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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主題是什麼？我們上禮拜已經把疑問句、祈使句、否定句這些

講完了，今天要進的是 nominalization and relative clause，這兩個東西為什

麼有關，什麼叫 nominalization，名物化，把一個動詞名物化，把動詞變成

名詞，dance 變成 dancing，do my homework，doing my homework，名物化

在英文有很清楚的形式上的標記，加 ing 或是 exam 變成 examination，加上

一些 morphology 的東西，在中文裡面，這兩個的標記是相同的，都用一個

的字。 

在講 nominalization and relative clause 之前，我們要先來 review 一下中文整

個 sentence structure，因為這個 sentence structure 牽涉到整個 relative clause，

所以中文的 sentence structure 基本上有這些可能，這些句子到底有什麼特色？

我故意都用同樣的開頭，那棵樹，假設這是主詞，這個主詞跟 predicate 有

什麼關係？第一個句子，那棵樹真好看，樹好看，那棵樹又高又壯，可以

直接用成語當作 predicate，那棵樹種了三年了，請問那棵樹跟種之間的關

聯是什麼？誰種樹？那棵樹種了三年了是人種樹，但是人到哪裡去了？也

可以用被動，那棵樹被颱風吹倒了，可是這兩個句子來比較看看，那棵樹

種了三年了，是不是也一樣是那棵樹被種了三年了，是人種樹，為什麼這

裡可以不要？那棵樹的某一個部分是葉子枯黃了，這句話到底主詞是誰？

是那棵樹還是葉子？同樣的，那棵樹年紀很老了，主詞是那棵樹還是年紀？



這種句子在英文裡面會出現嗎？那有了前面的例子再看下面一個，你可以

加一堆 comment，那棵樹好大喔，枝葉茂密，大家都很喜歡在下面乘涼，

大家都很喜歡在誰的下面？請問這樣的句子要怎麼分析？那棵樹是誰種的，

是誰種那棵樹的，我最喜歡那棵樹，那棵樹我最喜歡，這兩個句子有什麼

不一樣？這些是我們常見的句子，跟英文比較的時候你會發現中文的句式

sentence structure 跟英文很不一樣，在英文裡面你絕對不會發現這樣的句子，

那棵樹種了三年了，它是被動的關係可是沒有標記，那棵樹葉子枯黃了，

這裡有兩個名詞，這兩個名詞的關係也沒有標記，甚至，我開始一個 nominal 

phrase 之後後面有一堆子句可以修飾它，枝葉茂密樹幹粗壯，大家都很喜

歡在他下面乘涼，請問中文句子結構到底有什麼特別？我最喜歡那棵樹跟

那棵樹我最喜歡，我們把那棵樹提到前面來了，可是這中間沒有任何標記，

翻成英文的時候不能直接翻嘛，原因何在？請問 reading 讀了沒？基於這些

data，先去看 data，進一步怎麼分析？不能只是說這是 subject，那年紀又是

什麼？那葉子又是什麼？所以語言學家得出這些結論，中文句式是 topic 

comment 的句型，我們的重點在於每一個句子裡面一定要有一個 topic，所

以這些句子全部都是 topic comment 的呈現，那棵樹是 topic，後面的是

comment，這個 comment 甚至可以是一串的 comment，請問這個枝葉跟那

棵樹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如果那棵樹是 topic，你可以 talk about a certain 

aspect of the topic，你可以 talk about 它的葉子、樹枝、樹幹，甚至你可以



說大家都很喜歡在下面乘涼，你換了小句裡面的主詞，可是 topic 還是一樣

的，這個 topic 在這句子裡面是做什麼？在樹下面乘涼，它是在 preposition

裡面，所以基本上只要這個 topic 在後面的子句中擔任某一個角色就可以了，

你如果把這棵樹放到這邊是那棵樹的某一個部分枝葉然後是樹幹，可是在

這個句子裡面呢，大家都喜歡在那棵樹下面乘涼，那棵樹其實是在這裡，

在在的後面，是在 prepositional phrase 裡面，可是它可以做為一個 topic，因

為這些小句都是跟 topic 相關的，所以為什麼叫 topic comment，就是你的

comment 可以 comment on the topic on a certain aspect of the topic and the 

topic plays a certain role in a comment，這就是中文最基本的句式，所以課本

裡面給我們幾個重點，Chinese sentences begin with a nominal as a topic，那

在許多語言學的文獻裡面你會看到 topic prominent，中文是 topic prominent

的語言，英文是 subject prominent，這個 prominent 就是一個句子裡面一定

要有 subject，所以才在學英文的時候背了一堆文法規則說可以有虛主詞，

因為形式上我要求一個主詞，it’s raining，需要補一個主詞，表達存在的 there 

is ，要做為形式上的主詞，every clause has to have a subject，相對英文，中

文叫做 topic prominent，every clause has to have e topic。 

 

下面再用課本例子來看，因為是 topic prominent，我吃蘋果，我也可以把它

分析成這個我是一個 topic，我會吃蘋果，可是也可以把任何 element 放到

前面當作 topic，蘋果如果是 topic，我可以說，蘋果我吃，這是中國很特別



的句式，因為我們是 topic comment，所以可以有一個 topicalization without 

any additional marking，放在最前面的就是 topic，without any additional 

marking 這句話很重要，by the process of topicalization，英文，要 topicalize 一

個詞彙的話要做什麼？as for something，with regard to 蘋果，你通常要有另

外的 marking，但是中文沒有這個需要，因為 topic comment 就是我們基本

句式了，你說了解 topic comment 之後呢，有一些相關的現象就出來了，課

本舉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例子，因為我可以把任何東西 topicalize without any 

marking，在語意上有時候會造成模糊性，請問雞吃了是什麼意思？雞吃了

嗎？意思是什麼？今天媽媽做了雞肉，回到家說雞吃了嗎，你吃雞了嗎，

有另外一種情況，雞做為 agent，比方我們家有三隻狗，我要餵狗，通常我

比較早回家，就先餵狗，我老公回來第一件事情就問說狗吃了沒，就是這

個意思，他關心的是狗，我每次都說人都還沒吃呢就只管狗，狗吃了沒，

狗是 agent，雞吃過飯，或是雞有沒有被吃，所以 given the topic comment 

structure in Chinese, this sentence can be ambiguous。再看下面一個更有意思

的例子，他誰都怕，這句話什麼意思？你怕誰？我誰都怕，I’m afraid of 

everyone，是 topicalization 造成的，可是另外有可能是，他啊，誰都怕他，

他誰都怕，就變成 everybody is afraid of him，所以到底是什麼東西被

topicalize，the two different readings depend on the specific structure analysis 

for 他和誰，在 A 句裡面是 everybody is afraid of him，他 is the undergoer，



誰 is the doer，所以是誰都怕他，那誰都怕他把他移到前面就變成，他誰都

怕，所以他變成 topic，他啊，誰都怕，everybody is afraid of him。另外一個

句子 he is afraid of everybody，這時候他是 doer，誰是 the undergoer，所以

這個word order alternation有一點 flexible，很自由的，because it allows as long 

as it is pragmatically motivated and syntactically well formed，所以有人說中文

的句子結構比較 flexible 就是因為我們可以把受詞 topicalize，所以前面已經

講過的東西又因為我們有 topic comment 的句式，所以前面講過的東西後面

就可以不用出現，所以如果你看 individual 的句子，有時候你不會找到主詞

的，這棵樹好大喔，枝葉茂密、樹幹很粗，大家都喜歡在下面乘涼，很多

時候如果前面 topic 是一樣的，在後面的句子就不用重複出現 topic 了，就

會造成一個現象叫做 pro-drop，主詞不出現的現象，在語言學叫做 pro-drop，

就是你可以 drop 這個主詞，舉個例子，小明喜歡吃蘋果，常常把媽媽買的

蘋果都吃完了，常常的主詞是誰？小明已經講過了，所以常常把媽媽買的

蘋果都吃完了就出現了 pro-drop，而且還跑到別人家偷蘋果，誰偷蘋果？所

以中文的句式就會變成這樣，原因就在於我們就是一個 topic comment 的句

型，這部分有沒有問題？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frontint 在結構上面的分析，所以誰都怕，其實應該是

誰都怕誰，本來你應該在 VP 裡面有一個…這個應該是 NP，應該是怕誰，

所以應該是 NP，那把受詞 front 到最前面，英文裡面式 NP VP 就好了，中



文裡面有時候多一個 topic，中文的確就是有這樣一個 slot，這個受詞被移

到 topic 的 slot 裡面。在看下面，另外一個句式，這個他是 topic 的位置，

所以畫圖會把這個東西當作 topic，可是這邊應該有一個 NP 主詞的位置，

所以這個誰應該是怕誰被移到主詞的位置，他誰都怕，這個他是 topic，然

後誰都怕，誰還是主詞，就是誰都怕他，這邊叫做 secondary，但其實可以

想做假設這是一個 topic，那這還有一個 subject 的位置，我們就當作中文前

面其實有兩個 slot，一個是 topic 一個是 subject，這樣分析的好處在於，剛

剛看的這個句子就可以分析了，這棵樹葉子枯黃了，這棵樹是 topic，葉子

就是 subject，合在一起的時候，這棵樹就又是 topic 又是 subject，最重要

的是一定要把它先解釋成 topic，這個分析的部分可以稍微改，這是課本裡

面的，可是我們可以用更適於教學的方式來解釋。關於 topic comment 的句

式其實是中文英文最大的不同，這個不同造成很多學習上面的問題，所以

每次改作文問題都在於我們句子結構跟英文很不一樣，所以怎樣可以把句

子講清楚，像這樣的句子，如果把它變成英文裡面的一個句子就會有很大

的問題，那棵樹好大，就已經是一個句子了，在英文裡面，枝葉茂密樹幹

粗壯，這也是一個句子，因為有主詞動詞主詞動詞，在英文裡面的子句，

大家都很喜歡在下面乘涼，常常你有沒有發現你把這句子直接翻譯成英文

的時候就會忘記你應該要給受詞，不是受詞，給在後面的名詞，所以很多

中文裡面的習慣翻譯成英文的時候請你記得，那今天不是教英文，可是英



文的特徵在於什麼？主詞動詞賓語缺一不可，不管你知不知道一定要清楚

的標記，沒有什麼東西可省略，可是換成中文來看，有好多東西可以省略。

今天怎麼都這麼安靜？我剛好這個學期也同時在教作文，每次一看就知道

這就是中文，我們在寫中式英文，你在講中文的時候整個思路是跟英文不

一樣的，請你們既得，英文主詞動詞受詞講清楚，把這些常常的句子換成

英文裡面的好幾個句子。 

 

第二點呢，我們應該要下課了，我想我們提一個問題，下課時候可以思考

一下，這本書裡慢講到 Chinese nominalization，他的觀點其實是很多中文教

科書裡面的觀點，請問這句話怎麼翻？他對城市的破壞，請問這個破壞名

物化有沒有任何形式上的不一樣？破壞 is 破壞，但你怎麼知道一個是動詞

一個是名詞？你真正分別動詞名詞的是在哪？他破壞了這個城市，他對城

市的破壞，你怎麼知道破壞是名詞？有一個的，可是重點是，加了這個的，

就一定是名物化嗎？他對城市的破壞，看電影加了的，就變成看電影的，

就是名詞了，吃，吃的，就是名詞的，你，你的，代表你的東西，課本裡

面講到，加了的以後就變成 nominalization，是不是所有加了的的東西就一

定都是名詞？想想看，下課休息十分鐘再回來。 

 

回到剛剛的 nominalization，請問加了的是不是就都變成名詞？所以什麼叫

我想到的？你有沒有發現，即使我後面沒有名詞，the placement of 的…翻



譯是，他對城市的破壞，這裡牽涉到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名詞跟動詞型

式是一樣的，所以完全沒有構詞上面改變，可是我怎麼知道這是一個名詞？

因為前面有的，所以的到底在標記什麼？如果我說的是一個nominalization，

就表示它在標記後面的名詞，可是今天我們要來反省這個問題，的到底是

不是在標記 nominalization，為什麼過去的語言學家都會覺得的在標記

nominalization，因為只要有的，所代表的一定都是一個名詞，我想到的，

我想到的什麼事，他看到的，他看到的東西，我昨天買的，書啊車啊隨便，

所以它代表的是後面省略的名詞，吃，吃的，看，看的，這些都是表達後

面其實有一個名詞被省略的，可是實際再看看這個例子，不要忘記，前面

一定要有一個 modifier，吃的、看電影的，所以這個 pattern 的意義究竟何

在？這個的，到底在標記後面的名詞還是在標記前面的 modifier，這是我的

問題，我今天提出的這個觀點可能你在一般教科書上看不到，所以我要你

們自己好好去思考，到底教學生要怎麼教。傳統的中文都說的是一個

monimalizer 因為有的後面一定有 noun，但事實上 noun 並沒有出現啊，有

的的時候唯一一定要有的是 modifier，所以等一下來看看究竟的在標記什

麼？ 

 

那當我們用的把一個名物化的東西表達出來的時候，課本上說，通常如果

它本來是一個 transitive 的比方看電影，是一個及物的動詞，誰看電影，可

是你名物化的時候通常會 drop 其中一個 argument，比方下午會來看電影的



大多是學生，這個 doer 不用 specify，所以下午會看電影的人，doer 那個 noun

沒有出現，有時候 doer or the undergoer or both can be unspecified，用吃這個

動詞來看，通常是誰吃什麼，所以有 doer 也有 undergoer，這個 doer 懂嗎？

就是一個 patient，是經歷我們改變的叫 undergoer，做事的叫 doer，也叫 agent，

所以，知道來這家餐廳吃的幾乎都是老饕，again，你把 doer 省略了，知道

來這家餐廳吃的人幾乎都是老饕，或是，這裡面有吃的，吃的什麼？吃的

食物，所以名物化在英文也是一樣，通常沒有辦法去 highlight 兩個角色，

所以 the destruction of the city，如果要把 agent 也放進去，你就只能說，在

英文裡面會變成所有格，可是 of 後面只能有一個 argument，那中文更有意

思，中文怎麼去表達那個破壞是城市，我們要用一個對象，他對城市的破

壞，有沒有發現中文跟英文其實表達方式是很不一樣的，換成英文應該是

his destruction to the city，透過這個比較我們知道在名物化的時候，通常它

論元結構會有調整，你只能指涉其中一個論元，另外的可能會被省略，這

裡我們看到省略的可以是 doer 可以是 undergoer，那 relative clause 跟剛剛講

的 nominalization 有什麼關係？因為 a relative clause 也要用的來標記，爸爸

剛剛買的馬，爸爸剛剛買的就是我們一般說的 relative clause，如果馬不出

現就跟剛剛講的 nominalization 是一樣的，爸爸剛買的什麼東西？爸爸剛剛

買的馬，這個馬是買的什麼？受詞，可是呢，買馬的那個人是什麼？是買

馬的主詞，所以 relative clause 有兩種，一個是受詞，一個是主詞，那中文



跟英文 relative clause 不同在哪？這個 relative clause 是在修飾誰？爸爸剛剛

買的是修飾馬，買馬的是修飾那個人，所以我的 head noun，真正要修飾的

對象都是在的的後面，我剛剛買的馬，換成英文會怎麼說？the horse，所以

中文跟英文我在第一堂課就講到，在 modification 是非常不一樣的，英文是

不管任何時候都是重點先講，所以頭是 the horse，什麼樣的 horse，再去修

飾，the horse which my father bought，這叫 head initial。中文呢？爸爸買的，

前面 background 都講清楚了，最後才重點出現，這叫 head final，有沒有很

清楚的體會到，中文的 relative clause head 在後面，那這張的重點呢，是在

於這個的，有沒有看到的，所以不管是一個句子或者你說紅的馬，白的馬，

如果前面是形容詞也是一樣，我們看到這個的都會出現，所以這個的很重

要，到底怎麼分析？其實它原本的句子是爸爸剛剛買馬，然後這個馬跟後

面這個co-referential，就是它們指的是同一個東西，所以這個馬不能夠出現，

爸爸剛剛買的馬，這個是 head noun，然後中文有個特別的地方，我們通常

要加 classifier，這個 classifier 可以在 modifier 之前或之後，一匹剛買的馬、

剛買的一匹馬，如果要強調它的個體性的時候會把 classifier 放在後面，但

是重點，這個的到底在做什麼？所以其實中文的 relative clause 跟我們的形

容詞沒有不一樣，你想想看從形式上來說，你看，我的車，我買的車，這

個的的位置其實都類似，所以不用特別去背什麼，紅的花、他買的花、他

買的紅色的花，relative clause 跟形容詞其實是一樣的，只要加的就好了，



所以學中文的 relative clause 比英文簡單太多了，希望如此，好，我們再把

課本的重點講完，那我們剛剛看到的那兩個，either 是 object 或是 subject，

有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拿來修飾呢？一樣可以，when the head noun refers to 

the noun argument，所謂 noun argument 應該叫做 noun core argument，如果

不是主詞跟受詞就不是核心的參與者，那這個時候中文的 relative clause 有

點問題，你必須要把代名詞放進去，你會說，我替他畫畫的人，這個人是

誰？co-referential 我還是他？這個人就是他嘛，可是為什麼不能說我替畫畫

的人？再看一個，他在那裏看書的圖書館，你一定要把那裏講出來，那裏

就是什麼？圖書館，他在看書的圖書館，就不好，重點在這裡，為什麼要

重複？英文可不是這樣子，所以這就是中文造成我們寫英文的問題，有時

候我們 relative clause 寫出來就是像這樣子，the person I paint a picture for 

him，來自於你的中文，為什麼我要重複他？想想看，英文裡面為什麼不可

以，the person I paint a picture for，為什麼我們要 insert，這邊說的，一個

pronominal element 他或是哪裡 must be inserted to form a benefited phrase，替

他，這是我們的 fact，你教規則的時候可以教這個規則，可是如果學生問你

為什麼呢？為什麼一定要 co-referiential？這裡的重點在哪裡？有了替、有

了在以後…因為如果沒有替跟在就不用重複啊，我畫畫的人，如果答案還

不清楚的話，先想英文，英文怎麼說？the person…英文裡面其實也有一個

什麼？關係代名詞，你們現在就了解為什麼英文要有關係代名詞，the person 



for whom i ...所以其實英文裡面的關係代名詞就很清楚的告訴你 for 的論元

到底是什麼，中文裡面呢？如果我這裡空下來，語意完全不清楚，我，替，

替的後面 supposedly 你要告訴我替誰啊，如果我這裡空下來，你講到這裡

的時候，在這個 point，對方是無法理解的，你竟然講替，替的後面就一定

要有一個 NP，這是英文中文同樣的規則，英文每一個介系詞的後面是加

NP，at some place for someone，prep 後面一定要有一個名詞，不然就沒有

參考點，語意就不清了，中文裡面因為沒有關係代名詞，我們只有的，我

們都沒有 whom, which, where，所以只好用一個代名詞，所以中文不是比較

特別，如果你想英文就清楚了，只是 instead of 關係代名詞，我們用的是一

般代名詞，所以在英文裡面這個 whom 關係代名詞是不是也是跟 head noun 

co-referential？the person for whom I painted the picture，但是還有進一步的

問題，很多時候，英文的關係代名詞是可以省略的，the person I saw，不見

得一定要講 the person whom i saw，英文可以省略的原因是什麼？中文是絕

對不可以省略的，就跟英文裡面如果有 preposition phrase 一定不可以省略，

可是假設是一般當主詞受詞的，the person I saw 不一定要有 whom，原因何

在？我寫在這裡，the person whom I saw is a jerk，很多時候whom是省略的，

the person I saw is a jerk，whom 可以省略的原因是什麼？在這種情況下，the 

person 就是 whom，它們位置是彼此 adjacent to each other，你其實需要一個

東西在這裡，但是 the person 跟 whom 這個關係代名詞當然如果標記出來你



有了關係代名詞就很清楚知道它是一個關係子句，可是如果沒有 whom 你

也知道它是一個修飾語，這就變成中文了，中文就是沒有關係代名詞的修

飾語，加了的而已，在英文裡面這個可以省略就是因為這兩個詞其實位置

比鄰而居，拿掉了 whom，這裡有一個名詞，這個名詞跟這句話的關係不言

而喻，因為 giving 英文嚴謹的要求，主動賓都要出現，如果前面已經有一

個 the person 後面 i saw，我的受詞沒有出現，自然會想到 the person，所以

可以省略的原因之一，這兩個完全在一起，加了關係代名詞有一個清楚的

標記，不加關係代名詞我的 co-referential 的關係仍然不會受到影響，所以關

係代名詞是可有可無，從標記上來看，那參考中文你就知道為什麼它可有

可無，因為中文根本沒有關係代名詞，就只有用的，只要你看到的就知道，

那英文呢，只要看到一個名詞，它的角色不清楚，你就要在後面去找它的

角色，the person，然後又有一個 i ，怎麼會有兩個名詞在一起，所以一定

要去找 the person 的角色，i saw，自然會把它放在後面去。所以今天在這邊

看到的是一個關係子句在中文裡面的特色，所以這時候一定要加上的，介

系詞後面的名詞。 

 

那另外還有一個，課本說有一種叫 implicit co-referential，他為什麼畫畫的

原因，他看書的圖書館，如果沒有 prep 在，就可以直接說他看書的圖書館、

他畫畫的原因，the head noun 原因或是圖書館 is co-referential to an empty 

noun argument in a relative clause.  In b, a noun argument such as a locative 



phrase 在圖書館，is defined in a relative clause，所以他看書的圖書館，因為

沒有出現在，我不用出現名詞，可是這句話有 imply 這個圖書館是他在那看

書的圖書館，那既然沒有在，我的那也可以一起拿掉，變成他看書的圖書

館，這就是為什麼他說其實有一個在那 is implied in a relative clause，同樣

的，上面其實是為什麼，那我把這個為什麼拿掉，他畫畫的原因，所以它

其實省略了一個 prepositional phrase，那今天的重點其實是希望可以討論這

三個詞，藉由的的功能，我們也來釐清其他兩個的，這個之前也談過，在

我們講中文不同詞類其實也談過，今天來看一下這個的到底是不是一個

nominalizer，我的、我買的車、他買的花、他買的紅色的花，假設今天你是

一個完全不懂中文的人，你看到這樣的語料，what do you see? How would 

you analyze the function of de? 請問這個的到底在標記什麼？當課本說的是

一個 nominalizer，很多課本教科書都說的是一個 nominalizer，就是只要的

出現，它就是一個名詞，但是你實際看到的是什麼？有的出現的時候一定

有什麼？這是我的，其實有爭議，這是我的不見得一定是名詞，雖然它可

以是這是我的書，可是我也可以說這是我的，就是表示是屬於我的，所以

到底的出現的時候，什麼東西一定會出現，但的出現的時候名詞不一定會

出現啊，可是什麼東西一定會出現？前面一定有一個 modifier，我跟的合成

一個 modifier，我的車、我買的，這個的前面一定有一個 modifier，小心的

人，所以我的理論與其說它是一個 nominalizer，還不如說它是一個 modifier 



marker，只要有 modifier 就會有的，一旦有的出現的時候，你知道它是一個

modifier，那一定是在 modifier something，自然的有人說後面一定 imply 一

個 noun，可是重點那個 noun 不一定要出現啊，為什麼一定要說它是一個

nominalizer，如果我說它是一個 modification marker，it's enough，那我就可

以省掉一定要證明他是一個名詞，這是我的，為什麼一定要證明他是名詞？

我買的車，很清楚有名詞，可是重點是，如果前面沒有修飾語，也不能有

的，那在這個部分我們可以來看一下，假設我們的結構是 modifier 的，這

個 noun 可以出現不可以出現，用括號表示，你可以說它是 post modifier，

也可以說它是 pre head，或者你要講清楚這個 head 是什麼可以講說是

pre-nominal，有了這樣的分析後就聯想到其它的的，如果你仔細看這個句子，

小心的人，跟小心地走，為什麼現在的教科書中，這兩個已經不區分了，

都變成白部的的，道理何在？如果只看這個 pattern，會發現這兩個都是 post 

modifier，pre-head，的確它是一個 adverb，小心地走、慢慢地走，雖然它

是 adverb，可是功能都一樣，是 post modifier, pre head，唯一不同在這，一

個是 pre nominal 一個是 pre verbal，特別是在這兩個已經不分了以後，更不

能說的是 nominalizer，不分的時候它也可能是 pre verbal。 

 

再回去看第三個 de，走得很小心，怎麼來分析這個 pattern？慢慢跑的車子，

relative clause，這是一個 modifier 的車子，車子慢慢的跑，可是這個彳字部

的得呢？車子跑得很慢，這個得前面一定是一個 verb，這是 verb de 後面有



complement，post verbal，compliment taking de，他 take 一個 compliment，

所以在動詞後面的修飾語一定要有 de，英文裡面 I run fast，沒想到中文所

有動詞後面的修飾語一定要加 de，所以把它定位在 post verbal de 我覺得對

學生來說是很有幫助的，只要你有 post verbal 的任何修飾語，不管是副詞

也好，result 也好，跑得氣喘如牛、打得很快、吃得很飽，只要是 post verbal

都要有這個得。不要小看今天在這邊整理的這三行，很多人都講不清，所

以學生都搞不懂，只要是 post verbal 有任何 compliment，就一定要有得，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我們應該會有機會再提到 verb copying 的句子，請問你

們如何解釋他跑步跑得很快？剛剛我們說它是 post verbal，中文有另外一個

句式也是讓學生很頭痛的，假設我有一個受詞，要說跑步跑得很快，這個

外國人一定會說跑步得很快，第一個階段會說跑步很快，那為什麼要說跑

步跑得很快？這種句式，文法書叫 verb copying，洗碗洗得很乾淨、吃飯吃

得很飽，這是很奇怪的句式，在英文沒有啊，不需要 repeat，跟我剛剛講的

有什麼關係？你如果跟學生講真整的語言學上面元因那你講完他們可能一

個頭兩個大，你知道真正的原因在哪嗎？這個有一個 constraint，從認知角

度，真正原因在於，跑步，這個步已經是 new information，在下面必須在有

一次跑，引介一個 new argument，所以從認知角度，這是一個 unit，跑得很

快，很快 is another piece of new information，但是這是語言學裡面進一步的

討論，如果跟學生講他們可能無法理解，那你要怎麼解釋？想想剛剛我們



的連結，我剛剛花很多時間講這三個的不同，我們把這三個 de 定位在哪？

如果我把 de 定位在 post verbal，在動詞之後，如果今天沒有這個跑，會變

成什麼？如果沒有這個的他會是 post verbal 嗎？跑步得很快，在 O的後面，

這是 VO 結構，所以其實你可以跟學生很簡單的說，因為這個 de 是一個 post 

verbal 的 marker，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動詞在它前面，因為 de 一定要在動詞

後面，所以當你有修飾語，你必須要有 de 才符合這個 post verbal 的要求，

我試圖把一個很複雜的問題用一個很簡單的原則釐清，釐清了之後學生才

能接受要重複 V，因為是 post verbal，不要小看這一點，我們的 final project

跟今天報告得很有關係，如果這樣的一個教科書不合時宜，請問什麼樣的

是好的？要請你們找一份教科書，它的素材、解釋是什麼？如何 present 中

文這些句式，要你們批判這些現有的教科書，每一本教科書一定有問題，

你找到問題才能在你教學上不至於誤導學生，從你們的訊息當中也許也可

以知道究竟教科書的問題在哪，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教材，也許可以去找你

訪問的對象，重點是這門課不只是在教語法，而是怎麼教語法，教法這部

份就先從教科書裡面去看，能夠知道教科書的短處長處，就能夠有一個比

較屬於你的教法。 

 

今天講到這裡把 verb copying 也解決了，看起來是順道一提，其實是很重要

的問題，因為這個結構非常特殊，就藉由這三個 de，可以釐清這個結構的

必要性，必須重複動詞，因為它是 post verbal，沒有問題？好，那再來看下



面這個。我想先請大家來看一下今天的作業，請大家來看一下剛剛說 de 在

做什麼，今天的作業是要看是在做什麼，你在哪出生？我是在中國生的，

你從哪裡來？我是從重慶來的，他是誰？他是我的叔叔，你喜歡他嗎？我

是喜歡他，請問這個是在幹什麼？這個是就是英文的 be 動詞嗎？他是我叔

叔，he is my uncle，是誰吃我的蘋果，是我吃的，所以作文裡面就會出現 is 

I eat，到底這個是是在做什麼？強調什麼？確實發生？確實發生就是是嗎？

我是在中國出生的，花是紅的，這是一種判斷？他很高跟他是很高差別在

哪裡？中文裡面我覺得第二個重要的問題除了的以外就是這個是，因為我

們用很多是，這個是放在今天講，應該跟前面有關，這個是之所以出現在

中文一定跟我們 sentence type 有關，這個是不是英文的 be 動詞，英文是

SVO，he is a student，是 he 跟 student 身分連結，其實在 linking relation，

一個 relational verb，中文是是什麼樣的關係？我是喜歡他，這不是

relational。 

 

我們很快的看一下課本最後的部分，我覺得有一些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我

們現在從 relative clause 進到 cleft sentence，英文的 cleft sentence 是 it is the 

dog that I saw，就是 focus on a certain...比方你說，你吃的是雞嗎？no, it’s pork 

that I ate，比方我要強調，是小明做的嗎？no, it is Tom who did it。所以這是

在某一個情境之下你特別要 focus 的東西 in a given discourse，他是昨天買菜

的，不是今天，所以我強調的是昨天，在教中文的時候該怎麼教這個是？



他昨天是在山景城買菜，買菜是我們該做的，所以從這些句子裡面可以歸

結出這個是的用法嗎？在我教中文的時候，我跟學生講的就是這個是呢可

以當作 focus marker，他是昨天來的，it is yesterday that he came，他昨天是

買菜，it is 買菜 that he did，買菜是我們該做的事，這個句式跟前面的不一

樣，今天作業就請你們看看是到底在做什麼，他說，在是的的情況之下，

的常常會省略，所以這個是是一個 focus marker，可是這句話你沒辦法把它

變成 focus marker，所以課本在講 cleft sentence 的 section 把是當作 focus 

marker，可是是不只是 focus marker，你的答案可能是是有兩種用法，一個

是 focus 一個是 something else，或是你可以把是的主要功能找出來。我們剩

下四個禮拜，如果有任何中文的問題請把它找出來，下一個禮拜的主題在

syllabus 裡面很清楚，請大家回去看一看下一個禮拜的，我們要看 adverbial，

我們下一次要來看就、才、又、也、都，下個禮拜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