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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要看的主題是 adverbs，再說一次還是說再一次，中文到底把

adverb 放在哪裡？基本上中文的 adverbs 通常在一個固定的地方，在動詞之

前，我們來看一下實際情況，他也吃魚，他又來了，他不會再來，都是在動

詞前面，非常固定，他明天就來，他明天才來，不管是哪一個 adverb，位置

幾乎是固定的，下面，誰都會說這些話，這時候是放在 aux verb 前面，這裡

呢，是看到一些連接性的副詞，所以他其實是連接詞，他不但很認真而且很

努力，所以當你有連接詞的時候，連接詞是在副詞的前面，從哪裡可以看出

來？不但很，程度副詞，而且也很努力，連接詞完了才是副詞，副詞完了才

是動詞。當我回家了之後，中文有很多 two-place conj，當…的時候、如果…

的話，如果你回家的話，我們的介係詞其實也是這樣，放一本書在桌上，什

麼叫做 preposition 知道嗎？就是 pre position，所以英文的 preposition 都在名

詞的前面，在 position noun 之前，有些語言有 postposition，在桌上，這裡就

是兩個，two-place conj，然後呢，跟…一樣，或是比誰高，放在哪裡？這些

連接詞比較不是動詞性，所以是連接名詞，一樣放在動詞前面，這篇文章又

臭又長，一樣是放在程度性動詞之前，所以副詞的位置其實滿簡單的，所以

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來看課本裡面提到比較常用的副詞，其中就是也，也的語

意是什麼？剛剛我們看的是它的位置，第一個也的語意是什麼？你去我也去、

你吃魚我也吃魚、我吃魚也吃肉、魚做好了肉也差不多了，這個也的語意其



實不太一樣，可是位置還是保持在哪裡？你看，我吃魚換的是他，可是也的

位置還是在吃前面，我吃肉也吃魚，也是在吃的前面，可是因為少了他，所

以連接的是後面兩個東西，再來，我昨天吃魚，今天也吃魚，也吃…也吃，

位置是一樣的，但是語意上面不一樣，語意不同是怎麼表達的？這是語意的

分別，關鍵在哪？所以你把也換成英文的時候，其實可能是名詞跟名詞的連

接，有可能是句子的連接，你想想看你怎麼翻譯這句話，I eat fish, he eats fish, 

too. 所以你是在連接句子層次的 also 或是 too，下面，我吃魚也吃肉，I eat fish 

and meat，就是名詞跟名詞，這個就是造成學生學習的問題，因為在英文的

觀念中，不同層次的連接是用不同詞彙，句子層次用 too, also，名詞用 and，

可是中文都是也，你知道這個問題在於很多人會把這句話說成我吃魚和肉，

常常會有這個問題，我們聽起來怪怪的，同不同意？我吃魚和肉有點像是我

今天的晚飯有魚和肉，所以我吃魚也吃肉怎麼樣把這個關聯釐清？再來，我

昨天吃魚今天也吃魚，英文，i eat fish yesterday and today，在英文裡面不用

重複吃魚，可是呢，我昨天吃魚今天也吃魚重複的是什麼？因為剛剛講過，

如果要用也，也放在動詞之前，所以你跟學生解釋的時候，就是英文這個也

要出現，動詞就要出現。下面，魚做好了，肉也差不多了，魚做好了肉也做

好了，你翻成英文怎麼翻？可不可以變成魚和肉都做好了？這個跟魚和肉都

做好了有什麼不一樣？語意上似乎有類似之處，但是重點，當你用也和和是

完全兩個不同觀念，和，是在詞組 level 完全那個 and 的概念，我和他、魚和



肉，可是這個也，我們不把它叫做連接詞，連接詞是和，也，不是個連接詞，

是個副詞，他表達的意思是什麼？是表達也後面所帶的動詞跟前面東西有

similarity，所以為什麼叫做副詞，因為他連接的是兩個事件、兩個動作，不

是對等連接詞，而是副詞，記得，只要有也，只要有副詞，一定要重複後面

的動詞，形式上會變成我吃魚，也吃肉，要重複，千萬不能說成我吃魚也肉，

again 這也是學生常犯的問題，這是也，再來，下面還有一個句式是我們在

教也的時候也會教到，我什麼都吃，連狗肉也吃，我什麼都看，連 whatever

也看，連，在標記什麼？為什麼跟也配搭？所以剛剛講到也是在講一種

similarity 的一種 accumulation，或是 similarity 的對仗，我們把也定義在

similarity in contrast，那連呢？你提出一個最極端的value，來做這個 contrast，

所以我的確是要講 similarity，但是我提出一個最 extreme 的 value，當我說他

連狗肉都吃，連色情網站都看，這樣了解嗎？你就知道它那個 similarity 程度

有多大，連狗肉都吃，那狗肉以下所有東西就不是問題了。這是一個很特別

的句式，所以連他都不想吃，隨便你要 focus 在哪，連他都不想吃，他是一

個 extreme value，那跟他相關所有其他 similar 的人就在這個 range 之下，所

以你提出一個 extreme value 來表達這個 range 有多廣。連看也不看一眼就走

了，所以看應該是一個 extreme，否定跟肯定不太陽樣，看應該是一個最基

本的，連這個都沒有做就走了，連看也不看一眼就走了，連他都不想吃，連

魚肉都不想吃，這邊都是 negative 的，positive 的呢？連他都去了你怎麼不



去？ 

 

下面我故意把他稍微複雜一下，讓你們體會當兩個動詞在一起的時候 order

怎麼辦。連小王也不來，可是還有一些情況可以用都，連小王都來了，或是，

連小王都不來，when to use 也 when to use 都，請問連…也，或是連…都，

有沒有不同？如果學生問你，因為一般課本裡面 pattern 就是連…也，或是

連…都，我們一般講話也是這樣啊，好像沒有區別，到底有沒有區別？語言

學的方法就是找一些語料來測試，你就想想看有沒有哪些情況這兩個詞是不

太一樣，我們來看看這兩個句子，如果我說，沒有人想來，連小王都不來，

還是，沒有人想來，連小王也不來，哪一個比較好？如果我說，小明不來，

連小王也不來，如果我說小明不來，連小王也不來還是都不來？小明不來，

連小王也不來，還是有一點不同。看這個句子，可以嗎？小明不來，連小王、

小林也不來，就覺得比較好一點，小明不來，連小王都不來就怪怪的，沒人

想來，連小王都不來，我覺得就好一點，也和都還是有語意上的區別。也是

在講 similarity in contrast，當你有兩個小明 contrast 小王的時候，是兩個人之

間的 contrast，比較傾向會用也。都呢？都是一個 universal quantifier，比較

是零與一的否定，所以我要否定全體就要用都，大家都不想來，連他都不來，

沒有一個人想來，zero vs. all 的否定。那也呢？是 A 與 B 之間的 contrast，

都是全體對於 zero。 

 



最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order，差在哪？他們不但很認真，而且也都很努力，他

們不但很認真，而且都也很努力，他們再也不會來了 vs. 他們也再不會來了，

能不能講這樣？其實我在這邊只是想要 point out語言是一個形式跟語意之間

的配搭，所以當你有不同 order 的時候，表達的語意就是不一樣。他們也都，

跟他們都也，這兩個差別在哪裡？也跟都位置對調的時候表達的語意到底有

什麼不同？一個是往後一個是往前，很好，這是一個 point，有沒有不同的解

讀？所以其實重點在於，這個也在標記 similarity in contrast，當我們把它放

在前面時，也在表達什麼？這個都可不可以不要？也可不可以不要？副詞拿

掉，還是一個正經八百的句子，他們不但很認真而且很努力，fine，他們不

但很認真而且也很努力，也在表達什麼？很認真很努力是 similarity 也是 in 

contrast，那他們不但很認真，而且都很努力呢？在表達什麼？這個都在表達

什麼？針對他們講的，所以剛剛同學至少指出這個也是針對很努力跟很認真

在連接這兩個 predicate，所以這兩個東西是 similarity in contrast，都呢，是

針對複數的他們而言的。所以我強調的東西不一樣，我把也放在前面，強調

是 similarity 的關係，他們不但很認真而且都也很努力，強調的是他們都。所

以前面、後面，指出來我重點不一樣，這兩個連接詞面向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也是連接兩個 similar 的 predicate in contrast，很認真也很努力，都呢，就是

他們都，可以嗎？ 

 

再來，再呢？再也不會來了，他們再也不會來了，這個也還是一樣的用法，



所以不會來，是一個 similar in contrast with previous，這個再呢？標記的是什

麼？等一下會看到這個再表達的是一個 sequential 後段的事件，或是 again

的意思，所以再也不會來了我們通常能夠接受，因為也緊接著動詞，所以為

什麼你剛剛說我們要停一下，因為我們知道也必須要緊接著動詞，把也放在

這裡變成再不會來，也就是不會再來了，所以他們也不會再來了是不是就可

以了？當我們看到副詞被放在什麼樣的動詞前，你就知道他是跟後面緊接著

的動詞有關，所以也不會再來，也所連接的是也不會，後面不會再來，可是

再來連接的就是來，副詞修飾的就是後面的動詞片語。這個部份的問題是比

較複雜的。下一個詞是又，下課想想看又和再到底有什麼不同。 

 

我們常常說再試一次，再說一次就請你出去，再說一句，你不會說又說一句

就請你出去，有些教科書就很白目的說又表達過去，再表達未來。我之前也

提過，如果中文連 tense 都不分過去未來，怎麼可能在副詞分一個過去 again

跟未來 again，語言是一個整體，所有規則之間是彼此相通的，如果我在標

記事件時間 tense 上都懶得區分過去未來，怎麼可能在副詞上區分？沒有道

理。好，那如果又和再區別不是過去未來，請問是什麼？為什麼不能說又說

一句就請你出去，要說再說一句，因為他還沒說？那就表示過去未來啦，所

以這個又和再我們要從他表達的副詞語意來切入，課本說又其實是在 depict 

accumulation，就是跟前面要相關，是累積的，表示前面一定要發生，你才能

accumulate，要累積東西，前面應該要累積一些底子，所以 accumulation of 



similar events，他又高又壯，我有了一不夠，還有二，又高又壯，是 accumulation，

event 上面什麼叫做又來了？是 additional time，他來了又來。所以在英文的

確可以被翻譯成 again，但這個 again 本質是不一樣的，是在已經發生了一個

類似事件，已經有一個類似 property 上面去累積，是一加一的觀念，表示前

面那個已經有的東西很重要才能累積，再看，我試了一次又一次，中文一定

是 A 又 B，the event of 來 or 是 is accumulated.  Whatever is accumulated 

must have been actualized.  現在你就知道為什麼有過去完成已經發生的概念，

你要累積一定要有前提，前面有的東西必須是發生的。他會唱歌又會跳舞，

會唱歌是一，又會是加二，我把又的概念翻成有 in addition 的意思，in addition 

to A，或是 accumulated，或是 one additional time，我把這 addition 的概念和

actualization 連在一起，就是這句話，試了一次又一次是你在 accumulate 這

個試，Whatever is accumulated must have been actualized. 你能夠累積的東西

一定是已經產生的、出現的、發生的，是真實的。好，那再呢？明年再見，

當我講再的時候，沒有 accumulation 的概念，就是一個 again 的概念，我說

又的時候是把前面的一起囊括，再就沒有這個東西了，你再說一次，我強調

是這個事件出現，可是我說又呢，不能說明年又見，可以說明年又會見面，

所以我們分離的時候...我 6/7 要去美國，我們大家哭得很傷心，我就鼓勵你

們不要難過，我們明年又會見面，表示我們前面有這個見面，前面已經發生

的事情囊括進來，可是再沒有 accumulation 的概念，再比較自由，觀念比較



簡單、單純，就是 again 的意思，請再試一次，就是 please try again，請又試

一次就不好，因為不能說 accumulately try one more time，因為沒有 accumulate

嘛，我再試一次這個 single time 才是重點，可是我說他又試了一次，就已經

把之前他試的概念囊括進去了。我們現在對再做一個定義，他的確是講一個

repetition of action，可是他強調的是 each individual try，是一個 sequence 的

概念，彼此之間不必然有累積的語意，我可以說我一再要求他出面，就是 again 

and again，我把一再換成又，就要說一次又一次，A+B，因為你把又的累積

語意講出來了，那一再，就表示一次又一次，再在另外情況之下，因為他強

調是 individual event in a sequence，所以可以用在 sequential 裡面，我們吃飯

唱歌然後再跳舞，這個再不是 repetition，這個再表是什麼？不是 repetition

也不是 accumulation，是什麼？是一種 sequential 的 repetition，而且這個

repetition不見得是 repeat前面一樣的東西，因為我剛剛說他是 individual event，

單純的去看每一個事件 in a sequence，這就是再的意思。這個概念本身是英

文的人比較難以去理解的，因為他們 again 裡面沒這個區分，我們這個又是

從 two-place conj 來的，最基本的就是他又高又壯，又聰明又美麗，又英俊

又多金，所以這個又…又才是他基本的原型。所以當你講說你又來了，這個

又的語意 implicate 什麼？你又來了 imply 是什麼？之前 the same event 

happened，可是再呢？就沒有這個 implication，語意就不會涵蓋前面發生的。

我們把又跟再放在一起看，比方你問我，老師你什麼時候回來，明年我會再



回來，再後面直接加動詞，明年我又會回來，這個又的層級比較高，涵蓋整

個 auxiliary，剛剛講說再只是強調 single action，所以和動詞直接相關，你不

能說我再會回來，可以說我又會回來，又連接的層級比再高，再就是 focus

在 single verb，也可以說再是單獨動詞上面的副詞，又是動詞詞組、子句的

連接，所以 accumulation of an event 的意思是什麼？他今年回來了明年又會

回來，如果他只是 repetition of a single action，他今年回來了，明年會再回來。

這邊有個例子，玉山信用卡繳所得稅免手續費，再享黃金抽獎，這邊不會說

又享黃金抽獎，因為沒有 accumulation of similarity，又一定要有 similarity，

可是再，剛剛說他是 single event in a sequence，所以他是 sequence of an 

action。 

 

第二個重點，就是就和才，還記得嗎？就跟才有什麼不一樣？什麼叫你去我

才去，跟你去我就去，到底有什麼不一樣？easier than expective，才呢？harder 

than expective，這邊是一個 condition，你去我才去，才提出來的是 more than 

expected，就是 less than expected，課本上這個 exclusive 表達的就是特別的、

唯獨的、重要的、大於你所想像的，如果你只是就這兩個因果關係，課本上

說才是一個必要條件，就不是，可是充分跟必要只是邏輯的概念，你基本上

看到的是你去我就去，這個條件是容易達成的，你去我才去，除了是必要條

件，還有一個語意上面的含意，言外之義就是 harder than expected。那在時

間上課本上，這就是我講的 later than expected，他明天才來，你 expect 他今



天來，可是他明天才來，你不能說我馬上才來，你只能說他馬上就來，馬上

已經是最快最短的時間了。就，他明天就來，earlier than expected，我明天就

來，公車很快就走了，我馬上就來，sooner than expected，你會發現我一直

講 than expected，有時候語意上面的講究其實是要跟整個溝通情境、語意考

量相關的，這裡是我舉出來做總結的例子，你可以說他很快就到了，可是你

說他三點才到，他很晚才到，你不能說他很早才到，語意上不合，就，是 earlier, 

easier and less than expected，才，是 later, harder and more than expected。那這

是一個相對的講法，所以好像有才就有就，但是我跟你們提過，實際去看過

語料，你會發現口語對話有一堆的就，可是才出現比例不高，比例大概是一

個才有十三個就，一比十三，為什麼就那麼多？如果他們只是語意上相對，

照理說分布應該滿平均的，所以就應該是一個滿 default 的連接詞，就是

unmarker，就，是一個前因後果的連接詞，你說，我就說，你一提到就，馬

上會提到前因後果，我就…我就…我就…，可是才呢？才不要、才不好、才

不去，在溝通上是比較不正常的，表達的是一個特殊的語意，marked adverbial 

linking，你敢吃我才敢吃，記是 linking element 又是一個副詞性的東西，如

果沒有才，這兩個就不能連在一起，才又表達了除了 linking 之外一個副詞語

意，我把它叫做 counter expectational linking，就，只是一個單純比較沒有特

殊語意的，這樣可以嗎？有沒有問題？ 

 

再來看，都，誰都會說這種話，可是我不太贊成 preceding the verb，應該說



preceding the verb phrase，可是再就不一樣，是放在動詞前面，誰會再說這種

話，有些動詞是直接在 V 的前面，有些是在 VP 的前面。好，接下來，這個

意思是什麼？你還記得剛剛看那個他們很用功也很努力，記不記得？所以剛

剛我們看到那個都就是 refer 到 focus on the element preceding it。這個例子不

好，比方，他們都很會說話，雖然都是在 VP 前面，可是其實他 refer 到的是

前面的 element，是指他們都，那下面是講到中文允許 topicalization word order 

change，本來的 order 是誰都會說這種話，這誰是一個 quantifier，可是中文

把這些話移到前面變成 topic，就變成，這些話誰都會說，他都說什麼話，或

是他什麼話都說。課本裡面之所以會舉這樣的例子是，你說都，這個都的確

是指前面他們，複數，可是後面講的 predicate 是 apply 到這個東西，所以我

用圖解的話，我有兩個 NP1, NP2，還有 VP，他的意思就是，我是都有這樣

子的功能，有了都以後，我把 VP 連結到 focus on the element preceding it，所

以都的前面是他，你其實要講的是這個，所謂的 backward looking，是把後

面 VP apply 到這裡，可以嗎？所以這個部份不用太做語言學上的分析，你要

知道的是，都的複數概念是跟他前面的 preceding element 有關，可是 predicate

的還是後面的嘛，所以回家這個值是可以 apply 到後面的東西。另外呢，這

些是什麼？你知道中文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這些所以、但是，前面有一個相

對的因果連接，因為他很聰明所以讀書很好，第二句呢，我前面要接一個連

接詞會說什麼？雖然，為什麼中文可以說因為所以、雖然但是，如果我沒有



因為、雖然，那一定要有什麼？你不能夠說因為他很聰明，讀書讀得很好，

這有兩個層次的問題，第一個，為什麼中文可以因為所以？英文不行，中文

為什麼可以？還記得我們以前說什麼？英文為什麼不可以？因為英文是以

句子為主的標記原則，一個句子有一個重點，在行式上就是一個主要子句，

每個句子都要有一個主要子句才叫做句子，有因為又有所以，句子就沒有重

點，中文之所以可以，就是我們沒有主從之分。英文一定要有一個主，其他

都是從，只能有一個標記，你可以說因為他很聰明，書讀得很好，可是中文

呢？中文是一個主題，帶出了相關的小句，還記不記得這個圖？比方我說，

他的新家廚房很大、院子很漂亮、浴室還有三溫暖，這樣了解嗎？他的家是

一個主題，房間很大、院子很漂亮，可以一直講，這就是剛剛孝勇說中文為

什麼一個句號可以有這麼長，因為可以有不同的小句繞著主題轉，中文是一

個 chaining 的關係，沒有主從可言，為什麼我只能有所以、但是、而且？這

跟什麼有關？為什麼只能說他很聰明所以讀書很好？如果你還不曉得答案

的話，再往下一張，我想請你們來看，我的車上有一句警語，說為避免傷亡，

請繫緊安全帶，這句話怎麼翻？有一跟二兩種可能，英文 prefer 哪種？重點

是 please fasten your seatbelt，為什麼重點要放在前面？英文的標記原則就是

重點在前，所以英文的句子不是也是這樣嗎？先講句子的重點，發生事件，

中文反過來，會先講 background，這是我們一個基本的訊息結構，英文是一

個重點在前的語言，所以會 tend to have no.2，再回去看剛剛那個中文，對於



中文來說，我們標記的是因還是果？假設我只選擇一個，標記的是因還是果？

剛剛已經講了我沒有主從之分，這也不是主從之分，這是因果關係，他很聰

明，所以讀書讀得很好，我標記的是所以，因果關係裡面的果，條件裡面的

什麼？我標記的都是後面，都是後果，這是中文英文很大的不同，中文是先

因後果，英文呢？先果後因，也就是先講重點，我先把結構講完，再告訴你，

請你看最後一頁，中文是先因後果，雖然你不想吃，但是還是吃一點，假如

你沒修這門課，就不懂中文有多特殊，我可以把假如拿掉，我所有東西都可

以拿掉，還可以留個就就好，如果中文要有標記，不是在標記附屬或是主要，

我其實是在標記後面發生的，就是因果關係的果。那英文呢？英文剛好相反，

這兩個句子有個逗號的區分，you should still eat a little even though you don’t 

feel like to eat，我們從來沒有問為什麼？為什麼前面要加逗號，後面可以不

加？想想剛剛我講的重點在前有沒有關係？如果英文的重點是先果後因，重

點先講，所以這個句子是不是英文正常的語序？重點先講，這是一個正常的

訊息結構，我之所以這邊加個逗號，你知道逗號的意思是什麼嗎？逗號告訴

你說我的重點還沒出現，他是一個比較特別的語序，不是符合英文基本訊息

結構重點在前的原則，所以有額外標記，標點符號放在那裏是有意義的，標

點符號是語法標記的一種形式。假設我重點先講，是一個很自然、正常、基

本的語序，就不需要其他的標記。 

 

最後我們看一個，這是我昨天在一本書找到的句子，你看中文和英文翻譯就



是有這個不同，這是在講一個孩子，他媽媽把他騙去一個孤兒院，看到沒，

重點先講，下面，中文說為了有足夠時間...這都是為了…為了…最後才講這

個規定是什麼，可是英文怎麼？a decision was made，重點先講，所以中英不

同有沒有一些體會？最後，我們的作業，這裡有三組句子，請告訴我這些句

子有什麼不同？為什麼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