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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今天我們一開始想把上次上的 negative 做一個複習，那我們今天主

題是在繼續講 A not A question 和 imperative 祈使句，可是我們上次講

negation的時候我覺得還有一些沒講完，這裡有兩個 pair，不同的word order，

上次才講到他還要吃，否定很困難，因為有 scope of negation 的問題，今天

我再把 scope of negation 呈現出來，這些用法都可以嗎？有沒有問題？不都

跟都不有什麼不一樣？希望透過這個討論更了解 scope of negation，就是你

否定了什麼，要不要試試看造一下句子？花兒再不開，跟花兒不再開，有

什麼不同？不再好像我們比較能接受，不會再開，no longer，那再不呢？花

兒若不開，這個再是若的意思嗎？所以應該跟又不一樣，為什麼再不開我

們通常必須把它 paraphrase 成，要是花兒再不開，花兒再也不會開了，原因

何在？第一個是把它改成 conditional，要是花兒再不開，下面一個呢，好像

在做 comment，花兒再也不開了，所以 either 是要是再不開，要不然就要加

個也，花兒再也不開了，原因何在？所以剛剛訪問的同學說，中文文法沒

什麼難，放在一起說就好，這個放在一起的order是中文最重要的語法現象，

不再，你看它的 linear order 很清楚，可是再不呢？這兩個不完全對等，這

裡的再不是什麼關係？不開，這個再呢，跟不開之間其實沒有直接關聯，

這個再是指什麼？不開其實是跟後面的 predicate，這個再其實是再另外一

個層次的，這個再跟不開其實是在兩個層次，要是花兒再不開，這個再其



實是對應前面的一種情形，花兒一直不開，要是花兒再不開，再，relate 的

是時間上的狀態，後面不管是不是不開或是什麼都可以，要是花兒再怎麼

樣，所以這裡不見得是不的問題，花兒再也不開了，為什麼加了也比較好？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這個再其實是跟前面的情境有關，你說花兒一直都沒

開，或是花兒謝了很久了，為什麼加了也比較好？表示這個副詞本身其實

是跟上一個 level 有關，跟下面這個 predicate 可能不是直接有關的，也就是

說再也是屬於 modality 的問題不是 preposition，這就是為什麼加了一個要是

就比較好，modality 就是 it may, it can, it must, it should，在表達一個假設情

境，你應該、要是怎麼樣，所以這個再其實是在整個句子的 level 而不是

predicate level，我畫一下，花，不開，如果是不再的話，直接跟這個不相關，

是屬於 predicate 一部份，可是再不呢？再不其實是再屬於整個句子上層的

modification，花不開這個情況再出現一次，這樣了解嗎？所以是花不開再

出現，這個再是修飾整個 preposition，可是花不再開呢？這是在 predicate 

level，這是在 VP level，這是在 sentence level，這樣可以清楚嗎？大概的結

構是這樣子，所以你有了這樣基本的概念再去看這些例子就比較 make sense。

再看下面這個，蘭花也不開，這個也呢，是跟誰相關？基本上是蘭花不開，

所以茉莉不開，蘭花也不開，把蘭花不開跟另外一個情況相關起來，所以

是在蘭花不開的 sentence 之外的，可是不也開呢？這裡跟不再不太一樣，

這個再是在不的 negation scope 之下，可是不也呢，這個也是沒有辦法被放



在 VP 裡面，因為也是句子 level 的連接，所以不也開了，只能說，茉莉開

了，蘭花不也是開了嗎，我故意用一個是，當我用是的時候，英文翻譯就

是 isn’t it the case that still，所以這個不也，是不是也，加了是在裡面，就很

清楚的看到這個不是和開之間是在兩個 level，因為你沒有辦法解釋蘭花不

也開了和不再，這結構完全一模一樣，可是我要強調的是也，結構不能在

VP 之下，因為它連接的是兩個 event 之間，所以蘭花不也開了只能說蘭花

不是也開了嗎，這個也不能用不去修飾，當你有不，其實是兩個不同層次。

再下面，蘭花還不開，表示蘭花還是在某個不開的情況，但是蘭花不還開

了，就不好，跟剛剛那個不也開了是一樣的，還和也是句子 level 的連接，

所以不能在 VP 之下，加了是就很好，表示它其實是更高層次的，蘭花又開，

去年不開，今年又不開，所以又不，跟前面的一個已知的狀態相關起來，

但是不又呢？也不行，所以你看到也、還、又是不能在不的 negation 之下，

所以蘭花不是又開了，加了是在中文是怎樣的情況，我們以後會討論，這

個在講他很高跟他是很高的，有什麼不一樣？這是中文裡面一個很大的問

題，某些情況之下你知道，它其實不能放在 VP level 去否定，在教 negation

時候有可能會遇到這些問題。剛剛有沒有聽到睿良講的，他說再好像是指

向未來，又是指向過去，這一點的確是非常有爭議性的，我也希望當我們

講副詞的時候可以好好討論這個問題，Integrated Chinese 就說再是未來，又

是 past，但是我一直對這個說法存疑，因為我想不透為什麼語言要把未來的



again跟過去的 again 區別出來，你們可以幫忙想想看又可不可以用在未來，

再可不可以用在過去，我其實有想過，而且我想到一些句子，明天這個時

候太陽又會升起、你明年又有一個機會，所以這就跟早期教中文的人說了

是 past tense 一樣，我實在很存疑，因為中文其實對 past future 並不是那麼

關係，我們沒有其他東西在區分 past &future，為什麼 again 的時候突然要

區分？完全沒有道理，我今天提出這個是，也許標準答案我也不清楚，我

提出這個是我在講 negation 的時候，這兩個的 order 其實關係的不是只是

order，它關係的是兩個層次，就像你說，中文為什麼講他很聰明跟他是很

聰明，中文也是有區分，蘭花部還是開了嗎，蘭花不是又開了嗎，為什麼

加上一個是就比較好？所以今天即使對這邊還沒有深刻印象，至少你知道

再不、不再，也不、不也，兩個是非常不一樣的。 

 

大家可以開始思考，究竟又、也、還、再、都，這些中文單字的 adverbs 有

什麼功能，我剛剛講的重點，很簡單的，我想我要強調的是也、又、還，

這些 adverb 和再或是都不太一樣，因為都不、不都我們都可以接受，但是

也、又、還，似乎只允許這種的 negation，也是花不開、又是花不開、還是

花不開，而不是在不的底下，所以今天這個部分就到這邊，我們繼續下面。 

 

上個禮拜還記得嗎，wh question，名詞該放在哪裡就放哪裡，他回家，誰回

家，吃東西，吃什麼，找人，找誰，到公園，到哪裡，唯一的一個，是怎



麼或是如何，那方法放前面，怎麼做，如何做。這部分清楚了之後我們看

今天的 question formation 的另外一個。我覺得中文在這邊就是可愛得不得

了，又簡單又實惠，他會說中文，變成，他會說中文嗎，除了加嗎，除了

使用 grammar 以外，其實疑問句還有一個方法是所有語言都可以使用的，

只要運用 intonation，音調還要加上你的眉毛，有人的眉毛會動一邊的有沒

有看過，intonation 就是一個幫助，中文的嗎就是一聲，非常上揚的，其實

一聲高到其實像在唱歌，就是很高的 pitch，加了嗎的問題都跟英文的 yes no 

question 類似的，可是我們回答跟英文不太一樣，我們來看這邊，你會修車

嗎，不會，你會騎腳踏車嗎，會，很簡單，所以這邊有一個 aux 就用 aux，

那沒有 aux 怎麼辦？你修車嗎？你打籃球嗎？不打，直接重複動詞，你修

車嗎，可以回答對，可以回答修，甚至可以整個 verb phrase，修車，這些跟

英文很不一樣，will you come to the party? Yes I well.  No I won’t，基本上

aux 是被要求的，但是中文你該去嗎？你吃過飯了嗎，吃了我吃了，所以在

這些問題裡面對和是沒有一定要，沒有一定要加 yes/ no，可以 simply repeat 

the auxiliary，為什麼中文可以藉由重複動詞回答？當然中文也可以回答對

或是，重點是我們可以直接重複動詞，該去嗎，該、不該，吃過了嗎，吃、

沒吃，這個跟什麼有關？中文的這個回答方式跟中文問的方式一樣的，我

們為什麼回答該、不該，因為我們覺得這就是我問問題之後的可能，也就

是為什麼會有 A not A question，還記得上次有同學說他覺得 A not A question



不合邏輯，因為看到 not 就是否定，可是我把我的選項基本上都呈現出來，

除了該，就是不該，你說的 yes/no 就是二擇一，不是該就是不該，只有兩

個選項，那中文的整個你可以看到他表現出來的特性就是我把選項直接說

出來，我在疑問句的時候是這樣子，我在回答也是直接說出這兩個選項，

中文整個問句 Q&A 我們的 frame work 就是這種 A not A 的思考方式，是、

不是，好、不好，有、沒有，那從這個角度再看，中文有 A not A 就不是孤

立現象，因為你看到回答的時候你也是這樣回答，那我反過來，只是把兩

個可能的回答放在一起，他會說中文，他會不會說中文，either one。 

 

所以來看 A not A question 有哪些可能，語言是多變的，基本上，開不開車，

可以重複開，你開車不開？我前面已經講開車了，後面是省略，你開車不

開車，也可以講得清楚，也可以省略，甚至再省略，你開車不，我用 not

來代替不開車，你可以看到這些變化來自於你的選項有多重說法，你可以

全部講清楚你開車不開車，也可以極簡單的你開車不，這樣可以嗎？如果

是兩個詞彙呢？比方喜歡、練習，這時候你可以說喜不喜歡，注意，只能

重複第一個 syllable，不能說你喜歡不歡，這些規則對老外來說他們都有可

能會問，為什麼不能重複第二個字？喜代替的是喜歡，你喜歡不喜歡英國，

也可以整個講出來，甚至可以重複你喜歡英國不喜歡英國，還有沒有別的

講法？A not A 之所以令人頭痛，要從兩個 option 來看，這個問題跟剛剛的

回答連結在一起，該、不該，也許學習者就不會覺得這麼突兀了。 



 

A not A 之外，還有一個 disjunctive question，我也是呈現所有的可能，可是

我用的不是正反，還有其他的情況是 A or B，甚至 A/B/C/D，這就是 or 的

問題，中文就用還是，所以學還是也是一個頭痛的，因為還是可以是副詞，

我還是要去，這不是疑問，可是在這，你去還是不去，你怎麼教？你去還

是不去，跟，我還是要去，怎麼區分那個還是？一個是副詞，一個是疑問，

怎麼區分？如果還沒有答案的話看看下面的例子，除了正反去還是不去、

走還是不走、吃還是不吃，比方可以說，VP1 vs VP2，NP1 vs.NP2，ADJ1 vs. 

ADJ2，two temporal phrase，pp，所以任何東西都可以放到還是前後做為 offer

的 option，你坐火車或汽車還是坐船，如何區分還是 as a question marker vs. 

adverbial，學生說我怎麼知道他是副詞還是疑問？重點其實不是還是本身，

是還是被放在不同情境中，neighbor 不一樣當然就不一樣，A vs. B，有選項，

任何一次使用還是做為選項的時候，前面要有選項一，後面要有選項二，

這個應該可以了。 

 

那下面就再來看一下 A not A question，除了剛剛說的這個不，會不會、好

不好以外，我們在看 negation 有兩個不 vs 沒，那同樣的 A not A 的 question

也有兩種，A 沒 A，吃沒吃，做沒做，看沒看。我們來看一下沒的用法，

第一個，你吃沒吃飯，你吃飯沒吃飯，重複 VP，你吃飯沒，這跟剛剛是一

樣的，可以省略到剩下你吃飯沒，好玩的是不知道大陸有沒有這個用法，



在台灣常常聽到你有沒有吃飯，我給你的選項不是動詞，我給你的其實是

利用 auxiliary，因為這個有字，沒有我們都共通，但在台語國語裡面可以說

我有吃，我有做，我有看，所以有沒有，我藉由的是 auxiliary 的重複，有，

是一個 modality marker，事情發生了，有，是一個 actualization marker，那

同樣的也可以把它放在後面，你有吃飯沒有，你有吃飯沒，所以你們覺得

在大陸有這樣的用法嗎？你有沒有吃飯？你吃過飯沒，你們可以去兩個

corpus，一個是大陸國語的，一個是台灣國語的。 

 

下面還有一個用法是本來我的動詞就是有，我有錢、我有美金，所以我的

否定就是有沒有，你有美金沒有，你有美金沒，不太好，一定要重複沒有。

課本裡面提到可以有不同的情況，比方可以 repeat 整個 VP，你吃魚不吃魚，

或者你只 repeat verb，吃不吃魚，elliptical form，他吃魚不，後面的省略了，

因為不說你也知道，再看，如果有一個助動詞呢，這個助動詞基本上一定

要用，能不能吃魚，如果有 aux 的話一定要用 aux，不能說我能吃不吃魚，

他能吃不吃魚，it’s not possible to repeat the verb only，有沒有一個情況是他

能吃不吃魚，我們不要再自尋煩惱了，it’s not acceptable，elliptical form，

他能吃魚不，或是 the entire VP 重複，他能吃魚不能吃魚，還有誰會講這種

話？在相聲裡面？其實我們可以建議他們學中文的去聽相聲，可能比康熙

來了好。 

 



剛剛討論過 disyllabic verb，這個兩個音節的呢，你可以 repeat the entire VP，

或是重複 verb，或是重複 first syllable，喜不喜歡，elliptical，喜歡不，除了

動詞之外呢，如果有 PP 怎麼辦？他在中國讀書，我可不可以只重複 VP，

變成在不在中國讀書，這時候問的是 preposition，那讀書呢，是兩個都 share

的，同樣的如果是 instrument，他用不用電腦，重複 instrument marker 用不

用，給不給他買衣服，所以這個部分可能是比較需要強調的，因為其實問

的不是動詞本身，你問的如果是 preposition，就要重複用不用、在不在、給

不給、為不為。 

 

那最後提到沒，如果是簡簡單單 negation，你看沒看過這本書，就直接用沒，

那另外一種情況就是有 extential，就是我本身需要用有，就是有沒有，好玩

的是這個 elliptical form，你看過這本書沒有，你有人民幣沒有，如果是動

詞本身是有，就要說沒有，因為有沒有本身是相對，但是這個呢，你看過

這本書沒，還是你看過這本書沒有，課本說沒有，你們覺得呢？你有看過

這本書沒，如果我們加上有的話又不一樣了，台灣國語要重新定位，你有

看過這本書嗎？所以有基本上已經不是有沒有了，基本上像一個 aux，有，

變成一個 realis marker，表示這個事件已經有 actuallization，這是有，所以

你看過這本書沒，也是可以接受的，然後再加上一句，你有看過這本書嗎。

關於疑問句，有沒有什麼問題？所以中文從某方面來說是比較簡單，因為

可以只要加個嗎，可是又多了一個 A not A，所以我們疑問句式比較多樣，



可以嗎？ 

 

如果沒有問題，我們下面要討論 imperative，祈使句，或是命令句，所有語

言都一樣，過來，come here，真正的主詞是誰？是 you，中文也是，你過來，

走過來，快點過來，這些部分跟英文完全一樣，可是好玩的是其實你很少

聽到，我們盡量避免這種 direct 的，語言就加了很多 politeness，加請 please

麻煩你過來，要怎麼翻，can I trouble you，這就很奇怪，would you please，

is it okay if i ask you，英文也一樣啊，更 elaborate 的先道歉，所以看到直接

不直接，差別在哪？直率跟禮貌真正差別在哪？客氣的說法多了一堆東西，

然後其實你想想看，請大家都知道，常常教小朋友說 say please，這個請字

也很難教，請有多少用法？我請你吃飯，請客，請假，什麼叫請你過來？

邀請，是說 you are invited to come here，不是 you are ordered，那什麼叫麻

煩你過來？麻煩一下，中文常這樣講，這個麻煩是一種語用上的技巧，我

先把問題說出來，我先 acknowledge 這個 trouble，下面這個呢，可否請您過

來一下，這到底是疑問還是命令？在你學語用學的時候，你不想要?direct

的時候，就改成疑問句，我們常常用疑問句，其實我們想表達的不是那個

真正的問題，舉個例子，你打電話給個朋友，一個小孩子接，你說，請問

媽媽在嗎，他就說，在，然後繼續拿著電話，兩三歲的孩子特別會這樣，

因為他不知道你的語用目的是什麼，其實你問這句話是要幹嘛。同樣的，

在餐廳吃飯的時候，你很客氣的跟另外一桌說 could you pass the salt，我就



說 yes，繼續吃我的東西，很多笑話都是從這裡來的。我們以前老師教說想

要上廁所要怎麼說？may I go to the bathroom，有些小朋友沒有學好，就說

can I go to the restroom，老師就說，I don’t know, I’m not sure, can you? 所以

我們看到 politeness，你要加字，adding additional marker，講話是講愈多好

像愈客氣，另外是變成疑問句，indirect speech，通常都是比較 polite 的，這

是在語用上很大的課題，indirect 到什麼樣的地步對方才可以理解你的語意，

一男一女坐在電影院女友說，好冷喔，解不解風情就在這，不解風情的就

說對啊好冷，就沒有下一次了。Let’s go，走吧，或是我們走吧，let him go

呢，這時候，就要加上 let’s go watch the clouds，也就是什麼時候有讓什麼

時候沒有讓，想一想，重點是我們要去想想看這些規則到底是什麼原因，

走吧，我們走吧，那這時候讓我們看雲去，這邊如果說讓我們走吧，不會

這樣講嘛，原因何在，第三個一定要有讓嗎？我們看雲去，也可以，問題

是這裡可以有讓，重點是同樣都是我們，這裡加讓就不好，讓我們走吧就

懷疑他是不是學中文一年的，原因何在？為什麼他的時候就要說讓，甚至

這裡連我們都不用說，說走吧，這應該有一點 clue 了吧，人稱？當然跟人

稱有關，為什麼有關，很明顯的我們跟他的處理不一樣，同樣是我們，走

吧跟看雲去有什麼不同，我們先看人稱有什麼不同？為什麼他就要有讓，

我們不用有讓，有沒有包含自己，我們先看一個好玩的現象，有沒有發現

在英文也有這個不同？在英文裡面這裡是 apostrophe s，為什麼這裡連人稱



都可以省略了，走吧，或者我說去吃餃子吧，去跑步吧，去吃飯吧，你都

很清楚，為什麼？如果今天我在對你說走吧，這個 context 已經很清楚，我

的人 involve 的人只有我們兩個，通常是面對面的，所以這些用法一定是在

面對面的立即情況之下，包括人是立即的，所以是我和你，動作也是立即

的，馬上就走了，我叫這個叫 immediate context，所以我們要不要進去，其

實我們加了反而不太好，如果你要指出人稱是誰的時候要有讓，因為這個

他不在這個立即的狀況中，如果我在一個情境是讓我語意上面非常清楚，

清楚到我不說這個情境已經表達了，就是這個原因，我們允許在這個立即

的情境中不說你也知道，既然他必須要講出來，動詞也要跟著標記清楚，

情境不能幫忙的時候，就要用語言標記來幫助我傳達，所以其他的，讓他、

讓小明、這些情境上不能立即完成溝通的，就必須要用讓他，在英文也是

一樣，let’s 已經變成一個常常出現的情況，到，我可以把它縮寫成，所以

最通常的對象就是我們，比較不常出現的就是其他人，所以要講清楚。那

第二個問題，讓我們，跟這裡，我們走吧，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走吧，

跟讓我們看雲去吧，這兩個不同在哪裡？想想看如果我把這句話改成，看

雲去吧，你覺得讓我們看雲去跟看雲去吧有什麼不同？你有沒有發現，跟

我們剛剛講的立即性有關，走，看雲去吧，就可以這樣子，但是讓我們看

雲去，只是提出一個建議，但沒有帶有立即去做的 request，所以你會發現

愈直接的在語法上標記其實愈少，那愈多的，在語意上就愈婉轉，讓我們



看雲去不只是一個建議，是一個命令，加了讓跟沒有讓，有點像剛剛 direct

跟 indirect。 

 

所以這個吧更有意思，走呢，可能變成你走，走吧，很清楚就是 let’s go，

這個吧上次討論過，我把這個吧叫做 suggestive 吧，我有一個建議，希望你

接受，可以嗎？那另外呢，請大家看一下，有時候這個 imperative 可以代第

一人稱，但是這時候要有來去動詞，let me do it，讓我來，現在可能會講另

外一個，讓我來用，比方我說幫我影印一下，你說好老師我來用，為什麼

用來？我其實是讓你影印東西，你說讓我來，我去，I’ll go，我來處理，我

來開車，讓我來，都要有一個來，這就是 let me，為什麼在 let me do 的時

候要加上來？可不可以不要來？讓我處理這件事，讓我開車，可不可以？

比較一下，讓我開車跟讓我來開車有什麼不同？讓我來吧，我知道時間已

經差不多了，開始腦袋用盡是不是，想想看為什麼要加來？其實有個很簡

單的原因，比較一下這兩個有什麼不同？讓我走吧，跟讓我來吧，一不一

樣？不一樣，方向性不一樣而已嗎？什麼叫 let me go 跟 let me do it？這兩

個有什麼不一樣？什麼叫讓我走吧？讓我走根本是一個，就像你們現在心

裡在想說讓我走吧，是一個請求啊，讓我走吧，讓我趕快下課吧，這個讓

有兩種不同語意，另外一個讓我來，是我的建議，所以讓在中文裡面有兩

個語意，我讓他死他不敢不死，君令臣死他不敢不死，有使役的語意，令

讓使叫，這個讓我走比較有 permission，you are asking permission，這個呢，



讓我來，我們要表達的是這個讓是一個建議，是自己 initiate，這個來到底

有什麼意思？很多時候這個來去有太多語意了，讓我來，除了這個之外，

還會說什麼？比方一個小孩很愛哭，你說，怎麼又來了，這個來是什麼意

思？這幾天都下雨，好不容易放晴又下雨了，你說又來了，這不是那個狼

來了的來了，這個來到底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不是讓我去？讓我去的去是

實際指 go，那為什麼用來？如果是讓我去就是 asking for permission，來去

是不對等的，來跟去有什麼不同？來，小朋友，來，我說請他來，他做的

動作是什麼？forward the speaker，走吧，去那邊，去是怎樣？away from the 

speaker，所以為什麼來跟去有不同，一個是趨向 speaker 一個是 away from 

speaker，所以趨向表達的是什麼？有沒有發現在語言中，你可以從他動作

看到，他趨向我，表示他認同、接納、表示對我的善意，在語用上有很多

比較正面的意涵，是 to the speaker’s benefit，可是離開呢？離開就比較沒有

這樣正面的一種語用上面的 implication，這就是為什麼來在中文跟去是不對

等的，因為來有這些 positive to doer’s benefit，是我來做 something to your 

benefit，最後一個問題也解決了。 

 

看一下今天作業，是為了下禮拜主題做準備，中文的關係子句到底是怎麼

回事，跟英文有什麼不同，你們先回去思考一下，今天題目很簡單，我列

了幾個非常基本簡單的句式，這是我的、這是我的書、那是紅的、他是紅

的花、他做的不好吃、他做的菜不好吃、我喜歡他做的、我喜歡他做的菜，



how you translate, it what way they are related，最後呢，這個問題就是關於的，

what is the function of de in the sentences，這個 de 在中文裡面做什麼？這些

的一不一樣，如果不一樣，那分別 function 是什麼，如果一樣，那核心功能

是什麼。有沒有問題？都沒有問題那我們就下課吧，下禮拜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