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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探討研究批評語與批評策略的過程中必須參考、引證以及應

用的各種語言理論及語用原則。

前面四節回顧語用學中的會話準則、會話隱含、面子理論、禮貌原則、

語言行為等理論，以作為後面批評語及批評策略選擇分析時的知識基礎。

最後一節則是回顧過去一些與批評語相關的論述，以及現有辭典文獻對批

評的相關定義及解說。

第一節 會話準則與會話隱含

一、 會話準則

Grice(1967)提出的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認為在語言交際活

動中為了達到互相理解的目的，談話双 方 存 在 著一種 默契 ，說話者盡力提

供真實、充足、清楚且與話題有關的訊息給聽話者，聽話者則假設說話者

遵守這些原則，以此作為理解話語的基礎。

Grice 將合作原則具體歸結成四項會話準則(conversational maxims)，

簡言之就是要實話實說、言之有物、言簡意賅和言無不盡：

Ⅰ‧數量準則(Quantity maxim)

(a) 所說的話要達到交談目的所需要的詳盡程度。

(b) 所說的話不應該超出交談目的所需要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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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質量準則(Quality maxim)

(a) 不要說自己認為是虛假的話。

(b) 不要說缺乏足夠證據的話。

Ⅲ‧關聯準則(Relation maxim)

說話要貼切，與談話主題有關聯。

Ⅳ‧方式準則(Manner maxim)

(a) 避免晦澀的詞語。

(b) 避免歧義。

(c) 說話要簡要，避免贅述。

(d) 說話要有條理。

合作原則下的會話準則是順利進行言談溝通與交際的基本前提，然而

有些時候人們會刻意違反會話準則，Grice 稱之為〝準則違反(flouting of

maxim)〞，而準則違反的目的之一便是為了產生會話隱含。

二、 會話隱含

會話隱含(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是指在說話者有意識地不遵循或

違背會話準則的情況下聽話者所得出的話義推論，亦即話語的真實意義是

隱藏在字句的表面意義背後，簡言之就是“話中有話”。

Grice(1967)認為交談雙方是在知道彼此“願意合作”的前提下，說話

者卻違反了會話準則，才使話語產生了會話隱含，表面上雖然違反了會話

準則，話語的深層仍是遵守合作原則的，所以違反了會話準則的話語的真

意，必須根據當下語境的條件去解讀。所以會話隱含實質上是聽話者根據

語言交際的合作本質，以話語的表面意義為基礎，對說話者的真正意圖所

作出一連串假設，經過語用推理而得到的隱含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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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者違反會話準則一般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是秘密的，出於不希望

聽話者知道事實的目的，比如「說謊」；第二種是公開、刻意的違反準則，

目的在造成特殊的語言效果，如「反諷」、「誇張」等修辭法就是利用違反

質量與數量原則產生的會話隱含所形成的特殊語言效果，例如李白的詩句

「白髮三千丈」，人的頭髮不可能有“三千丈”長，明顯並非事實卻能造

成強烈且深刻的語言效果，不論在文學作品或一般的言談交際中，為修辭

或特殊語言效果而違反會話準則相當常見。

第二節 禮貌原則

Leech(1983) 認為人們是為了禮貌的緣故而必須違反會話準則，所以

在很多情況下維持禮貌遠比遵守會話準則重要，例如以下的對話：

A：侯佩岑好漂亮喔！

B：她的髮型還蠻漂亮的。

 B 不完全贊同 A 所說的話，只提出髮型的部分來回應，因此可以推論

“B 不認為侯佩岑除了髮型以外的部分漂亮”，假設 B 回答〝她哪裡漂亮，

我看只有髮型漂亮〞，則否定得太過直接而感覺不太禮貌，所以很多時候

人們為了禮貌原則，無法做到言無不盡。

此外最常見的就是違反方式原則中的簡潔原則，比方說使用迂迴冗長

的語言傳達某些可能不禮貌的內容，因為最簡潔的語言只能傳遞命題，卻

不能達到禮貌的效果。

為了補充合作原則與會話準則的不足，Leech 提出了六項禮貌原則

(Politeness Princ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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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得體準則(Tact maxim)

(a) 使他人受損最小。

(b) 使他人受惠最大。

Ⅱ‧慷慨準則(Generosity maxim)

(a) 使自身受惠最小。

(b) 使自身受損最大。

Ⅲ‧讚揚準則(Approbation maxim 或稱作 Flattery maxim 奉承準則)

(a) 盡力縮小對他人的貶損。

(b) 盡力誇大對他人的讚揚。

Ⅳ‧謙遜準則(Modesty maxim)

(a) 盡力縮小對自身的讚揚。

(b) 盡力誇大對自身的貶損。

Ⅴ‧一致準則(Agreement maxim)

(a) 盡力縮小自身和他人之間想法的分歧。

(b) 盡力誇大自身和他人之間的一致。

Ⅵ‧同情準則(Sympathy maxim)

(a) 盡力縮小自身對他人的反感。

(b) 盡力誇大自身對他人的同情。

上述準則的重點在於要使說話者自身受惠最小、受損最大，而使他人

受惠最大、受損最小，並滿足聽話人心理求同的需求，而禮貌程度是和〝他

人受損〞程度與〝自身受惠〞程度成反比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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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面子威脅行為

一、 面子理論

Brown & Levinson(1978)認為面子(face)是每個人在社會及人際交往上

的自我形象的概念，每個人都希望保有一定的自我形象，也希望得到他人

對自我形象的尊重和認同，在社會交際中為自己贏得正面的公眾形象是每

個人基本的面子需求，而按照面子被滿足的程度，又可再區分為〝消極面

子〞與〝積極面子〞兩個層次。

消極面子(negative face)是個人獨立的基本自我形象，對個人領域內的

行為有自我決定的權力，不希望個人的形象被破壞，也不希望自己的言行

受到他人干擾、反駁或阻止。這是每個人最基本必須滿足的面子需求，一

般所謂的「不給面子」或「很沒面子」指的便是消極面子未被滿足或受到

傷害，比方說對別人提出的邀請被拒絕會覺得對方「不給面子」，或是自

己在別人面前出糗時會感到「很沒面子」。

積極面子(positive face)則是被他人認同或讚許的自我形象，個人的言

行被他人認可或讚許，就表示個人的自我形象受到他人的認同或讚許，而

一般所謂的「很有面子」指的便是個人的自我形象獲得積極的提升，也就

是積極面子的滿足。

二、 面子威脅行為

Brown & Levinson(1978)認為維護面子是人際互動中最重要的事，在消

極面子上希望自身行為不受他人妨礙，在積極面子上則希望被他人認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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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賞。當交際任何一方的面子被威脅(threatened)，也就是不被滿足的時候，

談話者就會有維護或補償面子的動作，以確保交際成功與人際關係和諧。

但是許多語言行為的本質是威脅面子的，例如〝請求〞或〝拒絕〞的

本質就是會威脅聽話者面子的，這類語言行為就稱作「面子威脅行為 (face

threatening act)」，而 Brown & Levinson 認為減輕某些語言行為給談話者面

子帶來的威脅就是「禮貌」的表現。

一般常見會威脅聽話者「消極面子需求」的主要是干涉聽話者行為自

由的語言行為，如命令、請求、建議、勸告、威脅和警告等。

而威脅聽話者「積極面子需求」的主要是會傷害聽話者自我形象及情

感的語言行為，或對聽話者作出負面評價的語言行為，如批評、取笑、抱

怨、指責、侮辱、反駁等。

不論是談話任何一方的積極或消極面子可能受到威脅，談話者都會想

事先避免或盡量減輕威脅程度，此時就必須使用面子威脅的補救策略。

三、 面子威脅補救策略

禮 貌 是 為 維 護交 談双 方 的 面子 所 作 的 努 力 ，禮貌原則的實質就是策略

性，所謂禮貌地使用語言就意味著有策略地使用語言，真正目的是為了滿

足人們的面子需求以達到交際目的，因此 Brown & Levinson(1978)認為禮

貌就是「補救策略」(redressive strategy)，而面子威脅補救策略就是說話者

在考慮過面子威脅的可能性之後，依照語境的不同狀況來修飾或調整遣詞

用句，讓面子威脅程度降到最低或消失，以維持一定的禮貌。

當交際處於以交際效率為優先的情況下，或者說話者社會地位、權勢

高於聽話者時，面子需求會退居次要地位，但如果沒有上述情況的話，說

話者一般都會盡可能減輕話語的面子威脅程度，或者是通過加給聽話者

“面子”來彌補可能的面子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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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wn & Levinson(1978)提出四種面子威脅補救策略：

（一）積極禮貌策略：

滿足聽話者的積極面子需求，使聽話者所要求的個人形象與聽話者在

語言行為中體現的聽話者的個人形象達到一致，例如表示對聽話者的讚美

或認同，比方說碰到不會解的數學題想請同學教自己時可以說：「好厲害！

你全部都會解！可以教我嗎？」，則同學可能會比較有意願抽出時間來教

導自己解題。

（二）消極禮貌策略：

滿足聽話者消極面子的策略基本上就是維護聽話者的私人領域和自

我決定的權利，盡量減少對聽話者行動自由的干預。

此類策略在形式上通常比較複雜，常使用迂迴或模稜兩可的句式，以

使語意表達比較模糊或委婉，亦即說話者為了顧及聽話者的面子，將有效

傳達信息放在其次，並會留給聽話者較大的選擇空間與自我決定自由，例

如向朋友借傘的時候說：「不好意思，我今天出門的時候太急了忘記帶傘，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借我一把傘呢？」

（三）間接施行面子威脅行為：

用話語的隱含意義間接地表示施為作用，如暗示、誇張、暗喻、反語、

設問等，屬於補救程度較強的策略，因為說話者的話語較為模糊，聽話者

可以從其他角度加以理解，所以說話者對特定的意圖不需負太多責任，例

如想向朋友借傘又不好直接提出請求，於是說：「哎呀，真糟糕，外面下

雨了怎麼辦…」來引人注意，表面上是陳述下雨的事實，實際上是藉此讓

朋友注意到自己需要傘，亦即利用間接暗示的策略作出「請求」的行為，

不但無損聽話者的面子，也為說話者留有進退自如的解釋空間。

（四）不施行面子威脅行為：

不施行有面子威脅可能的語言行為，或以實際的動作來暗示他人，例

如上課忘記帶筆時，在同學旁邊翻書包找筆，同學也許會主動借自己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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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做就避免了所有對聽話者面子的冒犯，可說是最禮貌的策略。不過缺

點是他人未必能理解自己的意圖，也有裝作不懂而不予理會的可能性，交

際失敗的比例較高，所以確實想完成交際目的、傳達交際意圖的人通常不

會選擇這樣的策略。

第四節 語言運用之相關因素

一、 語境

語境(context)是語言使用和言語活動的環境，包括語言系統內部各語

言單位，如文章或言談中的上下段、上下句所構成的語言環境(linguistic

contexts)，以及非語言因素所構成的社會情境(social situation)，如時間、地

點、場所、交談的話題、交談的正式程度、對話雙方的身份、彼此的關係、

客觀世界的一般知識、交談雙方的相互了解和社會文化背景等客觀因素。

語境對於話義的詮釋方向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而且對語言的選擇和使

用也有制約作用，舉凡話題、場所、對話者的身份地位背景關係等諸多因

素都會左右語言的選擇與使用，說話者必須配合語境選擇合適的語言才可

確保交際成功。

語境也能影響語言行為的表現以及聽話者對語言行為的詮釋，例如這

句話「這裡好冷啊！」若是對一個站在開著的窗戶旁的人說，就可能被詮

釋為要對方關窗的「請求」，而換了其他語境的時候，就可能理解為“這

裡很冷”的「陳述」或是“到溫暖一點的地方去”的「建議」。

所以語言行為的呈現方式與詮釋方向都取決於語境，而同樣的句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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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語境中也會有不同的意義，展現不同的交際功能。

二、 語用意義

語言研究中的「意義(meaning)」有兩種層次，一種是語義學上的語句

意義(sentence-meaning)，一種是語用學上的話語意義(utterance-meaning)。

話語字面的意義並不總是和說話者真正要表達的意思一致，比方說

〝Jean is a nice friend.〞獨立來看是指 Jean 很夠朋友，但如果某人在 Jean

不願對朋友伸出援手的情況下說這句話，則在該語境下〝Jean is a nice

friend.〞的話語意義就和字面上的語句意義完全相反，成了極度的嘲諷。

簡言之，語句意義是語言文字本身所固有的屬性，不會受外界因素的影響

而改變；話語意義則是結合語境之後所產生的言外之意。

而「語用意義」指的則是語句意義與語境聯繫起來之後，具有交際功

能的話語意義，像「這裡好冷啊！」除了陳述氣溫狀況以外，也可用來傳

達請聽話者關窗、開暖氣或借大衣等意圖，這些意圖不是語句本身固有

的，而是在字面意義的基礎上，於特定語境中賦予語句的「語用意義」，

而這在批評語當中也可以見到不少應用的例子。

三、 言談交際共識

語言交際是說話者表達自身意圖，聽話者理解此意圖的過程，交際雙

方想要正確的相互理解，除了必須要有共同的語言知識以外，還需要有兩

種共識，第一種是背景知識，即對一般客觀世界的常識以及對所處社會文

化和規範的了解；第二種是相互知識，即交際雙方的相互了解，譬如雙方

的共有經驗、習慣、思考方式等，而且確信對方也有此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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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人們的認知結構和知識背景各不相同，使得人們對話義的推論也

有所差異，所以如果說話者要確保自己想表達的意思能夠正確地傳達給聽

話者，就必須先確認彼此之間有沒有「共識」，因此人們有意識地違反會

話準則以產生特定會話隱含的行為，若希望能被聽話者正確理解，談話雙

方就必須擁有共同的知識及認知體系。

在交際中巧妙地利用談話雙方的共識可使話語言簡意賅，還可以運用

間接迂迴的方式表達不便直接言述的內容，但假如談話雙方沒有共識，則

很可能會造成誤解及交際失敗，尤其是在使用間接語言策略或修辭手法的

時候，更須在彼此有共同背景知識的情況下，才可達到預期的效果。

第五節 語言行為

一、 語言行為的定義

Austin(1962)創立了「語言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語言行為」

是利用語言達到做某種行為的效果，說話者所說的話構成某種行為的實

施，所以任何言語活動都是一種語言行為。

Austin 認為人們在說話的同時實施了三種行為：

（一）言內行為(locutionary act)，指〝說話〞行為的本身，發出語音，說

出語句的動作即是言內行為。

（二）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指藉由〝說話〞所實施的行為，如傳遞

信息、發佈命令等行為。

（三）言後行為(perlocutionary act)，指通過〝說話〞所帶來的結果，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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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話者的話語對聽話者所造成的影響，例如藉由語言使聽話者受到警

告，或是促使聽話者去作某件事。

換言之，言內行為是通過說話表達字面意義，言外行為則通過字面意

義表現說話者的意圖，而話語所帶來的影響或變化則是言後行為。

二、 間接語言行為

所謂的“直接”或“間接”是依據說話者的意向與話語字面意義相

對的透明程度而定，當話語的字面意義確實反映說話者真正意圖的時候，

是直接語言行為；相對的，假如話語真正想表達的是與之相對應功能之外

的意圖，也就是話語的字面意義和說話者的真正意圖不完全一致的時候，

稱為間接語言行為。

Searle(1975)則認為間接語言行為其實是〝通過一種語言行為來間接實

施另一種語言行為〞，例如“I’m hungry.”除了是「陳述」事實的語言行為

以外，也可以理解為希望聽話者提供食物的「請求」行為，亦即說話者其

實是通過「陳述」行為來間接施行「請求」行為。

間接語言行為能夠給予聽話者選擇的自由度較高，常用於具有威脅面

子本質的交際情境中，比方說「請求」的語言形式如果越直接，聽話者就

越難拒絕，則聽話者受損的可能性也就越高；相對的，間接的語言形式留

給聽話者選擇的空間大，所以間接語言行為通常會顯得比較禮貌，試比較

下列句子：

(a) 拿那本書給我。

(b) 你可以拿那本書給我嗎？

 (c) 能不能請你拿那本書給我？

上面三句話同樣都是請別人拿書給自己，然而從(a)句的「直述」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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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句的「詢問」，語言形式越來越間接，語氣也愈顯客氣，對聽話者面子

的損害程度降低，禮貌程度也就相應提高。

除了禮貌因素之外，說話者想達到某種語言效果時也會使用間接語

言，如諷刺、比喻、反語等修辭手法都是間接語言的一種，透過這種修辭

手段的間接語言不但可使語言表現更加豐富深刻，也可使話意表達更顯婉

轉含蓄。

此外，謝國平(1998)提出間接語言行為的判斷原則：如果說話者用陳

述句或疑問句來「陳述」或「詢問」一件事，但這個「陳述」或「詢問」

在當下語境中是不適當的，聽話者就應該推斷那個「陳述」或「詢問」有

其他含意，例如爸爸對晚歸的孩子說“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就不能理

解為一般的「詢問」，而應該當作是「責備」孩子太晚回家的意思。

一般在禮貌原則運作下的語言間接程度主要由以下四項因素決定：

（一）談話双 方 的 相 對 權 力 關係 ：

談話双 方 的 權 力 差 別 越 大 ，說話可能會越間接。

（二）談話双 方 的 相 對 社 會 距離：

談話双 方 越 熟 悉 或 關係 越 親近，說話方式可能會越直接。

（三）特定文化中語言行為的絕對面子威脅等級：

 各個社會文化對語言行為的面子威脅程度的認定各不相同，然而一般

而言對「請求」、「命令」、「批評」的面子威脅程度的認定是比較高的。

（四）談話双 方 的 相 對 權 利 義 務 關係 ：

如果要求別人作的事是你的權利，或者是別人的義務，會比要求別人

額外幫忙時的說話方式直接，比方說在餐廳裡可以直接要求服務生“幫我

換一下餐具”，而不需要刻意說“不知道方不方便幫我換一下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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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批評行為

一、  口語交際語法中的「批評」

林淑慧(2003)將「批評」列在“表達態度”的語言行為當中，她對於

批評行為有如下的解說：

針對對方的錯誤和缺點提出自己的意見。常用“不應該”、“不對”、“未

免”；或使用反問句，這是比較嚴厲的批評；或使用“不怎麼”、“希望”來表

達比較委婉。(林淑慧,2003,p.119)

這是對「批評」在口語交際中的使用特徵的概說，點出了批評最普遍

的定義是“指正他人缺失的語言行為”，然而即使一般人普遍認知「批評」

是屬於威脅聽話者面子的語言行為，口語交際中的批評卻不全是委婉的形

式，直接批評或更嚴厲的批評形式也所在多有，可見面子威脅及禮貌的問

題並不是人們批評時的唯一考量，客觀語用條件和批評目的考量對批評語

呈現的影響與批評策略應用的關係，仍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

二、 辭典定義的「批評」

要了解批評行為的內容和特徵可以先從辭典的定義開始。以下從台灣

和大陸出版的辭典中挑出十本，將其中對批評的定義和解說整理成表格形

式，以作為之後分析批評行為及批評語的知識基礎。

表格中提示到「批評」以及對「批評」定義解說的部分會採用粗體字

標示出來以便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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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各類辭典對「批」與「評」的相關解說

辭典名 詞義解說 例詞

上對下有所評斷的公文。 上批、回批批

評語。

評議人物事理之是非美惡。 好評、時評

文體名。史家述事後褒貶之短文。評話

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評

批評議論。 評論

評判。 批評

公文末尾簽註意見或裁斷。 批示

批評，是非的判斷。 批判

分析評論。 批評

批

批示駁斥。 批駁

議論是非高下。 批評

考量評估。 評價

新辭典

評

批評議論。 評論、評議

評判、分析是非好壞。 眉批批

上級對下級請示的公文的指示。 批公文

議論是非好壞。 批評、評論

判定。 評理、評分
國語日報字典 評 (1)估價。

(2)根據近於真理的條件，對文學

藝術作品判定善惡美醜或合理不

合理。

評價

批評之語。 評語

判斷批示或批評之意。 批判

批 對於事物加以剖解並評定其是非

優劣，就其所取之態度方法可分

印象批評、鑑賞批評、比較批評。

批評

凡對於事物之是非美惡有所評議

接謂之「評」。

批評裁斷。 評斷

評論是非。 評議

中文大辭典

評

批評討論。 評論

評判是非。 批評

批評判斷。 批判

小牛頓國語辭典

批

上級不同意下級的意見。 批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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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論是非。 批評

批評判定。 評判

根據道理來判斷是非。 評理

判定是非好壞的話。 評語

批評討論。 評論

小牛頓國語辭典 評

評論是非。 評議

對錯誤和缺點提出意見。 批評HSK 漢語八千詞詞典

對錯誤的思想、言論或行為作系

統的分析，加以否定。

批判

對下級文件表示意見或對文章的

可否、優劣等給予判定。

批文

對缺點、錯誤提出意見。 批評

批 對錯誤的思想、言論或行為進行

分析，給予否定。但針對某人的

缺點、錯誤提出看法、意見不能

用批判。

批判

評論、批評。

現代漢語常用詞詞典

評

評判。

對下級文件表示意見或對文章予以批評。

批評或否決別人的意見、要求。 批駁

指出優點和缺點，評論好壞。 文藝批評

批

專指對缺點和錯誤提出意見。 批評

評論、批評。 短評

評斷是非。 評理

現代漢語詞典

評

批評或議論。 評論

評判、評論。 批評批

批評優劣並作是非的判斷。 批判

議論是非優劣。 批評

評定是非曲直。 評理

學典

評

批評議論。 評論

criticize 批評

write instructions or comments on 批示批

correct 批改

judge, arbitrate 評斷

judge between right and wrong 評理

遠東漢字三千字典

評

comment on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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