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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禮拜要繼續談 inflectional morpheme，那我們會特別來看中文

比較重要的了和過之間的關係。我們來看看上個禮拜我們給的作業，有兩

個，一個是了和完的不同，一個是了和過的不同。我們希望先從字元來分

析，了就是 liao，過表示結束，他說了表示事件結束或結果，表示完成貌，

過表示經驗貌，完成跟經驗有甚麼不同？你的經驗有沒有完成？什麼叫經

驗貌？好像經驗貌跟完成貌沒有真的幫助我們什麼，在 A1 中表示寫作業這

個動作已經完成，過也表示完成，都有完成的意思，但強調這件事是在過

去發生，那寫了作業是在哪裏發生？過表示事件在過去發生，那寫了作業

是在什麼時候發生？也是在過去。A2 比較像已經寫完作業，牽涉到了與過

的另一個特性，與過去未來時態例子結合，了可以和現在產生連結，過表

示過去經驗，與現在無法相接，因此產生一種直覺認為 A2 將作業寫完的可

能性較大。這組很厲害，可以從了和過的用法來隱射到底有沒有完成，但

是你們很有趣，說寫過作業讓人感覺動作不會持續到現在，那我寫了作業

有沒有延續到現在？這是關鍵，再往下，助詞所含的延續與否的概念可以

用來解釋第二題，他結了婚 vs. 他結過婚，B1 代表結婚這個動作已經完成，

了則讓結婚這個狀態延續，我結了婚是延續，我結過婚沒有延續？那你問

老師說你結過婚沒，我說我結過婚呀，第三題，你吃過泰國菜嗎？吃過，

你吃過泰國菜了嗎？吃過了，C1 是一個單純詢問經驗的答案，C2 奇怪的地



方在於為甚麼了跟過一起出現。過 1 像了一樣，那過 2 呢？以後我們會抽

樣找一些組的答案，對這一組的答案有沒有什麼疑問批評指教？我們其實

可以看到這裡已經有一些真知灼見出來了，為甚麼我說寫過作業好像已經

比較完成了，那說我寫過作業了但是沒寫完、我寫了作業了但是沒寫完，

寫了作業比較自然一點，我寫過了啦，寫完沒？還沒啦，其他組有沒有補

充？今天這堂課的目的是要讓你能夠教不懂中文的人去使用中文，不能只

說我會用，我懂，必須要整理清楚，所以才能夠教學生，這兩個是中文系

統裡面最重要的兩個時態標記。 

 

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先存疑，在接下來的投影片當中會看到答案，繼續

follow 第三章講到 inflectional morpheme 跟 aspectual marker，我們知道英文

複數-s，past tense 的-ed 都是，typically attached to free words，單數名詞可

以加-s 動詞可以加-ed，功能是 grammatical marker，the rarely change the 

grammatical categories of their states，名詞加了複數還是名詞，不會改變詞

類，中文裡面有什麼？我們有 plural marker 們，aspect marker 了過著，plural 

marker 們，我們在第一堂課也大概談過，我 vs.我們，但是他也有限制，only 

apply to human noun 跟 pronouns，但是語言其實有很基本的原理，語言的

boundary 到底是不是這麼 clear cut，你可以說朋友們同學們，能不能說狗們？

好像不太好，可是說貓狗們呢？會覺得稍微好一點，也許這個 human noun

的界線是 fuzzy 的，不是那麼嚴謹的，擬人化的講法也可以把有生命的當作



人，人是活的，概念是常常在改變的，但是這些還有一些奇怪音節結構，

狗們貓們不太好，貓狗們可以，動物園的大象們在吃草，動物園的獅子們

在睡懶覺，你可以說朋友們，但可不可以說兵們？可以說軍官們、士兵們，

單音節的比較是代名詞，一般名詞不 prefer 單音節，接下來要看到第二類的

inflectional morpheme 就是表達 tense 跟 aspect，英文裡面有 ed 還有表達完

成的 have 加 pp，進行式的 ing，那我們就先看 tense，英文的 tense 很清楚，

改變動詞形式，那中文呢？我們把上面的句子翻譯成中文怎麼翻，英文的

一個字 went 怎麼翻？I went to the show，如果說去了那場表演就怪怪的，好

像要說我去看了那場表演，我翻 went 的時候翻不下去，不能說我去了那場

表演，不能說我會去那場表演、我就去那場表演、我常常去那場表演，好

像不太好，這也是一個有意思的我們可以繼續研究，我在文獻中比較少看

到這一個研究，英文的 go 在中文裡面可以說去看，I run to the park 怎麼說？

我跑去，似乎在空間上的motion中文跟英文有一個不太一樣的詞彙化現象，

但是今天的主題是看到很清楚的中文的動詞，整個 form，形式上沒有改變，

順便一提的是很多人對英文的 tense 認為只有過去未來現在，但是我常常提

醒大家其實英文還有一個時態，叫做 habitual，就是 i go to the school everyday，

i go to school by bus，這種表示習慣、事實的其實是一種 habitual tense，因

為真正的現在是如果是一個動作，不會說 i eat apples，I go to school，這不

會是現在式，因為現在的概念就是我們上次說過，就是說話的當下，那如



果這件事情是在說話的當下發生，請問是動作性的一定會變成 ing，i’m 

talking, you are listening，這叫現在式，所以 i eat apples 怎麼翻成中文？我

們過去概念就是現在式嘛，怎麼翻 I eat apple 跟 I’m eating apples，I’m eating

正在吃很簡單正在發生中，I don’t eat apples, I only eat apples 這什麼式？中

文怎麼翻？我吃蘋果跟我不吃蘋果，那什麼意思？我正在吃嗎？不是，所

以是 habitual 的語意，這是我的習慣、事實，我是吃蘋果的，不是不吃的，

在這邊我們就看到其實英文的時態如果有這四個時間的概念，你才真的比

較容易講對的英文，那中文我們已經很清楚看到沒有動詞上的變化，那中

文到底怎麼標記 tense，我們剛剛觀察到的現象是 Chinese does not mark tense 

on the verb, there’s no formal change corresponding to tense。不管去看發生在

什麼時候，去看這兩個字不會變，所以語言學家的結論是 Chinese has no 

grammaticalized tense，就是他是一種grammatical標記，我們利用grammatical 

morpheme 來標記時間 tense。那如果說我去看了那場表演、吃了、寫了，這

些不都是過去發生的嗎？為什麼了不是標記過去呢？了是不是標記過去？

不是，所以有一些參考書說了是 past tense，這是一個很誤導的概念，為什

麼了不是在標記過去，了到底在標記什麼？它不是一個 tense marker，為什

麼？看這兩句話，我昨天下了課就回家，昨天的事，明天呢？我明天下了

課就回家，我等一下吃了飯就回家，這個了跟時間是無關的，那了到底是

什麼呢？在語言學上我們給他一個名稱叫 perfective，這就是為什麼剛剛看



到文獻裡面把他翻成完成貌，因為英文的完成貌就是用這個字 perfective 

aspect，那 perfective 的意思到底是什麼呢？它的意思其實是 completed 的意

思，這也是英文完成貌一個重要的概念，意思就是說這個事件是有一個很

清楚的結束點，你看這個事件是一個整體，是已經結束或完成的，那了呢？

基本上是中文裡面的完成貌，這沒有錯，只是我們要再進一步定義什麼叫

完成，了 is an aspect marker presenting a viewpoint of an event in its entirety。

談到這裡呢，可能有人要問我 tense 跟 aspect 有什麼不同？其實時態是兩個

東西，時間和狀態，時間是表示事件發生的時段在過去現在還是未來，aspect

有人翻成時貌，事件在時間中進行的面貌，就是那是你觀察的角度去決定

的，同樣一個事件，這很簡單，比方我昨天晚上七點鐘寫作業， i wrote my 

homework at 7 pm last night，這件事情其實有很多種描述的可能，我可以把

他想成這是一個簡單的過去的事件，可是也可以把他描述成好像我親臨其

境看著他在進行，變成進行貌，I was writing homework at 7。同樣一件事情

是你用不同角度去描述他，他就有不同的面貌，這個叫 aspect，所以你看一

個事件可以有哪兩種？就是英文裡面的進行式和完成式，什麼叫進行呢？

當一個事件從這裡開始從這裡結束，這是 starting point，這是 ending point，

一個簡單過去式的觀點就是這個事件像是一個整體發生，進行的觀點就好

像把自己埋在動作當中，正看到它的... in the middle of happening，因為你不

管他的開始和結束，你說 i was writing homework，這是一個近距離的眼光，



這個黑板這麼長，當我走近來看我只看到中間的區，看不見頭尾，這就是

進行式的觀點，可是近距離的觀點你強調的是事件正在發生中，那完成貌

呢？就是這邊說的 presenting a viewpoint of an event in its entirety，這整個事

件是一個整體，而且有很清楚的結束點，唯有清楚結束點才能決定這事情

完成了沒有，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perfective 是表示事件完成或是 terminated，

意思是說你要看到它的結束點。另外一個概念是 use in a series of bounded 

event，bounded 有範疇的，進行是沒有範疇的，不知道範疇在哪，這個是你

在用每一個英文進行式應該有的感覺，當你用進行式在描述的時候強調的

就是 in a middle of happening is an ongoing event，什麼時候開始結束我不在

乎，每次你用完成式的時候就表示這事情有清楚的結束點。接下來解釋什

麼叫 bounded event，這是 1981 年上次跟你們介紹過的書，裡面說 bounded 

event 可以是 quantified event，可以有一個 definite or specific event，可以是

event with inherent meaning of a situation，說實在我不懂這三個有什麼不同，

我們來一個一個看，他說了是 quantified event，就是吃了兩碗飯、走了兩趟

路，很清楚的，有一個 quantifier，多少的概念，這些 event 有 quantifier，

似乎是一個 measure 來幫助你 measure 這事件完成了沒有。下面他說 definite 

or specific event，什麼叫 definite or specific event？其實是裡面有 definite 的

參與者，我找到了小李，小李是一個 definite object，你害了他，他是一個

definite object，我買了微軟的股票，微軟是一個 definite article，他玩了我送



給他的電子遊戲，這個是課本裡面的但是我不太贊同，我們把這些換成

non-definite 的可不可以？重點其實不在這裡，但是你們都看到了「了」。再

來第三種，什麼叫 inherent meaning？我把杯子打破了，VR compound 

indicates a resultative state，破是一個 resultative state，他昨天死了，死是

endpoint for an event，破是 result 就是 endpoint，所以其實有一個重點，一

個 event 要 bounded 就是要有一個 endpoint，如果你不知道 endpoint，無法

決定這事件結束了沒有，其實你是看到 endpoint 才能用「了」，所以他說你

看，他吃了兩碗飯，不能說他吃了飯，我覺得可以，你吃飯了沒，我吃了

飯，他吃了早飯、晚飯更好，好像很好，有什麼問題？所以在這邊看到可

能語感上有些差異，在這邊我們看到，他下了課就回家，不能說他下了課，

他下了課感覺沒說完，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剛剛說 its use in a series of a 

bounded event，為什麼你覺得他下了課沒說完？這就是為什麼前面講到說

definite object 的概念，當有 definite object 你覺得 endpoint 比較清楚，我害

了他，這個他是一個 specific，referring 的，definite 的 object，但是這句話，

他下了課，你覺得不好，原因不在了，在課，吃了飯我們覺得還好是因為

這個飯 somehow 可以表達某種 specific 的 meal，早餐中餐晚餐都有可能，

但是他下了課的課呢？就沒那麼清楚了，但是課本來是一個 non-referring

的，你覺得比較不好就是你看不到那個節點，因為你無法去 pin-point 那個

課是什麼，那我如果換成下課了呢？他下課了就好，因為下課這個詞本身



有他的緊密度，下課本身緊密度比吃飯強，兩個層次問題，因為符合下課

成為一個詞這樣的概念，在這邊的重點是什麼？temporal schema of 了，這

個了表達一個事件，這是他的 initial point，這是他的 final point，這個 ARB

代表的是 arbitrary 的意思，一個事件你看到他的頭也看到他的尾，可是這

個 final point 其實是一個 arbitrary point，這就是我們上禮拜作業的第一題，

因為我做了的事情不見得做完了，完是一個 natural final point，比方作業有

兩題，你要把兩題都寫完了才叫做完了作業，可是你只寫了第一題，停在

一個 arbitrary final point，他還是結束了因為這個動作結束了，但是沒達到

一個 natural final point 所以不叫做完，finish or complete 的概念在中文是要

用完這個字來表達。你一定要清清楚楚用完，這就是我們上禮拜討論到VR，

這個完很清楚的指出結束點、結束的狀態。好玩的是，作者說 sentences with 

linking verb 不能用了，不能說他是了老師、他姓了李，他姓了李在某種

context 之下可以，他跟母親姓了李，重點是這個了給我們一個 boundary 的

概念，就是有一個結束點的概念，那為什麼是不行呢？像這種狀態性的是，

是一個 linking verb，是一個 relational 的 predicate，怎麼指出它的結束點？

同理，如果是狀態動詞跟了在一起也怪怪的，喜歡是一個長久的狀態，不

會今天喜歡明天不喜歡，基本上不會說他喜歡了小明，原因在於狀態比較

沒有清楚的結束點，愛上，有個上，就是結束點，是個 VR，他愛上了小明

就可以，因為愛上已經不是一個持久的狀態，就像考上是一個 achievement，



是你達到某一個結果，有一個很明顯的結點，但是問題好像沒有那麼簡單，

下課前讓你們動動腦，先看這幾個例子，他病了，可不可以？他胖了，這

些是不是狀態？sick、fat，變瘦了，胖瘦生病這些都是狀態，不是動作性動

詞，為什麼可以跟了合用？他病了、他胖了、他變瘦了，這些可以的，你

白了，但是他一些狀態像聰明或是中國人我們不能用「了」，你只能說他變

聰明了，變這個字已經把狀態改變講清楚了，他中國人了也不行，原因何

在？所以今天我不想用傳統教法告訴你們「了」有好幾種，「了」只有一種，

只是他跟不同動詞合用的時候會有一個語意上面的延展、的改變，但是這

個改變是有跡可循的，有理可說的，先來告訴我這兩種狀態有什麼不同？

請問病和聰明，胖和中國人有什麼不同？這些是比較容易改變的狀態，那

這些呢？相反，比較不容易改變，換句話說，這些是比較容易改變的短暫

的狀態，這些是比較不容易改變，比較長久的狀態，語言學有一個詞彙叫

做 stage level，就是人生有很多階段，階段性的狀態，這個階段過了它就變

了，另外一種比較不容易改變的叫 individual level，跟著你的 individual 改

變的，這個 individual 跟那個 individual 不一樣，可是這個 individual 一直都

是如此，這兩種不同的…其實你不需要用這個語言學名詞，但是你可以解

釋一個叫 short term，一個叫 long term，比較 relatively permanent 的狀態，

那我接了這個比較能夠改變的狀態以後，了的語意變成什麼？還是

terminated 嘛，接動作性的事件和狀態到底有什麼不同？如果我們說了是在



marking 一個事件發生了，結束了，有清楚的 boundary，有這三個條件，但

是 not necessarily completed，所以這三個概念在 event 上面我很容易理解，

因為事情，打，結束了，說，結束了。可是換到狀態呢？我們可不可以用

同樣概念？假設我接了一個狀態動詞，其實我的語意沒有變，還是在表示

actualization，可是就像我剛剛說的 actualization of a new state，本來不病，

現在變成病了，同樣是一個 actualization of a state，那就是表示一個 comming 

about of a new state，一個狀態產生出來了，一個狀態存在，就表示這個狀

態產生，這是一個很基本的 common sense，動作結束是從動到不動，可是

狀態是從無此狀態到有此狀態，那語言學裡面會看到這個字，變成 inchoative，

就是生成、出現的意思，開始的意思，那為什麼你們都會覺得胖了、病了

是一個改變？因為它的確是一個狀態的改變，從不變到變。這張投影片的

目的是要讓你們看到其實他們的核心語意並沒有改變，一個事件真實的發

生，realize。天黑了，這個黑的 state 被 realize，是不是一個 change of state？

他高了，高的這個狀態出現，是一個改變，所以這個了是一樣的了，都是

這個所謂的 verb final perfective 了，這就是中文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它其實

是在表示事件真實的發生了或出現了。那事件真實發生、出現，你可以說

我吃過飯、我寫過作業，這是我們下一堂課要討論的。 

 

我們剛剛看完了了和狀態動詞其實有一個相同語意，就是表達這個事件產

生、發生，接下來，所以我們可以在這邊當作一個簡單的小結論，就是我



們看到在中文裡面其實 termination 跟 completion 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吃了

terminate event 不代表 event completed，這個跟英文不一樣，下課有同學來

問我說英文的完成式呢？英文的完成式就是完成，所以當我說 I’ve done my 

homework，媽媽就不會再問你說 have you finished，當然你硬要 contextually

還是可以 impulse 這個 contextual meaning，媽媽可以說 have you really 

finished?  通常英文會說那你做得好嗎，可是基本上英文表達的是 complete

的概念，所以還記得我們在第一堂課不知道有沒有解釋過英文的完成概念，

我沒有問你們說，為什麼英文的現在完成其實都是過去做的事情為什麼叫

做現在完成？我記得我有講過，什麼叫現在完成？很簡單，學生會問你說

現在完成的事情不是現在才完成的，是你上個禮拜做的，去年做的也是現

在完成，意思就是完成需要一個參考點，現在我們在上這堂課完成了沒？

下午八點再看這堂課只能說我上完課了，完成了，完成的概念有一個很重

要的先決概念，參考點在哪裡，所以現在完成其實是告訴你那個完成的參

考點是現在，所以把現在完成式講得更白一點就叫做在現在以前完成，過

去完成，在過去的參考點完成，completed by a past time point，這就是為什

麼英文老師常常說用過去完成的時候要記得有過去式，因為要有過去式的

參考點，才能決定是不是在過去完成的，所以不要想太多，現在完成就是

complete by now，過去完成就是 completed by a past time，未來完成呢？ Will 

be completed by a future time。只要你把參考點放現在就可以用現在完成。



可是過去完成是很清楚的說 this event was completed by a past time point，因

為完成的概念是要有一個完成的參考點，跟 tense 參考點不太一樣，你說 i 

moved to xinchu in 2000，我兩千年搬到新竹的，before that I had completed 

my PhD study。現在完成是什麼？在現在之前完成的，過去完成，在過去的

某個時間點之前完成的，未來完成，在未來的某個時間點會完成的，這是

英文，那中文的了呢？不要把中文的了當作是英文的完成式，每個語言系

統是不一樣的，中文的了很接近英文的完成式，但是你看翻譯的時候你不

見得要用完成式，都可以用過去式翻譯，因為他表達的是 realization or 

actualization of an event or state，這也是我為什麼有一個大膽假設，我覺得

中文很重視事情到底發生了沒，中文是很現實也很聰明的，沒發生的、不

是真實的你管他幹嘛，真實發生才算數，這個在語言學概念中叫做 realis 跟

irrealis，就是 actualize 跟 non-actualize，你們有興趣下學期來修我的通識，

叫做英文語法的道理，我們就來好好看看語法到底有什麼道理，讓你不再

死背語法而是理解語法，每件事情都可以問為什麼的。 

 

剛剛我們說過是表達經驗貌，我們都覺得跟經驗有關，可是到底怎麼去

define 這個經驗，經驗是完成、過去發生、結束，都是，過本身已經包含了

了的語意，這就是為什麼過和了可以合用，了是最基本、簡單、default 所

謂事件出現的概念，過不只是事件出現，同時多了一個訊息，過的訊息是

比了多，它告訴你說這件事情已經發生了而且現在不再發生了，there is a 



discontinuity，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說它是經驗貌，discontinued to the present，

我去過中國，這個人在哪裡？比較可能的是不在中國，這件事情已經發生

了而且跟現在已經無關了，這個 discontinuity 很重要，所以為什麼你們會覺

得假設我現在是單身，我只能說我結過婚，不能說我結了婚，這個 additional 

information 很重要，了沒有給你這個 additional information。 

 

他說 only occurs in repeatable event，哥倫布發現過美洲大陸，哥倫布不能說

發現過，為什麼？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陸，為什麼一定要 repeatable 的？雖

然我還在存疑，你說誰發現過美洲？哥倫布發現過美洲，的確是有點怪怪

的，怪在哪？我死過，他死過，可不可以？有沒有看過一本書叫死門之後？

behind the death door，一個醫生對生死現象有興趣，就去研究在生理上被判

定死亡卻又被救回來的人，這些都是死過的，語言學不是死的，是可以去

設想情境，哥倫布發現過美洲這個例子真的滿好的，比方說他自殺過，這

個人還在嗎？今天我去參加某個人的葬禮，我跟人家說這個人自殺過，重

點在哪？不同的情況如果有相同的用法就表示 there is reason behind it。不管

什麼情況，這個人死了也好沒死也好，都可以說他自殺過，重點在哪？還

記得我們說過是在表達一個經驗嗎？had the experience of doing something，

其實我們今天上完這個還有另外一個想要讓你們思考，就是這些東西怎麼

教？如果是外國人，你怎麼讓他懂？你在教過的時候怎麼教？當我用過的

時候我其實應該是 had the experience of doing something，當我用 experience



的時候必須是 repeatable，其他人可以重複，repeat 不是指他個人，是其他

人也可以 repeat。這個重點應該是說可不可以 repeat，如果我可以有這個經

驗，你也要有這個經驗才能用過，哥倫布發現過美洲大陸，你要問說還有

誰發現過美洲大陸？如果有兩個人，你要說不只哥倫布發現過美洲大陸，

印地安人也發現過美洲大陸，這樣就可以了，語言是活的，重點這個

discontinuation 是一個滿重要的概念。這是為什麼我們把它叫做 experiential 

marker，我吃了飯，看了一會兒電視就睡覺，他才是用來 report event，可是

過是來強調經驗，所以他不太用在敘事裡面，i had the experience，比較像

是一種陳述背景，一直在 report a series of event，另外一個他說比方他喝過

茅台酒，他常常喝過茅台酒，為什麼 experience 跟 habitual 衝突？因為

habitual 就是現在、過去、未來都如此，跟 discontinuity 衝突。所以了和過

的不同在這裡。它也是有一個開始一個結束，同時對於結束之後的情況又

多加說明，所以過的語意是比了更深的，更限定的，所以後面的情況一定

是跟這個 final point 不一樣，這個叫 discontinuity，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翻譯

的時候你把過翻譯成 I had the experience。關於了和過我們大概在這邊做一

個簡單的結束，接下去我們要看另外兩個，一般你在看中文的書，人家都

會說了著過，為什麼了著過？因為這三個剛好都是 suffix，吃了、吃著、吃

過，如果我說我吃著飯，結束沒？沒有，過去發生了嗎？過去的經驗嗎？

不確定，著和了是一個對照，了表示的是結束，那著表示的就是沒有結束，



imperfective marke，著。很多這些所謂 grammatical marker 本來也都是一些

free word，著是一個動詞，寒梅著花未，附著的意思，找著，找到了，變成

grammatical marker 之後是 indicating completion of the action，做為掛著，掛

的動作已經attend，持續在某一個狀態，掛著好多照片，掛的這個動作attend，

有一個持續的結果狀態，resultative state，著其實是把一個動作變成一個狀

態，牆上掛著一幅畫是靜態的描述，跟我掛不一樣，動態性的，這個著我

們叫做 imperfective marker，地上印著他的手印，他的手印永遠存留在地上，

有些人把著叫 durative state，就是持續的狀態。那著的使用也有一些講究，

基本上你可以說他花著爸媽的錢，開著高級轎車，這個著把一個 activity 

convert 成一個 state，這個 state 本質上可以改變，花著錢可以不花，開著車

可以不開，有意思的是著反而不能跟已經是靜態狀態的動詞合用，本來就

表達一個持久的狀態，你不能說他有著錢、高著、漂亮著，剛剛我們用來

區分了的兩種狀態 stage level、individual level 在這邊全部不適用，都不能

跟著，這是著很有意思的地方，我們看到他前面的動詞都是動態性的，它

其實是 convert 一個 activity 成為一個狀態。那你為什麼要把一個動作

convert 一個狀態？課本上提到他常常會用來 background stituation，他穿著

皮鞋跳舞，他穿著皮鞋是一個背景知識，這個我們在講 discourse and 

grammar 的時候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像你說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

位公主跟王子，接下來才講說有一天王子遇見公主，這個遇見才是重點，



其他都是 background，一樣，這裡他跳舞才是要講的，他穿著皮鞋只是背

景。他總是站著上課，站著也是我上課的一個背景說明。所以著不見得一

定要用 background，只是他有這個功能，因為基本上它的 focus 是在一個

durative state 上面，他站著、他拿著一束花，變成一個 durative state，會持

續一段時間的狀態，通常會 co-occur with a progressive marker 在，有的時

候，不見得一定要，比方，我找他的時候他正在忙著呢，我回家的時候父

母正在吵著架，所以正在忙著、正在吵著、我們正在討論著語言學，著為

什麼和在合用呢？這兩個其實都有 imperfective 的語意，我們剛剛講完了著

在 marker durative state，那在呢？英文有 progressive tense，I’m eating, he’s 

playing ball，你怎麼翻譯？我在吃飯，他在打球，你就用在，所以在真的就

是 corresponding to 英文的 progressive aspect，那 progressive aspect 在表達

什麼？表達這三個語意，一個事件 ongoing，就像我剛剛解釋的，它是在事

件發生中去看他，而且是近距離的觀點，非常近的來觀察這個事件才觀察

他正在動，另外也可以表達一個 simultaneity，比方我進來的時候他在寫字，

通常會有一個同時間、共時發生的情況，這三個語意就是 progressive 最基

本要表達的。重點是你發現中文裡面還有這樣子的變異，我可以說他在打

球，他正在打球，他在打著球，他正打著球，這些不同是什麼？即使我們

知道在和著都是 imperfective，還是要區分，我不加著，他在打球，跟他在

打著球，這兩句有什麼不同？其實剛剛我已經講了，如果我今天只用在，



就表示我只表達在的語意，就是這三個，ongoing，而且是用近距離觀點描

述，還有表達一種共時性，比方八點鐘他在幹嘛？他在打球。所以共時、

近距離、進行中，這就是 progressive 的意思，也就是在的意思，加了著呢？

有沒有這三個語意？有在就有在啊，在的功能就是這三個，所以聽清楚，

有在就有在，不用懷疑，這就是語言好玩的地方，所以我常說你們要慢慢

理解，我以前常說語言是個標記系統，開車如果沒有標記紅燈不能轉，就

可以轉嘛，有 sign 就有 sign，有著呢？就有著，有著的標記就表示有著的

語意，著的語意是什麼？focus on the durative state，所以 co-occur progressive 

在的時候，可以 emphasizing a ongoing durative state，加上了在的語意而已，

他還是一個 durative state，有著，兩個都有，雙料。第一個解決了。他在打

球跟他正在打球有什麼不一樣？你進來的時候他在打球，你進來的時候他

正在打球，那正在幹嘛？正是 ongoing 嗎？這三個裡面哪個比較像著？正，

就是表示時間上面的吻合，正呢，加了以後會覺得只是強調的感覺，強調

simultaneously ongoing，沒有在呢？我並沒有把這個 simultaneity標示清楚，

只是他可以有這個 implication，加了正，我有正字標記，就是很清楚的表達

simultaneously ongoing。這樣子今天差不多了吧？我們看著的最後，課本給

他很清楚的是我強調他有開始沒有結束，才叫做 durative，不知道結束點，

只知道他持續的存在，這個存在是 stative 的本質，是一個 resultative focus，

跟了不一樣，了最重要的是有一個 arbitrary 的 endpoint。今天就不講



derivation 的部分了，既然講了這麼久，就要來看看此了非彼了，我們先來

做做作業，what is the second le doing here?  我們剛剛看的了是在動詞後面，

suffix，這個了呢？到底一不一樣？這叫 sentence final le，回去回答這兩個

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