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口語語法與教學              2012.03.27 

各位同學午安，我們開始今天的課。上個禮拜我們談到中文有幾個重

要的 aspectual marker，表達 speaker 觀點的時貌 aspect 的一些觀點，那我

們最後提出了一些問題，這是我們上禮拜的問題，我們已經學到了

perfective 了，完成貌的了，他學會了中文，表示這件事情 realized，這個

叫做 perfective 了，但是後面怎麼又多一個了？他學會中文了，這兩個了

有什麼不同？小姐，我周末想請你吃個飯，我說，對不起，我結了婚，好

不好？可不可以這樣回答？可以啊？不太好吧？第二個，對不起，我結婚

了，可以，C，對不起，我結了婚了，也可以，答案是 B 和 C，為什麼？

都有這個了，那請問對不起我結婚了是表示狀態變化嗎？為什麼這兩句好？

這是中文裡面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請問我的問題是什麼？是這句話，小

姐我想請你吃個飯，你 supposedly 應該回答好或不好，instead，你回答的

是我結婚了，請問你結婚跟我要請你吃飯有什麼關係？了解嗎？本來就沒

關係嘛，這個了只是在表達事件發生了，可是這兩句你卻覺得很好，就是

因為我加了了，這個了在做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把我說的話和 immediate

的問題關連起來，這個了就在 mark relevance，相關性，這個了其實是把這

整句話和前面的問題相關起來的，叫做 currently relevant state，其實課本

裡面也有，所以，this is a marker of relevance，這句話沒有任何的 relevance，

就是告訴你這個 terminated actualized，他結了婚這件事情發生了，可是當



我說，對不起我結婚了，這個了才把這句話和前面的問題關連起來，所以

你才不是答非所問，雖然不是 yes or no，可是有了了，就告訴你 this is 

relevant，那到底那個 relevance 是什麼，就自己 figure out，我結婚了，別

再多想，沒有必要請我吃飯，所以我結婚了的這件事情，跟你要請我吃飯

是相關的，the marker of relevance, marking this utterance as currently relevant 

to the immediate context，這樣可不可以接受？ 

 

好，然後我們再到前面的那張了跟過的，這個禮拜我上完你們的課之後我

有點不太滿意，對我自己的答案，你還記不記得我們在講了和過的不同的

時候，我們提到過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不能跟 repeated event 合用，下課

帥哥還跑來跟我說老師不只是哥倫布發現過美洲大陸，也不能說愛迪生發

明過電燈，這個不好，我回去就覺得奇怪為什麼不好？我對這個答案本身

不是很滿意原因在於這句話的本身和這句話似乎有一個不同的敘事功能，

請問你今天如果問你說 what happened? 只是要你 report 一個事件，if I 

asked you what happened in 1453，你會回答哪句話？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大

陸，你們了解我在講什麼？這句話的功能在 report an event，在敘述一個事

件，這是動詞真正的功能，可是這句話你不會用來 report an event，因為這

句話有了過他本來的功能就不是用來 report an event，過是用來把哥倫布這

個 experiencer 和他過去的歷史關連起來，假設我換一個問法，請問哥倫布

發現過哪些地方？哥倫布做過什麼事？如果我重點是在 experiencer，這句



話不是 perfectly fine 嗎？甚至我問你，what had happened to 哥倫布，你就

會說哥倫布發現過美洲大陸，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我後來發現真正的問

題不在於這個 event 本身，而在於你敘事的目的是不一樣的，這句話是一

個最 unmarked, default，你說 what happened? 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在你一

片空白的前提之下我 assert，這是用來 assert an event，assert the happening of 

an event 是這個了的功能，過呢，其實重點是在 relate, connect an experience 

with his past history，他們的重點不太一樣，過，是將一個過去的事件和一

個 experiencer 關連起來，過不能用來 assert 一個 event，這是我目前的一些

想法，我不見得對，你們可以繼續想。 

 

我們今天繼續看有一個部份我們沒有講完的，這些課本都給他一個大的標

題叫做 inflectional morpheme，我們還有 derivational morpheme，我們稍微

很快的看一下derivational的，課本裡面提出了一些derivational morpheme，

分為兩類，prefix vs. suffix，詞頭跟詞尾，詞頭，像老、小，你們學這些東

西的時候不是理解，理解是 first step，你真的要問以後我要怎麼教，要怎

麼樣讓學生理解你現在 try to 理解的東西，學生一定會問你說老虎、老外、

老張、老大，都是老，這個老有什麼意義？你看到這些可能會說這個有一

種 familiarity 的語意，你叫一個人老外的時候 convey a sense of familiarity，

可是那老人呢？老師呢？老虎老鷹呢？你很 familiar with these animal 嗎？

老不是只有一種，已經成詞的老你不能這樣解釋，老虎、老鼠、老鷹，已



經被 lexicalized，就像老師，那為什麼都有老？是不是老師跟這些動物很

像？who knows，老人的老是什麼意思？年紀大，你可以說老人、老房子，

這個老是一個形容詞性的，可以 combine with any noun，從最 lexicalized

的這些已經詞彙化的老，到詞頭性的老，到 free adjective 的老，至少有三

種老。 

 

第二個，小，顧名思義就是小嘛，你說小孩一定不可能是老人，小菜就不

可能是大菜，小王就不可能是老王，那什麼是小人？你說小孩是 little，小

人呢？small man？這個小人的意思已經轉了，叫 metaphor，要懂語言一定

要懂 metaphor，文學上說這是一種暗喻，語言學叫轉喻，我用明顯的、具

體的、熟悉的概念來理解比較抽象、不熟悉的概念。我上次用時空轉換記

不記得？時間的概念都是藉由空間的概念來理解的，空間是我們每天move，

親身的經歷，是一種 bodily experience，所以你藉由空間概念理解時間，所

以我們說清明節快到、快來了，時間走得很快，走，這邊也是一樣，從小，

age 小，到這個小什麼意思？什麼東西小？度量、心眼，小人，有從外觀

可以觀察到的小到不可觀察到的小，性情上、個性上的窄，解釋這個小很

簡單，從可以看得到的小，到看不見的小，內在的小，小人。小說、小氣，

從小氣就看得出來了嘛，你知道什麼叫小說？novel，可式為甚麼叫小說？

因為正式的文學作品應該是比較八股的正統的文學，從漢書、後漢書下來

的，小說，我們說白話小說，是比較口語的，是大家街談巷議、口語相傳



的、口說的，所以早期的白話文小說，不是指文體短，而是指這只是一種

比較不正式的、口語的文類，什麼叫小氣？我以前覺得小氣的人應該是早

死的，表是氣不長嘛，問什麼變成吝嗇呢？這個器是指容器，小氣是指你

拿很小的東西裝東西給別人。小學呢？小學跟這些小有什麼關係？小學應

該跟小孩的小沒有關係，基本上還是指年記上的小，所以它是指什麼東西

小要搞清楚，從具體的年紀、菜餚，可以到心胸、容器、文體的不正式也

是小。第三個，第，第一、第二，為什麼我們說第一、第二？敘述，first, second，

中文比較容易，英文你想想看 first, second,third，是不同型，中文比較容易，

加個第就好，就是從門第的第開始，我們還有一個叫狀元及第，這個第就

是指某一個 rank。課本上還有一個初，大年初三、大年初十五，元宵節，

國中初一、初二，大陸也這樣講嗎？我們現在比較少講，我們講國一國二，

在我姊姊他們那時候都是講初一、初二，你以為在講過年？他在哪裡，他

在國中，他讀幾年級，他初一啦，means beginning 的意思，為什麼叫初一？

因為它叫初中，就是中學的 beginning，初中就是國中，現在叫國中所以都

是國一國二。 

 

詞尾呢？這個子也很好玩，兒子、老子、兔子、鴿子，動物又來湊一腳，

桌子、梯子、鞋子、彈子房，子彈跟彈子房一不一樣？為什麼撞球叫彈子

而不是子彈？桌子、梯子、鞋子這個子又從哪裡來？學，小學、中學、大

學、學習、學校、教學，好玩的是，又來個小學，還記得以前在學明清文



學時他們很流行訓詁學，訓詁學又稱為小學，這個小學就跟小說的小很像，

表示比較不正式、不重要的，都叫小學，所以語言學家長期受到

discrimination，我們研究的是比較不重要的小學，那工學、數學、化學，

這個學，基本上還是從 study 來的，有具體的、抽象的，化，綠化、腐化、

西化，這個化代表一個 process of change，頭，這個頭很好玩，什麼叫舌

頭、工頭，工頭就是 leader，舌頭也會覺得好像還是有一個 head 的概念，

可是老頭，有沒有 head 的概念，老的 leader 嗎？老頭子，什麼叫頭子？也

是 head 的意思，suppose 老公是一家之主，這個呢？甜頭、苦頭、苗頭，

這有沒有 head 的概念？為什麼要頭？你有沒有覺得這些頭還是有某種

head 的概念？苗頭就是冒出來的新的頭，這個苦頭、甜頭呢？給他一個苦

頭、給他一個甜頭，有沒有像給他一顆包心菜一樣？這個頭代表某種 entity，

我們以前怎麼算動物？怎麼算牛有幾條？一頭、兩頭、三頭，代表最重要

的部分，從 head 到 entity。所以最後這張是第三章的一個 summary，詞彙

從最 lexical 的 word，就是 content word 可以單獨出現表達明確語意，跟這

個世界有關的，找啊、跳啊、吃啊，可以把它 combine 成一個 compound，

討論、看到、知道、再到 derivational 老張、小張、店員，還有 inflectional，

這樣的 continuation 是從 most lexical 到 most grammatical，這些了、著、過，

本身沒有一個 corresponded 的 entity in the word，可是有很清楚的

grammatical function，所以從 free morpheme 到 bound morpheme。第三章，



有沒有什麼問題？ 

 

基本上，剛剛是我們從課本裡面整理的內容，下面是我在美國教書的一個

presentation。Chinese 這些所謂 particle，就是所謂介於…不知道怎麼叫他，

所以叫他particle，它是一個marker，我們提過verb final了，表達perfective，

敘述一件事情完成了、結束了，RT 是什麼？reference time，比方 V 了 O，

要把 pattern/講清楚，吃了飯、看了書，跟著 verb 走，有 O 要在 O 的前面，

這個表達的是完成的概念，不是時間的概念，因為可以說我昨天吃了飯才

去上課、我每天吃了飯才去上課、我要吃了飯才去上課，所以在任何時態

中都可以呈現。那為了讓學生明白，他們沒有任何語言學的訓練，我做了

一張圖出來，這個叫 RT，通常是 speech time，也可能是某個過去或未來

時間點，重點是要有一個參考點，才知道什麼叫過、什麼叫了，過跟了呢，

一定都有一個 prior to RT，一定是在參考點之前發生的，在和著呢，表達

的是 ongoing 的，這是你說話的時間，如果它是一個 past time point，也是

一樣就在那個 past time point 正在進行，那你表達的是一個近距離的觀點，

同時你看到事件好像 in the middle of happening，那這裡表達的是一個未來

的概念，中文怎麼表達未來？我們是藉由這些動詞，我們並沒有一個

grammatical marker of future，但是我們有想、要、會，想、要、會不是在

mark future，什麼叫你想？你想得事情是你之後會做的，你要，是你的慾

望，你想望的，都是你 intend 要去做的，會有點像英文的 can，我會做的



事情就可能會去做，可是做了沒？還沒做，所以其實中文這些字，想、要、

會，常常會被一些教科書解釋成未來式，可是事實上它們表達的是什麼？

你想要做的事情發生了沒？這些 sentence 表達的都是還沒有發生，可能會

發生的事情，還記不記得我上禮拜跟你們講說中文是很現實的語言，我們

真正想要了解的就是你講話需要標記的是這件事情發生了沒有，真實發生

了，了，還沒發生的就是想、要、會，重點是 after RT，想了以後才會做，

要了以後才會發生。那這邊就是我們上次講到了和完，不只是完，這裡有

一堆 VR compound，吃完、學會、念懂、看完、找到，這個在中文裡面是

一個非常清楚的 result，告訴你我做了一些事情然後這件事情已經attend the 

result，這是中文一種很重要表達事件的方式，中國人很重視結果，不重視

過程，語言跟文化是有關的，所以用這些句子來告訴學生了呢，表達

termination but not necessarily reaching the endpoint，還記不記得我們上禮拜

講的，這當作一個複習，我找了工作很久可是沒找到，我念課文念了半天

但是沒念懂，我學中文但是沒學會，我吃了飯但是沒吃完，現在重點是當

你強調這個的時候，不要忘記這只是 not necessarily，有沒有可能還是

complete 了？還是有可能。那過，上次說過了是 discontinuation，比方我說，

我吃過飯了，我學過中文，我剛剛講過，過，是把一個事件，吃飯這件事

情和一個 experiencer 連結起來，所以我學過中文，既然學過，就是 part of 

my experience，我還會說一點，我看過那個電影很有意思，我看過這本書



不太好看，我去過中國下個月還要去，可以嗎？他上個月去了北京，他在

哪裡？有可能還在北京，上個月他去過北京，比較有可能的是他現在不在

北京。他生了病，好了沒？不清楚，他生過病，discontinued，比較有可能

是現在已經好了，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重點，這個了，second le 叫做

sentence final le，課本是叫做 sentence final particle，這是我剛剛講的，

marking the relevance，可能是一個 state，可能是一個 event，as relevant to the 

current speech，他會說中文了，的確，你為什麼會覺得是一個狀態改變？

的確，他有時候是一個改變的情況，比方他會說中文了，他會說中文這件

事情跟現在相關，通常它的 implication 是一個狀態改變，從不會到會，他

會說中文了為什麼是狀態改變？因為假設是一個事實，跟現在有什麼關係？

你刻意把這個狀態和現在關連起來，只有一個情況，對現在來說，它是一

個新的狀態，否則幹嘛要特別提它？他會說中文是一個事實，就是一個狀

態，可是特別關連起來的時候，它就會表達一個改變，如果不是改變，為

什麼跟現在特別有關？為什麼是 currently relevant，它其實是一個

implication，當你把一個狀態跟現在連結起來的時候，一個自然的

implication 就是這是一個新的狀態，才會跟現在有關，他長高了，他瘦了，

那了講完了以後，我們就繼續看 particles，中文除了這個 marker of relevance

之外，還有哪些？這是我當時在幫學生整理的一個，想想看有沒有道理，

什麼叫嗎？你說中文嗎？他說中文嗎？我們通常說後面加了一個嗎就把



直述句變成疑問句，這個嗎的確是一個 interrogative，好嗎？你去嗎？啊呢？

啊是什麼？你去啊？你會說中文啊？通常你們都會很驚訝嘛，我就說是一

個 marker of surprise。吧呢？怎麼用吧？好好用功吧，別再混了，什麼叫

好好用功吧？勸說，我們去吃飯吧，好吧，去哪裡吃飯？去二餐吧，我那

時候說這個吧通常是給一個 suggestion，走吧，let’s，你吃過飯了吧，這就

是 suggestive 的意思，你吃過飯了是我的 suggestive meaning，我有某種預

設，我 suggestive 出來，我 suggest 這件事情是成立的，suggestive 並不是

說我給一個 suggestion，是我 suggest 的一個回應、做法。我們來看有沒有

其他嚴重的 counter example，呢？什麼是呢？你說，我想吃咖哩飯，你呢？

這個呢在幹嘛？還有一些問題是在於疑問句跟直述句的 discourse marker

一不一樣，就像剛剛的你呢的呢，跟他說中文呢，一不一樣？不太一樣，

哪裡不一樣？他會說中文呢，我要吃咖哩飯，你呢？你要吃什麼？我呢，

我吃排骨飯呢，他吃排骨飯呢，呢一定是驚訝嗎？想想看呢的用法，下課

時間想想看呢到底在幹什麼。 

 

有人這樣子看的時候會覺得不太清楚，所以不管任何語言學問題都回到

data 來看，如果今天我 introduce A to B，我說這是我的學生，他會說中文

呢，你就說，哇你會說中文啊？我也可以說，他會說中文，那我為什麼會

說他會說中文呢，這個很清楚，你會說中文啊，表示很驚訝，unexpected，

這個呢不是 unexpected，這個呢在幹嘛？下一個，兩個人見面我說，他是



中國人呢，你說啊你是中國人啊？來比較這兩個，這是孝勇，他是中國人

vs.他是中國人呢，我如果預設他不是中國人，我就說，他是中國人耶，他

是中國人喔，這些都可能，他是中國人呢，不知道為什麼一般教科書沒有

耶、沒有喔，對我們來說這個好自然，那你為什麼會說他是中國人呢？不

見得一定是他不是中國人，而是你對於他是中國人這件事情覺得很怪，

exactly like 你說的，我同意，所以這些 example，這些呢同不同意？這就

是為什麼我剛開始介紹呢說 re-assuring，好像在 re-assure 一個很重要、值

得驕傲的事情，他是中國人是一個事實，可是我 re-assure 這件事情。如果

在 question 的時候呢，我可以問說，你們去哪，可是如果說，我們去哪呢，

past tense 也可以這樣說，他去哪了，他去哪了呢？你想去哪兒？你想去哪

兒呢？你不覺得這個很像他在問他女朋友嗎？好，我們今天晚上吃什麼？

我們今天晚上吃什麼呢？他吃了什麼？他吃了什麼呢？你想吃什麼呢？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有這個嗎？因為有一本教科書就是我們在用的居然說

呢是一個 past tense marker，說你呢？反正他就是會跟 tense 合在一起，這

個呢可以跟任何 tense 合用，跟 tense 無關，他的意思是說呢代替前面提過

的一個 event，才會說我想吃什麼，你呢？這邊主要讓你們知道 discourse 

marker 跟 tense 應該無關，discourse marker 就是在表達我的 preposition 之

外，比方我的主詞動詞受詞是很明確的，可是在我表達這個事件之外我個

人的態度，它的確有 speaker 語用上面很強烈的言外之意，那這裡的呢在



幹嘛？就是一個 softening，你什麼時候回家呢？所以的確有很多呢，那

statement 呢？可不可以 soften？他想學中文呢，否定，他還不會說中文呢，

這個呢很軟嘛，似乎有點 softening 的味道，他還不想學中文呢，除了

softening有沒有別的東西呀？什麼時候會用呢？對什麼人你會用呢？你會

這樣說嗎？不會？那你怎麼說？的確，你講的很好，speaker 加上了他自己

的一些情感，你都不會用嗎？你覺得呢？綜合他們講的，呢的確是 marking 

speaker 的某一種情感表現，對小朋友就要親切，是 marker of intimacy 嗎？

不見得。語氣緩和，我同意它有某種軟化的語氣，讓你說的東西不是那麼

direct，你知道我們今天的作業，要你們去探討一下，台灣有哪些語氣詞。

吧呢？我們來做個對照，你去啊？驚訝，你去吧，這是你剛剛說的，你會

assume 對方要說 yes，是慫恿、suggestion。好啊，正好啊，好吧，為什麼

好吧的時候，好像不太...因為你如果給一個 suggestion，對方 comply，這

樣了解嗎？所以做為 initiator，你給建議的時候是一個 suggestive ba，可是

你回答就會變成 comply ba，當你 comply 好像就不是出於主動，而是你只

是 comply with the other suggested，所以好吧你怎麼說就怎麼做吧。所以的

確在問問題跟回答會不太一樣。最後來看 discourse marker 怎麼作定義，它

的確是一個 adding a particular tone，剛剛說的情感，attitude, purpose, 

intention of the speaker to the utterance，是 marking 一個 pragmatic 

collocation，所以我有一個語用上面的暗示，having a discourse level effect，



所以在我們的對話中，它有一個特別的效果，我說走吧走吧，你說好吧，

強烈的建議你要說 yes，這個部分是我在美國教書的 presentation，你們要

怎麼教就是巧妙各不同囉。第三章有沒有問題？那我們第三章就到此結

束。 

 

接下來第四章也是在講 morphology，第一個部分是在講 sentence particle。

這一章一開始的時候講到 morphology 裡面一個很特別的一類東西，叫做

clitic，等一下我們會看課本的定義，像詞又不像詞，像詞綴又不像詞綴，

比方 phrasal particle，另外還有一些叫做 locative particle，比方上下裡外，

比方車上、車下、屋裡、屋外、房內，這些東西是什麼？是一個詞嗎？不

是一個 free morpheme，所以一定要跟著一個詞出現，但是又不是完全的一

個詞綴，所以叫做 particles。那什麼叫 clitics？一個 linguistic particle between 

affix and word，他們的特性是 not attach to any stem, but positioned within 

syntactic category like NP or VP。屋裡、屋外並沒有 attach stem，但它卻又

不能單獨出現，地位介於二者之間。在中文有哪些 clitic 呢？比方 relative 

marker 的，還有這個，不得了、吃得下這個得，adverbial marker 地，慢慢

地，聽說這個地在小學裡面已經慢慢不見了，有沒有人要幫我查證一下？

你們幫我借一本課本來，我要看這個地是不是真的已經沒有了，比方說輕

輕地走，這個地都變成的，我們學小學國文的時候，是很清楚的分這個地

跟的，那大陸應該還是在教這個地沒有問題吧？比方小心的走，快快樂樂



的玩，地不見了。這些之外呢，還有 sentence final particle，我喜歡叫他

discourse marker，把他的 function 講出來，是在 discourse level marker 某一

種的情感，我喜歡這個字，情感豐富怎麼會有這麼多 discourse markers。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嗎，你去嗎？你喜歡吃日本菜嗎？你喜歡他嗎？

有了嗎就不能夠再用… at the end of declarative sentence，所以 express the 

speaker’s expectation or belief from the hearer。所以，我馬上就去，你呢？

他說這是一個 declarative sentence，這個呢表示什麼？課本說表達 speaker 

對你的一種 expectation，這好像有點抽象，這就是我剛剛為什麼說呢有一

點 re-assuring，re-assuring speaker 的 expection, belief, assumption，那這個

部分它已經把這個呢當作是 declarative sentence，意思是說你要用你呢，一

定要有一個 declarative sentence，前面如果沒有這句話，不能說你呢，這樣

了解嗎？可是我的確也可以用在問句，比方說，你吃什麼呢？那個呢跟這

個呢一不一樣？你吃什麼呢？你呢？這是一個疑問句，還是可以用呢，這

就是我剛剛講到有 softening，你幹什麼呢你，這個呢…我所謂的 softening

並不是說不能用在罵人，如果用在罵，就 soften 了一點。比較一下嗎和呢，

你喜不喜歡他呢，你喜不喜歡他嗎，這是很有意思的，你不能用 A not A，

你喜不喜歡他，你可以說你喜歡他嗎，不能說你喜歡他呢，這就是為什麼

作者說他是一個 complimentary distribution，嗎不能夠用 A not A 合用，呢

可以，所以重點是，呢根本不是一個 question，你喜不喜歡他是一個 question，



你再加一種情感，你喜不喜歡他呢，既是緩和，又是表達一種 personal 

emotional involvement。這裡呢，說，呢 is a question marker，這個部份我

不太贊成，根本不要把呢當成 questional marker，呢可以跟直述句、疑問

句放在一起，我們的論點，呢 is a marker of emotional involvement，所以熟

後可以 softening，可以 re-assuring。好，吧，課本說 to solicit agreement from 

the hearer，我們走吧，這就是我說 suggestion，希望是 agreeable 的 answer，

我們走吧，所以是 let’s go，而不是一個問題，to show approval，我們就喝

半杯酒吧，complying，好吧，那我就乖乖的吧，the speaker show approval。

啊跟呀，課本例子是可以互換的，來呀、好啊、這個呀跟剛剛說的好啊不

太一樣，你來呀，reduce the forcefulness，你覺得是這樣嗎？你到哪去呀，

softening，你去不去呀，也是 softening，你到哪去呢，你去不去呢，呢我

們定義為marker of emotional involvement，那這個呀是什麼？你去不去呀，

比較是 reduce the forcefulness，呀比較像是一個 softening，好呀，你來呀。

它到底想表達什麼？啊呀在語音上面是互換的，可是他們到底在幹嘛？你

喜不喜歡我呀、我喜歡他呀，這是 reduce the forcefulness 嗎？是 softening

嗎？我去你那裏好不好，好呀你來呀，你去不去呀，我是覺得這個呀，因

為 softening，你加了很多詞都是 softening，我覺得這個呀有點 relate，比

如說，你看這語氣，你來呀，也可以說好啊你來呀。啊也可以是 softening，

我覺得語音上面沒有那麼大的效果，可能就是 phonological process 造成的，



但是我真的懷疑 softening 之外，有一種把自己跟對方拉得更近的感覺，所

以我倒覺得這個好啊呀比較是 shortening the distance，而不是 softening the 

forcefulness，把我和你好像拉得更近一點。去不去呀，讓我們兩個好像更

熟一點，比方你會不會問一個陌生人你去哪呀，我們現在講的都是 tentative 

hypothesis，所以 reduce the forcefulness的原因就是我把我們的距離拉近了。

所以此啊非彼啊，跟剛剛那個 explanational 的啊不太一樣。再來，as a topic 

marker，來呀、你呀，to indicate a topic，你呀，還是乖乖待在這，他其實

不是做為 discourse marker，而是說，我要講你嘛，你呀，把你拉近一點，

as for you，所以不是呀本身是 discourse maker，而是他 indicate, express the 

topic in a more familiar way，marker of invited intimacy，你呢，呢好像也可

以，因為呢、啊、呀聽起來都滿接近的，都是一種 personal expectation，

所以不用當作 topic maker，而是說 topic 上面加了呀以後會有什麼 effect。

喔， to signal a friendly warning，小心喔， to occur frequently in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adults and young children，好好做功課喔，好像在摸狗

一樣，要乖，好好做功課喔，我等一下就回來喔。我一直搞不清楚這幾個

o，一個是這個，一個是這個，有這個啊，你們沒有看過這個嗎？這是我

剛剛這個 o，是表示回應的，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那個哦原來如此，這

是應答的 response，課本裡面那個簡體字其實是這個 o，這個叫一言兩字

嗎，課本裡面是這個 o，這個是簡寫的 o，對應到繁體字是哪個字？請問



平常說小心喔的喔是哪一個？這個就是課本裡面講的 o 啊，所以台灣是這

樣寫，大陸是這樣寫。好好做功課喔，你們興奮什麼喔，興奮什麼呀。所

以我們至少知道這是一個 friendly 的 marker，這個是 warning 嘛，我好喜

歡你喔，這個是 warning 嗎？可是我覺得這個喔真的是一個 marker of 

intimacy，他好好喔，好漂亮喔，也是一種 intimacy。這兩個是不是相通的？

好啦這個叫一語兩字，這兩個基本上是相通的，我們現在要定義這兩個到

底在幹什麼，discourse function是什麼，應該不是只是一個 friendly warning，

它是 marker of friendliness，重點是這個喔就是可以用來回應，acknowledge，

所以它只有兩種，第一個是放在 sentence final particle，我們今天拍板定案

它是一個 marker of friendliness, marking intimacy，那還有作為回應，在句

首，所以有兩個喔，一個是 sentence final 一個是 sentence initial，那 sentence 

initial 就是一個 marker of acknowledgment，Acknowledging I receive your 

information，我們平常也是這樣嘛，喔喔 I got you。下面這個我不懂為什

麼作者要提出來，著，你聽著，所以是命令句，你替我拿著，這個著有特

別嗎？跟我們說 durative marker 不一樣嗎？他聽著，你聽著，這個著還是

mark 一個 durative state，要 in the state of listening，就是你持續的給我好好

聽著，to get the hearer in to a state of whatever，如果我們維持著還是一個

durative state marker 還是說得通啊，你替我拿著，你就一直拿著，所以它

之所以會有一個 forcefulness 就是因為它在命令句，你可以說，他聽著，不



太一樣，因為不是在祈使句的狀態，你聽，跟你聽著，不太一樣，原因在

哪？你聽，是一次性的動作，你聽著，是你要進入這個狀態，你聽著，for 

what，我不贊成把這拿出來叫 sentence final particle，還是可以講它是一個

stative durative marker。好，已經要下課了，sentence final particle 了，這

就是課本裡面提到的，跟我講的完全一致，currently relevance state，他吃

了飯了，重點是 relevant to the context，所以我為什麼說吃飯了，吃飯了是

什麼意思？媽媽說吃飯了你就應該要去吃飯了，因為吃飯這件事情跟現在

時間關聯起來是 currently relevant，it’s time to eat。好，下面就先跳過，

locative 的部分就下一次再講。下面進入今天作業，這邊請你們去想想其

他課本沒提到台灣式的語助詞，囉，what is lo doing in Taiwanese? 下課囉、

出去囉、我先走囉，lo 在幹嘛？咧，不要咧、沒錢咧。請你們蒐集聽到台

灣學生的語助詞。請你給 at least two examples and then explain its discourse 

fun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