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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們上一次看到名詞的部分，構詞有四種可能，bound & free 的可能。

上個禮拜特別強調中文的一個詞或字本身就是一個意義的單位。中文的特性就

是 compositional，組合性構詞，心這個詞可以組成心理、心事，也可以組成三

字詞，心上人、心理戰、還可以組成四字詞，心情記事。要從外國人的角度上

來看，中文由一字 meaning 組成二字 compound，心情記事其實是 two by two，

這個叫做 compositional。再看一個，人，人情、人生、人事、人間，這個跟英

文很不一樣，翻譯起來都是不同的詞，英文裡面有沒有組合性的詞？也有，比

方說 waterfall，英文裡面有些 compound，我們這邊講的有點像…water 甚麼什

麼，非常 productive，我們常說，she is three years old，要講三歲、四歲的小孩，

怎麼講？three-year-old，你把三個詞組合在一起，非常 productive，這是一個類

似的情況，中文裡面比比皆是。這些都是跟人有關、這些都是跟心有關，如果

這些都是 compositional，中文是很好學的。心上人、心理戰，二一的結構，人

上人、人中人，比較特別，是一一一，人間事，二一的組合，三的時候，是一

二，還是二一，傳統都是二一，可是現在愈來愈多一二的結構，有沒有人想到

例子？通常形容詞加名詞很多這種情況，大美女、小帥哥，這不就三字詞嗎，

所以通常是形容詞加名詞，但是還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新聞報裡面說明天有豪

大雨，跟剛剛講的大美女、小帥哥有甚麼不一樣？豪、大都是形容詞，所以豪

大雨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其實豪大雨也是最近的說法，基本上我們今天要



介紹的 compositional 的概念。這個意思是告訴你中文的詞其實都是組合的。 

下面來比比看中文的詞新舊有別，很多詞的用法很有意思，我小的時候我們家

旁邊有一家麵包店，現在叫麵包坊，麵包工作室，我們說麵包師傅，你們說麵

包達人，這都是組合，只是用不同的組合。坊、達人都是從日文來的，我們詞

彙受到日文影響很大，快遞，叫做宅急便，我們說小康之家、小資女孩，可以

合成小資女，中文怎麼簡化詞也是很有意思的，彩色電視，大陸說彩電。小資

女又是一個三字詞，二一的結構，以前我們說親美派，現在說哈韓族，這些詞

彙到底是怎麼變的？看語言永遠不會無聊，每天看都是不一樣的。再往下看，

有關名詞構詞現象有趣的是，有沒有想過有些名詞是從動詞來的，或是中文裡

面有些動詞和名詞其實是同形的。我以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曾經打工幫忙翻譯

電腦手冊，有句話英文是 please install the installation guide，怎麼翻？請安裝安

裝手冊，這個要怎麼解釋？怎麼教外國人？美國人形容詞動詞都有很清楚的

mophology，要怎麼教？中文不藉由構詞形式，動詞就是有動詞的 aspectual 

marking，名詞就是有名詞的 modification，最基本的還有 order VO 的結構，住

院，你住院住了多久，你辦好住院手續沒有，你怎麼區別是住院手續名詞加名

詞？如果是名詞，可不可以在中間加任何的 aspectual marker，有很清楚的語法

上不可分的原則，他很會料理，韓式料理，這裡也很清楚，因為有一個形容詞，

我只是想要清楚呈現中文名詞和動詞的區分其實是要看旁邊的東西，看周圍上

下的東西，他很會網購，他是網購達人，動詞和名詞同型。另外一個有趣的現



象已經行之多年了，我們說他成熟，愈來愈多人會說他成熟度很高，他很出名，

我們說他知名度很高，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文 popular 就是出名，這

叫做美式中文，這不是中文本來的名詞，這些名詞都有一個特點，成熟度、知

名度、什麼性、什麼性，這個東西的可塑性、可行性，這些性、度，已經成為

中文一種構詞現象、方式，藉由度、性，來產生一種抽象名詞，很多都是外來

的名詞，不要小看這個現象，我一直有一個小小結論就是中文抽象名詞愈來愈

多，英文有很多構詞現象可以產生名詞，以至於我們也開始配合，藉由構詞現

象所產生的名詞，這個意義何在？有沒有聽過這些話，上個禮拜我們去竹北一

家店叫蔬果，點了菜要換，waiter 跟我們說，我們會立刻為您做一個更換，我

旁邊朋友是音樂教授，說這在講甚麼，什麼叫做一個更換，現在年輕人講話都

很奇怪，我說一點都不奇怪，這就是我研究的一個題目，以前我們都說我會改

進，我會做一個改進的動作、我會盡快聯絡、我會盡快做一個連絡的動作，你

去觀察你的朋友講話有沒有這個，有的話請把它寫下來。為什麼這位同學說他

不合語法？那個 waiter 是 native speaker，也不是在上翻譯課，那位甚麼他會這

樣講？你去聽新聞報導，全都是這種，第一，我先回應你們翻譯老師，翻譯老

師不是語言學家，會想保留以前的講法，可是語言一直在變，這不是不合文法，

這就是中文文法，語言學的工作就是去研究為什麼會有這個改變，你們覺得為

甚麼？動詞名物化，可是動詞為甚麼會名物化？為甚麼說中文比較用動詞，英

文比較用名詞？你有甚麼證據？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雖然這要去做量化



的研究，但是在這個現象當中有一個有趣的東西，你不是說我會做改進，我會

做一個改進的動作，所以我目前的研究是這個一個才是關鍵，在中文裡面我們

可以發現 numeral classifier 是 traditional 的名詞標記，已經慢慢被 a 取代，我們

的 classifier 經過長久時間後可能會愈來愈中性化，所以 at the same time，一個，

愈來愈多，在動詞使用上就同時發現這個名物化，做一個小小暫時的結論，這

是跟一個有關的現象，這個 a 的概念也深入中文，我們有愈來愈多的 utterance

有那個、一個的區分，有篇文章說那個已經要變成 the，一個就快要變成 a，這

是一個中文目前很有趣的現象，的確是受到英文的影響。剛剛同學也提到另一

個現象是名物化，他很成熟、他很出名，這些所謂狀態性動詞慢慢被名詞取代，

名詞和動詞消長，加上 a 的出現，就產生了目前這個現象。 

另外一個有趣現象也跟名詞有關，名詞可以變動詞，其實很少，在英文也不多，

你大學生了沒，這是一個電視節目的名字，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廣告在徵工讀生，

海報上大大的寫了你工讀生了沒，請問我可不可以說你實習生了沒、你研究生

了沒，除了這句話以外，有沒有別的句型？基本上這些大學生、實習生的共同

特點是表明了身分，加以延伸，可不可以說你董事長了沒、你家庭主婦了沒，

很少聽到，除了你大學生了沒還有聽到甚麼？還可以說你大學了沒、你高中了

沒，除了身分之外，還有學校的等級、教育的等級，你們可以觀察，在十年之

內有沒有這些用法出現，就像我們以前說殺很大，就有省很大，虧很大，也是

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這是名詞變動詞，所以名詞的部分就先對構詞做一個這



樣的介紹。語言就是會這樣，一個詞在特定的場合出現了，出現之後就會被借

用在其他時候，你屈臣氏了沒、你星巴克了沒，除了身分、學校，還有地點，

這就是一個 extension by use，我們可以繼續看，每個詞出現一定有他的範疇，

也不可能完全沒有限制，這個限制是什麼？就是值得去研究的。名詞部分做一

個小小結論，我們就看動詞。 

課本提到動詞構詞 VO 和 VR 結構，什麼叫 VO？verb object，吃飯、喝水，一

個動詞加一個名詞性受詞，重點是 head 是動詞，都在左邊，是 default order。

VR 分成幾個部分來介紹，VR 顧名思義就是 verb resultative，一個動作會有一

個結束點，造成改變，會有一個結果。 

先看 VO，仔細看這個 O 的後面到底一不一樣，寫信，信是寫了之後才產出的

東西，寫大字，大字是你寫出來的東西嗎？還是類型？毛筆是什麼？不是寫了

才產出來，寫生呢？生命、生活、活生生，寫意呢？寫出意境來，寫的重點，

寫的對象是生活、生命，寫意，寫的目的是要表達出意象、意思、意義，其實

這個 VO 只是一個簡單的總稱，中文是組合性的，有很多不同的 semantic relation，

其實你們會看到很多 creative 的用法，比方剛剛說的哈韓、哈日，這是新詞，

可是結構是中文非常基本的結構，VO，可是有意思的是，這是名詞，什麼叫

哈上網？哈網購，他很瘋上網，可以說很瘋韓、瘋日嗎？都是藉由 VO 產生的

新詞，還有追星一族，我小時候追星是自己想當明星，現在的追星是真的追著

星跑，已經有兩種不同語意。中文一個詞同型同音可是有很多不同語意，追星



有兩個語意，追星夢是追逐成為明星的夢，還是追逐明星的那推人，什麼叫塗

奶油？也可以說塗麵包，奶油是甚麼？是塗上去的東西，塗麵包，麵包是被塗

的東西，這是很有意思的一個 alternation，either 是塗 substance 或是塗 location。

Clean the kitchen，清理廚房，也可以說掃灰塵，擦桌子、擦灰塵，一個是擦掉

的灰塵，一個是擦、掃的地點，可是這些都是 VO，所以這些語意的關係才是

重點，所以中文是形式簡單但語意豐富的語言。VO 結束了以後就來看 VR。 

VR 上次說過是 resultative，節省，節約以後就省下來，解決，去解最後就決了，

看見，這個見告訴你結果，打不見得破，吃不見得飽，吃飽表示達到結果，節

省似乎詞彙化的程度比較高，看見也可以說看到，打破可以說摔破，這三個是

詞彙化程度比較低的，有另外一種叫 nonrestrictive VR，R 不一定有，因為是

indicating 一個 potential result，什麼叫 potential result？我可以加上一個得字，

吃可以吃得飽、看可以看得見，不能說節得省、解得決，可以用這個方式測試

詞彙化程度。相反，可以用不，看不見、打不破。 

接下來第二種形式就是這邊提到的 directional resultative compound，後面接的 R

表示方向性，motion verb，過來的過，來代表方向性，來和去是方向性非常強

的，過來跟過去區別在哪？來去其實是一個 deictic expression，如果我說過來，

是來我這，是跟著說話者的人事時地物改變，學生常常在黑板上面寫明天交班

費，我就常常開玩笑說這傢伙很有賺錢的概念，因為明天交班費就表示可以天

天交，懂嗎？明天是哪一天？每一天都有明天，這個跟來就是一樣的，是時間



上的 deictic，什麼叫明天？以什麼為基準？今天，那什麼叫今天，要定義清楚，

跟說話的人事時地物，這就是我要講的 deictic 的一走。下面，走進、跑出、爬

上、下、來，另外一種，課本叫做 two-directional verb，可是我喜歡叫做 path 加 

direction，出去、下來、上來、回來、回去，是 path 加 direction 的關係，把這

兩種加在一起，爬出來、走出去、跳下來，motion verb 加 path 加 direction。好

玩的是這種 resultative complement 有一種 semantic agreement 的要求。我之前

有一個研究生名字跟我一模一樣，他也叫劉美君，靜宜大學的一個學生，他寫

的論文就是這個，他說對很多外國學生來說，上、下的關係，上來、上去，怎

麼教？為什麼一定要說節省下來，不能說節省上來？而且英文剛好相反，英文

是 save up，只能說存下來，不能說存上來，胖起來，不能說胖下去，瘦下去，

不能瘦上來，衰退下去，不能衰退上去，這些都是 semantic agreement，可是這

個 agreement 是什麼？是非常 language specific 的，把錢留下來，下課的時候好

好想一想。 

 

所以我剛剛談到這個 semantic agreement，請問你們有什麼解釋？減少是下，增

加是上，節省呢？節省是減少還是增加？從中文的語料可以看得出來，節約，

這兩個詞的詞意都是減少的意思，這裡會看到 world knowledge 跟詞意不見得

會一致，在英文為什麼說 save up，因為英文並沒有少的意思，save 是積存，是

愈來愈多。存下來呢？存是增加還減少？存起來，有點 save up 的意思，但為

什麼可以說存下來？下是比較接近自己的，也有可能跟實際 motion 有關，都是



存到隱密的地方，既有實際下方，也有謙稱的概念。情緒也是一樣，這個在語

言學裡面有個有意思的課題，叫做認知語言學。人類的認知在每個語言都一樣，

我們常常藉由具體經驗去理解抽像經驗，這個叫隱喻，語言學不叫隱喻，這其

實是一種概念節構，一種認知方法。我在另一堂提到，時間的概念是抽象的，

你怎麼理解時間？我們就用時鐘理解時間，你說秒針一直在走，你說時間走得

很快，什麼叫走？時間會走嗎？清明節快到了，時間會到嗎？時間是飛飛機來

的嗎？來、去、到、走、跑，都是空間的概念，我們藉由空間比較具體的經驗

去理解抽象概念，語言學的 metaphor 是非常重要的東西。有本書叫做 Metaphors 

we live by，你賴以生存的 metaphor，是一種認知轉換的機制，你沒有別的方法，

you have no other way to conceptualize time，所以你每天都 live by this metaphor，

還有很多，任何抽象東西都是用具體來講，debate 的關係是什麼？常常被另外

一個具體關係來理解，你說他的攻擊火力很強，他攻得很猛，我守得很辛苦，

都是用輸贏，像戰場一樣，argument is war，所以 metaphor，這些上、下、來、

去，前面不見得是空間概念，可是這些抽象概念也有方向性，up is happiness, 

down is sadness，就像你剛剛說 up 是增加，down 是減少，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

metaphor。 

 

課本特別把來去拉出來談，剛剛我們已經講過來去是跟著 sequence，可是還有

一些細微不同，拿一本書出來，拿一本書出去，都可以，可是語意不一樣，拿

一本書出來，從什麼地方拿出來，拿一本書出去，離開我這裡去。拿出一本書



來，可以，不會說拿出一本書去，為什麼？拿出來一本書，拿出去一本書，為

什麼這句話只能說來？這跟我剛剛講 VR 有關，從第一句話就會得到，你說拿

一本書出來，這個來跟去不一樣，不同在哪裡？這個出來是出哪裡？從皮包、

抽屜中拿出來，這個來其實並沒有特別接近 speaker 或離開 speaker 的意思，是

從某個 container 出來的意思，可是拿一本書出去呢？方位性的、地點性的，有

很清楚位移的，有離開的意思，當拿出在一起的時候，這個出跟拿在一起，就

限定了 out of somewhere，就只能有 out of container的語意，而不是 away from the 

speaker。再看一個例子，可以說，請問你到哪裡來，可以嗎？打電話說，你今

天要到哪裡來，還是你要到哪裡去，到哪裡去比較多，我說我要到這裡來，到

這裡就要用來，到那裏去，這裡和來的關連，那裡和去的關連，為什麼只能說

到哪裡去，不能說到哪裡來，很簡單，來是接近 speaker，來是已經 imply 一個

地點，那你還要問哪裡幹嘛？請走上樓來，請走上樓去，這個來去表達了 speaker

在哪裡，剛剛已經說了來去表達 speaker 本身的方位。打電話給你朋友說，我

想到你家來，也可以說我想到你家去，兩句都可以，好玩的是說這兩句話有什

麼不同？我到你家來，明明是我去，為什麼我說可不可以到你家來，這是更高

竿的，這個例子告訴我們這個之間是可以轉換的，以誰為一個 deictic center，

一般都是以自己為 deictic center，當我們有兩個 deictic centers，speaker vs. hearer，

其實是可以轉換的，當你說我想到你家去，你是 self-centered，你說我想到你家

來其實是更親密、更客氣、更體貼的講法，因為你 change 了你的 deictic center



到 hearer，以 hearer 為 deictic center，來的意思是 toward the deictic center，通

常這個 center 是 speaker 自己，可是在這樣子的對話中，他改變了他的 deictic 

view point，以 hearer 為 center。 

下面課本介紹 verb resultative complement，給了這幾個例子，比方我們說看到、

做完、猜著、抓住，表示一個動作實際達到了目的。這一類在中文非常多，是

中文很有意思的一類，中文動作並沒有表示一定達到目的。英文說 I killed him，

人死了，中文說我殺了他，我殺了他三刀，人死了沒？不一定，我殺了他三刀

但是人沒死，我三了他半天但是人沒死。門開了半天都沒開開，這就是表示

attendant，課本提到 metaphorical，我看上誰、考上、更上一層樓、猜出、想出，

出你的腦袋，我要你們想想看中文有哪些 VR 類型。如果我們細細來看，這是

語意類型，踢進洞、跑入房間、走出陰霾、爬上山，還有一種是時間上，唱下

去，這個下去是繼續，是 continue，什麼叫唱起來？起來代表開始，就像你從

座位上站起來是個動作的開始。什麼叫躲起來？躲好了是開始還是結束？都是

起來，問題在哪裡？動詞的性質有什麼不同？請問唱和躲有什麼不同？語意類

型不同，唱、跑、跳是 activity verb，每一個時間進行的動作是一樣的，隨著時

間進行，動作不會改變，是持續的，沒有一個必然的終點，這個動作本身沒有

imply 一個 endpoint，所以一定要說唱到什麼時候、跑到公園，這個叫活動性動

詞，可是躲呢？躲這個詞必然牽涉到一個結束點，有點像 persuade，有過成，

有結束點，有一個躲的過程，他躲了半天，終於找到一個地方躲起來，這個起



來表示我達到了 endpoint，這個起來表示我開始了這個 activity。 

剛剛說到 action 有沒有一個 realization？kill 不是殺了誰，而是殺死了誰，打開、

開開，一定加一個 make sure 你達到目的。中文的蓋和 build，I built the house

一定蓋好了，中文說他蓋房子蓋了三年，還沒蓋好，這就是為什麼中文要用

VR 來確定你達到了目的、達到了結束點。下面，這種 result 可以想像成一種

arbitrary 的 result，不是一個 natural 的，撞翻，撞不一定要翻，寫不一定會寫

好，做不一定要做完，所以這是一個 arbitrary 的 result，可是殺死的目的是死，

開門的目的是開，剪的目的是破，有一些 result 比較 arbitrary，不是一個 natural 

endpoint。另外還有一個 state change，氣瘋了、氣死了、累死了，它是一個 result，

可是不可能，每個都累死了，這世上不知道還有幾個人，所以這裡的死和瘋有

語意上轉換，變成 degree 的意思，我會用一些這樣子的形容詞來表達 degree，

他累壞了可以是 literal 的，他真的氣瘋掉了，本來這些都可以是 literal 的 change 

of state，可是在人生中太少見了，所以轉換成 degree。講到這裡，這些 degree

的動詞又替中文找了另外一個麻煩，我們等一下再看，了解了 VR 的形式類型，

我要你們想想中英文的翻譯，因為中文的 VR 換成英文是很不一樣的東西，你

就知道我們這個 VR 有多 productive，比方第一個打破，翻成英文是 broke，一

個詞，所以英文一個詞相對我們的 VR，踢進呢，是動詞加介系詞，吃飽，英

文用一個形容詞，他嫁錯人了，中文是 VR，翻譯成英文要怎麼翻？she married 

the wrong person，中文的 R 在英文是藉由受詞來表達，這是很有意思的，看我



們的 VR 有多 powerful，哭累了，英文要翻譯成一長串，cry to the point of getting 

tired。這些雖然翻譯起來是多樣的，但語意還算清楚，看一下下面這個，他騎

累了馬，he rode the horse and got him tired，這個 him 是指誰？他自己還是馬？

這還叫做小 case，不是他累就是馬累，再看一個更複雜的例子，警察追累了小

偷，誰追誰？有四種語意，三種成立，警察追，警察累，第二種警察追，小偷

累，第三種，警察追累了小偷，小偷追警察，小偷累，這像期末考把我累死一

樣，這個程式跑死我了，期末考考死我了，這本書讀死我了，這周忙死我了，

警察追累了小偷，小偷追警察，小偷追，小偷累。第四個，小偷追警察累，這

個 reading 比較不太可能。我的確可以把受影響的放在後面，程式跑死了我，

是我累，我高興死了，誰高興？我，高興死我了，還是我高興，跟剛剛一樣，

警察追累了小偷，我擔心死你了，也可以說你擔心死我了，我羨慕死他的好運

了，你的好運羨慕死我了，英文如果把主詞動詞前後調換，語意一定不一樣，

一般來說，主詞動詞調換位置是語意完全不一樣，這裡，我放在動詞前面是我

高興，放在動詞後面也是我高興，請問這有什麼特殊之處？大部分是情緒，這

是一個很好的觀察，還有呢？動詞後面都還有一個死，只能用死，不能用極，

重點就是還有一個 degree marker，excessive degree，不能說我高興了，高興我

了，加上一個死就可以了，請問到底怎麼解釋？基本上我們的分析就說，這句

話是一個一般的情緒表達，我是 experiencer，高興是我的情緒狀態，死是一個

degree marker，表示我高興的程度，experiencer degree，這種句式已經不是



experiencer 的角色，雖然是我高興沒錯，但在這種句式的我變成一種受影響的

人物，一個 affected patient 的角色，表示高興影響到我，有點像打我、罵我的

我，是深深受影響的人，所以其實這兩個句子結構是不一樣，表面結構形式不

一樣的原因是因為語意關係不一樣。這個我表示經驗者，我經驗這個情緒的狀

態，這個我是一個 undergoer，是一個深深被影響的人。最後課本做了一個簡單

的說明，就是有一些 compound 看起來沒有符合我剛剛說的 head 在左邊，比方

買賣，是 V V 結構，水土，兩個都是頭，討論也是 V V 的結構，並列結構，還

有一些擬聲詞，乒乓、滴答、你達達的馬蹄聲是我美麗的錯誤，鄭愁予的詩，

幽默、葡萄比較是翻譯過來的，是一種音譯的翻譯，還有一些，心疼，應該是

疼心，聲張，應該是張聲，因為張才是動詞，時間差不多了，下面我們還是看

第三章，最重要的問題，aspectual marker，了、者、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