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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思考中文是什麼樣的語言之前，我們先來問幾個簡單的問題。過去幾

十年來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是一個很 popular 的 field，從現在

開始，teaching Mandarin as a second language 也會成為很夯的一個行業。你有

沒有想過別人問你說，你是學什麼專業的？你的對象是一個語言，那到底語

言是什麼？我們怎麼看待語言？so what is a language? 請你簡單的定義語言，

你會說什麼？everyone says so, 溝通的工具。工具就是要來用的，可是想想你

過去修語概的經驗，還記得你國中高中學英文嗎？你覺得你是在學怎麼用英

文溝通嗎？你有沒有覺得你其實是在了解這個語言是怎麼去完成溝通的？你

其實是在學習如何用英文溝通。我自己的學習英文的經驗覺得我好像在學物

理化學，就是在背一些東西，如果他是溝通的工具，就是要用的，可是我們

好像在課堂上沒在用英文去完成溝通。所以我們教英文的課好像是個

knowledge-based，而不是 used-based，如果我們是用語言的 definition 教的話，

我們應該一天到晚在外面用英文來溝通，就像上體育課一樣。我常說教語言

應該是 physical education。如果語言是一個溝通的工具，它到底怎麼樣能讓我

們完成溝通？這就是語言的內涵。語言有規則，規則，用我們老生常談的說

法就是，它有文法。為什麼有規則就可以溝通？有規則所以你講的我懂，才

不會雞同鴨講。什麼樣的規則？你能不能用 1+1=2 來溝通？語言的規則是什

麼？詞彙就是一個語言的規則。如果我今天說籃球，你懂，為什麼？因為這



個詞彙是我們 share 的，我們有共同的東西。但是再進一步的想，數學規則

1+1=2 放諸四海皆準。有沒有 1+1 不等於 2？為什麼我們在學英文的時候，一

句老師常常說的話，就是 everytime 我學會了一個規則，就說 every rule has an 

exception。既然是規則，為什麼有例外？數學規則沒有例外，為什麼語言有例

外？規則是人造出來的，那數學規則是誰造出來的？因為語言有創造性，如

果語言有創造性就可以打破規則，那這個規則到底是什麼？創造性跟規則之

間到底有什麼關係？人是活的我可以活用規則，所以當地一個人打破了規則

說他殺很大，這個遊戲殺很大，今天我們降很大，還有沒有其他的 creativity

的用法？林來瘋、Lincredible，這是新的東西，但他打破了規則嗎？這是新的

東西，但他是不是例外？大學生是名詞還是動詞？名詞。所以你是大學生嗎？

你是哪一個學校的大學生？那你今年大學生了嗎？是不是一個例外？這就是

一個例外，你懂不懂？它到底例外在哪裡，又為什麼例外？所以我們真的要

來搞清楚語言的規則是什麼？我們先對 rule 有一個基本的認識，語言中的規

則其實是把形式和溝通功能做一個連結，因為我們講語言是溝通的工具，可

是語概我們學的是語音詞彙句法，這些東西是語言的形式，就像我剛剛講籃

球是一串的音，或是寫出來的字，是一個 form，語音的形式、書寫的形式，

這個 form 我們賦予了它一個溝通的意義，這樣才能讓語言完成溝通的功能。

語法告訴你什麼樣的 form 接什麼樣的功能，所以如果你有這樣的功能要表達，

你就需要採用這個形式。不要小看這個定義，這個定義是今天所有語言教學



最基本的問題。我們過去學了很多的 form，第三人稱單數加 ed，但是我們並

沒有好好講清楚 why，what is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adding ed?  過去

我們背了很多規則，我希望這堂課能夠讓你們去思考 why，如果語言是為了

溝通而存在，溝通又是藉由於法來完成，那麼一個簡單的結論就是，如果沒

有這個溝通的需要，語法中就不會有這個規則。語言是為了溝通而存在，需

要溝通的東西就會在你的語言中出現，不需要溝通的，語言就省了。所以今

天我很清楚的定義語言中語法的概念就是形式和功能一體的兩面的配搭關係。

所以每一個語法都是形式和功能的配搭，那請問中文的形式和功能有什麼特

別的？不管是中文或是英文，人類不管是中國人、美國人、英國人、法國人，

人類需要溝通的功能是不是大同小異？你要講食衣住行、情感、工作、家庭，

所以所有人類想要溝通的功能應該是大同小異的，不同的在哪裡？英文跟中

文的不同在於 mapping 的 relation 是不一樣的，假設我們都共同擁有一些需要

溝通的 functions，在中文裡面，我們用的配搭的關係可能跟英文不一樣，形

式本身當然也有不同，所以音不同、詞彙不同、音節結構不同、句法的 word 

order 不同，這些都是 form 的不同，但是我們過去只想到 form 的不同，但是

重點是 form 連結到 function 的 association 的不同。中文有一個字叫有，我很

有錢、這屋子裡有 25 個人，中文的一個 form 配搭了兩種語意，我有錢表示

我擁有，同時，這個屋子裡有 25 個人，不是我有 25 個人，表示存在，明天

下午有一場籃球賽，不是擁有，就是會有一件事情發生。可是英文裡面呢？



所以你知道在國中基測常考一個題目，就是剛剛說的屋子裡有五個人，怎麼

翻譯？我們常說中文思考和英文思考不一樣，就是這個配搭關係。在我的語

言中，存在和擁有的配搭是一樣的，卻不知道英文表達空間存在和時間上的

happening 是完全不同的形式。Be 動詞怎麼翻？是。當你了解了這個配搭關係

的不同，比較能知道問題在哪裡。中文說這本書是買給你的，然後他賣給我

一本書，買給，賣給，這是兩個不同的 functions，I bought it for you  I sold it to 

you. 在英文裡這兩個就有很清楚的不同形式。買給你，是為你的好處，你是

受益者，所以這也是為甚麼在學英文時很多同學都搞不清楚 to 和 for 怎麼分。

你要區分 for 它的 function 如何配搭的，才能解決問題。所以配搭關係的不同

才是語法的重點。昨天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一隻很特別的鳥，他是藍色的。

中文我說，昨天來這裡的路上，看到一隻小鳥，羽毛是藍色的，很漂亮，但

是一走近就飛了。中文 perfectly fine，但是仔細看一下，誰來？誰看？誰的羽

毛？誰很漂亮？誰走近？誰飛？特別注意一走近就飛了這句話，把主詞還原

是什麼？我一走近鳥就飛了，可是一走近就飛了 perfectly understandable。下

面這邊，這裡有一句話，這一整句話，我們看到中文的句點跟英文的 period

一不一樣？完全不一樣，這裡有七個逗點，表示有八個句子，八個句子才一

個句號，然後這八個句子都在講竹塹玻璃工藝博物館。所以竹塹玻璃工藝博

物館，逗號，逗號之前就是一個名詞，沒有動詞，沒有受詞。為什麼可以這

樣做？有人說這是主詞，那請問它是哪一句的主詞？整句的主詞，所以它其



實是八個子句的主詞。同樣的情況會在英文裡面發現嗎？我們知道它其實是

這句話的一個主題，它其實是一個 topic。剛剛那種表達方式在語言學裡面我

們就說中文是一個 discourse-oriented language，相對於英文是 sentence-oriented，

就是每一個句子都有清楚的標記，所以英文以一個句子為主，每個句子都很

清楚的主詞、動詞、受詞，可是中文不是，沒有一個清楚的小句裡面的結構，

是一個 topic，每一句話都是 about the topic。所以中文的一種句法結構有點像

這樣子的結構，每一個句子圍著主題轉。英文呢？SVO。如果這是我的主要

子句，我可不可以有其他的句子？英文裡面也可以有多於一個的句子，也可

以有其他的子句。可是英文每個句子裡面只能有一個主詞一個受詞一個動詞。

假設我問你中文這些句子哪些是主哪些是輔，你分得出來嗎？if you like 

Chinese, you will take this class，哪個是主要子句？you will take the class。這兩

個句子有什麼不同？主從是不是很分明？回到中文，哪一個是主要子句，哪

個是次要子句？如果你喜歡中文，你就會修這門課，你現在可以體會為什麼

英文不能說因為所以了嗎？假設我說 because I like English, so I will take this 

class，這兩個句子有什麼不同？這兩個句子都變成次要子句，主要子句在哪

裡？這樣懂嗎？英文是一個主從分明的句子，這就是英文的個性，中文呢？

中文是關係導向，不是地位導向，所以你好我好我們大家連成一塊就好，不

用分彼此，大家手牽手不分主從，以至於你可以說因為所以。 

 

  接下來我們看什麼叫做 discourse-oriented。我先確定我的 topic 是什麼，



在這個 topic 之下可以表達所以關於這個主題的事情。Discourse 的意思就是我

們講話的情境，我講話的情境覺得我們怎麼講話，也是我們語法的一部份，

就是 discourse-oriented。我看著他講話，這個情境已經很清楚了，所以我可以

說，什麼時候來的，可是英文呢？英文是一個不同的特性，不管你的 context

是怎樣，所以你要說 when did YOU come here? 這就是英文的句子結構。你不

要小看我們研究語言的，有些人覺得語言很枯燥，如果你真的研究通了，你

會發現語言和所有人文是息息相關的，因為語言反映、表達了我們的認知。

當你知道中文的特性之後，你有沒有發現，我們語言跟我們的文化是息息相

關的，中國人的文化反映在一件事情上，反映在我們寫地址，我們是從大的

背景先談，我要先了解大的環境背景，我們 shared 的這個場景人事物時地，

這是中國人的思考方式、互動方式、說話方式。語言反映文化。英文剛好相

反，英文是主從分明，就是重點先說，由重點再到背景。 

 

  這種 information pattern 反映在我們語言句子的層次也是一樣的，當我們

中文比較的時候，我們說小華比小明，請問重點出來沒？小華比小明是我要

比的人，可是比的重點呢？在後面。我昨天做了一件事情，去跳舞，可是我

先講，昨天晚上八點我去參加舞會，昨天晚上八點是時間背景。不要小看這

樣的東西，連我們所謂的 relative clause 也是一樣，英文說 this is the book that I 

bought yesterday. 中文說，這是我昨天下午兩點買的，最後才說出重點，所以

重點在後。這就是為什麼你們覺得美國人很直接，那是他語言的個性，他的



直接在於他先講重點，I went to the party, I like it because…中國人常說要先套

交情，最後才說可不可以借我兩百萬，不要小看這樣的關連，這是非常有意

思的。 

  再來看，形容詞、副詞用法，小心的人，小心的檢查，一個是人，一個

是名詞，可是修飾語都是放前面，所以中文是 head-final，主語和重點都在後

面。你文章寫得好的人一開始一定不破題的，這是中文寫作的方式，英文的

寫作方式呢？第一段就把重點講清楚了，就是 thesis statement。要把英文學好

就要了解個性，每個句子都是主動賓缺一不可，第二個，他是重點先講的語

言，還有主從分明的語言，一定要有標記上的區隔，什麼叫主要子句？如果

今天我只有一個句子，這個句子就是主要子句，所以其實主要子句還有另一

個名稱，就是獨立子句。主要子句表示可以單獨出現。什麼叫做附屬子句？

一定有附屬連接詞，if I like Chinese 這句話可不可以單獨出現？不行。英文重

點在前，主從分明，標記嚴謹，相反的中文，主題明確，只要有主題就好，

重點在後，並沒有主從之分。今天講的當然不是全貌，可是我已經把一些最

重要的講出來了。下面是讓你們小小思考的作業，我要你們開始思考中文到

底有哪些特點？這是我們今天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