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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同學今天是什麼日子啊？沒錯，今天是最後一堂課，這個學期

的最後一堂課，這門課的最後一堂課，上個禮拜我們在談門跟堂還記不記

得？這是這門課的最後一堂課，這樣不就分出來了嗎，所以語言的任何分

析都回到語言的語料本身來看。今天我們有幾件事情要做，既然是最後一

堂課，也就是本學期的高潮，我們今天要上的是這本書最重要的 issue，中

文的把字句、被字句。 

 

這是中文句法裡面兩個比較特別的句式，幾乎所有學中文的人都要面對，

把字句和被字句，是中文特殊的兩個句式，什麼叫把？我把人殺了、我把

媽媽的花瓶打破了，你把書拿回來了沒？你把飯做了沒？你把功課寫了沒？

問題是，中文裡面明明沒有及物句，不用把可不可以？書還了沒？我借書

了，我買書了，我做飯了，不一定要用到把，究竟加把跟不加把有什麼不

同？用了把以後跟沒有把的意義有什麼不同？第二個課題是被字句，我們

都知道被是被動，中文的被跟英文的被一不一樣？不一樣，為什麼不一樣？

哪裡不一樣？有沒有想過，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兩個課題。 

 

把從哪裡來？你的手抓住，叫把，把住車把，這是孫老師故意寫的，一個

是名詞一個是動詞，都是從把手的把來的。我把門，什麼叫把門？把風，

把風是抓著風嗎？不懂為什麼要說把風，把門我還知道意思，裡面在賭博



怕警察進來，我把門。把酒問青天，這沒問題齁，如果有風聲就把它把住，

watch out，也滿有道理的。這個把怎麼成為把字句的把，怎麼回事？這裡

有些語料，先讓你們想想看，我把他打，我把他打了一頓，把他打了三下，

我把他打得鼻青臉腫，我把他打得站不起來，或者我把他打一打，打一打

就好了，電腦死了你把他打一打就好了，我把他打死，我把他打到不行，

我把他打到爆。這些你在想想看它的 counterpart 可不可以成立，我打了他

三下，可不可以？我打他打得鼻青臉腫，不用把字句就要重複 verb，我打

他打得站不起來，我打一打他，可以，我打死他，我打他到不行，不行，

不會說我打他到不行，我打他到爆，為什麼不可以？這就是語言學家每天

再問的問題，為什麼可以？為什麼不可以？原因何在。 

 

我們來看看孫老師接下來的討論，上面這些例子是我自己抓出來讓你們去

思考到底把字句有什麼特別，這裡是我把問題歸納一下，when can use 把，

你決定了什麼時候用以後，還要問到底把字句在幹什麼，what is 把 doing in 

the sentence？把呢，基本上從剛剛看到的把手、把門、把風，就是名詞性

的東西，這樣子以後語意改變就是 signal a change of state resulting from some 

activity，要有一個改變，to signal that an event is ended。那我們看下面，把

書撕成兩半，我把他當作是好人，有一個很清楚的 endpoint，我把人情看得

很重，somehow 你會發現他後面都有一個 end，當你說把書撕成兩半，書變

成兩半，我把書賣了，書賣了，我把蛋糕吃掉了，蛋糕沒了，所以受詞本



身是很明顯的 undergo 一個 change，可以嗎？剛剛我說過把他、我把他什

麼，你可不可以說我把一本書看完了？跟我把這本書看完了，哪一個比較

好？意思就是說把這個名詞並不是一個 generic 的 term，即使在中文，我說

我把狗拴起來了，這個狗是指任何一個狗嗎？這個狗是你知道我知道的一

個 identifiable 的狗，也就是英文裡的特定，the 的概念。如果不是一個個體，

那也是一個 generic，就是 type refering，我把狗當作我的好朋友，這個狗是

指一個 generic 的狗，它的類型也是很清楚的，狗這個群體的類型，definite，

就是 identifiable。你現在知道為什麼不能說把他打，為什麼？verb without an 

end is not allowed，所以呢，你不能說我把一本書賣了，因為哪一本書都搞

不清楚，就沒有辦法去描述他 specific 的改變，這裡的一本書沒有實質的

reference，你怎麼去描述它的概念？另外，我們剛剛看到，不能說我把他打，

因為沒有辦法 indicate a change of state，所以你後面要加 some kind of a 

change，我把他打了三下、我把他打了，這個了告訴你一個結束的情況，所

以你才能夠對他做出一些改變，這樣了解齁。我們剛剛說受詞本身需要經

過一個改變，這個改變本身也可以從時態來看，吃完了、吃掉了，也是一

種改變，他把湯喝了可是沒喝完，這個就怪怪的，他喝了湯可是沒喝完，

就比較好一點。他把功課寫了，但是沒寫完，就不太好，可是可以說，他

寫了功課但是沒寫完。用把的時候就不能再 cancel。有一種的改變是藉由

resultative 來呈現，剛剛說打死、打破，為什麼呢？這種暴力動作是你在認



知上面最明顯的，動作最明顯的，他把門打開了、他把餅乾吃光了、他把

玩具送走了，這些都是 result，表示 bounded，the predicate can also be bounded 

by a perfect marker CRS，這是我們在講了的時候曾經提過的，CRS 代表什

麼？比方他生病了、下雨了、颳風了，這個了都是 CRS，currently relevant state，

就是把狀態跟現在的講話情境相關起來，下雨了，你觀察到這個狀態改變，

把書看了，但是不能說他把書再看了，bounded 的要求就不能用再，我把他

再打、我把他再看，台灣國語也不至於這樣。我把書放在書架上，這裡利

用定點，放在書架上，這裡應該是 bounded by a prepositional，所以書架上

indicate a destination as an endpoint，樂隊把藍色多瑙河演奏了好幾次，所以

呢，了，做一個 bounded 的標記，可以嗎？還有一些 bounded 我們可以怎麼

看呢？我把書一放就走了 indicate the initial point and an endpoint，這個一放

動作是很短暫的，好像也有一個 endpoint，一丟就走了、一踹門就開了，用

這個一表示迅速、快速、立即的 endpoint 結點。最後我就做了一個結論，

這個小小的圖解釋把字句的形式和語意之間的配搭。把字句一定有把，記

得我們剛剛講的把酒問青天，位置都是在受詞的前面，中文的詞的位置是

不太會變，雖然語意在改變，那語意上面呢，既然剛剛說的 NP 一定要什麼

語意成分？必須要 specific, generic, definite，這個動詞呢，一般來說，動作

性的動詞不要放，比如說我把他想，我把這件事情思考，所以靜態的動詞，

沒牽涉到動感的，似乎比較不適合進來，動詞本身也有他的講究，不是所



有的動態動詞都不能，基本上這個動作、活動的語意還是要存在，所以是

個 acitivity verb，然後最後最重要的是後面這個東西，我打人，只需要動詞

受詞，不需要其他東西就成立，我買書、我打人、我煮飯，可是把字句，

除了受詞之外，還要有這個東西，complement，我們來看這個 complement

是什麼。看到沒，第一句不好，因為它沒有 complement，第二句有了，第

三句，第四句，得鼻青臉腫，第五句，站不起來，第六句，這個一打像是

一個 boundary，這個詞彙本身表示 duration 是短的、有 endpoint 的，把他打

到不行、把他打到爆都是 endpoint 的概念。今天你們終於學到把字句最重

要的一課，學生問為什麼要把，道理就在這，complement 很重要，標記一

個 result，把他打得站不起來，result。 

 

講完了把，要看的就是被字句，什麼叫被？這是我們要好好想想的，被字

句在中文裡面怎麼用？在古中文裡面，被通常是什麼意思？被殺、被擒、

被囚，有沒有人說被升官？被本來的意思是披被的意思，你被蓋住是不情

願、不自主的，所以我們通常說家門不幸遭橫禍，意思就是噩運披在你身

上，你是被影響的、被覆蓋住的，這叫被的意思，所以早期中文被有種

adversary，不是很好的事情，災難、負面性的，你想想看，對人是如此，對

東西呢？這個被字句在中文本來不是有這麼多用法的，你會說報紙被出版

了嗎？書被出版了嗎？現在好像愈來愈多人這樣講，可是實在不是很好，

可是如果東西被偷了就很好，你會說車子被偷了、被砸了、被刮了，你在



形容物的時候，也是一樣，只有壞事才會用被，所以很清楚，不是壞事的

事情就不用強調是被，因為中文本來就有 topic common 的句式，書出版了、

報紙送了、雜誌出刊了，by the way，雜誌出刊的英文怎麼說？書是 published，

雜誌是出刊了，issued，為什麼翻譯成出刊了，就是 issued，所以這些沒有

噩運、沒有壞事的，不會加被，那有些概念是中國人本來沒有的，比方選

舉，所以你是被選上總統，中文本來應該說當選總統，nominated 的概念本

來也沒有，所以很多從英文傳過來，比較現代化的概念，就會把他加上被，

被提名、被選上、被褒揚、被升官、被肯定，這個被肯定是一個最明顯的，

中文不會這樣講被肯定。所以這裡面你會看到中文一直也在受到英文強烈

的影響，特別在被字句上面，我最近在寫一本書，七月開始聽說會在聯合

報每個禮拜出一個短篇，會連載十周，然後書就會出版，anyway，我最近

在寫書的時候就常常覺得 constantly有一個痛苦，我的中文表達跟英文一樣，

我寫書就寫得很痛苦，因為我是用中文來寫英文，常常句子結構我自己再

去讀的時候覺得怎麼那麼艱澀難懂，常常主動賓都不可少，這個原因是造

成什麼的因素，這個因素又導致…就是你的主詞動詞不會省略，就一直在

重複很多不必要的東西，其實很多是可以省略的，我忘記了。語言之間影

響是非常明顯的，那中文裡面除了被字句以外，還可以想出什麼被英文影

響的？你怎麼會想到關代？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你的整個思維的方

式…所以中文裡面有很多新興的用法都式為了要 accommodate 英文的語法



習慣，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還有沒有別的？今天的課上完我希望你們真

的去觀察，你們平常聽到的中文英文，be observational，我發現英文還有一

個影響到中文的，就是那個 put 的用法，把書放在桌上，可是愈來愈多用的

是書放在桌上，書放桌上，put the book on the table，書放桌上，書放在桌

上，這是一個，還有呢？還有一個，就是一個，一個的用法很 pervasive，

我自己在寫的時候也發現，我常常會加上比方這是一個表達什麼的方式、

這個詞有一個什麼樣的語意、它是一個副詞，基本上，這個詞是副詞，就

好了嘛，如果用中文的習慣。所以我的語言在改變，就表示其實中文是有

一個在改變的趨勢，我都沒有辦法沒有一個，有一天我的學生來跟我說，

老師我最討厭有人講說做一個改進的動作、做一個聯絡的動作，可是你們

再討厭，它就是在發生中。有一年，我們在人社院做一個獎學金的選拔，

剛好有一個傳播所的學生來做報告，他的整篇報告都是的一個，那我們對

這件事情有一個看法、我們將要做一個深入的研究、我今天在這邊給大家

做一個報告、非常感謝大家讓我有機會做一個說明。都是這樣的話，我那

時候沒有把它錄下來好可惜。為什麼是一個？我相信以前絕對沒有那麼常

用，真的受到英文的影響，a 的概念愈來愈清楚，一個，你再去想別的事情，

它是有語用上面的功能，可是重點是你不見得每一次都是在這個情境中才

用一個，我會做一個統計的動作，除了做為 buffer 之外，還要有一個別的

改變，我的動詞要變成名詞，以前我說我連絡誰就好了，根本不會用一個，



你去聯絡他、你好好改進一下，為什麼要說做一個聯絡、做一個改進？還

有名物化的問題，真的是被英文影響很深，因為英文裡面有很多抽象名詞，

愈來愈接受抽象名詞的使用，這是我目前看到的一些現象，有沒有人要補

充？其實整個台灣語言在很有意思的變動中，我們來源來自好幾個，哈日

的時候就出現麵包坊、工作坊，被韓文影響的時候，就出現 whighting，f

的音都念錯，還有呢？叫哥哥 obba，你會先把一些詞會放進來，先把詞彙

借用進來，慢慢才會有形式上的影響。所以有一陣子日文的的，就常常出

現在招牌上，然後呢，現在受到大陸影響，像你看到的犀利哥。我們在講

語言受到不同 language contact 外來的影響，這就是語言活潑可愛值得研究

的地方，所以我一直會鼓勵學生，外文系的，你們的專業就是把語言搞清

楚，這個語言搞清楚本身其實還是需要語言學知識，來對語言觀察、分析、

解釋，語言對我來說不是一個遙不可及、理論導向的，其實就是日常生活

中你對語言的興趣，你每次有一個新的用法出來，會想要了解一下是怎麼

回事，那你用語言學的角度去看它的時候，你就成為一個語言學家了。今

天我們最後一堂課，我們把被看完，這個是中文一個 causative marker 我們

上次講過，他讓人給打了，弟弟天天都被媽媽罵，他昨天讓老師罵了，這

小孩子給人欺負了，我又叫同學笑了，在台灣國語裡面，被跟讓是用得比

較多的，其實讓都有點在 decade 當中，可是在大陸的語言中，讓跟叫還是

很常的。下面，被已經變成一個 passive marker，現在不會用被做成動詞，



不會說我被他，我又讓他，這個不行，我又讓笑了，被笑，我又被笑了。

這就是被原先的意思，suffer，跟字根是有關係的，被老師批評、被譏笑、

被欺負，用在人上面是這樣，用在物上面更明顯，所以基本上你們也了解

被的用法，被是不是英文的 passive，答案也很清楚，它的確在慢慢往英文

的方向走，像我今天在寫書的時候，常常會遇到那個句子，我要怎麼樣讓

學生了解，the book is published，中文會變成書被出版了、報紙被送來了，

當然被觀念上很清楚，可是中文已經開始改變了，報紙出版了、書出版了，

所以我們預知五年十年後中文的被會愈來愈多。有沒有問題？中文不可能

在這學期當中就講得完全清楚，今天雖然是課的結束，可是卻是你們研究

中文的開始，希望你們在以後的日子中繼續留意中文到底是怎麼回事，語

言的問題永遠可以成為非常有意思的課題。希望你們對中文的理解、感覺

會愈來愈好，課到這邊結束，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