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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們繼續講第七章 syntax，今天我想要提出一些問題來請你們思考，

當然還是跟課本有關的，還記得上一個禮拜我們講到詞類，不同的 lexical 

categories，我們講到動詞、形容詞之間的差別，那我們也提到有 preposition

這些東西，所以今天我們先看上次沒有談完的 preposition，然後我們要花一

點時間來思考中文的形容詞跟動詞之間的關係，第二堂課我們就會進一個新

的 topic，要來看看中文的代名詞和指事代名詞和一般所謂的代名詞

pronouns。 

 

在，我們之前看過在，還記得我們說在是一個什麼樣的 marker？什麼叫我在

這裡？在，在中文裡面它的核心語意是什麼？你在哪裡，我在家我在學校，

它式表達一個地點、位置、空間存在的在，我們藉由空間存在把它轉到時間，

就變成時間中的存在，時間中的存在就像一個是情正在發生，所以從我在家

到我在說話，你在聽，從在家的在，空間的存在，到時間的存在，這就變成

進行式，今天我們要討論的是在 as a preposition，空間的存在，除了到時間

以外，在還有一些其他的用法，第一個，usually occur in front of verbs，這是

剛剛說過的，progressive 在，他昨天在家看了兩部電影，妹妹昨天在巴黎結

婚了，usually occur in front of nouns 還是 verbs？我知道，課本裡面寫的是 in 

front of verbs，我故意把它寫成在家看了兩部電影、在巴黎結婚了，為什麼

我故意這樣做？因為通常在並不是真的跟動詞合在一起，而是它後面有一個



名詞，所以在是接一個地點，那地點通常是在動詞的前面，所以課本是說

usually in front of verbs 是說在所帶的東西式通常在動詞之前的，但是有一個

特別重要的用法，這個在 can function as full-fledged verbs，剛剛我們說它表

示空間的存在，空間的存在到底是一個動詞還是 preposition？課本說，你可

以說他在家裡，你有可以問他在不在家，從這兩個用法，我們懷疑它是動詞，

因為你有沒有錢、你喜不喜歡他、你去不去、你來不來、你走不走，通常是

動詞可以出現在 A not A，是不是、有沒有、在不在、好不好，所以它可以是

一個動詞，那如果他是當 preposition 的話，它通常是在名詞前面，可是當動

詞用，的確有這個 A not A 的用法。那 as a preposition, it’s verbal property is 

also retained.  這就是一個很 tricky 的地方，課本硬要告訴我們說它是

preposition，然後又告訴我們說它可能是一個動詞，所以它到底是動詞還是

preposition？看下面這個，他在不在家看電影，後面接的是名詞所以是

preposition，可是他的 verbal property 又不見了，verbal property 表達的是空

間的概念，所以把課本這邊做一個簡單的整理，就是如果它後面接的是名詞，

就是在哪裡，通常這個在文法概念中是一個 preposition，但是如果它單獨出

現，句子中沒有其他動詞，只有它作為動詞，那它就變成空間動詞，表示存

在，表示 located 在哪，在這個用法中，它雖然是接名詞，而且後面還有動

詞，可是又可以有在不在的 pattern，它既像 preposition，又像動詞，簡單來

說，preposition 和動詞的概念其實是從英文裡面來的，中文本身來說，也許



在它真正要表達的東西跟動詞、preposition 無關，而是它本身的概念、語意，

它是一個 marker，marking 一個 location，所以不管它是動詞還是 preposition，

在，最基本的是要跟空間相關，這才是在最重要的語意，你在哪，我在這，

你在不在，我在，這是空間上的概念，空間呢，可以到時間，他在這裡，這

是一個 spatial 的 existence，他在吃飯，是一個 temporally existence，所以你

真正換掉的是從空間的domain到時間的domain，可是pattern其實是一樣的，

在這裡，地點，在吃飯，把吃飯當作一個行進間的動作，這個動作從 A 點到

B 點進行中，好像是空間中的 point，location，語言中呈現出來是一個很有

意思的認知機制，somehow 我們覺得時間中那種事件發生、進行就好像一個

地點，可以在那個地點，你怎麼表達一個地點，這是一個空間的概念，所以

我人在這裡，那吃飯呢？如果我把時間表達成一個線性關係，吃飯從 7 點吃

到 8 點，這個吃飯的時間 duration 也像是時間概念中的地點、位置，你說 which 

time point，point 是怎樣的概念？點線面，我之所以可以把時間用線性的概念

來呈現，就已經表達出我們是藉由空間概念來理解時間，一個事件所占有的

時間位置，也就是一個空間的地點，你可以說他在這裡，也可以說他在吃飯，

有一本書是一個認知學家寫的，他說語言提供一扇窗戶讓我們了解我們的

black box，我們常說認知是一個黑箱，可是從語言可以看見我們到底在想甚

麼，我們用在表達在這裡，用在表達在吃飯，可見是有關的，不然不會用同

一個 marker，用在既表達空間又可以表達時間就表示時間空間之間有某種關



聯，在認知上面是可以轉換的，我為甚麼會花一點時間在這裡是因為我們不

太了解語言很多時候表達出來的文法是一種認知的表現，了解嗎？你的認知

有一個機制是時間可以轉換，所以表達空間的在就會被用來表達時間，那進

行就像是一個空間裡面的存在，就像是在這裡，那另外一個，我想提的就是

既然這兩個一個是空間一個是時間，有意思的是他們不能同時存在，你說你

在做甚麼，你不能說我在這裡在吃飯，只能說我在這裡吃飯，或是我在這裡

吃著飯，不能同時用兩個在，可是可以說我在這裡吃飯，請問有沒有

progressive 的意思？你在做什麼？我在這裡吃飯，有沒有 progressive 的意思？

我在這裡吃著飯沒有問題嘛，我要問的是這個，我在這裡吃飯，有沒有

progressive？為什麼不能說我在這裡在吃飯，如果你告訴學生說在是表達空

間存在，又是 progressive，你的學生可能會出現這樣的句子，我在這裡在吃

飯，為什麼不可以？如果這兩個在的語意已經完全分開來了，已經完全不一

樣了，那一個是 marking 空間，一個是 marking 時間，有什麼不可以？兩個

語意不相干呀，之所以不能同時出現，我懷疑這個在它的語意同時有空間跟

時間，也就是說它的空間跟時間的語意沒有完全被 differentiate，這也是位什

麼不能同時用兩個在，用了一個在就已經涵蓋空間和時間，一種融合的語意，

這是我目前的想法，也就是從他在這裡到他在吃飯，這是概念問題，並不是

詞彙語意完全劃分，他在這裡吃飯有沒有 progressive 的問題？現在覺得有了

對不對，為什麼？again，progressive 是英文裡面我們借來的概念，真正中文



的在要從中文角度去看，就是我在那裏，我在吃飯其實也是告訴我們說我在

那裏，我在時間的那裏，他跟英文的 progressive 接近，因為他表達的是一種

ongoing 的 event，當我在這個地方，絕對不可能是一秒鐘，通常是穩定持久

的狀態，藉由空間同時表達時間，我在這裡如果會持續，我的動作當然也會

持續，中文其實是非常語意導向，語意概念非常重要。 

 

下面一個在的用法，你在家嗎？你打電話給朋友說請問某某某在家嗎，他阿

嬤都會說有在呀，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事情是我出國兩年打電話給最好的朋

友，他婆婆就說有在，怎麼會有在呢？你吃了沒，有吃，你用功了嗎，有啦

我有用功，寫完了沒，有啦有寫完，一般文法書裡不會寫的，我覺得這是中

文目前語法上很大的改變，什麼叫有？有在、有吃、有用功、有寫完，你打

弟弟了嗎，有他有打我。其實我們一般口語用很多這個有，可是文法書裡找

不到，對我來說沒有什麼不可以的，的確天天都在聽到這個，語言學的第一

課是什麼？descriptive grammar 跟 prescriptive grammar 對不對，沒有什麼應

該不應該，這不是錯，這是一個自然現象，we describe language as it is，即

便 prescriptive 的人想要告訴你說它是錯的，問題是它還是一天到晚在用啊，

他有用功，請問這個有在幹什麼？什麼叫有，中文詞彙很強調語意概念，有

是什麼？我有一本書、我有一輛車、我有一個孩子、他很有知識、他很有錢、

他很有學問，你有的東西表示這個東西屬於你，在屬於你之前它必須要存在，

我們在時態上好像會區分這個事件真實發生了沒，這個有跟在的概念也很有



意思，什麼叫做有吃？就是我吃了，這個有表達的是這個動作存在，你們不

要小看有吃跟有在，我有一本書，所以這本書是存在的，用功這件事情是存

在的，所以才能夠擁有，這個有表達的是完成和事實的概念，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去 study 看看，有沒有書提到這個有其實是 realis marker，就是 real 的意

思，就是 fact 的意思，realis 是語言學的 term，有沒有哪些動詞不能放在有

後面？有瞎、有死、有上樓梯、有上學、花瓶有破、我有高興，還滿 productive

的。 

下面我們要花一點時間談談形容詞和動詞之間的問題，這是我上次本來想請

你們做的作業，想想看這些東西，這些到底是動詞還是形容詞？你可以說高

興的人，也可以說他很高興，快樂的人，他很快樂，高個子，也可以說他很

高，用擔心做例子，可以說他很擔心，也可以說他擔著心，他擔心了，他擔

心了很久，他在擔心，他擔過心，擔心的，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我們先來

想想英文，我們可以從中英互相對照得到一些 insight，這是我最近發現我作

文課學生常犯的錯，his interests are very various，你可以說 he has various 

interests, he has diverse interests，看起來這兩個字好像一樣，可是你可不可以

說 his interests are various, his interests are diverse，哪一個比較好？diverse，

為甚麼？另外還有一個同學用 considerable，the sum of money is considerable, 

he made a considerable sum of money，不行說 something is considerable，你可

以說 he got a terminal illness, it’s a terminal illness, 可不可以說 the illness is 



very terminal，不行，為甚麼？到底 various 跟 diverse 有什麼不同？可以說

various ways, interests, 不能說 my choice is very various，這兩個都是形容詞，

只是這個形容詞的位置不一樣，第一個位置在名詞前面，這個叫 attributive，

它是一個 attribute，那這個叫做 predicative，也就是說這個形容詞是用在

predicate裡面的形容詞，所以我們叫做adjectival predicate，同樣的considerable 

sum 是一個 adjective 作 modifier，放在這樣句型裡面是做 predicate，terminal

在名詞前面是 attributive 的用法，可是放在這裡的用法是叫做 predicative，這

兩者有什麼不同？在英文裡面其實沒有辦法說這兩者有什麼不同，因為他們

都是形容詞，只是放的位置不一樣，那 exactly 要怎麼解釋為什麼只能用在這

裡不能用在那裏，從英文的角度只能夠說這個形容詞只能做 attributive 的用

法沒有 predicative 的用法，在英文只能告訴他，這個形容詞只能有這個用法，

不能有那個用法，目前我真正的重點是要講說，中文也有一樣的現象，我可

以說他是我的前任男友，他是我前任的男友，可不可以說這個男友很前任？

這是我的前任男友，他很前任哦，同樣的現象在英文也是呀，不可以說 he is 

very former，這裡有兩層問題，第一個是說的確有一些形容詞像 diverse 可以

用在名詞之前做 modifier，可以用在 be 動詞之後做 predicate，雖然都是形容

詞詞類，但也有像 various，只能放在名詞前面，不能放在名詞後面，這個就

有點像 former，從中文角度我們怎麼來分析？到底一個詞是形容詞還是動詞？

英文有 be 動詞，就會知道它是一個形容詞，在中文完全沒有 be 動詞，怎麼



知道它是形容詞還是動詞，基本上還是用剛剛我講的這兩個不同位置表達不

同功能來區分，一個叫做 predicate，一個叫做 modifier，如果用在 predicate，

在中文我們把它當作動詞叫 stative predicate，可以加很的這些 scalar state，

我們叫狀態動詞，有些是可以有程度形容的，可以加很、非常、十分，這些

degree modifier，另外有些非 scalar state，病、瞎、破，不能說很病，英文可

以說 he is very sick，從這裡可以看到他們語意內涵是不一樣的，病是一個

result，英文這個病是 scalar state，有程度之分，這一類我們當作狀態術語，

可是這一類呢，基本上只能放前面當 attribute 來用，前任女友，不能說他很

前任，新進人員不能說他很新進，它的相反是資深，但可以說他很資深，陽

光男孩，可以說他很陽光，中文到底怎麼回事？我用這些例子有一個目的，

要把語言教通一定要先理解語言、懂得語言，你在教中文一定會碰到這個問

題，重點是你怎麼去看待這個問題，怎麼引導學生去看待這個問題，這些前

任已故我們都沒有問題，為什麼新進人員不能說他很新進，資深可以說他很

資深，原因何在？感謝你的答案，他說資深是有程度的，那如果是兩端，一

端是新進，一端資深，新進這邊為甚麼不能說他很新進？你是昨天報到，他

是上個月報到，可不可以說你比他新進，語言中卻不是這麼回事，語言不是

world knowledge，語言是把我們看到的世界 codify，我們 codify 的是由一層

認知篩選，這個認知又跟什麼有關？請問資深跟新進這兩個詞彙產生的時間

有沒有先後之別？資深在中文是比較舊的詞，新進還真的很心，很早就在用



資深了，其實語言中還有個現象是我們過去不曾談的，就是 frequency factor，

就是用久了用多了就可以被接受了，當我們最早看到資深作為前面的，資深

主管、資深美女，by comparason，有些東西用了以後就可以接受，當第一個

人說什麼人很資深，大家接受這個概念，愈用愈多就可以接受了，資深存在

久，使用情境廣，就有點像天才，在英文也不能說 he is very genius，可是我

們可以說他很天才，所以有些名詞轉形容詞用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從天才兒

童變成他很天才，假設我們第一次有人使用說這對夫妻很患難，你懂，因為

語言已經有這個 pattern，語言常常有這種同儕壓力，就是說我在語言中有這

個 pattern，而且很 predominant，這些零星的弱勢就會有壓力要 conform，中

文裡面很多形容詞可以加很，如果今天我開始寫一首詩說這對夫妻很患難，

只要你懂，下一個人就可以再用，慢慢成為大家可以接受的，這叫同儕壓力，

形容詞前面有很的用法就是一個 predominant，所以從來沒有人說很陽光，沒

有陽光男孩之前不會有很陽光，這些都是從原先的 attributive 用法來的，陽

光可以用來修飾男孩，就把它放到後面，宅男宅女，很宅，氣質美女卻是相

反方向，最早有的用法是他很有氣質，所以這兩個 pattern 之間彼此互換，語

言是自由的，很活的，重點是要了解語言有這兩個pattern，一個是predicative，

一個是 attributive，大部分的形容詞可以互換，少部分不太能互換，牽涉到他

們自己概念不能 scalar，還有 frequency 問題，最後一個，波霸美女是我們可

以接受的，第二個階段我 predict 會有這個女孩很波霸的出現，同儕壓力，最



後提到一點，除了 frequency 外，前任、已故、致命，這些還沒出現 predicative，

不能放很後面，有沒有本身語意問題？如果能放在很後面，它就是成為一種

scalar state，當學生問你什麼東西可以放在很後面，你可以回答 as long as you 

can perceive a scalar state，所以前任、已故，沒有程度可言，這些東西不能放

很後面也有語意上原因，所以這裡有兩個 factor，有沒有 scalar 可能，有可

能的就可以放很後面，很陽光，陽光也不是 scalar 概念，可是放很後面，就

要 force 出一個 scalar 的語意，我一再強調語言是活的，今天你們又看到一個

鮮明的例子。 

 

很快的把下面部分講完，跟今天作業有關，請大家看一下所謂的近義詞，我

們沒有叫 synonyms，因為 synonyms 是同義字，所以我覺得語言中到底有沒

有完全的 synonym 是很可疑的，有時候你用 word 檔案拉出同義詞，他們真

的同義嗎？我喜歡叫近義詞，near synonyms，比方高興跟快樂，我們學了這

麼久的中文，請你告訴我高興跟快樂有什麼不同，時髦和流行有什麼不同？

趕時髦，趕流行，清楚、明白，有什麼不同，請你說清楚講明白，有什麼不

同，累和疲倦有什麼不同？忌妒和羨慕有什麼不同？你們今天回去選一組，

或是任何不在這裡的近義詞，你曾經寫作文好奇想知道的，選一組近義詞告

訴我有什麼不同，你要常常把自己想像成教中文的老師，我現在想要告訴你

們的是，從語言學角度，你要問兩個詞有什麼不同之前，請你先問你自己這

些詞怎麼用，如果你能夠找到不同用法，才能夠知道不同的意義，有語法上



不同，才顯現出語意上的不同，我可以說我很高興今天來這裡上課，我很高

興你來了，我很高興見到你，可是可不可以說我很快樂來到這裡，所以要從

這個角度想，從用法，我祝你生日高興，到底有什麼不同，第二個，比方時

髦跟流行，你會說這個人穿得很時髦，可不可以說他穿得很流行，他很時髦

還是他很流行，除了自己想之外，還有一個可以用的叫做 corpus，叫 sinica 

corpus，只要打入 key word 高興就會出現所有高興的句子，請你去思考怎麼

樣看待、怎麼教這些近義詞句子，它有什麼語意不同，要告訴我它有什麼用

法不同。 

 

今天新的主題是要講到中文的 pronoun，請你們選一篇文章，把所有看到的

代名詞和指示代名詞，他、它的、你、我、代名詞、所有格、它的、我的、

我們的，把它圈起來，這個、那個……都把它圈起來，體會中文到底怎麼用

它的代名詞，我們代名詞出現在哪，中文和英文代名詞有什麼不同。接下來

請你們做一個隨堂測驗，請把上面英文句子翻譯成中文，重點我都已經用藍

色起來給你們，其實我發現中文代名詞是最難的，原因就是你們剛剛做的那

兩件事情，請問你看到的代名詞是多還是少？這麼一長篇你看到十個以下的

請舉手，大部分十個以下，有一個是十個以上，是哪些代名詞？因為他選的

一篇文章在講剛剛去世的張美瑤的一篇文章，它的主題很確定就是張美瑤，

那其他的你覺得你的代名詞很少的原因是什麼？有沒有兩三個的而已？為

甚麼？廣告裡面沒有代名詞，還有呢？想想看如果協會這些機構在英文你們



會怎麼稱呼？這就是為甚麼我要你們做第二點，所以你會發現在中文的文章

代名詞使用頻率不高，照理說它都可以被指代，換成英文。 

 

來看看這篇，在你們翻譯的時候你們怎麼翻？turn on your computer，請打開

你的電腦，第二句，在螢幕上，那你的名詞到哪裡去了？用滑鼠，你的 your

到哪裡去了？在螢幕上按右鍵，然後呢，明明是 its 它翻譯成電腦，your, its

到哪裡去了？第三句，你會在控制台找到該圖標，it 變成該圖標，it 就沒了，

英文為甚麼要提？他終於做決定了，his 到哪裡去了？但仍然擔心他的決定，

你們了解我要幹什麼嗎？最後一句我們把他的翻譯 faithfully 呈現出來會變

成他終於做了他的決定但是也很擔心他的，這是什麼中文？你知道我那時在

翻譯的時候就突然意識到英文有很多這種句子，如果你一直說請打開你的電

腦你的電腦會發現全篇都是你的你的，因為所有的manu你會發現全都是your, 

its，right click on its，所以 faithfully 的翻，在它的螢幕上按右鍵，用你的滑

鼠在它的螢幕上按右鍵，你就會找到正確的視窗來尋找它的 IP 位置，它的、

你的，一堆，英文裡面這麼多可是翻到中文裡面不能翻。下面，你通常會發

現他在他的控制台，不能這樣翻耶，你的電腦的工具選項會秀出對你的電腦

可用的選項，你們了解我的意思齁，what's wrong here? 為甚麼英文的這些代

名詞所有格我們都沒辦法直接翻？剛剛這個很清楚了，剛剛這個也不能直接

翻，我很擔心他們，我希望今天有一點震撼感，我終於有一點震撼教育的味

道，很高興你提出中文以主題為主的概念，今天我想這個很希望你們有的震



撼是發現中文跟英文在名詞所有格或是代名詞使用上是很不一樣的，這就是

為甚麼英文這些都不能拿到，不能說 turn on computer，你們了解我的意思嗎？

英文裡面一定要有這些關鍵代名詞，中文裡面一定不可以有這些關鍵代名詞，

所以這兩個語言是很不一樣的，接下來的問題是哪裡不一樣？英文有一個規

矩，這就是我下學期開的課其中的一點，我把英文的規則歸納成十點，不是

只有這十點，它的大的語性的其中一點是名詞出場必有標記，什麼名詞出場

必有標記？就是這個意思，只要我們有一個可數名詞，它出場一定要有標記，

這就是英文一定要有這些關鍵標記原因，所有名詞一定要有，這就是我們中

國學生寫作文常常出現的問題，我在改大二作文一天到晚在改這個問題，名

詞出現可是前面沒有標記，你說什麼叫標記，你搞清楚他單複數，搞清楚是

a 還是 the，搞清楚所有格是誰這樣了解嗎，換句話說名詞出場必有標記的另

一種講法就是你不能出現沒有標記的可數名詞，這樣了解齁，可是中文呢？

我常常要提醒我自己不是在上英文是在上中文，中文的名詞怎麼回事？想想

剛剛的翻譯，中文名詞都是 bare noun，不加標記，他終於做了決定但是他仍

然擔心他的決定，為甚麼把代名詞還原名詞？這什麼道理？這就是我們這章

其實要搞清楚的，怎麼 describe 代名詞使用這是重點，剛剛我們同學已經講

出來重點，看中文一定要了解他跟英文有什麼不同，英文是以句子為導向，

每一個句子有清楚的結構要求，每一個名詞有清楚的指涉標記，那名詞為甚

麼要指涉？英文要求一定要告訴我是哪一個，標記清楚我指的是哪一個，這



是英文的語性，那中文為甚麼說請打開電腦，在螢幕上方，我就說螢幕、電

腦，中文不用告訴別人which computer, which screen嗎？看的人自己就知道，

這就很有意思了，為甚麼看的人自己知道？所以我說請打開電腦你當然知道

打開自己電腦，你不會去開別人的電腦，一定是這樣啊，我們不標記也很清

楚，所以中文一定有中文的法則，那中文的法則是什麼？你要怎麼去解釋這

法則所以你的學生才不會把......你們不要以為我在開玩笑，你如果不解釋清

楚，你的 English speaking 的天兵天將的學生是不是就翻譯成他終於做了他的

決定並且很擔心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嗎？有誰還記得我在第二堂課做了一個

presentation，的確是訊息傳達的方式，但是不是還要進一步講那個訊息傳達

的方式是什麼？更經濟，這個字用得好，所以你指出一點，中文有一個經濟

的傳達訊息的原則，同不同意？中文有一個比較經濟的訊息傳達原則，意思

就是說，如果我講 computer 已經知道哪一個，我就不用再多說了，整個真正

原因在於中文英文是不同法則，英文法則是 sentence oriented，每一個句子都

要有精準的標記，所有我們要傳達的東西你都必須標記清楚，時間要講清楚，

which one 要講清楚，可是中文叫做 discourse oriented，中文是在一個大的情

境之下先 establish 這個情境，當情境很清楚之後，情境中所有東西都可以納

入考量，情境中清楚的只有這個 computer，就是只有這個 computer，也就是

說我要先把主題確定，先把情境確定，情境中的成分也可以納入句法考量，

這就是 discourse oriented，第二堂課就提到，所以在 discourse oriented 的前提



之下，這裡的 discourse 有沒有清楚？我要告訴你怎麼使用你的 computer，在

這個 discourse 之下這個 computer 是你知我知，就不用多說，因為中文是以

discourse 為原則的訊息表達方式，所以可以有精簡的標記原則，我的精簡來

自於我已經 establish 一個大的 discourse，同時我允許 discourse level 的東西

進入我的句子裡面，所以不用一一標記的原因是在這個 discourse 之下是可以

清楚認定的，所以同樣的 mouse，我不用講你的，為什麼後來說不用講 his 

decision，因為他所做的決定當然是他的，那你說為什麼不能加進去？語意上

沒有錯，可是聽起來很奇怪，因為就不像中文，然後你說為什麼不能用他們，

worry about 他們，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如果我今天所有名詞都不標記，

當我用他們的時候你覺得這個代名詞清不清楚？因為我們名詞不需要標記，

所以我們很少用第三人稱代名詞，你找過整篇，都是人的他，有沒有物的它，

沒生命的，這個是在講茶葉，保持它的鮮度，可是整篇在講茶葉只有一個，

假設我名詞不標記就表示這個代名詞的先行詞其實是不清楚的，所以我反而

很少用代名詞，我要再次強調，他很擔心他的決定，我反而要把這個決定講

出來，所以這兩個是彼此相輔相成的，因為我的標記不清楚，所以我不常用

代名詞，我如果覺得有疑問我就必須把名詞再講過，其他名詞如果是情境中

很清楚就不用講了。所以這是我在一篇文章找到的一個，讓你們體會一下所

謂 discourse oriented，有位坐輪椅的女子來找我，你看這第一句話已經

establish 底下的 discourse，有一個女子來，是坐輪椅的，女子跟我，有兩個



participants，底下都是他說的，他說二十歲時走路經常跌倒，這句話裡面根

本沒有主詞，請問是誰二十歲的時候經常跌倒？因為我已經說他說了嘛，他

最有可能，接著呢，醫生診斷後，因為不是他，所以要把醫生講清楚，看病

得了多發性硬化症，你看這句話很有意思喔，醫生診斷後是誰？看病是醫生

看病，誰得多發性硬化症？我完全沒講，那你說我怎麼知道是女子？所以很

多很多東西你是藉由什麼東西去判斷？動詞。診斷是誰診斷？看病是誰看病？

得是誰得病？很多都是你在情境中藉由動詞來判定，並說，是誰說？醫生，

為什麼？因為前面是醫生診斷，可是這裡的並說也有可能是這個女生，所以

constantly 我們都在猜，但是我們又不想猜錯，請她要有心理準備，女生的她

出現了，發病，誰發病？誰坐輪椅？誰行動？看這裡的空格中文都沒說出來

可是英文必須標記的，你現在就可以體會到為甚麼我們的作文是這副德性，

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英文是什麼樣的語言你才能把英文寫對。同樣的，當你

教學生的時候，你需要把這一點清楚的指出來，你一定要讓學中文的學生看

到中文跟英文是這樣的不同，這樣了解嗎？接著呢，我們要再看，這些比課

本裡面講的更重要，我最近看到一個報導，居然說台灣有個地方叫貓村，而

且我很感動我覺得這群人很了不起，他們去到一個社區有很多的貓，這些愛

貓志工就進去把整個社區環境整理得很乾淨，同時把這些貓都照顧得很好，

定期去打針，還到處畫貓，把它變成一個觀光景點，我覺得這種愛動物的方

法真好，那我就想到說我們到底怎麼去用 pronoun？如果今天要形容複數的



時候，你說貓村有很多貓，請你們來選選看，你會說在貓村有很多貓還是在

貓村有很多隻貓，為什麼？我們不是說有 number 的時候就要有 classifier 嘛，

為什麼這裡就沒有？不要小看這些問題，我覺得這些都是問題哦，把這個圈

起來，貓村有很多貓，接著你說，他們都是當地人養的還是它們都是當地人

養的？你去看一些動物的書他們是用這個還是這個？我們說兩個都可以，一

個是強調他們不是人，這個是擬人化的用法，下面，每一隻貓都有名字，還

是每一隻貓都有一個名字，還是每一隻貓都有自己的名字？一或三，每一隻

貓都有一個名字，你覺得沒有人這樣講嗎？每天貓兒們會去找他們的主人，

還是每天貓兒們會去找他們的主人們？這不是很奇怪嗎，貓兒如果是複數的

時候你會說貓兒們，可是主人複數的時候你就不管了，說會找他們的主人，

什麼原因？你的外國學生一定會這樣寫，貓兒們每天會去找他們的主人們，

複數，然後貓兒只吃主人給的食物，還是貓兒只吃他們的主人給的食物，還

是貓兒只吃自己的主人給的食物，一或三，貓兒只吃主人給的食物，誰的主

人也不講清楚，貓兒只吃自己的主人給的食物，為什麼用自己的？最後，我

很喜歡貓，但是貓的糞便對孕婦有害，但是他的糞便對孕婦有害，但是他們

的糞便對孕婦有害，都可以，我很喜歡貓但是他的糞便對孕婦有害，第二個

不好，我很喜歡貓但是他們的糞便對孕婦有害，到底是什麼道理？請問為什

麼不可以用他的，一定要用他們的，然後這邊，貓兒只吃你又說不能說他們

的，所以複數的概念跟 pronoun 之間到底是怎麼回事？一個一個來，第一個



為什麼是很多貓不是很多隻貓，因為 default rule 是 number 加 classifier，那

為什麼不能說很多隻貓？什麼時候你會說很多隻？你家有幾隻貓，我家有很

多隻，跟數有關但不見得是數不清，你們有沒有覺得當我說貓村有很多貓的

時候，我的重點是很多還是貓？這個很多的意思是什麼？是一群，他的個體

性不重要，可是當我說這邊有很多隻貓，個體性很重要，一隻一隻一隻一隻，

當我說你家有幾隻貓的時候，你一定會說我家有兩隻，number 加 classifier

是用在你要去 specify 數量的時候，第二個是你對個體很有興趣，就是說 you 

are concern about 個體，如果你不 concern about 個體，只是在英文裡面也是

用複數就解決了，這時候複數不用加 classifier 是因為我把它看成一個整體，

一隻一隻的個體不重要，所以這是一個整體的 group，他們都是當地人養的，

其實這兩個都有，早期很多人用它，現在愛動物的人愈來愈多，所以人的認

知上面轉換是我的 choice，我把貓當成人就用人字部的他，每一隻都有名字，

again 看到中文特性，英文一定是說每一隻都有一個名字，你會發現這樣用

法愈來愈多，你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名字，每一個人都有一本書，其實你也

在用，只是中文 prefer 每一隻都有名字，我只要講出名字來，我前面已經有

quantifier 了，所以我的 quantifier 是很清楚的，這個名字是每一隻的，每一

隻都有自己的名字，自己也是很重要的一個，等一下我們會看到什麼叫自己

的名字，這個自己表示每一個 individual，下面，每天貓兒們，請問除了用貓

兒們之外你會怎麼 refer 複數的貓？可以用們跟動物，貓兒們會去找他們的主



人，貓兒們每天會去找主人們不好，為什麼？貓可以複數人不可以複數，有

這個道理嗎？學生問你說老師為什麼這裡可以用們這裡不行？英文一定是

這個，主人們，their masters，不加複數就表示只有一個主人，如果你硬要說

貓兒們會去找他們的主人們，其實也沒有錯，但就是不像中文，為什們？我

前面用貓兒們已經告訴你是複數了，在這個複數情境之下，其他東西就不言

而喻了，你硬要標記就 redundant 了，而且 not Chinese-like，所以為什麼可以

直接用主人，discourse-oriented 的原則，我前面已經有 quantifier 了，就像這

個，前面已經每一隻，quantifier 就不用贅述，硬要加也可以，可是怪怪的，

貓兒只吃主人給的食物，這個主人跟貓兒的關係已經很清楚了，貓兒只吃他

們的主人給的食物，好不好？不太好，因為又強調他們的，主人跟貓的關係

是很清楚的，貓兒只吃自己的主人給的食物，剛剛你說你不需要強調他們的，

那為什麼自己的就很好？為什麼自己的比他們的好？這個自己是指貓自己，

意思是說貓不吃別人給的食物，所以答案是不是已經出來了，為什麼自己的

可以，因為自己增加了一個語意，跟別人的做對照，他們的不好，因為他們

的沒有增加語意，這個自己是 new information，這個他們的你沒有增加新的

語意，只是把已知的說出來而已，這個自己的是有特別的語意的，最後一個，

我很喜歡貓可是貓的糞便對孕婦有害，這邊你們答案是三個都可以，我們會

說貓的，我們不太會用他的，第二個可不可以？不好，第三個，可不可以？

我們一個個比較，為什麼貓的比他的好？什麼叫沒有必要用代名詞？如果從



英文角度，我前面已經提到貓為什麼要再提到一次？從 discourse 角度也是

redundant，我很喜歡貓但是貓的糞便，為什麼又提到貓？我換一個角度問，

不管是咪咪還是貓，為什麼一定要用貓的？為什麼我不可以說我很喜歡貓但

是糞便對孕婦有害？你知道我們所謂 discourse-oriented，是 discourse 有一些

東西是可以 activated 的，但是假設你講別的東西，通常不會跟電腦相關的，

就必須要強調是誰的，所以我們剛剛說 discourse-oriented 還是有一些限制，

在一般情況之下，通常會被 activated 的新概念，所以是有一個 strong 

association，你不會想到貓就想到糞便，不是一個 normal 的 association，因

為這個糞便需要被 specify，你們為什麼會覺得貓的就是因為中文比較不

prefer 無生命的它，能省則省，你們會覺得他們比較好是因為你們知道貓是

一個複數，泛指所有的貓，這邊我把代名詞該注意的大概都歸納整理了。你

的代名詞不好好使用，講中文就會變成講英文，講英文變成講中文，慎之戒

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