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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研究主要探討遞進連詞「而且」

與「再說」之間的異同，並根據研究結

果提出教學應用。此外，經由觀察實際

的課堂教學，做出「而且」與「再說」

教學的反思與回饋。

過去文獻對兩者的討論大都是針

對「而且」或「再說」的個別探討，且

多停留在語義和語法層面，鮮少跨入篇

章、語用層面，對「而且」與「再說」

兩者的直接對比研究，更是付之闕如。

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之一，便是釐

清「而且」、「再說」的基本核心語義和

篇章之間的演變關係。本文乃欲透過語

法化的研究，來檢視「而且」、「再說」

如何從其原始的詞彙意義，演變至表帶

有「遞進」之語法意義的連詞，再如何

從表局部連接關係的連詞，演變成表整

體連接關係的連詞，最終進展至表承前

啟後，不帶無實質意義的篇章標記詞。

其次，文獻的探討也大都僅著眼在

「而且」與「再說」這兩個連詞在單句

方面的句法制約，然而語言實際交際中

的基本單位並非詞彙或句子，而是表達

完整思想的篇章，說話者藉篇章功能使

語言和語境發生關連。因此，本研究計

畫冀望能超越傳統在語義、句法的描

述，進入篇章和語用功能的探討。在篇

章方面，本研究計畫欲探討「而且」與

「再說」在篇章中除了帶出跨句的遞進

功能（及其細部分類）外，是否還有其

他的篇章銜接功能。在語用方面，本研

究欲檢視說話者在使用「而且」與「再

說」時，是否帶有不同的語用預設、意

圖、態度等，以及這些語用功能是否／

如何透過特定的語用原則（合作原則、

禮貌原則、關聯理論）來達成。

本計畫的研究方法乃先透過文獻

探討與批判，以建立「而且」與「再說」

之的理論架構，從而初步提出以下研究

問題，然後再透過大量的實際語料加以

驗證前三個研究問題：

(1)「而且」、「再說」如何從其核心語

義演變至整體連接詞，乃至無實詞

義的篇章標記？

(2)「而且」、「再說」的確切篇章功能

及其差異為何？

(3)「而且」、「再說」的確切語用功能

及其差異為何？

(4)根據本文理論架構進行實際課堂教

學的成效為何？

針對第四個研究問題，本文根據上

述的實際分析結果，設計教案由三位教

師進行實際教學，由三位助教根據

D-I-E-P FORMULA 隨班紀錄教學情

況，加上教師教學的心得感想，以及學

生學習後的問卷填寫，分析出遞進連詞

「而且」與「再說」的教學步驟與學習

難點，以作為華語教學的參考或補充材

料。

本計畫嘗試補足先行文獻的缺

口，將主要重點放在「而且」、「再說」

的篇章和語用功能之探索。不過也嘗試

釐清兩者的語義功能和句法制約，使這

三個語法點能獲更全面的探討，以達到

結合語言形式與溝通功能的目標，同時

能呈現從句法、語義至篇章、語用功能

的漸進式教學原則，並透過 D-I-E-P
FORMULA 對實際教學進行反思，以

期對理論的實際應用進行討論。

關鍵詞：語法化、遞進詞、局部連接、

整體連接、篇章標記、語用功

能、教學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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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project focuses on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two incremental connectors, erqie

and zaishuo. Additionally,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are provid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Moreover, teaching reflections and feedbacks on

erqie and zaishu are produced through actual

classroom teaching and observations.

Previous research has been primarily devoted

to the description of grammatical meanings and

syntactic constraints of these two conjunctions.

For one thing, most previous studies do not clearly

distinguish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spects of

these two conjunctions. For another, there has

been rare research on the direct contrast

between erqie and zaishuo.

Therefore,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o clarify the core semantic

meanings of erqie and zaishuo and their discourse

functions. The present research project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erqie and

zaishuo, in order to see how these two words

have evolved from their original lexical meanings,

to an incremental connectors that subsequently

signal local link and global link, d finally to a

discourse maker that does not carry any content

meaning.

Much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cused solely

on the syntactic constraints of these two

conjunctions at the sentence level. Therefore, the

study aims to mov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focus of

semantic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s and delve into

discourse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erqie and

zaishuo. At the discourse level, it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extent to which these two

connecctors can signal increment relationships (in

terms of its subcategories) or other relationships.

At the pragmatic level, it attempts to examine if the

speakers use these two conjunctions to signal

different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s, attempts and

attitudes, and how these pragmatic purposes are

implemented through pragmatic principles, such

as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s, politeness principles,

and relevance theory.

The procedure of this study involves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erqie and

zaishuo in order to construct the theoretical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The following four research

questions are formulated and tested by a large

amount of empirical data :

(1) How do erqie and zaishuo evolve from original

lexical meaning, to conjunctive meaning of

increment, and finally to a discourse maker

that does not carry any content meaning?

(2) What are the discourse functions of erqie and

zaishuo?

(3) What are 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erqie and

zaishuo?

(4) What are the teaching effects of erqie and

zaishuo in the classroom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CSL)?

In response to the fourth research question,

three CSL classroom teachers used lesson plans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and three research

assistants sat in on each class to observe the

class and composed the reports of D-I-E-P

FORMULA. In addition, the three teachers also

provided their teaching reports, and students were

asked to fill in the questionnaires designed by the

researcher. Based on the materials above, the

study attempted to analyze the CSL students’

learning difficulties and provide pedagogical

stages for future teaching of these two

connectors.

Overall, the research project aims to address

the insufficiency of prior research on the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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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pragmatic phenomena of erqie and zaishuo.

But it also attempts to identify the core semantics

and fundamental syntax of erqie and zaishuo. It is

hoped that an overall picture can be drawn of how

these three structures are used and interact with

one another at different linguistic levels.

Pedagogically, this research incorporates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level linguistic analysis into the

framework of pedagogical grammar.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teachers and textbook writers of L2

Chinese with information based on authentic

language use and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s of sequentiality/cumulativeness.

Key words: grammaticalization, incremental

connectors, local link, global link, discourse

marker, pragmatics, pedagogical grammar

二、研究計畫之背景與相關理論探討

語言的使用往往呈現橫跨各語言層

面的複語言現象（Hopper 1988；Wang
2005），不僅限於句法和語義。因此欲

充分描述與闡釋語言現象，往往有賴於

同時檢驗不同語言層面之間的互動。

本研究計畫〈「而且」和「再說」

的篇章、語用功能與其教學應用〉，以

Halliday（1976，1970）系統功能架構

中的概念（ideational）、篇章（textual）
與人際（interpersonal）三大語言純理

功能（metafunction）為分析架構，加

以說明語言層面之間的互動。這三個純

理功能基本上可以對應於語義、篇章、

語用三個語言層面。本計畫以此為研究

基礎，嘗試補足先行文獻的缺口，並將

研究重點放在找出「而且」和「再說」

的篇章、語用功能，以達到結合語義、

篇章、語用功能的語法教學。最後，再

將研究成果納入教學語法的架構，特別

是按排序性、累進性及以學習者為導向

等原則（Teng 1998；Xing 1998），進而

使華語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能逐漸領

略漢語「而且」、「再說」的各語言層面

的使用機制，以達到充分的人際溝通目

的。

2.1「而且」和「再說」的語義功能
「而且」與「再說」在詞類分類上

都被歸屬於連詞，由其扮演關聯連詞組

成的漢語句也都被視為遞進複句。然

而，由兩者組成的遞進複句在語義邏輯

上是否相同而且可相互替換?又兩者間

的差異點為何?針對這些問題，本節將

先從語義角度，分別探討「而且」、「再

說」各自的語義邏輯關係，再參考前人

針對「而且」和「再說」所做的整合分

析、比較，以做為後續研究的基礎。

2.1.1「而且」的語義邏輯關係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而且」表示意

思更進一層，屬於遞進關係，且連接對

象多為詞、短語、分句、句子（侯學超

1998，劉月華等 2001，呂叔湘 1980，
白荃 1993，李曉琪 2005）。方梅（2000）
則更進一步解釋，「而且」表遞進關係，

它的真值語義表達往往是提出事情的

另一個方面或側面，從而進一步說明一

個道理。

呂叔湘（1980）還提到，「而且」

連接小句時，後面常有副詞「還、也、

更、又」。如例（1）（2）。此外，呂（1980）
和邵敬敏（2001）也提到，「而且」可

以單獨使用，也可以跟「不但、不僅、

不光、不單、不獨、不只」等連用，連

用時則進一步的意思更明顯。其中「不

但...而且…」是遞進複句的典型格式。

如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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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裡不少人是我的老同學，而且有的還是好

朋友。

(2)從陸路可以去，從水陸也可以去，而且更近

一些。

(3)不但著譯很多，而且有很高的水平。

(4)我們不僅要研究現在，而且還要研究未來。

2.1.2「再說」的語義邏輯關係
白荃（1993）和劉月華等（2001）

都認為「再說」是其引出的分句總是對

前一分句所表達的緣由或情況進行追

補，是種遞進關係。羅耀華、牛利（2009）
也認為「再說」引領的兩個小句（或句

子）從句類上看，主要為並列與遞進。

如下例（5）。例（5）的「再說」，所銜

接的分別是「愛情謝幕了」和「愛情轉

移了」兩個話題，這兩個話題屬於並列

成分相同者，以不同的語義呈現同一成

分「愛情」。
(5)愛情都謝幕了，還留著人家的帳戶做什麼？

又不能當照片！再說，愛情轉移了，可人的

誠信不能跟著也轉移。（中央電視台《馬斌讀

報》2007.11.9）

另外，蕪崧（2002）還認為「再說」

可帶出並列的語義關係。蕪認為由「再

說」引出的一層意思與前一層意思是並

列的。「再說」相當於「其次」、「另外」，

如例（6）。
(6)所謂「狀元宴」、「謝師宴」實際上是與教育

改革唱對台戲，為「應試教育」鳴鑼開道，

推波助瀾，大唱讚歌。再說，也有損社會風

氣，加之盲目攀比，必然產生不良影響。

（2000.8.18《荊州晚報》2 版）

例（6）用「其次」、「另外」取代

雖不會造成語義不合邏輯或語法上的

錯誤，然根據呂（1980）對「其次」、「另

外」的解釋，使用「其次」、「另外」替

換後的語義，並無並列關係。本研究認

為例（6）中「再說」所承接的下文是

向上文的「狀元宴」、「謝師宴」，且是

對其做更進一層的說明，在語義上是層

層推進，應還是歸屬於遞進關係。

由上述可知，「而且」和「再說」

都可表示遞進關係，但究竟「遞進」確

切的定義為何？「而且」與「再說」這

兩個連詞所傳達的遞進關係有何不

同？又「而且」為什麼常與「還、也、

更、又」等副詞共現？關於這些問題，

將在下文有更詳盡的討論。

2.2「而且」和「再說」的對比
目前學界上將「而且」和「再說」

兩者一起進行分析討論的文獻不多，本

研究查閱相關文獻的結果，僅發現白荃

（1993）從語義和結構兩方面切入，為

「而且」和「再說」做了對比，以下就

白荃的說明做一簡要整理，並從中提出

問題，以做為本研究後續語料分析的基

礎。

從語義上來看，白（1993）認為『而

且』和「再說」都是表示遞進關係的連

詞，但不同的是，「而且」可以表示各

種意思上的遞進，「再說」只用於在主

要理由以外追加或補充理由。同時，「而

且」多用於從縱向加深理由的程度，前

後兩部分關係更密切些；「再說」多用

於從橫向增加理由的數量，前後兩部分

關係沒那麼密切。所以遞進的理由若是

在前面理由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的話，一

般用「而且」；若是從另一方面補充理

由的話，一般用「再說」。

從結構上來看，「而且」主要連接

分句，「再說」主要連接句子。另外，「而

且」還可以連接詞、語和句子，一般不

連接段落；而「再說」則可連接分句甚

至段落，但不能連接單句中的詞或短

語。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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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金小姐惆悵而且焦慮了。（《倪煥之》，

第 134 頁）

(8)連年不斷的而且愈演愈劇烈的農村騷動，在

某一意義上已加強了有錢人們的鎮定

力……（《子夜》，第 3 頁）

上例（7）、例（8）的「而且」連接的

是詞或短語，都不能換成「再說」。而

「再說」所連接的是段落，也不能替換

成「而且」。如：
(9) ……別人去偷，偷吧，自己的良心無愧。

自己窮到這樣，不能再教心上多個點兒!

再說，高媽知道他到魏家來了，要是夜間

丟了東西，是他也得是他，不是他也得是

他!他不但不敢去偷了，而且怕別人進去

了。（《駱駝祥子》，第 110 頁）

2.3 複句的概念和分類
基於關聯連詞「而且」和「再說」

的遞進關係的語義邏輯，因此下文將針

對複句做一探討。

所謂複句，是指句含兩個或兩個以

上的句子（劉月華等 2001；邢福義

2002）。分析複句，一般都重在分析分

句與分句之間的結構狀況及其相互關

係（邢福義，2002）。劉月華等（2001）
與邢福義 （2002）是目前對漢語複句

分類著墨要多的學者，以下為其對漢語

複句的分類：
聯合 並列、承接、遞進、選擇劉 月 華

等

（2001）

偏正 因果、轉折、條件、讓步、

假設、取捨、目的、時間、

連鎖

並列 並列、連貫、遞進、選擇

因果 因果、推斷、假設、條件、

目的

邢福義

（2002）

轉折 突轉、讓步、假轉

在西方學者中，以 Halliday（1994）
對複句的分析為代表。Halliday（1994）
依 邏 輯 語 義 關 係 （ logico-semantic

relation ） 將 複 句 分 為 「 闡 述 」

（elaboration）、「延伸」（extension）、「加

強」（enhancement）三大類。這三類的

定義，洪慎杏（2008）曾以 Halliday
（1994）的說明，並結合 Eggins（2004）
的詮釋，做了如下翻述：「闡述」

（elaboration），指的是兩分句，其中一

個分句做為釐清、另一分句做為描述之

用，並不提供新成分，則兩分句語義相

等 ， 即 為 闡 述 類 分 句 。「 延 伸 」

（extension）之定義為「若一分句藉著

增添新的成分來擴大另一分句的意

思，則此分句為另一分句之『延伸』」；

「增強」（enhancement）則是「一個分

句藉由描述相關時間、地點、方式、原

因或條件來擴展另一分句，針對其認為

重要的部分提出進一步說明」。洪

（2008）並以下列兩個示意圖，表示「延

伸」與「增強」在概念上的不同：

（圖 1 延伸示意圖）

（圖 2 增強示意圖）

三、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本計畫的研究方法乃透過文獻探

討與批判，建立起「而且」與「再說」

的研究架構，並透過大量的實際語料加

以驗證。

3.2 語料蒐集
本計畫的語料來源來自以下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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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且具代表性的語料庫：1.中研院平

衡語料庫新版－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

統（Chinese Word Sketch Engine）：分

別蒐集到「而且」語料 100 筆；「再說」

語料 82 筆；2.北大語料庫：「而且」和

「再說」各 100 筆；3.聯合知識庫：「而

且」和「再說」也是各 100 筆。總語料

數為：「而且」300 筆，「再說」282 筆。

3.3 研究方向
(1)釐清「而且」和「再說」是否有不

同的篇章功能以及與副詞共現的差

異為何?
(2)釐清「而且」和「再說」是否有不

同的情態性。

(3)按照教學語法的排序性和累進性原

則提出相關的教學應用。

四、結果與討論

以下將根據實際蒐集到的「而且」

和「再說」語料的觀察結果，利用表格

數據及語料來分別說明兩者在篇章與

語用兩方面的相異之處。

4.1 篇章方面

4.1.1 範距
從語料中可以看出，「而且」的範

距偏「小」，而「再說」的範距則明顯

為「大」。數據比例如表（一）所示：

篇章範距
三個語料

庫總和

語 料

總數
百分比

大 107 36%
而且

小 193
300

64%

大 280 99%
再說

小 2
282

1%

表（一）「而且」和「再說」的篇章範距大小比例表

連詞連接的項目大致可包含短

語、句子和段落。由於短語的範圍多侷

限在句內，不符合篇章至少須「跨句」

的標準，因此這類句子不在本研究的研

究範圍之內，如例（10）中的「而且」

僅連接「便宜」和「熟練」兩個形容詞

性短語，並不存在討論範距大小的條

件。
(10)路邊的自行車修理人到處可見，每天提供

便宜而且熟練的服務給幾百萬穿梭於印度

大小道路上的自行車者。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在本研究蒐集到的語料中，「而且」

連接複句的比例較連接段落的為多，

「再說」連接的則幾乎都為段落，連接

複句的僅有兩筆。也就是說，從篇章範

距的角度來看，相較於「再說」，「而且」

的範距較小，表示「而且」在篇章中的

銜接範圍較「再說」來得小。試看：
(11)喜鵲喜歡棲息在平原、村莊和城市樹林一

帶。它們築巢很早，而且喜歡把巢築在大

樹上。

（北大語料庫）

(12)利用風能，不會產生任何污染物質，有利

於生態平衡和環境保護。而且，利用風能

投資少，見效快，價格低廉。

（北大語料庫）
(13)推動電影文創產業，也許可以拿大陸十三

億人口做為我們的潛在觀眾；但也要清楚

他們的胃口，如今大陸影片及好萊塢影片

的大口味，將很難接受小格局及小明星的

台灣電影，「艋舺」及「海角七號」的失利

是最近的案例。再說，現在台產國片都是

獨立製作，在資金、人力、軟硬體支援上

何其多災多難，導演魏德聖拍攝「賽德巴

克萊」遭遇多少困難，最近還為了賽德巴

克萊商標權，引來起原住民人士的抗議；

更不要提其他獨立製作的國片了。

（聯合知識庫）

例（11）中，「而且」連接的是兩

個句子；這兩個句子主語相同，且「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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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所帶出的句子無法單獨存在，必須

依附前一個句子才能成立，此即為範距

小。

例（12）和例（13）中，「而且」

和「再說」連接的都是兩個段落，分述

同一主題下不同的理由或概念；在結構

上，「而且」和「再說」所連接的前後

項皆可獨立存在，此即為範距大。

整體而言，儘管「而且」的範距可

大可小，但範距小的例子仍較範距大的

例子為多；而從「再說」幾乎全為範距

大的結果來看，「再說」在篇章中的銜

接範圍顯然比「而且」寬廣。

4.1.2 複句分類
本研究參考 Halliday（1994）為複

句作分類的概念，以 Halliday（1994）
的說法為基礎，並做了一些修正。

「而且」和「再說」在篇章中作為

銜接手段，連接的前後項必存在著某種

關聯。根據實際語料，本研究發現，「而

且」和「再說」所連接的前後兩項，彼

此間的關係可大致分為「延伸」

（extension）和「增強」（enhancement）
兩類；Halliday（1994）所言的「闡述」

一類，則並未出現在「而且」和「再說」

的語料之中。

本研究對「延伸」的定義為：在同

一主題下，後項提供了與前項不同的信

息；前後項為「A 加 B」的概念。如：
(14)陳秉豪指出，今年最新研發「開運八寶年

糕」，將糯米浸泡、磨漿壓實，加上桂圓、

蓮子、南瓜子、芝麻、花生、花豆、紅豆、

杏仁 8 種食材，而且採用低糖製作，養生

好吃又喜氣洋洋。

（聯合知識庫）

例（14）中，在「開運八寶年糕」

這一主題下，「而且」連接的前項主要

介紹需要的食材，後項則跟製作的方法

有關。二者各自提供了不同的信息，使

主題的內容更加豐富，此即為本研究所

謂的「延伸」。

「加強」的定義則為：在同一主題

下，後項針對前項中，其認為重要的地

方說明細節；後項可看作是前項擴展出

去的分句，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還原成

為前項的定語、狀語或補語，其概念會

是「A 包含 B」。如：
(15)大凡企業經營績效良好的主管都是投入全

部心力，不但整天在公司裡管事，而且管

得相當深入，所以稱職的總經理大多有工

作狂，不但自己努力，連帶也會影響其部

屬的工作情緒。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例（15）中，「而且」連接的後項

主要在說明前項中「管事」的方式，其

可還原成前項的補語，如：大凡企業經

營績效良好的主管都是投入全部心

力，整天在公司裡管事「管得相當深

入」。

除了將「而且」和「再說」連接的

前後項關係分成「延伸」和「增強」兩

類，還可根據篇章中連貫性的擴展方

式，再將二者作進一步的分類。

「延伸」可以分成「並列」和「遞

進」兩類。「並列」指的是，從語義邏

輯關係來看，前後項的語義對等，沒有

孰輕孰重的差別，亦即前後項的關係為

「不同面向的等重」。如：
(16)像所有走紅的演員一樣，亞銘很快就有了

錢，而且片約一個接著一個。

（北大語料庫）

例（16）中，「很快就有了錢」和

「片約一個接著一個」，二者並不存在

語義輕重的問題，甚至將二者前後對調

變成「像所有走紅的演員一樣，亞銘片

約一個接著一個，而且很快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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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句子仍然可以成立，且語義上也

沒有太大的差別。這就是所謂的「並

列」。

而「延伸」中的「遞進」指的則是，

從語義邏輯關係來看，後項比前項更重

要，並可能出現「同一面向語義加深」

或「不同面向語義加深」這兩種情況。

如：
(17)謝宜侖的鐵馬咖啡足跡遍布中部縣市景

點，4 個月前進駐彰化郵局旁，兩口爐子、

工作檯放在鐵馬的載物架上，可疊可收，

十分方便。不到一坪的鐵馬咖啡兼具展

售、研磨、沖泡等功能，吸引到郵局洽辦

郵務的民眾，而且一喝成主顧。

（聯合知識庫）

(18)就像美國這一次的洪水，平常我們都聽說

那兒很少下雨，新聞報導中還說，美國有

一首歌──「南加州從不下雨」，可見那兒

真的是很難得下雨，而且還被編成歌來唱。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例（17）和例（18）中，「而且」

連接的後項語義都較前項為重，因此屬

於「遞進」。但例（17）講的都跟「鐵

馬咖啡」有關，所以是「同一面向」的

「遞進」；而例（18）前項講的是自然

現象，後項是說話者驚訝這個現象「被

編成歌來唱」，故屬於「不同面向」的

「遞進」。然而，無論是「同一面向」

還是「不同面向」的「遞進」，由於後

項語義較重，所以前後項的順序都絕對

不可對調。

此外，當無法確定前後項語義的輕

重時，如果下文是接續著後項進行闡

述，則可合理推測敘述者欲描述的重心

為後項。因此，可以判斷這樣的情況屬

於後項語義比前項更重的「遞進」，而

非前後項語義等重的「並列」。如：
(19)真是對不起這位老總，我的簽售會不僅讓

他沒了面子，而且還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經

濟損失：我的這張唱片，發行後賣了一個

月，僅僅售出了５００張，最後不得不提

前撤下貨架。本來他是想推出個新人大賺

一筆的，卻沒想到讓他賠了個底朝天。

（北大語料庫）

例（19）中，對敘述者來說，讓老

總「沒了面子」和給老總「帶來了巨大

的經濟損失」比起來，顯然後者的嚴重

性更大；因此，下文皆是針對「巨大的

經濟損失」這點進行闡述。這符合了「遞

進」後項語義較重的定義。

除了「延伸」可再分成兩類以外，

「增強」則還可再分成「補充」、「限定」

和「整體─部分」三類。

「補充」指的是後項針對前項的重

點，進一步提出時空、方式、因果或條

件等方面更詳細的說明。如：
(20)由於地球總是側著身子環繞太陽旋轉，即

地球自轉軸與公轉平面之間有一個 66°33′

的夾角，而且這個夾角在地球運行過程中

是不變的。這樣就造成了地球上的陽光直

射點並不是固定不動，而是南北移動的。

（北大語料庫）

「限定」指的是將描述的主體限定

在某一範圍之內，同時隱含與其他同類

事物對比的意味。為了突顯範圍被「限

定」，在後項中可能出現「只」、「唯一」、

「更」此類詞語。如：
(21)神乎科技是國內股票機領導廠商，擁有十

三年專業股票機製造研發經驗，而且是業

界唯一同時提供跨平台智慧型手機股市資

訊軟體和專用硬體股票機的廠商。

（聯合知識庫）

「整體─部分」關係表示後項為前

項的一部分，被涵蓋於前項之中，與前

項中代表的「整體」有密切的連結。如：
(22)在印度，多半的建築仍然高度依賴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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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對徒手工人有大量的需求。有許多家

庭不斷徙移，住宿在臨時搭建屋裡。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上述介紹了篇章中前後項連貫關

係的分類，根據句子本身的語義，「而

且」和「再說」連接的前後項可以是「延

伸」或「增強」，而前者可再細分為「並

列」和「遞進」兩類，後者則可再細分

為「補充」、「限定」、「整體─部分」三

類。

此外有一點必須說明，「延伸」和

「增強」的再分類（並列、遞進、補充、

限定、整體─部分）僅適用於範距小的

語料，故上述例句均只有「而且」的語

料，而沒有「再說」的語料。這是由於

Halliday（1994）作此分類的基準為「複

句」，當「而且」和「再說」連接的是

範距大的段落，其前後項既皆可獨立存

在，兩者之間的語義關係必然已不若複

句明顯。因此，針對「而且」和「再說」

範距大的語料，僅分出「延伸」和「增

強」兩類，而無法再做進一步的分類。

以下分別列出「而且」和「再說」
複句分類的相關數據，以供對照參考。

複句分

類

三個語料庫

總和

語 料

總數
百分比

延伸 162 84%而且

範距小 增強 31
193

16%

表（二）「而且」範距小的複句分類

複 句

分類

篇章連

貫關係

三 個 語

料 庫 總

和

語料

總數
百分比

並列 70 43%
延伸

遞進 92
162

57%

補充 14 45%

限定 11 36%

而且

範距小
增強

整 體 ─6

31

19%

部分

表（三）「而且」範距小的篇章連貫關係

複句分

類

三個語料庫

總和

語 料

總數
百分比

延伸 91 85%而且

範距大 增強 16
107

15%

表（四）「而且」範距大的複句分類

複句分

類

三個語料庫

總和

語 料

總數
百分比

延伸 274 98%再說

範距大 增強 6
280

2%

表（五）「再說」範距大的複句分類

4.1.3 副詞的共現
本研究亦觀察了副詞分別與範距

大及範距小的「而且」、「再說」共現的

情形，其中出現次數最多的為「還」、

「也」、「又」，其次數及所佔比例如下

表：
表（六）「而且」、「再說」與副詞的共現比例表

由上表可見，「也」與範距大的「再

說」共現的頻率明顯比「而且」高出許

多，而唯一與範距小的「再說」有共現

情形的副詞亦為「也」。

畢永峨（1994）分析了「也」在三

個層面上的操作情形，並指出「也」用

來表示在所有層面上並列的實體間的

相似點，近於本研究的「延伸」一類，

而「再說」的延伸功能又比「而且」更

強，因此，「再說」與「也」的共現頻

語料

總數
還 也 又

而且(小) 192 22 11% 25 13% 5 3%

再說(小) 2 0 0% 1 50% 0 0%

而且(大) 108 8 7% 11 10% 5 5%

再說(大) 280 22 8% 77 28% 2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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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於「而且」。

以下列舉副詞「還」、「也」、「又」

共現的語料。例（23）（24）（25）為範

距小的「而且」與副詞的共現例句：
(23)其實最讓同事津津樂道的是，黃瀞儀樂於與

同事分享自己的蒐藏，她經常把自己的寶物

帶到辦公室，自己的辦公桌就是小展場，而

且還會不定期換展，讓辦公室經常煥然一

新，她說只要看到這些小小玩偶，就是督促

自己「一定要努力工作哦」！

（聯合知識庫）

(24)學者社區是學術研究最珍貴的資產，因為

這裏是思想的試金石。它保証創造的思想

能夠得到客觀而且犀利的批評。要有充分

的準備後才解釋思想，而且心理上也要開

放並勇於接受批評。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25)我唱了兩首歌後，為首的那個人點名要Ｌｉ

ｎａ唱歌。Ｌｉｎａ這兩天有點感冒，正在

休息。但有人點歌，而且又是這麼有氣派的

人，經理只好去找她，Ｌｉｎａ拗不過經理

只好到臺上演唱。

（北大語料庫）

例（26）（27）（28）為範距大的「而

且」與三個副詞共現的例子：
(26)一個患流感的病人在一間屋子裡打個噴

嚏，數以億計的流感病毒便乘著飛沫，像坐

太空船一樣被“發射”到屋子的各個角落，同

屋的人就有可能吸進流感病毒而患病。有些

人有隨地吐痰的惡習，而且為了避免被別人

發現，還要用腳撚一撚，這樣一來，痰中的

病菌會更快地飛散到空氣中，使更多的人受

害。

（北大語料庫）

(27)這麼好的老師、如此用心，不但用「言」教，

還能夠將慈濟的精神及我所說的話，每天影

印一段給學生，當作道德與倫理的課程。而

且學生也能夠去實踐它，還會把文章編成一

齣短劇，來教化其他的小朋友，這就是寓教

於樂，真令人感到欣慰。

（中文特性素描系統）

(28)他發現雖然該指標本月份達 81.45 點，創下

93 年 8 月以來新高，但在 100 以下，還是

趨於悲觀，而且細看年輕人又比一般消費者

悲觀，顯示民眾雖然對整個經濟有相當信

心，但對自己的狀況比較不滿意，這樣消費

就會受到限制，這需要政府再加把勁努力。

（聯合知識庫）

例（29）（30）（31）則為範距大的

「再說」與副詞的共現：
(29)法務部長王清峰以尊重生命及給死刑犯有

自新及接受教化的機會，堅持廢除死刑；我

個人認為死刑犯大都是犯重罪才被判死

刑，即使不執行死刑也要監禁終身，這些人

還要自新及接受教化嗎？再說，有些死刑犯

殺人不眨眼，他哪尊重過生命，這些人還要

用納稅人的錢養一輩子，社會正義何在？

（聯合知識庫）

(30)民國十二年，或者說是日本大正十二年的一

月，現任總統李登輝誕生於大屯山下的淡水

郡三芝庄。提起淡水郡，可是個日據時代臺

灣人文薈萃的好地方，日本京都帝大出身的

第一位臺籍醫學博士杜聰明、音樂家江文

也，就是最耀眼的兩位同鄉前輩。再說，李

家在三芝也是有頭面的家族：祖父是當地推

舉出來的「保正」伯，還在市街上開有一家

以豬肉配銷為主的雜貨舖；父親李金龍則曾

是鄉里頗受敬重的刑警。

（中文特性素描系統）

(31)兩座大山對面，高山擋住他一家進出的道

路，很是不便。他就把一家大小叫來商量，

是不是把這兩座山搬走。愚公的兒孫們都贊

成他搬山的想法，可他妻子卻覺得事情不這

麼簡單。愚公年紀快九十了，怎麼搬得走這

兩座大山呢？再說，即使能搬走，那這許多

泥土石塊又朝哪裡堆？愚公的兒孫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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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並不難，只要把泥石堆到渤海裡就完事

了。於是一家老小就開始挖山，連鄰居也來

幫忙。大家挖土、畚泥忙開了。

（北大語料庫）

4.2 語用情態
分析語料時，本研究觀察到反問句

主要與「再說」共現，比例高出「而且」

許多，如下表：
語料總數 反問句

而且(小) 192 0 0%

再說(小) 2 0 0%

而且(大) 108 1 1%

再說(大) 280 57 20%

表（七）「而且」、「再說」的反問句式比例

由於反問句更能反映出說話者的

情感態度，由此可推知說話者使用「再

說」的情感投入程度比使用「而且」時

深。

以下列舉「再說」在三個語料庫中

與反問句共現的例子：
(32)但論壇認為，以建築、環境的設計技能而

言，清華的大人們沒有專業背景，我們一

般人也不是專業者，真好！！真難得！在

這個方面，大夥兒真是生而平等！完全可

以齊聚一堂平起平坐，看不出來有什麼誰

可以天生自然地指導、管理、命令誰的理

由。再說，女生宿舍門禁之優缺點，誰最

清楚？學生活動中心的管理，該由誰考

慮？

（中文特性素描系統）

(33)況且，錢帶去了，貨不合適又怎麼辦，有

些企業幾十個上百個供銷人員一起出動，

總不能人人都帶現金、匯票，再說，哪個

企業又有這麼多的閒錢留在途中呢？

（北大語料庫）

(34)「敬老」和「尊賢」是常常連用的概念，

但如果去掉了「賢」，對於資深貪汙犯還如

此體貼與敬重，也就讓人大惑不解。再說，

李界木年紀又有多大？他在竹科管理局長

任內犯罪時，也不過六十多歲，如今剛過

七十；合議庭說他年事已高，許多主張「人

生七十才開始」的人恐怕難以苟同。

（聯合知識庫）

五、教學啟示

本研究計畫在執行的第二年，根

據第一年的研究結果，對台灣師範大學

國語中心的外籍學生和華裔學生進行

實際教學活動，並要求本計畫之教學助

理記錄觀課內容與心得，以實際觀察學

生學習「而且」及「再說」的情況，考

察語法之理論與教學實務結合之各個

面向，研究者並設計問卷以瞭解學生的

學習成效，問卷內容請參考附件一。

研究者首先在台灣師範大學國語

中心徵詢三位具多年實務經驗的華語

教師，協同進行本計畫之教學工作。三

位華語教師必須先研讀研究者<「而且」

和「再說」的篇章、語用功能>論文，

撰寫心得並進行教學設計。其次，本計

畫安排三位在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

學研究所修讀碩士學位的研究生，以教

學助理的身份進入真實的華語課堂中

進行觀課研究。教學助理必須在觀課後

記錄觀課心得並撰寫反思報告，研究者

將統整以上這些資料，以分析華語語法

的理論與教學結合上之策略與步驟。

5.1 教師教學簡介
本研究共有三位臺灣師大國語中

心教師參與，三位教師以 A、B、C 代

號標示，分別對三個班級進行「而且」

及「再說」的教學，三位教師的心得與

教學設計請參閱附件二；三位教師的授

課 PPT 請參閱附件三。以下為三位教

師的教學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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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A 老師班級
學習者：8 位華裔學生

使用教材：《實用中文讀寫 1》
A 老師的教學流程如下所示：

1.複習「A 再加上 B」、「而且」：A 老師

使用以舊代新的方式帶入。

2.代入「再說」：「再說」為這個班級未

學過的語法點，A 老師提示學生句子

中有兩個理由，並且第二個理由比第

一個理由重要，另外，可以連接的句

子比「而且」多。

3.對比「而且」和「再說」：A 老師說

明兩者在說明理由時所呈現的方向

(縱向或橫向)，及兩者在句式上的差

異

4.檢視學習成效：以問卷的方式檢測，

之後全班一起訂正討論。

5.1.2 B 老師班級
學習者：7 位非華裔學生

使用教材：《實用視聽華語 3》
B 老師的教學流程如下所示：

1.討論「而且」和「再說」：B 老師請

學生各造一個句子，並簡略討論對

「而且」和「再說」的認知。

2.簡要說明兩者的語義功能。

3.對比「而且」和「再說」：從語義、

句法切入，並說明兩者的句型結構及

詞語搭配。

4.補充說明兩者的語義功能：說明兩者

顯現的複句「延伸」和「增強」之概

念。

5.檢視學習成效：以問卷的方式檢測，

之後全班一起訂正討論。

5.1.3 C 老師班級
學習者：5 位非華裔學生

使用教材：《實用視聽華語 4》
C 老師的教學流程如下所示：

1.分組討論：C 老師在課前請學生找兩

者之用法並試著造句，上課時請學生

試著從句子中歸納「而且」與「再說」

之用法，各造一個句子。

2.用法歸納：C 老師針對剛剛的討論進

行簡單的歸納

3.回答問題：C 老師設計 5 個問題，請

學生自由選擇使用「而且」或「再說」

回答問題。老師從中分析病句，引導

學生產出正確的句子。

4.總結複習：從形式與功能兩方面進行

講解兩者的差別，及兩者詞語之搭配

限制。

5.檢視學習成效：以問卷的方式檢測。

5.3 問卷設計
教師以本研究的研究結果設計教

案進行教學後，即發下問卷讓學生填

寫，問卷即是根據教學概念設計，以觀

察學生是否了解兩者的異同，以及學生

的難點為何。

5.4 觀課流程
本研究採用D-I-E-P FORMULA進

行觀課紀錄。

在現行文獻中，反思日誌(reflective
journal)近幾年在許多研究中持續受到

關注。McGuinnes & Brien (2007)提倡在

研究中使用反思日誌，認為這樣的寫作

技巧可成為教學工具，透過學習者自我

創造的學習材料，可達到額外評估學習

成效的目的。

Quinton & Smallbone (2006)說明

教導商業為主科的研究生中如何使用

反思日誌。Ortlipp (2008)認為持續使用

這種寫作教學的效果，能達成方法上的

嚴謹，並取得一致性的典範作品。事實

上，撰寫日誌這個方式長久以來一直使

用於教育領域中促進反思的方面(Vo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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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gt, 2000; Corley, 2000)。Dewey
(1933)提到反思的的作用在於將個人

模糊不明的經驗、懷疑、衝突和干擾等

轉換成清楚、連貫、沉澱和和諧的情況

(pp.100-101)。許多研究者陸續發現在

教學中使用日誌的價值，如 Kerka
(1996)將此教學法視為紀錄個人心理

過程的方式，同時也是透過特定反思成

長的工具。Harland and Myhill (1977)
將個人日誌視為一種因自我評價進而

獨立的方法。Bolin (1988)則是發現日

誌的價值，能夠幫助學生成為反思型學

習者，且有能力選擇自身行為，進而達

到特定的目的。

AT Beatson(2010) 研究商業領域

的學生使用此理論來促使學生思考，探

討對於廣告和行銷的想法，以部落格為

媒介。

楊藹瑩與陳麗宇（2010）探討作者

教授一群國際學生商務華語的經驗。作

者的教學模式除借鑒自專業英語的理

論，並融入成人教學與建構主義的學

理。透過各種不同的學習任務、資源與

學習活動，學生從輔助認知而積極攝取

知識。作者使用 D-I-E-P formula 的分析

取得學生的回饋，可作為日後課程改進

的依據。

本研究有三位隨行教學助理進入

三位教師的課堂，對教師的教學進行紀

錄，三位教學助理的觀課心得請參閱附

件四。觀課心得所使用的「D-I-E-P 模

式(D-I-E-P formula)」(RMIT, 2008)主要

內容涵蓋如下：

1.何謂D-I-E-P formula？
D –Describe 敘述

I –Interpret 解釋

E –Evaluate 評價

P –Plan 計畫

2. D-I-E-P formula運用於日記的書寫

D-敘述 具體的說明發生了什麼事

我在做什麼？

我在讀什麼？

我在看什麼？

我在聽什麼？

事實是什麼？

我在事件中的腳色為何？

I –解釋 解釋事件

說明你看到、聽到什麼

你新的見解

跟其他學科領域、你的感覺

的連結

你的假設跟結論

E –評價 評估效率或有效程度

提出具體的論點跟觀察

提出我的意見，並說明原

因

這個情況的優、缺點為

何？

自己學到了什麼？

P –計畫 如何有效利用這些資訊

提出具體的建議

這些經驗可以如何應用

於未來生活？

如果下次再碰到相同的經

驗，我可以怎麼做？

5.5 觀課心得

5.5.1 A 老師班級的觀課心得
A 老師班級由教學助理 1 號負

責，在 A 老師授課後，教學助理之觀

課心得以 D-I-E-P 模式記錄如下：

1. Describe Learning
A 老師的教學遵守著 krashen 的

i+1 模式，利用學生的已知「而且」與

新知「再說」連結，使學習者溫故知新。

並且，教學使用的例句，是配合學生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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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水平，降低其他可能造成學習阻礙

的可能。隨時注意學生的反應，適時給

予正向回饋。

2. Interpret learning Activity
「再說」為這個班級未學過的語法

點，A 老師使用以舊代新的方式帶入。

甲、以舊帶新

(1) 先複習「A 再加上 B」
A: 你為什麼想租這個房子？

B: 交通方便，再加上環境安

靜，所以我覺得這裡很理想。

(2) 再複習「而且」，過程如下：

使用同樣「再加上」的例句

來提示這兩個語法點可以互

換，如：

A: 你為什麼想租這個房子？

B: 交通方便，而且環境安靜，

所以我覺得這裡很理想。

「而且」的連接成分可以互

換。如：

我在台北的生活充實而且愉

快。

「而且」的連接成分不能互

換。（全體－部分）如：

這裡不少人是我的老同學，而

且有的還是好朋友。

「而且」與「不但」搭配。

如：

我們不但了解自己國家的文化

而且還要了解別的國家的文

化。

乙、代入新的語法點「再說」

(1) 老師提示學生句子中有兩個理

由，並且第二個理由比第一個

理由重要。如：

A: 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公

寓？

B: 交通不方便，再說房租也不

便宜，我看還是另外找吧！

(2) 可以連接的句子比「而且」多。

A: 你為什麼不開活期存款的

戶頭？

B: 活期存款的戶頭可以隨時

領錢，比較方便；再說，以後

我爸也可以直接從美國把錢匯

入我的戶頭，這樣可以省很多

麻煩。

丙、對比「而且」和「再說」

(1) 說明理由時候呈現的方向，以

箭頭釋例：

「而且」：縱向，加深程度

「再說」：橫向，增加原因

(2) 兩者在句式上的差異

「而且」：前後主語常常相同，

可以跟「不但」一起出現。

「再說」：前後主語常常不同，

不可跟「不但」一起出現。

丁、以寫問卷的方式來檢視學生學習成

效：先寫完問卷，然後全班一起訂正討

論。

3. Self-evaluation
A 老師先帶出「而且」和「再說」

的相同點，等待學生了解後，再突出兩

者的相異點，是很好可行的教學手段。

此外，解說的例句由簡單句到複雜句，

也是可以參考的方式。另外如果教學裡

可以增加學生使用新的語法點進行互

動的機會，學習者可能印象會更深刻。

4. Learning plan
未來在實行教學時，可以參考 A

老師的教學流程：

甲、 以舊帶新

乙、 進入教學重點

丙、 與學生過去學習經驗連結進行比

較歸納

丁、 檢視學習成效，針對學習不足之



15

處再次進行補強。

5.5.2 B 老師班級的觀課心得
B 老師班級由教學助理 2 號負

責，在 B 老師授課後，教學助理之觀

課心得以 D-I-E-P 模式記錄如下：

1. Describe Learning
在 B 老師的課堂上，學生在上課

前即分配作業，每人根據對這兩個詞語

的認識造十個句子，上課時教師進行教

學時，學生表明這兩個詞語很難區分，

感覺是一樣的，在造句時遇到了困難，

因為他們不知道何時該採用「而且」，

何時該採用「再說」，以及何時兩者皆

可用。但經過教學後，學生表示教師教

學的規則對他們了解這兩個詞語的用

法很有幫助。

2. Interpret learning Activity
甲、將「而且」和「再說」的句子列出。

乙、解釋「而且」和「再說」的語義功

能：「而且」和「再說」都是連接

詞(Conjunction)，用來表示更進一

步的語義。

丙、說明「而且」和「再說」的相同點

及相異點並舉例說明。

(1)相同點：都可用來連接表示理

由或原因的分句或句子

(2)相異點：「而且」可以表示各種

意思上的進一步說明，多用於

從縱向加深的程度，但可不表

理由。主語大多相同。「再說」

用在主要理由以外，追加或補

充理由，多用於從橫向增加理

由的數量。用「再說」所補充

的理由是用來說明某件事

情、某個動作或某種觀點。主

語大多不同。

丁、舉例說明「而且」和「再說」的句

型結構。

(1)「而且」主要連接分句，「而且」

還可以連接詞、短語和句子，

一般不連接段落。

(2)「再說」主要連接句子。「再說」

也可連接分句甚至段落，但不

能連接單句中的詞或短語。

戊、舉例說明「而且」和「再說」的詞

語搭配。

(1)「而且」連接小句時，後面常

有副詞「還、也、更、又」。「而

且」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跟

「不但、不僅、不光、不單、

不獨、不只」等連用，連用時

則進一步的意思更明顯。

(2)「再說」後面可接「還、也、

又」， 「再說」也常跟反問句

同時出現。

己、說明「而且」和「再說」的語義中

顯現的複句「延伸」和「增強」之

概念。

(1)「延伸」（extension）之定義為

「若一分句藉著增添新的成

分來擴大另一分句的意思，則

此分句為另一分句之『延伸』」

(2)「增強」（enhancement）是「一

個分句藉由描述相關時間、地

點、方式、原因或條件來擴展

另一分句，針對其認為重要的

部分提出進一步說明」

教師講解完後，呈現十個句子，讓

學生選用「再說」或「而且」，全班一

起參與，教師在學生選擇後，會馬上公

布答案，並告知學生是依據剛剛教學中

的哪個原則可選出答案，此步驟在於檢

測學生是否了解課堂內容與教師教學

的規則，並給予立即回饋。

3. Self-evaluation
B 老師在教學前，先讓學生用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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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詞語各造十個句子，學生也表明在造

句時遇到困難，許多情形不知道是否選

對了詞語。先讓學生實際造句使用這兩

個詞語，可讓學生先進行思考自己的困

難點，進而在上課時得到反饋與解答，

這樣的效果顯著。另外，老師上課時從

形式及功能兩方面著手教學，可使教學

更有成效。

4. Learning plan
未來在實行這部分教學時，可以參

考謝老師的教學流程：

甲、 從功能與形式兩方面同時著手

乙、 形式從句型結構及詞語搭配來區

分兩者差異

丙、 功能分別從功能的相同點及相異

點進入分析

丁、 除了講解外，並搭配學生的練

習，使學習更有成效。

5.5.3 C 老師班級的觀課心得
C 老師班級由教學助理 3 號負

責，在 C 老師授課後，教學助理之觀

課心得以 D-I-E-P 模式記錄如下：

1. Describe Learning
本堂課一共 5 個學生(1 男 4 女，1

名學生請假)，以日本學生為主。課前，

老師提供先前教材出現過的例句，並請

同學回家找「而且」與「再說」之用法，

並請學生試著造句、歸納用法，互相分

享，老師分組從中引導「而且」與「再

說」之用法。

2. Interpret learning Activity
甲、 分組討論：

請學生試著從句子中歸納「而

且」與「再說」之用法，怎麼用？

什麼時候用？老師進行簡單的歸

納。

學生能歸納以下幾點：

(1)而且」、「再說」兩者用法大部

分不一樣，但是字典的說明沒有

太大的差別。

(2)「而且」不是原因，而「再說」

出現的句型為：「原因+『再說』

+原因，所以……」。

(3)「而且」和「和、and」一樣。

(4)「再說」跟現在說的(說話內容)
沒有關係，且前後接的是兩個理

由，如學生自己造的句子：「他

會講五種語言，再說他做菜做得

非常好。」

(5)上學期老師教過，但是忘了。

乙、 回答問題：

學生每人各回答一個問題，可

自由選擇使用「而且」或「再說」，

老師進行病句之分析，並引導學生

說出正確的句子。

問題如下：

(1)你覺得 _____ 的環境怎麼

樣？你為什麼要住在 ____？
(2)大學畢業以後你想上研究所

嗎？為什麼？

(3)打工對學生有什麼好處或壞

處？你覺得高中生可以打工

嗎？為什麼？

(4)你比較喜歡看電視還是看電

影？為什麼？這件事對你有什

麼影響？

(5)請說說「自助旅行」或「跟團」

的好處和壞處。如果你的朋友要

去 _____，你會建議他選擇哪種

方式？為什麼？

丙、 總結複習：

以 ppt 呈現比較「而且」與「再

說」，從形式與功能兩方面進行講

解，及兩詞之搭配，並以剛剛同學

提到的例句讓學生加深印象。

(1)從形式面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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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可以連接分句、短

語、詞。

「再說」：可以連接分句、段

落；不可以連接短語、詞。

(2)從功能面出發

「而且」：

不是理由：說明同一個主題

的兩個特色。

理由：跟第一個理由有關係

的進一步說明(前後主語大

多相同)。
「再說」：

不是理由：不可以用。

理由：從另一方面補充 / 增

加理由的數量(後句主語可

以不同)。
(3)從詞語之搭配出發

「而且」：可以跟「不但」連

用，後面可以接「還」、「也」、

「又」。

「再說」：不可以跟「不但」

連用，但後面可以接「還」、

「也」、「又」。

3. Self-evaluation
學生以 10 題選擇題檢測學習成

效，對於不懂的生詞可向老師發問或查

閱字典，但是不可以直接向老師詢問答

案。但是，學生的答對率並不高(偏誤

率為 56%)，寫完之後有兩位學生搖搖

頭，表示不是很滿意、搞不太懂的感

覺。

4. Learning plan
學生可能利用課後時間繼續釐清用

法。

5.6 問卷結果

偏誤率

測試目的

C

老

師

(%)

B

老

師

(%)

A

老

師

(%)

總

偏

誤

連接不是表示

理由的遞進關

係時，只能用

「而且」，不能

用「再說」。

25 28.6 40 30

連接表示理由

的遞進關係

時，可用「而且」

或「再說」。

41.7 71.4 80 58.3

「而且」用於縱

向加深理由的

程度，連接的分

句或句子的主

語大多相同。

81.3 57.1 80 72.5

「再說」橫向增

加理由的數

量，連接的分句

或句子的主語

大多不同。

56.3 7.1 60 40

「不僅……而

且」的定式用法
42.9 20 33.3

「不但……而

且」的定式用法
50 0 20 35

表（八）「而且」、「再說」的句式偏誤比例

上表為問卷統計結果，受試學生為

二十人，測試題目共十題，主要的測試

項為六項分別散落在題目中。統計結果

顯示，表示縱向加深理由的「而且」總

偏誤率為 72.5%，為學習者偏誤率最高

的項目。同連接表示理由遞進關係的

「而且」和「再說」，相較於連接表示

非理由遞進關係的「而且」，前者總偏

誤率 58.3%高於後者 30%，也能從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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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三組受試班級偏誤率中明顯看出

差別。而「不僅／不但…而且」的兩組

定式，相較於非定式的其他測試項總偏

誤率明顯較低，分別是 33.3%和 35%。

我們發現受試者普遍面對遞進關係

時，對於「而且」後面連結的成分表示

非理由時，能夠表達正確，如：「他會

說漢語，而且了解中國的風俗習慣」；

對於「而且」和「再說」後面連結的成

分表示理由時，受試者傾向選擇使用

「而且」，而沒察覺亦可使用「再說」，

如：「這種桔子很好吃，而且／再說也

不貴，咱們多買幾斤吧!」第二，在測

試學習者雖然可以分辨表達橫向增加

理由的「再說」，卻無法區分用於縱向

加深理由程度的「而且」，如：「*他強

打著精神工作，為了賺錢填飽肚子，再

說還要繼續存錢買車。」從上述發現

中，可看出受試者對於「而且」和「再

說」的範距，假設為「而且」修飾範距

小，「再說」修飾範距大，換言之受試

者無法掌握能夠修飾範距大的「而

且」，總偏誤率高達 72.5%，同時也無

法掌握修飾範距小的「再說」，總偏誤

率 58.3%。因此，教師在教學上須再特

別展示「而且」和「再說」的修飾範距

共性和異性，也須提醒學生「而且」和

「再說」表達橫向和縱向的語意關係。

5.7 教師教學心得
B 老師認為教學可以從初級

「也」、「又」的語法，進到中級「而且」

和「再說」運用，不但增加了詞彙量，

而且讓其在語法運用上有更多的變

化，因此能逐漸提升華語文能力。B 老

師也發現，學生從初級過渡到中級，「而

且」和「再說」這兩個連詞，學生在運

用「再說」時，較常出現偏誤，因此有

下列病句：

*這家餐廳的菜又好吃又便宜，再

說服務也很周到。（而且）

*今天不能去野餐，再說天氣很

冷。（因為）

A 老師在實際教學中也發現，學生

對「再說」的掌握差於「而且」，也許

問題就在於對其「語用」層面的掌握較

弱，而導致錯誤。

另外，據 C 老師的觀察，學生平

日在口語表達和書面作業中，使用這兩

種語法的狀況，有下列特點：

1.常用「而且」，極少用「再說」。

2.會用「不但……，而且……」。

3.知道「再說」表示「另一個方面」

的「理由」。

A 老師也發現，有一個類似「再說」

的語法點：「再加上」，似乎「而且」連

接的前後項，地位相等，而「再說」與

「再加上」的前後項則有「前輕後重」

之味。

B 老師認為，參考陳俊光（2011）
的分析，進行漸進式的教學，學生均能

充分了解「而且」和「再說」的用法，

爾後之運用能更加正確無誤。C 老師認

為，可以提示學生進一步思考兩者在用

法、使用情境、前後句關係的差異，在

通過討論與練習，學生便能較快地掌握

「而且」和「再說」的使用，學生自己

也能感覺到自己對這兩個語法的理解

及應用能力都有所提升。

但是 A 老師認為，就教學層面來

說，必須要能清楚的說明，何時用這個

語法點，何時用那個，何時可以互換，

何時不能互換；不過有時難的是，有時

無法這樣截然分開，也就是說，不是「能

不能」互換的問題，而是互換後「好不

好」的問題。另外，A 老師指出，教材

中對「再說」的說明，前後項比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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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遞進」的用法。陳俊光（2011）的

分析中提到，「遞進」這一分類只適用

於範距小的語料，而「再說」多是連接

範距大的段落，因此無從得知「再說」

連接的前後項是否多為「遞進」，也無

法驗證教材的說法是否正確，教師教學

時或許就只能憑個人語感了。

A 老師認為，陳俊光（2011）發現

「再說」的語用功能似乎較強，可惜未

能進一步分析。A 老師在實際教學中也

發現，學生對「再說」語用功能的掌握

差於「而且」。

六、結論

理論方面，在篇章功能部分，可針

對小範距的語料，觀察「而且」連接的

前後項與下文的關係。此外，亦可再研

究副詞「還」、「又」與「而且」、「再說」

的相同或相異之處，以說明共現比例高

低的原因。

而在語用功能方面，目前初步觀察

到「再說」常與「如果」、「即使」、「萬

一」以及標示極值的「連」字句共現，

之後可藉此再進一步分析「而且」與「再

說」的不同之處。

教學方面，根據學生的偏誤比例，

提出以下教學順序：

1.連接不是表示理由的遞進關係時，只

能用「而且」，不能用「再說」。

2.不僅……而且」的定式用法

3.「不但……而且」的定式用法

4.「再說」橫向增加理由的數量，連接

的分句或句子的主語大多不同。

5.連接表示理由的遞進關係時，可用

「而且」或「再說」。

6.「而且」用於縱向加深理由的程度，

連接的分句或句子的主語大多相同。

而對後續研究方面，若能設定不同

的教學方法，以觀察不同教學方法的教

學成效，將能使此研究的結果更為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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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而且」和「再說」的教學應用問卷

第一部分：學習者概況

1. 性別： □ 男 □ 女

2. 國籍： ___________

3. 母語： _______________

4. 年齡：□ 18 歲以下 □ 18-30 □ 31- 40 □ 41-50 □ 50 以上

5. 學習華語經驗： □ 半年以下 □ 一年以下 □ 1~2 年 □ 超過 2 年

第二部分：問卷測試

以下十題，請選擇哪一個答案，填入空格中較通順。

_____ 1.他會說漢語，______了解中國的風俗習慣。

○1 而且 ○2 再說 ○3 兩者皆可

_____ 2.這種桔子很好吃，______也不貴，咱們多買幾斤吧!

○1 而且 ○2 再說 ○3 兩者皆可

_____ 3.我覺得西方人很熱情，______很大方。

○1 而且 ○2 再說 ○3 兩者皆可

_____ 4.他懂很多語言，______了解當地的風俗習慣，我們就請他當隨團翻譯吧！

○1 而且 ○2 再說 ○3 兩者皆可

_____ 5.他強打著精神工作，為了賺錢填飽肚子，______還要繼續存錢買車。

○1 而且 ○2 再說 ○3 兩者皆可

_____ 6. 妳幹嘛回去找以前的男朋友? ______，我要跟你介紹的這個新男朋友也很不錯。

○1 而且 ○2 再說 ○3 兩者皆可

_____ 7.糖是好東西，它不僅營養價值很高，______可以在餓的時候作為身體裡的燃料。

○1 而且 ○2 再說 ○3 兩者皆可

_____ 8. 我上中學時本來想幫去跟媽媽一起住，可因為爺爺奶奶年紀大了，我需要照顧他們。

______，他們從小把我養大，我走了他們會傷心的。

○1 而且 ○2 再說 ○3 兩者皆可

_____ 9.我們不但要研究現在，______還要研究未來。

○1 而且 ○2 再說 ○3 兩者皆可

_____ 10.小明又罵了人，______他這次罵的是媽媽，爸爸不能再寬容了。

○1 而且 ○2 再說 ○3 兩者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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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三位師大國語中心老師的心得與教學設計

A 老師心得與教學設計

一、教學目標

1. 增加學生的中文讀寫能力。

2. 使學生瞭解並能運用「而且」和「再說」這兩個連接詞。

3. 藉由說明「而且」和「再說」的用法，幫助學生建立篇章連貫能力。

二、教學施行時間及地點：2011/11/25 12:30-1:10 （預估時間）

教室 909

三、教學對象特質分析：

瞭解學習者的學習特點，才能設計出更有效的教學。因此，我們先來看看本班學生的學

習特點，尤其是學習難點。

不同於一般中文學習者(Chinese learner)，本班學生為華裔子弟(heritage students)，今年

九月第一次正式在台灣學習認寫漢字。在這之前，有的小時候曾到中文學校去上過中文課，

還記得一些簡單的漢字，如「大、小、好」等，平常在家與家人說一點中文（每位學生使用

中文的情況不同），他們的中文能力如同母語者一般是自然習得的。基本來說，華裔子弟具備

日常生活溝通的中文聽說能力，大致已能可以用正常的語速與之溝通，也能以簡單的方式與

其講解語法規則，不過他們的讀寫能力幾乎為零，也就是說他們的聽說能力與讀寫能力存在

極大落差。

然而，這並不代表華裔子弟的語法能力等同於一般母語者，事實上因為他們的第一語言

不是中文，也非完全「暴露」在中文環境中，也幾乎從未「正式」學習過中文，如同一般母

語者一樣是自然習得的，因此沒有「中文語法」的概念，甚至沒有「語法」的概念；一般常

見的語法錯誤1如：

1. 語序受第一語言（如英文）影響：

*我們常常打球在星期天。

*最近我很忙讀書。

*我有別的休閒活動我喜歡做。

2. 詞彙語意受第一語言影響

1 以下的中介語語料來自本班學生的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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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參加那堂課。

*他已經一個月沒打電話給我了，到底還活著嗎?

3. 補語與狀語的掌握不佳

很快地跑 VS 跑得很快

隨便開車 VS 開車隨便

*如果你不決定好，就不能看電影

4. 篇章連接能力十分不足

*我希望上班以後經驗會很多。

*我平常到公園打籃球。我差不多五點到。我們打三比三。打到六分。我覺得很好玩。

總結以上討論，可知此次教學對象的學習特點為：

1. 中文讀寫能力不足。

2. 中文語法深受第一語言影響，語法能力不穩定。

3. 篇章連貫能力不足

教學也將根據以上三個特點來設計。

四、教材分析

瞭解目前學習者學習情況，綜合整理這一學期所學，以達複習之功，並為其未來之學習

做好銜接工作。

本班使用的教材為「實用中文讀寫 1」，是一本針對中文聽說能力佳但讀寫能力差的學習

者而設計的。「而且」出現在第五課，並非單獨出現，而是以「不但…而且」這個句型呈現的，

該課對此語法點沒有說明，僅有翻譯「not only…but also」(P.103)；「再說」出現在第十二課2，

該課對此語法點的說明為(P.265)：

再說 occurs in the beginning of a clause to function as a conjunction; its usage is similar to

the conjunction 而且。

同時，我們再來看看另一本常用教材「實用視聽華語四」第七課也出現「再說」該課將其翻

譯為 furthermore，說明如下3(P.183)：

2 本班本學期的進度是上到第十一課，為配合此教學活動，特意先教「再說」之用法，或可謂之預習吧！
3 中文說明外，尚有英文說明，本文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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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說」有「而且」的意思，前後的短句都是最後結論的原因，「而且」連接的兩個短句

程度相等，但「再說」後面的短句是說話者提醒對方應該注意的事。

另外，在「實用中文讀寫 1」中第九課也有一個類似「再說」的語法點「再加上」，課本說明

如下(P.199)：

The statements before and after 再加上 are all factors to the following result, but the

factor stated after 再加上 is usually the final, determining factor which leads to the result.

由以上教材中的說明看來，似乎「而且」連接的前後項，「地位」相等，而「再說」與「再

加上」的前後項則有「前輕後重」之味。

五、「而且」、「再說」之分析

歸納整理陳俊光教授對「而且」、「再說」之研究分析，整理如下：

1.「而且」的範距較「再說」小。

2.「而且」和「再說」連接的前後項關係大致可分為「延伸」(extension)和「增強」(enhancement)，

且分析語料的結果是「延伸」多於「增強」，尤其是「再說」，其「延伸」(98%)功能遠強於

「增強」(2%)。

3.與「而且」和「再說」共現的副詞多為「還、也、又」，其中「也」與「再說」的共現機率

高出許多。

4.反問句與「再說」的共現頻率高，推知，說話者使用「再說」時，情感投入較「而且」高。

陳俊光教授的分析詳實，從篇章和語用的角度來看「而且」和「再說」，讓人更瞭解兩者

的不同，實際語料分析後的數據，更給予實證，一目了然。然而，若從教學的角度來看這樣

的分析，教師其實很難將這樣的分析結果運用於教學，凡而是文章中提到白荃(1993)的研究，

對「而且」和「再說」的區別簡單清楚，能直接使用於教學中。就教學層面來說，必須要能

清楚的說明，何時用這個語法點，何時用那個，何時可以互換，何時不能互換；不過有時難

的是，有時無法這樣截然分開，也就是說，不是「能不能」互換的問題，而是互換後「好不

好」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只能給學生一個大概的說法吧！

另外，除了結構、語意的掌握外，「語用」也是教學上很重要的一環。陳俊光教授發現「再

說」的語用功能似乎較強，可惜未能進一步分析；在實際教學中也發現，學生對「再說」的

掌握差於「而且」，也許問題就在於對其「語用」層面的掌握較弱，而導致錯誤。我們上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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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教材中對「再說」的說明，前後項比重不同，屬「遞進」的用法，但在陳教授的分析中

說到，因為「遞進」這一分類只適用於範距小的語料，而「再說」多是連接範距大的段落，

因此無從得知「再說」連接的前後項是否多為「遞進」，當然也就無法驗證教材的說法是否正

確，教師教學時或許就只能憑個人語感了。關於「語用」部分，筆者自己尚未能掌握得很好，

加上配合學生程度以及教學時間，因此這次教學活動就略過不談了。

六、「而且」、「再說」之教學設計

本教學設計以陳俊光教授「『而且』和『再說』的篇章、語用功能與其教學應用」的分析

為基礎，教學設計將使用 PPT，分別從結構和語意兩方面來說明「而且」和「再說」的用法。

根據分析，「而且」與「再說」之不同簡要說明如下：

1.「而且」和「再說」都可用來說明理由，但「而且」為「緃向加深程度」，「再說」為「橫

向增加數量」。因此，「而且」前後句主語多相同，「再說」多不同。

2.「不但／不僅4」只能和「而且」搭配。

3.「而且」可連接理由或非理由分句，但「再說」只能連接理由分句。

另外需注意，在教學時，避免專有名詞，如可用「進一步說明」來代替「遞進」。「緃向

加深程度」和「橫向增加數量」，前者可以說同一事情的加深程度，後者可說不同幾個角度等

等，主要讓學生學會用法，而不教抽象的術語，本次教學活動則是以圖像來說明，希望能更

具體讓學生了解。

實際教學流程如下：

Slide 1: 先以學生學習過的「再加上」帶入，然後加上「而且」，以例句讓學生了解前後項「並

列」與「遞進」的關係。

Slide2: 進入「而且」說明，以例句讓學生了解「而且」是縱向加深程度，可用來說明理由和

非理由，前後項的關係有遞進和並列。

Slide3:進入「再說」說明，以例句讓學生了解「再說」是橫向增加理由數量，可用來說明理

由。

Slide4:以圖像表示「而且」和「再說」之不同

Slide5:再次比較「而且」和「再說」之不同

Slide6:發講義讓學生實際練習

4 「不僅」學生尚未學到，因此本次教學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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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老師心得與教學設計

教學流程設計

教學主題 「而且」和「再說」的教學應用 設計者 ○○○

教學對象 初中級學生(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 教學時數 四十分鐘

教學工具 PPT
參考資料 1. 陳俊光(2011)「而且」和「再說」的篇章、語用功能

與其教學應用
2. 漢語近義詞辭典
3. 正中書局 《實用視聽華語》

單元目標 具體目標教

學

目

標

認知學習

1. 能夠了解「而且」和「再說」的詞意

之不同。

2. 「而且」或「再說」的詞語搭配。

技能學習

能夠正確地使用有「而且」或「再說」的

句型。

1-1 能夠了解使用情境。

1-2 能夠運用「而且」或「再說」在句型中。

2-1 能夠使用「而且」或「再說」來造句。

教學活動流程

(一) 課堂準備

課前請學生用「而且」和「再說」，各造一個句子。

(二) 引起動機

簡略討論對「而且」和「再說」的認知。

(三) 主要內容

1.將「而且」和「再說」的句子列出。(用 PPT 呈現)

2.解釋「而且」和「再說」的語義功能。

3.說明「而且」和「再說」的相同點及相異點並舉例說明。

4.舉例說明「而且」和「再說」的句型結構。

5.舉例說明「而且」和「再說」的詞語搭配。

6.說明「而且」和「再說」的語義中顯現的複句「延伸」和「增強」之概念。

7.請學生根據以上所學，選擇正確的用法之練習。

8.檢討學生課前寫作之句子。

9.問卷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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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心得與省思

一般來說，學生從初級「也」、「又」的語法，進到中級「而且」和「再說」

運用，不但增加了詞彙量，而且讓其在語法運用上有更多的變化，因此能逐漸提

升華語文能力。「而且」和「再說」這兩個連詞，學生在運用上，「再說」較常出

現錯誤，因此有下列病句:

＊這家餐廳的菜又好吃又便宜，再說服務也很周到。(而且)

＊今天不能去野餐，再說天氣很冷。(因為)

參考「而且」和「再說」的篇章、語用功能與其教學應用」(陳俊光，2011)

，從「而且」和「再說」的語義功能，提醒學生二者在語義上都有更進一步的意

思，都可用來連接表示理由或原因的分句或句子。「而且」可以表示各種意思上的

進一步說明，多用於從縱向加深的程度，但可不表理由。主語大多相同。但「再

說」用在主要理由以外，追加或補充理由，多用於從橫向增加理由的數量。用「再

說」所補充的理由是用來說明某件事情、某個動作或某種觀點。主語大多不同。

另外，從「而且」和「再說」句型結構、詞語搭配分別說明二者的相同相異之處。

希望經過上述的教學流程後，學生均能充分了解「而且」和「再說」的用法，

爾後之運用能更加正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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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老師心得與教學設計

一、對論文內容之觀察：
為配合本計畫現階段之研究進程，本人於準備試教過程中，首先閱讀陳俊光教授〈「而且」

和「再說」的篇章、語用功能與其教學應用(第 1 年)〉一文，並從教學應用的角度出發，觀察

其內容，摘要如下：

(一) 該論文所關注者：

1. 二者是否可相互替換？差異點為何？

2. 二者是否有不同的篇章功能？ 是否有不同的情態性？

(二) 該論文之研究重點：

1. 結合「語義、篇章、語用」三個語言層面 → 教學語法

2. 從二者的「語義邏輯」角度出發

(三) 該論文研究發現：

(四) 該論文對「複句的概念和分類」
1. 延伸 (extension) 1-1 並列 1-2 遞進
2. 增強 (enhancement) 2-1 補充 2-2 限定 2-3 整體 ─ 部分

二、該研究與教學實況之對照：
本人所教班級使用教材為《實用視聽華語(四)》，目前進度至第四課。進行本次試教前，

學生已在其他教材中學過「而且」和「再說」的用法；而據本人觀察，學生平日在口語表達
和書面作業中，使用這兩種語法的狀況，有下列特點：

1. 常用「而且」，極少用「再說」。 2. 會用「不但……，而且……」。
3. 知道「再說」表示「另一個方面」的「理由」。

基於以上情況，本人在這次試教過程中，嘗試針對學生的需求，將陳俊光教授研究論文的成
果設計成一個 30 分鐘的語法複習單元，以提示學生進一步思考下列細節：

1. 兩者在用法上的差異：連接什麼？ 主詞在哪裡？
2. 兩者的使用情境：是否說明理由？
3. 前後句的關係：延伸？增強？該怎麼判斷？

透過這樣的課堂練習和討論，學生感覺到自己對這兩個語法的理解及應用能力都有所提升。

項 目 而 且 再 說

副詞共現 也 〉還 〉又 最常與「也」共現，

因「再說」的延伸功能比「而且」強。 也 〉還 〉又

語用情態 「反問句」主要與「再說」共現，比例高出「而且」許多。

反映出說話者情感投入較深。

範距 1. 偏「小」

2. 連接複句的比例

較連接段落多

1. 明顯為「大」

2. 連接的幾乎都是段落

3. 在篇章中的銜接範圍比較寬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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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三位師大國語中心老師的授課 PPT

A 老師授課之 PPT

1

實用中文讀寫（一）

2

 A：你為什麼想租這個房子？
 B：交通方便，再加上環境安靜，所以我覺得這
裡很理想。

 A：你這學期好像非常忙？
 B：對啊，這學期的必修課特別重，再加上參加
網球比賽，我真的快累死si3了！

 A：你決定去台北學中文了啊？
 B：是，原來想去北京，可是那裡我人生地不
熟，再加上我怕我會不習慣那裡的食物。

而且

而且

而且

3

 我在台北的生活充實而且愉快。
 這裡不少人是我的老同學，而且有的還是好朋
友。

 小美常去逛街，而且是一條接著一條地逛。
 我們不但要了解(liao3jie3)自己國家的文化，而且
還要了解(liao3jie3)別的國家的文化。

 那家餐廳不但菜色多，而且每一道菜都很好
吃，服務也很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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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張跟女朋友分手的事我沒聽說，再說，那我也沒興趣
知道，所以我不想說。

 A：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公寓？
B：交通不方便，再說房租也不便宜，我看還是

另外找吧！
 A：這些人很麻煩，為什麼要跟我說那麼多？

B：大家是為了你好，再說，你有什麼理由生氣？
他們所說的都沒錯啊！

 A：你為什麼不開定期存款的戶頭？
 B：活期存款的戶頭可以隨時領錢，比較方便；再

說，以後我爸也可以直接從美國把錢匯入我的戶頭，
這樣可以省很多麻煩。

5

6

而且
1.1進一步說明理由（加
深程度）

1.2進一步說明非理由
2.前後句的subject常常
一樣

3.可以跟「不但」一起出
現

再說
1.進一步說明理由（給不
同的理由）

2.前後句的subject常常
不一樣

3.不可以跟「不但」一起
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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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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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老師授課之 PPT

1

「而且」和「再說」「而且」和「再說」
的應用的應用

2011/11/232011/11/23

2

「而且」和「再說」的語義功能「而且」和「再說」的語義功能
•「而且」和「再說」都是連接詞(Conjunction)

，用來表示更進一步的語義。

1.她不但漂亮，而且聰明大方。

2.他很聰明，再說他也很用功，所以功課很好。

3

「而且」和「再說」的相同點「而且」和「再說」的相同點
•「而且」和「再說」，都可用來連接表示理由
或原因的分句或句子

1.他很聰明，而且也很用功，所以功課很好。
2.他很聰明，再說他也很用功，所以功課很好。
3.這棟公寓交通不方便，而且房租也不便宜，我
看還是找別的吧!

4.這棟公寓交通不方便，再說房租也不便宜，我
看還是找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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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而且」和「再說」的相異點「而且」和「再說」的相異點
•「而且」可以表示各種意思上的進一步說明，多用
於從縱向加深的程度，但可不表理由。主語大多相
同。

1.她穿的這件衣服很好看而且不貴。

•「再說」用在主要理由以外，追加或補充理由，多
用於從橫向增加理由的數量。用「再說」所補充的
理由是用來說明某件事情、某個動作或某種觀點。
主語大多不同。

2.這件衣服並不便宜，再說你已經有好幾件這種
樣子的衣服了，別買了! 1

2

1 2

5

「而且」和「再說」的句型結構「而且」和「再說」的句型結構
•「而且」主要連接分句，「而且」還可以

連接詞、短語和句子，一般不連接段落。

1.這件衣服好看而且便宜。

2.他不但會說英語、法語，而且還會說俄語。

3.我要準備明天的功課，而且我很累，不想出
去。

6

•「再說」主要連接句子。「再說」也可連
接分句甚至段落，但不能連接單句中的詞
或短語。

1.他不來就算了，再說我們已經做得差不多
了。

2.在這個方面，大夥兒真是生而平等！完全可
以齊聚一堂平起平坐，看不出來有什麼誰可以
天生自然地指導、管理、命令誰的理由。再
說，女生宿舍門禁之優缺點，誰最清楚？學生
活動中心的管理，該由誰考慮？

「而且」和「再說」的句型結構「而且」和「再說」的句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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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而且」的搭配「而且」的搭配
•「而且」連接小句時，後面常有副詞「還、
也、更、又」。「而且」可以單獨使用，也可
以跟「不但、不僅、不光、不單、不獨、不
只」等連用，連用時則進一步的意思更明顯。

1.姐姐不但喜歡運動，而且還養成每天運動的好
習慣。

2.這位老師不僅書教得好，而且人也很好。
3.他不只聰明，而且還很用功。
4.偉立覺得半工半讀不太辛苦，不但可以賺零用
錢，而且更讓他學到了很多東西。

8

「再說」的搭配「再說」的搭配
•「再說」後面可接「還、也、又」， 「再
說」也常跟反問句同時出現。

1.天黑了，再說你也不認識路，還是明天我
送你去吧!

2.別做飯了，太麻煩了，再說我也不餓。
3.你罵孩子有什麼用?再說這件事又不是他一
個人的錯。

4.你別難過了，一次小考考壞了沒什麼關
係，再說，誰也不知道題目會這麼難?

9

複句的「延伸」概念複句的「延伸」概念
•「延伸」（extension）之定義為「若一分
句藉著增添新的成分來擴大另一分句的意
思，則此分句為另一分句之『延伸』」

1.今天他的病好了，不但能吃東西了，而且吃
得不少。

2.他很聰明，再說他也很用功，所以功課很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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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複句的「增強」概念複句的「增強」概念
•「增強」（enhancement）是「一個分句藉
由描述相關時間、地點、方式、原因或條件來
擴展另一分句，針對其認為重要的部分提出進
一步說明」。

1.她很喜歡唱歌，常跟朋友去KTV唱歌，有時候
還自己一個人去，而且一唱就是三個鐘頭。

2.已經很晚了，現在給他打電話不合適，再說他
也不一定在家。

11

練習練習
1.他生病了， 病得很嚴重。
2.這些菜這麼好吃， 我已經兩天沒吃飯
了，一定要全吃光。

3.對留學生來說，了解那個國家的文化也是學習，
是很重要的學習。

4.今天天氣不冷不熱， 沒下雨，適合出去
玩。

5.別哭了，哭有什麼用? ，他已經不愛你
了，就把他忘了吧!

6.不只他， 我們也都不吃臭豆腐。

而且

而且

再說

而且

而且

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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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老師授課之 PPT

1

「而且」和「再說」

2011-11-24

2

課前準備

一、請查出「而且」跟「再說」的意思。

1. 而且： 2. 再說：

3

課前準備

二、複習學過的例句：
(一) 而且

1. 這件衣服不但太大，而且長，你穿不適合。
2. 偉立：除了這條路以外，從西部到東部沒有河

嗎？
李平：我們的河都是從山區往東或往西流到海

裡，而且都不長，

對交通沒有什麼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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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課前準備

二、複習學過的例句：
(二) 再說：
1. 他很聰明，再說他也很用功，所以功課很好。
2. A：你常常睡不好嗎？

B：是啊，有的時候在床上躺了一、兩個鐘頭還
睡不著。

A：我想是因為你白天念書太緊張了；
再說，你大概也不常運動。

5

課前準備

三、請用「而且」跟「再說」各造一句。

1. 而且：

2. 再說：

6

課室活動

一、分組討論

二、回答問題

三、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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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分組討論

請跟同學分享第一部分的學習成果。

請討論一下：

「而且」跟「再說」的意思一樣嗎？
用法一樣嗎？
可以用在同樣的情況下嗎？

8

二、回答問題：
1. 你覺得 ________ 的環境怎麼樣？

你為什麼要住在 _________ ？
2. 大學畢業以後你想上研究所嗎？為什麼？
3. 打工對學生有什麼好處或壞處？

你覺得高中生可以打工嗎？為什麼？
4. 你比較喜歡看電視還是看電影？為什麼？

這件事對你有什麼影響？
5. 請說說「自助旅行」或「跟團」的好處和壞處。

如果你的朋友要去 ___ ，你會建議他選擇哪種方式？
為什麼？

9

課室活動

三、總結：
 比一比 ~ 「而且」和「再說」

有什麼不同 ？
 你都可以這麼用……

1. 說明理由
2. +…「還」、「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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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比一比

而 且 再 說
1. 可以連接 ~

分句
短語、詞

1. 可以連接 ~
分句、段落

不可以連接 ~
短語、詞

2. 可以跟「不但」連用：

不但 ……，而且……。

2. 不可以跟「不但」連用

11

比一比

而 且 再 說
不是
理由

說明同一個主題的
兩個特色

不可以用

理由 跟第一個理由有關係
的進一步說明

(前後主語大多相同)

從另一方面
補充 / 增加理由的數量

(後句主語可以不同)

12

都可以這樣用 …….

 ………...，
而且 …………..。

 ………...，
再說 ……….….。

後面可以接「還」、「也」、「又」

後面可以接「還」、「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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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馬上試試看 !

練習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
真的學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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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三位教學助理的觀課心得(D-I-E-P 模式)

三位教學助理的觀課心得

助理資料

反思模式
1 號教學助理 2 號教學助理 3 號教學助理

D
Describe
Learning

A 老師的教學遵

守著 krashen 的

i+1 模式，利用學

生的已知「而且」

與新知「再說」連

結，使學習者溫故

知新。並且，教學

使用的例句，是配

合學生語言的水

平，降低其他可能

造成學習阻礙的

可能。隨時注意學

生的反應，適時給

予正向回饋。

在 B 老師的課堂

上，學生在上課前

即分配作業，每人

根據對這兩個詞

語的認識造十個

句子，上課時教師

進行教學時，學生

表明這兩個詞語

很難區分，感覺是

一樣的，在造句時

遇到了困難，因為

他們不知道何時

該採用「而且」，

何時該採用「再

說」，以及何時兩

者皆可用。但經過

教學後，學生表示

教師教學的規則

對他們了解這兩

個詞語的用法很

有幫助。

本堂課一共 5個學

生(1 男 4 女，1 名

學生請假)，以日

本學生為主。課

前，老師提供先前

教材出現過的例

句，並請同學回家

找「而且」與「再

說」之用法，並請

學生試著造句、歸

納用法，互相分

享，老師分組從中

引導「而且」與「再

說」之用法。

I
Interpret learning

Activity

「再說」為這個班

級未學過的語法

點，A 老師使用以

舊代新的方式帶

入。

甲、以舊帶新

(1)先複習「A 再加

上 B」
A：你為什麼想租

這個房子？

B：交通方便，再

加上環境安靜，所

以我覺得這裡很

甲、將「而且」和

「再說」的句子列

出。

乙、解釋「而且」

和「再說」的語義

功能：「而且」和

「再說」都是連接

詞(Conjunction)，
用來表示更進一

步的語義。

丙、說明「而且」

和「再說」的相同

點及相異點並舉

甲、分組討論：

請學生試著從句

子中歸納「而且」

與「再說」之用

法，怎麼用？什麼

時候用？老師進

行簡單的歸納。

學生能歸納以下

幾點：

(1)而且」、「再說」

兩者用法大部

分不一樣，但是

字典的說明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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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

(2)再複習「而且」

，過程如下：

‧使用同樣「再加

上」的例句來提

示這兩個語法

點可以互換，

如：

A：你為什麼想租

這個房子？

B：交通方便，而

且環境安靜，所以

我覺得這裡很理

想。

‧「而且」的連接

成分可以互

換。如：

我在台北的生

活充實而且愉

快。

‧「而且」的連接

成分不能互

換。（全體－部

分）如：

這裡不少人是

我的老同學，而

且有的還是好

朋友。

‧「而且」與「不

但」搭配。如：

我們不但了解

自己國家的文

化而且還要了

解別的國家的

文化。

乙、代入新的語法

點「再說」

(1)老師提示學生

句子中有兩個

理由，並且第二

個理由比第一

例說明。

(1)相同點：都可用

來連接表示理

由或原因的分

句或句子

(2)相異點：「而且」

可以表示各種

意思上的進一

步說明，多用

於從縱向加深

的程度，但可

不表理由。主

語大多相同。

「再說」用在

主要理由以

外，追加或補

充理由，多用

於從橫向增加

理由的數量。

用「再說」所

補充的理由是

用來說明某件

事情、某個動

作或某種觀

點。主語大多

不同。

丁、舉例說明「而

且」和「再說」的

句型結構。

(1)「而且」主要連

接分句，「而

且」還可以連

接詞、短語和

句子，一般不

連接段落。

(2)「再說」主要連

接句子。「再

說」也可連接

分句甚至段

落，但不能連

接單句中的詞

有太大的差別。

(2)「而且」不是原

因，而「再說」

出現的句型

為：「原因+『再

說』+原因，所

以……」。

(3)「而且」和「和、

and」一樣。

(4)「再說」跟現在

說的(說話內容)
沒有關係，且前

後接的是兩個

理由，如學生自

己造的句子：

「他會講五種

語言，再說他做

菜做得非常

好。」

(5)上學期老師教

過，但是忘了。

乙、回答問題：

學生每人各回答

一個問題，可自由

選擇使用「而且」

或「再說」，老師

進行病句之分

析，並引導學生說

出正確的句子。

問題如下：

(1)你覺得 _____
的環境怎麼

樣？你為什麼

要住在 ____？
(2)大學畢業以後

你想上研究所

嗎？為什麼？

(3)打工對學生有

什麼好處或壞

處？你覺得高

中生可以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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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理由重要。

如：

A：你為什麼不喜

歡這個公寓？

B：交通不方便，

再說房租也不便

宜，我看還是另外

找吧！

(2)可以連接的句

子比「而且」

多。

A：你為什麼不開

活期存款的戶

頭？

B：活期存款的戶

頭可以隨時領

錢，比較方便；再

說，以後我爸也可

以直接從美國把

錢匯入我的戶

頭，這樣可以省很

多麻煩。

丙、對比「而且」

和「再說」

(1)說明理由時候

呈現的方向，以

箭頭釋例：

「而且」：縱向，

加深程度

「再說」：橫向，

增加原因

(2)兩者在句式上

的差異

「而且」：前後主

語常常相同，可以

跟「不但」一起出

現。

「再說」：前後主

語常常不同，不可

跟「不但」一起出

現。

或短語。

戊、舉例說明「而

且」和「再說」的

詞語搭配。

(1)「而且」連接小

句時，後面常

有副詞「還、

也、更、又」。

「而且」可以

單獨使用，也

可以跟「不

但、不僅、不

光、不單、不

獨、不只」等

連用，連用時

則進一步的意

思更明顯。

(2)「再說」後面可

接「還、也、

又」， 「再說」

也常跟反問句

同時出現。

己、說明「而且」

和「再說」的語義

中顯現的複句「延

伸」和「增強」之

概念。

(1)「延伸」

（extension）之
定義為「若一

分句藉著增添

新的成分來擴

大另一分句的

意思，則此分

句為另一分句

之『延伸』」。

(2) 「 增 強 」

（ enhancement
）是「一個分

句藉由描述相

關 時 間 、 地

嗎？為什麼？

(4)你比較喜歡看

電視還是看電

影？為什麼？

這件事對你有

什麼影響？

(5)請說說「自助旅

行」或「跟團」

的好處和壞

處。如果你的朋

友要去

_____，你會建

議他選擇哪種

方式？為什

麼？

丙、總結複習：

以 ppt 呈現比較

「而且」與「再

說」，從形式與功

能兩方面進行講

解，及兩詞之搭

配，並以剛剛同學

提到的例句讓學

生加深印象。

(1)從形式面出發

‧「而且」：可以連

接分句、短語、

詞。

‧「再說」：可以連

接分句、段落；

不可以連接短

語、詞。

(2)從功能面出發

「而且」：

‧不是理由：說明

同一個主題的

兩個特色。

‧理由：跟第一個

理由有關係的

進一步說明(前
後主語大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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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以寫問卷的方

式來檢視學生

學習成效：先

寫完問卷，然

後全班一起訂

正討論。

點、方式、原

因或條件來擴

展另一分句，

針對其認為重

要的部分提出

進一步說明」

教師講解完後，呈

現十個句子，讓學

生選用「再說」或

「而且」，全班一

起參與，教師在學

生選擇後，會馬上

公布答案，並告知

學生是依據剛剛

教學中的哪個原

則可選出答案，此

步驟在於檢測學

生是否了解課堂

內容與教師教學

的規則，並給予立

即回饋。

同)。
「再說」：

‧不是理由：不可

以用。

‧理由：從另一方

面補充 / 增加

理由的數量(後
句主語可以不

同)。
(3)從詞語之搭配

出發

‧「而且」：可以跟

「不但」連用，

後面可以接

「還」、「也」、

「又」。

‧「再說」：不可以

跟「不但」連

用，但後面可以

接「還」、「也」、

「又」。

E
Self-evaluation

A 老師先帶出「而

且」和「再說」的

相同點，等待學生

了解後，再突出兩

者的相異點，是很

好可行的教學手

段。此外，解說的

例句由簡單句到

複雜句，也是可以

參考的方式。另外

如果教學裡可以

增加學生使用新

的語法點進行互

動的機會，學習者

可能印象會更深

刻。

B 老師在教學前，

先讓學生用這兩

個詞語各造十個

句子，學生也表明

在造句時遇到困

難，許多情形不知

道是否選對了詞

語。先讓學生實際

造句使用這兩個

詞語，可讓學生先

進行思考自己的

困難點，進而在上

課時得到反饋與

解答，這樣的效果

顯著。另外，老師

上課時從形式及

功能兩方面著手

教學，可使教學更

有成效。

學生以 10 題選擇

題 檢 測 學 習 成

效，對於不懂的生

詞可向老師發問

或查閱字典，但是

不可以直接向老

師詢問答案。但

是，學生的答對率

並不高(偏誤率為

56%)，寫完之後有

兩 位 學 生 搖 搖

頭，表示不是很滿

意、搞不太懂的感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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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Learning plan

未來在實行教學

時，可以參考 A 老

師的教學流程：

甲、以舊帶新。

乙、進入教學重

點。

丙、與學生過去學

習經驗連結進

行比較歸納。

丁、檢視學習成

效，針對學習

不足之處再次

進行補強。

未來在實行這部

分教學時，可以參

考謝老師的教學

流程：

甲、從功能與形式

兩方面同時

著手。

乙、形式從句型結

構及詞語搭

配來區分兩

者差異。

丙、功能分別從功

能的相同點

及相異點進

入分析。

丁、除了講解外，

並搭配學生

的練習，使學

習更有成效。

學生可能利用課

後時間繼續釐清

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