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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电子邮件在促进国际贸

易活动顺利开展过程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当前一些新

入职的外贸业务人员在外贸电子

邮件写作过程中总喜欢套用书本

上学到的一些模板及表达，缺少

对客户的具体分析，从而影响了

与客户的有效沟通。有效的外贸

电子邮件必须“想客户之所想，急

客户之所急，突出客户的获益。”

这就要求在实践业务操作中，必须

以客户为中心，写作时首先必须考

虑客户想要获取什么信息以及他

们的母语文化和语言水平，确保

写作时要做到有的放矢。总体来

说，当前一些外贸电子邮件写作

中主要存在语言过时、表述冗余、

语气不当、逻辑混乱的问题，上述

问题的解决对于外贸电子邮件总

体质量的提升和国际商务沟通目

标的达成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意义。

一、外贸电子邮件写作的

常见问题

(一) 语言过时

外贸电子邮件是由过去的商务

信函演变而成，而过去的商务信函

被动冗长、枯燥乏味，信函中充斥着

诸如“Enclosed herewith please

find our catalogue for your

reference and perusal”,“With

reference to your above- men-

tioned order”,“Kindly furnish

me with this information soon”

等一些表述，此类表述是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经常使用的语言，其中

充满了程式化的语言，毫无情感和

个性，从而拉大了写信人与读者的

心理距离，传递给读者一种拒人千

里之外的感觉。如今的世界，人们

都在追求一种鲜明的个性，读者也

希望看到写信人的个性和激情，而

不是上述老套乏味的陈腐表达。

然而，当前的外贸写作教材中仍

然沿用着这些老套的表达，从而

直接造成了新入职的外贸业务员

照搬课本，语言表达老套，缺少个

人的思考和个性。

(二)表述冗余

表述冗余是指使用了辞藻华

丽的句子而造成了表述的臃肿。

虽然外贸写作教材上一开始就指

出外贸电子信函写作一定要遵循

简洁性原则，也即是说，能够使用

简单的词不应使用复杂的词，能够

使用简单句就不要使用复杂句和

复合句。可是结果往往是书中的样

例与前面所提出的原则不相一致。

以至于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还是

沿用 “Please be informed”,

“We would like to draw your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I should be very grateful”等

表述，这些句子比较华丽，似也礼

貌，但在阅读效果上却很难给读者

留下深刻印象，反倒会使当今的读

者生厌，因为这样的语言显得臃肿

且无效信息过多。

（三）语气不当

语气在外贸电子邮件写作过

程需要特别注意。日常的口头沟

通能够通过目光交流、肢体语言、

语调变换等清楚地表达，但是这

些所谓的“弦外之音”如何在电子

邮件中得到体现，词语和语气的

选择就显得极其重要，不当的语

气往往会冒犯读者。如“We

cannot do anything about your

problem”，即便事实真是爱莫能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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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或者真心不愿做出弥补也不应该

使用这么过于直白的回复，因为此

回复很容易引起读者气愤，同时也

会反映出写信人不近人情和体谅。

再如“I am writing to complain

because I was unhapp y with

the way I was treated in your

store today”，虽然该句话表达的

也是事实，但由于写作人表达过于

直白，一个“complain”就会让读

者觉得刺眼，不管什么情况，要想

得到合适的处理那么一开始都应

该使用缓和而非咄咄逼人的语

气，不能合理地使用缓和语气只

会让问题更复杂。邮件的语气会

反映出写信人的精神风貌和状态，

因此，合理地把握语气的选择在邮

件写作中尤为重要。

（四）逻辑混乱

外贸电子邮件一般都要遵循

经济性原则，这与商业的特点密

切相关，客户不可能花太多的时

间研读一篇内容繁琐，尤其是内容

多且逻辑混乱的电子邮件。如一

封催促装运的电子邮件回复中写

到 “We are pleased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excute the

order within the contracted

valid period this time and

wold like to express our

strong willingness to pay

even more prompt attention to

your future orders”。细细品读，

本句表述可谓无任何逻辑可言，买

方在邮件中已经写明供货商发货

延迟需要尽快发货，而供货商在

回复中却说很高兴在合同的有效

期内完成装运。在合同期按时完

成订单装运是理所应当的，何来高

兴？这无疑会给对方留下拖拉而

且不够坦诚的印象。更让人觉得

莫名其妙的是“今后我们会更加及

时地处理贵方日后的订单”一句，

本次的装运都出现了不及时，何来

以后更及时呢？此处的“more”是要

和这次的装运速度比较吗？这不是

贻笑大方吗？由此可见，电子邮件

写作的逻辑很重要，否则必然造成

不悦，难以实现有效沟通的目的。

二、外贸电子邮件写作的

提高技巧

(一) 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指外贸电子邮件

的写作要紧跟时代发展的节拍，

使用几十年前那种冗长、过时的

套话显然不合时宜。当前随着“一

带一路”倡议的纵深推进，不少外

贸企业的客户遍布“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而英语并非这些国家的

母语，考虑到这些国家客户的英语

水平，写作过程中最好使用简单的

英语进行沟通，这也符合当前的简

明英语潮流。比如邮件中尽量使

用“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12 June”而非 “We are in

receipt of your letter of 12

June”，“I am sorry to hear

about the mistake made with

your order”而非 “We are ex-

tremely distressed to learn

that an error was made per-

taining to your esteemed or-

der”。只有使用了符合时代的语

言才能够更好地沟通，时过境迁

的表述难免让人感到迂腐刻板，

使人失去阅读兴趣，并最终影响到

沟通效果。

(二) 简洁精炼

简洁精炼是外贸电子邮件写作

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它主要反映

在用词、句子段落和内容三个层

面。在选词方面尽可能选取单音

节、简单易记的词汇。外贸电子邮

件写作无需向读者展示文采。永

远记着“读者的耐心和时间都是

有限的。短词很清晰，而且很容易

被人理解。”在句子层面一般应遵

循能够用简单句就不用复杂句，能

用两句话表明观点就绝不用更多

的句子。有研究标明“一个段落的

词汇量应该控制在 45个左右，三

到五个句子通常就能表达一个观

点。”句子和段落太长会给读者带

来阅读负担，让读者花很多时间获

取重要信息，这会使他们失去耐

心。因此，在选词上，尽量使用普

通的小词，使用“try”而非“at-

tempt”，使用“end”而非“termi-

nate”等；在句子层面，去掉不必要

的单词，将长句变为短句，把“we

would like to draw your at-

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

简化为 “we would like to in-

form you...”。最后，邮件内容要

言简意赅，直接告诉读者邮件的主

旨或要点。

(三)灵活应变

灵活应变是指外电子邮件的

措辞语气一定要灵活。“语气就是

邮件所透露出的情感、行文的正式

程度以及对所涉及主题和收信人

的态度。”邮件中的语气一定要避

免不近人情、居高临下或者傲慢无

礼，要做到表达准确，语气真诚。

如 “To be frank with you, if

it was not for our good rela-

tions, we wouldn’t consider

making you a firm offer at

this price”。这句话给人一种傲

慢无礼之感。买卖交易过程中，还

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可是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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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关系拿出来作为否定对方还价

的理由显得极不合适。反过来思

考一下，正因为是关系好，是老客

户，所以才想得到更多的优惠，这

很正常。上述生硬的语气很难让

读者接受，何不把这种傲慢的语

气改为比较亲近的语气，如“To

be frank, it was for our good

relations, we make you a firm

offer at this price”。两种语气

比较一下，高下立判。因此，交易

需要的也是真诚，合适的语气对

于业务的开展会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四) 就事论事

就事论事是针对外贸电子邮

件中的逻辑问题而言的。外贸电

子邮件是买卖双方对于具体问题

的沟通。对于具体的问题的答复

一定要言之有据，合情合理。有一

封还盘邮件，买家认为卖家的价格

偏高，希望卖家能够降价 5%成交。

卖家在回复中写道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our price has

been accepted by other buyers

in your city, where substan-

tial business has been done,

and inquiries have kept

flooding in over the past few

months”。前半句主要根据自身的

交易实际说明价格不高，这一点

略显牵强。众所周知，衡量价格的

合理与否应该从市场的角度来说，

而非自身的交易经历，这会使对方

感到不够客观，理由不够充分。当

然，如果说这部分尚可勉强接受的

话，那后一部分就有些离题了。文

中说到过去几个月我们收到了很

多询盘，试问这个询盘跟价格合

理有关系吗？毕竟询盘只是交易之

始，询完盘也不一定能够成交，因

此，从这一点讲，用询盘量的多少

来说明自身价格的合理显然从逻

辑上是不可取的。再如一则亚马逊

上的 POA邮件，整个邮件多次重复

道歉，一开始写道“We are truly

for what happened...”, 临近结尾

又写道 “This is our fault due

to the lack of strict manage-

ment of the product and ser-

vice provider”。出问题致歉很正

常，但需明白道歉再多也不能解决

问题。如果遇到投诉，最好的方法

应该是围绕着事件本身进行调

查，并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而非

反复地道歉或者保证。还有一封

邮件，由于卖方厂区遭受台风袭

击而无法如期交货，在此情况下，

写信给买方请求延展信用证。在

邮件的正文说明原因之后，写道

“If we had finished produc-

tion one week earlier the

shipping company could have

offered space and the con-

signment would have arrived

at your end. However, the re-

ality is that, from now on,

the space of the route to

your port will not...”这两句

话，卖方可能是想表达一下内心

的歉意，但面对问题，更重要的是

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一句用

了虚拟语气，后面一句又指出了

截然相反的事实，这样的表述，一

来不符合外贸电子邮件经济简明

性原则，二来这句话有些跑题，显

得画蛇添足。请求延展信用证，只

需说明要延展信用证的理由即

可，对于这种看似礼貌、自谦的话

语会给读者一种不合逻辑之感，

因此，应予以删除，切记就事论

事。

三、结束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和跨境电子商务的纵深发展，我

国企业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之间

的外贸交流合作必将越来越多。

外贸电子邮件作为国际商务沟通

中的重要媒介和手段，其作用不

可忽视。外贸电子邮件是隔空对

话，无法察言观色，因此，为了能

够更好地达到沟通目标，只能从

用词、风格、语气等角度寻求合适

的策略。

外贸电子邮件写作中应摈弃

过时老套的表达，采用现今简洁的

表述；句子段落内容也应该做到精

炼简洁，帮助读者节省时间，突出

邮件的信息和主题；在语气方面，

避免盛气凌人、死板生硬，应该灵

活巧妙地考虑到对方的心理认同，

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不悦，影响到沟

通效果；最后，还必须注意写作内

容的逻辑，要做到就事论事，避免

回避主题而言其它，做到有的放

矢，沉着坦诚应对。只有做到上述

四点，才能够写出高质量的外贸电

子邮件，更好地实现沟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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