當缺乏，而真實世界

的互動卻往往是由一來一往的會話協調而成，言語行為的互動性是相當值

得發展的議題，同時華語的對比研究中亦缺少對德語的相關論述，隨著歐

洲國家華語學習者人數的增加，必當有對比華語與歐洲語言研究的價值，

因此期許未來能有更多歐語言與對比之相關論述以及言語行為和回應的互

動研究，必將更有助於華語教學的設計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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