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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個禮拜我們已經對中文做一個基本的 overview，課本的第一章講到文化、

地域之間的一些關係。今天我們正式進入來看所謂的 Mandarin，在社會語言學

上是所謂的 Standard Chinese，所有正式場合我們會用到的語言。Standard Chinese 

在 Mainland 叫做普通話，在台灣我們稱為國語，在國際上稱為漢語或中文。今

天我們會特別看 syllable structure，基本上分為這幾個component，initial and final，

final 又可以有最多三個成分，medial, vowel, 和 terminal vowel。最長的 tien 有一

個 nasal 做為 terminal，同時如果 terminal 是另外一個 vowel，像 tiao，會發現中

文的一個重點，我們所有的 syllable 和英文有什麼不一樣？可以有一個單獨的

vowel，也可以 initial 加 vowel，和英文有什麼不一樣？我們沒有所謂的 consonant 

clusters 所以我們的 initial 都是一個 singal segment。英文也有 medial 這類。

Terminal element呢，有沒有什麼不一樣？我們只有兩種可能的 terminal element，

不是 nasal 就是子音。剛剛說 initial consonant 沒有 cluster 嘛，那 final consonant

呢？只有母音跟 nasal，沒有其他的子音，可是英文裡面，syllable 結束的 consonant

是不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比方-s, his, -t, meat，可以是 stop，各式各樣的子音，

l, rule,有聲的-d, load，所以 l, r, t, d, s, p, b, k, g,是不是都可以？所以英文有很多

terminal consonant，不只比中文多，而且還可以是兩個子音，所謂音節結束的子

音發音上的結構是什麼？結尾是-m 你就必須把嘴巴閉起來，這個就造成中國孩

子的問題，為什麼中國人有這個問題？我們所有的 syllable 都是 open-syllable，



不要小看這個，這是一種習慣，我們發音系統就是不習慣把嘴巴閉起來，學英

文的時候就要開始改變這個習慣，所以中文的 syllable 有個最基本的就是

open-syllable。 

    Initial 有哪些呢？labial, alveolar, dental, retroflex, palatal, velar，課本 figure 

2-1 有很詳細的介紹。Medial 就是ㄧㄨㄩ，mail vowel 也已經很清楚了。這是我

們講過的 syllabic terminal，好玩的部分就是這裡，上禮拜我們有提到的兒話韻，

在詞尾的時候我們有時會加上-er 的音，舉幾個例子，什麼時候去、等會兒去，

你去哪還是你去哪兒、我去飯館還是我去飯館兒、沒這種事還是沒這事兒。所

以在國外教中文，幾乎都是以大陸為主。今天我們會有一個作業，希望你們可

以來看看有沒有哪些 tongue twister來幫助外國人學 tone。這個概念其實很重要，

因為這個我們叫做 flat，就是不會改變，其他都是所謂 contour tone，第一聲其實

是非常高的，你不習慣在講話時唱起歌來，可是事實上就是這樣，二聲並不是

真的從很低到很高，已經從中間上面，是 3 到 5，這些都要慢慢習慣，四聲呢，

其實重點在哪裡，tone 在 vowel 上面。要拉長 vowel，要把 tone 學好，就是要

hold on to the vowel，拉長就念得出來。另外還有一個有意思的地方，很多個詞

台灣的講法除了兒話韻之外，還有就是 tone 的問題，哥哥，兩個都是一聲，大

陸和我們不同的就是 neutralization，第二個音節被 neutralized，所以變成輕聲，

故事、外面、外邊，像我們也是一樣，比如說你吃了飯沒，很少會強調 grammatical 

marker。這個部分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tone sandhi，就是 change of tone，當兩個 tone 



in contact 的時候，tone 和 tone 之間會發生變化，音和音在一起為了發音上的方

便，常常會有些改變，did you go，tone sandhi 也是一樣，中文那兩個 tone 在一

起的時候怎麼念啊？通常一是一聲嘛，可是你說嚇一跳，是二聲，嚇已經很低

了，所以會有一個 rising tone，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過程，這些 phonological process

沒有別的原因，就是你喜歡怎麼念，you feel more comfortable, saying it that way。

還有一些很自然的 tone sandhi，像不，如果它後面是四聲的時候，它就變成 rising，

不去、不要、不是，下面還有一個有意思的是 third tone，馬總統好、禮品、水

果、展覽品，兩個三聲先改前面這個，水果展覽，為什麼第一種和第二種發音

不同？你把它當作一個詞還是兩個詞，重點在 constituentcy，總統好，223，馬

總統，變成 323，兩個都是三個三聲，因為 constituentcy，總統是一個 unit，要

改第一個三聲變成二聲，可是下面這個，總統本身是一個 unit，馬在外面，所以

總統這個 unit 要先改，一旦改了這邊，整個就沒問題了。   

    還記得上次我提過有一本書我會建議你們看，就是我上次在教 consonant 的

時候我用的 reference 就是這本，Mandarin Chinese, the easy way，它是一個美國

人寫的，是美國人可以理解的。 

    接下來我們要看構詞了，中文的詞其實是一個很奇妙的東西，因為詞與詞

之間沒有任何的區隔，到底是一個字還是一個詞，一個詞到底可以多長，這些

是問題，morphology 什麼意思？構詞學，就是你怎麼造出一個詞來，中文的詞

怎麼定義？這就是這章的重點。一開始孫老師先介紹 morphology 的概念，所以



他說 morphology 是 a study of word and word making, how you make a word，詞跟

詞之間是什麼關係，上次我們說過一個最小的意義單位是 morpheme，那

morpheme 又可分為 bound 和 free morpheme，什麼叫 free，什麼叫 bound，-ing

不可能單獨出現，-s，這些就是所謂的 bound morpheme，一般說 free 的我們叫

root，其他的叫 affix，前面的叫 prefix，中間的 infix，後面的 suffix，所以這裡

舉了幾個例子，英文大部分是放在後面。這些 mopheme 其實是有語法意義的，

它其實是個語法標記，所以 past tense 的-ed 在傳達的其實是 tense，什麼叫

derivational？derive 的意思就是一個詞從另外一個詞生成的，像-able, -ness，所

以它把一個詞加上一個東西後 derive 一個新詞，還會有一個詞類的改變，這是

基本的 morphology。那 free 跟 bound 再做一個清楚的介紹，請問中文呢？中文

有沒有 bound morpheme？有，中文有哪些 bound morpheme？中文有沒有過去式

的 bound morpheme？bound 就是不能自己單獨出現，一定要跟著別人，老師的

老是非常 typical 的 bound morpheme，老虎、老師、老爹、老王、老李，這個老

比叫像是 derivational 的，請問中文有沒有 inflextional affix？他們的們，可是們

又有一些奇怪的限制，可以說學生們，可不可以說狗狗們、椅子們？們既然有

人字部，就要用在有生命的人身上。著，表示 duration，你們現在在聽著我說話

的著，是一個 grammatical morpheme。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一般我們說他

很高、他很好、他很大、他很漂亮，可是我們常常會用名詞放在很的後面，很

到底是一個怎樣的 marker？你有沒有聽過這個傢伙很陳水扁？這個年代的年輕



人很草莓，所以很到底是什麼？很後面可以接名詞。還有課本上給我們的一個

例子，了，你說他喝了一口水，不能說他了了一口水。有沒有覺得其實語言很

好玩？在古文裡面是不是都是這樣用？草草了事、怎一個情字了得，中文其實

所有的這些 bound morpheme 都是從 free morpheme 來的，叫做 grammaticalization，

這些動詞經過 grammaticalize 過程，進入語法，成為 grammatical marker，就是

叫做 grammaticalization。Grammaticalize 就是 become grammatical，在這邊看到

一個很明顯的例子，著是不是也是一樣？寒梅著花未，你吃著飯，就好像一直

黏著在那裏。中文其實是有 bound morpheme 和 free morpheme，但是不多。基本

上中文的詞該怎麼看呢？中文一個很大問題是我們沒有 word boundary，英文字

前有 space 後有 space，中文 word boundary is transparent，即使是他們的們還是

獨立佔據一個空間，tense 也沒有 marker，所以到底怎麼來看？一般我們從小都

說字，一個字通常 translate 成 character，一個詞 translate 成 word，我們從小都

是查字典比賽，現在愈來愈多叫做詞典，書上有講過 1911 年左右日本人開始把

字翻成詞，我們就開始用，詞的概念比較是從英文的 lexical concept 過來的，英

文的 bound morpheme 很清楚是一個 affix，中文沒有一個很清楚的 distinction，

看著的著還是佔著一個位子，how do you know 它是一個 bound morpheme，no 

clear distinction。 

    中文詞跟詞組織間又怎麼分呢？一個字是詞、兩個字是詞、三個字也是詞，

中文的詞跟詞組甚至句子怎麼分？there’s no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word and 



phrase，吃飯是一個詞還是一個 phrase？跳舞、唱歌、關心、到底這些是 word

還是 phrase？如果你說他是 word，你可以說你吃了飯沒，中間可以插東西耶，

跳舞，你跳了幾支舞，唱歌，唱了幾首歌，關心比較像是一個詞，不能說關了

心，其他的都是 verb-object 的 compound，中文的詞是組合性的，一個詞用一個

字不夠，我就加一個，所以走是走開還是走去還是走回，一直加詞擴展語意。

剛剛講到的關心比較像是所謂的正宗標準的詞，因為不能再 separate 了。不能說

關了心但是又可以 separate 說，你關什麼心、關一點心，不能夠用英文的概念看

中文的詞，中文的概念好像一個 continuant，葡萄是絕對不能分的，還有幽默也

是，幽沒有默也不成詞。這整個該怎麼看？再舉個例子，這件事很令人開心，

這是一個令的使役句，causative，如果你把它當成形容詞來用呢？這是一件令人

開心的事，請問令人開心翻譯成英文是什麼？令人傷心、令人難過，令人興奮，

exciting，exciting 翻成中文是令人興奮，到底是詞還是詞組？ this book is 

interesting，這本書很有趣，這本書很令人感興趣，令人感興趣翻譯 interesting

的概念，這就是為甚麼你們說令人開心翻不出來，中文在表達情緒跟英文的概

念不一樣，西方人的思想人是理性的動物，something interests me，你不會隨便

有情緒改變，是受到外力影響，不是我對你有興趣，是你來勾引我，中文大多

是人為主，不能說 this is a happy thing，中文的情緒動詞跟英文的情緒動詞有不

一樣的概念結構以至於有不同的語法結構。是我對你有興趣，是我主動對你有

一種感情狀態，英文大部分都是從刺激物 stimulus 的角度來看。我為什麼把



exciting 翻成令人興奮就是我們沒有別的詞可以用，it excited me，這件事令我興

奮，所以其實語言中存在很多不對等的情況。中文的勸和英文的 persuade 一不

一樣？persuade 是不是勸？I persuading her not to take this class，這邊翻成我勸他，

可是如果我說，I persuaded her not to take this class，我說服他不要修這門課，問

題在哪裡？意思就是說 persuade 這個詞的語意換到中文會對應到兩個詞，一個

是勸，一個是說服。那為什麼會對應到兩個詞？表示勸的概念對應到兩個不同

的 stage，勸的過程達到了一個 endpoint，有一個 process 也有一個 endpoint，勸

到最後說服了，所以勸是過程，說服是完成目的，所以這就式為什麼翻譯的時

候會有問題。講這個就是讓你們深刻體會中文詞到底是怎麼來的，從一個句子

所謂的 causative construction 到一個詞，請問詞典到底要怎麼編？這是我們曾經

研究過的一組溝通動詞，語料裡面有好多這種他叫窮、叫苦、叫委屈，請問他

是詞還是句子還是詞組？如果他是詞，請問詞典裡面有給你這個嗎？他不斷鬧

場、鬧笑話、鬧情緒，現在就知道為什麼過去是字典，現在變成詞典以後，這

些都會列入詞典，那要怎麼看呢？我們在作詞會標註，那就會標不完，可以一

直鬧下去，不把它變成詞的話，要怎麼解釋叫窮？它是一個句子嗎？好像又太

大陣仗。中文有很多的詞是像這樣，比方你有沒有聽過，你要去幹嘛，我去打

可樂、我去打飲料，打水是古老的講法，打飲料是現代的講法，打飲料是去 punch 

vending machine，飲料就出來了。寫字，可以說寫字、寫毛筆、寫鋼筆、寫信、

寫 something，你在幹嘛？我在寫毛筆、我在寫卡片，你會發現中文動詞後面可



以接很多不同東西，組成 VS 結構，這個 S 可能是 O，吃飯、跳舞、穿鞋、坐飛

機，寫毛筆的毛筆是什麼？寫大字，洗也一樣，回家洗澡，洗的是熱水還是冷

水？洗淋浴還是盆浴？大部分的人還是把它放在VO還是VR還是V complement，

我覺得可以簡化成 V+S，毛筆是個 instrument，寫卡片，卡片是個 means。 

    接下來課本提到 compounding，一個以上合在一起就是 compound，有些人

把 compound 定義得比較嚴謹，這裡的 compound 定義得非常寬鬆，所以的二字

詞都變成 compound，所以課本裡面的定義是說 two or three morpheme form a 

compound word，那我加了一句，most words are two-character words。在古中文

裡面剛好都是 single-character word。蘑菇，就有點像剛剛說的葡萄，討跟論不

能各自成詞，bound root，是一個單獨成詞但必須和別人一起合用，馬路各自是

有意義的，放在一起叫做 free root，第三種叫做 bound root + free root，是說一個

是要跟著別人出現，觸角，角單獨可以成詞，第四種是 free root + bound root，

幫他了沒，不會說你助他了沒，讓我們了解到中文看起來都是兩個字，中間的

語意關係是不一樣的。 

    最後我要講一個中文的名詞動詞，從構詞的角度來看也都是 compound，我

們的名詞有什麼特點？動詞有什麼特點？中文的名詞有一個結構上的特徵，不

管我有多少修飾語，通常名詞結構是把名詞放在最後，我看見一位高大英俊有

錢有禮貌的男士，最後才出現名詞，這個叫做 modifier + noun，可是動詞詞組呢？

吃飯、穿衣、穿鞋、走路，動詞剛好相反，動詞在左邊。名詞節構和動詞節構



是不太一樣的，那英文呢？名詞詞組跟動詞詞組，a beautiful girl，看起來好像一

樣，可是關係子句呢？英文沒有像中文這麼統一的架構，the book I bought, the 

girl I saw。這個結構我覺得很重要，中文有個東西叫做的，你的、我的、他的、

紅的、大的，一般都說這個的有好幾種，的一、的二、的三，我女兒他們都說

白部的的還是彳部的得。這是中文的名詞結構，和的有什麼關係？現在不會看，

可是以後會看。剛剛講過詞組可以有四種，名詞也有這些，火山，free root，投

手 free root，木板，兩個都是 bound root，搗蛋，電腦，free + bound，足球是 bound 

+ free，都有一個 head 的關係，動詞呢？VO type，非常的 intuitive，吃飯、穿鞋，

中文的構詞其實是跟實際的情況一樣的，另外一種講法叫做 iconic。今天的討論

問題就是你們回去想想看中文的動詞到底有哪些可能的組合，特別是 VR 上面，

VR 是什麼？節省、解決、看見、打破、吃飽、寫完，中文因為動詞也是一樣有

很嚴謹而且一致的結構，是 V+something，吃就飽了，打就破了，這個叫 VR，

回去盡量想想看中文的 VR 到底有哪些，看破紅塵、哭紅眼睛，當你說打破，請

問是打破什麼？我打破花瓶，哭紅眼睛呢？他哭紅了眼睛，眼睛紅了，所以是

受詞改變，resultative 是受詞的改變。寫完這個完是什麼？寫的狀態，看起來都

是 VR，可是 R 的成分是很多樣的，可以 refer 到主詞、受詞、動詞本身的狀態。

課本裡面對這個部分並沒有給很多例子，希望你們回去好好想想有哪幾種類型

的 V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