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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批評語與批評策略問卷研究

本章主要是利用問卷形式調查台灣地區批評語和批評策略的使用現

況，調查內容包括一般台灣民眾對目前台灣地區公眾批評現況所抱持的態

度，以及個人參與公眾批評的狀況，個人批評部份則是調查會影響受訪者

批評語言和批評行為的語境條件因素，以及分析受訪者根據模擬的批評情

境所提供的實際可能使用的批評語。

第一節 批評語與批評策略問卷調查基本資料

一、 問卷設計方向

 本問卷分為兩大部分，首先是公眾批評的部份，主要是調查一般台灣

民眾對目前台灣地區公眾批評的看法，包括平日接觸傳播媒體的狀況，是

否曾經在傳播媒體上發表批評意見，以及對電視評論節目的觀感，以求了

解一般人在公眾批評領域上的參與情況，以及對公眾批評所抱持的態度。

其次是個人批評的部分，主要是調查受訪者平日批評的情況，包括批

評時會考慮的語境因素和希望藉由批評得到的回饋，以瞭解受訪者平日處

理批評的態度，並根據受訪者對預設情境所回應的批評語言，來分析一般

台灣民眾慣用的批評形式和批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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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受訪者基本資料

本問卷調查採隨機選取受訪者的方式，問卷發出地點以台北、高雄兩

地為主，問卷發出的時間為二００六年七月至九月的兩個月，調查對象遍

及各年齡層、各種職業及教育程度，總計發出五十份問卷，並回收了四十

八份有效問卷。

本次問卷調查的受訪者的身份背景等相關數據資料如以下各表。

〈表五-1〉年齡與性別分布

性別╲年齡層 20 歲以下 20～25 歲 26～30 歲 31～35 歲 36～40 歲 40 歲以上 合計

男 1 4 1 1 2 4 13

女 1 6 10 3 6 9 35

合計 2 10 11 4 8 13 48

〈表五-2〉職業分布

職業 待業 學生 行政助理 業務員 金融業 商 教師 工程師 工 軍職 自由業 服務業

人數 2 12 2 2 1 5 5 1 7 1 3 1

※部分受訪者未填寫自己的職業。

〈表五-3〉居住地區與教育程度分布

性別﹨居住地區

﹨教育程度

北部 南部 高中以下 專科∕高職 大學 碩士 博士

男 7 6 1 3 1 7 1

女 9 26 7 9 8 11 0

合計 16 32 8 12 9 1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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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批評語與批評策略問卷分析

一、 公眾批評部分

（一） 公眾批評與傳播媒體的接觸情況

根據本問卷的統計結果，受訪者最常接觸的傳播媒體是電視，其次是

報紙，這兩項也是一般所知最普及的大眾傳播媒體。

另外，值得注意的現象是網路媒體的接觸比率超越了廣播、雜誌等固

有的傳播媒體，這表示近年來新興的網路媒體已逐漸成為台灣重要的傳播

媒體之一。

〈表五-4〉常接觸的傳播媒體

傳播媒體 報紙 雜誌 電視 廣播 網路

選次
註一

36 12 45 16 24

接觸比率 75% 25% 93.7% 33.3% 50%

其次在公眾批評的接觸情況方面，電視評論節目與報紙社論、民意論

壇分居第一及第二位，是受訪者接觸比例較高的公眾批評類別。

然而我們發現受訪者對各項公眾批評的接觸比例都不算高，甚至有高

達 20.8%的受訪者完全不想接觸任何公眾批評或政治批評的東西，也就是

說有部分受訪者對於公眾批評沒有興趣或沒有好感，因此綜合來看的話，

受訪者對公眾批評的接觸度實際上並不是很高。

註一 由於採用複選題的形式，所以統計的是各選項被受訪者選擇的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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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換個角度來看，除了完全不想接觸公眾批評領域的受訪者以外，

其餘九成的受訪者都會看電視評論節目，這表示電視評論節目比其他類型

的公眾批評更具影響潛力。

〈表五-5〉接觸公眾批評的情況

公眾批評種類 報紙社論 雜誌評論專欄 電視評論節目 廣播評論節目 網路批評文章 完全不想接觸

選次 25 15 35 8 11 10

接觸比率 52% 31.2% 73% 16% 23% 20.8%

（二） 公眾批評的發表情況

根據本問卷調查的結果，過去曾在任何一種傳播媒體上發表過批評意

見的人相當少，甚至不到十個人，而不曾以任何方式發表過公眾批評的比

率卻高達 85.4%。

曾經發表過意見的受訪者有的是基於「表達不滿，抗議不公平。」以

及「盡個人的責任，改變或影響環境。」的理由，也有的是因為「對讀新

聞有想法」而提供自己的看法，或者實在是因為「忍不住不得不說」。

而不曾在任何傳播媒體發表意見的受訪者大多持「不是很關心政治，

所以沒有必要表示什麼意見。」的看法，也有因為「覺得說了也沒用。」

而懶得表示意見，還有表示感覺台灣社會「太亂了，不想說。」，以及「政

治的東西太黑暗太複雜，不想多理會。」等較為消極的理由，此外比較特

別的是有受訪者因為「表達能力不夠高水準」而未發表批評意見。

〈表五-6〉於傳媒發表意見的情況

傳媒種類 投書報紙 Call-in 電視節目 Call-in 廣播節目 發表網路批評文章 其他 不曾發表批評意見

選次 4 0 1 2 2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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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公眾批評的看法

本問卷以電視評論性節目作為代表，調查受訪者對公眾批評的看法，

有一半以上的受訪者認為目前的電視評論節目的「政黨色彩明顯，批評內

容有失偏頗」，而且節目中的來賓名嘴「發言多八卦、謠言和傳聞，不能

全然相信」、「批評主觀，有時令人無法認同」，這意味著有半數以上的人

感覺電視評論節目所提供的批評內容是不公正且不真實的。

不過仍有將近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電視評論節目的批評內容精彩

充實，批評立場中立。也有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認為電視評論節目的批評

內容辛辣，批評起來毫不留情。

將受訪者觀感的統計結果整合來看，台灣目前的電視評論節目在一般

民眾心目中的印象比較接近一位受訪者所說的「有些很深入，具啟發性，

有些則過於偏頗」，但批評主觀、不公正的印象還是比較深，這也顯示了

批評行為確實很容易受到批評者主觀意識的影響。

〈表五-7〉對電視評論性節目的觀感

對目前台灣評論性節目的觀感 選次

批評內容辛辣，毫不留情。 13

批評內容充實，鞭辟入裡。 10

主持人、來賓批評精彩，極具說服力。 10

來賓發言多八卦、謠言和傳聞，不能全然相信。 27

節目政黨色彩明顯，批評內容有失偏頗。 29

節目立場中立，批評內容中肯，可聽到不同面向的意見。 7

主持人、來賓批評主觀，有時令人無法認同。 27

其他感覺。 5

從不收看電視評論性節目，無法回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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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批評部分

（一） 語境因素與批評方式的關係

批評當下的語境因素具有左右批評方式的力量，例如批評語的形式和

所使用的言詞內容的強弱程度，都可能因為語境因素不同而改變。

根據表五-8 統計的結果，有八成受訪者表示自己的批評方式會視語境

中的談話對象、場合情況而定，更有三成受訪者表示自己批評別人時總是

很委婉，只有一位受訪者表示自己從來不會修飾批評話語，批評時總是有

話直說，其理由是「對方有錯的話，批評不需要客氣」。

此外，也有一位受訪者對批評採取較為謹慎的態度，表示自己從來不

會批評別人，他處理批評的態度是「非到很嚴重時不輕易批評，寧可以暗

示提醒教導等方式，無效才逐漸加重」，亦即將批評作為處理嚴重錯誤事

態的最後手段。

整體而言，語境條件仍是絕大部分受訪者批評時所考慮的最重要的因

素，只有兩位受訪者出於個人對批評的認知而稍有不同的批評態度，這也

反映了真實語言活動中所存在的個別差異，批評者本身的個人因素，如性

格、思考方式和觀念，也會對批評行為造成影響。

〈表五-8〉語境因素影響批評方式的情況

個人批評方式 選次

批評別人的時候總是很委婉。 15
會視批評時的談話對象和場合情況而定。 39
批評時從不修飾批評話語，總是有話直說。 1
我從來不會批評別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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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響批評方式的語境因素

（A）不加修飾的直接批評方式

既然大多數人都會依據語境考慮批評方式，那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受

訪者會選擇直接批評？根據表五-9，約有 64.5%的受訪者在對批評對象十

分不滿，感到非常生氣的時候會完全不加任何修飾地直接批評別人。

其次，有 43.7%的受訪者在比較隱密、私下的場合，還有面對關係親

近的家人或朋友的時候，會選擇直接批評的方式。而約有三成受訪者在事

關重大的情況下，以及沒有直接面對批評對象的時候，會直接批評對方。

除了上述情況之外，還有一位受訪者表示自己只在對方「屢勸不聽，

根本不在乎時」，也就是非講明白不可的狀況下才會直接批評對方。

綜合調查結果可以發現，直接批評比較容易出現在高度不滿、氣憤的

狀態下，還有面子損害較小的私下或隱密的場合中，對象則是比較沒有什

麼顧忌的家人、親近的友人或第三者，否則在一般交際場合中多數受訪者

都不會輕易地直接批評別人。

〈表五-9〉會不加修飾地直接批評的狀況

客觀環境狀況 選次

面對非批評對象的第三者時。 13

面對晚輩、子女、學生或下屬等社會地位比自己低的對象時。 1

面對關係親近的家人或朋友時。 21
面對不認識的陌生人時。 3
面對不很熟悉或不很親近的對象時。 1

對於某些人、事、物十分不滿，感到非常生氣時。 31
在私下、比較隱密的場合時。 21
面對事關重大的重要人、事、物時。 15

以書面文字述說批評時。 3
其他狀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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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所修飾的委婉批評方式

除了一部份批評時總是很委婉的受訪者之外，其他人在什麼情況下會

修飾批評語？表五-10 顯示有將近八成的受訪者在〝面對批評對象本人時〞

批評會比較委婉，其次是面對父母、長輩、上司等相對地位較高的對象時，

由於東方文化向來注重長幼有序的倫理關係，所以即使是開放的現代社

會，批評長輩還是必須盡可能委婉地表達。

其次，受訪者在比較需要顧忌被批評者面子威脅問題的情況下，也會

採取委婉的批評方式，比方說面對心理容易受傷、面子威脅承受度較低的

對象或與自己不熟、不認識的對象時，受訪者比較會覺得有修飾批評語的

必要。

此外，與直接批評的語境因素相對的，在公眾場所或重要場合上，以

及面對不是非常嚴重、無傷大雅的情況時，批評方式也會比較委婉，因為

公眾場所或重要場合中的批評對面子的傷害會增加，而在不是很嚴重的情

況下，批評也就無需過於直接強烈。

〈表五-10〉會修飾話語委婉批評的狀況

客觀環境狀況 選次

面對批評對象本人時。 38
對方是老人、女性或小孩等心理可能比較脆弱的對象時。 27
面對長輩、父母、師長或上司等社會地位比自己高的對象時。 34
面對關係親近的家人或朋友時。 15

面對不認識的陌生人時。 18

面對不很熟悉或不很親近的對象時。 19

在公眾場所或重要場合上。 21

不是非常嚴重、無傷大雅的情況時。 19
其他狀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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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語境因素的優先順序

本問卷將受訪者在批評時可能考慮的語境因素分成批評對象、批評關

注的事件、談話對象、批評場合、批評傳達的媒介等五項，讓受訪者列出

自己批評時會考慮的優先順序。

從各項語境因素在優先排名上的選次可以觀察得出來，「批評對象」

和「批評關注的事件」被最多受訪者排在第一、第二順位，而被多數人排

在最末位則是「批評傳達的媒介」。

然而因為每位受訪者批評時會考慮的語境因素不盡相同，不同的語境

因素在每位受訪者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也不同，為了得知各項語境因素的普

遍優先程度，我們採取排名積分的方式
註二

。

根據表五-11 所示的積分結果，「批評對象」是受訪者批評時最優先考

慮的因素，其次是「批評所關注的事件」，「批評場合」和「談話對象」相

距不多，大約排在第三、四順位，而「批評傳達的媒介」則是受訪者最不

在意的一項。

〈表五-11〉語境因素的優先順序

語用因素

∕選次∕

優先順序

批評對象

(其身份、地位

與自己的關係)

批評關注的事件

(事件影響程度、事件與

自己的關係等)

批評場合

(批評時間點、

地點等)

談話對象

(被批評者或無

關的第三者)

批評傳達的媒介

(口頭或書面文字)

第一位 x5 13 11 8 9 0

第二位 x4 12 12 7 9 1
第三位 x3 10 7 14 8 0
第四位 x2 2 6 10 10 3
第五位 x1 0 0 1 2 22

優先度積分 151 136 131 127 32

註二優先順序排名第一位的得五分、第二的得四分，第三的得三分，以下類推，然後將每

項語境因素的各個排名的選次與分數相乘，即是該語境因素的優先度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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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批評所期待的回饋

人們在批評之後期待得到的回饋或希望達到的效果，也就是所謂的

「批評目的」。人們批評通常是為了哪些目的？根據調查的結果，〝被批評

的對象能夠有所改進〞是七成以上的受訪者最希望得到的回饋，也是他們

批評的目的。

其次，有六成左右的受訪者希望批評所關注的事件能夠因為自己的批

評而獲得改善，或者至少要讓被批評的一方了解到自身的錯誤或不足；而

相對的，純粹出於情緒發洩，不特別期待情況改善的受訪者是最少的，這

表示多數受訪者都期待批評是看得到效果的，換句話說，多數受訪者都是

出於糾正他人錯誤和改善現況的期望才會選擇去批評別人。

至於其他的回饋和效果，如讓第三者認同或支持自己的批評意見，或

是發洩不滿情緒、讓被批評者知道自己心中的不愉快等，應該算是人們批

評的次要目的。

〈表五-12〉批評期待得到的回饋或效果

發表批評所期待的回饋或效果 選次

希望被批評的一方能夠改進。 35
希望自己所不滿的現況能獲得改善。 30

希望被批評的一方了解到自身的錯誤或不足。 29

純粹發洩情緒，表達心中的不滿，不特別期待情況會改善。 12

讓被批評的一方知道自己心中的不滿或不愉快。 14

希望第三者認同或支持自己的批評意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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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預設語境下的批評語分析

在預設語境的部分，本問卷依照批評對象、談話對象、批評事件等不

同的變項，分別設定了五種批評語境，而各語境的變項則針對幾種比較不

易預想批評行為的情況作設定，請受訪者提供自己可能的批評方式和批評

語內容，並且必須根據各個語境選擇批評發表時的談話對象，再藉由批評

發表的對象和批評內容的綜合分析去進一步分析受訪者處理批評的態度。

（A）批評對象、談話對象與批評行為的關係

批評時所指涉的對象為聽話者或第三者，以及批評者自身立場與被批

評對象的關係，都會對批評行為造成影響。

從先前的討論我們已經知道有受訪者會因為談話對象是被批評者或

第三者而改變批評方式，而相對的，受訪者所選擇發表批評的談話對象，

也會因應批評對象及事件而有所不同，以下便就批評對象與談話對象對受

訪者批評行為及批評語的影響作討論。

〔１〕被批評者是不熟悉且不親近的對象：

此處預設的是不很熟的同事上班時講私人電話影響工作進度，有 55%

的受訪者選擇對第三者發表批評意見，可分成兩種行為類型：

第一種是為了宣洩不滿情緒，只是向第三者吐苦水，這類受訪者人數

最多，例如：「我同事上班時也不管工作忙不忙，一講電話就沒完沒了，

一點也不盡業，真受不了他！」及「把工作當什麼？沒做完要等別人去作

嗎？要講私事聊天不會回家裡聊哦！」

第二種是基於權限的原則，將批評留給有立場批評指正的人，如工作

場合的老闆，因為他們有批評的立場，也有管束下屬或後輩的地位、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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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責任，改善現況的效果會比自己顯著，有些受訪者會跟老闆說：「有些

同事整天講私人電話，公私不分，影響別人工作，請老闆發個信叫大家少

在公司講私人電話。」

其餘 45%的受訪者會直接向對方提出批評意見，例如：「這位同仁，

這是個公共場合，請不要因個人的方便而影響他人的權益，請自重！」及

「用公司電話講私人事情不太好，其他同事會看在眼裡，老闆也會知道。」

此外，有兩位受訪抱持眼不見為淨的態度，表示這種狀況下不會去批

評他，這也呼應了許多受訪者對於參與公眾批評的態度，即使不滿也未必

會批評，因為不想自找麻煩，或者是覺得自己的批評不可能改變現狀，既

然無法有明確改善現況的把握，乾脆不要批評比較好。

〔２〕被批評者是關係親近的晚輩：

此處預設的是自己的弟弟沈迷電腦遊戲，超過九成的受訪者選擇直接

批評對方，而且因為批評對象是關係親近的晚輩，所以大部分都偏向教導

訓誡的批評模式，例如：「這樣迷電腦會影響功課作息，真是不好的習慣，

應該做完功課，念好書，給自己放鬆一下，再說，不要本末倒置。」

然而有四位受訪者選擇對第三者表達意見，主要是告知父母長輩負責

管教，這也是基於批評立場及批評效果的理由，例如：「媽，管一下你兒

子啦！一直玩電玩不做正事。」

整體而言，對關係親近晚輩的批評由於受訪者有批評的立場，促使被

批評者改進的可能性也較大，所以不加任何修飾地直接批評對方是絕大多

數人的選擇。

〔３〕被批評者是公眾人物：

此處預設的是受訪者很不欣賞的一位表現做作的女明星，七成的受訪

者選擇向第三者表示批評意見，例如：「這個女的很討厭、沒內涵。」

只有很少數的受訪者表示會透過報紙投書或網路留言方式直接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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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註三
，例如有人表示會以網路留言給該女星：「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

另外，有兩成受訪者表示對這種情況自己是不與置評的，因為這並非

切身相關的事，討厭的話就不要理會就好，比方說有受訪者回答：「關電

視拒看，因為你不以為然，別人可能很喜歡」，或者說「尊重時下年輕人

的表現，如不喜歡就直接轉台」，也有人表示「不值得評論」。

綜合來講，當批評的是與自己距離遙遠的對象時，多數受訪者都會選

擇向旁人口頭批評一下，發抒不愉快的感覺就算了，甚至不想多費口舌。

〔４〕被批評者是關係親近的長輩：

此處預設的是叔叔來自己家中拜訪時於室內吸煙，62%的受訪者選擇

直接向對方表示意見，但以勸告為多，真正屬於批評的部分較少，例如：

「叔叔，抽煙不僅會影響你的健康，還會讓我們的健康受到傷害，就算是

為了你自己，把煙戒掉吧！」

其次有 28%的受訪者選擇向第三者表達批評意見，例如：「叔叔這樣

是不尊重別人，傷人又傷己」，或是暗示家中的其他長輩：「叔叔抽煙會不

會抽得太凶了？」，讓長輩去處理。

剩下 10%的受訪者則選擇不批評，部分受訪者因為對方是長輩所以不

批評，另一部份則表示「不予評論，因抽煙者多半知道有害健康但戒不

掉」，表示對於個人事務不需要批評的態度。

大致上，受訪者對於批評長輩還是會有所顧忌，所以不是對第三者講

就是換成建議、勸告的形式，或者根本不做任何批評表示，以免冒犯長輩。

〔５〕被批評者是熟悉且親近的對象：

此處預設的是受訪者要好的朋友講話太直接，容易得罪人也常傷到受

訪者，對此有 75.6%的受訪者選擇對朋友本人批評，因為是熟悉且親近的

對象，所以多數人會點明對方的錯誤直說，更有人會給予建議，例如：「你

註三 雖然接收到批評訊息的大部分是閱聽第三者，但批評者抱持的仍是批評本人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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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太不經大腦，沒水準。」及「一種意思可以用很多種方式表達，而你

卻是用最不令人接受的口氣表達，希望在你說話之前先想想你的話是否會

傷到人！是朋友才跟你說那麼多，OK？好好想想吧！」

其餘 20%的受訪者則屬於向第三者發抒的類型，例如有受訪者表示會

向第三者述說被傷害的經過，或是發抒不滿情緒：「那個過份的傢伙！」，

也有僅止於述說自己的感受的消極批評，例如：「他講話還真叫人受不了」

及「我覺得他好像都不注意別人的感覺」。

還有兩位受訪者選擇不作批評，一位表示「我不會批評他。因為他的

話有助思考」，另一位則認為「交情不夠，不宜批評本人，對第三者評論

易引起被批評者不悅」。

綜合來看，面對熟悉且親近的對象的時候多數受訪者是比較直接的，

不過仍有少數人可能因為不想破壞彼此感情所以選擇不直接批評對方。

（B）受訪者的批評策略

從受訪者提供的批評語料中我們整理出一些批評策略，其中有一般常

見的批評策略，也有因應日常人際交流而生的策略，而且不同的批評策略

通常還會合併在一起使用，以下是這些批評策略的類別及分析：

一、 直接批評型

（一） 直接批評：

所謂直接批評的策略就是利用直接不加修飾的語言點出錯誤所在，藉

由將批評者的真實感受完全呈現來有效達到批評目的，而且根據統計的結

果，不論是面對被批評者本人或對第三者表示批評意見，約有 48%的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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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採取的是直接批評，可說是在模擬批評情境中受訪者使用得最多的批

評策略。以下是問卷回答中的實際例句：

(1)太過份了，把上班時間當作在家裡，有沒有在做事啊！

(2)你只會玩電腦，其他的都不會，不會變聰明。

(3)你說話太不經大腦，沒水準。

（二） 教導訓誡式批評：

這是在一般人生活中常用的批評策略，主要用於批評地位、輩份較低

的對象的時候，是在直接批評中加入教導訓誡的成分，是對於改正被批評

者誤失的批評目的比較積極的批評策略。問卷語料中的實際例句如下：

(4)電腦遊戲，是你在累的時候消遣用的，你不要老是本末倒置，用點心在課

 業上，如果唸書也這麼用功，我想班上第一名非你莫屬。

(5)十分沈迷於任何一項嗜好都是不好的現象，要能克制。

二、 間接批評型

（一） 疑問式批評：

疑問式批評是最常用的批評策略之一，其特徵在於批評者是利用疑問句形

式來傳達批評意念，並非真的要求對方回答，問卷語料中使用到的有詰

問、激問兩種類型。

（A）詰問：

利用提問來點出想批判的部分。

(6)你知道你有時候說話很傷人嗎？

(7)你講話會不會太直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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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你要不要改一下啊？這樣真的很欠揍。

(9)不可愛就不可愛，幹嘛要裝可愛，看了真想吐，作自己不是很好嗎？

（B）激問：

利用問句形式向對方的行為提出強烈的質疑和批判。

(10)他怎麼可以講私人電話的時間比處理公事的時間還多？會影響別人的工

作的，他怎麼能不替同事著想呢？

(11)她以為她是誰啊？！

(12)電腦遊戲只是休閒時的活動，怎麼可以沈迷呢？你這樣下去成績會退步

 的！爸媽也會擔心的！

（二） 與事實相反的假設：

利用與實際事實相反的「如果…就好了∕不知有多好」假設句表明被

批評者的行為與自己所期望的相反，從中點出被批評者的誤失，是一種委

婉形式的批評策略。語料實例如下：

(13)如果他上班做事也像講電話這麼認真就好了。

(14)我弟弟常把他最大的優點“專心”用在電腦遊戲上，如果用一些在功課

 上，不知有多好！

（三） 後果警示：

這種策略主要是利用不當行為的嚴重後果作為警示，藉由後果的可怕

來點出被批評者的行為錯誤，其語料實例如下：

(15)少年ㄟ，玩遊戲是有閒時間玩的，身為學生的你，要認清自己的責任，如

再不自愛的話，後果自行負擔。

(16)你再玩下去，小心以後會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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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啊呀！太做作了，早晚會嘗惡果，不是發自內心的動作，不能持久。

（四） 建議式暗批：

這類批評策略的批評成分不明顯，因為是採取建議的形式暗批對方，

表面上看不出來批評的意思，其實批評意思正在建議的反面，如例(18)的

意思其實是“用公司電話打私人電話是不對的”，而例(19)的意思是“花

時間玩遊戲會沒有前途”，例(20)則表示“你現在做的不是正事”。

(18)請用手機或公用電話打私人電話。

(19)你為什麼不把玩遊戲的時間拿來學電腦軟體還是進修，一樣都玩電腦，怎

麼不玩有前途的。

(20)你可不可以做點正事？

（五） 暗示式批評策略：

暗示的批評策略是利用與批評事件無關的陳述、要求或詢問，暗示被

批評對象去察覺自己行為的錯誤，如以下的例句(21)、(22)就是利用工作

進度暗示對方沒有認真工作的不當，而例句(23)則是語帶譏嘲地暗示對方

的不當言行很令其他人反感。

(21)這個工作真的很趕，所以麻煩你注意時間的進度。

(22)我工作在趕，能否先把進度給我？

(23)你不覺得在你方圓五百里內快看不到任何人煙嗎？

（六） 先讚美後批評：

正如前一章所討論過的，這種策略的好處在於批評者是抱持著理解對

方的心情，先讚美對方好的一面，再從不足的地方切入批評，如此一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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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者通常會比較容易接受批評意見，如例句(24)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而例句(25)在批評的同時也表現了批評者其實是為對方著想的意思。

(24)你的個性優點就是講話直接，很不拐彎抹角，很好，但是你的缺點就是說

話會傷人。

(25)心直口快是真性情的表現，但這樣也很容易傷到別人，久而久之，朋友就

會越來越少了。

（七） 諷刺式批評：

諷刺式批評策略的特點在於話語的表面看不出有批評的感覺，而真正

的語意則必須配合語境去推敲理解，如例句(26)是對一個做作的女明星所

作的批評，在諷刺之中將批判意味表現得更為深刻。

(26)她一定負擔很重，才要賺錢賺得這麼辛苦。

(27)我有一個很好的同事常常把要工作的時間拿來講私人電話，卻把要從工作

中得到的經驗和知識這樣的好處讓給了我，真的是很感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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