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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要把上一個禮拜沒有講完的繼續講完，然後進 serial verb，

Adverbial clauses 我們上次就講到這裡，所以中文的 adverbial clauses 通常是前

後都可以有標記，不但…而且、雖然…還是、因為…所以、如果…如果，上

次我也提到了，中文是循環連結方式 chaining，循環的，所以沒有什麼主從關

係。 

 

那下面這個是講到當什麼的時候，typical used to indicate time，所以你看到當

這個字，只要看到當這個 marker 就很清楚了，這也是我們學習 when 的時候

覺得很簡單，因為英文的 when 好像對應到我們的當。然後這個 conditional 

situation 可以用假如...的話，有沒有想過為什麼用的話？當，用的時候，彼此

呼應，是時候嘛，可是假如為什麼要用的話？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為什麼

不的吃、的做，所以的話，什麼叫話？英文有一個類似的，假設你要給一個

例子，I want to do something meaningful, say…，為什麼用 say？藉由你說的話，

你創造了可能性，那個的話，這件事情存不存在不知道，可是藉由的話來創

造這個情境，所以人的話是很 powerful 的。以前我在教 social linguistics 的時

候，我們開宗明義第一課就是 language is a loaded weapon，有一本書就叫做

language, a loaded weapon，什麼叫 weapon？可以殺人的，因為話可以創造出

很多的 psychological reality。講到這裡不得不講到中西文化不同，我在上課就

是用西方的方式希望得到你們回應可是你們回應的真的很少，另外一個，我



們很不習慣問老師問題，美國人覺得我來上這門課就要把所有問題 pull out，

老師有責任提供他所有知道的答案，他覺得問問題是 privilege，因為學習不是

聽，你要對你的權利義務更了解。那我剛剛講到話的意思是說，另外一個話，

對我來說很大的衝擊，我們小時候常常去 tease 別人，那個胖呆、豬頭、大象，

你們都有綽號嗎？小時候我叫我妹妹阿呆，他們叫我阿花，因為我小名是小

華，我在小學還有另外一個外號他們叫我長頸鹿，第一次聽到我很難過，我

爸爸說不要難過，回去罵他矮腳雞，我要講的就是，我們覺得這種 verbal abuse

沒什麼，我們都習慣，可是在美國這種 verbal abuse 是非常嚴重的 crime，你

不能用話語去創造 negative 的 reality，我第一次到美國開始讀社會語言學，

其中就在講很多人說他從小被 verbal abuse 所以 self image 很差，我才突然意

識到不知道傷害多少人了。好，我要講 adverbial clauses，下面這個 similarity

的部分，跟...一樣高，我上次講過，這個比較級也是比較難學，中文是把誰和

誰先講出來，因為要比的對象是誰，這是非常 iconic 的，中文很像手語，如

果在手語，要比兩個人，要先 establish A 用左手然後再 establish B 用右手，然

後再比這兩個人，這是真的，這就是中文用的方式，所以，我們跟你，副詞，

一樣高，一樣修飾高，一樣高興，然後呢，這個一樣，基本上就是表達，跟

英文一樣，the same，someone and someone are the same，the same 後面還要再

加 same what，我們沒有像你們那樣不積極，如果你是外國人要怎麼學？比較

級正面很好學，反面實在很難，課本整理出這幾個，跟李四一樣，我們也不



想去，像李四那樣，這個觀念跟英文的 more than 是很不一樣的，基本上是先

強調這兩個人的關係，然後再給你要講的 predicate，所以比較級我們可以再花

一點時間想想看，這是講 similarity，就已經很頭痛了，比完了以後要否定，

用沒有還是用不？你看，我沒有像你們那樣不積極，可不可以反過來講，我

們不像你們那樣沒有積極，不行啊，我們不像你那樣沒有積極為什麼不可以？

我們沒有像你那樣不積極，我們不像你那樣不積極，我不像你們那樣不積極，

這邊沒有什麼道理可言，有個道理是說，我盡量不要重複，我不像你們那樣

不積極，我沒有像你們那樣不積極，事實上，你選擇這個沒有，並沒有什麼

特殊沒有的意思，你記得我以前講沒有，是講真實發生，我唯一解釋是說他

跟後面的不做個區隔，兩個都可以。下面，two adverbs repeated right in front of 

the two verbs in the two clauses，這個呢，很簡單，愈怎麼樣愈…，這種是對等

連接，似乎比較容易，這些都是 adverb，中文的 adverb 讓人頭痛得不得了。 

 

這就是我們上次要講沒有講完的，還記不記得？中英文有無不同？在兩個句

子的連接上面，中文說為避免傷亡請繫緊安全帶，因，果，由因到果，基本

上英文 prefer 2 的句子，please fasten your seat belt to avoid death or injury，為

什麼？重點在前，因為英文有一個特性，重點在前，John is taller, taller than what? 

我講這句話的重點是要你繫緊安全帶，後面再告訴你為什麼，所以重點先講

的這個特性在英文的每一個層級都很明顯，這個重點回應到上面，如果我把

這個重點反過來，就要有一個標記，告訴你們前面看了那麼多還不是重點，



重點在後面。 

 

所以中文是前因後果，下面，英文是先果後因，你去看中英翻譯的一些文獻，

如果他翻譯好的話就應該回到這個語序才能反映中文，我最近在寫一本書，

常常進入一種非常頭痛的狀況，我不知道應該用英文還是中文的邏輯寫作，

我在用中文寫一本解釋英文的書，這兩種語言就常常 in conflict，希望這兩種

語言在你們是非常清楚的，有沒有問題？adverb 的部份到底要怎麼教也許是

你們可以好好去看一下的，這些教科書有什麼特別的妙法。最後講一點，我

剛剛說比較級我們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我說他高，是什麼意思？這兩個人，

他高，跟，這兩個人，他比較高，是一樣的，可是如果單獨形容一個人怎麼

說？他很高，所以很高在一些人的…像我的孩子是雙語的，他常常說我比他

很高，為什麼我比他很高？因為你常常聽到 he is tall 是很高，他就把很高當

成一個 unit，如果我要形容 he is tall 一定要說很高，為什麼中文要加一個很？

那就先下課想一想。 

 

請大家看一下黑板上這幾個，他很高、他一樣高、他特高、他比我高，這些

有一個共通之處，都是形容程度的狀態，形容詞本質就是一個相對程度，一

個 scalar 概念，程度上的形容在中文都有特定模式，就是這邊看到的，高本身

或是矮本身不夠，你不能說他高，he is tall 要說他很高，原因在於其實我們是

藉由程度副詞來告訴你這是一個有關程度的表達，高本身的概念並沒有程度



或是比較的意義，藉著程度副詞，很怎樣，你很清楚的知道這是程度上評價，

這些都叫做 degree，一個 degree marker，有這個 degree marker 就知道怎麼解

讀後面的形容詞，所以比較也是一樣，我為甚麼要說比我，因為比我也是表

達 degree 的，當我在比較的 basis 之下，這個高就有了意義了，所以可以把比

我想成跟很一樣，都是 implicate 程度概念，所以為什麼當我說他高，你的解

釋仍然是在比較 basis 理解，今天這兩個人是在比較情境之下我才能說他高，

沒有比較我不能說他高，因為比較使得高有程度的語意概念，所以是這個

degree marker implicate scale 概念。只要有很，你就知道有程度表達，我們以

前講過，這傢伙很陳水扁、他很草莓，什麼叫他很草莓？草莓是名詞啊為什

麼用很？只要有 degree marker，很、非常，我後面的形容詞就可以出來，即

使後面不是，也要用程度概念理解，所以他很陳水扁，變成一個程度屬性，scalar 

property，這部份講到這裡，讓你們知道比較跟程度是同一個概念。 

 

好，下面我們要進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主題，中文沒

有 inflection，不會加 ed，可是中文有 word order，很多語法規則都是藉由 word 

order表達。當我有好幾個事件我怎麼表達？sentences that comprise two or more 

verb phrases in a series，他在廚房喝咖啡看報，他們上樓睡覺，爸爸送姐姐上

學，爸爸讓妹妹去北京，上次我們作業裡面，我送他去機場開車，跟我開車

送他去機場是不一樣的，sequential order 就表達事件前後順序，所以有人說中

文是非常 iconic，先發生的先說，開車送他去機場，開車先；送他去機場開車，



開車在後面，就這麼簡單，難道英文不是嗎？真的不是，想想我今天又過去

完成表達，如果我說，I had worked hard, so I passed the exam，我們用英文的

順序講，I passed the exam because I worked hard，什麼叫 had worked hard？誰

先誰後？這個完成式概念通常是講之前，雖然我比較後面講，我還是講之前，

完成式是非常 counter sequential 的，before you came in, I had done something，

就把 order 改變了，可是中文呢，少了這種機制，是非常 iconic 的，以事實發

生的順序成為語言順序，所以為什麼剛剛因果，有沒有發現為什麼中文是因

果，中文是非常自然 iconic 的這種語言，下面講的這些基本上只要順序是你

實際發生的就沒什麼問題，the word-order of verbs can be flexible or rigid 

depending on different constructions，那什麼時候是 rigid/flexible 我們再來看。

他在廚房看了報喝咖啡/他在廚房看報喝了咖啡/他在廚房不喝咖啡看報/他在

廚房喝咖啡不看報，今天我如果要用這些有一個重點，就是，我可以不要去

強調 sequential order 的時候，前後順序就沒那麼重要了，所以你說你在辦公室

幹什麼，我說我在喝茶、聊天、寫 paper，我只是在列舉，這時候就不需要注

意 sequential order，這些滿 flexible 的，這裡在講的是習慣事實，重點是在於

the two verbs are parallel, not sequential., to each other，意思就是說你還是有選

擇，不一定要把所有事件看成 sequential order。 

 

下面一個就比較 rigid，他們上了樓睡覺/他們上樓睡了覺了/*他們睡覺上樓，

因為在這裡有一個很清楚的先後順序，這裡就有很清楚的 sequence of 



real-world，如果是在 real world 裡面有一個 matching sequence 就沒有別的選擇

了。 

 

再看這個，加了來去，你說我上樓來睡覺還是上樓去睡覺，來跟去有什麼不

同？請你來上課，請你去上課，請你來吃飯，請你去吃飯，加了來去，你們

上樓去睡覺，你們上樓來睡覺，姑娘出門去見客，姑娘出門來見客，廚師切

菜來做飯，廚師切菜去做飯，這種來去在這篇孫老師強調的是一個 purpose，

可是不要忘了來去的本質是什麼？以前我用過一個詞，deictic，就是跟著說話

者來決定的。語言中有很多 deictic 的 marker，誰是 I 誰是 you，跟著 speaker

走，來去也跟著說話者走，請你來我家，請你去他家，還有一些 deictic 跟 speaker

說話有關，你在黑板上寫明天交班費，這個人就不懂 deictic 的用法，明天是

哪一天？天天都可以是明天，那個明天後天也是跟你說話當下有關，deictic

就是跟你說話當下的人事時地物有關，但是我要強調的是說這個 deictic 觀點

還是有某種manipulation的可能，當你打電話請人家來是說，你明天就來吃飯，

我可不可以 manipulate 一下，那你明天就去吃飯，我有沒有可能說，雖然你

不想，還是去吃飯吧，我可以選擇以聽者角度來改變我的方位，我用我自己

當然是你來，如果你要表達你的 consideration，可以用聽話者的角度來改變來

去方位。 

 

下面講的是 collocation with progressive marker，如果一個 sequential event，在，



要放在哪？爸爸送姐姐上學，在哪裡可以放在？只能放前面，爸爸在送姐姐

上學，only the first verb can take up the progressive marker，在是這個樣子，那

了呢？剛剛看了很多的了，了放進去呢？爸爸送了姊姊上學/爸爸送姐姐上學

了/爸爸送了姊姊上了學，了似乎比在的自由度大一點，為什麼？如果了跟在

都是 aspectual marker，為什麼了的自由度比在大很多？回到語言基本原則，

先來問了是來做什麼，在是做什麼，了是 perfective marker，這個事件已經

actualized，發生了，所以個別事件發生了，為什麼在不行？在是 progressive，

每一個動作在發生不行嗎？還記得我在講進行式的時候我曾提過，一個動作

完成了他還是一個動作，可是加了在，這個動作變成什麼？比方我吃飯跟我

在吃飯，有什麼不同？當你說我在吃飯，已經把動作變成一個狀態，我在吃

飯強調的是在這一段時間內我都處於某種狀態，進行式有一個很特別的語意，

除了他強調事件在進行中，同時也把一個動作變成狀態，在本來的語意是你

在空間存在，可是變成進行式就是變成時間座標中存在，可是動作是倏忽即

逝，只有狀態是有時間延展性和持續性，所以在這裡，你只能強調一次變成

狀態，因為這兩個是動作，可是一旦用了在，就要變成狀態，你只能把

background 變成狀態，他在送的這個在，只要加了事件，就把整個事件變成

同樣的狀態，不能一個動作一個狀態，既然這兩個是相關的，你就一起把他

都變成狀態，為什麼在要在前面不能在後面？有點像我在這裡吃飯，不能說

我吃飯在這裡，因為狀態指出的通常是背景，一定是背景之後才有動作，狀



態之下發生的動作，所以以前我們講過，這個在哪裡吃飯、在哪裡看書，要

先 specify 地點做為一個 background，所以這個狀態也變成 background，所以

only the first verb can take up the progressive marker。 

 

下面我們要講的是如何加上副詞修飾，動作性副詞修飾，he plays the game well，

he had the essay done，英文很自然的後面可以加上一個副詞修飾，做為

resultative，或者是程度，換成中文呢？第一句話，他打球得很好，no，一定

要說他打球打得很好，這個叫 verb copying，copy the verb，論文我寫論文好

了也不行，一定要說他寫論文寫好了，當然你有別的講法，因為中文是 topic 

comment，所以可以把整個受詞移到前面去，可以說，球他打得很好，論文他

寫好了，可是重點是假設前面是 VO order，那你要加上任何修飾語都要重複

動詞，我們第一次講這個是在解釋的的用法，還記得嗎？我說我順道一提，

因為很多時候要解釋為什麼要重複打，從認知角度是，你已經有球這個 new 

information，就要在下面另起一個 unit，可是如果不提這個認知的東西，你怎

麼解釋這個語法現象？還記得的是什麼？的叫做 post verbal，動詞之後，那我

就必須重複打，才有動詞後的的可言，任何動詞性的修飾都要求要有的，他

打球不能說得好，一定要重複打，為了滿足 post verbal 要求，要重複打，這

是從語法解釋語法，同樣的，為什麼他寫論文好了，要說他寫論文寫好了，

這裡沒有得啊，為什麼要重複？為什麼要說寫好了？a reduplication is 

generated to avoid a sequence of two complements，如果你說他寫論文好了，你



有兩個 compliment，第一個是寫論文，第二個是好了，其實這跟的的意思一

樣，他打球好，是因為你又有球，又有好，這叫做 two compliments in a sequence，

可是的這邊呢，我可以有一個解釋，我可以用的來解釋，這邊我沒有的，那

我要怎麼解釋？ 

 

來看看這個了，他打了球好幾年了/他打球打了好幾年了，他寫了論文寫好幾

次了/他寫論文寫了好幾次了，這個第一個都不太好，不能說他打了球好幾年

了，是他打球打了好幾年了，他寫論文寫了好幾次了，為什麼了不能在這裡？

剛剛這邊也是一樣，不能說他寫了論文，是他寫論文寫好了，他打球打了、

他寫論文寫了，這個了不能在前面出現，原因何在，這個是 rule，once the verb 

is duplicated, aspect marker may only occur with the second verb，這是 what，就

像我們學英文一樣背起來，but why？我們以前說了不是 completion 而是

termination，所以才會有 actualization，請問我這句話的重點，剛剛說中文是

重點在後，英文在前，請問他重點是打球還是好幾年？所以我重點其實是後

面這個打了好幾年，那我的 aspectual marker 就放在後面來配搭這個重點，這

樣的話打球就變成沒有時態的背景狀態，所以背景狀態是打球，我強調的是

後面這個，所以後面才有 aspectual marker，這是一種，另外一種是，回到了

本身，假設我說打了球，回到了最基本的功能表示 termination，那就結束啦，

為什麼剛剛說好像已經告一段落，打了球就結束了嘛，所以語意上不連接，

語意上 contradiction，我已經強調打球已經結束，打了球，所以這有兩個不同



看法可以解釋。 

 

那另外一個有趣現象課本比較沒提到是，當你修飾了以後，其實還有另外一

種講法，我說他打球打得很好，可以說他打了一手好球，他打球打了三年了，

可以說他打了三年球，他看書看了三本書，他看了三本書，你會發現本來是

在副詞的東西可以進入哪裡？打了三年球，這三年本來是形容打的 duration，

可是它可以進入 NP 裡面，進入受詞裡面，看了三本書，是看的修飾，看的

quantity，可是可以直接拿來當作受詞的修飾，他打球打得很好，是打得很好，

我也可以有某一種方式變成一手好球，所以我要指出的一點是，中文似乎有

一個變換的可能，動詞 VP 上面的 adverb 可以變成 NP 的修飾語，他打了三年

的球，我看了三本的書，懂我的意思嗎？變成名詞層次的修飾語，那這個原

因是什麼？所以究竟是在修飾動詞還是名詞，這是語言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我在整個子句 level 或是動詞片語上面的副詞可以變成名詞裡面的形容辭的原

因是什麼？就是我的受詞決定我的動作發生了幾次，我的受詞其實是可以直

接來限定我的動作發生的狀況，我在講這個的時候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概念，

之前講過名詞單複數會影響事件的語意，今天我說 i sold a house 跟 i sold 

houses 你會有不同解讀，I sold a house 就是我把房子賣了要搬家，可是 i sold 

houses 呢，可能會變成賣房子的，就表示這個 selling 事件一再發生，所以複

數的受詞直接影射的是事件發生了好多次，所以事件跟受詞之間是息息相關，

這是一個普遍的語言現象，我對事件的修飾其實也可以轉換為對受詞的修飾，



三年的球表達三年的打，houses 表示動作出現了好多次，複數的受詞等於複

數的動作、動詞，這是一個語言普遍的現象。那究竟語言要在哪個 level 去修

飾，還是有語法上的限制，這是語意上我們可以理解，可是英文就不能說 i sold 

three-year houses，那這跟什麼有關？你再想另外一個相關的問題，我們常說

中文有很多 VR 比方我吃錯藥、我嫁錯人、你娶錯老婆、你找錯行業，中文可

以直接用 VR，VR 也是某種形式的 serial，可是想想看，嫁錯、找錯、娶錯的

概念，我們以為是在動詞上面，因為是 VR，因為是事件上面的結果，可是換

成英文呢，不能說 marry wrongly，marry someone incorrectly，沒有這個講法，

沒有這個自由度，只能說 marry the wrong person，所以你是放在事件上面去表

達還是受詞？其實語言是有某種限制，中文允許可以把事件上面修飾語換成

受詞上面修飾語，可是在 VR 上面所表達上面就是動詞 level，換成英文就要

在受詞上面去表達，這個部分，語言跟語言是有不同的表現。 

 

所以這邊要提到一些 constraint 概念，他說 verbal reduplication is sometime 

unnecessary，他打了球好幾年了，這個就可以，他教書好多年了、他寫論文好

幾次了、他應徵工作好幾次了，就不用說他打球打了好幾年了，為什麼有時

候好像又可以不要重複？其實這就是回到剛剛講的重點，記不記得一開始我

們解釋得，可是另外一個寫論文寫了好幾年不能解釋，因為他不見得一定要，

他不是 obligatory reduplication，這邊就可以看到，當這些後面的補語表達的是

duration, frequency or 目標，而不是 manner, result，剛剛那個得，well，跟這



個不太一樣嘛，這些其實 verb 不一定要 reduplicate，只是有個 option 可以

reduplicate，這些語言都保留了一個不用重複的選擇，原因當然是跟語意有關，

這些呢，我可以直接用前面的東西當作一個事件的背景，後面我來強調的是

frequency, duration 或者是 goal，那為什麼得表達 manner 就不行，表達動作好

壞就不行，不能說他教書很好了，為什麼不行？他打了球很好，他教了書很

好，不行，就想想我們剛剛講過的一些東西，就跟這個有關，我可以說，打

了三年的球，寫了三本書，教了好多年的書，所以這些 frequency 或 duration

這種 quantity 的概念都可以被抽離出來，所以不只是剛剛那個不用重複，這些

根本直接放在受詞裡面，所以好像從語意上來說，這些 frequency, duration or 

goal 似乎是可以跟動詞有某種抽離的可能，這些表達了所謂副詞性概念，是

跟動作可以抽離的，你可以藉由受詞表達，那意思就是得所表達的 manner，

打球打得很好的 manner 跟動詞之間是不能分隔的，這也是為什麼其實在這裡

就看到這個端倪了，他打球你要加個得，這句話就不用啊，frequency 你不用

說他打球得三年了，他寫論文得好了，為什麼一定要有得，verb copying 的必

要性其實都跟得有關，都需要有得，從表面上我們看到的，有得的，就必須

要有 verb copying，自由度就沒有那麼大，那得和 verb copying 有什麼關係？

他打球打得很好，這種表示 manner, result 的為什麼就一定要有得？因為他要

用得必須要有 verb copying，是不是就回到剛剛的問題，我用得去解釋 verb 

copying 是很有道理的，因為有得就必須重複 verb，沒有得我就有比較大的自



由度。最後一個問題變成，什麼樣的副詞要加得？我吃得很高興、他跑得很

快、走得很慢、做得很好、起得很早、說得很快，這些得所標記的補語有什

麼特別？他有兩個特點，不是 manner 就是 result，我吃得很飽，是 result，另

外一個是 manner，就是我進行這個動作的 manner，所以 manner 跟 result 跟動

詞之間的關係比較近原因是什麼？很簡單，manner 之所以存在是有打存在才

會有 manner，如果沒有打這個事件發生，怎麼可能會有 manner，所以 manner

跟打之間是一體兩面，所以要用得去修飾的東西都是跟動詞本身面向，打的

面向是打得好還是打得不好，這個事件本身一定要是存在的，才能去修飾它

的 manner。那 result 呢，一定要看到動作發生，後面才可能有 result，因為這

個 result 一定是事件造成的，而且跟事件是緊緊相關的，這樣了解嗎？得後面

只能接兩個東西，manner 或是 result，其他這種 frequency, duration 或是 goal

呢，跟動詞都可以有某種的切割，只有 manner 跟 result 是不能切割的，就是

可能的其中一個原因。這些都不是書上寫的，這是我自己對中文的理解之後

做的一個推測。 

 

接著要來看的是這種，我買書給他看，到底是誰看？我買本書讓他送人，到

底是誰送？主任借台電腦給我用，到底是誰用？你會發現中文一些 case 

marker 給、讓，標記的就是，書給他看是為了他的好處，給我用所以是我用，

when the doers of two VPs vary，所以是我買，他看，主任借，我用，也就是這

兩個 doer 是不一樣的，the second doer will be marked by a causative marker，這



個 causative 的意思就是我借的結果是什麼，所以我借了然後讓你看，我覺得

更好的應該是 case marker，就是表達給到底在做什麼，他是給他，所以重點

是，他是一個 benefactor，讓他，他也是一個讓後面接的一個 benefactive case，

就好像我考一個麵包給你吃，吃的人是你，為什麼用給，因為東西給了你，

你是受益者，那另外一個他強調這個 theme 呢，就是我買書，書是 theme，給

你看，你也是看書，可是這個 theme 卻要省略掉，這一點我倒是覺得不用特

別強調，要去強調中文有一個 case marker，有點像英文 i bought the book for you，

這個 for 就是一個受益者的概念，可是中文這個給有一個問題，什麼叫做給，

給到底是 to 還是 for，我不知道你們在國中學英文有沒有這個問題，為什麼中

國人分不清楚 to 和 for，我買一本書給他跟我賣一本書給他一不一樣？我買給

他跟我賣給他一不一樣？都是給，中文這個給其實是 benefactory 跟 recipient

結合的一個 case，也許在我們觀念中認為 for you 跟 to you 不能分得很清楚，

因為 for you 的東西就是 to your good，所以我把一本書給你，這是 to 的概念，

給了你你就得到一個好處，所以是 for 的概念，我在猜我們中文把 benefactory

跟 recipient 何在一個角色，可是這個給的概念到英文就要分得清清楚楚，所

以 i sold the book to you，你是一個 recipient，i bought the book for you 你就是

一個 benefactory。所以每一次你們在英文學習有困難，都回去想，八成都是

中文造成的，中文的影響。 

 

好下面，我們來看，我怎麼最近常常 over time，我覺得我好像根本還沒教什



麼就已經時間到了對不起哦。他給了我很多東西，他叫了我，爸爸讓妹妹去

中國，其實這些沒什麼特別的因為英文也一樣嘛，I told him to leave，這個 him

既是 told 的受詞又是 leave 的主詞，所以這種句型我覺得還好。 

 

再來，這裡講的是叫、讓、使、令，這些 causative marker 其實已經不再是動

詞了，因為不能說我昨天請吃飯，可以，我昨天讓/給/叫吃飯，都不能做為動

詞了，這些動詞已經失去了一個典型動詞的身分，除了請以外，因為可以說

我請他吃飯，或是我請他，我請他的請還是動詞，可是又可以做為 co-verb，

我請他，後面吃飯，那讓、給、叫，他已經沒有動詞用法，因為它一定要後

面再加一個動詞，讓他吃飯、給他吃飯，這個請跟叫已經不是主要動詞，課

本叫 causative marker 或是 case marker，或者我們叫 co-verb，這個就是 co-verb

的概念，就是我的動詞有一個同伴，叫 co-verb。用小刀開信、替你做事，這

些都是 co-verb。 

 

先來講我們的作業，用，這是我非常有興趣的一個題目，這是目前我的一個

研究生正在做這個題目，就是我從來，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十年二十年以前，

我的詞彙中從來不會有這個用法，康康你幫我影印一下，康康說好我來用，

康康不會這麼說因為他是大陸人士，台灣的同學就常常這麼說，這在我的詞

彙中我從來沒學過這個用法，對我來說，用只有兩種，第一個是你要不要用

這個人，做 main verb，他的文章用了很多典故，要不然是 co-verb，我用鑰匙



開門，開門才是主要動詞，或是，我願意用它，我會用電腦，那什麼叫做…

麵包店有一個標題，請不要把夾子用在地上，這是我在研究群 meeting 的時候

一個學生給我的語料，請不要把書用在抽屜裡，請把書常常拿來用，小王幫

我去買個便當，好我來用，冷氣壞了，好我來用，在我的語言中，這些用應

該是我來弄、我來做，這就是今天的作業，我要請你們幫一個忙，please collect 

as many instances of 用 as you can be paying attention to daily conversations，然

後，do you get similar patterns of the following 你幫我影印一下，好我來用，所

以第一個是蒐集用所有語料，第二個是看看有沒有這個用法，然後第三個是

請你來分析一下，到底用這邊代表的是什麼？很清楚用是代表影印，那有沒

有哪些動詞用不能代替？where does it come from，你覺得用哪裡來？好像答

案滿明顯的，最後我要問，are ther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用 and 做，到底有

什麼不同？幫我用一下/幫我做一下，有沒有不同？這就是今天的作業，下禮

拜見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