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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和疑問，中文的否定難不難？試試看，我去參加 party，我昨天去參

加 party，否定，我現在講一句你們來否定看看，我昨天去跳舞，我昨天沒去

跳舞，我要去跳舞，我不要去跳舞，我去跳舞了，我沒去跳舞，我還要去跳

舞，我不要去跳舞，還到哪裡去了？有些東西好像滿簡單的，下一張，填填

看，第一個，他昨天沒來上課，他一直沒來上課，可不可以說他一直不來上

課，又可以用沒有可以用不，what is the difference?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我不想學中文 vs. 我沒想學中文？不跟沒是我們第一個要討論的，

那中文到底有幾種 negation？根據課本，有 4 types of negation，不，我不去、

他不好，一般我們說不，可是不去為什麼換成二聲？什麼時候變？四聲，我

不去，他不好，一聲呢？他不高，第二聲，不行，三聲，不好，四聲，不去，

所以四聲就變成上下，你說的沒錯是一種自然調整，因為要講去，從高到低，

不去，如果都是四聲就比較難，require more effort，下面這個呢，沒來，會不

會變聲？沒有改變，似乎我們念二聲比四聲稍微不費力一點，下面這個別，

別來、別吃、別鬧，別是什麼意思？不要，但是已經結合成一個字，沒有跟

沒，有什麼不一樣？他沒有很多書，這裡沒有很多人，這些都是今天要討論

的題目，先把問題亮出來，先看不，不可以在這些位置，不是最常用的，我

不一定來、他不可能去，這些屬於 certainty adverb 可以加不，不想、不行、

不在，可以放在 preposition，他在家不看書只看電視，可以放動詞，它語法上



很自由，看看它的語意，only bu can be used to negate the following situation，

什麼樣的 situation 呢？看看第一個，他在家不看書只看電視，什麼時候發生？

habitual，習慣事實。第二個，ongoing situation，他不在圖書館看書，這個在

既是空間也是時間，因為在圖書館的時間是一個 duration，在這個 duration 中

做一個事情，同時也是 progressive。intention，我不想去，加上 aux 的都有某

種 intention。Future，我不能來、我不能去，這些是它的語意上面可能的分布。 

 

沒呢，to negate the complete event，他昨天不來，什麼意思？他昨天不想來？

昨天有一個舞會，他昨天不來，可不可以這樣講？比方我們有一個三天的活

動，我就說小明昨天不來今天來，可不可以這樣講？所以這是什麼意思呢？

he did not plan to come，但是不能說 he did not come yesterday，就變成他昨天

沒來，那沒有呢？有可以 be used without 有，我沒去，我沒有去，我沒錢，

我沒有錢，基本上，沒，就是沒有的簡化，所以可以想想看有沒有一些情境

是只能用沒，或是只能用沒有的，are they completely interchangeable。下面，

還記得我們說有就是有，表達存在，空間存在，只有在這時候，我沒有很多

書，不能說我沒很多書，可是我能接受，我沒很多錢，可不可以這樣？想想

看，是不太好啦，可是好像我們也常常這樣講，沒很多人在這裡，所以事實

上表達 existential 的因為是有，所以一定要用沒有，不能只用沒，但是，語言

是會受影響的，即使我說我沒很多書，你也可以懂，雖然好像不是最標準的，

那這個別，基本上很清楚，就等於不要，用在 imperative，別聽、別說話，禁



止你做未來要做的，要表達 future，所以是 imperative or unrealized situation，

這是課本的，但是不夠清楚簡潔，我自己做了整理，先請你們看這裡，我不

吃蘋果跟我沒吃蘋果有什麼不一樣？我不吃蘋果怎麼翻譯？I don’t eat apples，

我沒吃蘋果呢？I didn’t eat apples，不同在哪？所以記得，這個不的意思永遠

是 negate 一個 non-actualized state，可能是 stative 狀態，可能是 factive，所以

通常是一個 state，這個 state 可以是 fact, habbit, future，所以它基本的意思，

不，是在否定真實與否，it is not true that i eat apples，所以我不吃，沒呢，negate

一個 actualize state，事件跟狀態不一樣，事件是一種改變，會有時間性，狀態

在時間上有延展性，有長久恆定性，通常是延續一段時間，state 沒有動態，

event 比較有動感，什麼叫做 actualize，之前講時態，曾經講了字，吃了飯、

跳了舞，我那時提到，很多人把了分析很複雜可是對我來說，中文裡面

Actualize 很重要，這事情已經 actualize 就是了，沒有 actualize 就是沒，沒的

意思呢，表達的是一個事件完成與否，真實發生了沒，它真正意思就是 it didn't 

happened that，不否定的是 it's not true，狀態跟事件 somehow 中國人特別的敏

感，如果你要進一步問的話，是，為什麼中國人要分這兩個 negation？特別注

意，有不跟沒，還有沒有了？這是外國學生常出現的問題，我沒去了那個舞

會，我沒吃了晚飯，很自然，為什麼加了沒以後，就不能有了？想想看，第

一個問題是中文為什麼有不和沒的區別，第二個，為什麼加了沒就不能有了？

這兩個問題是彼此相關的，了有了的標記，在標記事件 actualize，可是現在是



否定，我常跟學生說，把沒想成不了，就是 not le，已經包含了了，不能再寫

了，邏輯上也是，否則就衝突了，非 P 則 Q，不能兩個在一起，第一個問題

還是沒有回答，為什麼有不又有沒，其實答案已經在過去討論中多多少少有

提到，想想這兩個句子的不同，我不吃蘋果跟我沒吃蘋果不同在哪？他們的

不同就表示是中文特別在乎的，為什麼要標記就表示他們要區分，為什麼人

家說語言與文化是息息相關的，因為語言中去分的可能就是在文化中重要的，

所以通常我們很少用文法去談語言與文化，我們常常談詞彙，一個語言在哪

一塊詞彙特別發達表達它的社會價值，中文跟英文有兩大區塊的詞彙特別明

顯不同，你在中文能表達的不見得能在英文表達得很清楚，親屬kinship terms，

我曾經有一次教親屬，上完所有同學頭昏腦脹，uncles aunts 分成多少種，親

屬關係在中文非常複雜多樣，反映出來的是什麼？不只是家庭觀念，同時也

是社會結構呈現，你之所以要分得那麼清楚的原因是因為傳統家庭是一個大

家族，所有的人都住在一起，最近我已經接待四團從大陸來的親友，先是我

的表姊，一個在美國居住一個在澳大利亞，就順便來玩，然後我婆婆的弟弟

就是我的舅舅也來了，走了後我的表哥跟表姊也來了，最近接待的是從山東

來的，我先生姓李，他們很驕傲的說他們可以一直推朔到李世民，這麼大一

個村子全都姓李，你跟我的關係你跟他的關係，實際的結構影響了語言的發

展，所以這個人叫李國生，我先生叫李清源，可是我們之前其實沒有什麼直

接的關係，只是在一個家族裡，這一次我才知道，請問你爸爸這邊的親戚你



怎麼叫？我打電話給我在美國的女兒，我說，最近有個親戚來訪，婆婆就說，

不是親戚，是本家，我從來不知道還有這個分別，因為他也姓李，然後媽媽

這邊的才是親戚，我用了 50 年的中文從來不知道有這個區別，所以今天你們

也學到了，爸爸這邊叫本家，媽媽這邊是親戚，再一次強調詞彙跟文化之間

的關聯。 

 

還有一個你也很難翻譯，食物，ways of cooking，你去看那個美國中餐館的

menu，常常看完一頭霧水，中文的為什麼叫麻婆豆腐？要怎麼翻？東坡肉，

翻成 spicy tofu 就一點意義也沒有，還有青龍白雪，就是黃瓜切段還是切片上

面灑白糖，這個不跟沒其實跟了一樣，表示我們重視事件到底真實發生了沒，

在表達 negation 也有這兩個不同，真實發生 negation 是沒，it’s not the case 表

達一個均衡穩定狀態，這個跟沒不太一樣，這是中文講究的語意區別。他們

訪問三個同學，他們沒有訪問三個同學，他們想要訪問三個同學，他們不想

訪問三個同學，事件沒發生跟狀態，基本上就是不和沒的區別。我們休息一

下。 

 
 

所以不和沒區別搞清楚，接下來，當句子有副詞，還、都、再、也等等，他

還要吃一碗，否定，他們都要吃，否定，他們都不要吃，他再去一次，他也

說中文，這些問什麼難，為什麼第一句想半天都不知道怎麼辦，為什麼有了

還就不知道要怎麼辦？這裡牽涉到 netagor 到底在 negate 什麼，先來，如果是



他要吃呢？他不要吃，甚至他沒要吃也可以，那為什麼加 negator 的時候特別

奇怪，這個還到底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不可以說他不還要吃？剛剛同學提到

的是他還要吃表達的是 more，he wants to eat more，不能否定 more，因為不加

上去不能否定 more 的意思，是這樣嗎？有沒有其他看法？如果是 i want to eat 

more，中文怎麼否定？他不要再吃了，他還要吃跟他不要再吃了，那整個都

不一樣了，英文 he wants to eat more，否定，he doesn't want to eat more，中文

你要整個改變成他不要再吃了，如果是再去呢？改成不再，真的有再的時候

怎麼辦？再去一次，比方他去了貓村一次，他再去一次就發現那裏有更多的

貓，再去一次，怎麼否定？他不要再去一次？他不要再去？他不要，所以要

用不要，他不要再去了，又加了了，他再也不去，他再也不去一次，我們要

怎麼加上 negative marker，中文否定其實比我們想像複雜，他也說中文，否定，

你知道這些問題為什麼複雜嗎？因為這裡牽涉到兩個層次語意，我們到底否

定什麼是重點，他也說中文，你否定的是他說中文還是他也說？所以你的語

意要先 isolate 清楚，identify 清楚，如果說他也說中文，否定就是那堆人不說

中文，他也不說中文，他是相對概念，那可不可以說他不也說中文？他也不

說中文，或是如果你否定說中文的部分，比方他會說英文他也說中文，你否

定的就是他不說中文，所以這句話有兩種語意的可能，一個是我們這也是中

文，所以是英文加中文，就會變成他不說中文，假設有一群人說中文，他不

說中文，他也不說中文，難是難在解讀要先清楚。再去一次呢？也是要把語



意搞清楚，是他再去了一次的話，否定，他沒再去一次，如果是他要再去一

次，他不要再去一次，所以我故意用這個，因為這個時態不清楚，可是中文

一定要搞清楚你 negate 的是發生還是意願，搞清楚了這個 negation 才出得來，

再來，他們都要吃，當你有都，這時候有兩個可能，是都不要吃，還是不都

要吃，範圍不一樣，non of them，不都是 some of them，不都跟都不，有講究

的，最後，他還要吃，用剛剛原則，要先選一個解讀，如果我否定的是像剛

剛這同學講的，我還要吃更多的東西，要否定的是 eat more，就變成我不要吃，

假設我否定的是，我還要吃，表示我還要再去拿，我要再做一次吃的動作，

那 negation 就變成我不要再吃，這時候為什麼要加再？因為要再去做吃的動

作，所以為什麼還加進去就變得很奇怪，因為還至少有兩個解讀可能。中文

negation要搞清楚指的是狀態還是動作，intention or happening，所以這個不再，

我們會有一個 topic 來談副詞，這個再是很痛苦的地方，我們再加一個句子，

他又吃了一次，他又去吃了一次，換成又，如果是表達事件 happening，他沒

又去吃一遍，沒有又去吃一次，很奇怪，還有一個可能，所以剛剛否定是，

這個沒有發生，那如果要否定是，it's not true，it's not the case 他又去吃，again

這個又和還有點像，是動作再做一次，還是吃更多，他又去吃，表示吃更多，

如果要否定，他沒有吃更多，我如果問你說你又去吃了一次嗎？沒有，我沒

再去吃一次，所以其實真正痛苦的是再和又到底怎麼區分，這是我們談 adverb

時要去談的，再見，可不可以說又見？在路上碰到，說又碰到你了，不能說



再碰到你了，這不是今天的重點，我想這部分是要讓大家知道，當你加副詞

了，你的 scope of negation 是名詞還是動詞，下面一個部份我們要來看

interrogative 疑問句，基本上中文有四種疑問，wh question, disjunction，去還

是不去、要還是不要，也牽涉到 A not A 問題，能不能、可以不可以、會不

會，not 本來是 negation，在這裡是正反都給你，但是還有些變形，比方，你

能吃魚不，他們的痛苦應該是這裡，是 question or negation？他走了沒，最後

particle 不是加嗎的。 

 

第一個，wh question，這是最簡單的，中文就是把 question word 放在本來的

地方，誰說的，說什麼，去哪裡，什麼時候去，中文基本上就是放在名詞原

來應該在的地方，就是代替名詞的疑問詞。所以這邊我們來對照一下，什麼、

誰、怎樣，好像還有別的講法，還有怎麼樣跟如何，每次你有兩個詞就會很

痛苦，他們會問你什麼時候用怎樣，什麼時候用如何，為什麼還可以說什麼？

為何，你為何不來，多少，這個也是一個痛苦的地方，多少跟幾個一樣嗎？

你有幾個孩子、你有多少孩子？你有幾個錢、你有多少錢，哪些、哪裡，還

可以說什麼？何處，為何、如何、何處，為什麼不同？為什麼跟為何的差別

在哪？書面語？書面也可以說為什麼，formal，來源是什麼？從時間上來講，

為何出現的比較早，為何是八股文、古文，為什麼是比較白話，因為它比較

古奧，所以比較出現在正式的，表示我比較有學問。下面呢，就一個一個來

看，你說什麼、你說誰，這是整個 NP，還有呢，也可以是有 modifier NP，你



說什麼話，什麼變成形容詞了，什麼東西，這就是為什麼在英文作文會看到

what thing，誰家有游泳池，中文的什麼跟英文不一樣，什麼東西，其實英文

也一樣，英文可以說 what position did you play，只是我們為什麼不能說什麼

東西，what thing，因為可能的原因是，thing 是 default noun，what 本身就是

what thing，what’s the matter，所以英文的 what 有 generic category，可是中文

後面可以接任何東西，怎樣、怎麼、為什麼，他怎麼樣了，這是很有意思的，

中文說他怎麼了，或是他怎麼樣了，how is he，但是，英文的 how is he 你怎

麼翻譯？他現在情況如何，他還好嗎？他好嗎，跟你說他怎麼樣了一不一樣？

中文他怎麼樣了翻成英文，不太一樣，可是加了了，他怎麼了、他怎麼樣了，

what happened to him，重點，這裡有了啊。下面，verb phrase，他沒有車怎麼

去，這是 in what way 的意思，你幹嘛去，你為什麼不聽話，這個為什麼、怎

麼，到底有什麼不同？你幹嘛不見得是 why，你幹嘛本來的意思是什麼？幹

是動詞，嘛是做什麼，所以你做什麼，為什麼你做什麼會變成 what？你幹嘛

去、你幹嘛一直講話，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可是就不能說幹嘛幹嘛幹嘛，

這兩個有什麼不同？重點就是，我一再強調語言是很簡單的，幹嘛就是做什

麼，那做什麼的本意就是 do what，只是在某種情境之下可以轉意變成為什麼，

所以他只有在這個 pattern，你幹嘛，後面要加一個 VP，你幹嘛去、幹嘛吃、

幹嘛講話，後面要加一個 predicate，為什麼加了 predicate 後會變成 why？因

為你都已經把做什麼講清楚啦，在這情況下不可能再問你 what，這時候幹嘛



會變成 why are you doing this，其他情況下幹嘛就是幹嘛，語言就是這樣，我

已經標記了，就不會 redundant。這個剛剛說的如何，他沒有車如何去，這是

演古裝劇，叫我如何是好，它的確是比較古奧，多少，主要的目的是在 ask 

question about quantity, how much，在中文裡面我們不用標記，多少就是多少，

那重點是多少的後面需不需要加名詞，你們有多少錢、多少人，這個名詞是

必要的嗎？答案就在下面，你們要多少給多少，所以多少可以接名詞，也可

以是名詞本身，你要多少，我就給多少，你想學多少我就教多少，可是幾呢，

幾一不一樣？多 can also occur in front of a monosyllabic adjective，多好啊、多

壞啊、多高啊、多難啊，利用多，做為一個程度上的強調，別人都是用 positive

這端做為代表整個 semantic domain，所以多少，是用正的跟反的，所以 how 

much 是多少，長度我們說長短、高矮，size，大小，中文有習慣是用 positive 

main verb 做為 domain 代表，英文長度寬度高度，這都是從英文來的，英文的

翻譯，慢慢變成我們常用的，否則應該是長短、高矮、胖瘦、寬窄，你的父

親今年多大，你會這樣問嗎？這是課本的句子，我覺得很奇怪，你父親今年

高壽多少，你父親今年多大年紀，這是在你們這個年紀，像我媽已經七八十

歲了會不會說你媽媽幾歲？你會說你父親高齡多少，或是高壽，重點應該是

多大，是 how old，你也可以問你父親今年幾歲，幾歲又可以變成多少歲，所

以有一些中文疑問詞是可以變成多大這種講法，所以 how old 在中文就有兩種

講法，可以說你多大，也可以問你幾歲，你會不會問說你多少歲？我覺得每



次教這很痛苦，這邊可以說幾塊錢、多少錢，幾公里多少公里，大部分幾/多

少可以互換，可是你幾歲不能說你多少歲，可是其他情況你說過了幾個星期/

過了多少星期，過了多少時間，在台灣你很少聽到多少歲，在台灣你會說多

大，不會說多少歲，有些地方是不太能夠通用，好，幾，是 only use for countable 

nouns，不能說他有幾個錢，概念不太一樣，剛剛說的多少，是 count，可是幾

只能用在 countable nouns，我如果問說這裡有幾個人，通常一定是 small 嗎？

也許是相對的，相對概念的確可以看得出來，多少人的確沒有 expectation，幾

呢，如果是一千人你說這裡有幾個人，的確不太合，你的孩子今年幾歲、你

現在有幾個孩子、你現在有多少個孩子，給你們看看這個對照，他幾歲、他

多少歲，要幾個、要多少個、過了幾天、過了多少天、長幾公尺、長度是多

少，溫度是幾度、溫度是多少，幾度夕陽紅、多少度夕陽紅，但是這兩個不

見得要加 measure word，這兩個語意上面似乎是相等的，可是實際在各別用法

中會發現他們不對等，原因是什麼？你說幾度想表達的是什麼？所以沒有問

題，重點還是，幾跟多少是與少的區別，有沒有別的看法？幾一定要加 classifier，

多少不一定，幾跟多少的確有一個 contrast，英文 countable/uncountable noun

也是一樣，當我把他個別化，不只是數量本身，還有語用上概念是當你把它

拿來數，就可以個體化，個體化的東西重視的是個體，所以幾度，不只是時

間次數，而且是個體，一次又一次的這個個體的次數或事件是我的重點，可

是多少是模糊的總量，多少是一整個 amount，而不是看中 individual，幾帶出



來的語意是 individual entity，多少帶出來的是一個 total amount，所以 total vs. 

individual，多少夕陽紅就變成量，而不是個體性，多少講的是量、total amount，

多少風流人物講的是 amount，而不是 individual，所以我想今天提出的問題也

許不見得是標準答案，重點是語意到底是什麼，我們能不能藉由一些用法對

應來看出語意的不同，這是語言學，就是找出一堆用法有什麼不一樣，從用

法來歸納，上次我們講高興跟快樂，想出來沒？有沒有人做這個？上次跟你

們講過，先去看它的用法。露出高興的神情，快樂也可以，李遠哲今天非常

高興有這個機會，可不可以說非常快樂有這機會，你可以說我很高興今天來

這，不能說我很快樂今天來這，太高興以至於怎樣，可不可以說他太快樂以

至於怎樣？讀得很高興，讀得很快樂，吃得很高興，不能說吃得很快樂，就

發現這兩個不太一樣的地方，快樂通常說內心的快樂、快樂的一生，後面接

的的確是比較長久，快樂是持續比較長久，那高興是什麼？後面這個今天來，

是今天來這件事讓我很高興，高興是一個狀態改變，我可以從不高興變成高

興，高興後面可以加一個因，這個 cause，cause 我高興，高興是一個立即產

生的狀態，不是狀態改變，另外呢，這邊說我讀得很高興，這跟長一點狀態

或是發生狀態有什麼不同？它變成一種結果狀態，高興牽涉到 change of state

概念，所以可以做為 result，可以有 cause，高興比較短暫，這個短暫應該是

說它是一種改變，狀態改變，高興改變，快樂是均質長久狀態，另外呢，要

我高興就陪我打麻將、高興時就汪汪叫，要我快樂就打麻將，這是一個對改



變造成的狀態，你可以改變我的狀態，高興第一個是比較有改變性，第二個

是，比方我說，我想高興就高興，可是不能說老子快樂就怎麼做，快樂只能

說祝你快樂，不能說祝你高興，你可以造成改變，我也可以操控高興，可是

有些事情是你不能主宰，我說祝你快樂，只有上帝可以給你快樂，所以高興

有操控性，control，高興的第一個語意是有 change，第二個是有 control，可

以 control，提這個是因為剛剛我們看的多少、幾，高興快樂這種，從語言學

角度出發，都是先看它的語用，看語法表現，這個詞我怎麼用，從這個完全

的用的比較來歸結出來，所以以後你們碰到任何問題也是先列出所有用法，

愈有完全語法，就愈能找到語意上真正不同，你要 backup 所有理論。我們今

天就先提到這裡，我們把這個講完就下課，哪、哪些、哪個、哪裡，基本上，

這個哪要怎麼翻譯？which, which one，哪兒就變成 where，最有意思的是，我

學生曾經問說，什麼時候謝謝你要說哪裡哪哩，什麼時候說不謝，究竟哪裡

哪裡是什麼意思？中文為什麼說 where where，要怎麼解釋？當我給你一個稱

讚，你謙稱說 where where，意思是說找不到呀，你說的在哪呀，你好聰明，

哪裡哪裡，所以藉著這個疑問詞來表達哪裡，找不到，回到詞意本身解讀，

每個詞有一個核心語意，這個語意可以慢慢轉到別的地方，基本語意還是

where，所以通常你給 compliment 的時候會用哪裡哪裡，這個謝謝\就是你把

它當作 compliment，不然就只會回答不謝，所以是不一樣的角度，好，最後，

這是今天的問題，我們今天在講疑問詞，whatever, whenever, whoever, wherever，



中文怎麼翻？回去玩玩看，how would you translate，最重要的是怎麼教、怎麼

用，whatever 跟 what 有什麼不一樣？這是今天的作業，see you next wee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