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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連字結構」的篇章、語用研究

與教學應用 

摘要 

關鍵字：對比項、前後景、主題連續性、連貫、引導碼、情態、反預期 

本研究以 Halliday 的概念（ ideational）、篇章（ textual）、人際

（interpersonal）三大語言純理功能（metafunction）為分析架構，以真實

語料為基礎，討論現代漢語「連字結構」在篇章、語用層面的語言現象及

其聯繫，並依研究結果進行教學設計。 

本研究以臺灣地區書面語料601筆為本梳理前人研究。本研究認為臺灣

地區的現代漢語「連字結構」中「連」已虛化為一焦點標記助詞，而非介

詞。在篇章功能上，「連字結構」表現了對比的功能，因漢語傾向簡潔，

所以引導出比例較高的「隱性對比項」。我們進一步觀察「顯隱性對比項」

與「前後景」理論的互動，發現出現上文的顯性對比項，即「前顯後景句」，

其功用為替焦點連字結構鋪陳背景，因此出現頻率高。而另一方面，出現

在「連字結構」上下文中帶隱性對比項的「隱性對比句」與出現在「連字

結構」下文帶顯性對比項的「後顯前景句」兩者之間，亦因漢語傾向簡潔，

故前者的出現頻率為高。 

其次，在篇章上「連字結構」的「非主題連續性」出現頻率較高。本

文進一步審視，發現「非主題連續性」居多的原因，是因為其多為焦點句，

而焦點為溝通中的最重要信息，顯示「連字結構」乃以溝通為取向。再者，

漢語指稱詞在「連字結構」的篇章分布是以標記同一事件，鞏固話題連續

性的零代詞使用頻率最高。最後，在篇章連貫方面，「連字結構」的使用

往往是對上文的內容展開更進一步闡釋與敘述，即表「遞進關係」。 

在語用方面，本研究認為具引導碼功能之「連字結構」中的「連」引

導出「極端值」，而「也/都」後則引導出「反預期」的情況。因此，正如

上文所說，「連字結構」乃以溝通為取向，可對受話者提供最多信息（清

楚），同時也為發話者省去多餘信息（簡潔）。此外，「連字結構」多與帶

有反預期功能的義務情態否定詞共現，表提醒、警告、規定、禁止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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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根據以上研究成果，評析八套臺灣及美國目前通行的華語教材，

並針對程度為初中級的英語母語學習者進行教材與教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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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ourse and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Lian” 

Structure and It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bstract 

Keyword: contrastive items, grounding theory, topic continuity, coherence, 

procedural encoder, modality, counter-expectation 

The present thesis has adopt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alliday’s 

metafunctions which encompasses ideational, textual, and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Halliday 1985, 1994, 2004). Within this framework, the discourse and pragmatic 

aspects of the Lian structure and their interrelatedness are explored. Additionally,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are applied for pedagogical purposes.  

This study is substantiated by empirical data, composed of 601 written data from 

Taiwan. It maintains that the functor Lian in the Lian structure is a focus marker at the 

discourse level, rather than a preposition at the syntactic level. In discourse, the Lian 

structure presents a contrastive function, but the second (implicit) item to be 

contrasted is often omitted in the context that follows due to the fact that Chinese 

tends to be terse in its expressions.  

Additionally, the researcher has further explore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contrastive items and the grounding theories, and has discovered 

that “the initial implicit-background sentence” has a higher proportion because it 

functions to provide helpful background information that paves the way for the 

incoming Lian structure, which is the focus to be presented in the sentence. Moreover, 

it is found in this study that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sentences that follow the Lian 

structure, namely “the following implicit sentence” and “the following 

explicit-foreground sentence”, the former has a higher proportion due to the same 

economical principle of terseness in Chinese. 

Next, in terms of whether the topic is continued in discourse that follows the 

Lian structure, it is found in this study that topic discontinuity has a higher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An additional analysis further reveals that these topic discontinued 

sentences are largely focus sentences, focus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message in 

 



漢語「連字句」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iv 
 

communication, and suggests that the Lian structure is communicatively oriented. 

Moreover, it is found that the Chinese “zero anaphor” in the Lian structure exhibits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occurrence, more than any other Chinese referential 

expressions, in order to tighten the continuity of the topic. Finally, in terms of 

coherence at the discourse level, the Lian structure is most frequently used to 

elaborate on additional details of the previous point, and thus displays an incremental 

relationship. 

At the pragmatic level,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Lian” and “Ye/Dou” in the Lian 

structure serves as relevant procedural encoders that help the reader/listener to focus 

on and infer the right direction of the communicative flow. The functor Lian encodes 

an extreme value in a given category, whereas and the marker Ye/Dou encodes a 

counter-expected situation. Thus, as mentioned above, the Lian structure is 

communicatively oriented, and the focus is placed on being maximally informative 

(i.e. clarity) for the listener and minimally redundant (i.e. terseness) for the speaker 

(Grice 1975, Sperber and Wilson 1986, 1995). In addition, the Lian structure 

frequently appears to co-occur with negative words that carry deontic modality, such 

as reminding, warning, regulating, and prohibiting.  

At the pedagogical level, based on the multi-level linguistic analysis in this study, 

eight L2 Chinese textbooks that are commonly used in Taiwan and the U.S. are 

reviewed. It is followed by a teaching material of the Lian structure, and a simple 

lesson plan is further devised for the low-Intermediate native English-speaking 

learners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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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和目的 

一、研究動機 

本文研究動機有三，首先筆者於教學過程當中，發現有的教材對連字

結構1「連……都/也」應如何使用之解釋不夠充分。如許多教材在語用上，

僅能提出「連」後的成分是欲「強調」的對象，但此未能滿足學生對於「連」

後成分的選用之疑惑。筆者的兩位學生曾提出關於連字結構「連……都/

也」的問題。 

學生2使用的教材是《實用視聽華語 3》（2008）。其中第二課〈吃什麼

好〉在文法練習部份的第六個句型中列出了六種連字結構不同的用法，其

中練習皆為看原句並使用「連……都/也」改寫，礙於篇幅以下僅提出三種

教材中提出的用法，分別為「連 N/NP 都/也……」、「連 短句 都/也……」、

「連 S-V 都/也……」，練習題如下：      

（1） 我太忙，沒時間吃飯。 

→我太忙，連3飯都沒時間吃。（連 N/NP 都/也……） 

→我太忙，連吃飯都沒時間。（連 VO 都/也……） 

（2） 老師請客，你不去，不太好吧?  （連 clause 都/也……） 

→連老師請客你也不去，不太好吧? 

（3） 這個字真難寫，老師也寫不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許多學者亦稱此為連字句，本文將統一稱其為連字結構 

2
2012 筆者於國立臺灣大學國際華語研習所（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ICLP)）

Summer+班的學生。 
3
在本文中筆者將「連」加粗體底線是為了閱讀的方便性，實際的教材及文獻並不是這樣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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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瞭解在以上的改寫句子中，連後成分所強調的為何，又選用連

後成分之標準為何。 

此外，筆者在教學過程中亦發現有時母語為英語的學生4在使用連字結

構時容易自動省略連詞組後的都/也詞組，如曾在學生作業中出現過以下病

句: 

（4） *連他的父母沒來他的畢業典禮。 

（5） *上個禮拜五的晚會，連老師去了。 

其二，筆者對於漢語中的兩個連字結構有著不同形式卻有著相同意思

感到好奇，例句如下: 

（6） 我連他父母都認識。5
  

（7） 連他父母我都認識。 

其三，我們知道「連字結構」中「連」所引導出的為一種極端值（畢

永峨，1994），此與說話者的情感態度息息相關，例句如下: 

（8） 他說，自己的果園就在荖濃溪旁，很適合種蜜棗，「這都要感謝老

天，所以用老伯公表達對自然的感謝。」每年廖榮清最期待也最擔心的

時刻就是採收季，「採收本來是歡喜的事情，但是這幾年工人越來越難

找，只要一忙就要把兒子、媳婦都找來幫忙，有時候連在外地的女兒也

要當採棗姑娘。」                                  （聯合知識庫） 

例句（8）中「連字結構」引導出的極端值為「在外地的女兒」，因為「在

外地的女兒」應該是最不需要回去幫忙的，屬於極端值中最小值的概念；

而其後的「要」為一表示要求用法的義務情態詞（謝佳玲，2006a：57）。

此外，又由於「連字結構」的引導，讓聽者能更順利地理解話語所要表達

的內容，此即引導碼的功能（李希奇，2015：16），這引起了筆者在語用

方面對「連字結構」跟情態詞的共現及其與引導碼互動之興趣。 

                                                      
4
筆者在美國威廉大學（Williams College）任教時，中文二年級的學生。 

5
 例（6）、（7）為筆者自行想出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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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目的 

首先筆者於閱讀探討連字結構「連……都/也」的相關文獻時，發現一

般文獻大都在語義上探討，較少在篇章及語用部分多做著墨。此外，亦發

現學者們即使在語義、篇章及語用上進行探討，各家看法仍有差異，爭議

性頗大，因此本文欲透過具體語料分析，進一步對「連字結構」帶出的顯

隱對比項之頻率及其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進行分析，此外亦會對與具有引

導碼功能的「連字結構」共現之情態詞進行分類及討論；接著對「連字結

構」中「主題連續性」（topic continuity）的出現頻率及其與焦點信息的關

係，以及「連字結構」下文的語義連貫性等進行討論並結論出具體結果。 

希望透過本體語言研究及大量語料印證後能釐清「連字結構」的核心

篇章及語用功能，並應用於教學中。 

第二節 研究方向和範圍 

本研究以 Halliday（1985）提出的三大語言純理功能（metafunction）：

概念（ideational）、篇章（textual）與人際（interpersonal）為分析架構，並

以真實語料進行驗證，討論現代漢語中「連字結構」在語義、篇章及語用

三大層面所呈現的語言現象。 

首先，本研究以概念層次出發，梳理先行文獻，由語義及詞性對「連」

進行分析與定位。其次，在篇章層面，本文將就「連字結構」中對比項之

「顯隱對比」及其與前後景的互動、主語連續性、語義連貫性等問題進行

討論。再其次，在語用層面上，探究「連字結構」與引導碼、極端值、反

預期的關係及其與情態詞共現的情況進行研析。最後，綜合上述教材，針

對部分現行美國大學常用教材進行評析及根據研究成果設計教材及教案。 

第三節 研究問題 

過去前人於「連字結構」的先行文獻探討中，多偏重語法和語義的探

討而忽略篇章和語用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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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語法方面，許多語法學者，如謝永玲（2002）、呂叔湘（1999）、

王自強（1998）、劉月華、潘文娛、故韡（1996）等皆提出連字結構中「連」

之詞性為「介詞」，如：「這次洪水連輸電塔都沖壞了」（劉月華等，1996：

152）。然而，介詞一般不能跟動詞構成介詞結構（倪寶元、林士明 1979；

周小兵 1997），但「連」的使用卻有很多此種情況，如：「凱洛琳跟著尼奧

走了出來，連看都不看我一眼」6中的動詞「看」可與「連」共用。可見將「連」

視為介詞自有其不足之處。 

而在「連字結構」的核心語義方面，倪寶元、林士明（1979）、尹緝熙

（1982）、朱德熙（1982）、劉月華等（1996）、呂叔湘（1999）等皆提出

連字結構「連……都/也」的核心語義為表「強調」（強調說），如：「連我

都知道了，他當然知道」（呂叔湘，1999：364）。然其皆未能多說明其所強

調之重點為何（崔希亮，2004）。另一方面，宋玉柱（1981）、崔希亮（1990）、

湯廷池、張淑敏（1994）皆提出連字結構的核心語義為「極值」（極值說）： 

如，「連專家都答不出來」，其中「傻瓜」是一個集合中的極端值（湯廷池、

張淑敏，1994）。 

不過，無論是「強調說」或是「極值說」皆與發話者的情感態度有關，

應歸於語用範疇較恰當。此外，在語用方面，前人亦未討論本身帶有說話

者的情感、態度及意圖之「連字結構」與情態詞的關係，此亦值得討論。 

第二，在篇章方面，研究功能語法的學者對「連」的功能之說法亦不

一。方梅（1995）、鄭貴友（2002）、袁毓林（2006）及陳俊光（2010）皆

提出「連字結構」帶有「對比焦點」的功能，「連」字句後引導之成分是

焦點（新信息），即對比焦點說，如：「連敵人也不得不佩服他」（方梅，1995）。

另一方面，曹逢甫（1989）提出連字後成分為話題（即主題），如：「他兒

子連大學都沒考上」。此外，劉丹青及徐烈烔（1998）主張「連」所引導的

成分是同時具有話題性和焦點性的「話題焦點」，如：「他連自己的妻子都瞞

得緊緊的」。再者，蔡維天（2004）則認為「連字結構」並不具有對比焦點

的特質。 

然而，上述的先行研究除了指出「連字結構」為「對比焦點」、「話題」、

「話題焦點」等，是發話人出於對比目的而凸顯的信息（陳俊光，2010：

                                                      
6
 語料為來自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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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外，並未提出「連字結構」下文中的主題連續性與焦點之間的關係。 

第三，基於上述先行研究，前人探討連字結構的焦點功能時，多停留

在單句的層次，如前文的例句所示，而未能進入更大的篇章範疇，故本文

嘗試將「連字結構」放入具有更完整的上下文中，以檢視與探究如「連字

結構」的前後景的關係與語義連貫性等相關問題。 

最後，前人並未針對教材中「連字結構」之使用說明進行評析，而教

材中針對「連字結構」篇章語用功能之討論亦不足。如在語用方面，《實

用視聽華語 3》（2008）僅提出「連」後的成分是欲「強調」的對象，此並

不足以協助學習者精確地使用該句型，故本研究將由篇章及語用的角度切

入評析教材，並進一步針對「連字結構」設計教材及教案。 

鑒於上述前人文獻不足之處，本文的研究問題主要著重在漢語「連字

結構」的篇章、語用功能及其教學應用，本研究之四大研究問題如下： 

（一）（1）「連字結構」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頻率與前後景的互動關

係為何，以及（2）「連字結構」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為何？ 

（二）「連字結構」之主題連續性與否與篇章分布的關係。（1）非主

題連續性中的焦點句與補述句的分布，及（2）主題連續性中指

稱詞的分布為何？ 

（三）「連字結構」下文的語義連貫性為何？ 

（四）「連字結構」的教學應用為何？  

第四節 本文架構 

本研究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緒論，內容介紹本文研究動機、目的、

範圍及研究問題；第二章為文獻探討，檢視過去研究中對於漢語「連字結

構」之探析，整理語義、句法、篇章語用方面之文獻並介紹相關理論；第

三章為理論架構及研究方法，說明本文所採用之理論架構及介紹本文之研

究方法；第四章為結果分析與討論，針對蒐集語料進行分類、統計、分析，

並加以討論；第五章為教學應用，由教材評析出發，以研究成果設計適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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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學內容；第六章則為結論，說明本文之研究成果、限制與未來研究展

望。 

第五節 術語解釋 

一、語用與語義 

以溝通的角度而言，語用學（pragmatics）涉及在一定語境下說話者

（speaker）希望透過話語傳遞的訊息、意圖；也可以說語用學是研究說話

者如何透過話語字面意義（literal meaning）傳遞言外之意（隱含訊息）的

認知過程。如 Austin（1955，1962）提出的言語行為理論中指出「言外行

為」，是藉「說話」的動作來進行另一種行為，包括：提醒、請求、警告、

命令等，此反映說話者的真正意圖和目的，即語境意義（李希奇，2015：

24-25）。 

而語義學（semantics）關注的為句子的語義命題之真實值（即趙元任

1979 的真實價值），以及判斷命題內容真實與否所需滿足的條件，排除語

言外因素。換言之，語用學所研究的不是存在於詞語、句子的意義，而是

說話者在一定語境中體現的行為或態度的意義（Leech，1981；李希奇，

2015：32）。 

二、篇章與語用 

篇章（discourse）是超句（beyond the sentence）的（陳俊光，2010），

著重句與句之間成章成篇的關聯性與結構性。篇章既包括口頭語言（spoken 

language in use）與書面語言（written language in use），人們藉由此方法，

以一種有順序且可理解的方式相互溝通，交換想法。相較之下， 語用指

的是說話者透過語言使用達到某特定需要與目的（Wisegeek, 201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A3%E5%A4%B4%E8%AF%AD%E8%A8%8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9%A6%E9%9D%A2%E8%AF%AD%E8%A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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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語法（grammar）不同，篇章或語用皆涉及遠遠比單純的詞彙定義

和句子結構更深層次的概念。然而，說話者或作者要如何造出能符合其

溝通意圖且涉及篇章與語用兩層面的句子？舉例來說，要警告人們不要

被某物燙傷的方法很多，在解釋的過程中，要遵守一個有邏輯性且能被

聽者理解的順序則為篇章；而說話者根據聽話者的年齡、語言發展能力

等條件而改變其於解釋的用詞則為語用。由此可知，篇章及語用於上下

文中是密切相關的（Wisegeek, 2015）。 

三、極端值 

極端值指的是在一個集合中的頂端位置（周小兵，1990），即最大值以

及最小值。提出「極端值」在級標上可標記為「極度性」，「非典型性」，

或「不可預期性」，而與之並列的「交替值」可標記為「較不極端的」，「較

典型的」，或「預期的」，故極端值屬於語用範疇，與說話者的情感態度有

關，說話者須在腦中將之與同一集合內的交替值比較後做出選擇（畢永

峨，1994）。 

四、前後景 

前景和後景7為篇章語法研究中常討論的相對應語境，直接傳達說話人

意念的話語是前景，而有助於達到說話目的之話語則為背景，前景直接說

明主題，背景用來輔助說明主題（Hopper&Thompson，1980：280）。前景

提供主要的信息，後景提供輔助的信息；而在漢語的篇章中，前景的功能

是推動故事進展，後景則不直接影響故事的發展（屈承熹 1990：11-18）。 

五、預期和反預期 

「預期」（expectation）則是一種與人的認識、觀念相聯繫的抽象世界，

通常與一定的社會常規、言談事件中聽說雙方的知識狀態以及特定的話語

                                                      
7
邢志群（2005：8-9）文中稱「背景」，本文一律稱為「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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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境密切相關（Heine, Claudi, Hünnemeye，1991；蔡沂庭，2014：53）。而

「反預期」（counter-expectation）則表示說話人認為一個陳述在某種方式上

與特定語境中一種常規的情形相背離的情形（Heine et al.，1991：192；孫

洪威，2013；蔡沂庭 2014）。換句話說，我們認為「預期」為符合常規在

聽說雙方皆知的語境下內心所想，「反預期」是事情的結果與說話者原心

裡所想有落差或相異。 

而從言談事件參與者的預期角度來說，「預期信息」是指與聽話人、說

話人或者大眾心理期待一致的信息，「反預期信息」指的是與某個特定預

期相反的話語信息。「預期」和「反預期」是話語-語用介面的概念，不屬

於句法-語義層面，集中反映了言語行為中的人際關係，與語言的主觀性密

切相關（吳福祥，2004；張建軍，2013：454）。 

六、引導碼 

「引導碼」（procedural encoder）這種語言形式是屬於語言編碼中的「程

序性編碼」於交際過程中具有程序性意義即引導意義（procedural meaning）

與功能，說話者透過引導聽話者處理話語中的命題內容，推理出說話者對

於命題內容所抱持的觀點與態度。 

說話者在話語生成時為提高聽話者找到最大關聯和最佳關聯的可能性

所使用的篇章標記（discourse markers），亦或是引導碼，會對聽話者的理

解形成某種制約（Blakemore，1987:127），及保證聽話者在盡可能小的努

力後尋找話語與認知間的關聯。此協助聽話者理解說話者所要表達內容或

限制聽話者話語理解時對語境選擇的程序或過程編碼，即引導碼（李希

奇，20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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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 Halliday （ 1985 ， 2004 ）提出的三大語言純理功能

（metafunction）：「概念」（ ideational）、「篇章」（ textual）與「人際」

（interpersonal）為分析架構。在三項純理功能中，「概念」功能指語言對

人們在現實的主觀的內心世界以及客觀世界中各種經歷的表達，其反映主

客觀世界中發生的各種事件，所牽涉的人和物，以及有關的變化過程，當

中涉及所有的概念以及與各種概念相關的屬性變化的過程、動態等語義單

位。因此「概念成分」即表示各種事物、參與者、屬性、動態過程、環境

因素等的語言成分；「篇章」功能指語言結合特定表述環境，將各種表述

單位組合成篇章，進而使概念及人際功能得以實現。語言中「篇章成分」

為各種關聯成分、主位元結構、信息結構等等；「人際」功能是反映作為

語言使用者的交際雙方之間關係的功能，如反映交際某一方的某種要求、

表達說者對某種事物、情況出現可能性的估計、反映交際雙方社會地位的

高低以及相互關係的親疏等等。「人際成分」即語言中用以表達上述功能

的成分，如語氣、情態成分、語調等（鄭貴友，2002: 105-106）。若將語義、

篇章及語用的觀念與三大純理功能對應，「概念」功能即是語義功能，「篇

章」功能即為篇章功能，而「人際」功能即是語用功能。 

本章包含四大部分，首先第一節以概念層次出發，梳理先行文獻，探

討前人對「連」提出的歷時語意及詞性，並回顧「連字結構」的共時、核

心語義研究；第二節為「連字結構」的句法研究探討與整理；第三節介紹

「連字結構」的篇章研究及相關篇章理論概念，就「連字結構」之銜接方

式、信息焦點等問題進行討論；第四節介紹前人對「連字結構」的語用研

究及相關語用概念。 

第一節「連」的語義及詞性探討 

連字結構是由「連……」與「也……」、「都……」這兩部分組成的，

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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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們甚至連可以疑惑的痕跡都找不到。
8
 

在現代漢語中，連字結構是一個特殊的句式，幾十年來，學者們從不

同的角度對它進行研究，但有許多議題仍未能達成共識。本文將進行「連

字結構」之探討，以下將整理學者們在歷時及共時中，對於「連」字詞性

及語義上的分析之文獻。 

一、「連」的歷時語義及詞性 

分析詞彙時，大體上有抽象分析法（抽象說）以及多義分析法（多義

說）兩種方法。「抽象說」（abstraction）為一個詞的多重用法，其只有一個

抽象核心意義的語境變體，其他意義則是透過與其他語言規則或語用原則

產生的；而「多義說」（polysemy），即「一詞多義」，則是將多重用法中的

某一個作為基本意義，其他的用法是由派生及引申而出的（Sweester，

1986:528；畢永峨，1994:79）。本文將先以「多義說」檢視前人對「連」

的研究，再以「抽象說」探討「連」的核心語義。 

（一）「連」的歷時語義及詞性研究 

蔡永強 （2006）、杜林（2004）皆以歷時的角度切入，對「連」的語

義採用多義說來進行探源，主張「連」由原本名詞的「人拉的車」引申為

動詞的「連接」義再演變為較虛介詞「包括」、「強調」義等。 

《說文》9、《管子》及《周禮》中說明了連字的原始意義是古代一種

人拉的車，以單人拉，有別於輦；這種車與拉車的人之間必須形成一種相

屬不絕的關係，否則車不能前行。而連字在這個基礎上，於人們交際使用

過程中衍生出名詞性及謂詞性兩大實義，名詞性意義包含古代行政單位、

姻親關係、以及現在軍隊的一種編制單位；謂詞性意義包含連續、聯絡、

牽連、牲畜交配、屬於、兼得（蔡永強，2006）。 

                                                      
8
出自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 

9
  《說文》:連，員連也。從辵，從車。又《說文．辵部》:連，負車也。段玉裁注:「連即古文

輦也。」 按段玉裁的說法，負車者，人挽車而行，車在後如負也，人與車相屬不絕，故引申為

連屬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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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時發展中，「連」由名詞及謂詞性這種具較實的意義透過語法化10

的過程轉為較虛的意義，本文參考蔡（2006）整理出下表二-1:  

表二-1：「連」字的虛義衍生 

朝

代 

意義 例句 

南

宋 

連字句11的定型 他人連個千條萬目尚且自曉不得，如何識得

一貫。《朱子語類》12
 

明

代 

 

表示「包括在內」 有三個徒弟，名喚孫悟空，豬悟能，沙悟淨，

連馬五口， 欲上西天拜佛取經。《西遊記》 

語法標記，與都/ 也等呼應，

形成連字結構的固定格式 

沒有老孫，你連水也不能彀哩! 《西遊記》 

清

代 

表示「從」 連太太起，裡裡外外的都不幹淨。《紅樓夢》    

由蔡對於「連」在古漢語中詞義演進之討論，我們可知「連」的語義

由實義漸漸語法化為虛義，於明朝時形成了一與「都」、「也」等呼應的固

定形式─連字結構。 

杜（2004）由古至今全面性地來討論「連」字的源頭，其以中國朝代

討論連字從魏晉南北朝以前，漢代後，魏晉南北朝時，唐朝，宋朝及到了

元明以後的原始意義及其詞性的演變，筆者整理如下表二-2: 

 

 

 

 

                                                      
10
沈家煊（1994）認為語法化原則是由實轉虛，由虛變得更虛；蔡的觀察亦符合沈提到的，若要

在共時平面上判定某成分的語法化程度之高低，一個重要依據為觀察其在歷時上形成的時間先

後。 
11

 本文指的連字結構 
12

 《朱子語類大全》（又名《朱子語類》），由南宋導江人黎靖德於咸淳六年（1270 年）編成，

全書共一百四十卷，集錄了南宋理學家朱熹（1130 年－1200 年）與其門人的對答，即今通行本

《朱子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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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連」字之歷時語義及詞性演變（杜，2004） 

朝代 詞性 意義 例句 

漢代後 

 

始做「副詞」 表連續、接連義 後連有靈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

各上封事。《後漢書.陳忠傳》 

魏晉南北

朝時 

始虛化，動

詞→介詞 

表連接 餘注此經以來，一千餘年，凡傳三

人，連子四矣。（葛洪《神仙傳》） 

唐代 

 

介詞13
 

 

包括義漸增 願為連根同死之秋草，不作飛空之

落花。 （李白《代寄情楚辭體》，

全唐詩） 

包括義上增強

調義 

縮頭連背暖，漫襠畏肚寒。（隋唐嘉

話） 

宋代 

 

介詞 包括義虛化，表

強調義增 

《孟子》此一章，其初只是匹自間

容易說出來，然說得來連那本末內

外、體用精粗，都包在裡面，無些

欠闕處。 《朱子語類》  

元明以後 

 

介詞 強調句式漸增 兩口兒商量了多時，定下了計策，

連女兒都瞞過了。《警世通言》  

由上表二-2 我們可請出看出「連」字在詞性及意義上的演進，值得注

意的是在魏晉南北朝以前表連接義的動詞「連」，到了宋代已完全虛化為

表示強調義的介詞「連」；在宋代的《朱子語類》中，亦發現不少表示強

調義的「連」與副詞「也（亦）」、「猶」、「尚自」、「都」等之連用現象。

而至元明以後，多為「連」與「也」、「都」搭配的強調句式，漸漸地形成

了現代漢語中的「連字結構」：「連......也/都/還」之句式。 

最後，在此欲提出兩個問題，其一，蔡於上表二-1 中第三點提到的明

代時「連」為「語法標記」的觀念，是否正確，有待商榷。陳俊光（2011）

提到漢語的語法標記有完成貌標記「了」、經驗貌標記「過」或是進行貌

標記「在」等，而「連」是否為此類有待檢驗，在此若能將語法標記改為

較強調前後文關係的篇章標記會更佳。其二，關於連字句連字之詞性在現

代漢語中究竟為何，我們於下節中將進行討論。 

                                                      
13
感謝口委屈承熹老師及李明懿老師對以上「連」字詞性的釐清：「連根」與下文的「飛空」前

後呼應，故「連」與「飛」皆應為動詞，修飾後面的名詞。因此，「連」字在此並非作者所認為

的介詞而應為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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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字結構」的共時語義及詞性 

（一）「連字結構」的共時語義及詞性研究  

1.1 連字結構的共時語義 

本研究綜合兩岸六部辭典:大陸地區的《現代漢語八百詞》、《現代漢語

虛詞詞典》、《現代漢語虛詞例釋》、《實用現代漢語語法》、中華民國教育

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對「連字結構」的義項，整理如下表二

-3: 

表二-3：工具書對「連字結構」的說明 

 詞

性 

說明 例句 

現代漢語八

百詞 

介

詞 

表強調，連後接（a）名詞、（b）

動詞、（c）小句、（d）數量。 

（a）連我都知道了他當然知

道 

（b）連看電影也沒興趣 

（c）連他住哪兒我都忘了 

（d）最近連一天也沒休息 

現代漢語虛

詞詞典 

介

詞 

表強調程度之深，有甚至、就

是的意思；是說話人認為，某

件事尚且如此，其他就更該如

此了。 

強調和突出動作的對象（受

事） 

連我都佩服他。 

天上沒有月光，連星星都沒

有一個。 

現代漢語虛

詞例釋 

介

詞 

表強調某動作行為，有「甚至

於」的意思。 

2.用在主語前面，強調主語。 

你怎麼連這道習題也不會

做? 

天實在太冷，連河道也結冰

了。 

實用現代漢

語語法 

介

詞 

表強調，出乎意料 這次洪水連輸電塔都沖壞

了。 

教育部重編

國語辭典 

連

詞 

表強調有甚至、就是的意思。 連一根針跌在地下都聽得見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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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二-3 中可知工具書對「連字結構」的「連」之詞性分類有爭議，

大部分皆認為「連」是介詞，但本文認為「連字結構」的「連」既非介詞

亦非連詞，其應為「助詞」，關於此點將於下節討論；而在「連字結構」

的「連」之意義方面，工具書皆提出其為表強調義，然強調實屬於語用的

範圍，關於文獻我們將在下文進一步討論。 

此外，以上工具書，多以句式分類，再討論句中「連字結構」的「連」

之意義，顯然將語義和句法兩層面混淆了。綜合以上看法，可以得出現行

工具書認為現代漢語「連字結構」的「連」之意象為「強調」，究竟強調

之內容為何，以下進一步討論說明。 

1.2 連的共時詞性 

語法界的專家學者們對於連字結構中連字的詞性眾說紛紜，有介詞

說、否定介詞說、助詞說等說法，以下進行討論。 

（1）介詞說 

在介詞說方面，謝永玲（2002）、呂叔湘（1999）、王自強（1998）、劉

月華、潘文娛、故韡（1996）等皆認為連字結構中「連」之詞性為「介詞」，

例句可見表二-3。 

（2）否定介詞說 

倪寶元、林士明（1979）及周小兵（1997）則提出了否定介詞說。倪

與林共提出四個論點14，其中之一為介詞一般不能跟動詞構成介詞結構，

然而「連」的使用卻有很多此種情況，如下例句中的「連」便和其後的「看」

結構： 

（10） 尼奧說完便轉身出去。凱洛琳跟著尼奧走了出來，連看都不看我一  

    眼。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15
 

 

                                                      
14

 本文僅討論相關的第一點。 
15

 由於文獻中未提供例句，因此筆者自行加入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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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周則從兩方面來否定「連」的介詞說，一是從語義上看， 同一介詞

不可能引進描述物件、施事、與事、工具、時間、處所等幾種語義成分。

然而，「連」後邊卻可以出現上述成分，例句如下： 

（11） 五點八級的破壞性地震，震幅所至，連在蘭州市區也有輕微震感。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語料庫）16
 

另一方面，周從功能上看，否定詞可以在介詞前出現， 而「連字結構」

中的否定詞只能在連後出現，我們不能將下例（12）的否定詞前移為下例

（13），例句如下： 

（12） 推開門， 屋子裡連一個人也沒有。 

（13） *推開門， 屋子裡沒有連一個人也。           （筆者自行舉例） 

綜觀上述，本文認為「連」字句中連之詞性並非介詞。 

（3）助詞說 

那麼，「連字結構」中的「連」之詞性為何呢? 張誼生（2005）提出「連」

是由表連接的動詞，轉化為介詞，最後虛化為一焦點標記助詞。討論如下: 

（14） 手下兩員副將……一個喚做/ 中箭虎丁得孫，面頰連項都有疤痕，

馬上會使飛叉。                                  （《水滸傳》69 回）      

例（14）中，「連」為表連接的動詞。而例（15）中隨著「連」前 NP

脫落或隱含於深層，「連」逐漸衍生出介詞的用法，如下。 

（15） 倘若推辭，（把這些人）連那鴇子都與我鎖了，墩在門房兒裡。 

（《金瓶梅》58回 ） 

在例句（16）中的「連」已轉化為介詞了，然而，隨著前項隱含的連

NP 都 VP 格式一再複現，「連」前的隱含成分日見模糊、乃至漸漸消失，

                                                      
16
由於文獻中未提供例句，因此筆者自行加入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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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連」也就由介詞虛化了，如下例： 

（16） 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拿出一塊銀子兒，遞與敬濟，說：連你五娘的都    

    在裡頭了。                               （《金瓶梅》51 回） 

梳理前人所述，我們認為「連」為助詞，因為漢語的助詞是處於附著

地位的詞，其黏附於實詞、短語或句子，其在句中表某種語法意義（劉月

華，1996）。由連字結構的使用來看，「連」便符合此種特性。此外，不論

在古漢語或是在現代漢語中，學者們皆提出「連字結構」為一強調句，如

杜提到元明以後「連」做為強調句式的用法逐漸增多，或如呂及謝皆提到

「連字結構」表強調，再如張（2005）提及連為強調焦點的助詞，因此綜

合上述我們初步認為連字結構中的連字為一表強調的助詞。 

三、「連字結構」的核心語義 

屈承熹（2006）指出一般來說虛詞皆有一個最核心的意義功能，只是

其會在不同的語言環境下及相異的語言組織層面上有著相對應不同之解

釋。關於「連字結構」的核心語義之討論各家學者提出不同看法，其中以

強調說、極值說（極端說）較廣為討論，以下討論之。然而筆者認為其實

「強調」與「極值」皆與說話者的情感態度有關，應屬於語用範疇。 

（一）強調說 

劉月華等（1996）、呂叔湘（1999）、朱德熙（1982）、倪及林（1979）、

尹緝熙（1982）等皆提出連字結構「連……都/也」的核心語義為表強調，

然皆未能多說明其所強調之重點為何（崔希亮，2004）。 

（二）極值說（極端說） 

而在極值說（極端說）17方面，首先，宋玉柱（1981）提出「連字結

構是用極言其甚的方法表示一種隱含的比較，表達某種言外之意。崔永華

                                                      
17
林巧婷(2002)將三位學者的看法整理後稱為是極端說，本文將極端說與極值說視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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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則提出「連」作為標舉極端事例，「連」後標示的事物帶有極端

性。如下例（17）是以「紮個猛子」，來說明宰相肚量狹窄的極端事例： 

（17） 常言道，宰相肚內能撐船，可是這個宰相的肚子呀，連紮個猛子也

不行。 

崔希亮（1990）認為連字結構是為了表達會話隱含而舉的一極端事例，

如下例（18）: 

（18） 連三歲小孩兒都懂這個理兒。 

湯廷池、張淑敏（1994）提到「連」是引介一個集合中的極端，

如下例（19）中的「專家」和（20）「傻瓜」都是一個集合中的極端: 

（19） 連專家都答不出來。 

（20） 連傻瓜都會。 

前人將連字結構的核心語義分為強調、極值說（極端說），不過本文認

為無論是強調說或是極端值都與語用範疇相關， 因為其皆與說話者的情

感態度有關，此外在極端值一說中因為是需要說話者透過在腦中的選擇，

故應屬於語用範疇。然而，「強調說」並不能清楚解釋「連字結構」的語

用功能。因此本文同意畢（1994）的說法，認為連字結構中的「連」為引

導出極端值的語用概念，非語義範疇。 

四、小結 

由歷時角度看，「連」的詞性及語義之演變是由魏晉南北朝以前表連接

義的動詞，以至宋代已完全虛化為表示強調義的介詞「連」，後到了元明

以後，多為「連」與「也」、「都」搭配的強調句式，最後漸漸地形成了現

代漢語中的「連」字結構:「連......也/都/還」之句式，本研究針對「連......

也/都」進行探討。 

而以共時角度看，現行工具書皆認為連字結構中的「連」是表強調義，

而在詞性方面大部分工具書提出連字結構中「連」是介詞，但我們可從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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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中找到矛盾之處，如依呂及謝所舉的例句我們發現，「連」後可加多

種成分，除名詞成分外，尚有動詞性成分等。然而，我們知道介詞短語（結

構）後只可加名詞，其後不可能接如此多成分，因此若依此理，他們的觀

點便產生了疑義；此外，從倪及林（1979）、周（1997）提出的否定介詞

說可推之「連」並非介詞，以及從張（2005）提出的助詞說，可證明連字

結構中的「連」為助詞之說法。 

在核心語義方面，綜合前人看法可分為強調、極值說（極端說），然而

本研究認為無論是強調說或是極端值都與語用範疇相關， 因為其皆與說

話者的情感態度有關，我們支持連字結構中的「連」為引導出極端值的語

用概念，因此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連」為一表極端值的助詞。 

第二節「連字結構」的句法研究探討 

本節將從前人文獻中探討「連字結構」的句法分佈特徵。 

一、「連字結構」的句法分佈 

（一）「連字結構」的基本格式 

在連字結構的基本格式18上，洪波（2001）提出「連 Y 都/ 也 VP」是

連字結構的基本格式，而王思妮（2010）提出「連」已經失去了作為介詞

的基本功能，其主要功能為與副詞「也」、「都」/、「還」搭配，形成一相

對穩定的構式「（連)+X+都/也/還+Y」。 

洪波（2001）認為在「連字結構」中，「連」字與它後面緊接的成分會

發生直接的結構關係 ,而不是跟它後面所有的成分發生直接結構關係。關

於此洪（2001）提出例句及討論，如下例（21）~（26）： 

（21） 他連晚飯也沒吃就躺下了。 

                                                      
18
本文寫為「連…… 都/ 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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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連晚飯他也沒吃就躺下了。 

（23） *連他晚飯也沒吃就躺下了。 

（24） 我連一本書也沒有買到  

（25） 連一本書我也沒有買到  

（26） *連我一本書也沒有買到                   （洪波，2001：58） 

洪提出「連」字結構「連 Y 都/也 VP」，如果有其他話題，可以出現在

句首或 Y 的後面，但不能出現在「連」與 Y 之間，因此，洪認為「連」與 Y

組成一個不可拆開的句法板塊，連字與 Y 直接結構。又在「連字結構」中，

「連」後接成分在形式上是相當靈活的，這一成分可以是詞或短語，也可

以是小句或是複句，而在詞性上既可以名詞性成分（體詞性），也可以是

動詞性（謂詞性）成分（呂叔湘，1999；洪波，2001：58；謝永玲，2002；

王思妮 2010：93），筆者整理呂（1999）之討論，見下表二-4；然而，根

據白梅麗（1981)、曹逢甫（1989) 等人的研究，謂詞性成分或句子形式在

這個格式裡已經名詞化了，所以「連字結構」中，「連」後接成分皆為體

詞性的（洪波，2001：58），關於後者說法，本文持保留態度。 

表二-4：呂叔湘（1999）「連字結構」中「連」後接成分 

意義/形式 例句 

表強調 （a)連+名詞 連我都知道了他當然知道 

（b)連+動詞 連看電影也沒興趣 

（c)連+小句 連他住哪兒我都忘了 

（d)連+數量 最近連一天也沒休息 

「連字結構」中「連」的後接成分為句子的焦點所在，也是句子的邏

輯重音所在。因此只要保持邏輯重音位置「連字結構」中的「連」字即使

省去也不會影響句子意義的表達，因此會出現如下省略「連」字的「連字

結構」（洪波，2001：58-59）。請見下例（27）及（28）: 

（27） 在這裡連《人民日報》都看不到。 

（28） 在這裡《人民日報》都看不到。            （洪波，20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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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字短語」與「主語」間語序互動 

從各家學者的討論中我們得知「連字結構」中的「連短語」（連+NP)，

可置於主語前，如下例（29），即「前置連字短語」，亦可置於主語後，如

下例（30），即「中置連字短語」，例句如下: 

（29） 連他我都不喜歡。（連+NP 位於句首） 

（30） 我連他都不喜歡。（連+NP 位於句中）           （曹逢甫，1989）  

趙苡廷（2013）以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為本，觀察臺灣地區使用「連

字短語」（連+NP)所在位置的三類分布情形，分別為「前置連字短語」如

例（31）、「中置連字短語」如例（32）以及「主語省略連字短語」如例（33），

其中「連」不包含作為副詞、謂詞等情況，只選取將連作為表強調助詞的

句子。例句如下: 

（31） 不只是在台灣地區，{連距離很遠的中國大陸}，我們也是全心投入， 

動員了所有的人力去幫忙。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32） 你們聽啊，思東{連開玩笑的話}都會用了，簡直跟中國人一樣了

嘛。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33） 我踏著青苔和蔓草，辯識和解讀著一切能找到的文字，（我?)連藏

在山間樹林中的石碑（我?)都不放過。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趙（2013）於「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中蒐集到的 500 筆語料，去

除「連」做為謂詞、副詞等用法及重複的語料，提取了共 238 筆資料對「連

字短語」的句式進行統計，結果發現共有 11 筆為「前置連字短語」，81 筆

為「中置連字短語」以及 146 筆為「主語省略連字短語」，分布比率如下

圖二-1: 

 

 

 

 



漢語「連字句」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21 
 

圖二-1：連字短語於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分布情形 

 

由圖二-1 數據顯示「連字短語」位於主語前僅有 5%，「連字短語」位

於主語後有 34%，而主語省略的連字短語則有 61%。由此分布頻率之結果，

我們可以標記理論來討論，陳俊光（2007）整理多位學者看法後提出： 

一般來說標記理論中的標記性是指當有相對形式時，無標型通常出現

的頻率較高、較規律性，語言類型上分布得較廣，在認知心理上較易處理，

以及最先被第一語言兒童習得。 

在圖二-1 三個分類中的頻率方面，雖然「主語省略連字短語」為最高

頻，應為無標形式，但由於主語省略的位置仍有別，因此待於下文中進行

細部句式分類及討論；而若單就圖三-1 的結果來看「前置連字短語」的使

用頻率較低，屬有標句式，「中置連字短語的主語」的使用頻率相對較高

為無標句式。 

趙（2013）的初步研究結果是筆者對本文蒐集到連字結構進行分類的

基石，本文就其精神將所蒐集到的 601 筆語料依「主語位置」細分為六小

句式，詳細分布及與廖討論請見下文第四章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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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結 

「連字結構」的基本結構為「連……都/ 也 ……」，而在「連字結構」

中，「連」後接成分在形式上是較無限制的，此成分可以為詞或短語，亦

可為小句或複句，而在詞性上既可為名詞性成分（體詞性），也可為動詞

性（謂詞性）成分。此外，由於「連字結構」中「連」後的成分為全句焦

點所在，因此只要保持邏輯重音位置，則「連字結構」中的「連」字即使

省去也不會影響句子的意思。 

另外，「前置連字短語」和「中置連字短語的主語」之分布位置，前者

的使用頻率較低，屬「有標句式」，相對後者頻率較高為「無標句式」，下

文中我們將討論「連字短語」的焦點問題。 

第三節「連字結構」的篇章分析探討 

鄭貴友（2002:16）認為一段有意義、傳達一個完整信息、前後銜接、

語義連貫具有一定交際目的和功能的言語作品，且依存於特定語境的即篇

章。篇章與句子的組織架構形式在本質上是不同的，篇章是語義上的統一

體而不是一連串句子的組合，任何一句話或是一部巨著，只要能夠成一個

語義上的整體便是篇章。 

本節將分為兩部分，首先介紹篇章理論，接著介紹前人對連字結構中

的「連」的篇章分析。 

一、 相關理論概念 

（一）焦點（focus）與主題（topic） 

Halliday（1967，2004）提出「主位結構」（thematic structure）、「信息

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和「銜接」（cohesion）三種篇章功能。「主

位結構」和「信息結構」為句子內部的篇章組織功能，而「銜接」是句子

 



漢語「連字句」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23 
 

之間的篇章組織功能。 

Halliday（2004：64-65）提到「主位結構」可分為兩部分：「主位」（theme）

和「述位」（rheme），屬篇章層面，相對於句法層面的「主語」（subject）

和「述語」（predicate）。「主位」是言談雙方交際的出發點，為信息內容的

鷹架，「述位」則是句子講述的內容。當句子的已知信息和主位的位置重

疊，這兩種結合的語言成分便形成「主題」（topic），句子其他部分則為「述

題」（Halliday，1970：162；許餘龍：2002：206；鄭貴友 2002：102；陳

俊光 2011：138）。一般來說，在「語義」定義上，認為「主題」是句子談

論的對象；而在「形式」定義上，則認為「主題」是設定句子所在框架（Chafe 

1976：51；陳俊光 2011：134）。陳俊光（2011：140-141）進一步舉例說

明主題、述題、焦點的關係。舉例如下例（34）: 

（34） A：老闆，來碗麵。 

        B：客倌，麵來了。              （湯廷池 1986：443） 

上例（34）A 句中的「老闆，來碗麵」名詞「麵」是位於動詞之後的

述題、句尾焦點、新信息。而（34）B 句「客倌，麵來了」中名詞「麵」，

因為上例（34）A 句已提及，故為主題、已知信息，因此至於動詞前。 

Halliday 提到信息結構和已知信息、新信息有關，一般句子是遵循由

舊到新的語序原則。「焦點」（focus）是新信息中最重要的信息，也是句子

的語義重心所在，是聽者接收新信息中最重要的部分。（Halliday，1967；

湯廷池，1986；方梅 1995：279；陳俊光 2011：134-135）一般而言，信息

的編排方式是遵循「從已知到新知」的原則，且越靠句尾，信息內容就越

新且越重要，此即「句尾焦點原則」，另一種焦點是發話者出於對比的刻

意強調，稱為「對比焦點原則」（Tang，1982：445；陳俊光，2011：131） 

對於「句尾焦點」及「對比焦點」，張伯江和方梅（2001：73）則提出兩

者基本上的差異在於「預設」上的不同，若雙方都知道整句話是要表明某

重點，即「句尾（常規）焦點」；反之，若受話人認定的焦點並非發話人

所「預設」的焦點，而發話人的目的在於糾正誤解，則是「對比焦點」。

總而言之，焦點為句子的語義重心，也是交際雙方信息傳遞最受關注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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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連字結構焦點方面的先行文獻探討，許多學者在「連」後成分究竟

為焦點還是主題有著不同的想法，關於此「連」本文觀察整理可分為後接

強制對比性重音的對比焦點說、具有特殊預設的話題焦點說、非對比焦點

說以及主題說四類，本文支持對比焦點說，此點將於下文討論之。 

（二）主題連續性（topic continuity） 

Givón（1983）將話題延續性區分為三種，分別為主題延續性（thematic 

continuity）、行為延續性（ action continuity）、話題 19
/參與者延續性

（topic/participant continuity）（陳俊光，2010：186）。 

漢語為達成篇章的「主題連續性」（topic continuity），與英語主題不同，

漢語可在主題主控下刪略名詞組，即主控的主題將與名詞組同指的代詞刪

略（陳俊光，2011：262）。陳進一步提出曹逢甫（1994）於研究華語母語

者與母語為英語的華語學習者於主題鍊刪略主語的表現時引述了 Xie﹝謝

天蔚﹞（1992）提到的，漢語主題鍊刪略主語的情形是英語的六倍。 

黃宣範（1990：5）從主題連續性與語法角色的關係談到在漢語中，{A 

→S}（主語式的主題連續）與{O →S}（賓語式的主題連續）的組合較常

出現，下例（35）及（36）分別為主語式及賓語式的主題連續。 

（35） a.張三開車撞到一隻狗。 

    b.他/ Ø  卻連車都沒停就開走了。               

（36） a.張三開車撞到一隻狗。 

        b.狗叫了一聲就跑開了。              （陳俊光 2011：275） 

陳說明上面的例句（35）中，A（施事）「張三」和 S（主語）代詞「他」

或零代詞「Ø 」為相互指涉的，故上例（35）是主語式的主題連續{A →S}。

而例（36）中，O（受事）「一隻狗」和 S 代詞「狗」為相互指涉的，故上

例（36）是賓語式的主題連續{A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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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本文指的「主題連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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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1990）透過量化實證研究結論出漢語篇章較常用的連接方式為主

語式{A →S}（主-受格語言），而因為已知訊息多出現在 A（施事）及 S（主

語）的位置上，所以漢語被視為「主題顯著」的語言。此外，黃提到漢語

之所以多將句首的名詞當作主題，並於緊接在後的幾個句子皆維持相同主

題是因為在語言交際中，此法為最符合認知結構與注意力的精簡原則（陳

俊光 2011：276），如下例（37）。 

（37） 她爹爹媽媽從小{連重話}也不對她說一句， 

           Ø 只要臉上少了一絲笑容，  

           Ø 少了一些愛撫，  

       那便是痛苦的懲罰了。                      （Word Sketch） 

我們發現許多「主題連續性」展現在「連字結構」中的例子，因此於

下文需要進一步透過語料探討「主題連續性」與「連字結構」的互動關係

為何來回應本文研究問題二。 

（三）回指（anaphora） 

相對於英語，漢語為代詞脫落的語言，因此使用「零回指」20的頻率

遠高過英語（Li and Thompson 1979；陳平 1987；陳俊光 2010：143-144）。

而以語言類型而言，漢語為主題顯著的語言，主題（topic）和述題（comment）

之間的連接，無須透過外在之銜接手段（cohesive devices），而是靠語境或

句子內在的連貫性（coherence）來拓展敘述，因此零代詞便成為先行詞之

首選，在漢語中的出現頻率很高（陳俊光，2010：75-76）。 

上段指的回指可分為三種形式，分別為零回指（zero anaphora/ZA）、

代詞回指（pronominal anaphora/PA）與名詞回指（nominal anaphora/NA） 

（Chen［陳平］1986；Chen［陳美華］1990；屈承熹 2006；李俐蓉 2013：

34）。Chen［陳美華］（1990）指出零回指、代詞回指、名詞回指中，零代

詞通常連接同一主題鍊下的子句，故子句間關係較緊密，而代詞回指通常

位於主題鍊的起首位置，語義連接較零回指鬆散，至於名詞指稱則通常用

                                                      
20
陳俊光（2010：118）說明，「零回指」（zero anaphora）是指用「零代詞」（zero anaphor）

來指涉前文已提過的實體。「零回指」是指稱的方式或機制，而「零代詞」是指具有指稱功能的

零形式代詞「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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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啟段落，與前一個單位在語義上的關聯性更小（陳俊光，2010：154）。 

而與此看法呼應，學者提出以上三種不同形式的回指有著各自的功

能，「零回指」是標示話題連續性，並提供小句之間的銜接；而「代詞回

指」是標記篇章話題的次要程度，帶出新話題鏈；最後「名詞回指」是降

低指涉對象識別難度或轉換話題，表新段落的開始（Li［李櫻］ 1985；

Chen 1986；Xu［許餘龍］1995；屈承熹 2006：243；李俐蓉 2013：35）。

又陳（2010：157）提到第三人稱代詞「他、她、他們」具有「標記事件

轉換」的篇章功能以及相對的零代詞具有「標記同一事件」的篇章功能相

符。本文綜合以上研究，將三個不同的回指使用詞類及各自之篇章功能整

理如下表： 

表二-5：漢語回指使用詞類及篇章功能 

回指形式 使用詞類 篇章功能 

零回指 零代詞 標記同一事件，鞏固話題連續性 

代詞回指 代詞 標記事件轉換，帶出新話題鏈 

名詞回指 名詞 標記段落改變，帶出新段落，主人翁不同 

以下舉陳俊光（2011：247）指出漢語捨零代詞而就人稱代詞的重要機

制，是標記事件的新發展，接著以例句加以說明以上三類回指之篇章功

能。例句如下： 

（38） a. 白雪公主吃了這個毒蘋果之後呢， 

      b. Ø  就昏睡不醒。 

      c. 七個小矮人回到家裡面， 

      d. Ø  看到昏睡的白雪公主， 

      e. 他們非常傷心， 

      f. Ø  又很悲憤， 

      g. 所以他們決定要去找那個壞心的王后嗯算帳。 

（鄧立立，2000：92） 

上例（38）b 中使用了零代詞「Ø 」，因為（38）a 及（38）b 與白雪公

主為同一事件，皆為描述白雪公主所做的連續的動作，由「吃……毒蘋果」

到「昏睡不醒」。同時（38）d 也使用了零代詞「Ø 」，因為（38）c 與（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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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中的「回到家」和「看到……白雪公主」，亦為兩個連續的動作，皆為七

個小矮人的外在動作（「回到」和「看到」），故為有關七個小矮人的同一

事件，所以遵守同一事件的連貫性，人稱代詞「他們」不能出現在（38）

d。而（38）c 使用了名詞「七個小矮人」，是標記段落改變，主人翁由白

雪公主轉換成七個小矮人，帶出新段落。然而，為什麼（38）e 和（38）g

分別使用了人稱代詞「他們」呢？因為其標記了事件轉換，帶出兩個事件

的新發展，即（38）e 中「他們」的出現，標記了從外在到心裡狀的轉變，

即七個小矮人從兩個連續的外在動作（「回到」和「看到」），轉變為「傷

心」和「悲憤」兩個連續的心理狀態。（38）f 也使用了零代詞，因（38）

e 和（38）f 是表示七個小矮人心理狀態的同一事件。相對地，（38）g 用

了人稱代詞「他們」，亦是標記了事件轉換，新事件的開始，即七個小矮

人從傷心與悲憤的心情，轉變到決定採取具體行動（陳俊光，2011：

247-248）。 

由上述前人研究結果我們得知零代詞在漢語中的出現頻率很高，可歸

因於漢語的各種語言特性（如：代詞脫落、主題為主）此有別於英語的語

言特性（如：非代詞脫落、主語為主）。因此學者認為零回指在漢語是屬

常規、無標的指稱方式，而在英語則以代詞回指為常規、有標的指稱方式

（Li and Thompson，1979；何兆熊，1986；陳俊光，2010：77）。此外，

黃宣範（1990）亦對漢語傾向把句首的名詞當作主題，並在緊接其後的幾

個句子都傾向維持相同主題的原因做出說明，他認為因為在人際溝通中，

此種方式最符合認知結構與注意力的精簡原則，同時也最能減輕記憶力和

注意力的負擔（陳俊光， 2011：79）。 

本文將就以上理論探析蒐集到的語料中之各句式，特別對「連前主語

句式」（句式 1）及「連前主語省略型句式」（句式 4a）的分布頻率進行討

論。 

（四）銜接（cohesion）與連貫（coherence） 

篇章的結構體現在何處呢？根據許餘龍（2002:204）提出，其分別展

現於篇章中各句子間的「銜接」（cohesion）以及篇章中各句子所表達的「概

念」或「命題」之間的語義邏輯「連貫」（coh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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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是篇章的有形網路，處於篇章的表層結構，為形式方面的概

念（顯性的）；而「連貫」是篇章的無形網路，位於篇章的深層結構，為

語義方面的概念（隱性的）（鄭貴友，2002）。銜接是連貫的基礎，是篇章

語義內容連貫的標準之一，換言之，連貫是需要銜接手段來實現的。 

鄭（2002）將漢語的銜接方式進行整理分析，共劃分為七類：「指稱關

係（照應）」（reference）21、「省略和替代」（ellipsis and substitution）、「連

接」（conjunction）、「詞彙銜接」（lexical cohesion）、「結構銜接」、「音律銜

接」、「拼合與岔斷」，筆者整理如下圖二-2：        

 
圖二-2：鄭貴友（2002）漢語七類銜接方式 

其中「連接」又可細分為「並列」、「因果」、「逆轉」、「順序」，鄭（2002）

將「連字結構」歸類於「並列」中的「連接」體現的「遞進」語義關係。

而周小兵（1990）亦提到「連」大量出現在遞進句的後分句中，前有一至

數個與它對比的「對比前項」，強調義是由「連字結構」和它的「對比前

項」共同表達的，儘管有時這一對比前項是個零形式（徐劉，1998：251）。 

關於上述鄭（2002）提到的「連字結構」中的「遞進」關係，將於日

後研究討論之，而判斷標準之一為「詞彙銜接」，介紹如下。 

 

                                                      
21

 英文譯詞為筆者參照英語篇章內部五種銜接方式的翻譯補上的，作者並未標示。 

 



漢語「連字句」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29 
 

（五）詞彙銜接（lexical cohesion） 

黃國文（1988：122）指出詞彙銜接指的是通過複現、同義、反義、上

下義（hypo-nomy）等關係來使篇章的語義連貫。Halliday and Hasan （1976）

將英語之詞彙銜接分為兩大類，分別為復現關係（reiteration）和同現關係

（collocation）。 

關於複現關係，指的是於篇章中的句子透過詞彙複現達互相銜接。詞

彙的複現關係可分為「原詞複現」、「同義詞、近義詞（near-synonym）

複現」、「上義詞（superordinate）及下義詞（hyponym）複現」、「概括

詞（general Word）複現」四種（黃國文，1988：122）。而複現關係的分

類概念便與表同一類事物或生活體驗類聚之「語義場」的詞與詞間的縱向

「聚合關係」（paradigmatic relation）之分類相合，其中概念一致的有「相

似關係」，即「近義詞」，例如「適當」、「恰當」；有「包孕關係」，

即「上下義關係」，其中「下義詞」，是具體義，包含在代表一般義的「上

義詞」中，例如「汽車」（car）是「交通工具」（vehicle）的下義詞，「椅

子」是「家具」的下義詞，「笛子」是「樂器」的下義詞，「貓」是「動

物」的下義詞；以及「交叉關係」，即兩個詞的詞義部分相互重和，例如

「老房子」和「舊房子」中的「老」、「舊」（Crystal 2000；許餘龍 2002；

陳俊光 2011：162）。下面舉例說明「原詞複現」關係： 

（39） 甲 1：「說他的方丈比小姐的繡房還講究?」 

        乙 1：「講究。什麼東西都是繡花的。」 

        甲 2：「他屋裡很香?」 

        乙 2：「很香。他燒的是伽藍香，貴得很。」   （彭宣維 2000：102） 

在上例（39）中，乙 1 與乙 2 皆透過重現22有關成分的方式，以達到

銜接上下文的功能（彭宣維 2000：102；陳俊光，2011：176）。 

此外，Hoey（1991）也進一步指出，「詞彙銜接」是篇章銜接中最突

出最重要的形式，佔篇章中銜接紐帶中的 40%。而鄭貴友（2002：47）將

漢語篇章中常見的「詞彙銜接」方式歸為九類並討論，筆者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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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原詞複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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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6：漢語篇章中常見的「詞彙銜接」方式（鄭貴友，2002：47-59） 

詞彙銜接方式 說明 例子 

同一詞語的重複 在同一篇章內重複使用同一詞語，達篇

章前後銜接的現象。 

「松鼠-松鼠」 

同義、近義詞語的

同現 

意義相同、相近的詞語在篇章的上下文

中相繼出現，使語義上下貫通，構成銜

接。 

「苦惱-惆悵」、「老

了-死了」 

反義詞語的同現 語義相反、相對的詞語在上下文中相間

分布，使篇章局部達語義連貫，具銜接

功能。 

「快-慢」 

上、下義詞的同現 意義概括的上義詞（意義大），與被某

個意義概括包含的下義詞（意義較小）

相繼出現於篇章中具銜接作用 

「星星-恆星」 

整體、局部關係詞

語的同現 

一個表某實體之整體意義的詞與表此

實體之各個局部的詞相繼在篇章中分

布，構成意義上或表述上的整體，從而

發揮特定的銜接作用。 

「頭、肩膀、頭髮-

人」、「碑身、碑的

正/背面-紀念碑」 

集合關係詞語的

同現 

表同屬一集合的個體成員，與表此集合

的詞出現在篇章中，具銜接功能。 

「盧溝橋、趙州橋-

中國的石拱橋」 

因果關係詞的同

現 

一個詞的出現是另一個詞語義上的結

果，兩者具一定的因果關係，可為實在

也可為虛擬的因果關係。 

「撞-折斷-裂」、「灌

水-涼-打冷顫」 

專指、泛指詞語的

同現 

泛指詞可在不同語境中用來替代與其

語義內容相關的、具不同專指意義的

詞，從而發揮特定的銜接作用。 

「短刀、火鐮、長

索-傢伙」 

聯想關係詞語的

同現 

與同一話題表述相關的詞語間具有聯

想關係，即人們談到某話題時自然會聯

想到同屬一詞彙套的詞項。 

「文學評論-作

家、作品、文章、

分析、形式」 

「詞彙銜接」為本文判斷研究問題三中語義連貫之「遞進」的重要標

準之一，我們參考前人對漢語中常見的「詞彙銜接」方式之整理， 透過

「銜接項」來作為一判斷依據，此將於下文中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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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前景（foreground）與後景（background） 

前景和後景23為篇章語法研究中常討論的相對應語境，Hopper 和

Thompson (1980：280) 解釋了背景和前景，他們認為能直接傳達說話人意

念的話語是前景，而有助於達到說話目的之話語則為背景，即前景直接說

明主題，背景用來輔助說明主題。又屈承熹（1990：11-18）認為前景提供

主要的信息，後景提供輔助的信息；而在漢語的篇章中，前景的功能是推

動故事進展，後景則不直接影響故事的發展，兩者有程度上的不同。與屈

有著相似看法的 Smith（2003:34-35）進一步提出前景在敘述文中是按照順

序敘述主題事件，後景則表輔助信息（邢志群，2005：8-9）。 

一般而言，學者們皆同意前景往往引出「新信息」，背景則是介紹「已

知信息」，而彼此的區別在於「前景與後景」是以句子（sentence）來表示，

「新信息與已知信息」則是以詞語（phrases）來表示（Brown and Yule 1983；

Chu﹝屈承熹﹞，1998；邢志群，2005：8-9），請見下例（40）： 

（40） 當天晚上門開了，進來一個救兵，打著手電筒。 

（老舍《四世同堂》：241 頁）  

例（40）中，「門」是「已知信息」，即說話者與聽話者都知道所說的

是哪一扇門，而「一個救兵」則為篇章中第一次提到的「新信息」。而若

以後景和前景的角度來解釋此例，「門開了」為後景，其後的「進來一個

救兵」及「打著手電筒」則皆為前景。綜合前人對前景與後景定義與介紹，

筆者整理如下表二-7。 

表二-7：漢語篇章中的前景與後景之介紹 

 功能 提供信息 描述對象 出現位置 

前景 表達主要信息 新信息 描述按順序發生的事件或情景 後景之後 

後景 表達次要輔助信息 舊信息 靜止的狀態和事件 前景之前 

接著下文將介紹學者針對「重動句」及「主題鍊」與「前後景」的互

                                                      
23
邢志群（2005：8-9）文中稱「背景」，本文一律稱為「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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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關係。 

Liu﹝劉憲民﹞（1996：58）採用敘述文本來論證非重動句（即定語結

構）的篇章功能為提供故事主軸的前景信息，而重動句的篇章功能是為故

事的主要事件設立評價性與附帶性的背景信息。又聶仁發（2001）指出重

動句的內部結構是篇章結構中「後景─目的」的縮影，其舉下例： 

（41） 他讀書讀了三個鐘頭了。 

例（41）前面動詞組（VP1）中的動賓成分「讀書」（VO）的作用是

當作後景信息，以引出後動詞組（VP2）中的動補成分「讀了三個鐘頭」

（VC）所含的前景或焦點信息（陳，2011：386）。 

此外，Chui Kawai﹝徐嘉慧﹞（2002：162）亦對前景與後景下了定義，

她認為在敘述事件時，前景句藉由將文中主要角色前移並引進至主題鍊之

首，而後景句則指向並闡述說明較不重要的角色24。Chui 並提出關於會話

中主題之不連續現象 （topic discontinuity），交談時發話者可以快速地轉

換至新主語，此時新主題鍊中的第一個子句便為前景句；相反地，發話者

亦可以在進入新主題前提供背景信息，即後景句25。Chui 對於新主題鍊中

前後景於第一個子句之分布進行考統計分析，結果為前景句（51.9%）與

後景句（48.1%）之出現頻率相當。此結果給予本文啟發，因此將於下文

探討「連字結構」與前景句、後景句之互動關係。 

（七）焦點標記（focus marker） 

在確認漢語中焦點標記詞（focus marker）上，方梅（1995）提出三項

確認的方式: 

1.自身不負載實在的意義，因此不可能帶對比重音。  

                                                      
24

 筆者自行翻譯，原文為:“The foregrounded clauses introduce and move the topics forward with 

major characters within their local TC domain Backgrounded clauses, on the other hand, are 
orientations, descriptions elaborations and digressions with minor characters” 
25
筆者自行翻譯，原文為: “In topic discontinuity, the speaker can shift to the new subject 

immediately, in that the first clause in the new TC is foregrounded. Alternatively, the speaker can 
provide some background information before going into the new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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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標示其後成分的焦點身分，所以焦點標記後的成分總是在語音上凸

顯的成分。  

3.非句子線性結構中的基本要素，所以它被省略後句子依然成立。 

（方梅 1995：281） 

方梅認為漢語中「是」及「連」為焦點標記詞，利用對比重音，標示

其後成分的焦點身分，如例（42）、（43）: 

（42） 我是愛你才這麼說的。                       （方梅 1995：282） 

（43） 連禮拜天都不休息。                         （方梅 1995：283） 

根據方梅（1995），上例（42）「我是愛你才這麼說的」中的「是」後成

分「愛你」為「對比焦點」，指說這句話非出於其他原因，而「是」為焦點

標記；上例（43）「連禮拜天都不休息」中的「連」後成分「禮拜天」是一

對比性話題，用於表現極性對比，而「連」為對比焦點標記詞。關於「連」

後成分為「話題」一說，本文持保留態度，將於下文討論。 

董秀芳（2003）提出在語言中，可透過一些詞法或句法手段來標示焦

點，如漢語中的專門焦點標記「是」，其後成分為焦點；也可採用一些特

殊的句式來標示焦點，如漢語中的「是……的」句來確定句子的焦點。 

下表為本文擷取蔡沂庭（2014：38）整理出焦點標記詞之特性與例子，

如下表二-8: 

表二-8：焦點標記詞之特性與例子（蔡沂庭，2014：38） 

 焦點標記詞 

意

義 

自身不負載實在的意義，沒有獨

立於焦點而存在的語法意義。 

焦

點 

標示其後成分為焦點。 

 

例

子 

虛詞（particle），如「是」、「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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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字結構」的篇章相關研究 

（一）「連字結構」的焦點標記 

關於連字結構焦點方面的先行文獻探討，許多學者在「連」字句26之

「連」後成分究竟為焦點還是主題有著不同的想法，目前大致可分為四類。 

1.1 對比焦點說 

方梅（1995）認為在連字結構中，「連」字後面都有強制對比性重音，

而「連」字本身不帶對比重音，多數「連」字結構中的連都可以省去，因

此「連」字是焦點標記詞。後張伯江、方梅（1996）指出漢語焦點標記詞

有兩個，即「是」與「連」，並提出「連」所標示的成分為對比焦點。 

又鄭貴友（2002）及陳俊光（2010）皆提出連字結構是對比焦點的標

記。陳指出對比焦點為發話人出於對比目的而刻意突顯的信息（salient 

focus）。對比項可以是句中的某成分，上下文提到或語境中實際存在之實

體，或交際雙方共用知識中的對象（方梅 1995）。如下例（44）: 

（44） 連敵人也不得不佩服他。 

此例句是利用詞彙手段形成對比焦點「敵人」，而其對比項則是存在交

際雙方共用的知識中，一般較典型的為「親友」、「師長」等。 

1.2 話題焦點說 

劉丹青及徐烈烔（1998）主張連字結構後接成分為話題焦點，認為連

字結構是前附性的話題標記，「連」所引導的成分是同時具有話題性和焦

點性的話題焦點，具對比性，而且是具有特殊預設的話題焦點標記。 

他們將焦點分為自然焦點、對比焦點及話題焦點，而話題焦點的特徵

                                                      
26

 即本文的「連字結構」小節中保留各學者對「連字句」的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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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突出﹞﹝＋對比﹞；整個結構真正的焦點不在「連」字後的話題，

而是在述題上，話題焦點的強調作用只表現在跟句外成分的對比上。如下

例（45）: 

（45） 他連自己的妻子都瞞得緊緊的。 

劉徐說明例句中，受事「妻子」充當話題焦點，跟其他人對比，而句

子的語義重心為「瞞得緊緊的」。 

關於連字結構為話題焦點之概念，本文存疑，因為根據 Halliday

（1994）、Schachter 和 Rutherford（1983）、曹逢甫（1993）等人的定義，

主題代表舊信息，而湯廷池（1986：437）則提出焦點為新信息，因此這

兩個概念是互相牴觸不可同時討論的（陳俊光 2011：134-135）。 

1.3 非對比焦點說 

蔡維天（2004）就形式語義學的角度來檢驗「連字結構」27的意義特

質及焦點作用。蔡使用了匈牙利語言學家 Kiss（1998）提出的並列結構和

否定結構測試來確定「連字結構」的對比焦點，蔡由「是字句」在並列結

構不具蘊含的語義特質28及其於否定結構中成立來確立「是字句」為 h94

句，於此基礎出發來檢驗「連字結構」是否通過這兩個測試，檢測結果「連

字結構」具有蘊含的語義特質如下例（46）蘊含例（47）及（48）的語義： 

（46） 阿Ｑ連紅酒和白酒都喝。 

（47） 阿Ｑ連紅酒都喝。 

（48） 阿Ｑ連白酒都喝。 

                                                      
27

 蔡文中以「連字句」稱「連字結構」 
28

 蔡維天（2004）提出「是」的並列結構卻沒有蘊含的特質，如下（1a）並不蘊涵（1b）或（1c）： 

(1) a. 是阿 Q 和小 D 喝了紅酒。 （不是王鬍、趙太爺） 

   b. 是阿 Q 喝了紅酒。 （不是小 D、王鬍、趙太爺） 

   c. 是小 D 喝了紅酒。 （不是阿 Q、王鬍、趙太爺） 

蔡假設相關語境一共有阿 Q、小 D、王鬍、趙太爺四個人，他認為（1a）所排除掉的 

是王鬍和趙太爺，（1b）所排除掉的卻是小 D、王鬍和趙太爺，（1a）不能蘊涵（1b）；同 

理，他認為（1c）所排除掉的是阿 Q、王鬍和趙太爺，（1a）也不能蘊涵（1c）。蔡結論出（1a）

中的「阿 Q」和「小 D」是所謂的對比焦點，其蘊涵關係是由所有沒喝紅酒的人來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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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本文認為，例（46）中「連」後的「紅酒和白酒」仍為對比焦

點，其與隱性對比項「其他的酒」對比，此句可以解讀為「阿Ｑ連紅酒和

白酒都喝，更何況是其他的酒呢？」。 

1.4 主題說 

湯廷池（1979）強調主題（topic）是由舊的、已知的信息擔任，其為

交談雙方共同的話題，而評論（Comment）是傳遞新的、重要的信息，其

為在該主題下表達之陳述或解釋（林巧婷，2002：16）。 

曹逢甫（1989）受到 Paris（1979）提出的「連」非焦點化詞，即「連」

後引導之成分非焦點成分的概念影響，提出連字後成分總是接「話題」（即

主題），其可以是主話題或非主話題。他認為在句法上「連」字成分可以

代替任何話題，不論主話題見例（49a）、次話題見例（50a）或第三話題見

例（51a），如下例句: 

（49） 小鳥飛了。 

（49 a）連小鳥都飛了。 

（50） 他數學不喜歡。 

（50 a）他連數學都不喜歡。 

（51） 他兒子大學沒考上。 

（51a）他兒子連大學都沒考上。                     （曹逢甫，1989） 

然而，本文認為「連」後所引導的 NP 應不是主題，因為主題通常被

認為是句子談論的對象（Chafe，1976），它所攜帶的為已知或舊信息

（Schachter 和 Rutherford 1983），而我們認為「連」後成分應該為焦點，

是新信息中最重要的部分（陳俊光，2011）。例句如下： 

（52） 阿公擁有一大家庭，家裡面呢，四代同堂，總共有三十七個成員，

十九個孫子。就連吃飯呢，也都需要花三個小時才吃得完，相信大家都

很好奇，阿公有十九個孫子，那他要怎麼去叫這些孫子呢? 阿公想出了

一個很好的方法，他把他的孫子編號。     （Google 搜尋引擎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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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例句中「連」後的「吃飯」是一個上文中未曾出現過的新信息，為

一對比焦點，與隱性對比項「其他重要特殊的事情」對比。此句句義可解

讀為：「連吃飯這個例行的事情都要花 3 個小時才能完成，更何況是其他

重要特殊的事情呢?」。由此可見，「連」後的名詞應為焦點（新信息），而

非主題（舊信息）。 

（二）「連字短語」於「連字結構」中的焦點問題 

「連字結構」中「連字短語」（連+NP）所在位置的分布情形可分為「前

置連字短語」、「中置連字短語」及「主語省略連字短語」三類（趙苡廷，

2012）。他指出「前置連字短語」（{連+NP}＋主語+VP）句中所帶焦點為

「對比焦點」如下例（53）。 

（53） 不只是在台灣地區，{連距離很遠的中國大陸}，我們也是全心投

入，動員了所有的人力去幫忙。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在例（53）中的對比焦點「中國大陸」之對比項為「台灣地區」，該句

的對比是從「連」帶出來的是因為，若將其主語「我們」前移，把該句變

成自然焦點的句子，如下： 

（54） 不只是在台灣地區，我們連距離很遠的中國大陸，也是全心投入，

動員了所有的人力去幫忙。 

此時，句義為地方（台灣地區）-人（我們）-地方（中國大陸），這會

造成語義不連貫，因此「前置連字短語」的連後成分為對比焦點。 

另外，有一點不可忽視的便是「連字結構」的移位功能，我們可從下

例來看，例（55）為漢語主謂句，語序為 SVO，而例（56）則是由例（55）

移位而來的移位主題句，語序為 OSV。 

（55） 我沒吃飯。 

            S   VO 

（56） 連飯我都沒吃。 

              OS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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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光（2011）指出，漢語主題句的 OSV 語序雖然常見於口語，但其

是由基本語序 SVO 位移而來的，因此 OSV 在句法結構上比 SVO 複雜。

因此就認知處理的難易度而言，「漢語主謂句」是「無標」句式，而「漢

語移位主題句」則為「有標」句式，因此趙（2012）提出「前置連字短語」

為「有標」的「移位主題句」。而就焦點方面，「飯」有不同位置是因為，

「飯」在例（55）為新知，所以置動詞後為「句尾焦點」，而在例（56）「飯」

為「對比焦點」，此與鄭貴友（2002）提到連字句是對比焦點標記相呼應，

其下文可能接「連飯我都沒吃，更別說是菜了。」而其中「菜」便是它的

對比項，因此「前置連字短語」的連後成分為對比焦點。 

至於趙（2012）先前提出「中置連字短語」（主語+{連+NP}+VP）句

中所帶焦點為「自然（句尾）焦點」的假設，因為所舉的例句過短，如下

例（57），當時他提出此句的「漢人」為遵循越接近句尾，信息內容越新

越重要的原則（陳俊光，2011）之句尾焦點；然而，此看法在此需修正，

我們發現若將當初檢視的例句放入更大的篇章中，此時連字結構仍為對比

焦點，如下例（58）中的「哈薩克人」與「漢人」互為顯性對比項。 

（57） 我{連哈薩克人}也不識得，別說漢人啦。（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58） 老人道：「你在回疆又識得什麼漢人計爺爺家中還有什麼人？」李

文秀道：「計爺爺家裡再沒別人了我{連哈薩克人}也不識得，別說漢人

啦。」最後這兩句話卻是憤激之言，她想起了蘇普和阿曼，心想雖是識

得他們，也等於不識。                             （Word Sketch） 

 因此，以我們目前的結論，來回答在研究動機提出下例（59）及（60）

之不同之處為何。請見例句: 

（59） 我連他父母都認識。 

（60） 連他父母我都認識。 

我們嘗試將例（61）及（62）中加入下文，如下: 

（61） 我連他父母都認識，更不用說他妹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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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連他父母我都認識，更不用說他妹妹了。29
 

 首先以「連字結構」所引出的焦點切入，周小兵（1990) 提到「連」

後成分是這一系列的頂端，因此受到強調，其後有與他對比的成分，在上

例句中「父母」與「妹妹」都是屬於家庭成員，而在一般同輩的人際交往

中，較不可能認識的就是長輩-「父母」了（頂端)，而「妹妹」是屬於晚

輩，是較可能認識的，因此皆為對比焦點句。接著，以「連字結構」內主

語的位置檢視，例（61）的主語位於「連字結構」前，而例（62）的主語

位於「連字短語」後，屬於有標的漢語主題句（OSV），此為其不同之處。 

三、小結 

首先，本節釐清「焦點」與「主題」的不同，前者是新信息中最重要

的信息也是句子的語義重心所在，是聽者接收新信息中最重要的部分。 

；而後者是句子談論的對象，為已知信息、舊信息。本文認為「連字結構」

中「連」後成分為「對比焦點」。其次，篇章的結構體現在各句子間的「銜

接」以及語義邏輯「連貫」。「銜接」是篇章的有形網路，處於篇章的表層

結構；而「連貫」是篇章的無形網路，為語義方面的概念。筆者發現「連

字結構」似乎能體現「遞進」與「銜接」，將於日後研究討論之。再者，「焦

點標記詞」，標示其後成分為焦點，自身無實在意義，沒有獨立於焦點而存在的

語法意義，在篇章層面上「連字結構」，中的「連」為「焦點標記詞」。最後，

總結出基本上「連字結構」帶出的皆為對比焦點。 

第四節「連字結構」的語用研究探討 

筆者認為首先透過「引導碼」、「關聯理論」、「隱含」等相關的語用概

念能加深我們對「連字結構」語用功能的了解；接著，進一步介紹前人對

「連字結構」的語用分析。 

一、相關概念理論 

語用學（pragmatics）與語義學（semantics）的共同之處為其都是對意

                                                      
29
例（48）及（49）為筆者自想之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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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上的研究，但不同之處為，「語用學」是對言語行為的研究，「語義學」

是對抽象語言能力的研究（何兆熊，2000：25）。Grice（1975）為區分語

義學及語用學的意義，將之分為「自然意義」與「非自然意義」。舉例如

下: 

（63） 黑雲密佈意味快要下雨。 

（64） 鳴笛意味有緊急事件。 

上例（63）屬自然意義，不涉及意圖，不屬於「傳遞」（communication）

的內容。而例（64）則涉及意圖，是真正「傳遞的內容」。下文先由「引

導碼」的介紹切入。 

（一） 引導碼（procedural encoder）                                                                                                   

「引導碼」（procedural encoder）最早是由 Blakemore（1987：144）提

出，是與具有「概念意義」（conceptual meaning）的「概念碼」（conceptual 

encoding）相對的。「引導碼」這種語言形式是屬於語言編碼中的「程序性

編碼」於交際過程中具有程序性意義即引導意義（procedural meaning）與

功能，說話者透過引導聽話者處理話語中的命題內容，推理出說話者對於

命題內容所抱持的觀點與態度。 

Blakemore（1987）提出命題所提供的語境會受到語言語法特性

（grammatical properties）的限制而無法達到精確程度，因此為求精準必須

依靠如「引導碼」及「語境」等要素。那麼「引導碼」的功用為何呢? 「引

導碼」為推論過程中，應用於概念碼（ conceptual encoding）的指示

（instruction），功用在於縮小推論可能搜尋的語境範圍，引導聽話者處理

話語中的命題（概念信息 )，幫助聽者較快地找到最高關聯的解讀

（Blakemore，1987；彭玉琴，2009）。 

那麼，「引導碼」是如何協助聽者建構出「語境假設」（contextual 

assumptions）的呢？Blakemore 於（1987：125-126）提出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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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John is rich but he is unhappy.  （Blakemore,1987:125） 

           John 很有錢但他不快樂。30
 

Blakemore（1987）認為從例句（65）所得出的語境假設為「John is rich 

and he is happy」。通話者由“but” 提供了一個認知新信息（假設），一個刺

激信號（signal)，協助聽話者「刪除認知情境中的舊有假設」推論方向，

在關聯原則下找到最大和最佳的語境假設，並取得對話語的適當解讀，進

而推論出說話者的隱含（implicature）（Blakemore ，1987；李希奇，2015：

23-24）。 

彭玉琴（2009）進一步討論漢語中的情態副詞「居然」在漢語中的功

能，請見下表二-9： 

表二-9：彭玉琴（2009：111-112）引導碼「居然」的引導功能及說明 

引導圖示 例句及說明 

 

命題/事實（P）在說者的預料之外 

例句：「今天要考試，你居然沒帶筆來!」                                              

預料:考試時需要筆作答,你會帶筆來。 

評價:為你沒帶筆而感到意外 

事實:你沒帶筆 

表達對 p 沒帶筆感到意外之意  

彭認為引導碼「居然」引導聽話者將注意力放在「預期與命題真值之

間的落差」上，其引導聽話者順利理解說話者所要表達「出乎意料」的態

度，進而得到說話者感到吃驚的情緒。如下例句: 

（66） 這不孝子居然打我! 

（67） 這不孝子打我。 

彭提到曾毅平（2002：15-16）認為受「居然」修飾的語言成分為信息

                                                      
30

 筆者自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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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而說話者用「居然」引出「超常」之事，如上例（66）以「居然」

引出「孩子打父母」此超常的行為，表「驚訝」的強烈主觀評價，聽話者

則對其後被修飾語義信息投以選擇性注意，故「居然」（評價副詞）具有

表強調的語用價值，其成立與否並不影響命題真值，因為無論如何都可得

出例（67）的事實，但其能引導聽者如何理解話語（Urmson,1963；彭玉

琴，2009：84）。我們認為，於交際中「居然」的語用功能與「連字結構」

中「連」引導出具有超常概念的「極端值」以及「連字結構」中「都/也」

引導出「反預期」之特性極相似，因此欲於本研究中討論「連字結構」與

引導碼的關聯。 

此外，說話者在話語生成時為提高聽話者找到最大關聯和最佳關聯的

可能性所使用的篇章標記（discourse markers），亦或是引導碼（procedural 

encoder），會對聽話者的理解形成某種制約（constraint）（Blakemore，

1987:127），及保證聽話者在盡可能小的努力後尋找話語與認知間的關聯。

此協助聽話者理解說話者所要表達內容或限制聽話者話語理解時對語境

選擇的程序或過程編碼，即引導碼（李希奇，2015：16）。換句話說，當

言談標記具有隱義（implicature）和提升認知效果（Blakemore 1987，2002）

的引導功能時，就可稱為引導碼，如漢語的「可」，「倒」和「卻」；及「居

然」和「竟然」（李希奇，2015：22-23）。本文受到前人研究的啟發，認為

「連字結構」便具有不對命題真值有所影響得引導意義，具異於言談標記

的「引導碼」語用功能。 

綜上所述，在交際中，在話語的命題與語境預設（contextual assumption）

之間關聯之原則下，聽話者透過引導碼的指引，縮小語境範圍，提高話語

的關聯性，對概念訊息進行處理。而引導碼為關聯理論中的一個概念，下

節將介紹「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 

（二）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 

Sperber和Wilson （1986，1995）從認知的角度提出了「關聯理論」

（relevance theory）。他們提出任何明示性的交際活動皆有最佳的關聯性，

人類理解話語時往往會用籠統的標準去獲得最貼切的理解，此標準便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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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認知假設，人類認知事物時總是遵循著「關聯原則」（principle of 

relevance）（何兆熊，2000：182）。 

對話語理解的過程不僅是一個推理的過程，而且是一個明示推理

（ostensive inference）的過程，因此Sperber和Wilson提出「明示推理模式」

（ostensive-inferential model），「明示」是指說話人明確地向聽話人表達意

圖的行為（Sperber&Wilson, 1986:49），可透過語言以及非語言的手勢、眼

神、表情等；「推理」是聽話人對說話人所提供的明示進行解碼，結合聽

話人本身的認知語境（舊信息）對話語信息（新信息）按一定的方向進行

「推理」，最終達到對話語信息的正確理解（何兆熊，2000：185-186）。 

 話語帶來新的認知信息和已知存在的語境假設互動後即產生語境效果

（contextual effects）即認知效果（Blakemore，2002:79，李希奇，2015：

15-16）。「語境效果」即話語提供的信息與語境間的關係，「語境效果」與

話語的關聯成正比（何兆熊，2000：192-194）。Sperber和Wilson（1995）

根據Sperber 和Wilson（1986：108-117）的下述三種語境，提出第四種語

境，分別為：語境隱含（contextual implication）、現實語境假設的加強

（strengthening of existing assumptions）、現實語境假設的相互矛盾與否定

（contradiction and elimination of existing assumptions）、現實語境假設的削

弱（weakening of existing assumptions）（李希奇，2015：15-16）。 

而關聯的程度除了取決於所具有的語境效果，也與處理話語時所付出

的努力程度相關。 交際是希望說話人的話語與聽話人的認知語境之間實

現「最佳關聯」，而Sperber和Wilson（1986，1995）將最大關聯與最佳關聯

的區分如下：「最大關聯」（most relevant)指的是聽話人於理解話語時付出

儘可能小的努力，去獲得最大的語境效果31，人類認知與最大關聯相吻合，

即「關聯的認知原則」（cogni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而「最佳關聯」

（optimal relevance）指的是理解話語時付出有效的推理努力之後，獲得足

夠的語境效果32，每一段話語或明示的交際行為都應設想它具有「最佳關

聯」，即「關聯的交際原則」（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何自

然，冉永平，2009：317-318）。關聯理論中最大關聯與最佳關聯的區分筆

者整理如下表二-10: 

                                                      
31

 原文：the great possible effects for the smallest effort 
32
原文：adequate effects for no unjustification ef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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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0：關聯理論中最大關聯與最佳關聯的區分（何自然，冉永平，2009：

317-318） 

 最大關聯 最佳關聯 

定義 聽話人於理解話

語時付出最少的

努力，來獲得最

大的語境效果。 

理解話語時付出有效的推理努力之後，獲得

足夠的語境效果。 

每一段話語或明示的交際行為都應設想它具

有最佳關聯。 

相對應原則 關聯的認知原則 關聯的交際原則 

關聯理論具有廣泛的應用價值，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如上文提及的

「引導碼」（procedural encoder）與「篇章標記」（discourse markers）之分

析，Blakemore（1992：185）指出，引導碼屬語用範圍非真值條件，不會

對命題有所影響，有別於「篇章標記」（李希奇，2015：22-23），本研究根

據此概念討論「連字結構」的引導義，其與引導碼的關係。 

（三）情態（modality） 

關於「情態」Lyons（1977: 451-452，787)提出目前學界普遍認同的觀

點即「情態」包含了「說話者的觀點或態度」與「可能性或必要性的概念」。

前者為說話者對於句子所傳達的命題33內容或該命題描述的情境抱持的看

法或態度34；後者則闡述「情態」的屬性為人類共有的邏輯概念，其涉及

可能性（possibility）及必要性（necessity）。 

謝（2006a，2006b）以Lyons對「情態」的分類，即「認知情態」（epistemic 

modality）及「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兩大類為基礎，綜合西方大

家研究，根據觀點或態度的類型區分，將漢語情態詞分為「認知」、「義務」、

「動力」、「評價」四類（蔡沂庭，2014：51）。 

                                                      
33

 Rescher (1968: 24)對「命題」的定義:「a complete, self-contained statement which, taken as a 

whole, will be true or false」 
34

Lyons (1977: 452)原文：「opinion or attitude towards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sentence expresses 

o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proposition descri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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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mer（2001：24)指出認知情態與證據情態（evidential modality)都牽

涉到針對命題真值（truth value）的看法35。換言之，即謝佳玲（2006a，2006b）

所指，「認知情態」為對一個命題是否為真的內在主觀「判斷」或外在客

觀「證據」。以Palmer等36（2001：26-33)為參考，謝（2006a）將漢語的判

斷系統分為猜測（speculative）用法、斷定用法及真偽（alethic)的用法。

而在證據系統方面，則分為引述用法與感知用法，各次分類的情態詞舉例

如下表二-11： 

表二-11：謝佳玲（2006a，2006b）漢語認知情態下的次類劃分 

認知情態的次類劃分 次類用法 認知情態詞舉例 

 

主觀判斷 

猜測用法 「可能」與「會」 

斷定用法 「應該」與「一定」 

真偽用法 「是」37與「真的」 

客觀證據 引述用法 「據說」與「據報」 

感知用法 「好像」與「顯得」 

「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是「表達是否要讓事件成真的觀點或

態度」，包括了「加諸他人的指令38（directive）以及加諸自身的保證39

（commissive）」兩套系統（Searle，1983：166；Palmer，2001：70-73；謝

佳玲，2006a；蔡沂庭，2014：51）。各次分類的情態詞舉例如下表二-12： 

 

 

 

                                                      
35

 Palmer(2001：24) 原文：「epistemic modality and evidential modality are concerned with the 

speaker’s attitude to the truth-value or factual status of the proposition」 
36

 Chung & Timberlake 1985:244, Willett 1988:96, Bhat 1999:64, Palmer 2001:8 
37
謝佳玲(2001):「真偽用法的「是」具有聚焦的語用功能，形成分裂句(cleft sentence)。」 

38
 Searle(1983:166)原文“where we try to get others to do things” 

39
 Searle(1983:166)原文“where we commit ourselves to do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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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2：謝佳玲（2006a，2006b）漢語義務情態下的次類劃分 

義務情態的次類劃分 次類用法 義務情態詞舉例 

加諸他人的指令 允許用法 「可以1」與「能1」 

要求用法 「得」與「要2」 

加諸自身的保證 承諾或 

威脅用法 

「包準」與「保證」 

本文綜合前人研究（Palmer，2001：70-73；謝佳玲，2006a：56-58；

胡壯麟等，2008：120；蔡沂庭，2014：51）將義務情態詞的判斷標準訂

為以下五類，「規定」、「許可」、「禁止」、「提醒」、「警告」。 

Palmer（2001：76-77）指出「動力情態」有兩種，分別為能力（ability）

及表意願（willingness），此與謝佳玲（2006a：58-59）指出漢語「動力情

態」表句中主語是否會完成某事件的潛力或意願相合，前者如「能夠」、「能

2」、「無法」、「會2」，後者如「願意」、「想2」、「肯」等等。 

此外，Hockett（1968:62）提到漢語的「會」含有「知道如何做」（know 

how）的意思，其主語不限於有生（animate）的主事（agent），例如： 

（68） 「他會說史瓦濟蘭語」 

（69） 「大風會吹垮帳篷」                     （Hockett，1968:62) 

謝佳玲（2006a：47，59-60）提及「評價情態」（evaluative modality）

是說者表達對於一個已知為真的命題所抱持的看法，囊括多項意義，已超

出可能性與必要性之概念所能詮釋。其將評價情態分為兩個系統：預料

（presupposition）系統、心願（wish）系統，又分別有符合（convergence）

與背離（divergence）兩種用法，如下表二-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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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3：謝佳玲（2006a，2006b）漢語評價情態下的次類劃分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宋作艷及陶紅印（2008：67）指出在書面語中，

漢語的「因為」從句不僅像英語一樣可以出現在否定、對比、強烈的表達

等特徵後（Ford，1994），而且還經常出現在情態，比較等特徵後，此給予

本文啟發。以下舉「因為」從句與義務情態詞「應」共現，如下例（70），

以及與認知情態詞「可能」共現的例子，如下例（71）： 

（70） 當時我曾想，不但人人應該學點心理學，治國者似乎也應鑽鑽這門

學問。因為歸根到底，心理就是士氣和民心。 

（71） 這時聽者可能會揣測說話人的願望或意圖，因為這句話也許表達了

說話人希望關窗這一個間接的請求。 

而「連字結構」帶出的極端值一般含有說話者的情感，此與 Lyons（1977）

認為「情態」包含了「說者的主觀態度」的觀點相符，因此本文於第四章

將透過蒐集到的「連字結構」語料結合前人研究，循著所受啟發，回應上

文研究動機及研究問題一:「連字結構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此外本文分

析研究問題一語料之分類是參考謝（2006a，2006b）的劃分架構並稍作修

改。 

評價情態的次類劃分 次類用法 評價情態詞舉例 

預料 符合用法 「難怪」與「畢竟」 

背離用法 「甚至」與「竟然」 

心願 符合用法 「幸虧」與「難得」 

背離用法 「無奈」與「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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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字結構」的語用相關研究 

「連字結構」所表達的言外之意，依照前人的看法，可分為兩種：一，

表示某性質程度之深；二，比較另一件事發生的可能性（宋玉柱，1981；

崔永華，1984；梁炳磊，2009）。例句如下: 

（72） 這個歌兒太流行了，連七、八歲的孩子都會唱。 

（73） 這個歌兒連七、八歲的孩子都會唱，我還能不會唱嗎？ 

（崔永華，1984） 

「連七、八歲的孩子都會唱」在例（72）中的說明了這首歌流行得很

廣，而例（73）中則是證明「我」一定是會唱的，即「我」會唱的可能性

很高。 

以 下 我 們 將 從 「 隱 涵 說 」（ implicature ） 以 及 「 反 預 期 說 」

（counter-expectation）來探析連字句的語用功能。 

（一） 隱涵說（implicature） 

1.1 會話隱涵 

「連字結構」是用極言其甚的方法表示一種隱含的比較，表達某種言

外之意（宋玉柱，1981；梁炳磊，2009：90）。其中此「言外之意」便與

崔希亮（2004）使用「會話隱含」40的概念來表示連字結構的作用相符，

崔解釋語用學中「會話隱含」跟話語的表達及理解有關，話語的「會話隱

含」是規約意義之外的意義，即弦外之音；其為說話人欲刻意突出的「即

說話意旨（崔希亮，1990）。崔舉例說明，如下例（74）: 

（74） 連女孩子都不叫苦。 

                                                      
40
崔希亮(2004)於書中以「會話含義」稱「會話隱含」，本文皆以「會話隱含」來討論。 

 



漢語「連字句」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49 
 

根據崔的說明，說話人 S 要把會話隱含 Q 傳達給聽話人 H，有三步驟，

如下圖二-3： 

 
圖二-3：崔希亮（2004）會話隱含的傳話過程 

說話人使用這三步驟後，上例（74）傳達以下會話隱含，如例（75）~

（77）:  

（75） 男孩子不應該叫苦。 

（76） 成年婦女更不應該叫苦。 

（77） 男子漢更不應該叫苦。 

這種潛在的「會話隱含」之間是互相排斥的，每次只能實現一個。此

外，崔亦提出，「連 Ti
41也/都 VP」是表達會話含義的極端例，作用為突出

交際中的用意焦點，Ti –VP 所言是否為真常常並不重要。例句如下： 

（78） 連三歲小孩兒都懂這個理兒。 

此例有誇張意味，其會話隱含為: 

（79） 大人更應該懂這個理兒。 

崔提出「連字結構」的「會話隱含」是隱藏在話語形式中的，其通過

上下文來確立。然而，此處崔提到的「會話隱涵」不符合 Grice 定義下的

的「會話隱涵」，即應違反合作原則。 

 

                                                      
41

 本文不支持「連」後成分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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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預期說（counter expectation） 

在反預期方面，王遠明（2008）對「連字結構」進行考察並提出了連

字結構符合了三種反預期類型的例句說明。 

2.1 與說話者的預期相反 

其一，與說話者的預期相反，即說話人發現事實與預期不同甚至相反，

於是便選用「連字結構」表達這種反預期信息，在獨白或對話裡均可見到

這種「連字結構」。例句如下，筆者對例句加以說明： 

（80） 這種結果連我也沒想到，太出乎意料了。 

（81） 甲: 沒人能在三天之內做完。 

            乙: 連你也不行! 你可是出名的快槍手啊。  

例（80）中的說話人原來對「結果」有某種預期， 但後來發現該結果

與其預期差異很大， 出乎自己（說話人）意料；例（81）中的乙原來認為

甲手腳利索，能按時完成事情，但甲的話與乙原來預期的看法相反， 於是

乙感到驚訝，覺得出乎自己（說話人）的意料。 

2.2 與聽話者的預期相反 

其二，與聽話者的預期相反，即說話者使用 「連字結構」對聽話人的

意見進行否定， 說話者的話語信息與聽話者的預期相反，這種信息「連字

結構」一般出現在對話語境裡。如下例（82）及（83）: 

（82） 甲:中國昨天得了幾塊金牌? 

          乙:連銅牌也沒撈到一塊，還金牌。 

（83） 甲: 小黑可是一條硬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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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 他連我們交貨的細節都給員警說了， 你還指望他保守秘密。 

例（82）中甲（聽話者）對某一情況的預期可以以明確的命題形式出

現，（聽話者）對中國比賽的情況有「得了金牌」的預期，而乙（說話者）

對聽話者「得金牌」的看法進行否定；而例（83）中，聽話者對某一情況

的預期是以某種語句的會話含義，在此甲（聽話者）預期是儘管員警對小

黑嚴刑拷打，小黑還是會保守秘密的，但乙對甲（聽話者）的意見進行否

定；此種情況下，說話者的話語「與聽話者的預期相反」。 

2.3 與特定的社會預期相反 

其三，與特定的社會預期相反，指的是某個使用相同語言的群體，普

遍認可的經驗或者常識，即吳福祥（ 2004）提到的「老套模式」

（stereotypes）。例句如下： 

（84） 連老鼠都不怕這貓。 

（85） *連老鼠都怕貓。 

根據常識，「貓」是「老鼠」的天敵， 老鼠怕貓， 人人皆知。但例（84）

中的「老鼠」是最應該怕貓的，今日竟然不怕「貓」了，此句反特定的社

會預期的。而為什麼例（85）為病句呢？「連字結構」成句的條件便是要

表達「反預期信息」，即「連字結構」不能用來表達「預期信息」或「中

性信息」，而「連字結構」對此預期進行否定（王遠明，2008：94）。 

此外，畢永峨（1994）於探討「也」的極端說時將「連字結構」歸於

第二類程度性包含42中表示極度的詞語，指出表程度的「也」往往與表示

極度的狀語性詞語同現。例句如下： 

（86） 連他的敵人也不得不佩服他。 

畢指出在句子中，由「連」為中心詞的成分（自名詞短語至小句不等）

表一個極值。此極值與其交替值並列，根據語言外的標準 ，交替值在級

                                                      
42
畢永峨(1994)區別也的三種用法，分別為:(1)對稱性並列(2)程度性包含(3)評價性婉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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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上可標記為「較不極端的」，「較典型的」，或「預期的」。「也」表示它

們之間的相似性，句中指定的極值與較典型的交替值相似，通過「也」所

表示的並列，句中指明的極值儘管有其「極度性」，「非典型性」，或「不

可預期性」，也被包含於這一值的集合內，因此稱為「程度性包含」。 

換言之，試分析例句（86），我們認為「連」是一個極端值的標記，而

透過「也」的使用表預期落差。句中「他的敵人」為極值，因為「敵人」

是最不可能佩服他的人，即「敵人」是不可預期的，而此句中「較典型的

值」可能為「朋友、家人」等，其相似點為「佩服他」的行為，屬於一種

異中取同的概念。 

總結上述學者的看法，本文認為連字結構後所引導的成分應為表極端

值的概念，即最大值或最小值，透過語言外的標準來達到所欲推斷的訊

息；而連字結構中的「都」以及「也」則引導出「反預期的」概念。 

三、小結 

當言談標記具有隱義（implicature）和提升認知效果（Blakemore 1987，

2002）的引導功能時，就可稱為引導碼，如漢語的「可」及「居然」、「竟

然」等（李希奇，2015：22-23）。引導碼（procedural encoder），會對聽話

者的理解形成某種制約（constraint）（Blakemore，1987:127），及保證聽話

者在盡可能小的努力後尋找話語與認知間的關聯，其協助聽話者理解說話

者所要表達內容（李希奇，2015：16），本文認為「連字結構」具有不對

命題真值有所影響的引導意義。而具有引導碼特性的「連字結構」所引導

出的極端值一般含有說話者的情感，此與 Lyons（1977）認為「情態」包

含了「說者的主觀態度」的觀點相符。因此本文將針對「連字結構」與「義

務」、「認知」、「動力」、「評價」情態詞的共現，進行探析。 

綜上所述，結合畢（1994）提出「連字結構」中的「連」引導出極端

值，「也」引導出「不可預期性」，以及王遠明（2008）指出「連字結構」

符合「與說話者的預期相反」、「與聽話者的預期相反」、「與特定的社會預

期相反」三種反預期類型，本文認為具有引導碼特性的「連字結構」中的

「連」後一般引導出異於常態的「極端值」概念，而其中的「都」以及「也」

則引導出「反預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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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介紹為達研究目的及回應研究問題，本研究將採用的研究架構及

研究方法。本章第一節將介紹本文所採用的詳細研究架構；第二節介紹本

文的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首先本文以文獻探討為基礎，將前人在「連字結構」的語義、篇章、

語用等方面上的現有觀察及研究成果作整理及探析。並總結出一些上待本

文去深入了解的觀念，這些觀念便呈現於本文的各研究問題中：（一）「連

字結構」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頻率及顯隱對比與前後景的互動為何?又「連

字結構」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為何? （二）「連字結構」之「主題連續性」

的出現頻率及其與焦點信息的關係為何? （三）「連字結構」下文的語義連

貫性為何?以何種連貫關係為多呢?又其原因為何呢（四）少有學者提到「連

字結構」的語用及篇章功能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應用，因此我們應如何將

研究成果按照累進性及排序性原則呈現給學習者呢? 本研究將於下提出針

對各研究問題的研究架構和研究方法。 

一、語料分析的架構 

關於本研究語料的分析架構，如圖三-1 所示： 

 
圖三-1：本研究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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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首先將所有從語料庫蒐集到的語料以主語位置為基準進行「連字

結構」句式之分類，後根據本研究的三個研究問題依序分析，以下依序說

明。 

二、「連字結構」句式之分類及語料討論 

本文分別從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Chinese Word Sketch Engine，CWS)

收集了 369 筆語料及從聯合知識庫收集了 232 筆語料，共得 601 筆有效「連

字結構」語料；所謂有效語料即去除了「連」做為謂詞、副詞等用法及重

複的語料，只留下本文欲討論的助詞「連」的「連字結構」之語料。 

首先，將所有從語料庫蒐集到的語料以主語位置為基準進行「連字結

構」句式之分類，共分為四大句型，分別為（一）連前主語句式，即主語

在「連」前，包含句式 1；（二）連後主語句式，即主語在「連」後，包含

句式 2a（賓主語的概念）和 2b（大小主語的概念）；（三連後 NP 即主語句

式，即「連字結構」內的 NP 為主語的句式 3；（四）主語省略型句式，即

「連字結構」主語省略，包含句式 4a（連前主語省略型）及句式 4b（連後

主語省略型）。 

在此特別要指出的是，句式 1 到句式 3 是三種平行的句式，而句式 4

中的句式 4a 和 4b 則分別是句式 1 和句式 2 的主語省略型，並不是前三個

句式的平行句式，乃屬於句式 1 及句式 2 的子句式。但我們將其列為第四

種句式，是為了語料分析之便。請見下表為四個句式的詳細分類。 

表三-1：「連字結構」句式之分類 

 六小句式 主語位置 

句式 1 主語+{連+NP} 連前主語 

句式 2a {連+NP}+主語- NP 賓主語的概念 連後主語 

句式 2b {連+NP}+主語-NP 大小主語的概念 

句式 3 {連+NP（=主語）}  連內主語 

句式 4a 省略式 （主語）+{連+NP}   連前主語 

句式 4b 省略式 {連+NP}+（主語）  連後主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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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連字結構」句型 4 的句式 4a 為「連前主語省略式」，而句式 4b 為

「連後主語省略式」，因此下文會依照研究問題討論之需要將句式 1 和句

式 4a 視為「連前主語句式」，以及句式 2a、句式 2b 及句式 4b 視為「連後

主語句式」討論。以下介紹六小句式之語料，依序由句式 1 至 4b 介紹，

各句式將附上本文由 WordSketch 及聯合知識庫中蒐集到的語料各一筆，然

礙於篇幅僅能擷取原始語料的一小部分呈現。 

（一） 句式 1 主語+{連+NP}  

根據上表四-1，句式 1 的主語位置為「連前主語」，即主語位於「連字

結構」之前，例句及介紹如下。 

（87） 有一天經理喝了一口茶就吐了出來：「堂堂大學畢業生{連茶}都

泡不好，乾脆離職算了。」                       （Word Sketch） 

（88） 他也認為，小孩如果{連基本的吃飯}都沒法解決，飯都吃不飽，還

能談什麼偉大的事情，還能談教育，還能談打球嗎，不可能。 

（聯合知識庫） 

在例（87）中，「連字結構」內的 NP 為「茶」，主語為位於連字結構

之前的「大學畢業生」；在例（88）中，「連字結構」內的 NP 為「基本的

吃飯」，主語為位於連字結構之前的「小孩」，以上為連前主語句式 1 的介

紹。 

（二）句式 2a {連+NP}+主語- NP 賓主語的形式43
 

根據上表三-1，句式 2a 的主語位置為「連後主語」，即主語位於「連

字結構」之後，值得注意的是，此句式為「賓主語的概念」（OSV）即有

標的「賓語前置」與句式 2b 不同。例句及介紹如下。 

（89） 而且不只是在台灣地區，{連距離很遠的中國大陸}，我們也是全心

                                                      
43

 感謝口委屈承熹教授建議將「概念」改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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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動員了所有的慈濟人，呼籲台灣的同胞投入救濟工作，用愛心為

他們抵擋嚴冬。                                 （Word Sketch） 

（90） 馮小剛毒舌虧他，成龍也拿起麥克風作勢打人，現場氣氛歡樂。a）

就{連媒體提出想摸成龍鼻子的要求，b）他都大方答應，c）Ø 還自曝

鼻子裡的骨頭其實已經碎了，d）「之前斷過 3 次，醫生說要從那邊穿過，

我就覺得算了。」                                 （聯合知識庫） 

在例（89）中，「連字結構」的 NP 為「離很遠的中國大陸」，此即賓語，

位於連字結構 NP 之後的「我們」為主語，這裡的人稱代詞「我們」指的

是下指「慈濟人」，謂語是主語「我們」後面的「投入」，因此整句為「賓主

語的概念」（OSV）；在例（90）中，「連字結構」的 NP 為「媒體提出想摸

成龍鼻子的要求」，此即賓語，主語為位於連字結構之後的「他」，b）裡的

人稱代詞「他」是回指 a）小句出現過的「成龍」，謂語是主語「他」後面

的「答應」，故整句為「賓主語的概念」以上為連後主語句式 2a 的介紹。 

（三）句式 2b {連+NP}+主語-NP 大小主語的概念 

根據上表三-1，句式 2b 的主語位置為「連後主語」，即主語位於「連

字結構」之後，此句式為「大小主語的概念」與句式 2a 不同。例句及介紹

如下。 

（91） 從那時起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幾億農民始終擺脫不了貧困，始終

停留在 趙樹理 二十多年前說的「多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的

境地 ，連號稱 「魚米之鄉」的江浙 及 歷 稱「湖廣熟、天下足」的

兩湖、兩廣，甚至{連自古以來 的「天府之國」四川}， 人民都窮到了

極限，禍根就是那個不足月即早產的高級社。自從有了它，幾億農民的

手腳就被捆住了。                                （Word Sketch） 

（92） 然後我轉往達拉斯，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走出機場的感覺就像走

進火爐一樣，到處是赤日炎炎的景象，{連街邊的菩提樹}，葉子都被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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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曬縐了。                                    （Word Sketch）44
 

在例（91）中，「連字結構」的 NP 為「自古以來的「天府之國」四川」

（大主語），主語為位於連字結構 NP 之後的「人民」（小主語），而小主語

「人民」是大主語「四川」的一部分，此即大小主語的概念；在例（92）中，

「連字結構」的 NP 為「街邊的菩提樹」（大主語），主語為位於連字結構之

後的「葉子」（小主語），而小主語「葉子」是大主語「菩提樹」的一部分，

以上為連後主語句式 2b 的介紹。 

（四）句式 3 {連+NP（=主語）} 

根據上表三-1，句式 3 的主語位置為「連內主語」，即「連字結構」內

之 NP 即主語。例句及介紹如下。 

（93） 公寓外只有小陰溝，裡頭有大肚魚。村和村之間有一塊空地，當時

少棒青少棒在台灣很瘋狂，{連我們城市的小孩子}也愛打棒球，空地自

然變成球場了。王某人小時了了，是孩子頭，也是打棒球的強打和王牌

投手 。                                        （Word Sketch） 

（94） 28 歲的吳品叡，5 年前立委翁重鈞第二次參選縣長時，曾任翁「紅

豆冰團」青年軍團長，他父親吳博文是國民黨朴子市黨部主委，雖政治

色彩屬藍營，但吳家在地方廣結善緣，吳品叡車禍住院，{連民進黨政

治人物}也在臉書表達關心。                         （聯合知識庫） 

在例（93）中，「連字結構」的 NP 為「我們城市的小孩子」，而主語

亦為位於連字結構內之「我們城市的小孩子」；在例（94）中，「連字結構」

的 NP 為「民進黨政治人物」，以上為連後主語句式 3 的介紹。 

（五）句式 4a 省略式 （主語）+{連+NP}  

根據上表三-1，句式 4a 的主語位置為「連前主語省略」，即主語位於

                                                      
44
未提供聯合知識庫語料是因為句式 2b 在該語料庫中無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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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字結構」之前但以零代詞的形式呈現；句式 4a 為句式 1 的主語省略型。

例句及介紹如下。 

（95） a）那漢子回過頭來，在滾滾黃塵之中，b）Ø 看到了敵人身形，再

過一陣，c）Ø  {連面目}也看得清楚了。那漢子一咬牙，說道：「虹妹，

我求你一件事，你答不答應」                       （Word Sketch）  

（96） 宜蘭縣賴姓男子昨天在住處鬧自殺；a）他除了拿刀威脅姊姊不能

出門，b）Ø 還不斷向馬路丟擲石塊，c）Ø  {連瓦斯桶}都丟下樓。            

                                                    （聯合知識庫）  

在例（95）中，「連字結構」的 NP 為「面目」，在此句式中「連」前主

語「那漢子」被省略了，為使用零代詞的「零回指」，其篇章功能為標記

同一事件，鞏固話題連續性（陳俊光， 2010：89）。例（95）中使用了兩

個零代詞「Ø 」，因為由 a）至 c）皆與「那漢子」為同一事件，其描述那

漢子所做的一連串連續動作，由「回過頭來」到「看到了敵人身形」最後「看

清楚」。故為有關那漢子的同一事件，所以遵守同一事件的連貫性，人稱代

詞「他」不能出現在 c）。 

在例（96）中，「連字結構」的 NP 為「瓦斯桶」，在此句式中「連」

前主語「他」被省略了，使用了篇章功能為標記同一事件的零代詞來回指，

連續原話題。例（96）中使用了兩個零代詞「Ø 」，因為由 a）至 c）皆與

「他」為同一事件，其描述他所做的三個連續動作，由「拿刀威脅……」

到「丟擲石塊」最後「丟瓦斯桶」。故為有關「他」的同一事件，所以皆

使用 Ø ，此即連前主語省略型的 4a 句式，以上為句式 4a 的介紹。 

（六）句式 4b 省略式 {連+NP}+（主語）  

根據上表三-1，句式 4b 的主語位置為「連後主語省略」，即主語位於

「連字結構」之後，但以零代詞的形式呈現；句式 4b 為句式 2a 及 2b 的主

語省略型。例句及介紹如下。 

（97） a）眾人萬料不到他適才竟是裝死，b）{連長槍刺入身子}Ø 都渾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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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覺，c）斗然間 Ø 又會忽施反擊，d）一驚之下，六七人勒馬退開。   

（Word Sketch） 

（98） 台灣代表團參加「第一屆香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展」、「2014 科威

特中東國際發明展」，昨天傳回捷報，台灣在這兩項國際發明展奪下世

界第一，創意讓外國廠商驚豔，{連參展樣品} Ø 都想出價打包全帶走。                            

（聯合知識庫）                       

在例（97）中，「連字結構」的 NP 為「身子」，在此句式中「連」後

主語「他」被省略了，這個「他」以零代詞呈現，為回指上一句中的賓語

「他」。上例（97）中使用了兩個零代詞「Ø 」，因為由 a）至 c）皆與「他」

為同一事件，其描述他所做的三個連續動作，由「裝死」到「長槍刺入……

渾似不覺」最後「忽施反擊」，所以皆使用 Ø 。這裡使用零代詞標示話題

連續性，提供小句之間的銜接。 

而在例（98）中，「連字結構」的 NP 為「參展樣品」，在此句式中「連」

後主語「廠商」被省略了，此句亦使用了篇章功能為標記同一事件的零代

詞來回指上一句的賓語「廠商」。 

此外，我們若將上例（97）及（98）中的句式 4b 加入主語來看，分別

為：「連長槍刺入身子他都渾似不覺」以及「連參展樣品廠商都想出價打

包全帶走」。我們發現，例（97）及（98）加入主語的還原句即為句式 2a

賓主語的概念，因此再次確認了句式 4b 為句式 2a 及 2b 的主語省略型，此

為分類標準之一。以上為句式 4b 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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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題一 

研究問題一是要了解「連字結構」帶出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頻率及顯

隱對比與前後景的互動為何？又「連字結構」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為何？

分析架構如下圖三-2： 

 

圖三-2：研究問題（一）分析架構 

首先，在六小句式的語料中，筆者先將「連字結構」帶出之對比項分

為有外顯形式的「顯性對比項」與內隱的「隱性對比項」兩種。接著進一

步將「顯性對比項」細分為出現於「連字結構」前的「前顯對比項」與出

現於「連字結構」後的「後顯對比項」，而後分析其與篇章中前後景的概

念之互動，發現「前顯」即帶出表次要信息的「後景句」，作為鋪陳，而

「後顯」的功能則又可細分為帶出表重要信息的「前景句」以及補充說明

的「補述句」。又在「隱性對比項」方面則較單純，其皆為內隱的「隱性

對比句」。礙於篇幅，以下僅舉「連字結構」顯性對比中「後顯前景句」

為例，如下： 

（99） 有一位年輕的作家，他有一天接到消息，說他的大學同窗兼室友不

幸罹患了「愛滋病」，因為怕被傳染，所以{連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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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朋友}都不敢去看他。可是這位作家卻決定去看他的朋友，見面的

時候，沒講多少話，只是伸出友情的手，搭在朋友的肩膀上。                            

                                              （Word Sketch） 

例（99）中以表焦點的「連字結構」為標竿，出現在其後的對比項後

顯「這位作家」與「連字結構」內的「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所有的朋友」

互為顯性對比項。而出現在「連字結構」後的後顯「這位作家」帶出前景

句，下文皆圍繞「這位作家」探病時的情況，故為前景句。 

此外，為瞭解「連字結構」在語用層面與「情態詞」共現的情況，在

六小句式的語料中，筆者將與「連字結構」共現的情態詞分為四類，分別

為「義務情態詞」，如否定詞（不、別）等、「認知情態詞」，如繫動詞

「是」等、「動力情態詞」，如潛力助動詞（會、能 2、可以）等以及「評

價情態詞」，如副詞（甚至、竟然）；其後對細部分類進行數據統計及結

果討論，並於討論中融入「連字結構」具「引導碼」功能的概念。礙於篇

幅，以下僅舉「連字結構」與「義務情態否定詞」共現為例，如下： 

（100） 高市 4 名阿公在公園下象棋、小賭輸贏，竟被逮進警局，賭資才

100 元，比賭客年齡總和 261 歲還低，被依賭博罪送辦。阿公抱怨警方

「太超過」，{連怡情小賭}也不放過，但警方說阿公們屢勸不聽，也很

無奈。                                          （聯合知識庫） 

在（99）與（100）中「連字結構」後的義務情態否定詞「不」用來表

示相反預期，與「連字結構」中「也」引導出反預期語用概念相符。而例

（100）中由「連」引導出應該是最無傷大雅的「怡情小賭」（極端值）與

隱性對比項「豪賭」（交替值）產生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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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問題二 

研究問題二是要了解在篇章層面「連字結構」中「主題連續性」（topic 

continuity)的出現頻率及與焦點信息的關係為何?分析架構如下圖三-3： 

 
圖三-3：研究問題（二）分析架構 

首先釐清本文判斷「主題連續性」的標準，若「連字結構」緊接的下

句連續了「連字結構」的主語，即出現相同 NP，那麼就符合「主題連續

性」；相反地若「連字結構」緊接的下句之主語和「連字結構」的主語不

同，則為「非主題連續性」。又在連字結構「主題連續性」中我們加入漢

語指稱詞的「零代詞」、「代詞」與「名詞」之篇章分析，在「非主題連續

性」中我們細分為「連字結構」所代表的為焦點句或是補述句。以下舉一

「主題連續性」中下文主語為「零代詞」的例子，如下： 

（101） 最後，媽媽越想越不甘心，從小付出那麼多的愛，長大了卻還要操

心、生氣，不斷給他錢，到現在 Ø {連一點錢}都不肯讓她留在身邊，Ø

甚至還拿刀恐嚇她。                  （Word Sketch，擷取自例 133）    

上例（101）中連字結構的主語為「零代詞」，以「Ø 」呈現，其往前

回指上文的代詞「他」即文中的「兒子」，而緊接「連字結構」的下句之

主語連續，仍為指向「他」的零代詞，因此具主題連續性。 

接著舉「非主題連續性」中補述句與焦點句的例子，其判斷方式為，

若包含連字結構的完整句子，可於省略後仍保持上下文的語義連貫通順，

則為補述句，如下例（102）；反之則為焦點句，如下例（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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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看完玉石，我們轉到主人的臥房看陶瓷和銅器，我才發現主人的臥

室中只有一張床可以容身，其餘的從地板到屋頂，都堆得密不透風。雖

然說這些古董都是價逾千萬， 堆在一起卻感覺不出它的價值。後來又

看了幾個房間， 依然如此，最令我吃驚的是，{連廚房和廁所}都堆著

古董，主人家已經很久沒有開伙了。古董的主人告訴我，他為什麼選擇

居住在陋巷，是因為台北的治安太壞， 恐引起歹徒的覬覦。                                              

（Word Sketch） 

例（102）中連字結構的完整句子為「最令我吃驚的是，連廚房和廁所

都堆著古董，主人家已經很久沒有開伙了」，我們若省略此句不看不會打

斷上下文的語義連貫，因為其下文並未針對連字結構內主語「廚房和廁所」

進行敘述，因此為補述句。 

（103） 什麼是墨西哥人搶美國工人的頭路的真相，工人們巴士坐著往南到

邊境的加工出口區一看就知道了。墨西哥工人生活之清苦、勞動條件之

差，連最苦的美國工人看了也搖頭。兩邊一談，真相就出來了，原來美

國工人的日益困頓，與墨西哥工人的潦倒是不可分的。 

（Word Sketch）  

例（103）則為非主題連續性語料中的焦點句，其中的連字結構之完整

句子為「墨西哥工人生活之清苦、勞動條件之差，連最苦的美國工人看了

也搖頭」我們不可省略此句是因為其下文仍接續此句內容，繼續敘述「美

國工人的日益困頓」與「墨西哥工人的潦倒」，乃焦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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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問題三 

研究問題三是要了解在篇章層面「連字結構」下文的語義連貫性為何?

分析架構如下圖三-4： 

 
圖三-4：研究問題（三）分析架構 

研究問題中的「連字結構下文」即「連字結構完整句」後之子句，而

本文判斷「連字結構完整句」之基本標準為以「連字結構」前後的句點來

斷句，然在某些語料中由於標點符號標記不正確，因此亦會將句義之完整

性納入斷句之判斷標準中。 

而本文將「連字結構」的語義連貫性細分為四種，分別為「遞進關係」、

「轉折關係」、「因果關係」、「無下文關係」。「遞進關係」即表示進一步闡

釋，表示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係是彼此相承的，在表達「遞進關係」時可

使用外顯的銜接手段，如使用連詞「於是」，使遞進關係更加明確；鄭貴

友（2002）指出位於篇章深層結構的連貫（隱性）需要處於篇章表層結構

的銜接手段（顯性的）來實現，因此本文判斷「遞進關係」的主要方式為

透過「詞彙銜接」，其銜接方式分別為「同一詞語的重複」、「同義─近義詞

語的同現」、「上下45位詞的同現」、「整體─局部關係詞語的同現」、「集合關

係詞語的同現」、「定指─泛指詞46」（鄭貴友，2002：47-58），將於第四章

提出完整語料討論，礙於篇幅，此僅舉「同一詞語的重複」為例。 

下例（104）「連字結構」的主語是零代詞以「Ø 」形式出現回指上文

的「自己」，而此例的「連字結構完整句」是由「連字結構」前後的句點

                                                      
45原文為「上下義詞」 

46原文為「專指、泛指詞語的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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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斷句，如畫黑底線處，其中的「省錢」與下文的「省錢」互為遞進項。

其下文進一步闡述「自己」煮飯除了「省錢」以外的好處，如下。 

（104） 趕論文期間，開始為自己做飯。工作暫停，宅在家專注寫作，沒有

收入，只能吃老本，自己料理吃食是必然。於是，上網找食譜、安排每

日菜色，就成為寫字之外的重心。一個人吃飯，大鍋菜最省事，煮一回

飽好幾頓：南瓜滷肉、香腸青江菜炊飯、普羅旺斯燉菜，活了二十多年

沒做過的東西，一個月內全部無師自通。Ø {連最愛的無糖優格}也不買

現成品，Ø 用電鍋自製一大碗，省錢又營養。除了省錢，煮飯更是為

了平衡身心。備料、切菜、掌握好下鍋流程，從無到有，帶給我莫大成

就感。                               （聯合知識庫，節錄自例 149） 

其次，「轉折關係」 是表示與預期相反的，漢語在篇章中不一定需要

憑藉外顯的轉折連詞來傳達「轉折關係」，而外顯的轉折連詞，有如：「但

（是）」、「然而」、「不過」等，其出現僅使「轉折關係」更加明確而已（陳

俊光，2010：179）。下例（106）「連字結構」主語是代詞「他」回指前面

的「耶穌」，此例的「連字結構完整句」是由「連字結構」前後的句點來

斷句，下文中的顯性轉折連詞「不過」的出現表示語義即將產生變化（高

寧慧，1996：69；陳，2010：151），故此例的語義連貫為顯性的「轉折關

係」。 

（105） 孔子的生活是相當窮苦的，他曾說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很了不起，而孔子自己則是「飯疏食，飲水，曲躬而枕之。」粗茶淡飯

過日子，將手肘弓起當枕頭，47這和耶穌差不多，耶穌曾說過他要睡覺

{連個枕頭}都沒有。不過，耶穌的年代較孔子晚了五世紀之久。我們中

國出了孔子這麼一位偉大的人物，其人格典範實在值得大家去學習。                         

（Word Sketch） 

又「因果關係」 可以使用外顯銜接手段，如連詞「因為」、「所以」、「因

此」；然而，在漢語中內隱的因果連貫關係，無需透過添加任何外顯連詞

來傳遞（陳，2010：177）。下例（106）「連字結構」主語是「色情小說金

瓶梅」，此例的「連字結構完整句」是由「連字結構」前後的句點來斷句，

                                                      
47

 原語料誤植為「。」，筆者將之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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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文顯性因果連詞「因此」的出現使「連字結構」下文語義連貫的「因

果關係」更加明確。 

（106） 無論是小說也好，歷史故事也好，都充滿了因果報應，獎善懲惡的

思想。所以舊小說可以說是勸人行善的書。就{連被看成是色情小說的

金瓶梅}也還是強調因果，勸人行善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舊小說實在

是中國過去一般民眾的道德教科書和歷史教科書。     （Word Sketch）                               

最後，「無下文關係」即在「連字結構完整句」後無下文，如下例（107）

所示。 

（107） 布萊恩全場投 18 只中 6，只攻下 14 分，他也無法說清楚球隊到底

出了什麼狀況，他說：「我不知道，我是一個不願服輸的球員，但當球

隊打不好的時候，{連想要球員拚出全力並 打出一些競爭力}，都是很

困難的。」                                       （聯合知識庫） 

第二節 研究方法 

為解決本文的四大研究問題，本研究將大量真實語料作為研究基礎，

語料內容以語料庫中的語料為主，對現代漢語「連字結構」進行較詳盡的

瞭解。以下將對四大研究問題及相對應的研究方法進行說明，如下： 

關於研究問題一，本研究透過語料，在「連字結構」對比項之顯隱對

比出現頻率、顯隱對比項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以及在「連字結構」與情

態詞的共現情形上進行進行量化（quantitative approach）及質化分析

（qualitative approach），並將「引導碼」的概念融入討論中；關於研究問

題二，本研究藉由語料對「連字結構」之「主題連續性」（topic continuity)

的出現頻率及與焦點信息的關係進行量化及質化分析討論；關於研究問題

三，由本研究所蒐集到的語料做「連字結構」下文的語義連貫性的量化及

質化分析；關於研究問題四，筆者評析部分現行臺灣及美國使用頻率較高

之教材，給予建議並提出教學設計：教材及教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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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及所採取之對應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1.「連字結構」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頻率及顯隱

對比與前後景的互動為何?又「連字結構」與情態

詞的共現情形為何? 

以 601 筆語料進行量化和質

化的統計分析。 

2. 「連字結構」中之「主題連續性」（ topic 

continuity)的出現頻率及與焦點信息的關係為

何? 

以 601 筆語料進行量化和質

化的統計分析。 

3. 「連字結構」下文的語義連貫性為何? 以語料進行量化和質化的

統計分析。 

4. 「連字結構」的教學應用為何? 評析教材並提出教學設計 

 

一、語料來源 

本研究主要建立在對語料庫中的「連字結構」之分析上。另本研究考

慮到「語體」（style）（如書面、口語）之不同是否影響不同語言層面的分

佈，因此檢視的語料來源包括以下兩方面: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48」

（Chinese Word Sketch Engine，CWS)、「聯合知識庫」（UDN data）。在上

述語料庫中，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包括書面及口語語料，而聯合知識庫

則為書面語料，以下簡介各語料庫： 

（一）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CWS）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Chinese Word Sketch Engine，CWS）主要有

兩個語料庫：中文十億詞語料庫（Chinese Giga Word Corpus）和中央研究

院平衡語料庫 5.0 版。根據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之介紹，該系統語料來

源主要來自臺灣，其為一個結合十四億字的 LDC Chinese GigaWord 語料

庫的語法知識產生系統，提供了絕大部分中文詞彙實際使用的規則性描

述，可加以應用於辭典編撰、華語文教學、語言學研究等方面。語料內容

除了包含書面語體之外，亦含有如演講稿、劇本、台詞、談話和會議紀錄

等口語語料，然而該語料庫並未註明書面及口語語料所佔比例（陳俊光，

                                                      
48

 以下通稱 Word 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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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90）。 

而該系統亦包含了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5.0 版，平衡語料庫的語料

分為哲學、科學、社會、藝術、文學、生活等六類，於此系統中查詢中研

院平衡語料庫的語料皆是可以擴充查詢上下文的，此有益於本文的篇章功

能研究。本研究從該系統中蒐集 560 筆含有「連」的語料，後刪除「連」

做為謂詞、副詞等用法及重複的語料，只留下本文欲討論的助詞「連字結

構」的語料，共得 369 筆語料，進行統計、分析及佐證。 

（二）聯合知識庫（UDN data） 

「聯合知識庫」為自1951年蒐集至今臺灣的地區網路新聞語料的蒐集

平臺，所含資料筆數超過一萬一千筆。其語料來源包含聯合報、聯合晚報、

經濟日報、民生報、星報等五大報及聯合報旗下雜誌。 

本研究採用「聯合知識庫」做為語料來源，原因在於該系統提供每篇

新聞之完整語料，非僅限於單句，此有助於本研究篇章部分之討論。  

筆者採用日期檢索的方式，選用了從 2014 年 11 月 8 日至 2015 年 1 月

8 日，含有「連」的語料，得 1820 則新聞，後刪除不符合研究範圍的「連」，

只留下本文欲討論的助詞「連字結構」的語料，共得語料 232 筆。  

表三-3：本研究語料蒐集來源及數量一覽表 

語料來源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聯合知識庫 合計 

語料數（筆） 369 232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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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評析與教學設計 

（一）教材評析 

本研究期將研究結果應用於教學中。對臺灣及美國部分現行使用率較

高之八本華語教材在「連......都/也」的呈現上進行探討。這八本教材分別

為：臺灣語言中心較常使用的《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之第三冊以及許多美

國大學中文系或中文項目皆在使用的《進階中文聽與說》、《現代漢語課程

第二冊》、《中文聽說讀寫》、《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新實用漢語課

本第三冊》、《華夏行-現代漢語中級讀本》、《中文入門》。 

（二）教學設計 

評析完教材後，我們會將本研究相關語用及篇章的語言本體研究成果

導入教學中，並依照 Teng（1998）提出的累進性及排序性原則將「連字結

構」以淺顯易懂的方式交給學習者。 

1.教學語法的累進性 

學者們（Rivers，1968；Odlin，1994；Teng，1998）曾提出一教學中

的重要概念：「教學語法必須是累進的」。「累進」指的是教師教授語法點

時，必須確定學習者本身的語言能力已達到足以學習的水平，由簡到難，

自基本語法規則晉升到複雜高階的規則（陳俊光，2011：306）。 

2.教學語法的排序性 

Teng 指出累進性的概念雖然與語言水平（即學習者第二語言的能力）

息 息 相 關 （ level-based ）， 但 排 序 性 的 概 念 卻 與 語 言 能 力 無 關

（level-independent），而是與語法點本身的難易度有關（陳俊光，2011：

306）。鄧守信說明語法點的排序原則應以語法點本身的難易度而定，即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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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到難排序。鄧進一步提出評定語法點難易度的五大原則（陳俊光，2011：

307-309），筆者參考陳之分類與說明，節錄整理如下： 

（1）原則一：結構越複雜，困難度越高 

鄧分別從無相對應之結構（如：把字句、氣象句、語尾助詞等）、結構

層次複雜（如：兼語式、句補式等）、非典型的語法點（如：存現句、介

詞句等）及搭配限制嚴格（如：焦點句、否定句等）四個面向說明結構複

雜度與語法點難度的關係。 

    （2）原則二：語義越複雜，困難度越高 

鄧分別從語法結構的語義有多重詮釋（如：把字句、進行貌「在/著」、

介詞「跟」等）與語法結構具引申義（如：有空間─時間的語義延伸結構

之「下去」、「下來」、「起來」等）兩個角度說明語義複雜度與語法點難度

的關係。 

    （3）原則三：跨語言差距大，困難度越高 

鄧說明此原則與母語和標的語間之正、負遷移有關。若能在第二語言

的語法或/和語義結構中找到與母語全然系統化相對應的語言成分，便可產

生正遷移，而若彼此間差異大則產生負遷移。 

    （4）原則四：越不易類化者，困難度越高 

鄧指出有些語法點似乎可歸屬於某自然分類，但卻又無法根據共通性

予以系統化地定義。如漢語的分類詞，例：「本」、「冊」、「套」便可共同

表達「經裝訂成冊的出版品」，存在系統化的關聯。 

（5）原則五：語用功能越強，困難度越高 

鄧指出在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話義（即命題意義，屬語義範疇）的

習得難度高於句義（即會話隱涵，屬語用範疇）的習得。因此，一個結構

若帶有語用功能，那麼其難度將高於僅具有命題功能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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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對教學語法的重要原則之說明解釋，可知「連字結構」是一

具有難度的語法點，其具有結構複雜度、語義越複度及語用功能強。然而

英文的 even 與中文的連字結構之功能類似，後面皆可加上「極值」的概念，

因此屬於正遷移，可以透過英漢例句並列的教學方式，即「零教學」，在

母語和第二語言的距離為零之情形下，自然產生最大的正遷移效應（陳，

2011：172）。例句如下： 

（108） 這兒天氣很冷，連夏天都得穿毛衣。  

   The weather is really cold here. Even in the summer [you] have to  

wear a sweater.                 （《中文聽說讀寫 2》，2006：278） 

在此例句中，連字結構「連……都/也」翻譯為“Even …”，「連」後

引導出極端值「最不應該穿毛衣的夏天」，而英語“Even”後引導出的“the 

least possible season to wear a sweater─summer”，因此其功能類似在此部

分屬正遷移。 

總而言之，本文支持語法教學應結合結構、語義、功能及語用各層面

（劉珣，2002），由句法至篇章/語用（屈承熹，2003），並依照排序性和累

進行來進行（Teng，1997）。然而，目前教學對象設定為初中級，因此我

們的教學設計是針對連字結構之結構、語義、局部連接49（複句）、語用等

功能之練習。至於整體連接（篇章）之研究成果則會應用於將來中級以上

的教學設計中。 

 

 

 

 

 

 

 

 

 

                                                      
49 此部分將於第四章第五節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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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以筆者收集到的 604 筆語料為分析依據，統計漢語「連字結構」

在語用及篇章方面的語料分布情形，並進一步討論其可能原因。本章架構

如下，首先，第一節呈現「連字結構」各句式之語料分布與討論。其次，第

二節主要討論「連字結構」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頻率以及其與情態詞的共

現情形。再其次，第三節透過統計分析「連字結構」語料中「主題連續性」

（topic continuity)的出現頻率及與焦點信息的關係。第四節探析「連字結

構」下文的語義連貫性為何。最後，第五節分析「連字結構」的範距，討

論「整體連接」與「局部連接」在「連字結構」的分布情況。 

第一節 各句式語料分布與討論 

本文分別從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Chinese Word Sketch Engine，CWS)

收集了 369 筆語料及從聯合知識庫收集了 232 筆語料，共得 601 筆有效「連

字結構」語料；所謂有效語料即去除了「連」做為謂詞、副詞等用法及重

複的語料，只留下本文欲討論的助詞「連」的「連字結構」之語料。 

筆者將所收集到的語料以主語位置為基準進行「連字結構」句式之分

類，主語位置分別為「連前主語」、「連後主語」、「連內主語」，共分為六

小句式。如下表四-1： 

表四-1：「連字結構」的句式分類 

 六小句式 主語位置 

句式 1 主語+{連+NP} 連前主語 

句式 2a {連+NP}+主語- NP 賓主語的概念 連後主語 

句式 2b {連+NP}+主語-NP 大小主語的概念 

句式 3 {連+NP（=主語）}  連內主語 

句式 4a 省略式 （主語）+{連+NP}   連前主語省略 

句式 4b 省略式 {連+NP}+（主語） 連後主語省略 

確立「連字結構」的四大句型，六小句式後，本文對收集到的601筆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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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進行各句式分布情形之統計，結果如下表： 

表四-2：「連字結構」各句式語料分布（Word Sketch）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數 

筆 58 3 3 190 103 12 369 

% 15.72 0.81 0.81 51.49 27.91 3.25 100 

表四-3：「連字結構」各句式語料分布（聯合知識庫）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數 

筆 41 3 0 117 68 3 232 

% 17.67 1.29 0 50.43 29.31 1.29 100 

從上表四-2 可看出句式 1 至句式 4b 的語料在 Word Sketch 的分布頻

率，由高至低分別為句式 3（51.49%）句式 4a（27.91%）句式 1（15.72%）、

句式 4b（1.29%），以及比例皆為 0.81%的句式 2a 和句式 2b；而從表四-3

則可看出句式 1 至 4b 的語料在聯合知識庫的分布頻率雖有些微差異，但

由高至低的比例亦為句式 3（50.43%）、句式 4a（29.31%）、句式 1（17.67%）、

句式 4b（1.29%）、句式 2a（1.29%）及無語料的句式 2b，由上兩表我們得

知連字結構各句式的分佈排序為句式 3 > 句式 4a > 句式 1 > 句式 4b > 句

式 2a > 句式 2b。 

圖四-1：「連字結構」各句式語料分布（總比例50） 

                                                      
50

 綜合 word sketch 及聯合知識庫蒐集到的「連字結構」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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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 Word Sketch 及聯合知識庫兩語料庫由圖四-1 來看，句式 3 的分

布比例佔了總語料的二分之一以上（51.08%），其次是句式 4a 佔了將近三

分之一（28.45%）及句式 1 佔了約五分之一（16.47%），為連字結構中使

用頻率較高的三大句式；而句式 4b（2.5%），句式 2a（1%）、句式 2b（0.50%）

的分佈頻率則較低，其中句式 2b 的原始語料極少，在 601 筆總語料中僅

出現三筆，由於後三句式的語料較低，在此先不予以討論。 

首先討論句式 3 分布比例高之原因，可從漢語語序的角度切入，句式

3（{連+NP=主語}）為漢語的基本語序為 SVO 即漢語主謂句，例如： 

（109） {連我們城市的小孩子}也愛打棒球 

                  S             V  O          （Word Sketch，重引）  

而句式 2a（{連+NP}+主語- NP 賓主語的概念）及 4b（省略式{連+NP}+ 

主語 Ø ）則為漢語的移位句，語序為 OSV 即漢語移位主題句，分別如下

例（110）及（111）：  

（110） 不只是在台灣地區，{連距離很遠的中國大陸}，我們也是全心投

入，動員了所有的慈濟人。          O             S      V 

（Word Sketch，重引） 

（111） 眾人萬料不到他適才竟是裝死，{連長槍刺入身子} Ø 都渾似不覺。                                                                                                                 

O   S          V 

（Word Sketch，重引） 

就認知處理的難易度而言，漢語移位主題句為有標句式，無移位的主

謂句為無標句式（陳俊光 2011：90），在此我們可將句式 3 視為無標句式，

自然分佈比例高，而句式 2a 及 4b 則為有標句式，因此分布比例較低。 

其次，由以上統計結果得出同為「連前主語句式」的句式 1（16.47%）

及句式 4a（28.45%），不論在哪一個語料庫中，都是句式 4a 的分布比例為

高。究其原因，我們認為與漢語「回指」的相關理論有關，討論如下。我

們先檢視句式 1 的語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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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由於康熙這樣說，清代成了中國古代基本上不修長城的一個朝代，

對此我也覺得不無痛快。當然，我們今天從保護文物的意義上修理長城

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只要不把長城永遠作為中華文明的最高象徵就

好。康熙希望能築起一座無形的長城。修得安民云云說得過於堂皇而蹈

空，實際上他有硬的一手和軟的一手。 

硬的一手是在長城外設立木蘭圍場，每年秋天，由皇帝親自率領王

公大臣、 各級官兵一萬餘人去進行大規模的圍獵，實際上是一種聲勢

浩大的軍事演習，這既可以使王公大臣們保持住勇猛、強悍的人生風

範，又可順便對北方邊境起一個威懾作用。木蘭圍場既然設在長城之外

的邊遠地帶，離北京就很有一點距離，如此眾多的朝廷要員前去秋獵，

當然要建造一些大大小小的行宮，而熱河行宮，就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軟

的一手是與北方邊疆的各少數民族建立起一種常來常往的友好關係，他

們的首領不必長途進京也有與清廷彼此交誼的機會和場所而且還為他

們準備下各自的宗教場所，這也就需要有熱河行宮和它周圍的寺廟群

了。 

總之，軟硬兩手最後都匯集到這一座行宮、這一個山莊裡來了，說

是避暑， 說是休息，意義卻又遠遠不止於此。把複雜的政治目的和軍

事意義轉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一圈香火繚繞的寺廟，這不能不說

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園林和寺廟，道道地地的

休息和祈禱，軍事和政治，消解得那樣煙水蔥蘢、慈眉善目，如果不是

那些石碑提醒，我們甚至{連可以疑惑的痕跡}都找不到。避暑山莊是康

熙的長城，與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長城相比，哪個更高明些呢？                                                        

                                           （Word Sketch） 

在例（112）中，「連字結構」內的 NP 為「可以疑惑的痕跡」，主語為

位於連字結構之前的「我們」，而此處的代詞「我們」為回指兩大段以前

之「我們」，如例所示。此處使用了代詞回指，標記事件轉換，帶出新事

件的發展，即連字結構前「我們」的出現，標記了由外在「石碑提醒了軍

事和政治意涵」，轉變為內心「產生疑惑」（陳俊光 2011：247-248），因此

在這裡捨零代詞就人稱代詞「我們」，否則無法得知所指涉的對象。接著，

檢視句式 1 的名詞回指語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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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辜仲諒表示，希望能在十年之後，也就

是中國信託「點燃生命之火」全民愛心募款活動 40 周年時，徹底解決

台灣的兒童飢餓問題，讓台灣再也沒有飢餓這兩個字。以前家裡佣人

多，祖母辜顏碧霞常用閩南語提醒辜仲諒，工人早上到家裡工作，要讓

人家吃得飽，才有力氣工作。他也認為，小孩如果{連基本的吃飯}都沒

法解決，飯都吃不飽，還能談什麼偉大的事情，還能談教育，還能談打

球嗎，不可能。                                   （聯合知識庫） 

在例（113）中，「連字結構」內的 NP 為「基本的吃飯」，主語為位於

連字結構之前的「小孩」，而此處的名詞「小孩」為回指前文(第二行)的「兒

童」，如例所示。此處主語使用了名詞回指，是因為此篇章中主語包含了

「辜仲諒」、「兒童」、「祖母辜顏碧霞」，若使用零代詞便無從得知指涉對象，

可能造成語義混淆。 

接著檢視句式 4a 的語料，如下。 

（114） 陳嫌隨即投案被依殺人未遂罪嫌移送，但被害人昨天聽說他僅以

10 萬元交保，Ø 深怕生命再受威脅，Ø  {連醫院}也不敢住，Ø 決定轉院

到外地。                                         （聯合知識庫） 

在例（114）中，「連字結構」的 NP 為「醫院」，在此句式中「連」前

主語「被害人」被省略了，使用了篇章功能為標記同一事件的零代詞來回

指，連續原話題。上例（114）中使用了三個零代詞「Ø 」，因為其皆為與

被害人有關的同一事件，其描述被害人所做的四個連續動作，由「聽說嫌

犯以 10 萬交保」到「深怕生命受威脅」、「不敢住醫院」，最後「轉院」。 

許餘龍（2002：380-381）檢視了在漢語篇章中指稱詞的分布情形，結

果發現，漢語的零代詞高達 56 %，而代詞僅佔 13.2 %（陳俊光，2010：75）。

筆者認為此結果相當程度的說明了本文句式 4a（連前主語為零代詞）的頻

率分布高於句式 1（連前主語為代詞或名詞）的原因。 

此外，對於漢語傾向把句首的名詞作為主題，緊接其後的幾個句子都

傾向維持相同主題，黃宣範（1990）提出這是因為在人際溝通中，此方式

最符合認知結構與注意力的精簡原則；而本文的句式4a語料即透過零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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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符合「語言經濟原則」，即應以最小的代價（省時又省力），換取編碼和

解碼時最大的收益（Martinet，1964；Leech，1983；陳俊光，2010：79）。 

由上述理論與實證我們知道了句式 3（51.08%）分布比例極高的原因，

以及為什麼句式 4a（28.45%）的的語料分布頻率高於句式 1（16.47%）。 

第二節 研究問題一 

本小節將回應研究問題一：（1）「連字結構」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頻率

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為何，以及（2）「連字結構」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為

何？ 

筆者將從兩方面呈現統計結果與語料討論，首先呈現在「連字結構」

所引導出顯隱對比之頻率，接著進一步以此頻率來分析顯隱對比與前後景

的互動關係及其詳細數據。最後，說明「連字結構」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

以及呈現各情態詞之分布頻率及討論，後試將對引導碼「連字結構」的觀

察帶入討論中。 

一、「連字結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頻率 

「連字結構」本身帶有對比焦點（方梅，1995；鄭貴友，2002；袁毓

林，2006；陳俊光，2010），而本文進一步分析其對比項將之細分為「顯

性對比」與「隱性對比」，此處談的是單純的對比項有別於一般定義的對

比焦點。所謂的「顯性對比」指的是在上下文中有具體成分做為「顯性對

比項」，而「隱性對比」指的是在上下文中無具體成分，但可由語境推衍

出「隱性對比項」。以下為分別呈現「連字結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在 Word 

Sketch 及聯合知識庫中的分布頻率及對此結果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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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4：「連字結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Word Sketch）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

數 

總比例

% 

顯性對

比 

筆 9 2 1 91 24 6 133 
36.04 

% 15.52 66.67 33.33 48.66 22.64 50 100 

隱性對

比 

筆 49 1 2 96 82 6 236 
63.96 

% 84.48 33.33 66.67 51.34 77.36 50 100 

觀察上表四-4，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Word Sketch）語料庫中，

隱性對比於各句式之分布比例較顯性對比為高，其中有著較明顯差距的為

句式 1（84.48 % v.s.15.52 %）和句式 4a（77.36 % v.s.22.64 %），以及有著

些微差距的句式 3（48.66% v.s.51.34 %）。此外，由於句式 2b 的原始語料

僅有 3 筆，雖有高比例但不足以論證，在此不予以討論。 

筆者從語體（style）的角度切入，試探討於 Word Sketch 中隱性對比的

分布頻率較高的原因。Word Sketch 的語料來源包含哲學、社會、藝術、文

學、生活等類別，而在我們所蒐集的「連字結構」語料中多為一般敘述、

小說、故事體等，此類語料較不需要將明確重點顯示給讀者，可讓讀者細

細品味，著重於「簡潔」（terseness），所以「隱性對比」之分布比例較高。 

表四-5：「連字結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聯合知識庫）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2b 句式 3 句式4a 句式 4b 
總

數 

總比例

% 

顯性對

比 

筆 23 2 0 71 34 1 131 
56.47 

% 56.1 66.67 0 60.68 50 33.33 100 

隱性對

比 

筆 18 1 0 46 34 2 101 
43.53 

% 43.9 33.33 0 39.32 50 66.67 100 

又觀察上表四-5，在聯合知識庫中，各句式的顯性對比之比例較隱性

對比高。句式 1（56.1% v.s.43.9%）和句式 3（60.68% v.s.39.32 %），而雖

然句式 2a 的顯性對比頻率明顯高於隱性對比（66.67% v.s.33.33 %），然而

由於原始語料僅有 3 筆，在此不予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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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筆者同樣從語體的角度探析，為什麼聯合知識庫中顯性對比的分

布頻率較隱性對比為高。「聯合知識庫」為臺灣地區網路新聞語料的蒐集

平臺，所含語料來源包含報紙及雜誌，而新聞體及報導體的主要目的便是

快速抓住讀者的注意力並讓讀者於短時間內抓住重點，因此必須在報導內

將明確重點顯示出來，著重於「清楚」（clarity），因此「顯性對比」之分

布比例較高。下文將討論「連字結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之總比例，請見

下圖四-3。 

圖四-2：「連字結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總比例) 

由上圖四-2的總比例我們可以得出整體而言，「連字結構」的對比項是

以「隱性對比」的分佈頻率為多，占了總比數的二分之一以上（56.07%），

「顯性對比」稍低於「隱性對比」的分佈頻率，占了五分之二左右

（43.93%）。此結果顯示在「連字結構」的篇章中，是較傾向簡潔的，為

了簡潔便將舊信息隱去。而以下張欣戊、鄭玲宜（1988：253-262）的說法

更進一步說明了連字結構之隱性對比的分佈頻率較高的原因，張與鄭認為

漢語較傾向簡潔，因而某些時候得犧牲清楚，因此，聽話者須依靠其對語

境的瞭解及自身的百科知識來推衍出隱去的信息（陳俊光，2010：79）。 

此外，由「引導碼」的概念來審視此結果，我們知道「連字結構」本

身會引導出「顯性對比項」以及「隱性對比項」，其對讀者或聽者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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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某制約（constraint）（Blakemore 1987：127；李希奇，2015：16），保

證讀者或聽者盡最小努力尋找話語與認知間的關聯，並引導讀者或聽者解

讀下文，協助其理解說話者所要表達的內容（李希奇， 2015：16）。 

二、顯隱對比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 

 以下呈現「連字結構」對比項內顯隱對比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在

Word Sketch 及聯合知識庫中的數據並對此結果進行討論。 

(一) 顯性對比句中前顯與後顯之分布 

顯性對比句中的「前顯」指的是出現在「連字結構」之前的顯性對比

項，而「後顯」指的是出現在「連字結構」之後的顯性對比項，在此小節

將探討「連字結構」顯性對比句中的前顯與後顯之分布比例。 

表四-6：顯性對比句中前顯與後顯之分布比例(Word Sketch)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

數 

總比例

% 

顯性

對比 

前顯(筆) 3 1 1 64 20 4 93 69.92 

後顯(筆) 6 1 0 27 4 2 40 30.08 

133 100 

表四-7：顯性對比句中前顯與後顯之分布比例(聯合知識庫)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

數 

總比例

% 

顯性

對比 

前顯(筆) 10 2 0 54 24 0 90 68.70 

後顯(筆) 13 0 0 17 10 1 41 31.30 

130 100 

檢視上表四-6 及四-7，可以發現無論在 Word Sketch 或是在聯合知識

庫中，以「連字結構」為標竿，出現在其前的顯性對比項之分佈比例皆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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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在其後的顯性對比項為多，前顯在顯性對比句中的分佈比例占了近七

成，而後顯則大約為三成左右，由此結果我們進一步檢視兩語料庫加總的

分佈比例，如下圖： 

 

圖四-3：「連字結構」顯性對比在前與顯性對比在後之比例 

根據上圖四-3 的統計結果，我們發現出現在「連字結構」前的顯性對

比項較多，而出現在「連字結構」後的顯性對比項較少。「連字結構」前

的顯性對比項作為後景句(前顯後景句)的比例高達 69.2%，「連字結構」後

的顯性對比項作為前景句(後顯前景句)的比例佔「連字結構」全部顯性對

比項 264 筆語料中的 30.8%。 

根據以上結果，我們進一步探究出現在「連字結構」後的顯性對比項

之前景句的語料，發現其內含有許多補述句的用法，因此可將其細分為「後

顯前景句」以及「後顯補述句」，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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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8：連字結構後顯對比項之「前景句」及「補述句」的分佈比例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數 % 

後顯 前景 14 0 0 6 10 2 32 39.51 

補述 5 1 0 38 4 1 49 60.49 

由表四-8 我們得知在「連字結構」後的顯性對比項中之補述句使用比

例占全部後顯語料 81 筆中的 60.49%，較前景句之 39.51%使用比例高。下

面分別對「連字結構」後的顯性對比項之「前景句」與「補述句」各舉一

例說明，如下。 

（115） 有一位年輕的作家，他有一天接到消息，說他的大學同窗兼室友不

幸罹患了「愛滋病」，因為怕被傳染，所以{連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所

有的朋友}都不敢去看他。可是這位作家卻決定去看他的朋友，見面的

時候，沒講多少話，只是伸出友情的手，搭在朋友的肩膀上。                          

（Word Sketch，重引） 

（116） 二女兒與軍中同袍相戀三個月即奉子成婚，對方父母來提親時，C

的丈夫拒不出面，{連婚禮}也經苦勸才出席。女兒想回家坐月子，卻又

被這父親堅決反對，結果二女兒與父親也決裂了。一個家四分五裂，夫

妻終於也爆出要離婚。離婚這種事只有自己才能決定。二十幾年前該離

而未離，父母的長期爭吵與家暴，小孩一定受到傷害。  （聯合知識庫）                        

例（115）屬於「後顯前景句」，其中以表焦點的「連字結構」為基準，

出現在其後的對比項後顯「這位作家」與「連字結構」內的「父母，兄弟

姊妹，以及所有的朋友」互為顯性對比項。其中表焦點的「連字結構」點

出當最應該去看這位愛滋病病患的「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所有的朋友」

（極端值）都因為怕被傳染而不敢去看他時，「這位作家」卻決定去看他；

而出現在「連字結構」後的後顯「這位作家」帶出前景句，下文皆圍繞「這

位作家」探病時的情況，故為前景句。而例（116）屬於「後顯補述句」，

其中出現在「連字結構」後的對比項後顯「坐月子」與「連字結構」內的

「婚禮」互為顯性對比項，此句的下文並未圍繞談論後顯對比項「坐月

子」，而是著重在家庭的「四分五裂」與「夫妻離婚」的敘述，故為補述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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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回到圖四-3 的結果，將之以比率來看，可得出連字結構前的

「前顯後景句」與連字結構後的「後顯前景句」之分布比率為 2+:1，請見

下圖四-4 之圖示說明。 

 

圖四-4：連字結構與前後景句的語序及比率 

本文認為在顯性對比句中，「前顯後景句」的分佈比率為「後顯前景句」

的兩倍以上之原因（參看表四-6 和表四-7），在於表焦點的連字結構出現之

前需要有背景的鋪陳，如此一來在焦點句連字結構出現時才不會顯得太突

兀。而後景句的主要目的即要為故事主要事件設立評價性與附帶性的背景

信息(Liu﹝劉憲民﹞，1996：58；陳俊光，2011：386)。此外，王萸芳（1997：

468）指出現在主要子句前的副詞子句在言談中大都攜帶的是已知訊息

(given information)，其目的是設立言談架構(discourse frame)作為發展下文

用。而此與本文的前顯後景句作為鋪陳句之概念相合。 

以下舉「前顯後景句」的例句說明，如下： 

（117） 上五專後，天天搭公車到校，經常遇到有人因認錯而找我敘舊，我

也幾次差點為此遲到。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頭髮花白的老爺爺，他每

次見到我都非常高興又激動，若非我躲得快，鐵定被他當成失聯多年的

孫女擁入懷中。但，「大眾臉」還不稀奇，奇的是我{連聲音}也常被認

錯。那回姊姊剛出門，她的男友就來電，我據實以告，他卻不信，還口

口聲聲說：「不要騙我，我認得妳的聲音。」           （聯合知識庫） 

（118） 小美（化名）長得十分漂亮，個性活潑大方，一直受到許多人的喜

愛，但在高三那一年，因準備升大學考試的課業壓力，再加上時常熬夜

念書、作息不正常，身上開始陸陸續續出現一些大小不一的紅色斑塊，

{連頭皮}也是，想用衣服遮掩也無法完全蓋住，讓她開始害怕與人接

觸，也失去以往自信的笑容。                        （聯合知識庫） 

上例（117）中以表焦點的「連字結構」為基準，出現在其前的前顯「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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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連字結構」內的「聲音」互為顯性對比項。在「連字結構」之前的句

子皆為敘述故事主角容易因為長相（大眾臉）被人誤認，此即為了表焦點

「連字結構」之主角的「聲音亦常被認錯」提供附帶性背景信息；而在例

（118）中出現在表焦點的「連字結構」前的前顯「身上」與「連字結構」

內的「頭皮」互為顯性對比項。在「連字結構」之前，對於「小美因課業

壓力、作息不正常而身上長出紅色斑塊」的敘述皆是為「連字結構」的焦

點「頭皮出現紅色斑塊」來鋪陳，有了「連字結構」前的前顯後景句之鋪

陳便使焦點「連字結構」的出現顯得不那麼突兀了。 

由以上結果我們可以得出一初步結論，即連字結構的顯性對比項是具

有帶出含有補充說明或鋪陳性成分之傾向性的。下面我們接著探討顯性對

比句中前顯與隱性對比句中之分布。 

 （二）後顯與隱性對比項之分布 

 如前文所說，顯性對比句中的「後顯」指的是出現在「連字結構」

之後的顯性對比項，而「隱性對比項」指的是出現在「連字結構」上下文

中的隱性對比項，在此小節將針對「連字結構」對比句中的後顯與隱性對

比之分布比例來探討，詳見下表。 

表四-9：後顯與隱性對比項之對比項分布比例(Word Sketch)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數 總比例% 

後顯(筆) 6 1 0 27 4 2 40 14.49 

隱性(筆) 49 1 2 97 81 6 236 85.51 

276 100 

表四-10：後顯與隱性對比項對比項之分布比例 (聯合) 

 句式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數 總比例% 

後顯(筆) 13 0 0 17 10 1 41 28.87 

隱性(筆) 18 1 0 46 34 2 101 71.13 

142 100 

檢視上表四-9 及表四-10，可發現以「連字結構」為基準，出現在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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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隱性對比項之分佈比例皆較出現在其後的顯性對比項高得多，無論在

Word Sketch 中的 85.51% vs 14.49%，或是在聯合知識庫中的 71.13% vs 

28.87%，由此結果我們進一步檢視兩語料庫加總的分佈比例，如下圖四-6： 

 

圖四-5：「連字結構」後顯與隱性對比項之分布比例(Word Sketch+聯合) 

根據上圖四-6 的統計結果，我們發現出現在「連字結構」後的隱性對

比項較多，而出現在「連字結構」後的顯性對比項較少。「連字結構」上

下文中的隱性對比項作為隱性對比句的比例高達 80.62%，「連字結構」後

的顯性對比項作為前景句的比例則為 19.38%。若以比率來看，可得出連字

結構上下文中的「隱性對比句」與連字結構後的「後顯前景句」之分布比

率為 5:1，請見下圖四-7 之圖示說明。 

 

 

圖四-6：連字結構與「隱性對比句」及「後顯前景句」的語序及比率 

由上述結果我們知道在「連字結構」上下文中的「」及其下文中的「後

顯前景句」之比率是 5:1，即「隱性對比句」的分布頻率較高，究其原因

為出現在「連字結構」之後的隱性對比，本身是一種補述或較不重要的成

分，故可隱去，我們透過細部印證發現隱性對比句符合「簡潔」原則，後

連字結構(焦點句)----隱性對比句 (隱性:5)----前景句(後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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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則符合「清楚」原則，而隱性對比句的比例較後顯多出許多，是因為漢

語為語用的語言，是傾向簡潔的，如上文提及，在漢語中許多被隱去的內

容皆可透過上下文語境或自身的百科知識推衍出（張欣戊、鄭玲宜，1988：

253-262；陳俊光，2010：79），故出現在「連字結構」下文中的「隱性對

比句」的分布頻率自然為高。由於前文已展示過後顯前景句的例句，在此

僅討論隱性對比句，例句如下： 

（119） 66 歲的廖周玉惠在民國 90 年診斷出乳癌第四期，13 年來癌症六度

叩門。她因為積極治療、樂觀面對，去年體檢時癌指數大幅下降，{連

醫生}都感到不可思議，她說自己是「打不死的小強(蟑螂)」。台灣癌症

基金會昨舉辦抗癌鬥士頒獎典禮，並出版刊物 ，將抗癌鬥士們的生命

故事，與大眾分享。                                （聯合知識庫） 

（120） 公寓外只有小陰溝，裡頭有大肚魚。村和村之間有一塊空地，當時

少棒青少棒在台灣很瘋狂，{連我們城市的小孩子}也愛打棒球，空地自

然變成球場了。王某人小時了了， 是孩子頭，也是打棒球的強打和王

牌投手。另外的幾個玩伴，高已從陽明醫科畢業，李從台大法律系畢業

後，成了小有名氣的律師，只有王某人還在這兒混，真是大未必佳！              

（Word Sketch，重引例 93） 

上例（118）中以表焦點的「連字結構」為基準，其中最為專業的「醫

生」（極端值）與「連字結構」後未受過專業醫學訓練的「一般人」互為隱

性對比項，其隱去的次要信息為「何況是一般人呢？」由上下文的語境理

解，我們可以推衍出此段語義為即使是最為專業的「醫生」對於周玉惠癌

指數大幅下降都感到不可思議，無從解釋更何況是未受過專業醫學訓練的

「一般人」呢？而上例（119）中在一般人的認知裡不喜愛運動的「城市的

小孩子」與「連字結構」後喜歡運動的「鄉下的小孩」互為隱性對比項，

隱去的次要信息為「何況是鄉下的小孩呢？」由上下文的語境理解，推衍

出此段語義為當時青少棒在台灣的瘋狂程度是即使一般不愛運動的「城市

的小孩子」也紛紛加入的運動，何況是本身就喜愛運動的「鄉下小孩」呢？ 

綜上所述我們可得出以下結果，其一，就整體而言「連字結構」的對

比項是以「隱性對比」的分佈頻率為多，占了總比數的二分之一以上，究

其原因，漢語傾向簡潔，因此隱去許多次要訊息，而人們可透過對上下文

 



漢語「連字句」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88 
 

語境及自身的百科知識推衍出隱去的信息；其二，「連字結構」前的顯性對

比項作為後景句(前顯後景句)佔總顯性對比項語料六成多的原因是「前顯後

景句」是用來替焦點連字結構鋪陳背景，使連字結構出現時不顯突兀。最

後，「連字結構」上下文中「隱性對比句」所佔比例高出其下文中的「後顯

前景句」許多亦與漢語傾向簡潔有關。 

三、「連字結構」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 

筆者認為「連字結構」中的「連」有引導出異於常態之極端值的特性，

而極端值帶有主觀色彩，是說話者於說話前在腦中的選擇，與說話者的情

感態度習習相關，因此具有引導極端值概念的引導碼「連字結構」往往會

伴隨情態詞的出現。關於此筆者將探討「連字結構」各句式與情態詞的共

現情況，以及各類情態詞（義務、認知、動力及評價情態）共現之語言現

象及其原因。下圖為本小節語料分析及討論之架構。 

 

圖四-7：連字結構情態詞共現之語料分析架構51
 

 

                                                      
51 評價情態中表預料的副詞包含「甚至」、「竟」與「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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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字結構」各句式與情態詞的共現 

首先以下表格將呈現「連字結構」各句式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詳見

下表： 

表四-11：「連字結構」各句式與情態詞的共現（Word Sketch）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數 

筆 33 1 0 99 45 5 183 

% 18.03 0.55 0.00 54.1 24.59 2.73 100 

表四-12：「連字結構」各句式與情態詞的共現（聯合知識庫）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數 

筆 24 0 0 45 38 3 110 

% 21.82  0.00  0.00  40.91  34.55  2.73  100 

表四-13：「連字結構」各句式與情態詞的共現（總表）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數 

筆 57 1 0 144 83 8 293 

% 19.45 0.34 0.00 49.15 28.33 2.73 100 

 

觀察表四-11 到表四-13，發現同為連前主語句式的句式 1 和 4a 以及連

後 NP 即主語的句式 3 在各語料庫中皆佔有相當高的比例。在 Word Sketch

（表四 -11）中，連前主語句式與連後 NP 即主語句式佔的比例

（ 18.03+24.59=42.62% vs 54.1% ）； 在 聯 合 知 識 庫 中 的 比 例 為

（ 21.82+34.55=56.37% vs 40.91% ）； 在 總 表 中 比 例 為 （ 19. 

45+28.33=47.78% vs 49.15%）。 

我們試探究此兩句式(句式 1+4a vs 句式 3 )與情態詞高比例共現之原

因，發現，這兩句式在 601筆的原始語料中之分布本來就多(99+171=280 vs 

307) 因此與這兩類的共現的情態詞多亦是一自然現象
52
。 

 

                                                      

52由於句式 2a/2b/4b 的語料過少，因此不作細部討論，僅將數據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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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字結構」各情態詞的共現 

由上表四-13我們知道從筆者蒐集到的 601筆語料中共有 293筆語料與

情態詞共現。根據下圖四-9 我們亦發現「連字結構」最常與義務情態共現，

占所有語料的 69.73%，與評價情態的共現則為次多，占 11.9%，而與動力

情態（9.52%）及認知情態（8.84%）的共現所佔的比例則較低。詳如下圖。 

Word Sketch 聯合知識庫 Word Sketch+聯合

義務情態(%) 68.48 71.82 69.73

認知情態(%) 11.41 4.55 8.84

動力情態(%) 6.52 14.55 9.52

評價情態(%) 13.59 9.09 11.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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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圖四-8：「連字結構」與各情態詞的共現比例 

上圖四-8 共有四種情態詞與「連字結構」共現，比例多寡依序為：義

務情態>評價情態>動力情態>認知情態，以下分別討論。 

    2.1「連字結構」與義務情態的共現 

本文與「連字結構」共現的義務情態詞包含了否定副詞（不、別）、助

動詞（得、要１
53）及表許可用法的可、可以 1及能 1，如下表四-14 所示。

                                                      
53
漢語的「要」為一多義詞，因此筆者將語料中的「要」參考（謝，2006a：53-59）將「要」依

情態分為義務、認知（判斷-猜測用法）及動力（意願）情態三類之論點；以及許婷婷（2013）

提出的華語助動詞的「要」有三種，分別為表義務情態、欲求情態以及表鄰近未來（immediate 

future），將本文的「要」分如下三類，「要 1」為義務情態詞，含「得要」義；「要 2」為認知

情態詞中表判斷及猜測用法，含「將要」及「臆測」義；「要 3」為動力情態中表意願用法，含

「想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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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要１」（must）為含「得要」義的要。而本文將可以 1及能 1歸為許

可用法是參考呂（1999：414-416）提出「能 1」具有「許可」義，表情理

上及環境上的許可，及陳玉華（2000：24-27）提出的「可以 1
54」與能 1

的「許可」義重疊一說。 

表四-14：「連字結構」與義務情態的共現比例 

 義務情態 

否定詞 助動詞 能願動詞 

不 別 得 要 1 可、可以 1、能 1 

Word Sketch 114 0 4 6 2 

聯合知識庫 69 1 4 4 1 

總和 183 1 8 10 3 

184（62.58%） 18（6.12%） 3（1.03%） 

如表四-14 所示與「連字結構」共現的義務情態詞包含了三類，其共現

比例分別為否定詞（62.58%）、助動詞（6.12%）及能願動詞（1.03%）。本

小節將依序討論此結果，首先由篇章層面來談「連字結構」與否定詞的共

現。 

（1）義務情態否定詞（62.58%） 

我們由前人研究及本文觀察，具引導碼功能的「連字結構」中「也」

與「都」後引導出的語用功能為「與預期相反」（counter-expectation），即

反預期。而否定詞往往表示不好的情況，與人們的期望是相反的（宋作艷、

陶紅印，2008：67），因此其正可以表現「連字結構」中「也」與「都」

後引導的反預期功能，當預期值（expected value）和斷言值（asserted value）

（Biq，1989）產生落差時，自然也會形成篇章上的前後對比（蔡沂庭，2014：

89）。又「連字結構」與義務情態否定詞高比例共現的情形，在蔡（2014）

對副詞「可」的研究中也有著相同結果，因此我們可知義務情態否定詞是

語用中相當常用的方式。 

以下舉與「連字結構」共現的義務情態否定詞中，原始語料筆數最多

                                                      
54 
在此標註「能 1」及「可以 1」是要與下文中動力情態下的「能 2」、「可以 2」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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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183 筆，見表四-14）為例，如下所示： 

（121） 荀子講的性惡，是指情慾是惡的，並沒談到心的問題。這麼重要的

分辨，在整本教科書裡沒有談到。思想的取向沒有分清楚，{連大人看

了}也不能接受，何況是中學生？把儒家當成教條，念了就要做好人，

好事，好公民，念了就要孝順父母，尊敬師長，那麼如果不念，是不是

可以不做呢？不可以，因為我的心會有適當的反映。對儒家有沒有研

究，一句話就可以分辨高低。                     （Word Sketch） 

一般而言人們預期已成年的「大人」能接受各種情況，例（121）中「連

字結構」後的「不」用來表示預期相反，與「連字結構」中「也」引導出

反預期語用概念相符。而例（121）中由「連」引導出的極端值「大人」

與下文的對比項「中學生」產生對比，在此使用「不」是告知讀者本應是

人類群體中最應該接受教科書中無分析辨識重要思想取向的「大人」並不

如他們所料想的接受了這個情況，他們反而不接受了，因此更別說是尚未

成年的「中學生」了。 

其次若由義務情態判斷標準來看，否定詞有「禁止」、「提醒」、「警告」

等特性，因此「連字結構」與這類否定詞共用表提醒及警告，提醒聽者不

知道、未注意及忽略的部分。試以此角度分析上例（121）中「連字結構」

後的「不」之出現便是提醒讀者一個他們未注意（大人不接受）的情況。 

此外，「連字結構」與否定詞共現比例達 62.58%的結果，亦與宋作艷

及陶紅印（2008：69）的研究結果相似，他們指出在漢語書面語中由「因

為」引導的後置原因從句裡與「否定」共現的語料達 40%，另外在蔡沂庭

（2014）對於引導碼「可」的研究中，亦指出「可」與否定詞的共現達 36.4%，

故可知義務情態否定詞是語用中常見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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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義務情態助動詞（6.12%） 

上表四-16 中的義務情態助動詞（「得」、「要 1」）表指令、規定、提醒、

警告等功能，佔與「連字結構」共現情態詞總數的 6.12%，如下例（122）

至（125）： 

（122） 老虎正餓得發慌，馬上抓住狐狸，要把它吃掉狐狸卻一點兒也不害

怕，大聲說：你的膽子倒是不小，居然想要吃我。你知道嗎?上帝已經

派我作百獸之王，{連你}也得歸我管。如果你傷害我，上帝會要了你的

命。                                             （Word Sketch） 

（123） 最近一個月受到極地低溫的影響，{連台中的夜晚}都得開暖氣，新

買的手提箱型電暖器，實在是深夜趕稿良伴。同樣當我忙於寫稿時，咕

姬悄悄靠近電暖器。此時我還沒發現，直到……咕姬發出一聲尖叫，並

且急忙跳開。                                    （聯合知識庫） 

（124） 曾經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一位母親因為連續生了五個女兒才得到

一個兒子，所以將所有的愛都放在這個孩子身上，他從小被寵壞了，在

家是小霸王，五個姊姊都得讓他{連父母}都要聽他的，這樣的家庭培養

出來的孩子，怎麼會好呢？                       （Word Sketch）                           

（125） 鄭欣宜表示，母親剛過世時，她跟朋友吃飯會學沈殿霞請客，借錢

給朋友也不追討，一度讓自己窮到帳戶只剩一百多元。一年過後，她學

會記帳、戒喝咖啡，跟朋友吃飯改成各自付帳，{連買日用品}都要貨比

三家。近年她努力工作，收入漸趨穩定，日前拍廣告賺進台幣 120萬元，

是入行以來最高酬勞。                              （聯合知識庫） 

上例（122）及（123）為「連字結構」與「得」共現的例子，而例（124）

及（125）為「連字結構」與「要」共現的例子。根據前文中所提，「得」

與「要」的義務情態功能包含指令、規定、提醒、警告等。以下以情態功

能來討論例（122）至（125）中的義務情態助動詞，首先看「警告」功能，

在上例（122）中的「得」表示警告的情態，發話「狐狸」透過使用義務

情態詞「得」警告對話中的受話者「老虎」不得傷害牠，「因為上帝已派

狐狸作百獸之王，所以即使是老虎（極端值）也得歸狐狸管」，此句中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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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值「你」（老虎）由「連」引導出，「也」則引導出與一般社會預期相反

的「老虎歸狐狸管」之超常情況。 

接著看有義務情態詞「提醒」功能的「得」及「要」之例子，如上例

（123）至（125）。例（123）中使用「得」來提醒讀者注意由「連字結構」

引導出「台中夜晚要開暖氣」之反預期超常情況，表氣溫極低；例（124）

中使用「得」來提醒讀者注意由「連字結構」引導出「父母也要聽孩子的」

之反預期超常情況，加深讀者對這個小孩被寵壞了的事實；例（125）中

使用「得」來提醒讀者注意由「連字結構」引導出「鄭欣宜買日用品貨比

三家」之反預期特殊情形，加深讀者對「鄭欣宜」在使用金錢上態度的改

變。 

（3）義務能願動詞（1.02%） 

上表四-14 中的義務情態能願動詞（「可」、「可以 1」、「能 1」）表許可

的情態功能，佔與「連字結構」共現情態詞總數的 1.02%，如下例： 

（126） 女友小嫻懷孕 5 個月，因個性低調，深居簡出，{連產檢}都要求宥

勝只能送到門口，宥勝笑說：「小嫻是很難取悅的人，她喜歡我寫卡片

給她，她生日，我特別畫了一張像 A4 大小的卡片，上面有一家三口環

遊世界的圖片。」                                （聯合知識庫） 

上例（126）為「連字結構」與義務能願動詞「能」共現的例子，根據

前文中提到，「可」、「可以 1」、「能 1」的義務情態功能為「許可」，因此在

此例中使用「能」表經過女友小嫻的許可，產檢時宥勝可以送到門口。 

觀察上圖四-4 的統計結果顯示，「連字結構」與義務情態詞的共現比例

最高（75.13%）的原因是「連字結構」中「也」與「都」後引導出的「反

預期」（反聽/讀者或反社會常態）之語用功能，與義務情態（如禁止、警

告、提醒、許可）的表達，是相關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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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連字結構」與認知情態的共現 

本文將與「連字結構」共現的認知情態分為判斷真偽的動詞及含有判

斷及猜測義的副詞兩類；而動詞內有繫動詞「是」以及助動詞「要 2」，副

詞內則有「難道」、「究竟」、「恐怕」，共現比例詳如下表四-15。 

表四-15：「連字結構」與認知情態的共現 

 認知情態 

動詞(判斷-真偽) 副詞(判斷-猜測) 

是 

(繫動詞) 

要 2 

(助動詞) 

難道 究竟 恐怕 

Word 

Sketch 

16 1 2 1 1 

聯合知識庫 1 0 3 0 1 

總和 17（5.78%） 1（0.34%） 5（1.7%） 1（0.34%） 2（0.68%） 

 18（6.12%） 8（2.72%） 

（1）認知情態動詞（6.12%） 

檢視上表四-15「連字結構」與認知情態繫動詞「是」的共現比例相對

高，占所有情態詞語料的 5.78%。繫詞「是」屬於認知情態的判斷系統，

其 “依據內在的主觀判斷傳達對命題內容是否為真的確信程度”（謝，

2006a：49），如例（127）、（128）： 

（127） 晉兵乘勝渡河，秦軍主將首先陣亡，秦軍就一潰不可收拾，自相踐

踏，傷亡很重朱序又在後面大叫：秦軍敗了，秦兵逃得更厲害，Ø  {連

風聲鶴唳}，都以為是晉兵追來。這一次敗仗使秦兵損失了十分之七八，

再也不敢打東晉的主意。在東晉方面，原以為必敗的一仗，竟然打贏了。

這一次以寡敵眾的戰役，是一次決定性的戰爭，從此北方胡人開始分

裂，不敢再向南方侵略了。                          （Word 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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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本來才氣是可以好的，你卻讓他變成不好；名利權勢變成自己的名

利心、權力欲，就不好了。不僅是桎梏，而且還讓自己腐化，以致光明

度、透明感也減弱；人文心則變成空理跟濫情，原來我們所擁有的都可

能變成負面，反而動搖了我們的存在，所以難怪活不好，因為自然世界

是戰場，人間社會是戰場，{連內在自我}也是戰場，所以在此我們要有

個扭轉， 而且要通過自我的修行去養成。           （Word Sketch） 

於例（127）中，「風聲鶴唳」就字面上的意思為「風聲和鶴的叫聲」，

在一般情況下，人們預期聽到風聲和鶴的叫聲的反應是平靜的，然而在此

以「連字結構」引導出反聽者預期，其後的成分「是」則加強命題已成立，

即「風聲鶴唳，都以為晉兵追來了」的命題為真。例（128）中，一般人

對於「內在自我」的理解應是一片最平和的淨土，作者以「連字結構」中

的「也」引導出反聽者預期，將「內在自我」描寫成「戰場」，其後的成

分「是」則判斷緊接的命題為真，且由「自然世界是戰場→人間社會是戰

場→內在自我是戰場」這樣層層遞進的方式正面加強對命題「內在自我是

戰場」為真的保證程度。 

此外，在表四-15 中觀察到在聯合知識庫（16 筆）中的繫詞「是」之

出現筆數低於 Word Sketch（1 筆）極多，我們認為這與兩語料庫的「文體」

不同有關，聯合知識庫為新聞體所以要客觀，因此認知情態詞「是」出現

的筆數自然應低。而上表四-15 中的「要 2」僅出現 1 筆，語料不足，因此

不納入討論。 

（2）認知情態副詞（2.72%） 

上表四-15 中「連字結構」與認知情態判斷副詞「難道、究竟、恐怕」

共現的比例極低，占所有情態詞語料的 2.72%，因此筆者在此僅討論判斷

副詞中共現比例相對高的「難道」（1.7%），如下例： 

（129） 公主又猜了好幾個原因，木易連連搖頭。你一定有什麼心事瞞著

我。我們是夫妻，難道{連我}都不能告訴嗎﹖是不是你離家太久了，想

念故鄉﹖公主一再地追問，並且已經猜出了他的心事，木易駙馬知道不

能再逃避現實了。                              （Word 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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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例（129）中，「我」即「公主」，也就是例（129）中「木易」的

妻子，以社會預期的角度而論，「夫妻」間是最不應該有秘密的，然而作

者使用「連字結構」中的「都」來引導出反社會預期，其前認知情態判斷

副詞的「難道」則加強對「心事瞞著不告訴我（妻子）」命題猜測義之成

立。  

2.3「連字結構」與動力情態的共現 

本文將與「連字結構」共現的動力情態分為潛力助動詞（會、能 2、可

以）及意願助動詞（要 3、肯、願意）兩類，對於「潛力助動詞」的分類，

本文參考謝（2006a：58-59）動力情態下的潛力系統之分類架構及黃郁純

（1999：73）提出的「能 2」及「可以 2」是指某種情況或條件下才有的能

力或可能性之語義見解；而「意願助動詞」下的「要 3」、「肯」、「願意」

皆含讓某事成真的「意願」，因此歸為一類。共現比例詳如下表四-16： 

表四-16：「連字結構」與動力情態的共現 

 動力情態 

助動詞-潛力55
 助動詞-意願 

會、能 2、可以 2 要 3、肯、願意 

Word Sketch 9 3 

聯合知識庫 9 7 

總和 18 10 

% 6.12 3.4 

檢視上表四-16「連字結構」與動力情態潛力助動詞的共現比例占所有

情態詞語料的 6.12%，而與意願助動詞的共現比例為 3.4%。 

首先，潛力助動詞「會」、「能 2」、「可以 2」屬於動力情態，其具“能或

要讓一個事件成真的潛力”（謝，2006a：51），如下例： 

 

                                                      
55

 本文此處的「潛能」助動詞與「意願」助動詞之區分是採自謝(2009a)的分類，而這兩類鄧守

信則分別使用「能願動詞」及「意願動詞」的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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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教育部指出，以往取得升學保送資格的管道極多，除了全國聯賽及

區中運外，{連各運動協會舉辦的全國錦標賽}亦都能使選手獲得保送資

格;但自去年起，籃球排球已舉辦全國聯賽，前六名均可獲得保送資格，

因而取消其他的保送管道。                         （Word Sketch） 

於上例（130）中，「各運動協會舉辦的全國錦標賽」在現在的標準來

說是不能算是「升學保送的管道」，因此作者使用「連字結構」中的「都」

引導出反社會預期，說明「以往取得升學保送資格的管道極多」，其後動

力情態潛力助動詞「能 2」則加強以往選手獲得保送資格潛力多的命題為

真。 

其次，意願助動詞「要 3」、「肯」、「願意」屬於動力情態，其具“能或

要讓一個事件成真的意願”（謝，2006a：51），如下例： 

（131） 在師生以及廠商的努力下，鬼屋廁所打掉重建，並改善採光，洗手

台前的大鏡子加入馬賽克拼貼，以鵝卵石排成魚的形狀，並有各種不同

的石材點綴，設計充滿童趣。更有學生在畢業後，已結婚成家，仍念念

不忘「那座我設計的廁所」，{連拍婚紗照}都選擇要來這座廁所取景，

陳松宜說：「沒有熱心的老師就沒有『大坑玩美高手』，教育觀念不斷創

新，我們希望透過嶄新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可以愛上學習。」                                         

                                                    （聯合知識庫） 

於上例（131）中，一般社會預期「拍婚紗照」應在風景優美的地方，

然而此句以「連字結構」中的「都」引導反聽（讀）者預期的情況，其後

動力情態意願助動詞「要 3」則增強學生選擇了最不可能的「廁所」（極端

值）來作為拍婚紗照場景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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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連字結構」與評價情態的共現 

本文將與「連字結構」共現的評價情態詞為有預料用法的副詞「甚至」

與「竟(然)」，共現比例詳如下表四-17： 

表四-17：「連字結構」與評價情態的共現 

 評價情態 

副詞-預料用法 

甚至 竟(然)  

Word Sketch 23 2 

聯合知識庫 10 0 

總和 33(11.22%) 2(0.68%) 

檢視上表四-17「連字結構」與評價情態副詞「甚至」的共現比例高，

占所有情態詞語料的 11.22%，而與評價情態副詞「竟(然)」的共現比例僅

有 0.68%，因此本文不討論後者。 

評價情態副詞「甚至」屬於評價情態，其為“將命題的情境與自身的預

料作對比後給予的評價”（謝，2009a：52），如下例： 

（132） 今年元旦假期有 4 天，適逢跨年迎曙光，台東地區有不少活動舉

行，吸引不少觀光客前來，包括富野渡假會館、知本老爺等位在太麻里、

知本溫泉區、台東市區及縱谷地區的所有飯店房間，早在 1 個月前就被

預訂一空，目前就連民宿也僅剩下 1 成可訂，甚至{連風景區內派出所

的露營區}也被預訂光。                             （聯合知識庫）                                                              

一般人們在假期旅遊選擇住宿的可能訂購順序為「飯店房間」、其次為

「民宿」最後才會選擇「露營區」，在上例（132）中 使用「連字結構」

引導出聽（讀）者預期，而「露營區」（極端值）與前顯「民宿、飯店」（交

替值）產生對比；「連字結構」前的評價情態副詞「甚至」用來加強對於

命題情境「風景區內派出所的露營區被預訂光」之預料的反差，即本應是

旅行住宿時最不會選擇的「派出所露營區」並不如預期，反而被預訂光，

可想而知元旦假期台東地區觀光客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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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連字結構」與義務（denotic）情態詞的共現比例最高，

達69.73%，包含否定詞的62.58%和義務情態助動詞及能願動詞的7.15%，

表提醒、警告、規定、禁止等義務情態的特性；其次為評價（evaluative）

情態的11.9%，透過將命題的情境與一般預期作對比後給予的評價以表達

反預期的功能；再其次則為動力（dynamic）情態的9.52%，表能或讓事件

成真的潛力與意願，與「連字結構」中「都/也」引導出的反預期功能不相

牴觸；最後為認知情態的8.84%，就由內在主觀判斷命題為真的程度來完

成「連字結構」「都/也」引導出的反預期。由以上結果，我們更加確定「連

字結構」具有引導碼的功能。 

四、小結 

本節摘要研究問題一之發現，結果有二，依次敘述如下。首先討論「連

字結構」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頻率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帶有對比焦點的

「連字結構」，其引導出「顯隱性對比項」，於「連字結構」的篇章中是以

隱性對比的出現頻率較高，佔 56.07%，顯性對比則達 43.93%。此結果顯

示由於漢語傾向簡潔，隱去的舊信息聽話者須自行推衍，故在「連字結構」

的篇章中以「隱性對比項」為多。此外，由「連字結構」引導出「顯隱性

對比項」的情況，應證其具「引導碼」的功能，能引導讀者或聽者以最省

力的方式理解說話者要表達的內容。接著，探析顯隱對比與前後景的互動

關係。結果顯示顯性對比項出現在「連字結構」前的「前顯後景句」分佈

頻率達 60.49%較出現在「連字結構」後的「後顯前景句」之 19.38%高得

多，究其原因乃前者是用來替焦點連字結構鋪陳背景，故連字結構的顯性

對比項往往具補充說明或鋪陳性成分。接著同為出現在「連字結構」下文

的「隱性對比項」之出現頻率高達 80.62%，較「後顯前景句」所佔 19.38%

高出許多，此亦與漢語傾向簡潔有關。 

其次，討論「連字結構」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在語用方面，「連字結

構」與表提醒、警告、規定、禁止等特性的義務情態詞之共現比例最高，

達 69.73%，包含與否定詞的共現佔 62.58%、助動詞（6.12%）及能願動詞

（1.03%），其中否定詞表與期望相反，因此其正可以表現具引導碼功能

的「連字結構」中「也」與「都」後引導出的反預期語用功能；其次，「連

字結構」與評價情態的共現比例為 11.9%，透過將命題的情境與一般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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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對比後給予的評價以表達反預期的功能；再其次，與動力情態共現比例

為 9.52%，表能或讓事件成真的潛力與意願，與「連字結構」中「都/也」

引導出的反預期功能不相牴觸；最後，與認知情態的共現比例為 8.84%，

由內在主觀判斷命題為真的程度來完成「連字結構」中「都/也」引導出的

反預期。筆者將以上數據整理如下表： 

表四-18：研究問題一_小結整理 

 「連字結構」_隱性對比項 「連字結構」_顯性對比項 

研究問

題一（1） 

56.07% 43.93% 

「連字結構」_前顯後景句 「連字結構」_後顯前景句 

60.49% 39.51% 

「連字結構」_隱性對比項 「連字結構」_後顯對比項 

80.62% 19.38% 

研究問

題一（2） 

「連字結構」與情態詞共現（75.13%） 

義務情態 評價情態 動力情態 認知情態 

69.73% 11.9% 9.52% 8.84% 

否定詞 助動詞 

62.58%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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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二 

本小節將回應研究問題二：「連字結構」之主題連續性與否與篇章分布

的關係。（1）非主題連續性中的焦點句與補述句的分布，及（2）主題連

續性中指稱詞的分布為何？ 

筆者將從兩方面呈現統計結果，首先呈現在「連字結構」中「主題連

續性」與「非題連續性」的出現頻率，接著透過此結果來分析其與焦點信

息的關係。 

誠如黃宣範（1990：5）指出主題連續可分為主語式的主題連續與賓語

式的主題連續，黃提到漢語之所以多將句首的名詞（即主語）當作主題，

並於緊接在後的幾個句子皆維持相同的主語式主題，因為在語言交際中其

最符合認知精簡原則。因此本文僅以主語式的主題連續為研究範圍56，暫

不探討賓語式的主題連續。 

一、「連字結構」的「主題連續性」 

首先，本文判斷「主題連續」的標準為若「連字結構」緊接的下句連

續了「連字結構」的主語，即相同 NP，那麼就符合「主題連續性」；相反

地若「連字結構」緊接的下句之主語和「連字結構」的主語不同，則為「非

主題連續性」。此外，在主題連續的句子中，由於主題連續，將焦點連字

結構圍繞敘述的內容延續，因此不可省略，故為焦點句。 

 

 

                                                      
56
感謝口試委員屈承熹教授指出主題與主語是不同的概念：前者為篇章層次，後者為句法層

次；主題連續的名詞不僅可為主語，亦可為賓語。本文乃主要以黃宣範（1990）「主語式主題連

續」的分類，進行語料分析，因其符合認知精簡的原則，並非將主語直接等同於主題。本文所蒐

集的 Word Sketch 語料中（詳見本論文 128 頁）亦含有「賓語式主題連續」的例子，如：「我做

菜有時候會忘了放鹽（賓），Ø 連一點兒味道都沒有。要是你覺得哪個菜太咸，那可能是放了兩

次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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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題連續性與非主題連續性的語料分布及示例 

 以下呈現「連字結構」的主題連續與非主題連續各句式於Word 

Sketch及聯合知識庫中的分布比例，詳見下表四-19及四-20。 

 

表四-19：「連字結構」的主題連續性（Word Sketch）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數 總比例

% 

主題 

連續性 

筆 32 1 0 52 67 8 160 43.36 

% 20 0.62 0 32.5 41.88 0.05 100 

非主題 

連續性 

筆 26 2 3 135 39 4 209 56.64 

% 12.44 0.96 1.44 64.59 18.66 1.91 100 

表四-20：「連字結構」的主題連續性（聯合知識庫）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57

 

句式

4b 

總數 總比例

% 

主題連

續性 

筆 20 1 0 39 45 1 106 39.13 

% 22.22 1.11 0 28.89 46.67 1.11 100 

非主題

連續性 

筆 21 2 0 78 21 2 124 60.87 

% 15 1.43 0 65 17.14 1.43 100 

 

由上表四-19 及四-20 我們知道「連字結構」在任一個語料庫的非主題

連續之分布比例皆高於主題連續一成左右，以下舉在主題連續性中佔四成

以上的句式 4a，如下例（133）及（134），與「連字結構」非主題連續中佔

六成以上的句式 3，如下例（135）及（136）。 

（133） 最後，媽媽越想越不甘心，從小付出那麼多的愛，長大了卻還要操

心、生氣，不斷給他錢，到現在 Ø {連一點錢}都不肯讓她留在身邊，Ø

甚至還拿刀恐嚇她。她於是到警察局告了這個兒子，法院判他交保， 但

父母不肯領他回來，只好將他關了一個多月。          （Word Sketch）  

                                                  

                                                      
57
聯合知識庫句式 4a 有兩句無下文的語料，因此總數未達聯合知識庫 232 筆總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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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不願具名的經濟學者說，總統並不贊同大戶條款修法，無奈選舉大

敗，正當性、代表性，Ø 甚至{連判斷力}都出問題，Ø 無法抵抗其他

勢力的反撲。馬總統想要推動社會公平，但無法堅持到底，外界就會覺

得政府是錯的。或許要置之死地而後生，才有出路。  （聯合知識庫）                               

（135） 人都怕死， 雖然知道替安祿山做事會被人看不起，還是不敢不做，

就{連玄宗以前最親近的臣子}也不例外。安祿山一向很羨慕大唐天子的

氣派，所以在他打到長安之後，首先就要把唐玄宗享受過的一切，都接

收下來，運到洛陽去。因此失散的樂工也被一個一個的找到。                                     

                                               （Word Sketch） 

（136） 入冬後，霧峰北岸路的一片落羽松林因綠葉轉紅，美不勝收，有著

北國風情，最近吸引許多人前往探秘，{連一旁的農家}都擺起小攤賣起

茶葉蛋。「好像韓劇冬季戀歌的場景」陳姓女大學生形容她看到的景色，

男友則要她拍好姿勢「來，新郎再側一些！」另一旁則是拍婚紗的新人，

他們都想儘量捕捉下眼前這片難得的美景。          （聯合知識庫）                                       

上例（133）及（134）都是連字結構中屬主題連續的句式 4a 之例句，

首先例（133）中連字結構的主題（即主語）為「零代詞」，以「Ø 」呈現，

其往前回指上文的代詞「他」即文中的「兒子」，而緊接「連字結構」的

下句之主題連續，仍為指向「他」的零代詞，其進一步敘述「他」除了「不

讓母親留任何一點錢在身邊」外，還「持刀恐嚇母親」之大逆不道的行為，

因此具主題連續性。接著看例（134）的主題亦為「零代詞」，其往前回指

上文的名詞性主題「總統」，而「連字結構」的下句之主題連續，仍為指

向「總統」的零代詞，其進一步敘述「總統」除了在「判斷力」等方面皆

出問題外，亦「無法抵抗其他勢力的反撲」。此外，上例（135）及（136）

都是連字結構中非主題連續性的句式 3 之例句，在例（135）中主題是位

於連字結構內的「玄宗以前最親近的臣子」，緊接其後的下句之主語是「安

祿山」，主題改變，其下文皆描述安祿山到了長安後的所作所為；在例（136）

中主題是位於連字結構內的「一旁的農家」，緊接其後的下句之主題是「陳

姓女大學生」，主語不連續，因此屬於非主題連續。接著我們看「連字結

構」主題連續之總表，詳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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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1：「連字結構」的主題連續性（總表）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數 總比

例% 

主題連

續性 

筆 52 2 0 91 112 9 266 44.41 

% 19.55 0.75 0 34.21 42.11 3.38 100 

非主題

連續性 

筆 47 4 3 213 60 6 333 55.59 

% 14.11 1.2 0.9 63.96 18.02 0.02 100 

若進一步看總表可得非主題連續性的比例為55.59%，佔總語料的五成

以上，較主題連續性的44.41%高出一些。關於此結果與本文當初的假設有

些落差，起初本文是以認知的角度著手，按照語言認知的省略原則，結果

應該會是主題連續的分布比例較多（黃宣範，1990），但是結果是以非主

題連續為多，因此我們進一步去檢視非主題連續的內部分布情形，請見下

表四-22。 

（二）非主題連續性中的焦點句與補述句之語料分布及示例 

在進入表四-22的解析之前，我們先介紹「連字結構」非主題連續語料

中的補述句與焦點句。本文判斷方式為，若包含連字結構的完整句子，可

於省略後仍保持上下文的語義連貫通順，則為補述句，如下例（137）及（138） 

；反之為焦點句，如下例（139）及（140）。例句如下所示。 

（137） 看完玉石，我們轉到主人的臥房看陶瓷和銅器，我才發現主人的臥

室中只有一張床可以容身，其餘的從地板到屋頂，都堆得密不透風。雖

然說這些古董都是價逾千萬， 堆在一起卻感覺不出它的價值。後來又

看了幾個房間， 依然如此，最令我吃驚的是，{連廚房和廁所}都堆著

古董，主人家已經很久沒有開伙了。古董的主人告訴我，他為什麼選擇

居住在陋巷，是因為台北的治安太壞， 恐引起歹徒的覬覦。                                                

                                               （Word Ske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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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昨天台南市長賴清德宣布，在議長李全教所涉賄選案未釐清前，他

不會進入市議會。筆者認為賴市長此舉逾越法律尺度，且未審先判，在

法理情上統統站不住腳。首先，我國法律採無罪推定主義，在法院判決

確定之前，任何嫌疑人都屬無罪之身。李全教案{連法院}都尚未審理，

賴市長就拒絕市議會監督，並不符合法治精神。 

其次，賴清德聲明，市府將直接面對市民監督。這根本就是空話與

謊話，試問，市長和市府官員不接受市議員監督，要如何直接面對市民

監督？                                          （聯合知識庫） 

（139） 謊話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世。工人階級裡頭腦清楚的人，終於慢

慢看清了事實。什麼是墨西哥人搶美國工人的頭路的真相，工人們巴士

坐著往南到邊境的加工出口區一看就知道了。墨西哥工人生活之清苦、

勞動條件之差，{連最苦的美國工人看了}也搖頭。兩邊一談，真相就出

來了，原來美國工人的日益困頓，與墨西哥工人的潦倒是不可分的。                                      

                                               （Word Sketch） 

（140） 全新推出的「降價地圖」，列出區域內低於實價登錄行情的房屋，

並可設定總價區間，所有物件資訊清楚、透明，幫消費者過濾有用的資

訊，快速找到心目中的好屋。徐賢淑提到，好房網突破網路看屋的限制，

首創「安心標章」不僅看到價格、格局，{連附近的捷運、學校或公園、

警察局等生活資訊}也都完整呈現，物件特色一目了然，讓消費者「安

心買好房」。 

徐賢淑表示，繼去年《好房網》、《好房快租》APP囊括金手指獎4

項大獎後，今年全新改版的《永慶買屋快搜》APP及《好房網買屋頻道》

再度獲3獎項，所有產品緊扣「創新」及永遠站在消費者角度思考，獲

評審一致好評。                                  （聯合知識庫） 

依本文判斷標準檢視例（137），其中連字結構的完整句子為「最令我

吃驚的是，連廚房和廁所都堆著古董，主人家已經很久沒有開伙了」，我

們若省略此句不看，並不會中斷上下文的語義連貫，因為其下文並未針對

連字結構內主語「廚房和廁所」進行敘述，因此為補述句；而在例（138）

中若將連字結構的完整句子「李全教案連法院都尚未審理，賴市長就拒絕

市議會監督，並不符合法治精神。」省略不看，並不會影響上下文的語義

連貫，這是因為在此「連字結構」所敘述的內容是將例（138）前三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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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以換句話說，補充說明的方式呈現，因此亦為補述句。另一方面，例

（139）及（140）則為非主題連續性語料中的焦點句。首先看例（139）

中的連字結構之完整句子為「墨西哥工人生活之清苦、勞動條件之差，連

最苦的美國工人看了也搖頭」我們不可省略此句是因為其下文仍接續此句

內容，繼續敘述「美國工人的日益困頓」與「墨西哥工人的潦倒」，乃焦

點句。而例（140）中連字結構之完整句子為「不僅看到價格、格局，連

附近的捷運、學校或公園、警察局等生活資訊也都完整呈現」，此句為焦

點句是因為若省略了此句便無從得知上文提到的「網路看房限制突破」及

「安心標章」為何，如此會造成語義不連貫，故此為焦點句。接著繼續檢

視「連字結構」於非主題連續中焦點句與補述句之比例，見下表。 

表四-22：「連字結構」非主題連續性的焦點句與補述句之比例（總表） 

  句

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

數 

比例

% 

非主題連續

性 

焦點 13 0 0 38 19 1 71 11.85 

補述 34 4 3 175 41 5 262 43.74 

由表四-22我們發現焦點句佔總語料599筆的11.85%，而將之與同為焦

點句之主題連續性的比例44.41%（見表四-21）相加，總計為56.22%

（11.85%+44.41%），得出有將近六成皆為焦點句，可見研究結果顯示溝通

目的勝過認知的因素，因為焦點為溝通中的重要信息，因此連字結構是以

溝通為取向，並非我們當初假設的連字結構是以認知為取向。 

（三） 主題連續性中的指稱詞的分布 

在此要對本文判斷各指稱詞的方式加以說明。首先，緊接「連字結構」

的子句內之主題（即主語）與「連字結構」的主語相同時主題連續性成立，

而緊接「連字結構」後的子句內之主語若以「Ø 」的形式回指，則指稱關

係歸為「零代詞」；若以「代詞」（他、她、他們等）的形式回指，則指稱

關係歸為「代詞」；若以「名詞」的形式回指 (指稱58
)，這裡指的名詞指稱

或回指，是說這兩個名詞的關係可能為泛指與定指關係（七、八歲的小孩

                                                      
58
有時候不一定是回指的概念，會是新段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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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小學生），上下位關係（交通vs計程車），整體─局部關係（湖人隊vs管理

階層），以及同一名詞，此時指稱關係歸為「名詞」。 

以下呈現漢語指稱詞（零代詞、代詞、名詞）在「連字結構」主題連

續性的篇章分布，以及其在各語料庫中分別佔總語料 599 筆的比例，詳見

下表四-23 至表四-24。 

表四-23：漢語指稱詞在「連字結構」主題連續性的篇章分布（Word Sketch）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

數 

總比

例% 

主題連續性 零代詞 18 1 0 24 38 6 87 14.52 

代詞 9 0 0 13 13 1 36 6.01 

名詞 5 0 0 15 16 1 37 6.18 

表四-24：漢語指稱詞在「連字結構」主題連續性的篇章分布（聯合知識庫） 

  句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

數 

比例

% 

主題連續性 零代詞 17 1 0 22 28 0 68 11.35 

代詞 0 0 0 6 9 0 15 2.5 

名詞 3 0 0 11 8 1 23 3.84 

表四-25：漢語指稱詞在「連字結構」主題連續性的篇章分布（總表） 

  句

式 1 

句式

2a 

句式

2b 

句式

3 

句式

4a 

句式

4b 

總

數 

比例

% 

主題連續性 零代詞 35 2 0 46 66 6 155 25.88 

代詞 9 0 0 19 22 1 51 8.51 

名詞 8 0 0 26 24 2 60 10.02 

我們進一步探析漢語指稱詞在「連字結構」主題連續性的篇章分布（詳

見表四-25），發現其所佔總語料599筆的比例由高至低分別為零代詞

（25.88%）>名詞（10.02%）>代詞（8.51%）；此結果與許餘龍（2002：380-381）

統計漢語指稱詞語的篇章分布多寡排序相合，亦為零代詞（56%）>專有名

詞和有定描述語（28.2%）> 代詞（13.2%）（陳俊光，2010：75-76）。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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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由於漢語的各種語言特性，如：代詞脫落、主題為主，因此零回指

在漢語是屬常規、無標的指稱方式（Li and Thompson ，1979；何兆熊，

1986；陳俊光，2010：77）。故漢語指稱詞在「連字結構」的篇章分布是

以零代詞的使用頻率最高。 

3.1 連字結構的主題連續性-零代詞（25.88%） 

首先舉「連字結構」主題連續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指稱關係零代詞

（25.88%）之例子說明，詳細如下所示： 

（141） 失去自然世界，我們還有人間社會;失去人間社會，我們還有心靈

自我，假如Ø {連自我的心靈}都失去的話，Ø 人生就要面對嚴重的難題

了，當然中國人不是這樣想的，我只是通過他們的論點來解析。事實上，

我們活得不好，會覺得這世界是優勝劣敗，因為競爭是很冷酷的，所謂

「適者生存，劣者淘汰」，這個社會將會變成資本家跟勞工者的對抗。  

                                               （Word Sketch）  

（142） 柯慶平原本他{連公車}都不會坐，Ø 為了提供遊客服務，Ø 仔細研

究鐵公路各路線圖，Ø 用word文書軟體設計一個景點交通速查表，Ø 令

觀光局大為驚豔。柯慶平說，跨縣巿資訊一般不夠，他畫了臨近基隆的

重要旅遊景點交通地圖，除景點照片，還標示可搭乘的交通工具、車程

時間等，用滑鼠點進去，一目瞭然，替遊客省了不少時間，也對台灣服

務留下深刻的印象。                              （聯合知識庫） 

上例（141）是「連字結構」前主語省略型的句式4a，其主語是以零代

詞呈現，回指上句的「我們」，緊接「連字結構」的下句之主語亦以零代

詞的形式「Ø 」連續「我們」，在此使用零代詞的原因在於「失去自我的心

靈」與「面對人生嚴重難題」的人都是「我們」，因此標記同一事件，鞏

固話題連續性；而例（142）是主語在「連字結構」前的連前主語句式1，

其主語為代詞「他」指「柯慶平」，緊接「連字結構」的下句之主語零代詞

「Ø 」，因為其後的「為了提供遊客服務」、「仔細研究鐵公路各路線圖」……

等與「連字結構」中「不會坐公車」的主角皆是「他」，因此遵守同一事件

的連貫性，故使用零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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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連字結構的主題連續性-名詞（10.02%） 

接著舉「連字結構」主題連續性中使用名詞（10.02%）的例子說明，

其中我們將名詞指稱內細分為泛指與定指關係（七、八歲的小孩vs小學

生），上下位關係（交通vs計程車），整體─局部關係（湖人隊vs管理階層），

以及同一名詞關係，詳細如下所示： 

（1）泛指與定指關係 

（143） 最近我接到花蓮明義國小二年乙班，老師與學生共同捐的六千元紅

包， 還有一個好重的撲滿。我問他們這個紅包做什麼用途？他們說要

捐給慈濟醫學院。{連七、八歲，甚至三、五歲的小孩}
59都會說要捐給

慈濟醫學院。小學生捐錢來建大學，實在是慈濟創新的歷史，希望慈濟

可以引導大家發揮愛心，並結合每個人的「愛心」 與「力量」，一起努

力推展社會公益活動，如此，我們的社會及世界就一定更清新祥和。                                                

                                               （Word Sketch） 

根據屈承熹（2006：15-16），他提出話題中斷為一個新段落的開始60，

如「我們中國人→我們一般人」、「我們一般人→我」、「我→一個公司行

號」、「一個公司行號→康乃馨公司」，因此可分為四個段落。陳俊光61進一

步指出「話題中斷」而形成不同段落，亦可從指稱的改變來判斷，如從「泛

指→定指」或「定指→泛指」。此外，陳俊光（2010：89）亦指出名詞回

指的篇章標記功能為標記段落改變，通常帶出新的主人翁，有別於代詞的

篇章功能乃是在相同主人翁之下帶出不同事件。 

因此，以此觀點來審視上例（143），我們從主語跟賓語的對應切入，

以主語來看從定指「三、五歲，七、八歲的小孩」62到泛指一般的「小學

生」；而以賓語來看，是由定指「慈濟醫學院」到泛指一般的「大學」，因

                                                      
59

 此處與料庫中誤植「，」筆者將之刪除。 
60

 屈承熹提出話題中斷為新段落的開始，舉例如下：我們中國人老早就認識康乃馨牛奶水，好像一般人

稱之為三花牌奶水，因為罐頭標籤上畫著三朵花，而那種花的名字不是我們一般人所習知的，因此我到了

這家牛奶公司去參觀，倍覺親切，好像是無意中走到了一個熟朋友的老家。一個公司行號非萬不得已不會

掛出“謝絕參觀”的牌子，更不會毫不客氣的告白“閒人免進”，招待參觀正是極高明的宣傳手段。康乃

馨公司門口就豎了牌子，指點參觀人應採取的路線，…… 
61

 私下討論。感謝指導教授陳俊光老師指出此點。 
62
專門指那一群特定要捐錢給慈濟醫學院蓋學校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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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皆是由定指轉變為泛指。換句話說，當指稱改變時，主人翁往往會改變

或其性質會有所不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主語「小學生」或賓語「大學」

乃是用「名詞回指」的方式來代表主人翁的改變，同時標記新段落的開始。 

（2）上下位關係 

（144） 想在市區內找個地方停車，真是不容易，那麼改坐公車吧！不過，

非得很有耐心，才能等到一班沒有客滿的巴士，有時甚至{連計程車}

也不見得叫得到。台北交通的擠和亂，主要是因為人口和車輛增加得太

快了，再加上有許多不遵守交通規則的駕駛和行人，於是路上的情況越

來越糟糕！用馬路如虎口來形容台北街頭的危險，絕不過分。如何改善

交通，以及減少車禍的發生，是每個台北市民都很關心的問題。希望不

久的將來，地下鐵的建立，能根本解決台北的交通問題。  

                                               （Word Sketch）                                                      

上例（144）是「連字結構」內NP即主語的句式3，其主語是「計程車」，

緊接「連字結構」的下句之主語連續為「交通」，概括意義大的「交通」

為上位詞63，而概括意義較小的「計程車」為下位詞（鄭貴友，2002：52-53），

兩者為上下位關係。故此句是由下位詞「計程車」轉變為上位詞「交通」，

乃是用「名詞回指」的方式來代表主人翁的改變，同時標記新段落的開始。 

（3）整體─局部關係 

（145） 暑假湖人吃下林書豪最後一年1500萬美元的高薪合約，加上近日總

管庫查克和總教練史考特頻頻對布萊恩續約與否表示意見，顯然現在球

隊會走向何方，就{連管理階層}也沒把握。湖人本季結束後，僅剩下布

萊恩、楊恩和已報銷的新人大前鋒藍道3人有超過300萬美元（約台幣

9395萬元）以上的保證合約。                  （聯合知識庫，重引）                                  

上例（145）是「連字結構」內NP即主語的句式3，其主語是表湖人隊

內局部的「管理階層」，而緊接在「連字結構」下句之主語連續為表整體

的「湖人（隊）」，兩者為整體─局部關係。此句是由局部的「（湖人隊）管

理階層」轉變為整體的「湖人（隊）」，即主人翁改變，以「名詞回指」連

                                                      
63 鄭貴友（2002：47-59）原文稱為「上下義詞」，本文一律以上下位詞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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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結構的主語的方式標記新段落的開始。 

（4）同一名詞關係 

（146） 美國與中國股市連袂走強，使亞股瀰漫多頭氛圍，就{連近期走勢

疲弱的台北股市}，也出現成交量千億元水準的攻高型態。台股選後政

府官員釋出，若政策對人民不利，就不會硬推的言論，使大戶條款談判

範圍深具想像空間，整體來說，在大戶條款解套聲浪不斷下，漲幅落後

國際股市的台股，將走一波趕進度的行情。建議從盤面上尋找先前跌多

且已有打底收斂向上的個股，作為選股策略。        （聯合知識庫）                                                 

上例（146）是「連字結構」內NP即主語的句式3，其主語是「台北股

市」，而緊接在「連字結構」下句之主語連續為「台股」，兩者為同一名詞

的關係。是以名詞「台股」指稱連字結構的主語「台北股市」，其篇章標

記功能為標記段落改變，一個新段落的開始。 

3.3 連字結構的主題連續性-代詞（8.51%） 

最後，舉「連字結構」主題連續性中使用代詞（8.51%）的例子說明，

詳細如下所示： 

（147） 你的心緒平和安定下來，不是因為你勇敢還是修養高，實在是激奮

不起來。甚至略略有點失望，這麼大一件事因你而發，但你連一點參與

感都撈不著。刺激的事要過好久才出現。那時你由胃腸的咕叫聲響動頻

率推測，可能已經傍晚了。不過這推測顯然與事實有相當出入。因為綁

你的人{連中飯}都還沒吃，他們可能會有意要餓你、折磨你，Ø 沒有必

要委屈自己。他們真正撥通你家裡電話的時間是下午一時十三分，據警

方的記錄顯示。64
                                  （Word Sketch） 

（148） 鄭俊達21年前畢業不到半年，派任三重警分局大同派出所才2個禮

拜，就在合作金庫門口執行便衣守望勤務時目睹搶案，雖然奮勇跑了200

多公尺追逐2名騎機車逃逸的嫌犯，被對方開5槍，他反擊6槍，卻仍被

                                                      
64

 筆者將本句語料庫中的原始語料的標點符號稍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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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掉，Ø {連車號和歹徒特徵}也沒記下。他說，Ø 在警校學的是左輪，

Ø 到派出所換用滑套手槍，Ø 僅打過2次靶，Ø 槍法差到不行，Ø 自此立

志磨練值勤技巧。                                  （聯合知識庫） 

上例（147）是，主語在「連字結構」前的連前主語句式1，而其主語

為「綁你的人」，緊接「連字結構」的下句之主語為代詞「他們」回指上

文「連字結構」主語，在此使用了人稱代詞「他們」是標記了事件轉換，

由外在事實「還沒吃中飯」到假設情況「可能會有意要餓你、折磨你」的

轉變，此外代詞的使用亦帶出新話題鏈，因此下文中的零代詞即回指「他

們」，標記同一事件。而例（148）是「連字結構」前主語省略型的句式4a，

其主語是以零代詞呈現，回指上句的「他」即「鄭俊達」，而緊接「連字

結構」的下句主語亦為代詞「他」，主題連續。在此使用代詞「他」，是標

記事件轉換，由「未記下歹徒車號及特徵」轉換到「在警校所學槍法」，

其後帶出新話題鏈，下文話題鏈中的五個零代詞皆回指「他」，敘述內容

皆為有關「他」的同一事件。 

二、小結 

本節摘要研究問題二之發現，結果有二，依次敘述如下。首先討論非

主題連續性中的焦點句與補述句的分布。在篇章方面，「連字結構」非主

題連續性的比例達 55.59%，較主題連續性的 44.41%高出一些，但此結果

與本文當初按照語言認知的省略原則之假設有些落差。因此我們進一步檢

視「連字結構」非主題連續的語料，並將之分為補述句與焦點句，而同為

焦點句之主題連續之比例 44.41%（見表四-21）與焦點句的比例 11.85%相

加後，得出將近六成（11.85%+44.41%=56.26%）皆為焦點句，此結果顯示

溝通目的勝過認知因素，因為焦點為溝通中的重要信息，故連字結構是以

溝通為取向的。 

其次討論主題連續中指稱詞的分布。本文亦探析指稱詞在「連字結構」

主題連續的篇章分布，分布結果顯示零代詞（25.88%）>名詞（10.02%）>

代詞（8.51%），此與漢語的語言特性有關，如：代詞脫落、主題為主等，

故漢語指稱詞在「連字結構」的篇章分布是以標記同一事件，鞏固話題連

續性的零代詞使用頻率最高，標記段落改變，通常帶出新的主人翁的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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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指其次，而在相同主人翁之下帶出不同事件的代詞回指居末。筆者將以

上數據整理如下表： 

表四-26：研究問題二_小結整理 

 「連字結構」主題連續性 「連字結構」非主題連續性 

44.41% 55.59% 

研究問

題二

（1） 

主題連續性（焦點句） 補述句 焦點句 

44.41% 43.74% 11.85% 

主題連續性（焦點句）+非主題連續性焦點句 

56.26% （=44.41%+11.85%） 

研究問

題二

（2） 

「連字結構」主題連續性中指稱詞分布 

零代詞 名詞 代詞 

25.88% 10.02% 8.51% 

第四節 研究問題三 

本小節將回應研究問題三：「連字結構」下文的語義連貫性為何？ 

本文判斷「連字結構完整句」之基本標準為以「連字結構」前後的句

點來斷句，然在某些語料中由於標點符號標記不正確，因此亦會將句義之

完整性納入斷句之判斷標準中。而研究問題中的「連字結構下文」即「連

字結構完整句」後之子句。 

在下文中，首先將呈現「連字結構」完整句與下文的連貫關係（遞進、

轉折、因果及無下文）之統計資料。接著就所得數據對各語義連貫關係在

連字結構篇章中的表現進行討論。 

一、「連字結構」下文的語義連貫性 

 （一）「連字結構」語義連貫關係的分類和語料分布 

本文根據先行文獻和本研究實際蒐集的語料，將「連字結構」下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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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連貫關係進一步區分為四種關係，分別為「遞進關係」、「轉折關係」、「因

果關係」、「無下文關係」，簡述如下。 

首先，「遞進關係」即表示進一步闡釋，表示事件與事件之間的關係是

層層相扣，彼此相承的，其連貫性是順接方式。而在表達「遞進關係」時

可使用外顯的銜接手段，如使用連詞「於是」，此可使遞進關係更加明確；

亦可不用連詞，因為「遞進關係」本就內隱於該語段的連貫性中（陳俊光，

2010：172-180）。而鄭貴友（2002）指出位於篇章深層結構的連貫（隱性）

需要處於篇章表層結構的銜接手段（顯性的）來實現，因此本文判斷「遞

進關係」的主要方式為透過「詞彙銜接」，其銜接方式分別為「同一詞語

的重複」、「同義─近義詞語的同現」、「上下65位詞的同現」、「整體─局部關

係詞語的同現」、「集合關係詞語的同現」、「定指─泛指詞66」（鄭貴友，2002：

47-58），將於下文提出語料討論。 

其次，「轉折關係」 是表示與預期相反的，在篇章中不一定需要憑藉

外顯的轉折連詞來傳達「轉折關係」，其內隱地轉折關係（連貫）有外顯

的轉折連詞，如：「但（是）」、「然而」、「不過」等，僅使前者更加明確而

已（陳俊光，2010：179）。 

又「因果關係」 可以使用外顯銜接手段，如連詞「因為」、「所以」、「因

此」；然而，漢語內隱的因果連貫關係，無需透過添加任何外顯連詞來傳

遞（陳，2010：177）。 

最後，「無下文關係」即在「連字結構完整句」後無下文，此關係由於

比例極低，因此下文不討論其語料。 

以下呈現「連字結構」完整句與下文的連貫關係之統計資料，詳見下

圖四-9。 

 

 

                                                      
65原文為「上下義詞」 

66原文為「專指、泛指詞語的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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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9：「連字結構」下文語義連貫性之語料分布（總表） 

 

 我們的研究與陳俊光（2010：105）的語義連貫關係相似以「遞進關

係」居冠，轉折關係在後67，不過與陳俊光（2010：105）不同，本文將因

果關係獨立出來討論是因為發現在語料分布中此篇章功能有將近一成的

比例，因此不可忽視。 

由上圖可知在兩個與料庫中，皆以「遞進關係」居首，分別為 78.32%，

82.77%，整體的平均分布亦高達 80.03%。由此可知「連字結構」的使用往

往是對上文的內容展開更進一步的闡釋與敘述。以上數據顯示，「遞進」

是「連字結構」中是最常見的連貫關係。 

分布比例位「遞進關係」之後的「轉折關係」在 Word Sketch 佔 11.65%，

在聯合知識庫佔 8.62%，整體平均分布達 10.48%。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因

果關係」的分佈比例中Word Sketch的 10.02%明顯多了聯合知識庫的 3.88%

將近三倍，至於其原因為何，我們將在下文提出解釋。 

                                                      
67 下表取自陳俊光（2010：105）對於六種事件標記的語料分布中的轉折及遞進關係之比例，至

於因果關係陳則是納入遞進關係之內。 

 中研院語料庫 聯合知識庫 北大語料庫 

遞進關係 49.5% 69% 65.5% 

轉折關係 9.7% 11%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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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de（1993）提出敘述篇章的結構為語篇連貫的基礎，一般而言篇章

中為達語篇連貫經常出現「因果」和「連續」兩個原則；又 Berger（1997:4）

研究了大量語篇後指出敘述語篇（記敘文）即「講故事」（邢志群，2007：

4-5）。若依以上定義來審視我們的數據結果，Word Sketch 的因果句

（10.02%）分布較多便相當自然，因為其中包含許多小說、傳記等如說故

事的記敘文語料。又聯合知識庫屬於新聞領域，朱灼文（2003）提到說明

新聞時的方法分別為補充新聞事件的背景及解釋其中的意義，採用說明文
68。而議論新聞的方法則分別為褒貶既有事件以及對未成形的政策提出呼

籲和建議，採用議論文，而在議論時欲達成有效論證，因果推理為常見的

推理方式之一；依此定義，筆者審視了聯合知識庫的語料發現是以說明新

聞為多，議論新聞較少，即說明文多議論文少，換句話說，「因果關係」

亦少。因此聯合知識庫（3.88%）的的「因果關係」之語料分布比例相較

於多為記敘文（敘述語篇）的 WordSketch（10.02%）自然低得多。 

總的來說，「連字結構」下文語義連貫性之語料分布比例由高至低為「遞

進關係」（80.03%），「轉折關係」（10.48%），「因果關係」（7.65%）。 

（二）「連字結構」中三種語義連貫關係之語料示例與討論 

以下將一一舉例說明並討論「連字結構」中三種語義連貫關係。 

2.1 遞進關係（80.03%） 

本文判斷「遞進關係」的主要方式為透過「詞彙銜接」，判斷標準參考

鄭貴友（2002：47-58），銜接方式分別有「同一詞語的重複」、「同義─近

義詞語的同現」、「上下位詞的同現」、「整體─局部關係詞語的同現」、「集

合關係詞語的同現」、「專指、泛指詞語的」六類，語料討論如下。 

（1）同一詞語的重複 

（149） 趕論文期間，開始為自己做飯。工作暫停，宅在家專注寫作，沒有

                                                      
68

 朱灼文（2003）提到現代語篇可以概括分成五種文類：記敘文、抒情文、說明文、議論文和

應用文。 

 

http://thesis.lib.ncc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IMYVoL/search?q=auc=%22%E6%9C%B1%E7%81%BC%E6%96%8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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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只能吃老本，自己料理吃食是必然。於是，上網找食譜、安排每

日菜色，就成為寫字之外的重心。一個人吃飯，大鍋菜最省事，煮一回

飽好幾頓：南瓜滷肉、香腸青江菜炊飯、普羅旺斯燉菜，活了二十多年

沒做過的東西，一個月內全部無師自通。Ø {連最愛的無糖優格}也不買

現成品，Ø 用電鍋自製一大碗，省錢又營養。 

除了省錢，煮飯更是為了平衡身心。備料、切菜、掌握好下鍋流程，

從無到有，帶給我莫大成就感。每天盯著 Word 檔發愁，離論文繳交期

限愈來愈近，字數卻只有龜速前進，焦慮帶來空虛，唯煮飯能解憂。遇

上卡關，只要去廚房切根茄子，規畫晚餐食材，腦袋彷彿又活了過來。

圍裙一脫，重整信心坐回電腦前，再寫一段。 煮字療飢？太慢了，自

煮療飢，較實在。                                （聯合知識庫） 

上例（149）是「連字結構」前主語省略型的句式4a，其主語是零代詞

以「Ø 」形式出現回指上文的「自己」，而此例的「連字結構完整句」是由

「連字結構」前後的句點來斷句，如畫黑底線處，其中的「省錢」與下文

的「省錢」互為遞進項。其下文進一步闡述「自己」煮飯除了「省錢」以

外的好處。 

（2）上下位詞的同現 

（150） 想在市區內找個地方停車，真是不容易，那麼改坐公車吧！不過，

非得很有耐心，才能等到一班沒有客滿的巴士，有時甚至{連計程車}

也不見得叫得到。台北交通的擠和亂，主要是因為人口和車輛增加得太

快了，再加上有許多不遵守交通規則的駕駛和行人，於是路上的情況越

來越糟糕！用馬路如虎口來形容台北街頭的危險，絕不過分。如何改善

交通，以及減少車禍的發生，是每個台北市民都很關心的問題。希望不

久的將來，地下鐵的建立，能根本解決台北的交通問題。                                            

                                          （Word Sketch，重引）   

上例（150）是「連字結構」內NP即主語的句式3，其主語是「計程車」，

而此例的「連字結構完整句」亦是由「連字結構」前後的句點來斷句，如

畫黑底線處，其下文中括意義大的上位詞「交通」是概括意義較小的下位

詞「計程車」的遞進項。下文進一步闡述台北「交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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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指─泛指詞語的同現 

（151） 或許有人會說進大學就是他們的志向，如果真是這樣，也未免太膚

淺了，何況大部分的人{連為什麼要進大學}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聯考

所謂的志願，對大部分的學生來說，並不代表他們自己的志趣，而只是

反映社會上所公認的一種價值標準。對那些不知道自己志趣在那兒的人

來說，擠進了好學校和熱門的科系當然可以高興一番，如果不幸落入了

二三流學校的冷門科系，雖然免不了懊惱、失望，但是能考上，仍然是

值得慶幸的。                                    （Word Sketch） 

上例（151）是主語在「連字結構」前的句式 1，其主語是「大部分的

人」，而此例的「連字結構完整句」亦是由「連字結構」前後的句點來斷

句，如畫黑底線處，遞進項為下文中「大部分的學生」。此句「遞進關係」

的銜接方式為由泛指的「大部分的人」進一步遞進至下文定指的「大部分

的學生」，下文進一步闡述「大部分的學生不知道自己志趣在那兒」這個

現象。 

（4）整體─局部關係詞語的同現 

（152） 有一天， 一個人的五官四肢發生爭執，你一言我一語的，吵得很

兇。最初，大家一致指責眼睛：你什麼事情也不做，卻有機會欣賞世間

一切美好的景色，真是太不公平了。然後他們又攻擊耳朵：你整天待在

卻可以聽到各種悅耳的音樂，我們為什麼就沒有這種機會呢﹖後來他們

又轉移目標，大罵舌頭：你除了睡覺以外，一天到晚不是吃就是喝，嘗

遍了天下的美味，我們卻{連最普通的東西}都吃不到。最覺得委屈的是

手。他認為自己整天辛勤工作，貢獻最大， 卻什麼也享受不到。可是

腳不同意手的話，他說：實在說起來，我的功勞最大。（Word Sketch） 

上例（152）是主語在「連字結構」前的句式1，其主語是「我們」，而

此例的「連字結構完整句」亦是由「連字結構」前後的句點來斷句，下文

中的表局部的「手」為表整體五官四肢（舌頭除外）的「我們」之遞進項。

此句「詞彙銜接」之方式為由整體「我們」─局部「手」的遞進關係，下

文進一步闡述「手」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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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集合關係 

（153） 湖人大前鋒布瑟(Carlos Boozer)防守雖然有問題和漏洞，但他還是

湖人內線進攻的主要核心之一，替補大前鋒戴維斯(Ed Davis)有速度和

爆發力，但在進攻端的技巧和角色有太多罩門，先發搭配希爾(Jordan 

Hill)扛內線，角色並不恰當。湖人現在的麻煩是團隊防守太差，包括對

持球員的壓迫和弱邊協防，不是只有內線防守爛，湖人{連最基本的擋

拆防守}都經常出現漏洞，導致內外線補不起來。 

林書豪在進攻端與布萊恩難以合體，防守表現也不盡理想，但他的

突破、傳球、攻擊籃框侵略性仍是湖人後場最好的一個，被換下先發的

可能不高。                                      （聯合知識庫） 

上例（153）是主語在「連字結構」前的句式 1，其主語是「湖人」，

而此例「連字結構完整句」中的「弱邊協防」及「擋拆防守」與下文的「防

守」同屬一個集合，皆為防守的一種，此句「詞彙銜接」之方式為「集合

關係」，下文進一步闡述林書豪在「防守」的表現。 

（6）同義─近義詞語的同現 

（154） 台彩威力盃比賽，昨天早上先進行 8 強賽，地主花蓮縣藍以 6：9

輸給台北市，無緣 4 強，並列第 5 名；從一開始不被看好，手組成的花

蓮藍，希望長期培訓，將目標放在明年，「賽前連我們自己的人【=高層】，

都不看好我們【=教練+選手】，Ø 覺得我們可能連一場都拿不下來」，

但選手們企圖心很強。黃洛釩表示，賽前沒有給他們壓力，能進入 8

強，選手們沒有特別開心，「因為他們就是想要贏 」。昨天對台北市的

比賽，台北市首兩局先取得 5：0 領先，但花蓮藍沒有放棄任何機會，

一路苦追，第 3、4 局下各追回 1 到進入 8 強，花蓮縣藍教練黃洛釩說：

「已經超乎預期」。此次主要以五年級選分；5 局下更靠著接連 4 支安

打，反倒將比數追成 6：5 超前。                   （聯合知識庫）             

上例（154）是「連字結構」內NP即主語的句式3，其主語是表「自己

的人」即指「高層」，「連字結構」內的「我們」則是指「教練+選手」，而

連字結構後的「Ø 」是回指「自己的人」。此例「連字結構完整句」內的「不

看好」、「拿不下來」與下文的「壓力」互為遞進項，彼此為意義相近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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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負面性質的詞語，「詞彙銜接」之方式為「同義─近義詞語的同現」。下

文進一步闡述「花蓮縣藍選手們」的表現。 

2.2 轉折關係（10.48%） 

如同宋作艷、陶紅印（2008：67-68）指出因果複句中的「因為」出現

在表對比的話語語段後面是給予超出預期之適當解釋，通常以轉折詞「但

是」、「卻」等為標誌。而漢語「連字結構」本身即帶有對比，其下文的語

義連貫中亦會伴隨著轉折詞，如「但（是）」、「不過」、「卻」、「然而」等

轉折詞；又在漢語中可以內隱轉折關係（連貫），即轉折連詞以隱性的方

式呈現。語料討論如下： 

（155） 孔子的生活是相當窮苦的，他曾說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很了不起，而孔子自己則是「飯疏食，飲水，曲躬而枕之。」粗茶淡飯

過日子，將手肘弓起當枕頭，69這和耶穌差不多，耶穌曾說過他要睡覺

{連個枕頭}都沒有。不過，耶穌的年代較孔子晚了五世紀之久。我們中

國出了孔子這麼一位偉大的人物，其人格典範實在值得大家去學習。                      

                                          （Word Sketch，重引） 

上例（155）是主語在「連字結構」前的句式1，其主語是代詞「他」

回指前面的「耶穌」，此例的「連字結構完整句」是由「連字結構」前後

的句點來斷句，下文中的顯性轉折連詞「不過」的出現表示語義即將產生

變化（高寧慧，1996：69；陳，2010：151），即前文敘述孔子和耶穌的相

同之處，即「手肘弓起當枕頭」，中間使用顯性轉折連詞「不過」，帶出下

文孔子與耶穌的的不同之處，即「耶穌的年代較孔子晚了五世紀」，此為

語義的轉變，故此例的語義連貫為顯性的「轉折關係」。 

（156） 有時，個人的生命力和人格，會給歷史留下重重的印記。與他相比， 

明代的許多皇帝都活得太不像樣了，魯迅說他們是無賴兒郎，確有點

像。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歷皇帝（神宗）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

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之內不見外人的面，完全不

                                                      
69

 原語料誤植為「。」，筆者將之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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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國事，{連內閣首輔}也見不到他。70(雖然)不知在幹什麼，(但是)沒

見他玩過什麼，似乎也沒有好色的嫌疑， 歷史學家們只能推斷他躺在

煙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鴉片煙！                   （Word Sketch）  

上例（156）是「連字結構」內NP即主語的句式3，其主語是「內閣首

輔」，此例的「連字結構完整句」是由「連字結構」前後的句點來斷句，

其下文無顯性的轉折連詞，但我們可插入隱性轉折句「雖然……但

是……」，使轉折關係更加明顯，即「(雖然)不知在幹什麼，(但是)沒見他

玩過什麼……」，隱性轉折連詞「但是」的出現表示語義即將產生變化，

由含貶義的「完全不理國事」轉變至中性義的「沒玩過什麼」，此為語義

的轉變，故此例的語義連貫為隱性的「轉折關係」。 

2.3 因果關係（7.65%）  

「因果關係」 可以使用外顯銜接手段，如運用顯性因果連詞71「因

為」、「所以」、「因此」等，又漢語可內隱因果連貫關係，無需透過外顯連

詞以隱性因果連詞呈現（陳，2010：177）。語料討論如下： 

（157） 話本的內容可以說是包羅萬象，有表揚忠孝節義的歷史故事，有神

奇鬼怪的各類小說。無論是小說也好，歷史故事也好，都充滿了因果報

應，獎善懲惡的思想。所以舊小說可以說是勸人行善的書。就{連被看

成是色情小說的金瓶梅}也還是強調因果，勸人行善的。因此我們可以

說，舊小說實在是中國過去一般民眾的道德教科書和歷史教科書。甚至

於可以說比今天學校裡上的公民歷史，效果還要來得大，影響更來得深

遠。                                             （Word Sketch） 

                                                      
70
原語料庫誤植為「，」筆者改為「。」 

71
我們檢視了語料中因果關係的顯隱因果連接詞的比例，但由於比例相近（如下表所示），因此

不進一步解釋。 

 Word Sketch 聯合知識庫 WS+聯合 

顯性因果連接詞 17(45.95%) 3(33.33%) 20(43.48%) 

隱性因果連接詞 20(54.05%) 6(66.67%) 26(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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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157）是「連字結構」內NP即主語的句式3，其主語是「色情小

說金瓶梅」，此例的「連字結構完整句」是由「連字結構」前後的句點來

斷句，其下文顯性因果連詞「因此」的出現使「連字結構」下文語義連貫

的「因果關係」更加明確，以「因此」為基準，在其之前「連字結構」內

的「色情小說金瓶梅是強調因果，勸人行善的」為「原因」；在其之後對

舊小說的定義為「中國過去一般民眾的道德教科書和歷史教科書」乃「結

果」；換句話說，即因為過去所有的舊小說皆是強調因果，勸人行善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其為過去中國一般民眾的道德教科書和歷史教科書。 

（158） 終於在一個颱風來臨前的下午，他來了，那熟悉且叫我痴等數夜難

眠的麥芽糖伯伯緩緩走來。我一個箭步沖向雞籠，裡頭放了好幾個鍋

子，有大有小，惟一律焦黑。我挑了一個最大的，那種用來煮開水的鍋

子，拎到麥芽糖伯伯的跟前，一想到馬上又可以吃到那人間美味，我就

有點暈暈然， （因為）{連老伯的問話我}都沒聽見，直到他用秤桿敲

了我腦袋瓜一下。「小弟弟，你真要賣這鍋子？」老伯問。（所以）我連

忙點頭，只見老伯拿起了鍋子往上瞧，「沒破嘛，還可以用啊！」這下

我可急了，怕他不收：「。舊了嘛，你看，都黑黑的」「好吧，那我就秤

看看。」老伯秤了一秤，「兩斤，換兩支麥芽糖，你要不？」我猛點頭，

心中盤算著兩支麥芽糖該怎麼吃。先吃一支，留一支明天吃，不行，留

到明天準融化的。                               （Word Sketch）  

上例（158）是主語位於「連字結構」之後具「賓主語的概念」（OSV）

即有標的「賓語前置」的句式2a。其主語是「我」，此例的「連字結構完整

句」是由語義完整性來斷句，在對話語體中某人所說的話應視為賓語，因

此為求語義完整，本文的斷句是在老伯所問的話「小弟弟，你真要賣這鍋

子？」之後。其下文無顯性因果連詞，但我們可插入因果句「因為……所

以……」來看下文語義連貫的「因果關係」，其中「老伯用秤桿敲了我腦

袋瓜一下」是造成「我連忙點頭」這個結果的原因。即因為老伯用秤桿敲

了我腦袋瓜所以我才連忙點頭回應老伯的問話。此例的語義連貫為隱性的

「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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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結 

關於「連字結構」下文的語義連貫之研究結果如下。「連字結構」下文

語義連貫關係之分布頻率結果顯示「遞進關係」（80.03%）>「轉折關係」

（10.48%）>「因果關係」（7.65%）。由此研究結果我們得出「連字結構」

的使用是對上文的內容展開更進一步闡釋與敘述的「遞進關係」；而由於

「連字結構」本身即帶有對比，因此下文的語義連貫中，會有轉折詞的出

現，而漢語亦可以隱性的方式呈現；最後，在與「遞進關係」相同，亦可

以隱性連詞呈現的「因果關係」中，是以 Word Sketch 的因果句分布

（10.02%）較聯合知識庫（3.88%）為多，這是因為在我們蒐集到的聯合

知識庫語料中，較多為補充新聞事件的說明新聞，常用因果推理的議論新

聞則較少，又 Word Sketch 中包含許多經常出現「因果」關係的記敘文語

料，如小說等，因此 Word Sketch 的因果句（10.02%）分布自然為多。筆

者將以上數據整理如下表： 

表四-27：研究問題三_小結整理 

研究問

題三 

「連字結構」下文的語義連貫性 

遞進關係 轉折關係 因果關係 

80.03% 10.48% 7.65% 

因果句在不同語料庫分布 

Word Sketch 聯合知識庫 

10.02% 3.88% 

 

 

 

 

 



漢語「連字句」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125 
 

第五節 「連字結構」的範距 

一、「連字結構」範距的分類和語料分布 

本小節將就範距為句內和跨句的「連字結構」進行討論。首先，張文

賢（2009）指出連接可以分「局部連接」及「整體連接」兩種。「局部連

接」指的是，連接兩個相鄰的句子成分或者分句，如下例（140）；而「整

體連接」指的是，連接語段或非相鄰的段落，如下例（141）。 

（159） 他的目標遠大但是不切合實際。            （張文賢，2009：2） 

（160） 三清山植物資源十分豐富，森林原始覆蓋率達 86.7%，有植物 250

多科 2500 多種。但是，最近筆者發現，三清山梯雲嶺景區許多林木不

知什麼原因患上了病蟲害，有近 1/3 的樹木已被蟲害蛀蝕枯死，並繼續

向四周山頭擴散蔓延。           （張文賢，2009 引自《人民日報》） 

於上例（159）中，「但是」連接的是前句「他的目標遠大」與後句「不

切合實際」。 於例（160）中，「但是」連接的是前後兩個不同的語段，因

此「但是」前以句號斷開兩個不同的語段。張的研究結果顯示「但是」的

整體連接功能（40%+24%）大於局部連接功能（36%）。 

此外，Chafe（1984）指出一個從句若將「because」置於篇章起首的位

置，則它往往是用來當作其後篇章的「指標」（guidepost）；而 Prideaux（1989）

Prideaux 和 Hogan（1993）亦指出，在從句中，相較於出現在句子之間，

連接兩個子句的連詞「because」，位於篇章起首的標記詞「because」所涵

蓋的範圍更廣（陳俊光，2010：66）。陳的研究結果顯示，漢語中採用「因

為」為篇章起首是作為「指標」（guidepost）或「關聯手段」（relevance 

device），用以設定其後篇章的語境或評論的框架；而其後的篇章則以另一

個呼應標記「所以」作為起點，以前後呼應兩者間的關係。 

本文參考前人對連接及篇章標記功能的分類，將「連字結構」範距之

分類分為「整體連接」與「局部連接」兩類，區分標準為，若由兩個分句

所組成的複句，本文則稱之為「局部連接」關係；若由三個分句（含）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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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所組成的語段，本文則稱之為「整體連接」關係，以下僅呈現「連字結

構」的整體與局部連接於各語料庫中分布比例，如下圖四-10： 

圖四-10：「連字結構」範距的分類和語料分布（總表） 

 

由上圖的結果可知，「整體連接」關係不論在 Word Sketch（79.67%）

或聯合知識庫（88.36%）中的比例皆非常高，故「連字結構」是傾向具有

「整體連接」關係的。 

接著本文欲進一步將這兩類連接細分，此部分本文參考李明懿（2014，

31-57）的文章，但我們發現於「整體連接」中，「連字結構」只具有承前

啟後的篇章「連接」功能72
 ，並未發現有「管領」與「終止」關係。而在

「局部連接」中，則可細分為以單句出現的「連字結構」、位於句首的「前

分句連字結構」與位於句末的「後分句連字結構」。以下呈現「連字結構」

                                                      
72 「管領標記」是導引出篇章管界的篇章標記（廖秋忠，1992），一般出現在句前或句首，做為

導出篇章管界的標記（李明懿 2014：39-40）；而「連接標記」在篇章中擔負著承接前文，延展

後文的任務，例句如下：［很久很久以前］（管領標記），有一隻烏鴉住在森林裡。［有一天］（連

接標記）烏鴉撿到了一塊肉....；又「終止標記」用來表示管界終止的描述，一般用於明確指出某

個表述動詞的管界已經終止，例句如下：這一路上都沒看到一條河或小溪「什麼的」（終止標記）

（李明懿 201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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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整體連接」與「局部連接」中的細部分類和語料分布情況，詳見下表

四-28 至表四-30。 

表四-28：「連字結構」範距的細部分類和語料分布（Word Sketch） 

整體連接 總數 總比例 

294 79.67 

 

局部連接 

 單句 前分句 後分句 總數 總比例 

筆 14 28 33 75 20.33 

% 3.79 7.59 8.94 

表四-29：「連字結構」範距的細部分類和語料分布（聯合知識庫） 

整體連接 總數 總比例 

205 88.36 

 

局部連接 

 單句 前分句 後分句 總數 總比例 

筆  7  3  17 27 11.64 

% 3.02 1.29 7.33 

表四-30：「連字結構」範距的細部分類和語料分布（總表） 

整體連接 總數 總比例 

499 83.03 

 

局部連接 

 單句 前分句 後分句 總數 總比例 

筆  21  31  50 102 16.97 

% 3.44  5.16  8.32 

由上表探析「連字結構」範距的細部分類和語料分布（詳見表四-30），

發現分佈比例是以整體連接的 83.03%遠高於局部連接的 16.97%。接著，

我們進一步觀察在局部連接中的語料分布，其佔總語料 601 筆的比例由高

至低分別為後分句連字結構（8.32%）>前分句連字結構（5.16%）>單句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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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字結構」三類篇章標記功能語料示例與討論 

此部分的重點在「局部連接」，而不在「整體連接」，為與第五章的初

中級漢語教學結合。所以我們在「整體連接」中僅列舉四例討論之。如下： 

（一）「連字結構」的整體連接（83.03%） 

1.1 整體到部分關係 

（161） 出國前還特意到老家看看，居然還在。陰溝當然不見了，房子
‧‧

還是

原樣，連門前的石條
‧‧

都還躺在那兒！只是一切都變得好小，恍惚之後， 

才想起自己長大了。                             （Word Sketch）  

（162） 最近我一直在推動環保活動，社會是我們大家的，環境
‧‧

也是我們大

家的，連空氣
‧‧

也是人們共同呼吸的，所以必須加以保護，不要讓它變成

一個充滿垃圾的社會。這兩年來，慈濟不斷參與資源回收，很多慈濟委

員為了響應這項環保工作，也脫下西裝到垃圾堆撿垃圾，希望能夠將可

用的資源回收再制，作為惜福教育基金，進而減少垃圾的問題。      

                                                   （Word Sketch） 

1.2 因果關係 

（163） 電視新聞報導，（因為）美國南加州下了一場百年來未曾見的大雨，

洪水
‧‧

滾滾，將房屋都淹沒了。（所以）連再大的車子都被大水
‧‧

沖走，甚

至有人坐在車內，連車帶人捲入漩渦中。一個十五，六歲的年輕人，在

滾滾洪水中求救掙扎，大家想救他卻已來不及，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他

被洪水吞噬。                                     （Word Sketch） 

 

（164） （因為）以前家裡佣人多，祖母辜顏碧霞常用閩南語提醒辜仲諒，

工人早上到家裡工作，要讓人家吃得飽，才有力氣工作。（所以）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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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小孩如果連基本的吃飯都沒法解決，飯都吃不飽
‧‧‧

，還能談什麼偉

大的事情，還能談教育，還能談打球嗎，不可能。辜仲諒說，希望中國

信託能夠聯合客戶、客戶的企業、其他企業，以及整個社會，大家一起

來推動這件事情，解決小孩子吃飯的問題，以及小孩子念書的問題，更

大的挑戰則是毒品問題。                          （聯合知識庫）     

以上四個例句可進一步分為「因果關係」與「整體到部分關係」（苗興

偉、翟紅華，2000），此僅為大致區分，而非窮盡式的分類，因為後者並

非本文此部分之重點。 

上例（161）與（162）屬篇章中的連接標記內的整體到部分關係，而

在例（161）「連字結構」中的部分「石條」與上文中的整體「房子」，為

整體到部分關係；而在例（162）「連字結構」中的部分「空氣」與上文中

的整體「環境」，為整體到部分關係。上例（163）與（164）屬於篇章中

的連接標記（discourse marker），以下舉例（163）說明。在例（163）中因

為整個連字結構都可以置入「因為……所以……」因果關聯語段的下半段

（即隱性連詞「所以」之後）。於連字結構中，所表達的乃是一種承前啟

後的關係，「大水」一方面往前與其前的「洪水」相承；另一方面，則向

下說明「大水」造成的結果：「沖走」與「捲入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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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連字結構」的局部連接（16.97%） 

我們的局部連接乃包含複句與單句兩種，前者又可分為「前分句連字

結構」與「後分句連字結構」，因此以下按出現頻率，分別一一討論「後

分句連字結構」、「前分句連字結構」與「單句」這三種局部連接的現象。 

1.1 後分句「連字結構」（8.32%） 

 當連字結構出現於複句的第二分句時，本文則稱為後分句連字結構。 

（165） 事隔僅一兩年，有的才幾個月，上面指示辦高級社了，他們才太遲

地發現，執政者說話是不算數的。他們不僅沒有不參加高級社的權利，

（而且）連退出初級社的自由也沒有了。當眾威脅，大會點名，三天三

夜不得休息，再硬的漢子也撐不下去。              （Word Sketch）                     

（166） 新瓦屋還有一台碩果僅存的「新瓦屋號」拌簧機，專為稻穀脫殼使

用，在資深農民與在地耆老操作下，告訴孩子們為何稻米要脫殼？以及

米飯如何「產生」？不僅小孩子感到新奇，（而且）連家長都覺得新鮮。

在完成割稻後，另一道程序是選種並留種，做為下一季春季播種、插秧

用。住在竹北市鄭姓民眾認為，稻田變得稀有，帶孩子一同來體驗農夫

的辛苦，更懂得珍惜與感恩。                        （Word Sketch） 

（167） （因為）我做菜有時候會忘了放鹽，（所以）連一點兒味道都沒有。

要是你覺得哪個菜太咸，那可能是放了兩次鹽。∥忙中有錯啊，你吃一

塊炸雞吧，這是中式炸雞，跟美炸雞的味兒也許不一樣。這兒有胡椒粉，

你要不要放一點兒？∥好，謝謝，我自己來。∥       （Word Sketch）                 

（168） 大陸浙江衛視新節目「我看你有戲」網羅成龍、張國立、馮小剛與

李冰冰等大牌明星、導演當導師，李冰冰萬綠叢中一點紅，開錄當天就

遇上熱情男粉絲下跪求婚。成龍則被馮小剛、張國立輪番「欺負」，馮

小剛虧他連話都講不流利。成龍經歷兒子房祖名吸毒被捕與合作攝影師

意外身亡等事件，現身節目發布會時明顯消瘦不少。   （聯合知識庫） 

上例句（165）與（166）的連字結構乃位於「不僅……(而且)……」

遞進關聯複句中的第二分句；而上例句（167）的連字結構乃位於「（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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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以）……」因果關聯複句中的第二分句；又上例句（168）

的連字結構乃位於「整體到部分」關係複句中的第二分句。 

1.2 前分句「連字結構」（5.16%） 

當「連字結構」出現於複句的第一分句時，本文則稱為前分句連字結

構。 

（169） 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著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

但這次旅行的嚮導應該是我，原因只在於我讀過一些史料。（因為）連

嚮導也是第一次來，（所以）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我

知道，首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

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升昌的舊址。               （Word Sketch）                              

（170） 若覺得一天反省一次太緊湊了，那麼每週反省一次也可以譬如：我

這星期做得如何？我在週末就反省一下。（因為）每天反省連我都很難

做到，（所以）何況是未受訓練的人。為什麼？時間太匆促了。  

                                               （Word Sketch）  

（171） 甜蜜氛圍（不僅）連客串的「徵婚者」們也沾喜氣，（而且）王陽

明和女友張儷也感情甜蜜。他在「徵婚啟事」中飾演男公關，甚至帶隋

棠體驗「SM 新世界」，雖然兩人戴著面具是旁觀者，但拍攝現場有老師

親自示範綑綁及互動技巧，令隋棠在一旁害羞地眼睛始終無法直視。         

                                               （聯合知識庫） 

（172） 電動車和油電混合車的銷售呈現降溫的趨勢，愈來愈多汽車製造商

正把重心轉往另一種綠能技術——氫燃料電池（fuel cell）。（即使）連生

產最受歡迎油電車 Prius 的豐田汽車，如今都積極發展氫燃料電池來發

動新一代的綠能汽車。然而，即使是氫燃料電池車的擁護者，也坦言這

項技術仍有重重阻礙。                            （聯合知識庫） 

上例句(169)與(170)的連字結構乃位於「（因為）……（所以）……」

因果關聯複句中的第一分句。而上例句(171)的連字結構乃位於「不僅……

(而且)……」遞進關聯複句中的第一分句。此外，上例句(172)的連字結構

乃位於「（即使）……都……」讓步關聯複句中的第一分句。故皆屬前分

句「連字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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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單句（3.44%） 

（173） 深層面談法是調查者和被調查者在和樂輕鬆的氣氛下對話，讓被調

查者在閒聊中，由調查者依重點慢慢帶入正題，透過態度與意見，往更

深的一層去挖掘內心的動機，想法。這麼做的目標是要抓住連被調查者

本身都不十分清楚，不自覺的購買動機。集體面談法是把四到八人聚集

一堂，調查者當主席，訂定某一特定的主題，讓大家自由討論的方法。                      

                                               （Word Sketch） 

（174） 這樣一來，他竟覺得自己不可一世，越來越驕傲而蠻橫了。從前他

不是這樣的啊！怎麼現在變得連我都不認識他了！后羿的妻子嫦娥，眼

見他的行為一天比一天殘暴，心裡非常難過。        （Word Sketch） 

（175） 另外還有劇組在醫院內拍攝，原定 4 小時的拍攝工作，一延再延，

醫院內的員工想回家、病人想休息都被干擾，長期累積下來，造成許多

單位不願再借場地。有時連市民都有意見。饒紫娟表示，過去曾有大學

畢業影片，要拍靈台布置，急著找空地；本來里長都答應拍攝，不料布

幔一搭起來，附近居民覺得觸霉頭，馬上要求對方拆除。（聯合知識庫） 

（176） 歐元與日圓都可能因央行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而對美元貶值，俄羅

斯盧布去年更大貶近 50%，都對美國大企業不利。連委內瑞拉披索貶值

也令美利堅、達美及聯合等航空公司頭痛。美國大企業要擔心的，不只

是匯兌損失而已，美元升值還使業者的出口競爭力下降，例如波音、開

拓重工等更是首當其衝。                           （聯合知識庫） 

例(173)連字句當賓語子句為及物動詞「抓住」之後的賓語；例(174)

連字句當補語子句為不及物動詞「變得」之後的補語；例(175)連字句本

身為主謂結構，主語為「市民」、謂語為有意見，「有時」為副詞；例(176)

連字句本身為兼語致使結構，致使動詞為「令」，「委內瑞拉披索貶值」為

致事主語，而「美利堅、達美及聯合等航空公司」為受事賓語，同時也為

第二個動詞「頭痛」之主語(故為兼語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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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關於「連字結構」範距的分類與研究結果如下。「連字結構」的篇章連

接關係可分為「整體連接」與「局部連接」兩類。分布頻率結果顯示「整

體連接關係」佔總語料的 83.03%，高出「局部連接關係」的 16.97%許多，

故「連字結構」傾向具有「整體連接」的篇章功能。 

接著進一步將這兩類連接細分，但「整體連接」中，「連字結構」只具

有承前啟後的篇章「連接」功能，因此無須細分；而在「局部連接」中，

則可細分為以單句出現的「連字結構」、位於句首的「前分句連字結構」

與位於句末的「後分句連字結構」，其語料分布比例由高至低為後分句連

字結構（8.32%）>前分句連字結構（5.16%）>單句（3.44%）。然而，「連

字結構」一般出現於現行教材的第一或第二冊中，屬初中級學習者，因此

為與實際教學需求結合，本文於第五章的教學應用僅針對局部連接進行教

學設計。 

第六節 本章總結 

本文總結第四章的研究結果，回應研究問題如下： 

（一）（1）「連字結構」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頻率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為

何，以及（2）「連字結構」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為何？ 

在篇章方面，「連字結構」本身帶有對比焦點，其引導出具體的「顯性

對比項」或無具體成分的「隱性對比項」，於「連字結構」的篇章中是以

隱性對比出現頻率為多，這是因為漢語較傾向簡潔，有時便犧牲清楚，將

舊信息隱去，聽話者須自行推衍出隱去的信息。 

以上述結果為基礎，在篇章方面，顯隱對比與前後景的互動如下。「連

字結構」的顯性對比項可為「前顯後景句」以及「後顯前景句」，其中「前

顯後景句」是用來替焦點連字結構鋪陳背景，使連字結構出現時不顯突兀，

因此分佈頻率較高。接著比較同為出現在「連字結構」上下文中的「隱性

對比項」與「後顯對比項」之出現頻率，結果指出「隱性對比句」所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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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高出「後顯前景句」相當多，究其原因亦與漢語傾向簡潔有關。 

在語用方面，「連字結構」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如下。「連字結構」最

常與表提醒、警告、規定、禁止等特性的義務（denotic）情態詞的共現，

其中含約六成多的否定詞。而否定詞表與期望相反，因此其正可以表現具

引導碼功能的「連字結構」中「也」與「都」後引導出的反預期語用功能。

此外，在語料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亦以引導碼的概念應證「連字結構」中「連」

引導出「極端值」的語用特性，「連字結構」具有引導碼的功能，引導協

助聽話者以最省力的方式理解說話者要表達的內容。 

（二）「連字結構」之主題連續性與否與篇章分布的關係。（1）非主題連

續性中的焦點句與補述句的分布，及（2）主題連續性中指稱詞的分布為

何？ 

在篇章方面，「連字結構」的非主題連續性的比例達五成五，較主題連

續性的四成四高出一些，此結果與本文當初按照語言認知的省略原則所設

定假設有些落差。因此我們將「連字結構」非主題連續性語料分為補述句

與焦點句檢視，同為焦點句之主題連續性與焦點句的比例相加後，得出將

近六成皆為焦點句，可見研究結果顯示溝通目的勝過認知的因素，因為焦

點為溝通中的重要信息，因此連字結構是以溝通為取向的。 

此外，在篇章方面，我們亦對指稱詞在「連字結構」主題連續性的篇

章分布做了探析，分布頻率結果顯示零代詞（25.88%）>名詞（10.02%）>

代詞（8.51%），此與漢語的各種語言特性有關，如：代詞脫落、主題為主

等，故漢語指稱詞在「連字結構」的篇章分布是以標記同一事件，鞏固話

題連續性的零代詞的使用頻率最高，標記段落改變，通常帶出新的主人翁

的名詞回指其次，而在相同主人翁之下帶出不同事件的代詞回指居末。 

（三）「連字結構」下文的語義連貫性為何?  

在篇章方面，「連字結構」下文語義連貫關係之分布頻率由高至低分別

為「遞進關係」（80.03%），「轉折關係」（10.48%），「因果關係」（7.65%）。

由此結果可知「連字結構」的使用往往是對上文的內容展開更進一步的闡

釋與敘述的「遞進關係」；而由於「連字結構」本身即帶有對比，其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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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義連貫中亦會伴隨著轉折詞；而在分布頻率居末的「因果關係」中，

是以 Word Sketch 的因果句分布較聯合知識庫為多，究其原因，由於聯合

知識庫的語料是以補充新聞事件的說明新聞為多，常用因果推理的議論新

聞較少，又 Word Sketch 中包含許多經常出現「因果」原則的記敘文語料，

如小說等。故 Word Sketch 的因果句（10.02%）分布較多便相當自然。 

（四）「連字結構」的教學應用為何？  

本文將研究成果應用於教學中，進行教材評析、設計與教案設計。其

中在教材與教案設計這兩部分是針對初中級的學習者，原因在於「連字結

構」一般出現於現行教材的第一或第二冊中。因此雖然我們發現「連字結

構」於篇章中是以跨距的整體連接（83.03%）為多，句內的局部連接

（16.97%）相對少。然而，為與實際初中教學需求結合，在下一章的教材

與教案設計仍會以句內的局部連接教學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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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應用 

本章將進行「連字結構」的教學初探，首先，筆者將針對在台灣及美

國使用率較高、通行之華語教材出發進行分析並給予建議。在教材與教案

設計這兩部分，將教學對象設定於初中級，原因在於我們發現「連字結構」

一般出現於現行教材的第一或第二冊中，故內容為針對連字結構的局部連

接之練習；至於整體連接之研究成果則會應用於將來中級以上的教學設計

中。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Overseas Compatriot Affairs Commission, R.O.C, 

Taiwan)在西元 2000 年時調查了美國大學中文教育機構教材使用情況，其

中調查結果有30%是顯示美國大學的中文系或中文項目所使用華語教材之

情況（范雅婷，2012：85）。以下為美國大學中文教育機構教材使用情況

一覽表，按使用頻率排名，詳見下表五-1： 

表五-1：美國大學中文教育機構華語教材使用情況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2000；范雅婷，2012：85） 

排名 教材 

1 中文聽說讀寫 1 

2 實用漢語課本 1&2 

3 中文聽說讀寫 2 

4 實用漢語課本 2 

5 今日台灣 

6 中文入門 

7 A Chinese text for a changing china 

8 華夏行-現代漢語中級讀本 

此外，Luo（2010）針對三十所美國大學，包含七所長春藤大學及其他

以中文教學著稱的大學進行華語教材使用情況的調查，其調查結果以各年

級分類並依使用頻率排名。她指出《中文聽說讀寫》是目前美國大學中文

一年級和二年級課程中使用頻率最高的教科書，而其與排名第二名的教科

書之間的使用頻率差距相當大；至於中文三年級及四年級的教科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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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並沒有發現任何起領導作用的教科書，換言美國大學高年級的華語學

習者所使用的教材是較廣泛的，詳見下表五-2（范雅婷，2012：86-87）。 

表五-2：美國大學華語教科書使用情況（Luo，2010：73-74；范，2012：86） 

大學年級 排名 教科書 

一年級中文 1 中文聽說讀寫 

 2 實用漢語課本 

 3 中國啊，中國!華裔學生現代漢語初級讀本 

二年級中文 1 中文聽說讀寫 

 2 大為和海琳在中國 

 3 今日台灣 

中國啊，中國! 

實用漢語課本 

現代漢語中級讀本 

三年級中文 1 事事關心 

 2 樂在溝通 

 3 文化縱橫觀 

四年級中文 1 中國社會文化寫實 

 2 無所不談 

參考上文提及之前人的調查結果，本文將對臺灣語言中心較常使用的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之第三冊以及許多美國大學中文系或中文項目皆在

使用的《中文聽說讀寫》、《新實用漢語課本》、《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

《中文入門》等教材進行評析。本文評析標準以語法、語義、篇章及語用

的角度切入，大致為以下三點，其一語法及架構解釋是否適當；其二，篇

章上是否給予完整語境並提出對比項的概念及說明；其三，語用上是否提

出「極端值」及「反預期」的觀念及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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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華語教材中「連字結構」的呈現 

下文將針對本文挑選現行的華語教材進行討論分析，探討各教材如何

呈現「連字結構」此語法點。本文參考上文提及前人的調查結果共挑選出

8 本教材，其中由於《進階中文聽與說》73及《現代漢語課程第二冊》74這

兩本教材為近五年出版的教材，因此前人調查結果未提及，相關出版訊息

詳如下表五-3： 

表五-3：本研究評析之八本華語教材相關出版訊息 

出版年 教材名稱 主編 出版者 

2013 進階中文聽與說（Intermediate 

Spoken Chinese: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Fluency in Spoken 

Mandarin） 

顧百里

（Cornelius C. 

Kubler） 

Tuttle Publishing 

2011 現代漢語課程第二冊 

（The Routledge Course in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Claudia Ross, 

Baozhang He, 

Pei-Chia Chen, 

Meng Yeh 

Routledge, UK 

2008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 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正中書局 

2008 中文聽說讀寫 2 劉月華、姚道

中 

波士頓劍橋出版社  

2004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 鄧守信、孫珞 東海大學華語中心 

2004 新實用漢語課本 3 劉珣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

社 

1996 華夏行-現代漢語中級讀本 周質平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

社 

1994 中文入門 陳大端、林培

瑞、臺益堅、

唐海濤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

社 

                                                      
73

 美國威廉大學(Williams College)中文系一年級上課用書。 
74

 美國和理大學(College of the Holy Cross)中文系上課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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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進階中文聽與說》 

（一）教材呈現75
 

於《進階中文聽與說》第十九課〈Visiting People〉第三部分〈A farewell 

Call on a favorite teacher〉之第 78 個語言點解釋中將「連……都……」及

「連……也……」視為同義詞，英文翻譯為“even”，此外其亦個別解釋「連」

本身的詞性、英文翻譯以及句式的使用說明等。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此書

著重的功能為聽與說，因此其教材內容皆以拼音代替漢字，詳細介紹如下： 

lián……dōu......and lián.......yě...... The paired adverb pattern 

lián……dōu.....and its synonym lián.......yě...... both mean "even." The coverb 

lián literally means " link up" or "include. " lián is placed before the element to 

be emphasized (which can be subject, object, or some other element), and dōu or 

yě is placed before the verb. The basic pattern is 

           LIÁ N  (ELEMENT TO BE EMPHASIZED)  DŌU/YĚ  VERB PHRASE 

（177） 76
Lián  yíjù jiǎndān de zhōngguó huà    dōu    bú huì shuō 

        "couldn’t speak even a simple phrase of Chinese"  

（《進階中文聽與說》，2013：242） 

More examples of lián……dōu......and lián.......yě...... 

（178） Lián wǒ dōu huì 

        "Even I know how"              （《進階中文聽與說》，2013：242） 

（179） Xiǎo Wáng fēicháng xǐhuān kàn diànshì, lián chīfànde shíhou dōu 

kàn 

  "Little Wang loves watching TV, he watches even while eating" 

                                                      
75

 以下教材呈現筆者對實際的教材的格式作了修改以方便閱讀。 
76

 為了方便討論，筆者於此章為各教材內的例句加入標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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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階中文聽與說》，2013：242） 

（180） Lián nǐ dōu bú qùle, hái yǒu sheí huì qù? 

        "If not even you are going who else would be that would go?"  

（《進階中文聽與說》，2013：242） 

（181） Lián Wáng lǎoshī dōu bú rènshí zhèige zi 

        "Even Professor Wang doesn't recognize this character.” 

（《進階中文聽與說》，2013：243） 

（182） Zhège wèntí lián tā dōu jiějué bùliǎo, wǒ dāngrán yě méi bànfǎ 

      “Even she can't solve this problem, of course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進階中文聽與說》，2013：243） 

（183） Tā lián yíkuài qián yě méiyǒu 

   "He doesn't even have one dollar." （《進階中文聽與說》，2013：243） 

（184） Yǐjīng bā diǎn duō kě zěnme lián yígè rén yě méi lái ne? 

"It's already past eight, how come not even a single person has come?” 

（《進階中文聽與說》，2013：243） 

（185） Tā shì Běijīng rén, búguò tā shuō Wànlǐ Chángchéng tā lián yícì yě 

méi qùguò. 

"She's from Beijing, but she said that she hasn't even been to the 

GreatWall once”                  （《進階中文聽與說》，2013：243） 

lián……dōu......and lián....yě....sentences, if there is an object and if the 

sentence is affirmative, then the object cannot be modified by yī "one." For example, 

in English, we could say “You've got everything even a swimming pool ! “ But in 

Chinese this would have to be Nǐmen shénme dōu yǒu, lián yóuyǒngchí dōu yǒu。You 

could NOT say: * Nǐmen shénme dōu yǒu, lián yīgè yóuyǒngchí dōu yǒ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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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析與建議 

2.1 語法及架構解釋是否適當 

《進階中文聽與說》細部將「連字結構」分解，解釋「連」的本義，

並給予清楚的「連字結構」之架構，此有助於學習者較全面地了解「連字

結構」。然而，其指出「連」為一「動介詞」（coverb），關於此點與本研究

觀察結果相反，我們支持張誼生（2005）提出的「連」是由表連接的「動

詞」，轉化為「介詞」，最後虛化為一焦點標記「助詞」的概念。 

2.2 篇章上是否給予完整語境並提出對比項的概念及說明 

整體而言《進階中文聽與說》中例句的語境相當清楚，較具有上下文

篇章的概念。惟上例（178）若能改為具有顯性對比項的句子更佳，如下： 

（186） 連我都會，老師一定也會。          （筆者修改自例178） 

又例句中包含顯性對比項出現在後的例（180）及（182），或者其餘帶

有隱性對比項的例句，因此若能進一步提出顯性及隱性對比項的概念及使

用說明對學習者而言會更加清楚。 

2.3 語用上是否提出「極端值」及「反預期」的觀念及解釋 

《進階中文聽與說》中僅提出「連」後應放欲「強調」的內容，並未

說明「連」後引導出一個集合中的極端，「連」作為標舉極端事例（宋玉

柱，1981；崔永華，1984；崔希亮，1990；畢永峨，1994；湯廷池、張淑

敏，1994）。換句話說，若能說明「連」後引導出的是一個集合中的「極

端值」的概念則更有助於學習者了解「連字結構」。教材中未提出此點。

筆者建議加入本研究成果，「連字結構」中「也」與「都」後帶出的為表

預期相反（counter expectation）之語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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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漢語課程 2》 

（一）教材呈現 

《現代漢語課程 2》的第二十二課〈鍛鍊身體〉中第七個語法點介紹

了肯定句「連 NP 都/也 V」，以及第二十四課〈打折〉中的第十二個語法

點介紹了否定句「連 NP 都/也 NEG V」及「連一 CL(NP)都/也 NEG V」。

首先呈現，第二十二課中的肯定句「連 NP 都/也 V」，英文翻譯為“even NP 

( is, has, does) VP”，教材先說明結構後舉例，如下所示： 

Lián NP  even NP , lián NP 都/也VP  even NP (is has, does) VP. 

 Lián NP means even NP. The phrase Lián NP occurs before 都 or 也+ V(P) in 

the following structures: 

Lián NP 都/也VP   even NP (is, has, does) VP 

我家每一個人都是老師。我 mèimei是老師. 

In my family, everyone is a teacher. My younger sister is a teacher. 

（187） Lián 我meimei 也是老師。 

  Even my younger sister is a teacher.    （《現代漢語課程2》，2011：121） 

   我認識的人都有男朋友了。我mèimei有男朋友。 

  Everyone that I know has a boyfriend. My younger sister has a boyfriend   

（188） Lián 我mèimei 也有男朋友。 

Even my younger sister has a boyfriend.    （《現代漢語課程2》，2011：121） 

    最近大家都開始學中文。我 mèimei 學中文。 

 Recently everyone has begun studying Chinese. My younber sister studies 

Chinese.                         

（189） Lián 我mèimei 也學中文。 

 Even my younger sister studies Chinese.  （《現代漢語課程2》，201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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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 lián time when 都/也VP 

他們每天都上課。他們星期天上課。 

 They go to class day. They go to class on Sunday.  

（190） 他們lián 星期天都上課。 

 They even go to class on Sunday.         （《現代漢語課程2》，2011：121） 

subject lián object 都/也V 

他喜歡的運動很多。他喜歡美shì zúqiú。 

 He likes a lot of sports. He likes American football.  

（191） 他lián 美shì zúqiú 也喜歡。 

He even likes Americall.               （《現代漢語課程2》，2011：121） 

她會說中文、法文、 Dé文和日文。 

 She can speak Chinese, French, German, and Japanese. 

（192） 她會說中文、法文、和Dé文、lián 日文都會說。 

        She can speak Chinese, French, and German. She can even speak Japanese. 

（《現代漢語課程2》，2011：121） 

在介紹完例句後，教材於文末提出「連字結構」的功能介紹及相關說

明： 

The lián structure has two functions: 

 1. It emphasizes the NP that follows Lián, indicating that something is even true for 

that NP . 

 2. It topicalizes the object of the verb if the object is the NP that is emphasized with 

lián, placing it in a posi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ntence, before the verb. 

Certain structures in Mandarin, including resnultative verbs with directional 

endings (e.g.走進來 walk in, shēn 出來 extend out) cannot be followed by an 

object.When lian occurs with resultative verbs with directional endings, it makes it 

possible to include the object of the resultative verb in the sentence. The two 

structures are used together in this sentence from the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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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這麼冷的天，lián手都shēn不出來。 

          On a day as cold as today, you can't even extend out your hand.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21） 

又於第二十四課〈打折〉中的第十二個語法點介紹了否定句「連 NP

都/也 NEG V」及「連一 CL(NP)都/也 NEG V」；教材將前者的英文翻譯為

“even NP doesn't V”，後者翻譯為“not V even one NP”，其首先將於第二十

二課提到的「連 NP」之語法點簡單複習，呈現如下： 

（194） 我家每個人都學中文，連我mèimei都學中文。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68） 

Everyone in my family studies Chinese. Even my little sister studies Chinese. We 

have seen that 連 always occurs before a noun phrase, and that 連 NP must occur 

before the verb phrase of the sentence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68） 

其次，進入第二十四課的語法點「連 NP 都/也 NEG V」的說明及舉例，

呈現如下： 

連 subject NP 都/也 NEG V(P) even in the subject (is not, has not, does not) VP 

（195） 我家的人都不是學生，連我mèimei
77都不是學生。 

No one in my family is a student. Even my younger sister is not a student.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68） 

（196） 我家的女hái子沒有男朋友，連我mèimei也沒有男朋友。 

None of the girls in my family has a boyfriend. Even my younger sister does not 

have a boyfriend.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68） 

（197） 我家的人都不學中文，連我mèimei都不學中文。 

No one in my family studies Chinese. Even my younger sister doesn’t study 

Chinese.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68） 

 

                                                      
77

 在《現代漢語課程 2》中，未於前面課程學習過的漢字，會以漢語拼音呈現以減低學習者認讀

漢字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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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連 time when 都/也 NEG V(P) something does not happen even at this 

time 

（198） 他每天都在工作，連星期天都不回家。 

 He works every day. He doesn’t even go home on Sunday.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68） 

subject 連 object NP 都/也 NEG V(P) subject doesn’t even “verb” the object 

（199） 他什麼運動都不喜歡，連pīngpāng球都不打。 

He doesn’t like any sports. He doesn’t even play ping-pong.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68） 

（200） 她當然不會用kuài子。她連中國飯都沒有吃過。 

Of course she can’t use chopsticks. She hasn’t even eaten Chinese food.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68） 

接著，進如「連一 CL(NP)都/也 NEG V」的說明及舉例，呈現如下： 

連一 CL(NP)都/也 NEG V(P)  not (be, have do) even one NP 

When the noun phrase takes the form 一 CL(NP) and the verb phrase is negated,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is not even one (NP). 

（201） 我guàng了一天的商店，連一雙wà子都沒買。 

I shopped the whole day and don’t buy even one pair of socks.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69） 

（202） 他剛到這個新學校，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He has just arrived at this new school and doesn’t have even one friend.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69） 

（203） 我的錢都花完了，現在連一毛錢都沒有。 

I’ve spent all of my money and don’t even have a dime.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69） 

（204） 我今天忙sǐ了，到現在連一bēi水都沒喝。 

I’ve been busy to death, I haven’t drunk even one cup of water. 

（《現代漢語課程 2》，201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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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析與建議 

2.1 語法及架構解釋是否適當 

《現代漢語課程 2》介紹了肯定的「連 NP 都/也 V」、以及否定形式的

「連一 CL(NP)都/也 NEG V」及「連 NP 都/也 NEG V」，其亦將主語位於

連字結構不同位置的觀念帶入，此有助於學習者在對「連字結構」使用上

的完整了解。另一方面，筆者認為動補結構（潛能補語）與「連字結構」

共用並非連字結構的教學重點，因此就教材提出「連字結構」與動補結構

中的潛能補語「伸（得/不）出來」可以共現之說明與舉例，如例（193）：

「這麼冷的天，連手都伸不出來。」78持保留態度。 

2.2 篇章上是否給予完整語境並提出對比項的概念及說明 

《現代漢語課程 2》中部分例句的語境不夠清楚，如例（187）~（189）、

（191）~（192）、（195）~（197）及（199），若能替「連字結構」中「連」

後帶出的 NP 加入一些描述，便能使語境更加明確，讓學習者更直接地了

解「連字結構」的使用方式，請見下例建議修正的（195a）、（196a）及（197a）。 

而教材未針對對比項的概念加以闡述，因此建議提出「連字結構」帶

出的顯性及隱性對比項之概念及使用說明對學習者而言會更加有幫助。 

2.3 語用上是否提出「極端值」及「反預期」的觀念及解釋 

《現代漢語課程 2》中僅提出「連」後應放欲「強調」的內容，並未

說明「連」後引導出的是一個集合中的「極端值」之概念，因此建議加入

本研究成果，提供有完整語境的例句，以下筆者以例（195）~（197）為

例，給予本文的修改建議，如下例（195a）、（196a）及（197a），來進一步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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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漢語課程 2》的說明如下：“When lian occurs with resultative verbs with directional 

endings, it makes it possible to include the object of the resultative verb in the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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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我家的人都不是學生，連我 mèimei
79都不是學生。 

→（195a）我家的人都不是學生，連我九歲的mèimei都不是學生。 

（196）我家的女 hái 子沒有男朋友，連我 mèimei 也沒有男朋友。 

→（196a）我家的女 hái 子沒有男朋友，連我最漂亮的 mèimei 也沒有男朋友。 

（197）我家的人都不學中文，連我 mèimei 都不學中文。 

→（197a）我家的人都不學中文，連我住在中國的 mèimei 都不學中文。 

上例（195）~（197）中的連後 NP 皆為「我妹妹」，然而於上下文語

境中卻找不到其極端性，因此筆者於例（195a）中「連」後 NP 前加上「九

歲的」來增加其極端性，引導出在家人這個集合中，九歲的妹妹是最應該

為學生的；又於（196a）中「連」後 NP 前加上「最漂亮的」來增加其極

端性，引導出在家中女孩子這個集合中，最漂亮的妹妹是最應該有男朋友

的；而於（197a）中「連」後 NP 前加上「住在中國的」來增加其極端性，

引導出在家人這個集合中，住在中國的妹妹是最應該學中文的。如此有助

於學習者更全面了解「連」後 NP 的使用。 

教材中未提「反預期」的觀念。筆者建議加入本研究成果，「連字結構」

中「也」與「都」後引導出的為表預期相反（counter expectation）之概念。

若以例（196a）說明，一般而言社會預期「漂亮的女孩子應該有女朋友」，

然而「連字結構」中的「也」後卻引導出了一個與社會預期相反的概念，

即「最漂亮的妹妹沒有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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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現代漢語課程 2》中，未於前面課程學習過的漢字，會以漢語拼音呈現以減低學習者認讀

漢字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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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 

（一）教材呈現 

《實用視聽華語 3》第二課〈吃什麼好〉中的第六個語法點為「連......

都/也」，於教材中的英文翻譯為“even……”，其舉例如下： 

（205） 連半夜都找得到地方吃。 

     Even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can find a place to eat. 

此外，教材將「連字結構」分為六個句式，並以中文及英文說明下： 

其用法說明如下：說話者認為「連」後面的情況是不平常的，有強調的意思。

N、SV、V、VO、S-V，或短句都可以放在連的後面。 

Explanation: The speaker thinks that the situation mentioned after 連 is unusual 

or worthy of note and thus uses this pattern for emphasis. N,SV,V,VO,S-V of a 

simple sentence all can be placed after 連。（《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52） 

在語法練習部份列出了六種其於用法說明時提到的不同結構之用法，

以下呈現教材中的練習部分，其中練習皆為看原句並使用「連……都/也」

改寫，如下：   

（206） 我太忙，沒時間吃飯。 

I am too nusy. I don’t have time to eat. 

→我太忙，連80飯都沒時間吃。（連 N/NP 都/也……） 

I’m too busy. Idon’t even have time to eat. 

or→我太忙，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I’m too busy. Idon’t even have the time to eat.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52） 

                                                      
80
在本文中筆者將「連」加粗體底線是為了閱讀的方便性，實際的教材及文獻並不是這樣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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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我太忙，沒時間吃飯。 

I am too nusy. I don’t have time to eat. 

→我太忙，連吃飯都沒時間。（連 VO 都/也……） 

I’m too busy. Idon’t even have time to eat.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52） 

（208） 這件衣服太小，我最小的弟弟也穿不下。 

    This article of clothing is too small. My youngest brother can’t get it on either.  

→這件衣服太小，連我最小的弟弟都穿不下。 

This piece of clothing is too small; even my youngest brother can’t get it on.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53） 

（209） 老師請客，你不去，不太好吧？（連 clause 都/也……） 

The teacher invited us. It would be a bad idea for you not to show up, don’t 

you think? 

→連老師請客你也不去，不太好吧？ 

  Even with the teacher inviting us you’re not going to show up. That’s not too         

  good, don’t you think?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53） 

（210） 我女朋友接到我的信，沒看就扔了。 

  My girlfriend received my letter and threw it away without reading it.  

→我女朋友接到我的信，連看都沒看就扔了。 

  My girlfriend received my letter and threw it away without even reading it.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53） 

（211） 這個東西一點都不甜，怎麼能叫糖呢？ 

   This thing isn’t sweet at all. How can it be called candy? 

→這個東西連甜都不甜，怎麼能叫糖呢？ 

   This thing isn’t even sweet. How can it be called candy?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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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析與建議 

2.1 語法及架構解釋是否適當 

《實用視聽華語 3》將「連字結構」中「連」後所能接的詞性及內容

做了結構性的介紹，並給予充足的例句，此有助於學習者了解「連字結

構」；此教材對於詞性等其他語法觀念並未多做說明。 

2.2 篇章上是否給予完整語境並提出對比項的概念及說明 

整體而言例句的語境非常清楚，助於學習者了解使用「連字結構」的

語境，具有上下文篇章的概念。教材未提出對比項的概念，而例句中皆為

含有隱性對比項的句子，因此若能給出一兩個具顯性對比項的例句，並輔

以說明，應能幫助學習者理解「連字結構」之「對比項」之概念及使用方

式。 

2.3 語用上是否提出「極端值」及「反預期」的觀念及解釋 

《實用視聽華語 3》指出「連字結構」是強調句式，然而值得肯定的

是，教材指出「連」後所指的為一「超常」情況，建議加入「連」後為引

導出某集合中的「極端值」的概念並輔以具有清楚語境的例句加以說明，

幫助學習者深入了解「連字結構」的語用概念。 

此外，教材中亦未提出「反預期」的觀念，筆者建議加入本研究成果，

「連字結構」中「也」與「都」後引導出的為表與預期相反之語用的概念

並輔以例句加以說明。我們若以上例（208）為基礎，修改如下例： 

（208a）這件衣服太小，連我最小的弟弟也穿不下，何況是我大哥呢? 

   （筆者修改自例208） 

筆者於「連字結構」後加上一顯性對比項「我大哥」（後顯）與連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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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我最小的弟弟」對比，使上下文篇章語境更佳明確。此外可以告訴學

習者，「連」後帶出家庭成員此集合內的極端值「最小的弟弟」，「也」後

帶出與聽話者「最小的弟弟應該穿得下這件衣服」的料想相反的反預期概

念，即「最小的弟弟穿不下這件衣服」。 

四、《中文聽說讀寫 2》 

（一）教材呈現 

《中文聽說讀寫-level2》第十三課〈談體育〉中的第一個語法點「連......

也/都」，其英文說明為： 

連...也/都....introduces an extreme example illustrating the conclusion denoted 

in the following clause.  

接著，教材於下方舉四個例句，呈現如下： 

（212） A：他會說中文嗎？/他会说中文吗？ 

           Can he speak Chinese? 

      B : 中文他連聽都沒聽過，怎麼會說呢？ 

          中文他连听都沒听过，怎庅会说呢？ 

          He's never even heard Chinese spoken. How he speak it? 

（《中文聽說讀寫 2》，2006：277） 

（213） 我連這個人的名字都沒聽說過，怎麼會認識他呢？ 

       我连这个人的名字都沒听说过，怎庅会认识他呢？ 

       I've never even heard of his name. How would I know him? 

（《中文聽說讀寫 2》，2006：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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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我姐姐會很多種語言，連越南話都會。 

       我姐姐会很多种语言，连越南话都会。 

       My older sister knows many languages. [She] even knows Vietnamese. 

（《中文聽說讀寫 2》，2006：278） 

（215） 這兒天氣很冷，連夏天都得穿毛衣。 

       这ㄦ天气很冷，连夏天都得穿毛衣。  

   The weather is really cold here. Even in the summer [you] have to  

wear a sweater.                 （《中文聽說讀寫 2》，2006：278） 

最後，在教材分別針對上述例句以英文對句義及語法使用進行說明，

呈現如下： 

 In example (1) the speaker implies that 聽過中文  / 听过中文  is the 

minimum condition for the ability to speak Chinese; from that, on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person cannot possibly speak Chinese. In example (3) one can 

deduce from the fact that the speaker's sister knows Vietnamese,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languages to learn, that she could be proficient in many foreign languages. In 

example (4) one can conclude that the weather here is very cold based upon the fact 

that many people wear sweaters even in the summer. 

（二）評析與建議 

2.1 語法及架構解釋是否適當 

《中文聽說讀寫 2》未對「連字結構」內的「連」進行細部英文翻譯

或詞性介紹，亦未對「連」後成分之詞性及架構多做說明，建議應加以說

明以上所提。 

2.2 篇章上是否給予完整語境並提出對比項的概念及說明 

《中文聽說讀寫 2》的例句所提供的語境除了上例（214）外，皆相當

清楚，若能將其「連字結構」內的 NP 加上描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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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a）我姐姐會很多種語言，連非常難的越南話都會。 

                                              （筆者修改自例214） 

 原例（214）中的「連」後 NP 為「越南話」，此並不足以表達「極端」

的情況，因此修改後的（214a）便使「連」帶出極端值的概念清晰。 

例句中皆表現了對比項的概念，不論是顯性對比項出現在後的例（212）

及（213），或顯性對比項出現在前的例（214），以及隱性對比項出現在後

的例（215）。然而未提出明確說明，因此若能進一步提出顯性及隱性對比

項的概念及使用說明對學習者而言會更加清楚。 

2.3 語用上是否提出「極端值」及「反預期」的觀念及解釋 

與其他教材提出連字結構為「強調句」不同，《中文聽說讀寫 2》中提

出「連」後應放「極端」的內容，此點能幫助學習者正確使用連後 NP 的

內容，我們持肯定態度；然而若能進一步解釋此引導出的「極端」是指一

個「集合中」的極端值，即最大、最小值，那麼會更佳清楚。此外，教材

中提出「連字結構」後帶出的為一結論，筆者認為此說法不太清楚，若能

將此說法改為介紹「連字結構」中「也」與「都」後引導出的為表預期相

反之語用的概念會對學習者在了解上更有助益。 

五、《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 

（一）教材呈現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第二課〈逛夜市〉中的第三個語法點「連......

都」，其中在詞性解釋處教材將「連」標示為「介詞」（preposition），「都」

標示為「副詞」（adverb）。英文翻譯為“even”、“inclusive of“，並進一步解

釋： 

 

 



漢語「連字句」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155 
 

連 can precede a subject,an object,a prepositional phrase, or even a verb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27） 

此外，教材於說明下方例（216）~（219）舉例並於例（220）~（223）

提供練習題，呈現如下： 

（216） 連年老的人都喜歡到夜市逛逛。 

      Even elderly people like to visit night markets.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27） 

（217） 他高興得連身旁的車子都沒注意到。 

    He was so excited that he didn't even notice the cars around him.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27） 

（218） 她連跟自己的妹妹ㄧ起住都不太願意。 

    She wasn't even willing to live with her own sister.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27） 

（219） 雖然想要另一種顏色，可是老板連換都不肯換。 

    Although all I wanted was a different color, the owner of the store wasn't 

even willing to make the exchange.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

27） 

（220） 他連東西的價錢_______________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27） 

（221） 連自己的錢包 _________________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27） 

（222） Don't worry ! Even experts cannot tell this is a fake.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27） 

（223） He's lived in Hong Kong for ten years, but he can't even count in      

Cantonese.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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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析與建議 

2.1 語法及架構解釋是否適當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細部將「連字結構」分解，介紹「連」

及「都」的詞性，然「連」為介詞的說法與本文研究結果不同，我們認為

「連」已從「介詞」虛化為一焦點標記「助詞」。而在英文翻譯方面，此

教材提出「連字結構」除了“even”尚有“inclusive of“的意思，筆者對後者持

保留態度。在細部結構方面，教材清楚說明「連」後可接成分之詞性及種

類。 

2.2 篇章上是否給予完整語境並提出對比項的概念及說明 

整體而言例句的語境相當清楚，但教材未針對「連字結構」帶出的「對

比項」之概念加以說明。我們檢視例句（216）至（219）可知其皆為帶有

隱性對比項的句子，因此建議在例句上增加帶有「顯性對比項」的例子並

進一步提出顯性及隱性對比項的概念及使用說明。 

2.3 語用上是否提出「極端值」及「反預期」的觀念及解釋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在語用上未多著墨。筆者建議加入「連」

後引導出成分為一個集合中的「極端值」的概念，以及「連字結構」中「也」

與「都」後引導出的為表預期相反（counter expectation）之語用的概念。 

六、《新實用漢語課本 3》 

（一）教材呈現 

《新實用漢語課本 3》第三十四課〈神女峰的傳說〉中的第五個語法

點「連……也/都……」（The construction "连 ...... 也 /都.....），下方亦對於

連字結構之詞性及相關使用提出說明，呈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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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ructure  "连 X 也/ 都 ......" is used for emphasis. " X "  is the emphasized 

part. Placed after the preposition " 连  ". The adverb "也 " or "都 " follows the 

emphasized part. This structure is used to indicate a comparison: "even  X  is this 

way, let alone the others" For example, 

（224） 这ㄦ连空气都有辣味ㄦ。 （个个菜都是辣的） 

                                     （《新實用漢語課本 3》，2004：136） 

（225） 你晕得连可乐也不想喝了。（别的事ㄦ更不想做了） 

                                      （《新實用漢語課本 3》，2004：136） 

（226） 他连吃药、喝水都要别人帮助，病得不轻  。（他不能起床，不能

上班）                         （《新實用漢語課本3》，2004：136） 

（227） 我连她姓什么也不知道（我不了解他） 

                                      （《新實用漢語課本 3》，2004：136） 

（二）評析與建議 

2.1 語法及架構解釋是否適當 

《新實用漢語課本 3》細部將「連字結構」分解，指出「連」的詞性

為「介詞」，「都/也」為「副詞」；本文研究結果不支持「連」為介詞的說

法，在此「連」應為一焦點標記「助詞」。 

2.2 篇章上是否給予完整語境並提出對比項的概念及說明 

整體而言例句的語境皆完整，惟上例（224）有些不足，然而各例句後

括弧內的補充說明便使語境清楚，亦拓展了上下文。 

《新實用漢語課本 3》提出「連字結構」表示對比的觀念，並將連字

結構解讀為「連 X 都已經這樣了，更不要說是其他人或事了」帶有隱性對

比項的影子，我們給予正面的評價，但其未針對「連字結構」帶出「對比

項」之概念加以說明。不過，我們發現例（224）至例（226）後括弧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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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說明便是各例句的「隱性對比項」，若教材中可將顯性及隱性對比項

的概念輔以例句解釋，必能有助於學習者了解「連」後成分的使用。 

2.3 語用上是否提出「極端值」及「反預期」的觀念及解釋 

《新實用漢語課本 3》中僅提出「連」後應放欲「強調」的內容，與

本研究結果不符，本文建議教材加入「連」後引導出一個集合中的極端值

之說明，即最大或最小值。此外教材在 「反預期」的語用觀念上未多著

墨，建議加入本研究成果，「連字結構」中「也」與「都」後引導出的為

表預期相反（counter expectation）之語用的概念。 

七、《華夏行-現代漢語中級讀本》 

（一）教材呈現 

於《華夏行-現代漢語中級讀本》中沒有特別針對「連字結構」的語法

點解說，但筆者於第四課〈裡頭外頭〉的課文中找到使用「連字結構」的

段落，如下： 

（228） 許多美國人大概都已經不知道“悠閒”是什麼了，他們連出去度假都

得先安排好時間表，這在中國人看來，簡直不是度假而是工作。 

（《華夏行-現代漢語中級讀本》，1996：41） 

（二）評析與建議 

由於此教材未將「連字結構」另立於語法描述的部分，因此較難評析

其針對連字結構提出的語法、篇章及語用相關的見解，然而我們就上例

（228）可看出其語境提供完整且上下文清楚。筆者認為「連字結構」對

於學習者而言並不是一個容易的語法點，因此建議另立篇幅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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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文入門》 

（一）教材呈現 

在《中文入門》的課本中未針對「連字結構」多說明，因此本文評析

《中文入門》Notes and Exercises，其中第四課〈裡頭外頭〉的第十個語法

點便是針對「連字結構」的介紹，原文不包含漢字，僅以英文及漢語拼音

呈現，詳細如下： 

Lián "include" can be paired with dōu to mean "even": 

（229） Lián Lǎo Huáng dōu dǒng le.  Even Old Yaller has understood. 

（230） Lián lǎoshī dōu méi xiě duì.    

    Even the teacher did not write it correctly. 

When the verb is negative, yě can replace dōu.: 

（231） Lián lǎoshī yě méi xiě duì.   

Even the teacher did not write it correctly. 

（232） Tā de zhōngguó huà, lián zhōng guó rén yě tīng bù dǒng.  

       Not even Chinese can understand his Chinese. 

All of the above examples follow the pattern: 

   lián Subject dōu/yě Verb 

Another variant of the pattern is: 

   Subject lián Object dōu/yě Verb 

For example： 

（233） Tā lián yíge dà zì dōu búhuì xiě.        

   He can’t even write the character“d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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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Wǒ gāng lái, lián sùshè zài nǎ'er yě bù zhīdào.  

   I just arrived, and don’t een know where the dorm is. 

（二）評析與建議 

2.1 語法及架構解釋是否適當 

《中文入門》將「連字結構」細部分解，翻譯「連」的本義為“include”，

並給予清楚的「連字結構」之架構，此外，其以主語位置的不同介紹了兩

個句式，並給出架構，分別為「連」後主語句式，“lián Subject dōu/yě Verb”

以及「連」前主語句式“Subject lián Object dōu/yě Verb”，筆者認為此有益於

學習者了解「連字結構」之結構。 

2.2 篇章上是否給予完整語境並提出對比項的概念及說明 

整體而言例句的語境相當清楚，惟上例（229）若能改為具有顯性對比

項「你」的句子更佳，如下： 

（229a） 連老黃都懂了，你怎麼不懂?                      （筆者修改例229） 

例（229）至（234）皆屬於下文中含有隱性對比項的「連字結構」，若

能進一步提出顯性及隱性對比項的概念及相關例句，一定能幫助學習者更

加清楚「連字結構」的使用。 

2.3 語用上是否提出「極端值」及「反預期」的觀念及解釋 

《中文入門》在語用上未多著墨。筆者建議加入「連」後引導出成分

為一個集合中的「極端值」的概念，以及「連字結構」中「也」與「都」

後引導出的為表預期相反（counter expectation）之語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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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綜合評析與建議 

在語法及架構上，大部分教材皆將「連字結構」視為「連……都/也……」

惟《今日台灣》未帶入「連……也……」的句式，而在英文翻譯方面較具

一致性，皆將「連字結構」翻譯為“even”只有少數教材如《今日台灣》另

外補充了“inclusive of”的翻譯，然而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而就「連」的

詞性而言，本文支持其為一虛化標記焦點的「助詞」，因此如《新實用漢

語課本 3》及《今日台灣》的「介詞說」以及《進階中文聽與說》的「動

介詞」（coverb）皆不符本研究研究成果。 

而在句式結構介紹方面，有些教材針對「連」後接的成分之詞性或種

類加以說明，如《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及《今日台灣》；有的教材帶入主

語於「連字結構」中的使用觀念，如《中文入門》、《現代漢語課程 2》等。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現代漢語課程 2》中提出多元句式以及大量例句，本

文給予肯定評價。 

在篇章上，整體而言例句的語境皆完整清楚，但在某些教材中仍可發

現一些待修正的例句，例如可將《現代漢語課程 2》中的例句（196），可加

入使「連」後 NP 帶有明顯極端特性描述的定語，使語境更加明確，如下： 

（196）我家的女 hái 子沒有男朋友，連我 mèimei 也沒有男朋友。 

→（196a）我家的女 hái 子沒有男朋友，連我最漂亮的 mèimei 也沒有男朋友。 

                                                   （筆者修改自例196） 

又教材皆未能針對連字結構在篇章中帶有對比項的概念上多作解釋，

唯《新實用漢語課本 3》提出「連字結構」帶有對比功能的，然而其未能

進一步說明對比的對象為何，因此本文建議帶入顯性及隱性對比項的概念

及相關例句，儘管教材的呈現方式還有改善的空間，但可說是較切中「連

字結構」的篇章功能的。 

最後在語用方面上，大部教材皆提出「連字結構」為表強調的句式，

此看法稍籠統與本研究結果不符。而就「連」引導出極端值的概念，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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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聽說讀寫 2》提及，又《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提出連後表一「超常」

的情況，本文給予其正面評價。然而，筆者建議將引導碼「連字結構」引

導出一個集合中的「極端值」的特性加入教材中，並將最大值及最小值的

概念加以說明則更佳。又引導碼「連字結構」內「也」與「都」引導出表

預期相反（counter expectation）之語用概念亦未出現於所檢視的任一本教

材中，然而此對於學習者全面性掌握「連字結構」而言是重要的。 

總而言之，就筆者評析目前通行於美國及台灣的九套教材，我們發現

其皆相當缺乏針對「連字結構」的篇章與語用之介紹及說明，因此下節將

針對此進行教學設計。 

第三節 教學設計 

 在教學設計此小節中共分為兩部分呈現，第一部分以前人的教材及本

文研究結果為基礎，設計一份針對「連字結構」的教材，第二部分則為教

案設計。 

一、「連字結構」的建議教材呈現 

評析目前通行於美國及臺灣的九套教材後，筆者認為在現代漢語「連

字結構」的說明部分可更加精確地將「連字結構」核心功能及常用句式授

予學習者。筆者參考鄧守信（2009：163-164）的用法描述架構（function、

structure、usage），針對母語為英語的初中級學習者81設計「連字結構」教

材，如下： 

I. Function 

The structure  "連  X  也/ 都 VP" introduces an extreme example to point out 

a contrast in a given context : "even X is this way, let alone others". It also expresses a 

counter-expectation on part of the speaker, hearer, or the society. 連 brings out an 

                                                      
81

 大約為於美國大學中文二年級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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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reme element X from a set of possibilities in a given category, whereas 也/都 

marks a counter-expectation of X. 

"連 X 也/都 VP" mean "even" in English. For example, 

（1） 我家的女孩子沒有男朋友，連我最漂亮的妹妹也沒有男朋友。 

        None of the girls in my family has a boyfriend. Even my prettiest younger 

sister does not have a boyfriend. 

The speaker assumes 「我最漂亮的妹妹」to be the most possible candidate to 

have a boyfriend in comparison to others in the category of 「我家的女孩子」, thus 

creating a contrast. However, contrary to the speaker’s expectation, it turns out that 

「我最漂亮的妹妹沒有男朋友」 ; therefore, the speaker uses 也  to mark a 

counter-expectation by saying 「我家的女孩子沒有男朋友，連我最漂亮的妹妹也

沒有男朋友。」 

（2） 連年老的人都喜歡到夜市逛逛。      

 Even elderly people like to visit night markets.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27） 

It is generally assumed that elderly people are the least possible group in the 

category of visit night markets, compared to younger or middle-aged people. 

However, .contrary to the speaker’s expectation, it turns out that「年老的人喜歡到夜

市逛逛」, and thus the speaker uses 都 to mark a counter-expectation on his part by 

saying「連年老的人都喜歡到夜市逛逛。」 

II. Usage 

a. The fucntor 連 serves as a focus marker that encodes an extreme element 

from a given category and creates a contrast.  

b. In dialogues,  "連  X  也/ 都 VP"  is used as a reminder to something that 

the hearer may have overlooked. It is often used together with a negation 

word such as 不 or 沒. For example,「這個字太難，連老師都不會」. Here, 

 



漢語「連字句」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164 
 

都 in the 連 structure is used to mark counter-expectation. In the hearer’s 

assumption, a teacher should be the most knowledgeable one and know how 

to write the word; however, it turns out that even the teacher doesn’t know 

how.也/都 serves as a 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 in 連 structure. 

III. Structure & Examples 

a. The basic pattern is: 

LIÁ N  EXTREME ELEMENT  YĚ /DŌU  VP-counter expectation 

b. The negation word usually precedes the Verb Phrase: 

LIÁ N  EXTREME ELEMENT  YĚ /DŌU  NEG  VP-counter expectation  

（改編自，《進階中文聽與說》，2013：242） 

The phrase 連 NP occurs before 也/都 + V(P), and the position for inserting 

the subject is quite flexible. For instance, frequently used structures and illustrative 

examples are presented below: 

 連(NP=Subject) 也/都 NEG VP 

（3） 昨天的晚會連小王都去了，你怎麼沒去? 

Even Xiao
82

 Wang went to the party last night; why didn’t you go? 

 Subject 連 NP 也/都 NEG VP 

（4） 小王今天太忙了，他連水都沒時間喝。 

Xiao Wang is too busy today; he didn’t even have time to drink water. 

 

 

                                                      
82

 有別一般教材都把小王、老王譯“Liittle Wang”及“Old Wang, ”但是此處的「老」及「小」

皆指彼此的熟悉度，而非年紀的大小，故我們譯為“Lao Wang”及 “Xiao Wang” 以避免造成

學習者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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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ject) 連 NP 也/都 NEG VP 

（5） 小王是這個大學的學生，但是 Ø 連教室在哪裡都不知道。 

Xiao Wang is a student at this college, but he doesn’t even know where the classroom 

is located. 

In example (3) the subject is NP itself, and the speaker assumes “Xiao Wang” is 

the least possible person, compared to the listener, that would go to a party. But 

contrary to the speaker’s assumption, it turns out Xiao Wang actually went. In 

example (4) , the subject NP is before 連. Normally, drinking water is such a basic 

need that everyone should have time to do it; However, contrary to the speaker’s or 

the listener’s expectation, Xiao Wang didn’t actually have time for it. So the speaker 

utters that “Xiao Wang doesn’t even have time to drink water, not to mention having a 

meal.” In example (5) the subject NP is omitted before 連, but it refers back to the 

subject Xiao Wang. It is generally assumed that as a student to the school, the location 

of a classroom is the most basic knowledge one should possess. However, contrary to 

the speaker’s assumption, Xiao Wang doesn’t actually know it. Thus, the speaker 

indicates that “Xiao Wang doesn’t even know where the classroom is, not to mention 

other more detailed things about the school.” 

Here are some patterns that need to be pointed out: 

 連一 CL(NP) 也/都 NEG  V(P) 

（6） 他剛到這個新學校，連一個朋友都沒有。 

He has just arrived at this new school and doesn’t even have any friends.  

（改編自83《現代漢語課程2》，2011：169） 

 連 time when 也/都(NEG) VP 

（7） 他每天都在工作，連星期天也去辦公室。 

He works every day; he even goes to his office on Sundays. 

                                                      
83

 是指筆者在原句之外補充了背景句或明確的第二個對比項，以利學習者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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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 V 也/都(NEG) V 

（8） A：他會說中文嗎？ 

     Does he speak Chinese? 

     B : 中文他連聽都沒聽過，怎麼會說呢？ 

    He's never even heard Chinese spoken. Let alone speak it? 

（改編自，《中文聽說讀寫 2》，2006：277） 

 Please note that when using the sentence pattern “連一 CL(NP) 也/都 NEG 

V(P)”, the negation word should never be omitted, such as in example (6).You 

can NOT say:連一個朋友都有.Also, when using the pattern “連 V 也/都(NEG) 

V, do NOT put any object after the Verb. You can NOT say:我連吃飯都沒吃飯

過,but should say : 我連吃都沒吃過.  

二、 教案設計 

筆者試圖將「連字結構」陳述性知識的說明呈現為程序性知識的練習。

《對外漢語語言點教學150例》（2009：166）將「連字結構」教學過程分

成三大步驟：語言點導入、操練及開放式活動。第一步語言點的導入主要

以問答式導入，加強溝通技巧，期以有意義的內容導入。第二步驟為操練，

包括對話式情景問答、根據情景完成對話。第三步驟為開放式活動的角色

扮演。以下，筆者將學習者設定為美國威廉大學二年級（初中級語言水平）

的學生，融入本研究教學成果作教學內容的安排。以下教案為筆者改編《對

外漢語語言點教學150例》（2009：166）中針對「連字結構」的教學步驟

及內容；此教案的教學對象為母語為英語的初中級學習者，呈現如下。 

（一） 步驟一:語言點問答式導入（簡報檔呈現「連字結構」句式） 

LIÁ N  EXTREME ELEMENT  YĚ /DŌU  NEG  VP-counter expectation 

A. 連(NP=Subject) 也/都 NEG VP 

B. Subject 連 NP 也/都 NEG VP 

C. (Subject) 連 NP 也/都 NEG VP 

D. 連一 CL(NP) 也/都 NEG  V(P) 

E. 連 time when 也/都(NEG) VP 

F. 連 V 也/都(NEG)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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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在黑板上寫一個不常見的字）認識這個字的人很少，我不    

     認識，你們認識嗎? 

生： 不認識。 

師：（指簡報檔句式A）你們可以說認識…… 

生： 認識這個字的人很少，連老師也/都不認識。 

（二）步驟二-操練1:根據情景完成句子 

1. (詳)師：沒有人知道我的朋友在哪兒，他的媽媽也不知道。有      

人知道我的朋友在哪兒嗎? 

          生：沒有人知道老師的朋友在哪兒。 

          師：他的媽媽一定知道吧? （指簡報檔句式A） 

          生：連他的媽媽也不知道。 

          師：你可以說沒有人…… 

              生：沒有人知道老師的朋友在哪兒，連他的媽媽也/都不知

道。 

2. (簡)師：A同學沒去過波士頓，美國很多地方他都沒去過。A同  

學去過美國很多地方吧? （指簡報檔句式B） 

              生：美國很多地方A同學都沒去過，他連波士頓也/都沒去

過。 

       3. (簡)師：趙老師剛來美國的時候不會說英文，我不會說「謝謝」、

「再見」。趙老師剛來美國的時候會說英文嗎? （指句式

C） 

              生：趙老師剛來美國的時候不會說英文，連「謝謝」、「再

見」也/都不會說。 

 （三）步驟二-操練2:根據情景回答問題 

1. 師:趙老師的錢今天早上被偷了，趙老師現在有很多錢嗎? 

生:趙老師現在連一毛錢都沒有。（指簡報檔句式D） 

2. 師:小王每天都工作，星期天也工作。為什麼說小王很喜歡工  

   作? 

生:因為他連星期天也工作。（指簡報檔句式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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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師: 昨天的考試太容易了，我聽說很多同學沒準備也考了100  

    分。為什麼大家覺得昨天的考試太容易了? （指句式F） 

            生:因為連很多同學連準備也/都沒準備就考了100分。  

     （四）步驟三 開放式活動-角色扮演 

   學生兩人小組，互相解釋為什麼要批評或誇獎自己的男/女朋

友。 

1.批評男/女朋友 

         例如：忘記生日；不整理房間；不願意幫忙；不常打電話，從        

               不送禮物等。 

2.誇獎男/女朋友 

  例如：記得對方父母的生日；天天幫對方整理房間；生病還是

很用功等。  

三、 小結 

本章分析臺灣以及美國大學部分現行常用教材為基礎，以語用及篇章

的角度切入評析八本教材的優缺點以及待改進之處，並配合本文的研究成

果設計出一份「連字結構」的建議教材，以及以溝通功能為主的教案設計，

然而，由於「連字結構」一般出現於現行教材的第一或第二冊中，故為與

實際教學需求結合，本文將教材與教案設計的學習者程度訂為初中級，教

學設計的內容是以「局部連接」的「連字結構」為主。 

我們期望能深入淺出的將「連字結構」的語法較完整的介紹給學習者，

也給第一線的華語教師一些實質上的參考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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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第一節 研究總結 

本文於第一章的提出的四項研究問題如下： 

（一）（1）「連字結構」之對比項的顯隱對比頻率與前後景的互動關

係為何，以及（2）「連字結構」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為何？ 

（二）「連字結構」之主題連續性與否與篇章分布的關係。（1）非主

題連續性中的焦點句與補述句的分布，及（2）主題連續性中指

稱詞的分布為何？ 

（三）「連字結構」下文的語義連貫性為何？ 

（四）「連字結構」的教學應用為何？  

針對第一個研究問題，在篇章層面，「連字結構」本身帶有對比焦點，

其引導出的「隱性對比項」之出現頻率高於「顯性對比項」，這是因為漢

語較傾向簡潔，有時便犧牲清楚，將舊信息隱去，聽話者須自行推衍出隱

去的信息。以上述結果為基礎，我們將「連字結構」的顯性對比項分為分

佈頻率較高「前顯後景句」以及「後顯前景句」，前者分佈頻率較高，因

為其替焦點連字結構鋪陳背景，使連字結構出現時不顯突兀。接著比較同

為出現在「連字結構」下文的「隱性對比句」與「後顯前景句」，結果指

出前者之出現頻率較後者高出許多，原因與漢語傾向簡潔有關。 

在語用方面，「連字結構」最常與表提醒、警告、規定、禁止等特性

的義務（denotic）情態詞共現，其中含近七成的否定詞。而否定詞表與期

望相反，此正表現了具引導碼功能的「連字結構」中「也」與「都」後引

導出的反預期語用功能。此外，在語料討論的過程中我們亦以引導碼的概

念應證「連字結構」中「連」引導出「極端值」的語用特性，「連字結構」

具有引導碼的功能，引導協助聽話者以最省力的方式理解說話者要表達的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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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第二個研究問題，在篇章方面，連字結構的「非主題連續性」之

分布頻率較「主題連續性」高，此結果與本文當初按語言認知省略原則所

設定之假設有些落差。因此我們將「連字結構」非主題連續性語料分為補

述句與焦點句檢視，並將後者的分佈比例與同為焦點句之主題連續性相

加，得出焦點句佔近六成，研究結果顯示溝通目的勝過認知因素，焦點為

溝通中的重要信息，因此連字結構是以溝通為取向的。 

此外，在篇章方面，我們亦對指稱詞在「連字結構」主題連續性的篇

章分布做了探析，結果顯示漢語指稱詞在「連字結構」的篇章分布是以標

記同一事件，鞏固話題連續性的零代詞使用頻率最高；標記段落改變，通

常帶出新的主人翁的名詞回指其次；而在相同主人翁之下帶出不同事件的

代詞回指居末。 

關於第三個研究問題，在篇章方面，「連字結構」下文語義連貫關係之

分布頻率由高至低分別為「遞進關係」（80.03%），「轉折關係」（10.48%），

「因果關係」（7.65%）。由此結果可知「連字結構」的使用往往是對上文

的內容展開更進一步闡釋與敘述的「遞進關係」；而由於「連字結構」本

身即帶有對比，其下文的語義連貫中亦會伴隨著轉折詞；而在分布頻率居

末的「因果關係」中，是以 Word Sketch 的因果句分布較聯合知識庫為多，

究其原因，由於聯合知識庫的語料是以補充新聞事件的說明新聞為多，常

用因果推理的議論新聞較少，又 Word Sketch 中包含許多經常出現「因果」

原則的記敘文語料，如小說等。故 Word Sketch 的因果句（10.02%）分布

較多便相當自然。 

回應最後一個問題，在教學方面，融合篇章及語用的研究成果，並對

目前臺灣及美國大學中文系常用華語教材進行評析，據評析結果提出建議

並設計了針對母語為英語的初中級學習者之教材及教案，期望能給予第一

線的華語教師一些實質上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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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一、 雖然在 Word Sketch 中有少數口語的語料，但此次研究的語料庫仍

是以書面語料為主，期未來可加入口語語料，更進一步來研究。 

二、 關於研究問題一中「義務情態否定詞」之「不」其實可再細分為

如義務情態的「不行」，判斷情態的「不可能」，以及動力情態的「不

會」，但限於篇幅，此次研究未加以討論，期能進行後續研究。 

三、 在本文的四類情態詞分類中（義務、認知、動力、情態），認知情

態副詞（如：難道、究竟、恐怕），出現的頻率極低，微乎其微，因

此未能探究連字結構與這些情態詞進一步的關係，希望將來能夠擴大

語料來探究這些詞的共現關係。 

四、 本研究的評價情態詞只包「甚至」、「竟然」兩個副詞84，後續研究

可增加此類情態副詞的數目。 

五、 將來可進一步將「連字結構」於篇章中整體連接功能與篇章方面

的研究成果應用於中級以上85的教學中。 

六、 此次未能針對所設計的教材及教案進行實際課室教學86，期將來能

做到此點，以得知整體教學設計的恰當性與進步空間。 

七、 由於時間的關係，未能對大量學習者進行學習難點施測或訪談，

期將來能做到此點，如此更能幫助教學設計的適切性。 

 

 

 

                                                      
84
感謝口委蔡美智老師指出 

85
感謝口委蔡美智老師及李明懿老師指出 

86
 教材及教案設計完成後，僅試用於 5 位母語為英語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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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語料-Word Sketch 

1. 總之，軟硬兩手最後都匯集到這一座行宮、這一個山莊裡來了，說是避暑，說是休息，意義卻又遠遠

不止於此。把複雜的政治目的和軍事意義轉化為一片幽靜閑適的園林，一圈香火繚繞的寺廟，這不能

不說是康熙的大本事。然而，眼前又是道道地地的園林和寺廟，道道地地的休息和祈禱，軍事和政治，

消解得那樣煙水蔥蘢、慈眉善目，如果不是那些石碑提醒，我們甚至連可以疑惑的痕跡都找不到。避

暑山莊是康熙的長城，與蜿蜒千里的秦始皇長城相比， 哪個更高明些呢？ 

2. 但是， 以後清華人要如何和別人解釋： 我們清華大學的交通停車問題真是嚴重的不得了喲，非一定

要蓋這個停車場不行耶…我覺得，我連自己也說服不了。當然，所謂校譽，好像抽象得很，毀譽由他

去，我清華人自為之，又何必在乎？ 

3. 唯其如此， 八大山人連憐人憫世之心也冷卻了，儒家的仁恕， 佛家的慈悲， 道家的無爭， 對他來

講都失去了意義， 他有的只是對世道的揶揄、蔑視和嘲諷，從而使他成了一個隱約玩世的狂人， 他

奈何不了現實， 現實似乎也奈何不了他 

4. 男兒漢對付男兒漢，在朋友和親人是拳頭和鞭子， 在敵人便是短刀和長劍。但對於李文秀， 她爹爹

媽媽從小連重話也不對她說一句，只要臉上少了一絲笑容，少了一些愛撫， 那便是痛苦的懲罰了。 

5. 李文秀道：「計爺爺家裡再沒別人了。 我連哈薩克人也不識得，別說漢人啦。 」最後這兩句話卻是

憤激之言，她想起了蘇普和阿曼，心想雖是識得他們，也等於不識。 

6. 七人聽到腳步聲，一齊躍起身來，卻聽那腳步聲突然停頓。在這短短的一忽兒之間，七個人連自己的

心跳聲都聽見了。突然間，腳步聲又響了起來，卻是向西北方逐漸遠去。 

7. 有一天經理喝了一口茶就吐了出來：「堂堂大學畢業生連茶都泡不好，乾脆離職算了。」少女聽了很

傷心，決定當天下午就提出辭呈，正在這時候，公司有一位重要客戶來訪， 談一筆數目很大的生意， 

經理便叫她泡茶出來招待客人。 

8. 少女擦乾眼淚心想：「這可能是我在這家公司泡的最後一壺茶了，不如好好的泡，不要讓人覺得我連

茶也泡不好。」她非常專心細膩的泡茶，用燦爛的微笑端茶出去，客戶只喝了一口就說： 「呀！好

久沒喝過這麼好喝的茶了。能把茶泡得這麼好的人，做任何工作都可以勝任的。 」 

9. 他按劍匠的忠告一一做了，當他最後舉刀而立，那浪人彷彿看到一個完全不同的人格，無畏、無我、

無念，浪人連喝聲都叫不出來，對立了一分鐘，浪人扔下武士的長刀， 趴在地上求饒， 茶匠原諒他， 

浪人連滾帶爬的逃走了。 

10. 我對他說：「你的古物這麼值錢，又這麼多，何不賣幾件，買一個大的展示空間，讓更多的人欣賞呢？

這樣，房子也不會塞成連坐的地方都沒有呀！ 」他說，好的古董一件也捨不得賣。 

11. 粗茶淡飯過日子， 將手肘弓起當枕頭。這和耶穌差不多，耶穌曾說過他要睡覺連個枕頭都沒有。不

過，耶穌的年代較孔子晚了五世紀之久。 

12. 這位金沙寺的和尚，連姓名也未曾留下，很可能在歷史上也不是什麼大師級的人物。第一位紫砂壺的

製壺名家，和這位和尚一樣，也不是什麼大人物。 

13. 如果你連這些不需花費的生活點滴都沒有做好，那麼用再多的錢和地位都換不回來喜悅和生活的禪

趣。 

14. 為什麼神說我最有智慧， 因為所有的人之中， 只有我知道我是無知的， 別人連自己無知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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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就缺少這一點智慧， 而我只有一點智慧， 就是知道我無知。 

15. 就有這麼一件事， 大家都認為女人不應該主動去做， 而且很早就把那一部份的主動電源切斷， 讓

她連想都想不到可以主動去做— 這件事就是女性追求情慾滿足。 

16. 幾年前我去聽鄭思森的紀念音樂會， 同樣是一首松， 高胡一堆， 嗩吶， 笙都是高中低整套的， 聽

起來感覺完全不同， 有的地方甚至連旋律的感覺都不一樣了。比如說高胡本來在寫作時很少， 所以

主旋律在二胡身上， 現在高胡多了， 原來的譜照著演奏， 出來的音量比例完全不同， 所以有時候

主旋律反而被蓋掉不見了。 

17. 比如說板橋林家有三落舊大厝， 其他還有天井什麼的，有屋頂的地方才可以免稅，其他的不行， 這

種稅法連做秀法都不如，是「 開玩笑法」。這樣的情況怎麼談保存古蹟。假如在英國， 貴族死的時

候，他的邸宅可以拿來抵繳遺產稅， 政府可以拿一段去做博物館，後面還是給私人自己住的。 

18. 一九五八年的中國， 通訊並不發達， 許多地方連電話也沒有， 可是砸鐵器煉鋼的法子不逕而走， 幾

乎同時在中國的各個角落出現。作為這場運動的總指揮， 毛澤東本是全民砸鐵器的始作俑者。 

19. 但是由於下種過多、 過密， 結果不得不將全部割掉。七十多條狗連一斤種子都沒換回來。九月十日， 

劉少奇去河北徐水縣視察， 見那裡用麻油、 葡萄糖、 狗肉湯灌莊稼， 非但不制止， 反而說：「 那

你們可以養狗嘛！ ！ 狗很容易繁殖嘛！ 」 

20. 當周恩來聽說甘肅有饑荒， 打電話給甘肅省委詢問是否需要中央調撥糧食去的時候， 省委書記處書

記何承華竟然在電話中欺騙週說甘肅農民連大餅油條都吃不完。但畢竟紙包不住火， 甘肅餓死人的

事傳到了北京。 

21. 另外我知道她功課很好，因此為了想追她，我自己也開始努力用功，所以期考前我連走路都在唸書，

可惜期考成績出來，我是班上第二名，但是卻還差她１分。這是三上最後一次考試。 

22. 師母， 對不起， 我剛來的時候糊里糊塗，什麼都不懂，請您還是大人不計小人過，別怪我了。 師

母說:你們聽啊，思東連開玩笑的話都會用了，簡直跟中國人一樣了嘛。 

23. 有一天， 一個人的五官四肢發生爭執， 你一言我一語的，吵得很兇。最初，大家一致指責眼睛： 你

什麼事情也不做，卻有機會欣賞世間一切美好的景色，真是太不公平了。然後他們又攻擊耳朵： 你

整天待在卻可以聽到各種悅耳的音樂，我們為什麼就沒有這種機會呢﹖後來他們又轉移目標，大罵舌

頭：你除了睡覺以外，一天到晚不是吃就是喝，嘗遍了天下的美味，我們卻連最普通的東西都吃不到。

最覺得委屈的是手。他認為自己整天辛勤工作，貢獻最大，卻什麼也享受不到。 

24. 王家明一提起留在大陸的妻子和兩個兒子就忍不住老淚直流。他有一個孫子上學， 一個孫女讀中學， 

他卻連他們一面也沒見過。這個情況終於在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戒嚴法解除之後， 有了明顯的

改變。新的大陸政策準許人民赴大陸探親旅遊。 

25. 或許有人會說進大學就是他們的志向，如果真是這樣，也未免太膚淺了，何況大部分的人連為什麼要

進大學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聯考所謂的志願，對大部分的學生來說，並不代表他們自己的志趣，而

只是反映社會上所公認的一種價值標準。 

26. 趙守貞意外地得到一個裝滿金銀珠寶的鎖麟囊，又驚喜，又感激，但也使她很不安的是：那位善心人

連姓名都不肯留下，將來如何報答﹖只有求菩薩保佑她了。趙守貞結婚之後，把首飾變賣了， 交給

丈夫經營生意，沒幾年就置了不少產業。薛湘靈的婚姻非常美滿， 她生了一個男孩子 聰明可愛，一

家人過得很幸福快樂。 

27. 那時候，晉兵的人數連秦兵的十分之一都不到，他們非常害怕，謝玄就去問謝安怎麼辦。謝安的神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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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平時沒有什麼不同，只回答說：你別管，我另有安排。 

28. （在餐廳）何先生： 老周啊，你到底在忙什麼呢﹖要不是我撥了電話，恐怕你連中飯都省了。這是

我替你點的果汁跟快餐，還可以吧﹖ 

29. 哼！不吃就不吃，我辛辛苦苦上班賺錢 整個都拿出來當家用，沒想到到頭來我連頓飯都沒得吃， 好，

趙仲凱，我今天可是看清楚你了，原來你娶我只是把我當作賺錢的工具，不是因為愛我。 

30. 父親要照顧西瓜，每天一大早就到瓜田去巡視。白天陽光很強，瓜田裡連一棵樹也沒有。父親特地在

田邊搭了一間小屋，工作累了，就到小屋裡去休息，躲一躲太陽。 

31. 刺激的事要過好久才出現。那時你由胃腸的咕叫聲響動頻率推測， 可能已經傍晚了。不過這推測顯

然與事實有相當出入。因為綁你的人連中飯都還沒吃， 他們可能會有意要餓你。折磨你， 沒有必要

委屈自己。他們真正撥通你家裡電話的時間是下午一時十三分，據警方的記錄顯示。 

32. 然而在決議文通過之前， 歷史顯示， 國民黨確曾瞄準民進黨的結構性弱點， 威脅利誘兼施， 企圖

使民進黨成為一個連老實說都要看人臉色的烏合之眾。而民進黨也確實猶疑了一陣， 據說傳話到黨

內， 表示國民黨玩真的， 姚嘉文會被抓云云。 

33. 二十年前， 獨派在島內未成氣候， 釣魚台的情結中他們是免疫的，在這上面他們沒有發言權， 他

們也不關心，他們連利用局勢的資格也沒有，當時也沒什麼台灣命運共同體的思考。這一切， 都讓

這次新的釣魚台事件給打亂了，現在水底的泥沙全給攪上來了，投下這個攪局的石頭卻是偶然的，一

種歷史的湊巧。正如台大學生問的， 過去十九年來，我們做了什麼？當然，什麼也沒做，政府本來

就不打算做什麼，它只是希望大家共同來忘記，忘記釣魚台後代表的中國屈辱， 忘記那個他要負的

責任，正如本黨開頭說的，那些可以推得很遠很遠的責任。 

34. 但是如果換成它連調查這樣的表面正義也可以蠻橫拒絕， 你又要如何說呢？這樣的共犯結構豈是可

以小看的？ 

35. 不惜放棄釣魚台， 鎮壓保釣， 無所不用其極， 推其原因， 是政治勾結和經濟媾合的結果，蔣經國

在世，連日本人炸死他母親的事都不許提。日本人在台灣運用金權搞文化滲透，搞政治幹預，國民政

黨都睜眼閉眼，這是無可奈何之事，縱有幾個書呆子挺而走險，咬緊牙齦搞抗日，在大局看，這是雞

毛蒜皮，芝麻小事，沒有誰注意，也沒有人放在心上，叢甦說台灣人忌諱搞抗日，不然這不是忌諱，

是沒人理。 

36. 回頭看看中國人，日本人在中國打了十四年， 蹂躪四百萬平方公里土地，在一百多個台灣那麼大的

地方，燒。殺。搶劫。強姦。擄掠，因而致死的有二千萬人，就不聲不響，忍氣吞聲算了， 你看看，

這算什麼中國人！中國人連慚愧都沒有了。日本的海外買春旅客的用錢或付小費方法既闊綽又大方，

而且乾脆磊落，使人頗有好感。 

37. 德梅雷連高中文憑都沒有，卻偽造自己的學經歷，於韓戰期間在一艘皇家加拿大船上當外科醫生。他

跟亞巴納爾一樣沒有受過醫學訓練，但卻為十九個兵士開了刀，結果竟然都沒有出過紕漏。 

38. 觀音鄉公所每年發給垃圾場附近居民十罐殺蟲劑，一位八十多歲老先生昨天指責公所發的殺蟲劑連蚊

子都殺不死，要求將款項撥下，由村辦公處自行購買，公所從善如流，並將為住戶裝設紗窗紗門。 

39. 設在保小型工程是上級同意至少補助一億八千萬元， 並不是市府沒有編預算， 而眷村整建連基本資

料也沒有，無從做起，並非市府不做。新竹縣議會國民黨黨團書記王占林， 昨天以臨時提案方式， 要

求縣府儘速將原先放置在縣府大廳的先總統蔣公銅像修復， 恭奉原位， 以供民眾敬仰。障村海邊的

觀音鄉立垃圾場， 由於處理未臻完善， 造成附近保障。 

 



漢語「連字句」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184 
 

40. 劉硯田看到那幾個不更事的國中生相互點著菸，故做老成的吸了起來。對，就是那篇山城悲歌， 不

過到了這個年歲，我連那個未過門的媳婦的長相，都忘了。他看著老章客氣的收錢。找零，並不急得

收拾桌面的向他嚷著：要熱湯嗎？盛碗給你。不了，得走了。他凝視著國中生走後的餐桌上，一支獨

自燃燒的菸。 

41. 花車終於沈默下來了， 素白衣衫裹著火爆身材的女郎們也圍到圓桌旁吃早餐， 更晚來的陣頭還在一

一賣力的表演著， 多數人卻連抬起頭都興趣缺缺。七點過後， 靈堂前聚滿了許多披麻帶孝的人們， 

分別依照著孝男。 

42. 問題是，我該怎麼跟她提這件事呢？一個和藹可親的老太太， 她連我要洗車的時候都會幫我準備水

桶跟海棉，這下子如果說走就走，未免於心不忍。該怎麼辦呢？有一天， 我下樓要去購物，只見她

打開門，一臉為難的問我是否有空跟她談一談。 

43. 我現在的房東Ａｈｌｅ太太曾說， 納粹時代一般人連開玩笑的自由都被剝奪，有一回她的鄰居因為

模仿納粹黨敬禮的動作，隔天便告失蹤。前任的房東則說的很妙，她說，謠傳任何一個政治團體如果

跟吃蒜頭的人作對，一定不會有好下場，而猶太人吃蒜頭。 

44. 嚴浩解釋說，外人一定要把該片與政治扯上關係，大概是因為中國半世紀以來，都在動盪不安中，中

國情侶連有個安定的家的願望都達不到。他說，所謂政治應指贊成或反對某一政權，但他的電影，祇

是老百姓對時局及命運的感觸。 

45. 罵人雖然時有所聞，可是詞彙極為單調， 並沒有台灣話那麼繁雜而刺耳。戰前戰中常用的英美 鬼畜。

清國奴已成死語。清國奴一語連字典都找不到了。馬鹿Ｂａｋａ 阿呆Ａｈｏ（ 憨人） ， 氣違ｋｉ

ｃｈｉｇａｉ（ 人），畜生ｃｈｉｋｕｓｈｉｏ 這些罵話的同義語在台灣語中應有盡有， 而且僅

是表示非常人或非人性格的用語而已。 

46. 荒野之國沒有人生下孩子。大家都為長命而欣喜，不願籌思未來。可是，第二十一年的春天，這國家

曾飄了十天花瓣。是四周連一棵枯樹都沒有的荒野。人們聚集郊外的菩提樹下， 商討善後方策。 

47. 而駐日代表的蔣公孝武卻連阿諾Ｘ都不合發音。島內是熱血沸騰，在日本的官方機構卻只能遣一個副

將柯振華公去嚴正抗議兩聲，無怪日本人丈二尼姑摸不著頭腦，朝日電視新聞的主播只好在新聞末了

插了這麼一句：有這回事嗎？ 

48. 她又聽見媽媽的聲音：如果妳連景美都考不上，看妳有沒有臉走出去。下課後，如玉傳了一張紙條給

她：青青，我知道妳在怪我們疏遠了妳！其實我還是關心妳的。所以我想告訴妳，妳不要生氣，妳實

在應該用功一些才是，不要管一些雜七雜八的事了。 

49. 這一天天氣冷得叫人覺得臉上貼了一層薄霜， 小砲彈老早耐不住了， 何況他連大衣都沒穿。他之所

以陪爆竹花踩巷子， 是因為受地面上自己俊俏的身影深深吸引的緣故。 

50. 千古艱難唯一死，一個人如果連他最愛惜的生命都可以放捨了，那還有什麼放不下的？有位同修曾因

此而認為： 如此看破。 

51. 也許有人會說大陸自治區的教學不過是在形式上達成平等與尊重， 骨子裡仍是灌輸著無產階級的意

識型態，然而面對著現今台灣原住民的教學， 我們不得不說，台灣教育體制連平等與尊重台灣原住

民族的形式都還沒有！王嵩山先生在七十六年到阿里山鄒族達邦村進行田野調查， 對現行山地教育

有如下的敘述： 目前的達邦國小上課採包班制， 由於山地學生較少， 因此包班制較為方便。 

52. 然而一個月時間不到，陳福昇終究還是出事了，而且還是出了一個這麼大的紕漏， 案發後， 遊雲騰

不免感嘆的說：分局上上下下對他已是仁至義盡，但他卻連這種殺頭的事情都敢做！雖說如此，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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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早幾年前，他的主管們如能展現魄力，立即呈報上級將不適任警察工作的他予以淘汰，今天當不致

有機會讓他出這個紕漏， 如今，不但毀了自身前程， 也連累長官與同事， 更敗壞了警譽。 

53. 然而一個月時間不到，陳福昇終究還是出事了，而且還是出了一個這麼大的紕漏，案發後，遊雲騰不

免感嘆的說：分局上上下下對他已是仁至義盡，但他卻連這種殺頭的事情都敢做！雖說如此，但其實

早幾年前，他的主管們如能展現魄力，立即呈報上級將不適任警察工作的他予以淘汰，今天當不致有

機會讓他出這個紕漏， 如今，不但毀了自身前程， 也連累長官與同事， 更敗壞了警譽。 

54. 三十年來歐洲已完成了這種模式，我們卻連觀念醞釀都還沒有，除非我們甘願做二等的民族，為這問

題還要繼續傾軋爭論耗費青春，不斷的鬥爭下去。如果不甘心做次等種族，就得趕快把人家已經實驗

成功的模式移植過來，方法就是先建立共同市場。先從商業，往經濟著手，今天亞洲共同市場始終不

能完成，還在爭辯不休，其責任固然在於中共，而比中共更需要負責的卻是日本。 

55. 省教育廳代表反映， 部分縣市財政拮据，有的甚至連薪水都無法如期發放，調高導師費為二千元地

方沒有能力負擔。礙於地方財政困難及中央無法補助地方人事費， 這項調整案沒有通過。 

56. 環保人士懷疑，林務單位連嘗試都不願嘗試，就先否定空中救火作業，根本就是缺乏保護森林的心態。

針對這一點，農委會森林科科長陳溪洲昨天鄭重表示，林務單位過去的確有邀請軍方進行聯合救火的

紀錄。 

57. 這種飛彈命中率高到連遠樹立在英哩以外的足球球門都能精確命中，其所攜帶的一百磅彈頭可將兩層

樓房夷為平地。Ｆ４Ｇ 。 Ｆ１５Ｅ 和ＦＡ１８ 戰鬥攻擊機發射飛彈摧毀伊軍雷達與空中管制站。 

58. 碉堡內部甚至連沖馬桶用的水也經過特殊處理，以使任何化學或生物戰劑不致進入。週日畫報還繪圖

說明這座地下碉堡各處豪華的擺設，起居間擺著許多高級真皮家具，有些是法國名家設計的產品。 

59. 而且不只是在台灣地區，連距離很遠的中國大陸， 我們也是全心投入，動員了所有的慈濟人， 呼籲

台灣的同胞投入救濟工作，用愛心為他們抵擋嚴冬。今年大陸的朋友在那些新屋子裡住得很安穩，這

是因為我們大家同心協力，才能完成這項慈善志業。 

60. 就是送達了又有甚麼用？連彭大將軍的話老毛都不肯聽，混世魔王會聽一個小老百姓的？！在讀了

《人禍》後， 我的看法是老毛的後代如不肯安份守己， 則會遭惡報。 

61. 我挑了一個最大的，那種用來煮開水的鍋子，拎到麥芽糖伯伯的跟前，一想到馬上又可以吃到那人間

美味，我就有點暈暈然，連老伯的問話我都沒聽見，直到他用秤桿敲了我腦袋瓜一下。『小弟弟，你

真要賣這鍋子 ？ 』老伯問。我連忙點頭，只見老伯拿起了鍋子往上瞧，『沒破嘛，還可以用啊！ 』

這下我可急了，怕他不收：『 舊了嘛，你看，都黑黑的。 』『好吧，那我就秤看看。 』老伯秤了

一秤。 

62. 然後我轉往達拉斯， 氣溫高達攝氏四十度， 走出機場的感覺就像走進火爐一樣， 到處是赤日炎炎

的景象，連街邊的菩提樹，葉子都被太陽曬縐了。 

63. 從那時起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幾億農民始終擺脫不了貧困，始終停留在趙樹理二十多年前說的「 多

數人缺糧、缺草、缺錢、缺煤」的境地，連號稱「魚米之鄉」的江浙及歷稱「湖廣熟、 天下足」 的

兩湖、 兩廣，甚至連自古以來的「天府之國」四川，人民都窮到了極限，禍根就是那個不足月即早

產的高級社。 

64. 有人喜歡別人叫他官職，就連某某學校家長會長，他們也都因為身居要職而沾沾自喜，但有人卻喜歡

別人直呼他先生。 

65. 連鐵路都可以拆，上海外灘公園的鐵鏈也就沒有不可拆的道理了。一九五九年初，上海市一個體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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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跑道內外堆滿了近一人高的牛糞狀的「土鋼」。 

66. 已宣佈進入共產主義， 並成功地使毛澤東相信他們「 糧食吃不完」 的河北徐水縣， 宣稱要響應毛

主席號召， 用糧食生產酒精作燃料， 於是國家計劃委員會和農業部派人去那裡， 打算幫他們建一

個用白薯生產酒精的工廠。誰知派員到那裡一看，連人吃的白薯都沒有了，哪裡還能辦工廠？見到農

民已經在挨餓， 他們趕緊向當時正在徐水的河北省委書記匯報。 

67. 其間以柯為首的毛的支持者不時打斷他， 反駁他， 而同情他的卻無一人敢吱聲， 連黃克誠也沒敢

挺身而出。黃事後回憶道： 「 我第一次見到這種場面， 不覺為聞天同志捏了一把汗。 」 

68. 縣官認為連山地同胞最信服的吳鳳都沒有辦法， 誰還會有辦法﹖吳鳳聽了這話更難過， 所以決定犧

牲自己。 

69. 萬萬沒有想到連許主任也失去了理性，右手一巴掌摔了下去，然後揪著她的頭髮，捉住她的頭， 猛

力地往桌子上敲，最後揪起她的頭髮向門邊一摔，我心裡想著：糟糕，慢了一步，也許訓導處已經通

知秀蘭的家長。因為秀蘭的姊姊已經出現在後門口了，於是她像受了重傷似的，痛苦而淒厲的嘶叫著，

衝向姊姊的懷裡 

70. 表揚大會竟然不要我們三個去參加！連頒獎 。晉級也沒份，記功也只有一個小功，你們知道的， 我

們吃公家飯嘛！記功當然從上面往下記， 你們為什麼能抓人？ 

71. 但是，這一次杜象只留下如何重新安裝的指示，而無一言及於該作品可能的內涵，連隱寓性的暗示也

沒有。根據學者的研究，杜像在開始製作「大玻璃」以前已開始構想「給予的門」。 

72. 那漢子回過頭來，在滾滾黃塵之中，看到了敵人的身形，再過一陣，連面目也看得清楚了。那漢子一

咬牙， 說道：「 虹妹， 我求你一件事， 你答不答應？」 

73. 在朝廷負責送賓客出去時，走路「 翼如也」，像鳥的飛翔一樣；連走路的姿態、手腳的擺動都經過

特別訓練。這樣的人在任何地方，你一看到，就覺得是宇宙大自然一個精采的結果， 跟大自然所有

的條件，配合得恰到好處。 

74. 過了一年多，她心裡開始嘀咕， 自己是堂堂的大學畢業生，老是做著低三下四的泡茶工作，心裡很

不開心，不但端茶時表情鬱鬱，連泡出的茶也很難喝，弄得整個公司氣氛僵硬、人心惶惶…… 

75. 這樣一來，還有誰敢再逗留？何況聽得蘇魯克他們說， 迷宮中根本沒有甚麼珍寶，連一塊金子銀子

也沒有。若不是天黑， 大家早就往來路疾奔了。 

76. 這時才赫然看到整個房子堆滿古董，多到連走路都要小心，錯身才能前進 。到處都 是 陶瓷器、銅

錫器，還有書畫卷軸像是滿天星一樣擁擠的插在水缸裡，……。 

77. 而他設了那麼多的鐵門，有各種安全性能， 一般人從門外窺探他的古董，連一眼也不可得。朋友補

充說： 「 他愛古物成癡， 太太小孩都不能忍受， 移民到國外去了。 」 

78. 舉例來說，如果我開一家養雞場，現在開始信佛教，那麼雞連生存的機會都沒有，連呼吸空氣的機會

都沒有，因為我必須停業，不讓牠們繁殖。如果一定要反對殺生，那麼很多動物連存在的機會都沒有

了。 

79. 還是願意連存在的機會都沒有，以免被吃掉？世界上用人工技術去飼養一些動物，是我們使牠生存， 

也使牠結束，而這和保護野生動物的意義完全不同。 

80. 連下一代在想什麼、 在求什麼、 在掙扎些什麼都沒時間去觸摸，我們怎能有所謂文化的生活？那所

謂精緻的文化生活從何談起？ 

81. 連聽這個演講也滿苦的，有人還沒有位子坐，就是坐了，椅子又太硬，屁股也痛。坐在前面， 陳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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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聲音又大，吵得要死…… 

82. 兔子說要教「跑」，鳥說大家一定要學「飛」，結果烏龜爬到樹上要學飛卻摔傷了，不但飛沒學成，

連最了不起的爬的才具也毀掉了。所以，「真我」是我們一切創造的本錢，如：「矮」就讓他矮得可

愛， 胖就讓他胖得有魅力， 不要刻意模仿別人， 這就叫自我的風格……。 

83. 從小就養成復仇的心態，所以連跌倒、 踢到石頭的時候，同樣也產生報復的心理，非將那顆石頭丟

得遠遠的，他才會甘心。這就是「教」，如果從小就被教育成凡事報復，長大後就很難期望能消化掉

仇恨心理。 

84. 最後， 媽媽越想越不甘心，從小付出那麼多的愛，長大了卻還要操心、生氣，不斷給他錢，到現在

連一點錢都不肯讓她留在身邊，甚至還拿刀恐嚇她。她於是到警察局告了這個兒子，…… 

85. 所以我對所有的年輕人說：「若要加入慈濟，必定要戒賭。除了不賭博、不玩股票、六合彩以外，連

打電動玩具都不行。」因為一個家庭只要一個人有賭博的行為，這個家庭就很危險，這個人生也是很

危險。 

86. 另一個感人的故事，就是二十萬人離開會場後，連一張紙、一點垃圾都沒有，這讓當地人士讚嘆不已，

這就是慈濟的世界—一個清淨、 歡喜的世界。嘗盡 苦頭，會心 向佛。 

87. 她來臺後，不會使用臺幣，也不識字，又可能有多年媳婦熬成婆的念頭，不但嫌媳婦、嫌孫子，最後

連自己的兒子也嫌，搞得全家烏煙瘴氣。 

88. 記得也曾經有一個家長告訴我說：「最近不知道為什麼，念國中一年級的兒子很討厭女生，連姊姊走

過他身邊都會不高興。」是傳播媒體對「同性戀」問題的渲染，使得父母對孩子的交友狀況過度地敏

感…… 

89. 失去自然世界，我們還有人間社會；失去人間社會，我們還有心靈自我，假如連自我的心靈都失去的

話，人生就要面對嚴重的難題了。當然中國人不是這樣想的，我只是通過他們的論點來解析。 

90. 莊子覺得這種景況很不尋常，木匠是要找木材的，這麼一棵大樹，怎麼看也不看的就走過去？莊子趕

緊追上前請教：「你不是來找木材的嗎？為何連路邊大樹，都懶得看呢？」木匠說： 「 你只要看它

長得那麼大，就知道它不可能有用。 

91. 鄭國有個神巫名叫季咸， 他可以預測人的死生存亡、禍福壽夭，奇準無比，連年月日都能推算出來。

他走在路上看到人就說：「 你明天，你下個月，你明年。」 

92. 日子久了，養成刻板的壞習慣，連家庭生活都適應困難。他總覺得別人對不起自己。這位自尋煩惱的

訴苦者，由於一時改不了積習已深的習慣，仍然陷在惡劣的情緒之中…… 

93. 古代有一位叫陳道婆的，他看到樵夫忙忙碌碌來回於打樵和賣薪柴之間，卻完全忽略了生活的本身。

連抬起頭來欣賞山上的景物也沒有，佇足去體驗一下生活的實在性都闕如，那種空虛、沒有禪趣的生

活，令他很感慨的說：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各懷刀斧意，未見山花映水紅。 

94. 不肖與人閒談；耐不住別人把話說完，自己就插嘴。事情沒做完就會局促難安，忙起來連飯也可以不

吃。好爭強鬥勝，但卻輸不起。 

95. 說話完全不負責任。幾千里大的鯤不但沒見過，不能去量牠，連想像都很難，一條魚怎麼會有幾千里

大呢？這是第一步，隨便把很小的魚說得很大。 

96. 我們在地球上會覺得這個地球很醜陋，每天打開電視，發現這個地球沒有一個地方是平安的、 祥和

的，連宗教戰爭都免不了。對這個地球，我們自己會覺得很煩惱，很不喜歡，但是，一旦你從高的地

方、換一個角度來看的時候，就會發現這個地球很美， 成為藝術欣賞的對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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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若是給人的神祕感太過強烈的話，就連善意的誠實也會遭誤解；這一點要特別注意。Ｏ型—天秤座的

性格和氣質，最大的特徵就是：優秀的『 美意識』。 

98. Ｂ型—雙魚座的人有非常纖細的感性，連他人微妙之心的動態，也絕不會看漏。對他人很用心，在人

際關係上容易變成神經質，而對方的一些行動也許也會令其受傷。 

99. 竟然連能指的英文都會搞錯， 看來我把以前所學的都忘掉了（ 至少四年沒碰這些理論了）如果我的

意思讓你認為是在做「歸屬」現在好像流行說「 收編」），那我道歉。在我的想像中， 語言就像是

我們腦袋的編碼方式，在某種空間運作著， 建構空間的方法很多，如果我把能指和所指說成函數空

間，這樣就比較沒有問題了，而且…… 

100. 他們並不思考是什麼樣反性和反情慾的文化使得女人與她們的身體隔絕，連照顧自己的衛生和健康都

諱言； 醫生們也不反省是什麼樣的性別偏見， 使得他們的專業視女人的生殖功能為首要關切， 而

從不理會女人在身體和情慾上的感受和需要。 

101. 彈柳琴也彈了將近十年的時間，對這樣樂器一直有一種莫名的喜愛，連上ＢＢＳ都用她的名字作為Ｉ

Ｄ，因此想藉此與大家分享她發展的歷史，使柳琴這項樂器能更為大家所認識。 

102. 上大學後碰到ＳＨＵ，對錄音帶的保護簡直可說是怪癖，連盒子放在桌上都有研究，要怎麼放與桌面

接觸面積最小...... ，老實說害我多少也受到傳染。 

103. 鄉土教育以外，我特別提倡對西方文化要開放，我常接觸到一些受過教育的人，連最基本的西方文化

和知識都沒有，對泰西文化不熟悉的話，沒有資格到國際上活動。 

104. 要搞社會主義，中央的私營企業局改由共產黨員主事，千家駒只剩下了管理商標的工作，吳羹梅則被

趕出大門，連自己辦公桌上的文件也不得拿走。該局又改名為工商行政管理局，標誌著私營經濟的末

路。 

105. 他們不僅沒有不參加高級社的權利，連退出初級社的自由也沒有了。當眾威脅，大會點名， 三天三

夜不得休息，再硬的漢子也撐不下去。 

106. 後人當然會問：難道中共百萬基層幹部就真那麼愚蠢，連「建設」與「破壞」都弄不清了嗎？當然不

是。可是上級每日都在催報煉鋼的數字，他們明白上級關心的只是數字，並不關心鋼的質量，甚至並

不指望用那鋼去辦什麼大事，說穿了不過是在玩數字遊戲。 

107. 堂堂一個政府部長， 對屬下一間廠的胡鬧行為竟無力製止，連表示異議都要斟酌一番，可見當時的

政府已不可能阻遏災難的蔓延了。（海生按：在今天的中國，要表示異議，尤其對敏感題目如六四、

人權、陳希同與他的情婦間的過節，王寶勝「自殺」的真相等等，還不是同樣地須斟酌維艱。…… 

108. 過去的高級合作社大致成為公社的一個生產大隊，初級社大致是一個生產隊，從行政到生產，連該種

多少糧、多少棉，乃至如何種都由公社控制，這樣的鄉村當然「便於領導」了。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

八月召開的北戴河會議上將這個設想發揮得十分清楚：「 人民公社一曰大， 一曰公。」 

109. 當時，「共產主義」招牌在中國廉價供應，只要手裡有個喇叭筒，誰都可以向全世界宣告某年某月進

入共產主義。有的地方，公社是成立了，可是連電燈還沒有，也喊著要進共產主義。各級幹部，尤其

是雄據一方的縣委書記，一個個爭先恐後地往共產主義大門裡擁。 

110. 這個縣當時平均糧食畝產不過二百多斤，工農業總產值不過平均一百三十元，平均收入大概也就是六

十元上下，連溫飽都談不上。那些書記們的馬克思主義常識等於零。 

111. 他們在全縣範圍內予取予奪，取消商業，連房屋、家畜等社員個人的財產也全部「歸公」，在「徹底

廢除一切私有製」名義下，將農民的家富徹底地共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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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事前連可行性也不論証，成本、收益一概不加考慮，便派人去雪山撒煤渣，甚至派空軍去轟炸冰川，

結果一無所獲。又因為有專家說， 人的糞便在高溫下發酵更快，使用的肥效更高，廣東番禺縣動員

農民用大鍋煮糞煮尿，以此製造高級肥料，說是這樣糧食高產衛星就有了保障。 

113. 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只要處於非戰爭時期，如果連個水庫都建不成，早該捲鋪蓋走路了。建密雲水

庫，關大躍進何事？大躍進的興修水庫， 是不顧條件， 不管有無設計能力， 有無材料， 有無資金， 

一哄而上…… 

114. 九月，調五萬勞力搞「水土保持工程」﹔十月，調二萬五千人繼續此工程，六萬餘人「深翻土地」。

結果到地裡去收稻的只是老弱婦幼， 大量稻子爛在地裡或凍壞在地裡，連該下種的冬小麥也誤了農

時沒有種夠。過了一年，該縣餓死、外跑十多萬人，這是後話。 

115. 過了三天，在德累斯登又對留學生說：「你們不要把國內大躍進想得那麼好，颳了一陣共產風… 市

場供應緊張，連火柴肥皂都買不到…所以在國外不要吹。」六月出訪歸來，他又在中南海說情況很嚴

重（因為河南、甘肅等地已餓死了人）。 

116. 青海死了多少？連大概數字也無從知曉。我們只知道王昭反左道而行之，將牲畜分到戶，擴大社員自

留地，將前任在牧區開墾的草原還牧，又大力查處幹部貪污索賄的案子，終於在較短時期內煞住了人

畜死亡的問題。 

117. 可是，廬山會議反右傾，他是堅定的毛派，所以不僅砍不了頭，連烏紗帽也丟不掉。他只被降了半級，

調任中共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同坐牢，被槍斃的地委、縣委書記比，真是便宜了他。 

118. 想著想著，心情不覺得被妹的故事所影響，連讀書的心情都沒了，只覺得自己在草稿紙上畫呀畫的，

寫的只是些模糊的字……每個人生命中總會有一些別人看不見的包袱，有些人用了許多的生命去跨越

它，但也總有人屈服。 

119. 我做菜有時候會忘了放鹽， 連一點兒味道都沒有。要是你覺得哪個菜太鹹， 那可能是放了兩次鹽。 

120. 那個市場又大又寬，裏面的東西種類很多。不但有雞、鴨、魚肉、青菜、水果，和各種廚房用具，連

棉被、枕頭、床單等等也都很多。他們都覺得在超級市場買菜真好。 

121. 像這樣兒去上課，也學不了什麼。我還是再給你多請兩天假吧。∥我不但覺得眼睛不舒服，好像連耳

朵裏頭也有點兒疼。你再替我多請兩天病假也好， 那麼就麻煩你了。 

122. 在比較大的夜市裡，連金魚、兔子、狗這樣的小動物都買得到。去逛夜市的人，不但可以玩遊戲，而

且還可以看看表演。夜市裡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商品的價錢比一般商店或百貨公司的東西便宜的多，

而且買什麼都可以講一講價。 

123. 可是他在山上轉來轉去，跑了一整天，卻連一隻野兔都沒有發現，心中十分失望。陳老爹正垂頭喪氣

準備下山的時候，忽然看見獵狗汪汪地叫著， 朝著右邊山坡的一個樹林裡跑去，在一棵樹下面的空

地上，用腳挖開泥土。 

124. 第一個人進去了，四周一下子變得鴉雀無聲，連一根針掉在地下都聽得見。過了一會兒，他從後門出

去了，後門另外有衙役守著。 

125. 她想到自己嫁過去，連一件嫁妝也沒有，婆婆一定會不高興，今後的生活也必定很艱苦，所以哭起來

了。心地善良的薛湘靈聽了很難過， 立刻從懷中掏出母親給她的鎖麟囊，叫丫環送給小轎中的新娘，

做為嫁妝，並且囑咐丫環千萬不要把自己的姓名告訴對方。雨過天青，兩頂轎子又分頭趕路。 

126. 藺相如聽說這種情形以後，總是故意躲避廉頗，連例行的君臣朝會，也經常藉故不去。有一回， 藺

相如坐在車上，遠遠地看到廉頗在前面， 就趕緊命令車伕拐到旁邊的巷子裡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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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朱序又在後面大叫：秦軍敗了，秦兵逃得更厲害，連風聲鶴唳，都以為是晉兵追來。這一次敗仗使秦

兵損失了十分之七八， 再也不敢打東晉的主意。 

128. 經理最近忙得不得了，因為他的公司要在新竹科學園區設廠，關於設廠的事情，他都得親自處理，所

以常常忙得連飯都忘了吃。秘書：經理，三線電話，是您的同學何先生，他說他跟您約好了一塊兒吃

午飯的。 

129. 文：靠不住呀！這萬一被倒了，欸，那時候，連本錢都拿不回來的喔！梅：哎呀，不會的啦，那個張

太太是會頭，他自己還參加兩份呢！  

130. 他發現小人國裡，一切都小，不但人小，連牛羊馬匹也都很小。尤其是他們的小孩子和小狗，更加小

得不得了。格利佛在那裡住久了，很想回家。 

131. 老師也以為他天資比較差，腦筋遲鈍，所以每天只教他半頁書，總共不過幾十個字。可是他讀來讀去，

不但不能了解書中的意義，連一些普通的字都念不出來。有一天，老師叫他起來念一段書。 

132. 這個小男孩臉上滿是鼻涕和眼淚，一邊哭著，一邊跺腳，連皮鞋都甩掉了。他嘴裡不停的喊著： 媽

媽！媽媽！範素珠心裡疑惑，低聲跟呂淑蘭說：這個小孩子為什麼不跟大人在一起？ 

133. 拿過士林電機董事長名片的人， 必然會發現上面什麼頭銜也沒有，只有許金德三個字，因為他認為

如果連許金德三個字都不知道，那麼實在不配在工商圈內混了，他曾不諱言地私下表示， 如果告訴

你許金德了，你還沒反應，那實在不值得我跟你交談。 

134. 中華開發董事長林永樑指出，許金德是他所見過最不服輸的人，尤其對事業的執著，不論遇到任何困

境，均會想辦法度過，甚至於連喝酒都不曾被灌倒過。與許金德同號稱為大酒仙的陳重光就表示： 每

次喝酒都是紹興酒半打， 威士忌一次一瓶都沒關係，…… 

135. 她不顧父親反對，假裝懷孕嫁給祥子。冰心的張媽做男人的事，活像鐵打的，連生小孩那天也操作。

魯迅離婚（ １９２５ ）裡鄉下女人拒絕離婚， 要鬧得她們家敗人亡。 

136. 我看到和平美的眼光覺得好熟， 細細一想， 那就是你的眼光， 當時沒有看出你的願望來， 我只願

我的願望，……莉在電話那頭高興地說：謝謝你，爸爸，你太好了。為了急著回台北，連昆明附近的

石林都不想去。丘子章一直夢想要去西桑版納看熱帶雨林，又想到大理去看…… 

137. 丈夫的妒意及防範不僅不會死而後已， 而且是連死都不放過的，在妻子死後，他依然要求做鬼的妻

子必須為他守貞。某甲聽說妻子在死後和別的男鬼雜坐調謔，媟聲艷語，立刻…… 

138. 從此以後，我手腳都拚命挖錢的土地，連指甲屑都沾了錢的屑沫，那些所謂的名利都想法取來擺在口

袋裡， 口袋鼓脹得令人想到慾望。慾望，我拉拉整整自己的領帶對下屬說：當然是囉！ 

139. 自稱東路討賊軍首領的泉州人了以後有人告訴董破陣阿麗是不甘願被擄去的，不是跟對方的， 但他

不管他的耳就突然精敏異常，連站在水裡，對岸兩隻鶺鴒交配顫快的拍翅咕咕聲都可以聽得一清二

楚，印證了人一發瘋身體某種官能會特別靈巧的說法。他目前這付瘋癲失志的模樣該算是文瘋吧？ 

140. 孩子提著它，和帶著隨身聽並無差別。燈籠硬繃繃的，連心情也是硬生生的，無驚無喜。無怨 無嗔。

更慘的是：去年用過的塑膠燈籠，今年再拿出來用，連那一點可憐的新鮮感也沒有了！ 

141. 幹。連調查都不敢，這羞死人的國民黨！但是如果換成它連調查這樣的表面正義也可以蠻橫拒絕，你

又要如何說呢？ 

142. 身份隨著政權的改變而改變，人不但失去了主人的性格，連民族的主體性都喪失了。但老一輩就是有

這樣的觀念， 誰來領導就聽誰的， 自己的權益受到傷害也無所謂。 

143. 新加坡的主要人口為華人，卻侷促地夾在兩個馬來人國家之間，天然資源十分困乏，連飲水也得仰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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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李光耀本人曾說過，島國根本難以奢談前途， 他對新加坡的前途也抱持懷疑的態度。 

144. 魔鬼剋星，已經知道喜劇是最易爭取觀眾的，因而連犯罪逃亡的素材也出其不意地運用了這種手法。

兩片的開頭實在饒有趣味且出人意表：一個從地鐵走出來，十分在意他的汽球的小丑，… 

145. 賈隆中說，原先他想找大專學生擔任普查工作，而將老師方面的人力列在最後考慮，但是高雄醫學院

和高雄工專皆以要考試為由，無法參加，沒想到連列在最後考慮的備用人力也用不到了。由於普查人

員開訓在即，透過裡長們東湊西湊才勉強補足人數，…… 

146. 今年營運狀況雖好， 卻還是處在收支不平衡狀態下， 因此頂多只能比照去年發一個月獎金， 最少

約五千多元， 最多一萬多元。曾漢棋醫院院長曾漢棋則指出， 該院勞農保病患佔百分之八十，公保

佔百分之十，自費佔百分之十， 以前都是靠三成的自費病人的收入來支薪，可是現在剩一成的自費

病人，勞農保給付不敷成本，連發薪水都感到吃力。而甲乙丙新表實施後，調高的部分也只是杯水車

薪。曾漢棋表示，二年以前醫院營運好，可以發放全薪的年終獎金，今年只能比照去年一個月底薪，

約在八千多元到一萬多元之間。 

147. 鄭姓阿婆並強調，地方政府執行道路開闢，在下菜園仔地帶拆掉多家的妓女戶，無殼妓女為繼續營業，

曾要求玉春園收留她們，不過，因對方沒有執照，她一概加以拒絕。然而，即將被拍賣的玉春園， 其

內部顯得非常簡陋與老舊，辦事的房間不但沒有空調設備，就連廁所與浴室也都保持光復時期的樣子。 

148. 在無人有辦法讓陳冠忠再長十公斤肉的情況下，家人只好將他送到嘉義市防癆中心，防癆中心卻表示

沒病床拒收陳冠忠，甚至連掛號費都被退還，四處求診碰壁，不得已，陳冠忠又被送到竹崎灣橋榮民

醫院，但依慣例只拿了幾包藥後回家養病。陳冠忠在求助無門下，又回到竹崎伯父家， …… 

149. 直到開獎後，許某簽賭的六合樂全部泡湯，以為是這名仕紳沒有據實告訴他探詢的資料號碼，一時不

甘受損，竟跑到這名仕紳家興師問罪，結果，還遭到對方嚴厲的訓誡一番，許某財夢成空，連拖延的

賭本也泡湯了，心中暗罵神明亂指點託夢害人。 

150. 由於梁添福作案被發覺後，即倉促逃逸，連鞋子都來不及穿，如今以鉛筆書寫自白書，經研判梁嫌可

能已逃出山區，橫山警分局目前除積極策動其家屬規勸梁嫌早日向警方投案外，並繼續佈線追緝。新

竹市七家私立中型醫院聯名向環保。 

151. 竹東警分局立刻全力部署，準備一舉破獲該軍火庫，由刑事組長週新南帶隊，霹靂小組支援， 一行

八人全副武裝，不足之防彈衣立即向派出所借調，連烏茲衝鋒槍也派上用場，在一切就緒後， 大隊

人馬於昨日凌晨三時許直撲陳明所指的地點。當大隊人馬到達所指的地點後，發現確有其地址， 在

如臨大敵般的部署後，……。 

152. 我恍然大悟，幾個路人好奇的瞄我一眼，在魚塭難怪每次抓賭，明明那麼多人賭博，卻連一毛錢也沒

看到，可是你老弟啊！老王拍拍我的肩膀，一副語重心長的樣子，我們這樣賣命，記功沒有，記過有

份，你知道組長怎樣了嗎？調到台東去啦！ 

153. 你們這十三鷹，平素為惡多端，要說起來，真是連一個好的都沒有，都該死，下十三層阿鼻地獄，我

且問你，武當山紫霄宮的褚道人，可是你的兄弟？善哉。善哉！猛大師雙手合十，又自唸起佛號來，

一聲阿彌陀佛之後，冷冷的道：我知道他有你這麼一個不成器的兄弟，…… 

154. 或者，為了來逃避那些連白癡也無法忍受的謊言，我將抱住爆裂的腦殼，驚喊一聲，如同松鼠一般迅

速竄上最近的一株柑橘樹梢。之後，捲起四肢，將頭臉一併埋入一簇簇雪白的花團裡， 佯裝自己是

其間的一朵： 安靜。芬芳。潔白。不受干擾。 

155. 這位官員分析， 中央銀行為避免匯率過度波動而予適度幹預，原本無可厚非，但若連利率也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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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將促使升值壓力更大，而可能導致貨幣失控，對物價及金融穩定反而更為不利。他強調，在自由

化趨勢下，利率應任由市場反映，以促使市場機能的發揮，…… 

156. 滿腦子的歪理，卻連自個的名字也寫不出半個字，而事實上，他的媽媽也是個白癡，傻楞楞的， 聽

說爸爸是個退伍老兵，花錢買了個白癡太太，像這樣的遺傳我卻看她一胎接一胎的生，似乎只有動物

的本能，而沒有人生的計畫，或者是不知道節育的方法！ 

157. 我和老王把黑牛從拘留所裡帶出來，兩個人一左一右跟他銬在一起，非但如此，連腳鐐也一左一右和

他上在一起，反正他還不會走路，我們就成了三人四腳，一跛一跛的趁著黎明時分…… 

158. 絕無颱風，離火車站不到十分鐘的車程，有一千坪中庭和公共設施的大樓，一坪只不過七八萬塊，而

且還大有商量的空間，這樣的居住環境，比起台北連四肢都難以伸展的蝸居如何呢？ 0 辛苦打拚，

難道不該生活得更舒適。 

159. 如果，連最起碼的做人規矩都不會，圖畫得再好，也沒有用。例如，要求學生進教室不得踏門檻，即

是要讓他們知道傳統中國人禮教。進任何門來，都需懂得謙讓。 

160. 警方說，每當適逢過節的時候，宵小們都大肆活動，侵入民宅行竊，甚至在行竊失風後，轉變為強盜

劫財，使居民財物受損外，連生命都可能受到威脅。警方表示，為防範宵小侵入屋內， 不論在家中

或外出的居民，必須在門窗等處，做好防盜鐵窗，或加裝防盜警鈴，與左鄰右舍居民聯線，一旦被強

盜侵入，儘速按下警鈴，使鄰居聞訊趕來支援或報警，發揮聯防作用，…… 

161. 一位自願義務當她跟班的年輕女影迷，據說也被當成狗般的使喚，連藍潔瑛的內衣褲都得替她洗，崇

拜明星到自甘委曲求全，委實令人感慨。偶像巨星梅爾。吉普遜這一年真是非常忙碌，這位紅星不斷

嘗試新的挑戰，不論是演出充滿浪漫愛情的驚弓之鳥留起鬍子。 

162. 他說，很多是非價值，似是而非。對大部份的中國人，希望有一個安定的家，但連這種卑微的願望，

都達不到。因此，在編劇時，他們以中國半世紀的動亂，不安定的社會狀態做基礎。 

163. 由學校畢業前的一個月，全校的畢業生跌入瘋狂的照像熱中。那時我有一天中按了近一百次快門的記

錄。大家從校園一路照到台南市，連戲院的海報也不放過。每個人在校區的各個角落留影，簡直成了

自戀狂…… 

164. 台灣忽然出現了許多住在觀光大飯店裡的戰地記者，以及從來沒打（別說打，連看也沒看過戰爭的軍

事專家，大家透過英美傳播媒體所看到的戰爭連續劇， 其實和從小玩慣了的電動玩具並沒有什麼兩

樣。別忘了， 在那個小小的卡帶裡， 白人永遠是好人而第三世界的各色人種永遠是壞人。當然我們

也不是全無收穫的， 例如可以看到軍人的本性， 相當於幾個廣島原子彈的炸彈丟下去， 底下當然

是生靈塗炭。 哀鴻遍野， 可是美國大兵怎麼說？ 

165. 我沒有兒子，三個女兒連碰也不想碰，還有什麼辦法呢？對於一個終身獻藝的傑出藝師而言，薪火將

斷顯然是他這生最大的難忍了。我卡早想要學戲，還不一定有人收呢！不像現在時代，大家機會多了，

戲就沒人肯學。 

166. 他回憶當年為國家犧牲自己的工作，全心投入國家隊集訓，每個月只拿一千五百元車馬費，連房租五

千元都付不起。個性強烈的陳，只好到足協要求經費補助，但卻得足協冷冷的一句話：讓你出國比賽，

已經很不錯，還一堆理由。 

167. 雖然最後三將都歸陣，但已無力迴天，竟連決賽也無緣參加。八五年至八六年球季，由於喬頓開季以

後打了三場負傷， 芝加哥的戰績簡直不能看， 克里夫蘭眼看將吊車尾進入決賽。 

168. 國人在美國可直撥八００號回台灣，連對方付費的銅板都可省下來。國際直通電話又稱為受付直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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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業務，目前使用者在機場。百貨公司。大飯店或觀光據點，見到有標示的專用話機，只要按下所要

通話的國名，即可直通該國機員，再由值機員為發話者轉接欲撥的電話，如此不僅可以由對方付費，

更能消除語言隔閡。 

169. 未來可改用直撥台灣區號八００接通，連以往撥對方付帳的輔幣也可省去，國人出國旅遊將更方便。

國際局說，目前因帳務系統還稍有問題，但今年內應可開放，國際局並考慮與日前開放的全球通話卡

併用，將更方便。 

170. 經過這些年來的病痛折磨，蔡萬春幾成植物人，連點頭。搖頭。面目基本表情變化都做不到，據聞，

這幾年來蔡萬春已搬至信義路二房處（即蔡辰男母親），接受專人照顧，原本蔡萬春在護士。 

171. 反看台灣執政黨大官們，只知戀棧權位，連引咎辭職的勇氣都沒有，難怪上樑不正，下樑歪也。魏以

亮新莊水電２，有關官員的失職，不論是執政黨或民進黨，不行的話，就該讓他下台， 以示負責。 

172. 民進黨籍的林宗男議員強烈指責輔導會森林開發處根本不止是砍伐枯木，連活的也在砍，若不成則將

活檜木先整死再砍。他說，森開處為了養活一千多位退除役官兵，這樣不擇手段的砍， 林務局卻不

聞不問，實令人痛心。 

173. 森林大火不易撲滅，出動飛機進行空中救火作業又不適宜，但難道連嘗試的機會都沒有嗎？農委會官

員昨天表示，過去曾聯合軍方以空投水彈方式企圖滅火，但因空投效果奇差，空中救火鎩羽而歸。 

174. 神，其圖樣很多是與上面所舉相同，連用墨、用色和用紙也是相仿的。台灣居民大都從福建。廣東沿

海一帶遷徙而來。因此，台灣早期的居民，其社會形態。文化教育。宗教信仰 。經濟結構，和風俗

習慣等等，處處承襲了大陸閩。粵地區的形式。我們從早期台灣的門神或有關宗教信仰的雕版印刷品

來看，即帶有濃厚福建沿海泉州。 

175. 現階段用華文來表現我不反對，但是最終要回到自己的語言發揚自己文化，這點很重要，不然連自己

到底是什麼都不知道了。瓦２：美國的原住民族就能使用自己的母語來創作。發表，這點我們是要努

力的。一方面從事文化工作的人很少，這是最大的致命傷！ 

176. 我們做父子實在沒有做好，也說不定做個朋友吧，你是教了我一些東西，你給我錢，很重要，你擺一

個做大人物的架勢，雖然做不成，連溫飽都有問題，還一個勁兒的國家民族，人家背地裡笑你。我媽

和我們兄妺都看不起你，到我投到北京來，我覺得你是了不起， 把你以前想的。 

177. 眾人萬料不到他適才竟是裝死，連長槍刺入身子都渾似不覺，斗然間又會忽施反擊，一驚之下， 六

七人勒馬退開。虯髯大漢揮動手中雁翎刀， 喝道：「李三，你當真是個硬漢！」 

178. 它們不論內裝或外觀的每部份都精緻無比，甚至連完工後的基地也收拾的乾乾淨淨，可見監工及營建

水準已經是第一流。另外所有的陽台及室外階梯都並非純僅無用的裝飾品，除了能實際連接大樓各部

份的動線穿越之外， 

179. 「 然而你總相信你自己吧？」 「不！」 「連這個也不相信？」 「我不相信『 存在』（ｂｅｉｎ

ｇ ）這個字，那是人類發明的。」 

180. 就連茶葉罐也會搭配影青瓷茶倉和青花瓷茶筒。至於瑟縮蕭索的寒冬，茶具的顏色免不了換成朱泥茶

壺、鐵紅釉茶盤和黑底描金漆的杯托。 

181. 總之，當我們受到限制，生活緊縮的時候，沒有人會高興的，就連穿衣服也一樣，勒緊的腰帶， 僵

硬的衣領，讓人覺得像是箍在圈套裏，而一條不能讓人隨意擺動，踏出輕快步伐的裙子，穿起來同樣

讓人神經緊繃。推而廣之，要是我們在與人交流，主動發問的過程中，發現有無數的限制，有如不鏽

鋼關卡橫亙在面前，令人忿忿不平，可能我們就噤聲不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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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他看到李文秀匆匆換下的衣服，說道：「哈，他長大了才死啊。」這一次他可搜檢得十分仔細，連李

文秀幼時的衣物也都翻了出來。李文秀因這些孩子衣服都是母親的手澤，自己年紀雖然大了，不能再

穿，但還是一件件好好的保存著。 

183. 他一急非同小可，叫道：「 阿曼給惡鬼捉去了！」這時眾族人早已遠去，連駱駝、桑斯兒、以及另

一個青年的屍身都已抬去，當地只賸下蘇魯克、車爾庫、蘇普、李文秀、計老人五人。蘇魯克等聽得

蘇普的驚呼之聲，忙奔過去詢問。蘇普拿著那個花頭巾，氣急敗壞的道：「這是阿曼的。她……她…

她給惡鬼捉去了。」 

184. 一口氣奔到迷宮之前，只見蘇普手舞長刀，正在大叫大嚷：「該死的惡鬼，你害死了阿曼，連我也一

起害死吧。阿曼死了，我也不要活了！ 

185. 這樣的ＡＢ型— 天蠍座，自然不會把自己的缺點與錯誤告知他人，更連優點與功績也不肯隨口奉告。

但，一切都不欲人知的隱藏態度，難免會給人自我封閉的印象。 

186. 婦女處境也一步一步地在走下坡，不但婦女貧窮化的現像日甚一日，就連當初拼命爭來的墮胎權和名

目上的平等就業權也岌岌不保。為什麼會這樣？女性主義不是為婦女解放而存在的嗎？怎麼會當它百

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候，婦女運動、婦女處境卻一日日地沈淪？ 

187. 妳覺得妳有權利管教孩子，連別人家的孩子也罵，可是大大地傷了兒子的自尊心。兒子剛考上大學，

心情輕鬆，對社交生活很感興趣，居然能被女孩家人所接納…… 

188. 楊將軍悲痛欲絕！他日夜以夫人的骨灰箱為伴！連睡覺也放在枕邊！楊將軍悲慘傷痛之情景！可想

而知 。 

189. 如果移走兩台電視之舉會顯得太過激烈，移走一架應能稍許減低噪音，改善氣氛。餐廳噪音的另一來

源是摔擲不餐盤的聲響。在我曾就讀、 工作過的北美大學裡，連學生餐廳用的都是瓷器餐具，回收

的方式則餐具連同餐具盤一起放在特定的架子上。總而言之，無論在衛生、美感和噪音方面，活動中

心餐廳都還有許多改善的餘地。 

190. 這確實是前衛藝術無可取代的貢獻。但是， 面對被現代主義所遺棄的古典藝術內涵時，連佛克斯都

不禁疑惑地說：「現代主義的價值不再代表進步的樂觀主義， 從現代前衛的觀點來看， 它似乎起源

於需要逃離原來感動它的那個文化。」「這是一個非常具爭議性的議題：究竟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

關係是什麼？ 現代主義鼓吹的是要打破傳統、破舊立新。可是，這就像要砍掉你的一條手臂。 

191. 陰溝當然不見了，房子還是原樣，連門前的石條都還躺在那兒！只是一切都變得好小，恍惚之後，才

想起自己長大了。大約小學一，二年級時搬到金山街，後來改名叫金山南路。 

192.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後裔，連他，也對歷史轉捩時期那種盲目的正統觀念產生了深

深的懷疑。他把這種懷疑，轉化成了筆底的滅寂和蒼涼。 

193. 尤其讓人生氣的是明代萬歷皇帝朱翊鈞，在位四十八年，親政三十八年，竟有二十五年時間躲在深宮

之內不見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國事，連內閣首輔也見不到他，不知在幹什麼。沒見他玩過什麼，似乎

也沒有好色的嫌疑，歷史學家們只能推斷他躺在煙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鴉片煙！ 

194. 黃鑒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一個書架的底層找到的，而那部洋洋一百二十餘萬言、

包羅著大量賬單報表的大開本《山西票號史料》則是一直為我開車的司機李俊文先生從一家書店的庫

房裡挖出來的，連他，也因每天聽我在車上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待到資料蒐集得差不多，我

就在電視編導章文濤先生、歌唱家單秀榮女士等山西朋友的陪同下，驅車向平遙和祁縣出發了。 

195. 章文濤先生在車上笑著對我說，雖然全車除了我之外都是山西人，但這次旅行的嚮導應該是我，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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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只在於我讀過一些史料。連嚮導也是第一次來，那麼這種旅行自然也就成了一種尋找。我知道，首

先該找的是平遙西大街上中國第一家專營異地匯兌和存、放款業務的票號大名鼎鼎的日昇昌的舊址。  

196. 這些年來，連我這個江南人也經常懸想：創建了海內最富奇跡的人們，你們究竟是何等樣人，是怎麼

走進歷史又從歷史中消失的呢？我只有在《山西票號史料》中看到過一幅模糊不清的照片，日生昌票

號門外，為了拍照，端然站立著兩個白色衣衫的年長男人，意態平靜，似笑非笑，這就是你們嗎？ 

197. 最後連雍正皇帝也認為山西的社會定位序列與別處不同，竟是：第一經商，第二務農，第三行伍，第

四讀書（見雍正二年對劉於義奏書的﹝石朱批）。在這種獨特的心理環境中，山西商人對自身職業沒

有太多的精神負擔， 把商人做純粹了。 

198. 村和村之間有一塊空地，當時少棒青少棒在台灣很瘋狂，連我們城市的小孩子也愛打棒球，空地自然

變成球場了。王某人小時了了，是孩子頭，也是打棒球的強打和王牌投手。 

199. 從畫面結構看：鬱綠純稚的葉懸貼雙枝，雙枝以「Ｙ」字形的身姿向兩側輕盈伸展，好像舞者舉臂迎

接令人歡欣的青春年華；兩朵素淨的山茶花是無畏的眈看和嫵媚的憐憫，代表兩張不分軒輊的自喜臉

龐；而滋養她的也不過是一碗澹淡物慾的清水，連水裏留白的石子都如此瑩麗剔透，「滅燭憐光滿」，

唯青春啊！此幅兩方紅色鈴印極妙，恰似兩盞舞前燈，照射出完滿平衡「Ｘ」結構。 

200. 風沙越颳越猛，人馬身上的黃沙越堆越厚…。連霍元龍和陳達海那樣什麼也不怕的剽悍漢子，這時在

天地變色的大風暴威力之下，也只有戰慄的份兒。這兩人心底，同時閃起一個念頭：「沒來由的要找

什麼高昌迷宮，從山西巴巴的趕到這大沙漠中來，卻葬身在這兒。」 

201. 只聽得屋中眾人歡呼之聲大作，大叫：「打敗了惡強盜，打敗了惡強盜！」連蘇魯克也是縱聲大叫。

蘇普和阿曼擁抱在一起，喜不自勝。只有計老人卻仍是不住發抖，牙關相擊，格格有聲。 

202. 七人過了一室，又是一室，只見大半宮室已然毀圯，有些殿堂中堆滿了黃沙，連門戶也有堵塞的。迷

宮中的道路本已異常繁複曲折，再加上牆倒沙阻，更是令人暈頭轉向。 

203. 李文秀兩次進入迷宮，見到了無數日常用具，回疆氣候乾燥，歷時雖久，諸物並未腐朽，遍歷殿堂房

舍，果然沒見到過絲毫金銀珠寶，說道：「人家的傳說，大都靠不住的，這座迷宮雖大， 卻沒有寶

物。唉，連我的爹爹媽媽，也因此而枉送了性命。」瓦耳拉齊道：「你可知道這迷宮的來歷？」 

204. 這麼重要的分辨，在整本教科書裡沒有談到。思想的取向沒有分清楚，連大人看了也不能接受，何況

是中學生？把儒家當成教條，念了就要做好人、好事、好公民，念了就要孝順父母、尊敬師長。 

205. 後來又看了幾個房間，依然如此，最令我吃驚的是，連廚房和廁所都堆著古董，主人家已經很久沒有

開伙了。古董的主人告訴我，他為什麼選擇居住在陋巷，是因為台北的治安太壞，恐引起歹徒的覬覦。 

206. 有一位年輕的作家，他有一天接到消息，說他的大學同窗兼室友不幸罹患了「愛滋病」，因為怕被傳

染，所以連父母、兄弟姊妹，以及所有的朋友都不敢去看他。可是這位作家卻決定去看他的朋友，見

面的時候，沒講多少話，只是伸出友情的手，搭在朋友的肩膀上。 

207. 戰國時代縱橫家蘇秦，當年說秦不成，回鄉受盡了冷嘲熱諷，甚至連自家的妻嫂都施予白眼。但他不

氣餒，閉戶苦讀，終於領悟揣摩心術，因而得以說服趙王，最後官拜六國之相。 

208. 然而，事實並非是真理，近幾年發生的寶隆與楊鐵危機，都發生在財務問題上，偏偏公司的財務都是

由內人掌理，這在小公司還說得過去，但是連股票上市的大公司都如此，怎能期望我國企業經營真正

的上軌道？國人常強調做事要公平、公正、公開，公開向來居三者之末。 

209. 維摩詰居士說：「 阿難，你知道嗎？佛陀是為了眾生而示現病相，凡是人都有四大不調的時候， 僧

眾也有四事—飲食、衣服、醫藥、臥具的需要，但很多人以為沒有修行才會有業報、會生病、 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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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順利的事， 所以佛陀慈悲，示現人間各種苦難病痛的形態， 讓眾生了解：連佛都會有病痛了，何

況是常人，更不能例外。眾生有業報、有病痛，也是很平常的現象，不能因為有病苦或遭遇不順而輕

視他們。 」 

210. 例如，從立法院的「敷衍兩句」開始，到三個保警被綁等等事件，我們看到警察撒謊，部長撒謊，連

院長也撒謊，最後我們很難知道有誰不撒謊了。當人的尊嚴為了利益或某種權力慾望而被扭曲時，人

性就很模糊了，這是當前時代的困境。 

211. 曾經在報上看到一則新聞，一位母親因為連續生了五個女兒才得到一個兒子，所以將所有的愛都放在

這個孩子身上，他從小被寵壞了，在家是小霸王，五個姊姊都得讓他，連父母都要聽他的，這樣的家

庭培養出來的孩子，怎麼會好呢？ 

212. 如果和不喜歡的人在一起，就恨不得趕快離開他；或是他一開口，明明是好話，聽起來也覺得很厭煩，

連好話都變成壞話。這就是凡夫的執著心理。 

213. 電視新聞報導，美國南加州下了一場百年來未曾見的大雨，洪水滾滾，將房屋都淹沒了。連再大的車

子都被大水沖走，甚至有人坐在車內， 連車帶人捲入漩渦中。一個十五、六歲的年輕人， 在滾滾洪

水中求救掙扎，大家想救他卻已來不及，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他被洪水吞噬。 

214. 佛陀要我們看清真像，才能明白世間有種種的苦是「很正常」的現象，每個人都逃不過。既然人生多

苦難，而且連山河大地都是生滅多變，許多人卻為了名、利、產業，為所有的一切操心計較，這又有

什麼用呢？因此，佛陀告訴我們要看清無常，要知道生住異滅的道理，並追求一個永恆的目標。 

215. 兩伊戰爭已過了整整一年了，伊拉克破壞的油田，一直燃燒到現在，黑煙污染了空氣，連地底下蘊藏

的能源都被破壞了，火燒不止，就是火大不調。土地底下藏有火源，更有地震。 

216. 為了財產，這對親愛的兄妹感情破裂了。不只是上一代的感情破裂，甚至連下一代、姑表兄弟姊妹也

開始結怨連仇了。不只如此，他自己的親兄弟也一樣。 

217. 最近我一直在推動環保活動，社會是我們大家的，環境也是我們大家的，連空氣也是人們共同呼吸的，

所以必須加以保護，不要讓它變成一個充滿垃圾的社會。這兩年來，慈濟不斷參與資源回收，很多慈

濟委員為了響應這項環保工作， 也脫下西裝到垃圾堆撿垃圾，…… 

218. 最近我接到花蓮明義國小二年乙班， 老師與學生共同捐的六千元紅包， 還有一個好重的撲滿。我問

他們這個紅包做什麼用途？他們 說 要 捐給 慈濟 醫學院 。連七、八歲，甚至三、五歲的小孩，都

會說要捐給慈濟醫學院。小學生捐錢來建大學，實在是慈濟創新的歷史，希望慈濟可以引導大家發揮

愛心，並結合每個人的「愛心」與「力量」，一起努力推展社會公益活動， 如此，我們的社會及世

界就一定更清新祥和。 

219. 這幾天，全省的慈濟人回來參加聯誼會，人數超過了五千人，連紀念堂也擠得水洩不通。雖然這裡沒

有一個很好的場地， 還要彼此忍受擁擠， 但是大家都面露笑容，依然歡喜自在。 

220. 這代表愛是無價的，愛的權益不是專屬有錢的人或健康的人，即使連語言、聽力有障礙的人，也有權

益獻出他們的愛心，這是多麼溫馨的場面啊！「愛」是無界限的，「愛」是人人有權的， 所以我們

要散播愛的種子。 

221. 「媽媽好笨！」也許這只是他們不經意的一句話，可是卻引起了我的自卑感。過去先生說我笨， 我

當他自以為是，而現在連孩子都說我笨，我才驚覺自己是否落伍了？也看到女性參加成長團體的報

導，很想參加，可是兩個兒子還在念小學，不是很方便外出，我心裡很苦惱。 

222. 在一個專為金融作業人員進修成長的訓練研討會上，有一位參與人員問道：「我有一位同事，由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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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背景與政商關係不錯，在辦公室裡，不僅盛氣凌人、孤傲冷漠，而且遇事推託，毫無責任感，因此，

連主管都怕他三分。我們與他究竟應該如何相處才能平安無事？ 」 

223. 人文心則變成空理跟濫情，原來我們所擁有的都可能變成負面，反而動搖了我們的存在，所以難怪活

不好， 因為自然世界是戰場，人間社會是戰場， 連內在自我也是戰場，所以在此我們要有個扭轉，

而且要通過自我的修行去養成。自我的修行養成。 

224. 在佛教的教義裡，闡釋一切色相的存在說：這一切表象的東西都是因緣所生的，連自我觀念也是環境

和經驗的產物。也就是說，具足佛性的真我，不應與我相混雜不清，這樣會迷失了具足佛性的真我。 

225. 連大哲學家也難免，康德每天下午三點半一定要出門散步。這個習慣準確到什麼程度呢？他一出門，

城裡的人就對錶，一定是三點半。如果錶上指針不是三點半，一定是錶錯了，而不是康德弄錯了。 

226. 外在的目標可以，譬如我們合開一家公司，一起做些事情。但是內心對自己的感受和期望有時候實在

表達不出來；不要說是最好的朋友，有時候連自己也不很清楚。但是，會在一個突然的狀態下，發現

什麼是我所要的。 

227. 每天反省連我都很難做到，何況是未受訓練的人。為什麼？時間太匆促了。我們好像跟古人不太一樣

了，生活在這太空時代，算法不一樣，像我今天從早起床做了多少事，都很難想像。 

228. 譬如我不喜歡某些動物，我就避開牠們，認為這些動物是不好的，不要跟他們來往；對人也是一樣。

這叫做否定。否定久了之後，你的世界越來越狹隘，到最後發現連自己也不可愛了。所以，開始時你

可以否定個別存在的事物，這個環境不好我否定它，那麼久而久之，你就會對自己所有的一切以一種

負面的、消極的態度去看。 

229. 譬如，我是一個認知的主體，這個自我被忘記之後，就不用再去認識事物了，不用去認識事物是不是

比較快樂了呢？說實在的，這時候連自我也忘記，談不上是否快樂的問題了。基本上他是把我與外物

相對的處境化解掉了，把認知的主體設法超越了。 

230. 所以他殺牛的時候，解牛完畢了，牛還不知道自己被殺了。這樣的境界，也就是說連牛都覺得非常愉

快，跟他配合得很好。所以庖丁殺牛的時候，牛絕對不會哭哭啼啼的，當牠發覺到自己被殺的時候，

已經結束了。 

231. 有時候連我自己也不例外，覺得非常庸俗。譬如我在這裡演講，我就希望能夠坐滿，這是很自然的傾

向， 如果只有一半的人來，我心裡就會覺得有點落寞。 

232. 這麼做的目標是要抓住連被調查者本身都不十分清楚、不自覺的購買動機。集體面談法是把四到八人

聚集一堂，調查者當主席，訂定某一特定的主題，讓大家自由討論的方法。 

233. 而且是一本正經，直到連周圍的人都很驚訝的地步。具有集中力和強的韌性。因為非常認真，會得到

不知遊玩的嚴肅人物評語。實際上，Ｂ型—魔羯座的人把遊玩想成是時間和金錢的浪費。 

234. 不只是得到知識及訊息，也具有把這些傳達給他人的能力，尤其是口才很好，混合機智及詼諧地輕鬆

談話，使聽眾不會無聊，其口才好的程度，甚至被形容為連對愛斯基摩人都可賣出冰箱。 

235. 反觀號稱現代化的台灣， 呂安妮卻因愈來愈接近（或試圖接近）學界與商界權力核心，而被父權體

制以「 前現代」 的性別邏輯視為「 紅顏禍水」、「 麻煩的女大學生」。似乎，連簡愛式的女強人

也不得「 出頭天」。這個社會仍嚮往「 古裝時期」，父權意識形態使得潘明秀變成潘金蓮…… 

236. 面對這麼廣泛而明顯的個別差異， 生物生理觀點立刻捉襟見肘， 因此就連最保守的醫學人士也不得

不承認還有社會文化及個人的因素在其中施力，影響兩性的情慾表現。可是， 即使認識到了生物生

理觀點的侷限， 保守的醫學和性教育人士還是不斷強調生物生理觀點的正確性與重要性， 這種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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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掩藏了什麼秘密？ 

237. 因此，在日寇殘暴統治下，不僅淪陷區的人民，就連在淪陷區進行地下抗日活動的秘密工作者， 為

了隱蔽自己的身份，在公開場合，也必須稱北平為北京，(該劇) 怎麼能夠設想在日寇佔領區的保定

（《 野火春風鬥古城》 描寫的是保定地區抗日鬥爭故事），敵特漢姦會稱北京為北平呢？ 

238. 指法完全相同，極為類似西洋單簧管（俗稱黑管）的指法，而且泛音也是一樣十二度，所以連超吹的

指法也是相同的。如果有一個黑管的高手來吹只要能掌握加鍵管的哨子，就可以成為相當厲害的加鍵

管演奏者了。 

239. 據我的觀察，坐姿不夠自然正確不但發生在初學者身上，連一些琴齡不少的學生甚至是演奏家也有這

種問題。（哇！好臭屁哦，敢來批評演奏家，其實這些都是發生過在我身上的問題，而且我是毛病最

多的一個。是久病成醫啦， 還沒成良醫） 那到底怎樣坐才是有助於拉胡琴，而且不會容易累的呢？ 

240. 其實怎麼說呢，我想要講的都是一些簡單易懂的事情，只是我文筆不好，不像潘大哥那兩篇「 呼吸」

的大作，風趣生動，連我這不會笛子的人也追著看。不管如何，我是很希望你們給我意見。 

241. 他曾經製造各種恐怖暗殺（如楊杏佛案），他曾經為了擴充自己的權力，連革命元勳（如胡漢民）都

下獄；他曾經為了個人獨裁與一黨專政， 而打擊在野民主人士（如捕捉張君勱、羅隆基…迫害民、

青兩黨及民盟等人士），甚至許多他以前的親信或手下， 也都難逃政治冤獄（如孫立人案、雷震案） 

242. 墨西哥工人生活之清苦、勞動條件之差，連最苦的美國工人看了也搖頭。兩邊一談，真相就出來了，

原來美國工人的日益困頓，與墨西哥工人的潦倒是不可分的。 

243. 連冶金部部長也不顧專家的意見，鬥膽向中央開出這種癡人說夢般的包票， 其無知的程度遠遠超過

了毛澤東。部長們是中共的職業革命家， 中共用這些人而不是專家去治國是必然的。 

244. 但是，愛湊熱鬧的人確實不少，連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家的院子裡也砌上了爐子。在宋的支持下， 秘

書、花匠、廚師一齊上陣，成了「 鋼鐵大軍」中的一員。（ 海生按： 一九五八年的毛澤東可能曾

覺得躊躇滿志，整個中國的六億人，讓他耍猴子似地玩了個不亦樂乎！ ） 包頭鋼鐵公司是一家大型

企業，當然應為「 鋼鐵翻番」 作較大的貢獻，…… 

245. 湖南省一度發動四、五百萬人煉鋼，連省委的大院裡也築起了土煉鋼爐，但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對此

表示「 非常擔心」。他將中學時代的同學、漣源鋼鐵廠的總工程師吳鑒光請去，一起察看省委院內

的土爐子，請吳發表意見…… 

246. 老家的房子被拆，果樹被砍，木料全部都煉鋼燒了，連家裡的鐵鍋也被收走砸掉煉了「鋼」 。彭回

京的火車路過河南省時，正值夜晚，處處爐火沖天，車流不斷。 

247. 跨越國土到北方，情形也一樣，連在天邊的內蒙古大草原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也全都變成了「 人民

公社社員」。「 行動軍事化」，這是一九五八年最時髦的口號之一，而農民一夜之間變成公社社員， 

恰如一個國家突然捲入戰爭，一個緊急動令就將全體平民變成士兵一樣。 

248. 以後連地處高原的青海，也參加了這場吹牛大合唱，打出八千五百八十五斤的牌子，鎮住了各路好漢。

水稻就更神了，報上的數字一個比一個驚人，七千、一萬、一萬五，乃至湖北蹦出了三萬七、安徽蹦

了四萬三的「奇跡」。 

249. 周恩來在一九五九年七月三日致副總理李先念的信中說：「油料作物長期被忽視，而去年又大量沒收

好， 嚴重地影響了今年油料作物的種子…」這「大量沒收好」，顯然與李葆華說的「豐產沒豐收」

是一個意思。五八年「沒收好」的油菜籽、黃豆、花生等作物是如此大量，以致連五九年的種子都成

了問題，事情是多麼嚴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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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要多謝那「 半褪羅裳造牌坊」的帶有中共特色的「 改革開放」，世人終於得知，原來在富甲全中國

的深圳市，連市長夫人也免不了要飽嘗武警之正宗「中國功夫」。一葉見秋，這些年來中國的小老百

姓們在共產黨「英明領導」下享受著的「絕對幸福」也就可想而知了。 

251. 塔爾寺一關就是二十餘年，成千上萬的藏族人民失去了舉辦佛事的聖地，連他們的聖人也被趕去勞

改，如何能不痛恨執政的漢人？共產黨至今仍一口咬定，他們是「和平解放」了西藏，將藏族人民從

農奴制度下解救出來，讓他們享受到「新中國」水深火熱的「幸福生活」。 

252. 不過， 連有陸達那種背景的人都不免被「拔」，知識界、技術界有多少人挨整也就可想而知了。由

此也可明白，李鵬說他當時對大躍進「想不通，又不敢對別人講」，實在是正常得很，誰人不怕挨整

呢？ 

253. 在那時，同各種野菜相比，榆樹葉就自是珍品了，老鄉們搶著摘不說，連八路軍的男女戰士也都上樹

採摘。當時任副總司令的彭德懷見了，大發雷霆， 呵斥道：「不許與民爭食，懂嗎？ 」 

254. 學生和城市居民吃的是「計劃商品糧」，連他們都吃光玉米棒，鄉下的農民自然只能拿樹葉來充饑了。

如北京東郊的順義縣，農民們把從來避之唯恐不及的臭椿樹的葉子也捋光吃了。 

255. 據沙青調查所得，同安徽一樣，甘肅也是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之後的十一月，即「全國躍進浪潮日

高夜漲」的時候開始大量餓死人的。榆樹皮、楊樹皮剝光了，連比黃連還苦的柳樹皮也都剝了吃光了

（河北太行山區還只是吃柳葉而已，被子裡的棉絮也扒出來吃了。人死了便被尚餘一口氣的人割了、

煮了、吃掉。 

256. 為安份守己地默默餓死的農民唱讚詞的，不止是田家英和那位高級法院院長，連彭德懷都是這麼看

的。……他顯然認為農民被政府折騰得流離失所、瀕臨餓死而不造反就是「好」。 

257. 連這位高級幹部的父親都餓死了，山東的普通農民餓死了多少就可想而知了。山東當時的農村人口近

四千萬，若羅榮桓所指的勞動力的減少完全是由於餓死，而且勞動力死亡數與農村人口的死亡數成正

比，那麼山東餓死的人數應為七、八百萬。 

258. 「 連你也對我失望了嗎？」「不，我是要告訴你，當你父親拿刀殺你時，就是證明了他愛你。 寬宏

的度量、無悔的等待，總是出於旁觀者，你的父親是做不到的。 

259. 佩君想：「不會連夢都這麼可怕吧！可是那聲音…」佩君不甘願的睜開眼睛「慘了！」(不過) i 看著

她的室友急急向她跑來，她知道這個下午又被破壞了。 

260. 在大城裡的小偷太多，連白天都不保險，更別說夜裡了。∥誰說不是呢，我們真得小心啊？ ∥你說

得對，我現在要去上課了，下次再談吧。 

261. 一上飛機，就看到不少中國人。連空中小姐都是中國人，她們很和氣。他想這真是練習中國話的機會，

立刻心裡非常高興。 

262. 除了花盆內都滿著水。連陽台地上都存有一寸多高的水，再高一點，水就會流進屋子裡了。好險！放

在陽台上的書架，書箱都泡在水中。水災 ！水災 ！ 

263. 曾參的母親說：媽媽知道你不會殺人的，但是大家都那麼說，連媽媽也差點兒相信了。謠言真是太可

怕了。 

264. 他告訴他們說：我不能斷定你們誰說得對，因為我還沒有研究過這個問題。那兩個小孩兒心裡想：孔

子是最有學問的人，連他都回答不出這個問題，我們才知道多少事情，就以為自己的想法一定對，實

在太不應該了。 

265. 上帝已經派我作百獸之王，連你也得歸我管。如果你傷害我，上帝會要了你的命。你在胡說什麼﹖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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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嘴裡雖然這樣說，內心卻也有些懷疑。 

266. 不過，非得很有耐心，才能等到一班沒有客滿的巴士，有時甚至連計程車也不見得叫得到。台北交通

的擠和亂，主要是因為人口和車輛增加得太快了，再加上有許多不遵守交通規則的駕駛和行人，於是

路上的情況越來越糟糕！ 

267. 就連被看成是色情小說的金瓶梅也還是強調因果，勸人行善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舊小說實在是中國

過去一般民眾的道德教科書和歷史教科書。 

268. 怎麼現在變得連我都不認識他了！后羿的妻子嫦娥，眼見他的行為一天比一天殘暴，心裡非常難過。

這個美麗善良的女人，用盡了各種方法勸告他，但是不能使他覺悟。 

269. 他橫過原野，穿過小溪，越過山崗，風呼呼地吹著，連飛鳥和浮雲都被他趕過了：餵！太陽，看你能

跑到那兒去﹖太陽昇得更高了，大地好像變成一個烤箱，烤得人汗水直流，呼吸急促。 

270. 唉！連我也弄不清是怎麼一回事。差不多是十四年前吧，那年我剛三歲，一天晚上，保姆抱著我經過

宋城米市，突然衝過來一個男人，無緣無故地跟保姆吵架，又用刀刺了我一下，就逃跑了。保姆為這

件事情難過很久，怪自己沒能好好地保護我。 

271. 如果女扮男裝之後連父母家人都認不出來，那還有什麼理由不讓我去代父從軍呢！二老看到木蘭的意

志這麼堅定，設想這麼周到，而花老先生又實在體弱多病，力不從心，就只好依木蘭的計畫去做了。 

272. 你一定有什麼心事瞞著我。我們是夫妻，難道連我都不能告訴嗎是不是你離家太久了，想念故鄉﹖……

但是他要求公主發誓決不洩漏他的祕密， 她很鄭重地照做了。 

273. 離開宰相府他一路納悶兒：這個沈周是什麼樣的人物﹖怎麼連宰相都那麼關心他﹖於是他就去請教他

在京裡做官的朋友吳寬，吳寬也是蘇州人，一定可以打聽出一點兒消息。 

274. 漸漸地連地方的軍隊都打不過他們，朝廷就特別派戚繼光將軍去平亂。但是，戚繼光跟倭寇初次接觸，

就發現了一個問題。原來倭寇用的日本刀又堅硬又鋒利，使他的軍隊吃了很大的虧。 

275. 這段故事自然不必信以為真，但是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李冰為民造福的心，是甚至連女兒的生命都肯犧

牲的。因此在經過歷代好好養護仍舊存在的都江堰，直到二三十年以前，還有供奉李冰父子的廟宇。 

276. 人都怕死，雖然知道替安祿山做事會被人看不起，還是不敢不做，就連玄宗以前最親近的臣子也不例

外。安祿山一向很羨慕大唐天子的氣派，所以在他打到長安之後，首先就要把唐玄宗享受過的一切，

都接收下來，運到洛陽去。 

277. 可是那時候，連皇帝都只為自己個人的利益打算。所以內憂外患使南宋一直衰弱不堪。所幸還有一些

忠心為國的文臣武將，才使南宋還能維持了一百五十多年。 

278. 金兵雖然人多勢眾，卻抵抗不了，最後連兀朮的女婿都被俘了。兀朮又急又窘，苦苦哀求，願意把所

搶到的東西全給韓世忠，請韓世忠放他回去，韓世忠當然不答應。 

279. 我們這裡早就沒有貧戶這個名詞了，老實說，連需要長期救助的人都很少了，偶爾呢，有點兒急難疾

病也都是臨時性的。∥ 喔，我明白了。∥我希望你能把準備請客的錢捐出來，請他們在雪中送炭的

先生替你安排運用。 

280. 那條小河，從遠遠的山腳下流過來，在我家的前面轉一個彎，再向西邊的農田流過去。河水流得很慢，

遠看帶著淡淡的綠顏色。走到近處一看，河水很清，連水裡的小魚都看得見。我 家 的 後面是山坡。 

281. 有一位老伯伯說：連這麼小的孩子，都懂得愛國。我們的國家一定強。我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我

在中國生根。我愛中國，愛得最深 。 

282. 我們把腳放在金光閃閃的溪水裡，嘩啦嘩啦的踩起水來，踩得水花四濺，連我們的衣服都弄溼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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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三年了。梅姊，我懷念你。今天 晚上，月色真好 。 

283. 有一年發生大地震，海洋上波濤洶湧，連神也顫動起來。住在低樹枝上的九隻金烏害怕了，都飛到樹

梢去避難。 

284. 最近發現通常存留在胃腸掌管消化並促發空腹感或滿腸感的貝不幾度（化合物）不僅在腦中發現現在

連眼睛網膜的神經細胞中也被發現，可以說眼睛也有飢餓的感覺了。西德的醫學雜誌： 瑞愛德修利

富。非洲。阿耳克瑪英美丁報導： 這些物質的變種正在陸續發現中，貝不幾度可能係掌理輸運感覺

器官…… 

285. 不要說是一般的上班族，連識字不多的歐巴桑也懂得閃亮的看板上顯示的是什麼意義。但是，在眾多

投資人口中，真正知道自己為什麼投資。 

286. 在歐洲，上流社會的葡萄酒就是香檳，現在連一般庶民也都嗜飲香檳；這是一方面向貴族社會學習，

一方面向香檳看齊，沾沾自喜，以為香檳能帶他們前往人間崇高無比的王公階級。 

287. 張文環另一篇小說，辣薤罐（ １９４０ ）（ ： ３１４ ），擺攤子的阿婆，再粗野的玩笑她都敢

開；她使喚男人，連流氓都不敢戲弄她。唐得慶的畸形的屋子（１９３７）寫的是正常女性所尋求的

人生積極意義。 

288. 這種有情有境。不澀不滑，恰到妙處的小詩，就連胡適也要讚好，認為很有意味了！俞平伯小詩的音

節， 兼有自然與藝術之美， 很有令人吟徊的餘地。 

289. 由於經過日本帝國的鎮壓，國民政府一元化的教育統治下，不只是大多數的漢人朋友，甚至連今天的

原住民族都對霧社抗日事件的來龍去脈不甚了解，我以為這是台灣這塊土地的人文損失， 請您對事

件的成因稍加說明。勞役工事： 原住民每逢建設，必須被強制勞役，從事砍伐森林。 

290. 除了有兩三次連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發起狂來見了女人就追，把良文嫂的頭髮扯掉一大撮，平日他對

附近幾個村莊最大的騷擾不外就是挖幾個蕃薯，到池塘脫得赤條條洗澡順便抓幾條鯽魚，惹得到池邊

洗衣的女人呸呸幾聲把頭轉開躲開而已。 

291. 你是知道的，我若看不到最危險的地方，沒有走到路的盡頭，這個地震最大的破壞我沒有親眼目睹，

不要說對不起一些朋友，連我自己都對不起。你讓我帶著照相機過去走一趟。到了盡頭，就趕快回來， 

其他跟著來的就此打住， 請你幫幫忙。 

292. 釣魚台已是日本的，那時沒要回，後來也沒再關心，地理教科書中已不畫它，（卻還有自己賣掉的外

蒙），漁民被毆辱也不管，它一年前為此事向日本交流協會抗議，被日人以不屑對應，國人也以神經

病漠視之，不但是政府，連人民也不想再管這些小島。釣魚台是不是我們的？ 

293. 高雄市的跳彈不但厲害，足以擊斃路過女子，就連轉戰高雄市的會長盃國際棒球賽，投出的跳球，也

頗具威力，中華白隊當家捕手吳俊賢，昨晚就遭跳球打中，下場療傷，反而直接被投中的打者沒事上

壘。這記跳球發生於昨晚中華藍。 

294. 慢速直球兼施讓聯隊的打擊完全無法發揮，主投八局面對聯隊三十名打者只被聯隊擊出六支安打，三

振人數多達九人，不僅聯隊打者對其束手無策，就連聯隊教練也大為失色。吉田修司昨天主投八局後，

因巨人隊以六比一領先勝利在望提前退場而由石毛博史擔任救援。 

295. 教育部指出，以往取得升學保送資格的管道極多，除了全國聯賽及區中運外，連各運動協會舉辦的全

國錦標賽亦都能使選手獲得保送資格；但自去年起，籃球排球已舉辦全國聯賽，前六名均可獲得保送

資格，因而取消其他的保送管道。 

296. 每一次打擊就可以進佔一個壘，驚人長打率相信連王貞治及貝比魯斯也未曾創下。可是，有高全壘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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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但打擊率低未必就有高長打率，中。日對抗目前以兩支全壘打領先的四條稔，與呂明賜同樣有七

支安打（包括兩支全壘打。 

297. 舞蹈是各族部落展現其特質的方式之一，甚至連喇嘛們也穿著鮮艷精緻的長袍在歌聲，鼓聲中翩然起

舞，三小時下來，各路妖魔鬼怪皆為之降服。騎馬射箭算得上是整個活動的壓軸戲， 圍觀的民眾也

最多。 

298. 經濟景氣出現藍燈，股市又續挫，股市跌到如此地步連原意整頓股市的政府也翻空為多，加上５８２

５到２４８５波段跌幅高達百分之五十七，在跌得愈深，彈得愈高的原理下，可望是一波長命的反彈

波。五月行情出現急挫，幾個市場主力如中信王。 

299. 然後才是本片的主旨所在，兩男一女三逃犯展開潛逃國外的行動，當然如果一切順遂，莫說喜劇出不

來，連戲劇的條件都稱不上，富蘭克林說得好： 本片共有五個主要人物：葛倫。菲莉絲。 

300. 也使得現在的觀音鄉武威村清一色是廖家天下，只有四。五戶外姓人家在邊緣居住；連武威村長選舉，

都是由廖家四大房輪流推派人選擔任，在民主時代中獨樹一格。另外，在廖姓的傳奇之中，還有一項

鮮為人知的單廖與雙廖之分，在一般人眼中，生是廖家人，死當然就是廖家鬼。 

301. 而議價小組紙上談兵盲目行事，鎖定價格離譜令人難以置信，原可購置十公頃以上土地，連建築費用

都足夠預算，卻僅購得五公頃餘土地，議價。鑑價過程荒唐謬誤。 

302. 不只是社會人士有如此觀點，連不少警方人士都慨嘆錯失良機，因為他們早在二。三年前就發現安非

他命有氾濫趨勢，奈何提出建議都無下文。不過目前既已製定刑責，倒也是亡羊補牢猶未晚矣。 

303. 而昨天紅派楊永昌議員指責黑派議員不該在質詢中作人身攻擊，但經協調後葉石頭已表示若有人涉及

攻擊部份將誠意收回，楊議員亦不追究，誤會既已化解，黑派理應迴座維持會務，結果連主事者葉石

頭也離席，剩下來的清一色為紅派議員，這種藐視的作法，當然引起紅派議員的反彈。 

304. 縣府各單位主管於接獲人事室的該項通告後，因不明劇情而多感嘆說，連省府也了解高雄縣政府的公

僕難為。不願具名的某九職等主管說，縣府值此人心惶惶之時，購買聰明鬼與大傻瓜影片供縣府員工

欣賞，莫非有某種層面的意義存在，該片豈可不看。 

305. 陳冠忠罹患的並非絕症，但為何醫院均不予妥善治療，更何況肺結核是政府列管的疾病，為什麼連政

府醫院也拒收。難道陳冠忠就注定將躺在病床上等待生命走到盡頭！ 

306. 接著，張議員拿出照片質問謝局長在照片上的英文字是什麼意思？謝局長答不出來，張議員相當不悅

的指稱，連一個教育最高主管都答不出來還要回去翻英漢辭典，那這算什麼教育？ 

307. 目前，甚至連地勢較低處，也必須以分區供水的措施，以因應現階段的乾涸現象。但水公司的答覆令

抗議的民眾難以信服，憤怒的民眾指出，竹東地區自來水之水源頭，均取自頭前溪，往年均無缺水情

事，自從其上游設有攔水壩， 把水源截往寶山水庫後， 頭前溪下游…… 

308. 工廠說每年有改善公害污染，但一點效用都沒有，以致蘆竹里一帶農田，蔬菜受煙害長不出來， 也

長不好，連雞鴨都不要吃，稻榖收成後稻穗上也佈滿煙灰，這都是工廠的公害所造成。農友蔡漢坤在

田裡拔了一把蒜苗送給主持人看，……如今，被工廠煙薰污染後， 整片田都沒有用了。 

309. 彭嫌要求與被害人燕好，但為被害人所拒，彭嫌一氣之下，出言恐嚇，並揚言讓其丈夫永遠失去她，

讓她丈夫不好過，甚至連其四歲的小女兒也不放過，楊女抵死不從，彭嫌乃動手打被害人頭部，用腳

踢被害人肚子，聲稱一定要得到被害人，幸有路人經過，並進入該校如廁， 被害人始逃過一劫。被

害人因不堪其擾乃於十一月廿三日將被玷污恐嚇。 

310. 我心中當然不高興，結婚十年當然應該重溫舊夢，婆婆從前不作興這套，不需要以她的生活方式來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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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我的婚姻生活啊，搞得連我都有心理負擔啊，您說我是否很倒楣？答：事情太順利反而無法嚐到百

分之百的甜頭，婆婆並非存心作梗，她只是用從前的觀點來看現代夫妻的作法…… 

311. 今年最重要的國際新聞，當屬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事件，各國彷彿都嗅到戰火味，連服裝界也流行一股

軍旅潮。英國的ＲａｌｐｈＬａｕｒｅｎ以及日本的Ｎａｋａｎｏ以英式軍服的輪廓， 加上女性曲

線變化。 

312. 大兵用鎗字問病情，又聲明潤金暫欠，鎗字去掉金字旁是個倉字，再加個病字頭成為瘡字，長瘡不算

病，而大兵態度靦腆，不用追問，長的定是楊梅大瘡，那年頭盤尼西林尚未發明，末期梅毒是絕症，

連滿清同治皇帝都死於此症，大兵下場不問可知了。 

313. 大亞百貨直至開幕的前夕都還在找專櫃廠商，連其對門的冤家金華百貨的專櫃也成為大亞百貨的拉攏

對象。金華百貨的經營者對大亞百貨這種拉櫃的作法覺得不可思議，因為金華百貨走中低價位。 

314. 萊爾富、福克多等超商，均表示連投資母公司的產品都不可能降價，更別提非關係企業的廠商會調整

利潤。總經理徐重仁日前提出降低利潤，以達降低售價來刺激消費的構想，激起了同業間的不同迴響，

同時暴露便利超商所賺取的不公平利潤。 

315. 連提出要減低利潤的也表示，統一食品公司雖然是母公司，但是都採利潤中心製，誰也不能少賺。安

賓超商也指出，味全公司的產品會不會在安賓超商降價，全要看政策的考量。 

316. 至於不解的是，從來沒聽說郭巴要走學術路子，那他還唸書那麼認真幹什麼？再說現在就連學術界也

不講求學問，到處都是混、搞關係、作秀， 台灣有幾個人在認真過日子？ 

317. 閃過了橫身而來的大片劍光。饒是如此，卻亦為對方藍汪汪的劍芒掃中了左面肋下側腹，隨著公子錦

劍勢過處，一片血光閃至百里昆側面鋒利的劍芒，足足在他左面腹側，留下了尺許長短的一道血口，

深可盈寸，似乎連腸子也溢了出來。 

318. 被查禁的，被約談的，失蹤的，死掉的，到底有多少人在白色恐怖時期不見？恐怕亦無人能知。連人

權都失蹤了，你看看，從何查起？較近的幾個大案， 如林義雄家屬血案。陳文成案。余登發猝死案

也弄不大清楚。 

319. 最近郝院長憚精竭慮，打擊犯罪，十大槍擊要犯相繼落網，連首惡林來福都逮到，不能說整頓治安沒

有成績。不過看到孫光炎這種被逼瘋的狀況，不免令人覺得要是郝院長能偵破林義雄家屬血案，才叫

人服氣呢！ 

320. 遺憾的是小趙是討厭工人的。在小趙的哲學觀裡，工人既然喜歡許曉丹，就不是什麼好東西；就連奶

子這麼普通的女人也會有人愛，可見工人格調之低，自然與我們小趙不合。 

321. 我們政府在全台灣的高山峻嶺毀滅性的砍伐了四十年，卻一點都沒有心懷歉咎之意，不但全面皆伐，

連樹頭都無法倖存，導致水土保持功能失喪殆盡，台灣逐日走上一雨成災。不雨乾旱的沙漠化趨向 。 

322. 甚至連兩個尚不懂人間恩怨的小孩，也不免慘死在刀下！有良知的中華兒女，怎能不同聲一哭！將永

遠不忘這幕傷天害理的血案。 

323. 可惜這些意見，竟連歷史學者也不能例外，就使我覺得難過。因為如果連歷史學者都要放棄立場，對

歷史的大是大非沒有徹底的認識與實踐的意志。 

324. 因為如果連歷史學者都要放棄立場，對歷史的大是大非沒有徹底的認識與實踐的意志。那這個沒有人

見證的時代， 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悲哀。 

325. 如果是採背膠式貨架，要注意它能否牢固地黏附在磁磚上，以防翻落。如果連空牆也難求，就只好改

採可提式的化妝品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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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這就好像梁肅戎幹下立法院水門醜聞，敷衍兩句雖然成為街頭巷尾的流行口頭禪（連國民黨秘書長都

隨口引用；甚至最新公車車廂廣告亦出現海霸王絕不敷衍你的宣傳口號），但是更多國民黨共犯結構

並不以為然，心想：敷衍就敷衍啦，你們這些搗蛋鬼， 蔣總統您老人家快把他們統統抓起來吧！ 

327. 當天傍晚， 羊男果真帶了六個肉桂甜甜圈登門拜訪羊博士。羊博士的房子可以說是相當古色古香。

庭院中所有的樹木盆栽都剪成了羊的形狀，就連門柱、地磚、門鈴，也 全是羊的造形組合。羊博士

一口氣吃掉了四個甜甜圈，並且，將剩下的兩個小心翼翼地放在壁櫃裡頭。 

328. 博士以濃濁的聲音說：這本書記載了有關羊男的各種事情。甚至連你寫不出曲子的原因也可以在裡頭

查得到。可是，博士先生，原因很明顯的呀！樓下的房東太太不讓我彈琴， 曲子當然是怎麼樣都寫

不出來。 

329. 婚紗禮服在義大利訂做 。喜宴擺在麗晶酒店。連浴室的裝潢擺設都得花上十幾二十萬港幣，怪不得

算命的說吳詠薇要嫁個年紀大點的老公，才會幸福，光看翁江培為婚禮所投下的手筆，幾乎已讓吳詠

薇看到幸福的未來。 

330. 黃姓業者並且表示，獒犬比較霸氣，雖然用來守衛功能十足，可是有時候連主人都無法制止它對陌生

人進一步侵犯，與高加索相見絀色。在飼養方面，黃姓業者表示，只要用攪碎的雞頭餵食即可，但在

運動方面，因為深怕近百隻大犬互鬥或傷人，他以自製的電動跑步機以每小時五百公里的速率來訓練

它們的身體。 

331. 波斯灣風雲緊急，連花蓮縣玉裡鎮也受到影響，尤其是用油上已出現了囤油的情況。玉裡鎮有多家石

礦場，估計囤油已在千桶以上，此外農業用油也有囤積現象。 

332. 波月吞又說，在廣廈，那裡該栽一蓬竹子，那裡的鐵刀木該砍了，連隊長也要向我講一聲呢，我們族

很少吵架，一旦有人吵架，我去了， 幾句話就能排解開，…… 

333. 天！男人提著筒裙，連公雞也要笑話他呢，你倒好，還抱在身上。今後，遇上這樣的事，你拿一根竹

桿， 遠遠地把衣裙挑過來就行了，千萬不要動手，不然，你要遇上倒楣事。 

334. 日本歷史兵之盛並不亞於中國之慘烈，可就沒有項羽老兄那種氣吞寰宇的手筆，一把火就把阿房宮給

廢了，連杜牧都怨自己生也晚，未及親見。大約小日本覺得，兵家之爭嘛，犯不著和文化財尋晦氣，

不小心燒了，趕忙重建以盡復舊觀。 

335. 電影英烈千秋，柯俊雄（ＡＮＩＫＩ）切腹之前對日本鬼子說：回去罷，中國太大了……每回想到那

無邊壯麗的大中國山河背景，其實就在小台島基隆港邊的無耳茶壺山，連上帝和總裁也不免發笑

吧。……這也就算了，但是劇中的日本鬼子，又被編劇自我作主別出心裁地加了一句：向中國戰神，

敬神誰相信呢？ 

336. 在這公司裡大概只有蕭寶漢的年資可以和她比擬，甚至連總經理的資格也沒比她老，因而心直口快的

爆竹花對任何人都有一種老大姐的倨傲姿態，相當不受新進人員歡迎……。蕭寶漢人緣甚佳， 黃色

笑話更是他的拿手好菜…… 

337. 滾滾紅塵中，懷抱著慈悲心的有心人仍有，可是他們的一番心意，卻流失於千萬顆騷湧不安的猜忌心

裡。唉，唉，唉，走到昌明的二十世紀，代代相傳的廣沛文化，竟然只剩得如此薄弱。甚至連血濃於

水的親情；刻骨銘心的戀情，似乎也無法撥散猜疑的累累陰霾。 

338. 連老毛都能還魂，還什麼沒有？去年，大學畢業自己可以找工作，今年要改回來，要統一分發，上面

說，學生好高騖遠，不切實際，不下鄉，不下工廠，不去邊遠地區，卻擠在北京混個體，這還得了。 

339. 人人想從三毛那裡得些什麼，卻很少想到自己能給三毛什麼。發展到最後極致，老是說自己看見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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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城隍（中國真是沒有人才！連城隍也要用外國人當）的三毛會被請去教青少年朋友要愛惜生

命…… 

340. 砲彈也漆上蟑螂的圖案， 連十五戰鬥機也更名為蟑螂。我想是的， 總統， 如果我們不快點想辦法

應付， 很可能會有成萬上億來自各地的蟑螂， 隨著蟑螂十五戰機， 空投到巴格達。 

341. 先領養別人家的孩子， 到我九歲時， 他們就讓我出去工作， 事後才知道那地方俗稱妓院。不叫本

名， 給我取了阿豆這個名字， 從清晨六點直支使到晚上十點。十一點， 只是九歲的孩子呀， 連自

己都覺得可憐。是啊， 有人說， 放在那樣地方可不行， 快帶回去。 

342. 據他表示，曾在靜坐中進入某女病人體內，清楚看見病體脊椎上的瘤，事後經求證完全正確，連他也

驚訝不已。還有一次，他好友的母親罹患子宮癌，老人家不敢開刀，延挨許久，百受朋友請求，無可

奈何，他只好嘗試在靜坐中操作念力，……。 

343. 傳說中，老子騎牛出函谷關即成仙失蹤的事蹟並非不可能，即連愛因斯坦都可能只運用了潛能的百分

之二。而普通人或許終生對於心靈的奧秘，僅有數次偶然地驚鴻一瞥。該如何征服心靈的波濤洶湧 ？ 

344. 她的頭髮雪白。連眉毛也逐漸轉白。頭髮染黑，眉毛卻未染，白天任其發白，就寢前則端坐棉被上細

心塗眉墨。 

345. 然而，可怪的是，去年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竟然沒有多少人起來譴責，連今日挺身反美帝的人士也默

不作聲，而政府則藉此以恐嚇台獨人士。甚至在蘇聯趁火打劫，以武力攻打立陶宛和拉脫維亞，反美

帝者也沒有利用這個機會譴責蘇帝。 

346. 許信良這一次的大陸行，事先保密到家，連辦公室的親信都不知情，但據了解內情的人士透露， 許

信良計劃訪問大陸已經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其間許信良辦公室顧問。 

347. 而柯爾曼則出手十五次中六，共攻下十三分，但只抓到四個籃板，並且在第四節六犯畢業離場， 連

籃網隊總管理瑞德都表示，威廉斯給柯爾曼上了寶貴的一課拓荒者主控波特獨拿廿六分，外加十次助

攻，鴨子中鋒達克沃斯亦得了廿二分。 

348. 王永在說，王永慶的歸期，他是真的不知道，其實他認為連他老哥自己也未必細想過要挑個回來的日

子。台塑企業內了解董事長王永慶行事原則的高級主管認為，依王永慶的個性，很可能會臨時起意，

訂了機票就回來了…… 

349. 雖然還看不出來那一隊具有冠軍相，甚至於連那一隊會以吊車尾的身份晉級決賽都還看不出來， 但

季中分析可是一項有趣的工作，打了三十場左右其前途如何，應該可以分析得出來。有人會問分析的

結果是否一定正確？ 

350. 齊尼告訴國家廣播公司電視台說：我們並不知道他們（伊拉克）還剩下多少，甚至連開始時擁有多少

都有不同說法，但我們估計他們目前的移動式發射器總數約為三十或四十具。但 這 只 是粗略估計。 

351. 其實盧修一的頑皮。促狹，不僅令許多國民黨立委吃足苦頭，甚至連不少民進黨的同志也都對他又好

氣又好笑。也許是因為留學巴黎的緣故，盧修一那種認真嚴肅中帶著幽默，動怒時火爆夾著搗蛋，而

開玩笑時又不脫浪漫。 

352. 由於三毛的家人不想讓外界知曉此事，對於葬禮的過程及時間保密，甚至連金寶山的工作人員也是到

最後一刻才知道確實的時間，所以，昨天參加葬禮的人並不多，只有二十多人，由於三毛雙親年事已

高，家人恐怕他們無法承受如此情景，一方面也遵從白髮人不送黑髮的習俗…… 

353. 香港電影界除了成龍等大成本影片，往東歐取景外，連文藝片也都遠赴巴黎等真實景地取景。導演陳

俊良表示，新七龍珠係由日本暢銷漫畫七龍珠改編，選景在泰國拍攝，主要是因為看中泰國龜仙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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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 大陸童星金銘挾持著去年演出婉君的聲勢，在雪珂未上檔前，即已備受國內觀眾注意，這次在雪珂中

又演又唱的，她一口標準的京片子唱起片尾曲小雨點來，不僅小學生會跟著哼小雨點呀落水面呀，幾

個圈圈盼團圓呀，就連大人也忍不住跟著哼唱起來。金銘的高知名度以及惹人憐愛的外型，不禁讓唱

片公司捏了一把冷汗，深怕觀眾都將注意力集中到金銘身上，……。 

355. 雪珂一共推出五張專輯，平均不出兩個半月便推出一張專輯的速度，不僅李翊君自己都覺得吃不消，

連唱片公司也頗為擔心聽眾消化不了李翊君這麼頻繁的歌聲。因此，對於金銘和李翊君同時推出雪珂

電視主題曲。 

356. 甚至，揚言今年五月三十一日終止雙方合作關係，連未拍滿的九十小時戲約，也自動廢除。武士嵩對

上述說法表示，雙方合約中確實記載一條，假若雙方無合作誠意，有關合約中所列的權利義務關係即

可終止，瓊瑤可以為華視做戲，也可以不做。 

357. 方勵之今晨應邀在哥大舉行兩天的中國人權討論會致開幕詞時並表示，不但他本人遭中共迫害， 他

在英國就碰過中共人員無故收走出國人士的護照， 海外中國人幾乎都無法免於中共的人權迫害與侵

擾，就連劉賓雁也在近日告訴他，護照到期不敢去延長，怕被沒收。他呼籲與會兩百多名各國學者及

人權工作者關注中共的人權迫害。 

358. 如今萬紫千紅的作品，襯出公告欄不少文化氣息，連教室內也生色不少。校方在推行剪紙藝術獲得具

體成果後，鄉內社區的媽媽教 慕名求教，為此校長洪賢明頓生念頭，何不把此特色推廣。 

359. 蔣緯國認為責任制未能推動，甚至連高級幹部都不懂， 遂造成諸多怪現象，如連坐法的出現， 一人

犯錯，長官需連懲，致動不動就有長官引咎辭職的不負責作法，蔣緯國認為，如果是政策性的浪費，

負責官員自然該走路，但高速公路撞個車…… 

360. 連柏拉圖也將死亡定義為生命非物質部份（靈魂）與物質部份（肉體）的分離，並稱肉體是靈魂的監

牢，死亡不是遺忘及沈睡，出生反而是遺忘及沈睡，靈魂未出生前及脫離軀體後的觀念世界遠比現實

世界實在。所以三毛即使接受另一時空的誘惑也合乎情理。然而，如果只因為死亡是更幸福的歸宿就

結束生命，這種生命意義是自私的。 

361. 當馬曉濱及關心他的人掙扎上訴，只期望貸其一死，當醫生徹夜工作，只求挽回一條垂危的生命，卻

有人把生存當作一種浪費，連父母的眼淚都喚不回他尋死的決心，而他的尋死也不過如同十幾年前圭

亞那叢林。金瓊斯等百數十人的祭禮式自殺時，顯然這種自殺已經乖離了幸福不是一切，人生還有責

任（或道義）的更高原則。 

362. 波斯灣開戰，連坦克車形狀的老人茶壺都變熱門起來，鶯歌鎮中正一路的一家茶壺工廠也算發了一筆

戰爭財，戰爭還未落幕先賺一票。 

363. 五年前她走上地毯那端與陳某結婚，使她美夢成真，的確過了一段長期間如膠似漆的鴛鴦夢，豈知為

了肚子的不爭氣，五年來無法生男育女，這不僅使公婆焦急， 夫婦間也常為此事操心， 但日子一久，

公婆白眼相向，連老公的體貼也漸趨淡薄，似乎有意味著婚變的預兆。陳妻為了能懷孕，開始到醫院

檢查，醫師告訴她一切沒問題後 

364. 民國六十七年間， 強烈颱風賽洛瑪過境，澂清樓內包括蔣公生前的臥室等多處地方滲水，時值蔣經

國先生任總統，他獲知後極其震怒，認為水公司管理失當，隨即指示救國團所轄的澄清湖青年活動中

心接管。不過，前述情況止於聽說，礙於事隔多年及人事變遷，多數水公司及活動中心的人員都不敢

加以確定，就連中心副總幹事張金獅也不例外。省主席連戰日前南下巡察， 一度進入澂清樓，當時

省議員余玲雅也在場，一直主張行館應對外開放的她，趁機提出抨擊， 除指責行館是特權場所，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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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水公司收回管理，對外開放。 

365. 民國卅六年四月四日那晚，他們父子三人被槍殺，第二天天還沒有亮，一輛牛車載著三具泥污的屍體

出現時，我的眼前一片黑暗，那種悲傷。痛苦，實在不是用任何話所能形容。屍體放在客廳， 我阿

嫂一個三歲的小孩，站在祖父面前哭阿公，站在叔叔面前哭阿叔。看到這景況的人， 不僅眼睛流淚，

就連膝蓋也會哭泣啊！那時，我開始懷疑上帝，我對阿嫂說：今天有上帝嗎？上帝在哪裡？若有上帝，

怎麼會讓我們遭受這麼大的災難！ 

366. 事實上，中華對於越南的影響不僅止於知識份子與文學的領域，甚至連越南語的語彙。表現法。音樂。

料理等範圍都受其影響。越南傳統文化的根，可以說出自中華。 

367. 就在他被釘上十字架的那一刻，還忍受痛苦，緊閉雙眼，向天禱告：當時，連那些反對，嘲笑他的法

利賽人，都被深深地感動了。在二十世紀的今天，耶穌仍然是全世界千千萬萬所崇拜。 

368. 電視的所做所為實為文化負成長的罪魁禍首，令人痛心。電視在近廿年成為國人家家必享的休閒中

心，眾多娛樂節目不能寓教於樂也罷了，連編制內的社教節目都存心濫竽充數。製作單位為了節省開

銷，社教節目做的盡是省工省錢的應付節目，最常見的就是找人寫稿子，再找人念稿便完事，此類像

極上課的節目對新生代根本發生不了教化作用。 

369. 時間是從埃及古文明開始到現代， 連古埃及的木乃伊Ｍｕｍｍｙ 和古墓中的Ｂｏｏｋ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ｅｄ都有。日本 。韓國 。中國 。印度 。緬甸 。印尼。菲律賓等亞洲國家的藝術品雖然不少，

可惜只是片斷和部分，不能因此有系統地了解這地區的藝術史。自希臘羅馬到文藝復興以至近代義大

利。 

語料-聯合知識庫 

1. 一個人吃飯，大鍋菜最省事，煮一回飽好幾頓：南瓜滷肉、香腸青江菜炊飯、普羅旺斯燉菜，活了

二十多年沒做過的東西，一個月內全部無師自通。連最愛的無糖優格也不買現成品，用電鍋自製一

大碗，省錢又營養。除了省錢，煮飯更是為了平衡身心。 

2. 這天是周日，百貨商店全都沒營業，整座杜賽道夫似是空城，直比除夕夜的台北還冷清，連捷運都

冷冷清清，車廂像是被我包下來。街景原本甚美，是林蔭大道，中間有條河，河中有美人魚噴泉雕

像，在深秋的落葉中漫步其上是多麼浪漫，可是四面無人總是感覺怪怪的。 

3. 初時聽到我滿腹疑惑，那不喝啤酒的德國人怎麼辦呢？他就這麼倒楣必須吃那麼鹹嗎？到了露天啤

酒座一看，我發現自己是多慮了。在如此狂歡的氣氛裡，連我這個不喝酒的人都有想要點一杯的衝

動，更何況是從小生長在這環境中的人呢？ 

4. 他總是不假辭色對我們大小聲，彷彿這個世界負欠他許多，彷彿當年遠赴台中做學徒供養弟妹念

書，到頭來只為那一場空：非但小學沒畢業，就連弟妹也長年瞧不起他，難怪他的口頭禪是：「無彩

工。」無彩工，讀書讀到背上。無彩工，撿米換番薯。 

5. 每天陽光基金會派出專車至木柵宿舍，接送他們前往市區進行復健。面對專車的台階，未料連抬腿

都做不到，只能以跪姿的方式一階一階「爬」上車。除此之外，銅板掉到地上也沒辦法如願的彎腰撿

起，只能眼睜睜看著錢幣滾進收銀台下。 

6. 一年四季皆夏，卻不像台灣菲律賓時有颱風，有點「日日是好日」的熱帶天堂的興味，連樹木都比別

的國家長得高大繁茂些。各項經濟數據無不領先亞洲各國，卻也是貧富差距最大、基本工資最低的

幾個先進國家之一。 

7. 台灣人似乎特別熱中財施，殊不知佛經裡到處明白寫著，財施的功德極小。而今天台灣已經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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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連幫人按個電梯都會有人合十說：「謝謝。感恩。」的社會，更多人吃素吃得氣粗理壯——但，

真的就是符合佛教精神的社會嗎？ 

8. 「感恩」之後應該是「圖報」，連學佛的前提發「菩提心」也得將天地間眾生（這裡真是奢言「眾生」

了）當作是自己的累世父母，卻連死後已不再相干的肉身也捨不下，還談何修行？  

9. 「感恩」之後應該是「圖報」，連學佛的前提發「菩提心」也得將天地間眾生（這裡真是奢言「眾生」

了）當作是自己的累世父母，卻連死後已不再相干的肉身也捨不下，還談何修行？  

10. 小美（化名）長得十分漂亮，個性活潑大方，一直受到許多人的喜愛，但在高三那一年，因準備升大

學考試的課業壓力，再加上時常熬夜念書、作息不正常，身上開始陸陸續續出現一些大小不一的紅

色斑塊，連頭皮也是，想用衣服遮掩也無法完全蓋住，讓她開始害怕與人接觸，也失去以往自信的

笑容。 

11. 看著他們每天牽手去公園散步，一起挑戰新接龍或數獨，連做家事都搶著幫對方分擔，讓身為女兒

的我不禁有點吃醋。羨慕他們的好感情之餘，我不禁問老媽，為何當初沒被經濟拮据的爸爸嚇跑。

因為在那個一碗麵要十元的年代，當老師的爸爸起薪只有七百元，實在是有點少。 

12. 片商力推派翠西亞角逐奧斯卡女配角，之前各影評人協會也都將她列為女配角，只有洛城影評人對

此片喜愛到讓派翠西亞反客為主，卻也讓她被視為小金人爭奪戰中女配角呼聲最高的人選，連奧斯

卡最愛的梅莉史翠普，新片「魔法黑森林」中扮女巫，都沒有派翠西亞的奪獎氣勢高。 

13. 女友小嫻懷孕 5 個月，因個性低調，深居簡出，連產檢都要求宥勝只能送到門口，宥勝笑說：「小嫻

是很難取悅的人，她喜歡我寫卡片給她，她生日，我特別畫了一張像 A4大小的卡片，上面有一家三

口環遊世界的圖片。」宥勝說，小嫻邊看邊哭，還要他走開，要一個人靜靜欣賞。 

14. 布萊恩全場投18只中6，只攻下14分，他也無法說清楚球隊到底出了什麼狀況，他說：「我不知道，

我是一個不願服輸的球員，但當球隊打不好的時候，連想要球員拚出全力並打出一些競爭力，都是

很困難的。」 

15. 顯然改變陣容首戰，史考特的策略不只輸了比賽，連球隊內部意見都已不同調。湖人原板凳陣容是

聯盟最差，想從板凳中找出不同化學反應，無疑是緣木求魚。 

16. 每年廖榮清最期待也最擔心的時刻就是採收季，「採收本來是歡喜的事情，但是這幾年工人越來越難

找，只要一忙就要把兒子、媳婦都找來幫忙，有時候連在外地的女兒也要當採棗姑娘。」廖榮清與妻

子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守護蜜棗園，除了國內市場，更有許多外銷商指定廖榮清的蜜棗，他說看到

蜜棗長得又圓又大，就是最大的成就感。 

17. 消防局第 4大隊教官羅中蔚說，當接獲有人疑似患有伊波拉病毒的通報時，會讓受過訓練的人員前

往處理，而這次的訓練，則是針對前往救護的警消出勤時，隔離衣、防護衣、N95口罩、面罩、靴

子、手套等的穿脫順序。羅中蔚說，除了穿的順序要注意，連脫去防護時，也要將衣服以外捲式脫

下，不讓髒的外面碰到乾淨的內裡，而手套也要分別戴兩層，脫去時也要多次用酒精消毒，層層防

護就是為了避免疾病外傳。 

18. 水務局長戎威昨天表示，漁民在河川出海口設置架子、魚網撈捕，但為避免影響汛期水流，趁非汛

期公告漁民了解，目的不在執行拆除，而是希望漁民依規定合法申請，不只老街溪，連小飯壢溪、

新屋溪等多條河川出海口也都公告，希望漁民遵行。縣府最近公告老街溪出海口的棚架、魚網，違

反水利法規定，要求漁民在本月 25 日前自行拆除，否則縣府依法執行拆除，有的漁民認為目前正值

鰻苗捕撈期，縣府的作為影響他們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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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宜蘭私立慧燈中學學生高胤展、高境言兄弟，以「路燈型太陽能防霾滅菌裝置」贏得香港創新科技國

際發明展金牌與特別獎，校方昨天表揚，這項裝置可結合路燈，變成戶外空氣清淨機，連北京、新

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專家都感興趣。 

分別就讀國二、國一的高胤展、高境言兄弟是圍棋高手，擁有 5 段、6 段認證，兩人也是小小發明

家，曾以多功能萬能杖、手扶梯紫外線滅菌機在國際發明展中得獎，本月 6 日香港的國際發明展，

又以「路燈型太陽能防霾滅菌裝置」拿下金牌與特別獎，校長吳松溪頒發獎金，並透過學校即時視訊

系統，向全校轉播。 

20. 鄭永彬昨天上午騎機車到東安古橋巡邏，果然發現買男行蹤，立即上前盤查，買男坦承上次被逮捕

獲釋後，又在關西犯下 8 起竊案，甚至連熱水器也偷，警方偵訊後，昨天依竊盜罪嫌函送法辦。 

21. 入冬後，霧峰北岸路的一片落羽松林因綠葉轉紅，美不勝收，有著北國風情，最近吸引許多人前往

探秘，連一旁的農家都擺起小攤賣起茶葉蛋。「好像韓劇冬季戀歌的場景」陳姓女大學生形容她看到

的景色，男友則要她拍好姿勢「來，新郎再側一些！」 

22. 青蔥受損後，產量始終無法提升，連蔥苗數量都不足。最近每天的到貨量都只有 5公噸，和過去平

均每天 12噸，相差甚遠。由於產量銳減，拍賣價格越來越高，日前最高拍賣價，曾經喊到每公斤

平均 130元以上，最近稍微平穩些，每公斤拍賣價大約在 100元上下。「有的蔥田都被啃光光！」

蔥農徐進裕說，甜菜夜蛾會啃食蔥綠，從蔥的頂端不斷往下吃，把蔥綠吃光，青蔥沒辦法行光合作

用就面臨死亡。 

23. 28 歲的吳品叡，5 年前立委翁重鈞第二次參選縣長時，曾任翁「紅豆冰團」青年軍團長，他父親吳

博文是國民黨朴子市黨部主委，雖政治色彩屬藍營，但吳家在地方廣結善緣，吳品叡車禍住院，連

民進黨政治人物也在臉書表達關心。吳博文表示，吳品叡首次參選，在第一選區拿到 2256 票最高

票，雖然上月 30日晚上家族成員已謝過票，但她想第一次參選就拿到最高票，6日下午再由弟弟騎

機車載她，在朴子市區進行第二回謝票，不料卻在配天宮停車場發生車禍，造成右小腿、右腳踝骨

折開刀治療。 

24. 林園警分局 5日晚間前往埋伏查緝，發現 2名男客陸續進入買春，隨即入內臨檢，旅社負責人 43

歲張姓女子措手不及，連裝在牆上的警示蜂鳴器都來不及按。 

警方上到 2樓房間，先發現 203號房一名 48歲陳姓女子，剛結束與 56歲楊姓男客的性交易，地

板還留有擦拭過的衛生紙團，雙方坦承以 8百元代價交易。 

25. 就在警方查緝 203號房間時，旁邊 210號房剛脫光衣服準備嘿咻的 47歲林姓女子和 49歲李姓男

客，聽到隔壁有異狀，林女為求迅速脫身，只穿上衣，連內褲都沒穿就衝出門外，還是被警方逮

到，並在房內找到林女遺留的紫色內褲。2名賣淫女和張姓女負責人均坦承犯行。 

26. 居民蔡先生說，他家一樓是車庫，新人行道像階梯高高低低，還設有障礙物，根本無法把車開回

家，說是要美化環境，卻造成居民生活大不便。也有行動不便的居民說，騎樓和人行道的路面落

差，讓他連走路都難。林榮里里長王文祿說，居民希望人行道邊緣石高度降到 5公分以下，商家盼

望整條凱旋路的人行道和路面間，統一設斜坡道，才能做生意。 

27. 要解決國五塞車，應從管理面下手，增開加班車及火車提速，提升鐵路運用效率，並加強兩地轉乘

接駁、改善現有路線等，所耗的經費比新闢一條鐵路少。鐵工局副局長唐繼宏說，目前方案還未送

行政院核定，若環評委員認為連方案二都不適當，不排除最終採取改善現有路線、不必興建新鐵路

的第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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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政治黑牢、國民黨或中共的陰謀陷害更是荒謬可笑，阿扁將大筆金額移轉海外帳戶，難道是有人逼

他嗎？所以連綠營縣市首長都不敢聲援其無罪，只能從醫療人權的角度著手，抑或政治解決。倘若

從醫療人權的角度著手，筆者沒有太大意見。一切依法辦理，王子犯罪與庶民同罪。倘若阿扁可以

用漏尿、腦病變申請保外就醫，其他受刑人也可以比照辦理。 

29. 九合一選後，大家都在問鐘擺擺到底了嗎？國民黨已被掃入歷史灰燼或正浴火重生？這些問題，國

民黨自己才能回答。千頭萬緒，國民黨第一要務是「百年樹人」，國民黨兵敗如土石流，正是因長年

不種樹，不扎根，人到用時方恨少，而這非一朝一夕可成，但若不立即去作，別說二○一六，連二

○二四也別想。 

30. 湖南衛視知名歷史劇「大明王朝」（台灣多數人沒看過這戲，但要罵馬英九時，卻常提到它），主要

演員在開拍前也閉門讀明史，才能舉手投足連咳嗽都演活了那些忠或奸。這就是紮馬步，這就是功

夫，這就是厚積薄發。 

31. 邁入「第 11年」的臺北富邦馬拉松，賽事當天不僅於 Fun Run組邀請大家「成雙成對」樂在一起、

快樂向前跑，今年連服務志工也出現雙胞胎組合，要帶給跑者雙倍的貼心服務；此外，還有更多志

工朋友視臺北富邦馬拉松為台灣最具指標性與國際性的賽事，希望藉此機會增加自己的服務經驗、

為人生履歷漂亮加分。 

32. 以前家裡佣人多，祖母辜顏碧霞常用閩南語提醒辜仲諒，工人早上到家裡工作，要讓人家吃得飽，

才有力氣工作。他也認為，小孩如果連基本的吃飯都沒法解決，飯都吃不飽，還能談什麼偉大的事

情，還能談教育，還能談打球嗎，不可能。辜仲諒說，希望中國信託能夠聯合客戶、客戶的企業、

其他企業，以及整個社會，大家一起來推動這件事情，解決小孩子吃飯的問題，以及小孩子念書的

問題，更大的挑戰則是毒品問題。他並表示，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將在 12 月中旬，與和美國聯邦緝

毒總署（DEA）簽署反毒合約，學習 DEA 的知識（know-how），徹底解決台灣的毒品問題。 

33. 昨天投票結果，公股拿下「四加二」，合計六席，超乎原本公股配套規劃的「四加一」，連公股都感

到不可思議。公股陣營分析，原因應是公股掌握的股權實力、配票策略成功。昨日選舉結果，獨董

部分由公股提名的梁國源、陳上程，與民股法人代表潘榮春出線，將共組審計委員會，並由票數最

高的梁國源，出任審委會召集人。 

34. 蔣祖雄先後整頓自助餐廳「松鶴廳」、聯誼會，大幅縮減赤字，去年更啟動史上最大規模的三階段 6

億元硬體整修工程。蔣祖雄表示，除了硬體升級，圓山連員工心態也要改變，不只要創造績效，也

要減少不適當的開支，「我希望員工了解，面對競爭者該如何改善」。 

圓山不但陸續破天荒挖角許耀光、葉伯華、王泉益等知名廚師掌廚，蔣祖雄更鼓勵廚師到各大飯店

試菜，一改過去閉門造車的形象，主廚也三不五時會走入餐廳跟客人互動，不難看出圓山變得更親

切了。 

35. 天氣越來越冷，但有些老人家連洗個熱水澡都是奢望；老盟昨舉辦老人圓夢天使募集記者會，希望

民眾捐出物資或金錢，替千名老人圓夢；這些年長者近六成缺乏食品、衣物、尿布等日常用品。老

盟理事長林朝森說，老盟今年調查 1081位獨居長輩，年紀最大的 108歲，其中有將近有六成、共 635

名老人需要日常生活必需品，另有35%、共373位長輩需要電鍋、電子鍋等電器用品；其他需求還有

炒菜鍋、輪椅、柺杖、輔具等。 

36. 更有學生在畢業後，已結婚成家，仍念念不忘「那座我設計的廁所」，連拍婚紗照都選擇要來這座廁

所取景，陳松宜說：「沒有熱心的老師就沒有『大坑玩美高手』，教育觀念不斷創新，我們希望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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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新的教學方式，讓學生可以愛上學習。」 

37. 中寮珍珠柑最早是源自大陸的貢橘，農會供銷部主任白文智說，農友經多年栽培試驗，以酸桔為砧

木嫁接再歷經多代改良，才培育出全新好吃的中寮珍珠柑，雖曾因果實小，有消費者誤會是發育不

良的椪柑，但經農會大力行銷後，已讓珍珠柑形象完全改觀。白文智說，中寮珍珠柑皮薄易剝，連

皮層營養的脈絡白絲都好吃，分量剛剛好，大人小孩都不怕吃不完，甜度有 12到 14度，酸甜爽口吃

多不膩，而且香味獨具更是一般椪柑所不及，存放冰箱冷藏至少可放 10 天。 

38. 「Justina」指著兩個上下疊在一起的空籠子說，上面那隻得貓瘟已過世，下面那隻她接出去後，過幾

天才出現貓瘟症狀，可能是被傳染的。到收容所的幼貓大多是民眾發現通報動物救援隊，有些眼睛

還未睜開，連乾飼料都還不會吃，需定時餵奶。也因年紀小、抵抗力差，若和有病的貓咪關在同

室，可能交叉感染。也因為如此，「Justina」與愛貓協會、台灣收容動物關懷協會合作，購買離乳貓

專屬飼料、品質較好的貓罐頭，讓貓咪吃得營養，增強抵抗力與存活率。 

39. 37 歲詹子昇說，他原本是骨科醫師，要開刀、輪班，熬夜、爆肝、壓力大，下班大吃大喝減壓，體

重飆破 90 公斤，連走路都會喘、健康檢查「滿江紅」，加上有高血壓、糖尿病家族史，2 年前轉換

跑道改看中醫婦科。詹子昇說，他減重初期首重飲食控制，運動為輔，1周運動1次，瘦了10公斤，

但腰圍沒變，他以埋線刺激穴道，腰圍從 38 吋縮小到 29 吋，直到體重降到 70 公斤、理想體重後，

他改以運動為主，1 運動超過 3 次、每次超過 30 分鐘，維持理想體重。 

40. 「病人就是我們最好的老師」社長洪裕惟是學士後中醫三年級學生，雖然在學校讀了很多理論，但從

未接觸過病人，「第一次面對病患，我連問問題都不會！」驚覺理論和實務的差距，讓他深感惶恐，

因此創立社團，和同學、學弟妹到偏鄉義診。經驗不足的低年級學生負責掛號、填基本資料、衛生

教育；高年級學生負責初診，把脈、問診，開出基本診斷單後，再由配合的正式中醫師複診，給予

真正的藥單或針灸治療。 

41. 南投縣埔里鎮有民眾貪圖便利，私自將廢棄土石、不要的建材及垃圾，亂倒在人煙罕至的公墓區

內，造成環境髒亂，沿路及草叢內都是廢棄物，地方人搖頭「連死人都欺負，真的很過分！」 

「真是缺德！」造墓業者說，馬路邊都堆滿廢棄物，大包小包的建材、磚瓦、混凝土塊甚至馬桶、浴

缸都有，簡直把公墓當作回收場。 

42. 其中文湖線沿途風景優美，適合從車廂向外拍攝；另外像列車露天交錯的北投站、車水馬龍的台北

車站、忠孝敦化站等，也常被劇組「相中」，就連國際知名導演盧貝松來台勘景時，都是搭捷運，直

說台北捷運很方便。排名第三的剝皮寮歷史街區，申請案 39 件。饒紫娟表示，剝皮寮歷史街區橫跨

清代、日據與光復現代化三個時代。除街景外，房間也能當成拍攝的場景之一，若有需要，劇組還

可透過布景迅速改裝成另一種風格，相當方便。 

43. 鄭俊達 21 年前畢業不到半年，派任三重警分局大同派出所才 2 個禮拜，就在合作金庫門口執行便衣

守望勤務時目睹搶案，雖然奮勇跑了 200 多公尺追逐 2 名騎機車逃逸的嫌犯，被對方開 5槍，他反擊

6 槍，卻仍被溜掉，連車號和歹徒特徵也沒記下。他說，在警校學的是左輪，到派出所換用滑套手

槍，僅打過 2 次靶，槍法差到不行，自此立志磨練值勤技巧。 

44. 另外還有劇組在醫院內拍攝，原定 4 小時的拍攝工作，一延再延，醫院內的員工想回家、病人想休

息都被干擾，長期累積下來，造成許多單位不願再借場地。有時連市民都有意見。饒紫娟表示，過

去曾有大學畢業影片，要拍靈台布置，急著找空地；本來里長都答應拍攝，不料布幔一搭起來，附

近居民覺得觸霉頭，馬上要求對方拆除。還有劇組為拍幾分鐘的場景，需在人行道上搭設檳榔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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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剛拍沒多久，1999 立刻收到檢舉。 

45. 拿下橫山頭休閒農業區競賽冠軍的花泉有機休閒農場，原本是雜亂的野薑花區，業者整理水車及野

薑花配置在園內小水道旁，提供遊客戲水玩耍，加上夜間燈光照明，別有風情，第二名香草菲菲休

閒農場營造「水宜蘭、宜蘭水」，以作品詮釋宜蘭雨的意象，塑造魚草共生的休閒環境。阿蘭城手工

醋班解說人員鄭秀玉表示，他們把貨櫃屋彩繪再利用，拿廢棄的木板當裝飾，連入口的紅色大字都

是自己手繪，由班員們合力完成。得到第一名殊榮，大家都很開心，也歡迎遊客來拍照欣賞。 

46. 參與資訊教育的部落學員年齡層廣泛，例如阿里山拉拉吾雅部落，學員平均 75 歲，每天期待 1 小時

的平板電腦課程，雖然有些老人家連字都看不懂，但透過學習過程，縮短與子孫之間的距離。林政

儀指出，部落圖書資訊站不只是學習電腦的地方，也是傳承文化的重要據點，族人會利用網路推銷

自己部落的傳統或文創產品，因此成果展現場除了電腦輸出月曆、卡片、馬克杯圖騰相關作品外，

也展出小米、養生粉等部落特色產品。 

47. 只要較熟的親友都知道，41 歲的莊志強最大的嗜好就是買玩具模型，他太太在 12 年前還是他女友

時，就送他一個「筋肉人」，她當太太後也繼續支持他，常托人到日本替他蒐羅，連兩個兒子在他生

日時都跟媽媽商量，各出 1 千元零用錢，買了一個鋁合金暴龍戰隊送他。 

48. 從警後 23 年的收藏數量讓他可擺滿一個房間，但因家裡空間不大，只有到處塞，多到連住他家樓下

的姊姊，都騰出一些空間讓他放公仔。問他到底花了多少錢、買了多少？他抓抓頭說，「沒有辦法算

耶！」不過，雖然他是「大人」，買玩具可以不受限制，但他都量力而為，一隻少則花 2、300 元，

多則也不超過 4000 元。 

49. 獲得健康服務類第一名的北醫楓杏醫學青年服務團，今年暑假前往澎湖 17 個村落的活動中心義診，

並逐戶家訪，關懷一些連走出家門都沒有力氣的老人，並於國小舉辦醫學體驗營，激發當地學童對

醫學的興趣。北醫大另一個團隊「史瓦濟蘭王國服務計畫團隊」，今年已是第 5 年到史瓦濟蘭衛教宣

導、重整病歷，獲得國際志工服務類第一名。隊長簡瑋廷說，他們的理念是站在跟自己服務的人相

等的位置，不是手心向下的施，也不是手心向上的受，而是「手心向左，伸出手，與服務對象做朋

友，互相學習成長。」 

50. 他說，韓非子有一句話很有意思：「下君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上君盡人之能」，這句話給他很

大的震撼，原來一個很努力「盡己之力」的主管，連下君都還不是，能激發團隊潛能才是優秀的領導

人。「只有不做事才不會犯錯」，培養員工和培養小孩一樣，不只是要給他們「愛和麵包」，還要給

他們翅膀，他說，通常最難的是給他們翅膀，也就是充分授權，允許員工犯錯，勇於嘗試。曾鏘聲

說，華碩透過「師傅帶徒弟」，現地現物做中學，洞察部屬的能耐，預期可能會發生的問題與結果，

隨時給予建議與協助，是最有效的經驗傳承；但絕不能過度插手，要給他們嘗試錯誤、發揮能力的

機會。 

51. 「台灣人的愛心淹腳目！」「舊鞋．救命」募鞋活動發起人楊右任從募鞋活動，發現愛是台灣人的最

大財富，連二萬公里遠的非洲也強烈感受到。今年四月發起「舊鞋．救命」，楊右任說，壓根沒想到

募鞋速度、數量會如此驚人，「鞋子包裹天天飛過來」，完全超過想像。光是整理，就要面臨龐大人

手問題。「愛心真的有很多種」，楊右任說，除了愛心鞋，還有更多的愛心義工。 

52. 婚姻是聖事，我們不認同婚姻以外的性關係，包括婚前性行為、外遇，同性戀婚姻也是其中一部

分。這是我們認同的價值。劉秀玲（以下簡稱劉）：副校長擔心的事基本上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

題，而是「神父被告」這件事本身的邏輯就有問題的。就事實來看，在多元成家法案通過前，同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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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連成家的權利都沒有，為什麼有人會因為害怕自己被告，就反對別人可以成家的這個價值觀？甚

至認為不同價值觀的人沒有婚姻的權利，進而剝奪？ 

53. 台灣近年流行將貓狗等寵物稱為「毛小孩」，凸顯很多人將飼養的動物視同家庭成員。但最近新聞報

導出現一個殘忍的故事，桃園龍潭一河堤邊發現了近四十隻被棄養的老狗，雖多為名種，卻都體弱

多病，有些甚且被割掉聲帶，可能是動物繁殖場惡意棄養。類似事件其實發生過不知多少回了。台

灣人虐待動物的聲名遠播，不少流浪犬須遠送國外才能為人收養，甚至連公立收容所都不時被揭露

不人道環境，和高得嚇人的安樂死比率。電影「十二夜」清楚說明一切。 

照理說，再怎麼殘虐動物的故事，我們也看慣、聽慣了。但這次新聞報導的標題特別聳動，因為這

批被棄養的狗可能是作為繁殖之用，所以媒體提醒：很可能牠們是「你家狗狗的父母」！ 

54. 一場造勢大會，媒體立即吹捧成「另一個層次的新選舉文化」。中央社的通稿更漫天加碼，不只說酷

似賈伯斯，更說他像美國總統歐巴馬。跟著人做 copy cat，歸諸選舉幕僚與公關公司的失策？總之絕

不是什麼天外高招。豈止政壇中人，任何人以賈伯斯作為模仿對象，註定是一場災難！想想，就連

蘋果公司的庫克，都想要擺脫前任的巨大身形，事實上，賈伯斯的對比下，人人顯得平庸且市儈。

換句話，這件事二律背反：模仿賈伯斯的傢伙，註定被這樣的居心所反噬。 

55. 馬總統任命毛治國擔任閣揆的決定，連自家人國民黨立院黨團都不滿意，堅持黨團要「走自己的

路」，拒絕讓立法院淪為「行政院立法局」；黨團一定要回應民意需求，嚴格監督行政院施政。馬總

統辭了黨主席後，若仍試圖主導行政院人事與政策，恐無法回應民眾對其所投下的不信任投票；也

無法化解其所加諸國民黨與國民黨籍立委身上的陰影。不論馬總統如何看待自己的路線選擇，所謂

成敗論英雄，敗者就必須接受民意嚴酷的檢驗。個人一再呼籲馬總統應回歸內閣制，將權力回歸行

政院長，甘願作一個虛位元首。若馬總統認同此一見解，並進一步作以下調整，國民黨未來的前景

未必是黑暗的。 

56. 今年四月十九日，楊右任在網路發起「舊鞋．救命」活動，準備募集數百雙鞋子，用廿呎小貨櫃運到

埃爾貢山區小學，讓孩子們穿鞋上學。沒想到短短四天，就募集到一個四十呎大貨櫃的量，消息被

轉載上萬次，很多藝人、學校加入募集，連日本、香港網友也問「鞋子要送到哪裡？」一名鞋廠老闆

親自載了一貨車的庫存鞋送到教會。 

57. 楊右任說，沒想到網路力量如此大，不但他中壢住家、教會堆滿愛心物資，連哥哥在台中電腦維修

店及倉庫都塞滿，地下室從地板堆到天花板。他緊急在臉書公告活動提前結束，請大家不要再寄

鞋。 

58. 但很多網友看到分享文章，每天近百件包裹還是從四面八方湧入。沒地方放，只好暫寄在郵局，但

後來連郵局都放不下，只好堆在店門外。「台灣人的愛心暖流比印度洋還廣、還深。」楊右任說，募

集到的物資超出預期的八倍，而且不只鞋子，還有舊衣、玩具，改用四十呎大貨櫃運送，第一批一

萬四千雙鞋、七千多公斤衣物，今年六月運出，九月陸續送達肯亞。今年十一月楊右任到肯亞，看

到九年沒有鞋子穿的肯亞婦人，穿著台灣送來的救命鞋，笑咧嘴，「我比他們還開心」。第二個貨櫃

本月底前運出。 

59. 但公民股重啟協商後，依舊無共識，為避免捲入，金管會決定選前不發函解釋。外界推測，若選舉

結果，出現銀行局曾說明過的計算方式，金管會可能有出面解套空間，但若選舉結果，連解釋空間

都沒有時，台新金就難再跟彰銀編合併報表。另外，如果選舉結果台新金無法將彰銀納為子公司，

金管會也必須依金控法規定，要求台新金加碼彰銀持股達 25%以上以納為子公司，或要求出脫彰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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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退出。 

60. 徐賢淑提到，好房網突破網路看屋的限制，首創「安心標章」不僅看到價格、格局，連附近的捷運、

學校或公園、警察局等生活資訊也都完整呈現，物件特色一目了然，讓消費者「安心買好房」。徐賢

淑表示，繼去年《好房網》、《好房快租》APP 囊括金手指獎 4 項大獎後，今年全新改版的《永慶買

屋快搜》APP 及《好房網買屋頻道》再度獲 3 獎項，所有產品緊扣「創新」及永遠站在消費者角度思

考，獲評審一致好評。 

61. 另一個人民幣離岸市場新加坡，去年第 4季存款餘額單季暴增人民幣 410億元，今年前兩季也分別增

加 250、340 億元；到了今年第 3 季，市場明顯變化，單季僅增加 30 億元，連前一季的十分之一都不

到。至於台灣，10 月人民幣存款為 3,005.15 億元，月增 8,600 萬元、增幅 0.03%。 

62. 66 歲的廖周玉惠在民國 90 年診斷出乳癌第四期，13 年來癌症六度叩門。她因為積極治療、樂觀面

對，去年體檢時癌指數大幅下降，連醫生都感到不可思議，她說自己是「打不死的小強(蟑螂)」。台

灣癌症基金會昨舉辦抗癌鬥士頒獎典禮，並出版刊物 ，將抗癌鬥士們的生命故事，與大眾分享。 

63. 二女兒與軍中同袍相戀三個月即奉子成婚，對方父母來提親時，C 的丈夫拒不出面，連婚禮也經苦

勸才出席。女兒想回家坐月子，卻又被這父親堅決反對，結果二女兒與父親也決裂了。 

一個家四分五裂，夫妻終於也爆出要離婚。離婚這種事只有自己才能決定。二十幾年前該離而未

離，父母的長期爭吵與家暴，小孩一定受到傷害。 

64. 有別於偶像劇中的深情帥氣表現，胡宇威擔任台北跑跳好心情代言人，推廣跳繩運動，展現親和

力。昔日胡宇威粉絲多為「姊姊」，昨活動吸引大群小朋友湧上，將「姊姊粉絲」擠到一旁，一度連

胡宇威的鞋帶也被踩掉。胡宇威武術冠軍出身，運動十分在行，利用跳繩健身，一分鐘可跳 200

下，還說會接觸跳繩，是源自深受電影「洛基」影響。 

65. 閻家驊說：「歐布萊恩經過前一場賽後跟他溝通，至少防守有比較認真了，但體力還是還沒達到教練

團標準，在洋將大限前，我們希望他能盡快找回過去水準。」閻家驊透露和歐布萊恩「有講有差」：

「以前賽前都沒看他在拉筋，警告過他之後，連熱身都開始認真。」 

裕隆外線手感低迷，全場三分球投 26 僅中 6，加上老將陳志忠動靜脈曲張手術，導致幾位後衛節奏

大亂。 

66. 第 2 屆徐生明全國少棒錦標賽開打，旅日球星陽岱鋼應邀開球，俐落的投球身手為活動製造高潮。

小球員在場外爭睹巨星丰采，喝采聲此起彼落，連高雄市副市長李永得都說，「我也是你的球迷」，

搶著要跟陽岱鋼合影留念。今年賽事有 48 支球隊參賽，配合美濃白玉蘿蔔產季，開賽首日安排小球

員下田拔蘿蔔，球員們動作迅速，開拔十分鐘即有大包小包戰利品。 

67. 台彩威力盃比賽，昨天早上先進行 8 強賽，地主花蓮縣藍以 6：9 輸給台北市，無緣 4 強，並列第 5

名；從一開始不被看好，到進入 8 強，花蓮縣藍教練黃洛釩說：「已經超乎預期」。此次主要以五年

級選手組成的花蓮藍，希望長期培訓，將目標放在明年，「賽前連我們自己的人，都不看好我們，覺

得我們可能連一場都拿不下來」，但選手們企圖心很強。黃洛釩表示，賽前沒有給他們壓力，能進入

8 強，選手們沒有特別開心，「因為他們就是想要贏 」。昨天對台北市的比賽，台北市首兩局先取

得 5：0 領先，但花蓮藍沒有放棄任何機會，一路苦追，第 3、4 局下各追回 1 分；5 局下更靠著接連

4 支安打，反倒將比數追成 6：5 超前。 

68. 邱鏡淳說，幼時在家中幫忙務農，吃著「稻米灰」長大，對農田十分有感情，每逢參與農業活動，總

不忘提起在田間的趣事與甘苦，也鼓勵民眾參與、體驗。新瓦屋還有一台碩果僅存的「新瓦屋號」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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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機，專為稻穀脫殼使用，在資深農民與在地耆老操作下，告訴孩子們為何稻米要脫殼？以及米飯

如何「產生」？不僅小孩子感到新奇，連家長都覺得新鮮。在完成割稻後，另一道程序是選種並留

種，做為下一季春季播種、插秧用。住在竹北市鄭姓民眾認為，稻田變得稀有，帶孩子一同來體驗

農夫的辛苦，更懂得珍惜與感恩。 

69. 負責壁畫的 65 歲廖深貴，就生長在「石店尾」，他笑說，以前中正路底被稱為「石店尾」，也就是

打石店的旁邊；往昔的關西鎮中正路上繁華景象，簡直可媲美現今的台北信義區，繁榮景致連現在

小孩都不相信。壁畫花了一個月時間完成，全都依照腦海裡記憶重現，除喚起關西人回憶，也要讓

下一代認識家鄉。昨天已有不少遊客胸前掛著相機、手裡拿著咖啡、紅龜粄，搶「鮮」逛逛文創攤

位，還有人直說，好像打造了個「巴黎左岸」。 

70. 新世代社會福利關懷協會上個月起為弱勢青少年募 20 床棉被，但選舉熱未被注意，連 1 床都沒募

到；選舉結束了，協會希望市民能重新關懷弱勢，響應捐棉被活動。「大家都關心選舉，忘了社會的

弱勢角落！」新世代福利關懷協會長期關心無家庭支持的弱勢青少年，為幫青少年禦寒，早在 11 月

初就展開募棉被、寢具的工作，但沒想到市民都關心選舉，募了近 30 天仍沒有下文；協會主任鄭洺

洋說，現在選舉激情落幕，希望社會關心弱勢。鄭洺洋說，雖然民眾會覺得 1 床棉被與寢具沒有什

麼，但對無法溫暖過冬的少年來說，能讓處於社會邊緣的孩子，不再四處流浪，感受到社會的溫

情。 

71. 武姓越南女子和蔡姓台灣郎結婚，但被拒絕入境，她打官司爭權益，法官查出雙方對認識多久、第

一次約會地點說法歧異，連出遊的合照都是合成，認定是假結婚，判她敗訴。 

桃園地院調查，武姓女子聲稱 3 年前和蔡姓台灣男子在越南結婚，但台灣駐越南代表處結婚面談沒

通過，不受理結婚證書驗證申請，造成她無法完成我國的結婚登記。 

72. 台灣代表團參加「第一屆香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展」、「2014 科威特中東國際發明展」，昨天傳回

捷報，台灣在這兩項國際發明展奪下世界第一，創意讓外國廠商驚豔，連參展樣品都想出價打包全

帶走。 

台灣代表團團長、中華創新發明學會理事長吳國俊表示，香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展首度舉辦，今年

有 10 國、上百件作品參展，台灣就有近 80 件作品，是陣容最龐大的團隊，共拿到 52 金、21 銀、5

銅及 19 面特別獎。 

73. 她聽說服務中心缺英日語人才，半個月後，把柯慶平也拉進來。柯慶平原本他連公車都不會坐，為

了提供遊客服務，仔細研究鐵公路各路線圖，用 word 文書軟體設計一個景點交通速查表，令觀光局

大為驚豔。 

74. 據了解，該報案人疑患有精神疾病，打電話要警察協助買便當已非首例。部分員警還說，其實類似

的「稀奇古怪」報案內容還有要求買菸、買酒等，連流浪狗在路上打群架，和酒醉後，打 110 來胡言

亂語，到請警察幫忙「抓鬼」，全都有；這些受話內容經員警釐清惡作劇後，都會勸導報案人勿酒駕

或協助尋求相關單位協助。 

警方表示，110 報案電話是供民眾緊急報案或尋求安全維護的公務電話，呼籲民眾千萬不要拿來當

成開玩笑或惡作劇用，以免影響到真正迫切需要協助者。 

75. 47 歲的陳秀華，3 年前跟外遇丈夫離婚後，獨自帶著 2 子 1女生活，原是家庭主婦的她，開始在超商

替人包裝生鮮食品，因為是時薪，有時超商進貨多，就能做久一點、多賺一點，最多能賺到 1萬 8，

少的時候連 1 萬都沒有。陳秀華之前為丈夫生意周轉，向親友借的 10 多萬元沒還完，她就靠著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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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 8 的微薄收入，還債兼養育 3 名小孩。 

76. 位在都蘭山下的都蘭派出所，露營區不僅設施完善，周邊環境也非常漂亮，遊客在椰林樹下紮營，

別有南洋風味，加上有警察充當免費保全，是遊客露營首選，光年初至今有近 2 千人次前來露營。

「假日電話總是響不停！」員警表示，現在來登記露營的不只有國內遊客，就連外籍遊客也越來越

多，這裡快成為國際露營區。因應越來越多的外籍遊客，派出所也貼心特別製作中英對照的露營區

相關資訊，並在今年 10 月增派外語能力強的女警許芝榕服務外國朋友，可說是另類的台灣之光。 

77. 「5、4、3、2、1，咻！」金黃色的火花從火箭尾端噴射出來，有的火箭直飛沖天，並在高約 40 公尺

的空中展開降落傘，緩緩降落；有的火箭則不受控制，像沖天炮一般胡亂竄，連降落傘都還來不及

展開就墜毀，在場的師生全盯著火箭動態，發出陣陣驚呼。成大航太系教授景鴻鑫自 11 年前開辦成

大論箭研習營，他走遍全台，教導學生動手做火箭，期望學生從做中了解科學原理。過去他也曾到

基隆女中辦過研習營，今年擴大舉行，不僅吸引建德、武崙、信義及銘傳國中的學生參加，基隆高

中、基隆女中、台北市成功高中及麗山高中學生也來參與。 

78. 7 年前，「時薪 120 元、每天工時兩小時」的工作條件，把 6 個孩子的媽田淑玲「騙」進博幼社會福

利基金會當課輔老師，為了教學生英文、數學，五專都沒畢業的她，每天挑燈苦讀，終於成為博幼

基金會專職人員。現在，不僅今年 38 歲的田淑玲在幫部落孩子課輔，連她的小孩也加入行列，一起

拉拔偏鄉孩子。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李家同 2002 年成立博幼基金會，號召志工前進偏鄉，協助弱

勢學童課輔，12 年來已輔導超過 3500 位孩童，同時也培養像田淑玲這樣的「在地媽媽」，不僅解決

課輔師資不足的難題，也讓她們有一分穩定薪資。天下文化近日出版「沒有教不會的孩子」，記錄這

段歷程。 

79. 田淑玲表示，家裡有 6 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家計全靠先生一人支撐，看到博幼在新竹縣尖石鄉水田

部落徵課輔老師，只想要打工養家的她立刻加入。不過，田淑玲五專沒畢業，也沒有教師證照，不

只家長質疑她，連她自己也坦承英、數「老早都還給老師」，一開始教書很心虛。 

但為了薪水，田淑玲重拾課本，利用博幼的教材自學，每天晚上打點念小三到高二的 6 個孩上床睡

覺後，白天家庭、工作兩頭燒的她，晚上繼續挑燈夜讀，終於通過博幼的檢測考，讓田淑玲放下心

中大石頭。 

80. 5 日：中國國民黨政策委員會代理執行長費鴻泰表示，未來行政院推行重大法案，須由國民黨立法

院黨團多數決通過才可推行。6 日：衛福部疾管署公布高雄榮總疑似伊波拉病例檢驗結果為「陰

性」，患者沒出國，連護照也沒辦過。 

81. 法界表示，各縣市法律扶助協會的功能主要在幫忙弱勢族群，但如果公益資源都浪費在這類畸形現

象上，反排擠應幫助人權益。而且老人為了錢，不惜被子女抖出年輕時「拋家棄子」瘡疤，連「僅存

的尊嚴都不見了」，更加難堪。 

82. 六十多歲陳姓男子罹患癌症，雖有身障補助，但連基本健保費都繳不起。他申請低收入戶未過，也

因而與兒女打官司對簿公堂，訴請子女給付扶養費。但兒女在庭上指責父親年輕時拋家棄子，法官

駁回他的扶養聲請，陳如願成為列冊低收入戶。法扶基金會台南分會執行秘書卓平仲說，台南法扶

現在每月平均就有四、五件扶養官司，一年下來多達六十件，嚴重排擠其他弱勢服務案件。 

83. 綠營當然不喜馬英九的兩岸立場；深藍的對馬不滿，則集中於他努力向中間靠攏，甚至連每逢二二

八必道歉都有人指為「太過軟弱」。另外就是改革措施致使既得利益受損的群體，包括某些軍公教人

員號召的廢票聯盟，對刪除年終慰問金等題目大作文章，甚至以「含淚不投票」為之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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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堂堂百年政黨，國民黨不知為何近些年越來越像一座無精打采的宮廟：大殿深處森然羅列著多尊僅

供膜拜的大老，正堂上文武百官的應對則充斥著虛禮偽儀，而廣場上來來去去的師父和香客卻不知

為何而忙，或者許多人連自己敬拜的是何方神祇都不知其詳。不難想像，過去一周，國民黨一心只

想著把殿堂上的大老和儀式保住，卻無心思考這座廟為何香客流失？老廟的前景又在哪裡？ 

85. 試想，歷經一場翻天覆地的政治海嘯，一般社會大眾都不免對國家未來感到憂心忡忡，而如果執政

黨的決策高層一味迴避，只想趕快忘掉這場敗戰之恥，卻無意共同誠實面對敗戰的現實，連一場黨

內的大鳴大放都聽不到，它如何臥薪嚐膽東山再起？ 

86. 宜蘭縣賴姓男子昨天在住處鬧自殺；他除了拿刀威脅姊姊不能出門，還不斷向馬路丟擲石塊，連瓦

斯桶都丟下樓。警方封鎖附近道路避免「禍從天降」，消防員則鋪設氣墊；警消人員救出躲在三樓的

賴姊後將男子強制送醫，現場才解除警報。 

87. 高雄榮總疑似出現感染伊波拉病毒案例，事發之初民眾將未經查證的訊息發布至網路，也引起媒體

的注意報導。翌日雖經調查確定只是謊報，但還是虛驚一場。惟自伊波拉病毒疫情在西非爆發後，

已有數千人死亡，嚴重程度連世界衛生組織都將伊波拉視為「國際性公共衛生緊急狀況」。 

88. 美國以最高層級規格隔離病患，尚出現護理師感染案例，台灣醫療體系卻連面對伊波拉病毒確診患

者時，應有的防護程序都未確立。如今面對一位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患者，經過媒體報導、電視名

嘴渲染、網路鄉民的穿鑿附會，甚至出現類比台灣ＳＡＲＳ時的社會恐慌。 

89. 最後查證發現，男子沒去過奈及利亞，也沒吃生蝙蝠，甚至連護照或出境紀錄都沒有，生病症狀也

是謊言，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卅一條「謊報旅遊史，致使醫療機構人員依法通報，造成虛驚」，可罰

一至十五萬元。莊人祥說，高榮已將男子從隔離病房轉至一般病房，並通知家屬。 

90. 湖人現在的麻煩是團隊防守太差，包括對持球員的壓迫和弱邊協防，不是只有內線防守爛，湖人連

最基本的擋拆防守都經常出現漏洞，導致內外線補不起來。林書豪在進攻端與布萊恩難以合體，防

守表現也不盡理想，但他的突破、傳球、攻擊籃框侵略性仍是湖人後場最好的一個，被換下先發的

可能不高。 

91. 就業也有牛市熊市。從美國政府連串最新資料看來，熊跑了。「長期停滯」一詞使用多時，現在似乎

不太適用了。11 月就業人數和薪資上漲的強勁數字發表之後，連對美國經濟復甦強硬持疑的人也漸

漸轉變成樂觀派。 

美國勞工部 5 日公布，美國的 10 月就業者增加 24 萬 3000 人。高於預測，11 月增加 32 萬 1000 人，

也優於預測，而且就業人數連續十個月至少上升 20 萬人，是 1995 年 3 月為止連續增加 19 個月以來

的最長紅。 

92. 問：我的牙齒表面上看起來很正常、沒有蛀牙，不過只要一吃東西，就會覺得很痛，尤其最近兩、

三周連喝水都會痛，請問這可能是什麼原因引起?該如何治療、改善？ (台北市，上班族) 

雙和醫院牙科部主任黃茂栓答： 

引起牙痛的原因很多，例如輕微蛀牙或牙齒臨界面蛀牙，就會感到牙痛；牙周病造成牙齦萎縮、牙

根暴露或是牙齒有裂縫等，都可能造成牙痛，尤其牙裂或蛀牙也可能藏在某個牙齒介面，光照鏡

子，不見得看得出來。 

93. 美國與中國股市連袂走強，使亞股瀰漫多頭氛圍，就連近期走勢疲弱的台北股市，也出現成交量千

億元水準的攻高型態。台股選後政府官員釋出，若政策對人民不利，就不會硬推的言論，使大戶條

款談判範圍深具想像空間，整體來說，在大戶條款解套聲浪不斷下，漲幅落後國際股市的台股，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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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一波趕進度的行情。 

94. 成立 10 年的台灣觀光報，為國內唯一以觀光相關新聞為主的媒體。由於定位清楚，加上近年台灣觀

光業快速發展，在此有利條件下，台灣觀光報可望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發行人李閎糧表示，兩岸交流持續增溫，大陸遊客對台灣也具有高度好奇心，在政府推展自由行及

優質旅遊之下，台灣觀光產業後市看好。除了大陸，亞洲及歐美遊客數也穩定成長，台灣成為觀光

大國指日可期，預估明年來台旅客將達到 1,000 萬人的歷史高峰。台灣觀光報深入介紹台灣各地著名

景點及私房行程，提供來台觀光客第一手資訊指引，相關業者也獲得有效的曝光宣傳，創造多贏。

副社長陳啟民表示，「台灣觀光報連本地人也愛看」，目前採不定期出刊。李閎糧在產官學界的人脈

極廣，身兼數職的他活力充沛，完全看不出來今年已 70 歲，未來他將角逐台灣區觀光協會聯合會理

事長寶座，呼聲相當高。 

95. 婚前我連一顆荷包蛋都不會煎，婚後炒了幾次菜，老公從此只要見我進廚房，便馬上在瓦斯爐前卡

位，毫不猶豫地請我回去坐好。 

後來有了小兒子，在老公請半年育嬰假的時間裡，嬰兒的副食品、我下班後的晚餐，全由他一手包

辦，這美味的日子直到他復職才結束。軍人老公平常日沒有下班，假日也無法正常休假，看著嗷嗷

待哺的孩子，我只能硬著頭皮，一手菜刀，一手鍋鏟，跟這些青菜魚肉搏感情。 

那時做出來的菜，只是被煮熟而已，等到兒子上了幼兒園，嘗過更多菜肴的味道，他終於知道好吃

跟不好吃的差別。 

96. 由黃河、陳庭妮挑戰電視劇床戲最大尺度，TVBS、中視偶像劇「俏摩女搶頭婚」探討現代社會婚姻

問題，戲中幾乎每對男女演員都有床戲、吻戲，陳庭妮還號稱將從影以來最大尺度床戲獻給黃河，

臉紅心跳指數百分百，連後製都礙於電視尺度而忍痛剪掉，但 2 人也因「上過床」後打開心防破冰，

情感大躍進。 

戲中激情戲多，陳庭妮拍攝前還和黃河討論過內衣是不是要穿漂亮一點，露出來才好看，堪稱「最完

整的床戲」，她表示，以前和宥勝、胡宇威拍過床戲，但多半都是被動狀態，這次則是由她主動，戲

裡戲外都覺得自己「長大了」，而黃河異性螢幕初吻，被陳庭妮奪走，被問激情戲是否擔心女友吃

醋，他說：「工作是工作，不需要特別交代。」 

97. 「完美邂逅」明星版找來辰亦儒和演唱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主題曲歌手胡夏等男星與

素人配對戀愛。感情隨旅程進行逐漸發酵，辰亦儒說：「我們去了很多浪漫的地方，像在古堡附近的

懸崖旁一起喝紅酒、在海邊共進燭光晚餐，還在噴水池旁吃冰淇淋。」 

辰亦儒感受到製作單位對實境秀的「真實」要求，他表示，製作單位 24 小時不間斷拍攝，連房間都

裝有攝影機，在沒有經紀人、助理、手機，每天又只有製作單位發放約新台幣 3 千元旅費的情況

下，辰亦儒苦笑說：「真的很考驗安排行程的功力。」也因此藝人被捕捉到最真實的一面，原汁原味

呈現給觀眾。 

98. 不過梁赫群已經看很開，老婆也嘴甜說，老公開心就好，「不必減肥啦！」六月 14 日即將「卸貨」，

錄影時大方請工作人員吃好料，搭檔梁赫群也跟著狂吃，絲毫不擔心身材走樣，梁赫群說「連我爸都

說，我的臉看起來是六月的兩倍大，開玩笑說我是 12 月」，不過六月大腹便便，依然堅守崗位到臨

盆前最後一刻，整個孕期她只胖了 5.5公斤，但她小腿出現水腫狀況，只能趁錄影空檔，請按摩師到

休息室替她按摩。 

99. 包偉銘上 TVBS「全球中文音樂榜上榜」展現寶刀未老的唱跳實力，主持人黃子佼特別翻出壓箱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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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33 年之久的「跑跑跑」黑膠唱片，要讓這位歌壇老將簽名，另一位主持人 Janet 則是被包偉銘「凍

齡」的長相給騙到，以為他才出道不久，包偉銘說他每天固定運動維持好身材，還強調手部運動更是

少不了，他自嘲：「『跑跑跑』著重腿部運動，現在年紀到了只好改動手！」 

黃子佼以粉絲的身分現身，拿出珍藏已久的「跑跑跑」黑膠唱片，讓包受寵若驚，黃子佼甚至一併秀

出小松、小柏當年的唱片封面，事隔數十年，連包偉銘都快認不出這兩個誰是誰，一看標價更不得

了，黃子佼說：「包大哥你還可以賣 200 元，兩個弟弟只剩 70 元！」笑翻所有人。 

100. 暑假湖人吃下林書豪最後一年 1500 萬美元（約台幣 4.69 億元）的高薪合約，加上近日總管庫查克和

總教練史考特頻頻對布萊恩續約與否表示意見，顯然現在球隊會走向何方，就連管理階層也沒把

握。湖人本季結束後，僅剩下布萊恩、楊恩和已報銷的新人大前鋒藍道 3 人有超過 300 萬美元（約台

幣 9395 萬元）以上的保證合約。林書豪和奈許合約本季到期，另長人希爾 900 萬美元（約台幣 2.8

億元）合約是球隊選項，如果高層願大拍賣，預計可望清出兩千萬美元以上的薪資空間補強。 

101. 最後再由景澤團隊的設計師直接在牆面畫上兩棵大樹，將彩繪麻布剪成花朵、房屋等形狀貼上。一

旁民權一派出所「民防協勤中心」的鐵捲門，也以給予中庄里禮物為意象，彩繪大門。景澤創意執行

長吳思儒說，藝術不一定離生活很遙遠，藉由這個案子，讓藝術走入在地，居民對於社區也更有認

同感。牆面完成後，連隔壁里里長也覺得很漂亮，未來有意請他們彩繪其他牆面，讓原本老舊的社

區也能藉由設計亮起來。 

102. 呂琪雅從小學就在家裡開設的美容院幫忙，從洗頭妹做起，到染髮、吹髮、燙髮都可一手包辦，希

望早日幫阿嬤及媽媽減輕壓力。家人因為美髮工作很辛苦，一度反對，呂琪雅用認真學習，感動家

人，連弟弟也隨著她的腳步就讀高職美容科，這次在國際大賽拿金牌，又獲教育部技職之光表揚，

家人都以她為榮。指導老師方曉羚說，實至名歸。 

103. 高市 4 名阿公在公園下象棋、小賭輸贏，竟被逮進警局，賭資才 100 元，比賭客年齡總和 261 歲還

低，被依賭博罪送辦。阿公抱怨警方「太超過」，連怡情小賭也不放過，但警方說阿公們屢勸不聽，

也很無奈。前天下午 1 時 40 分許，三民一分局員警穿便衣埋伏在三民公園，當場抓到 4 名 59 歲到

73 歲不等的阿公們在玩賭博象棋，起出賭資 100 元，查扣象棋賭博工具。 

104. 據悉，依照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選務單位公告候選人名單前一天，縣府就不能有任用或遣調人員

情事，但只要在 11 月 18 日前作業，就不違法。縣府職缺向來「牽一髮就動全身」。有人爆料，王縣

長大幅調整人事，連政務官退休後留下的職缺，也火速以事務官佔滿。例如 10月 13日民政處長謝瑞

滿及行政處長呂正黨提早退職，遺缺已由兩位簡任秘書升任。 

105. 才短短 1 個月，就一口氣異動縣府 10 多名一、二級主管，其中還有人一星期內，從科員晉升到副處

長，「簡直比坐直升機還快」！不過，人事調整悲、喜兩樣情，公務員私下訴苦說，縣長心中早有合

適人選，少數人是一路升官，多數有資格的人得知有升遷機會，每天都在等著被徵詢，卻連在通知

單上寫「放棄」的機會都沒有，也只能「互虧」彼此安慰。 

106. 楊梅啟智技藝訓練中心的「揚眉花園」，日前遭竊，園藝器具被偷個精光，除了造成 4 萬元損失，啟

智中心的住民也無法進行戶外復健，只能以文具剪刀，克難整理花苗。「真是可惡到了極點！」楊梅

警分局富岡派出所長涂志偉說，「揚眉花園」是啟智訓練中心住民戶外療癒課程的園區，竊賊不但將

價值 4 萬元的攪拌機、抽水馬達、監視器等設備偷走，連鏟子、剪刀等小器具都不放過。涂志偉

說，嫌犯利用凌晨時間，在啟智中心行竊的心態很要不得，「行竊兼欺負弱勢」，已調閱鄰近監視

器，勢必逮到竊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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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啟智中心主任林淑女說，為了提供住民有戶外活動的機會，在 1 年多前成立「揚眉花園」，藉由讓住

民種植應景草花植物，達到復健效果，目前正值冬季草花生長期，但由於工具器材全被偷，住民只

能徒手整理花苗。林淑女說，竊賊不但將鏟子、剪刀等都偷光，連重達數百公斤、用來攪拌泥土、

肥料的攪拌機，都能連夜搬空，懷疑竊賊早已鎖定啟智中心為目標，且不只一人所為。 

108. 立委吳育昇表示，國民黨團長期要求政院形成重大決策前，先與立委溝通，但都沒做到，導致府院

黨與立院關係無法順暢；立院不能成為「行政院的立法局」，黨團有六十幾席立委、代表幾百萬民

意，如果連決策參與權都沒有，「毛內閣」未來命運可想而知。準行政院長毛治國也致詞說歡迎江院

長「常回台灣」，發現口誤趕緊改口說「常回行政院」，引發滿場笑聲。毛治國自嘲，院長卸任後可

能有段時間會出國。 

109. 文化部長龍應台昨天卸任，同仁舉辦的歡送會上她幾度落淚哽咽，並表示心中非常不捨、跟著行政

院前院長江宜樺一起走「很光榮」。她並感謝文化部同仁「容忍太后、虎姑婆」拚命推展業務。由於

文化部長人選尚未出爐，她發現連交接都不用了，「可是當時人家交給我的官印還在我這裡啊。」 

110. 台灣史上最大的九合一選舉終於落幕，民間市調分析也陸續出爐，永慶房產研發中心統計資料顯

示，六個直轄市跟十月相比，衰退百分之四˙八，就連選情比較單純的南二都都有明顯量縮，而六

都跟去年十一月相比，更是修正百分之二十四點一。十一月底的九合一選舉已底定，十二月一日內

閣總辭之後，對房市影響最大的是房地合一實價課稅以及預售屋自售、逐戶於簽訂銷售契約卅日內

須登錄之立法工作，短期將暫停。 

111. 獲台北市長當選人柯文哲延攬擔任北市府體育局長的楊忠和，五年前參與彰化師大社會科學暨體育

學院院長遴選時，遭女副校長的女兒李碩撰文指「沒有學術、前官員連當老師都沒資格還想選院

長」；楊提告求償兩百萬元並刊登道歉啟事，更一審獲判賠四十萬元並在公布欄道歉三天，全案可上

訴。 

112. 表弟曾向母親說「大哥（陳姓主嫌）對我很好，連保險都幫我買好，對家人有保障」，其母請警方調

查後才知道，兒子去年十月至今年五月，被陸續投保七家保險公司、九張保單，理賠金四千六百萬

元。 

113. 衛福部日前公布「嬰兒與較大嬰兒配方食品廣告及促銷管理辦法」，預計明年起實施，規定業者不能

以樣品、贈品、折扣券、優待券、開罐價或以特別展示會的方式，進行嬰兒奶粉的廣告促銷活動。

消息一公布，不少父母反映，嬰兒奶粉漲不停，政府卻連開罐價的小確幸都要剝奪。 

立法院社福及衛環委員會下周一將請食藥署進行專案報告，食藥署企科組副組長遲蘭慧指出，目前

還是決定會如期實施，但下周立法院報告後，不排除再作修正，但禁止嬰兒奶粉廣告促銷的大方向

沒有改變。 

114. YouTube 用戶 Snooperking 用定格動畫的方式，讓樂高積木「動」起來，拍出《星際大戰 7》的預告片。

影片中無論是場景設計、人物裝備都跟原版十分相似，連這次電影新出現的十字型光劍也複製出

來。樂高版的《星際大戰 7》預告人氣超夯，推出 5 天就已有超過 300 萬人次觀看；網友高呼：「來

真的拍部樂高版星際大戰吧！」 

115. 對於其要組「統一黨」的論點，網友則說「如果是大陸支持的政黨想在台灣大贏選戰，幾乎沒有可能。

因為，如果大陸也搞選舉，連共產黨自己都要失敗。那共產黨支持的政黨又有何把握在台灣贏得選

舉呢？」、「有種你開放 13 億人投票。」 

大陸網友對「武力收回台灣」論毫不留情的批評與嘲諷，也引發台灣網友的熱議；有人認為這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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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與香港相互輸出革命的成果之一：中國民智漸開」、「知識分子都還是比較明白的」、「酸自家政

府的功力不一定會比我們差」，更有人笑說「「難怪金正恩死都不開放網路，果真會帶壞小孩 XD。」 

116. 總統府侍衛長霍立青突然被拔，是府內接獲檢舉後，動用情治單位經慎密調查決定，初步認為是交

往複雜等私德問題。據了解，霍立青在軍中綽號「霍 X（音插）」，備受海軍高階將領器重，連國防

部前部長林鎮夷都直呼綽號而不名，傳聞校官時期就與「青幫」有所來往，備受幫眾共推的「老爺子」

器重；此次「霍 X」被霹靂手段整落馬，海軍圈子裡第一個直覺，就懷疑是否仍與幫會走得過近有

關。 

霍立青昨日奉令轉任海軍委員後，立即與接任遺缺的潘進隆交接，國防部上午對此事低調以對，沒

有評論。 

117. 電動車和油電混合車的銷售呈現降溫的趨勢，愈來愈多汽車製造商正把重心轉往另一種綠能技

術——氫燃料電池（fuel cell）。連生產最受歡迎油電車 Prius 的豐田汽車，如今都積極發展氫燃料電

池來發動新一代的綠能汽車。然而，即使是氫燃料電池車的擁護者，也坦言這項技術仍有重重阻

礙。 

118. Uber 達到 410 億美元的估值，與時代華納有線公司等知名上市企業平起平坐，在矽谷更是傲視眾多

科技新創公司。Airbnb、Dropbox、Square、Pinterest 等新創公司的估值都不到 Uber 的四分之一，連市

值 286 億美元的電動車商 Tesla 都相形見絀。Uber 將把募得的 12 億美元用於增聘員工、吸引新的合

作司機、測試快遞服務，並壓低全球各地營運點的服務價格。Uber 估值再創新高，也意味著投資人

對執行長卡拉尼克投下信任票。 

119. 食安問題又何嘗不是暴露出先前行政效能的脫軌與不彰，才會導致食安問題一而再，再而三發生。

記得去年發生塑化劑事件時，我們就提醒政府食安問題可能影響出口，結果得到的回應卻是台灣食

品出口量有限，衝擊不大，現在一連串問題發生，連台灣製造 MIT 的形象也拖下水，新內閣上任，

不必新花招，趕快把食安問題處理好，才真能安定人心。 

在重大政策議題上，行政院應該認知到，不與立法院溝通甚至妥協，是無法推動的，講明白一點，

就是權力必須分享，重大政策不再只是一個人甚至少數人說了算，不在議場決定，就只能在議場外

拚輸贏，現在是回歸議場內的時候了。 

120. 說起自己的買房史，翁思倩說自己就是因為有過非常慘痛的經驗，記取教訓後，才懂得找到好建商

的重要。第一次買房在新興區新成屋，交屋後浴室漏水，通知建設公司的工務來查看，「他們看我女

生不懂，隨便給我糊弄過去」，換了兩片磁磚就算維修，結果不換還好，因為施工不良，最後連樓上

都漏水，氣得她連住都不住。由於有這次和建商不愉快的溝通經驗，翁思倩在思索下一次出手買房

地產的機會時，建商的口碑以及她自己親自的感受，是她列為優先考量的重點。 

121. 寒冬午後在暖陽照射下，來場下午茶最是享受，飯店業者在各式鹹、甜點的精緻度用心，連盛裝的

點心盒也極為講究，寒舍艾麗雙人下午茶打造黑白兩色為基底的簡約風格點心盒；麗禧酒店以對應

植、木、石等三元素以手工木製四角框架盛裝點心，意在結合新北投溫泉鄉的冬日景色。 

122. 電影從一場中日抗戰的戰爭戲做為起始，由此放射出 3 個男主角的敘事線，彼此交錯：金城武飾演

的台灣醫生經常往返兩岸，佟大為、黃曉明分飾的將軍與阿兵哥，則是抗日之後又接著打內戰，3

人分別與日本女孩長澤雅美、癡情孤女章子怡和富家千金宋慧喬發展出感情戲。 

由於角色眾多，連每個配角都是一時之選，在龐雜的故事下，一邊要交代多組人物關係，一邊還不

忘夾敘夾議當時的政治變化，在大我與小我之間，雖有對照呼應的效果，卻也不免出現了顧此失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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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 

123. 莎拉布萊曼說明，結束台北站後，明年就要全心準備太空開唱，預計 9 月初完成登上太空的夢想，

她本人會在太空上發聲，再與地面上的合唱團及樂團互相呼應，「透過音樂來傳達太空與地球連結的

概念」。其實莎拉布萊曼 9 月才到苗栗開唱，連她都說，很驚訝又受邀來台演出，「這樣的安排不是

刻意的，只能說台灣觀眾熱愛與支持，讓所有工作人員感動不已，所以決定再度前來。」她回報方式

就是 14 日下午 4 點起，以美聲創造一個完美的音樂世界，購票可洽寬宏售票系統（07）7809900 或全

台四大超商。 

124. 喜翔幾乎無酬幫忙劇組擔任戲劇指導，因有打戲自嘲也身兼動作指導，他認為要培養新演員，「台灣

演員沒有一個輸大陸的。」講到激動處還批評今年金馬獎，參演的「想飛」連入選資格都沒，因評審

說：「不曉得要拿誰跟大陸演員比。」他氣憤認為自己的演技不輸陳建斌。 

125. 聯合互動、台視、八大「徵婚啟事」帶好運，主要演員現實生活中各個感情甜蜜，繼隋棠傳出新戀

情、甚至已到雙方父母見面程度後，鍾承翰也爆婚訊，將和愛情長跑 10 年的女友結婚，他曝光拍攝

婚紗照時的自拍花絮照，笑得相當燦爛，後方就是正在梳化、準備拍照的新娘，可見相當期待未來

婚姻生活。甜蜜氛圍連客串的「徵婚者」們也沾喜氣，王陽明和女友張儷也感情甜蜜。他在「徵婚啟

事」中飾演男公關，甚至帶隋棠體驗「SM 新世界」，雖然兩人戴著面具是旁觀者，但拍攝現場有老

師親自示範綑綁及互動技巧，令隋棠在一旁害羞地眼睛始終無法直視。 

126. 澎湖縣小選手們第 1 次來到花蓮、難掩興奮，昨天在第 2 屆台彩威力盃少棒賽對台中市的比賽，以

9：8 拿下勝利。澎湖縣以講美國小少棒隊為主體，前天才從澎湖坐飛機到高雄，再開車到花蓮，雖

然路程遙遠，但小選手們難掩興奮，「在澎湖很少看到這樣的山，小孩子幾乎連山都沒看過。」澎湖

縣總教練王長壽表示，澎湖目前有 5 支少棒隊，平常彼此間會互相比賽，「常到台灣來比賽，不過第

1 次到花蓮」。 

127. 此次受到台彩威力盃邀請，加上經費補助，才有辦法成行。面對這次的比賽，「平常心就好，沒有設

定目標」。為了「棒球英雄展」，統一獅隊左投郭泓志翻箱倒櫃，連在道奇隊開刀拿出的骨刺，都拿

出來和球迷分享，他很搞笑說：「這是媽媽幫我留下的乳牙。」郭泓志向來充滿喜感，和酷酷的表情

很難聯想在一起，昨天和陳金鋒聊到大聯盟經驗，比著前輩：「他長得像李小龍，打擊很強，在美國

還叫我去買便當。」陳金鋒、郭泓志在道奇當過 6 年隊友，兩人曾經一起租屋，鋒仔回應：「便當是

輪流買啦，沒辦法，一定要住在一起，關久了會有感情嘛。」 

128. 負債的壓力沒讓當年 27 歲的張睿倉退縮，他再集資經營燒烤店，直到阿拉大火事件反映出餐飲業者

層層問題，他號召餐飲業者召開記者會，認識市議員陳清龍，日後加入陳的競選團隊服務。 

張睿倉在陳清龍服務處近 1 年，之後加入台中市議員吳顯森團隊，回到兒時讀書的大雅區服務，張

曾以英語替外籍勞工解決問題，「服務熱情」連他自己也嚇到。 

他說，當選里長後，希望能提供里民一處安心的遊憩休閒空間，將全力爭取建公園。他了解青年人

創業的困惑與艱辛，未來要成立青年創業諮詢中心，留住年輕人，也發展地方經濟。 

129. 遠在東河鄉都蘭村的新東糖廠一隅，也有外國歌手彈著吉他哼歌，台下的年輕情侶在風中相依偎，

好不浪漫；在花東縱谷的鹿野，布農族人以熱情的歌舞帶給遊客歡樂。來到池上的好米館對面有年

輕樂團展演；轉到三仙台風景景區，則有原住民歌手高歌，連陸客都駐足聆聽，買幾片 CD 當紀

念。往南走，陸客必遊的「水往上流」景區，也有原住民樂團開唱，一樣動聽。 

130. 今年元旦假期有 4 天，適逢跨年迎曙光，台東地區有不少活動舉行，吸引不少觀光客前來，包括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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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渡假會館、知本老爺等位在太麻里、知本溫泉區、台東市區及縱谷地區的所有飯店房間，早在 1

個月前就被預訂一空，目前就連民宿也僅剩下 1 成可訂，甚至連風景區內派出所的露營區也被預訂

光。「台東迎曙光帶動旅遊熱潮！」台東民宿業者蔡淑娟表示，1 個月前就沒房間，到現在還是電話

接到手軟；台南市民林佑昌說，電話詢問 5家，才訂到 1間民宿，真擔心訂不到房，全家人的台東假

期就泡湯了。 

131. 更生保護會花蓮分會昨天舉辦「第 69 屆更保節感恩表揚慶祝大會」，感謝過去 1 年來參與花蓮更保

工作的單位及人員，其中邱秀蓮也在獲獎行列，會中同時表揚已逝的地方媒體記者祝務耕，感謝他

對更生人就業輔導等相關事務的宣導。「更生人也是人」，邱秀蓮說，許多更生人因為缺乏社會資源

協助，導致一再誤入歧途成為累犯，連家人也不願接納。本身是花蓮就業服務站員工的她，在 6 年

前成立蒲公英關懷協會，整合各方資源，至今已幫助上百位更生人就業。 

132. 陳嫌隨即投案被依殺人未遂罪嫌移送，但被害人昨天聽說他僅以 10 萬元交保，深怕生命再受威脅，

連醫院也不敢住，決定轉院到外地。警方指出，陳嫌（38 歲，有恐嚇等前科）今年 7 月結識 30 歲林

姓單親媽媽，死纏爛打展開追求，雙方曾經短暫交往同居約 2 個月，但因陳嫌酗酒家暴並偷女友錢

財，加上為了租屋押金爭吵，感情生變；上個月初陳嫌喝醉酒還帶 3 名陌生男子至女方住處砸毀陳

設，令林女更決心分手。 

133. 但金管會稍早已發文，保險業投資或參股大陸金融機構，不適用上述打亞洲杯額度優惠，現在連投

資香港及澳門，也無此優惠。金管會保險局表示，保險業到香港設子公司，依照現行法規，屬於「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准的國外投資」，並非投資「國外保險相關事業」，因此，赴香港設保險子公司的投

資金額，必須計入國外投資限額 45％內，沒有優惠。 

134. 他說，原本機房就不准大陸人士或任何不相干民眾進入，最高等級的機房甚至「列表」管理，只有名

冊中成員可以進入，否則連總經理也進不去。蔡力行坦言，他相信「這不是唯一的一個」，過去可能

也有，只是沒被發現，中華電信會加強員工再教育，考慮提高懲處層級。在被立委「砲轟」一上午

後，蔡力行一回總公司就召集主管開會要求檢討管理；據了解，處分等級可能向上拉高到副總層

級。 

135. 台北大學財政系教授蘇建榮表示，證所稅應該回歸對資本利得課稅的本質，對「所得」一視同仁課

稅，不要設門檻，且愈簡單愈好。稅制是中性的，不應改來改去而產生不穩定性。 

不願具名的經濟學者說，總統並不贊同大戶條款修法，無奈選舉大敗，正當性、代表性，甚至連判

斷力都出問題，無法抵抗其他勢力的反撲。馬總統想要推動社會公平，但無法堅持到底，外界就會

覺得政府是錯的。或許要置之死地而後生，才有出路。 

136. 中韓自由貿易協定（ＦＴＡ）完成實質談判，韓國馬上結合其八大自由經濟區實施東亞經濟戰略，舉

辦國際招商大會，亞洲邀請了中國、日本、香港等，連柬埔寨都邀請了，但台灣卻沒受邀。台、韓

雙邊貿易往來熱絡，近年各為彼此第六大貿易夥伴；不過，雙邊互相投資始終「低水位」。位於韓國

西部、接近大陸青島、煙台的東海自由經濟區主管透露，有兩家台灣中小企業主動上門找投資機

會，三年前與其簽署投資備忘錄（ＭＯＵ），分別從事ＬＥＤ、再生能源產業，投資金額約在三千萬

到五千萬美元間。 

137. 三年前，響尾蛇隊才剛拿下世界大賽的冠軍，感覺卻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二〇〇四年悲慘的球季，

球隊勝率不到四成，對好勝心切，卻已經四十歲的一代巨投強森來說，是很難熬的幾個月。七月底

的交易大限前幾天，強森預先跟隊友道別，連更衣室裡的東西都打包好了，他準備去紐約，投入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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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隊的懷抱，在職業生涯的尾聲多享受幾次季後賽。 

138. 結果季中的交易沒有發生，像強森等級的好手，通常要拿好幾個新秀球員來換，可是響尾蛇在洋基

農場裡連一個看得上眼的選手都找不到，於是交易胎死腹中。剩下的半個球季，無奈留下的強森跟

球隊關係降到冰點，互相放話攻擊像是肥皂劇一樣，好不容易熬到球季結束，響尾蛇隊才重啟跟洋

基隊的談判。 

139. 後來的故事你我都很熟悉，就像在南美洲飛舞的蝴蝶，改變北美的氣候一樣，起源自蘭迪．強森不

想待在響尾蛇隊造成的蝴蝶效應，讓台灣同時有兩位球員登上棒球的最高殿堂。於是，我們突然對

遙遠的大聯盟興趣倍增，生活的規律變成投一休四，連股票市場都受到球員的表現影響，或許還因

為王建民的勝投不斷，大家都變得樂觀起來。 

140. 這輪股市大盤上漲，最主要原因是場外資金大量「跑步進場」，創下天量歷史紀錄；市場認為，自從

大陸人行利率下調後，股市持續大漲，可說是「風來了，連豬都會飛」。這幾天陸股新開戶數也比過

去大幅增加，甚至導致某些券商系統癱瘓，後台人員天天加班，融資融券業務的逐步火爆，成為券

商業務新成長點，也誘發交易量大幅增加。 

141. 此外，交通部說，駕駛人須有職業駕照、執業登記證才能執業，Uber 招聘白牌車，恐成治安漏洞；

車主若「帶車投靠」遭罰吊照，連車都沒得開，得不償失。交通部已依「公路法」向 Uber 開罰十一

次、對違規載客的車主開罰七次並吊扣車牌，雖多次發文要求 Uber 登記為合法客運服務業，遵守相

關法令及繳稅，但 Uber 遲不登記。 

142. 令官員頭痛的是，依法最重可處罰「勒令停業」，但 Uber 連營業登記都沒有，交通部擬協調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經濟部，朝向勒令 Uber 的 App 下架。Uber 亞太區傳訊負責人鄭思敏回應，願積極與

政府單位溝通並提供所需資料，但相關進度及其他運作細節，不願透露。關於消費糾紛，Uber 設公

開透明的申訴平台，並有專人處理，對於自家的消費者服務很有信心。 

143. 民進黨立法院黨團上午舉行記者會，列舉多項數據，指國際奶粉價格不斷下跌，國內奶粉價格卻是

漲漲漲，質疑負責物價穩定的行政院副院長毛治國，為何拿不出辦法？執政黨連奶粉問題都無心解

決，奢談布局 2016。內閣父子騎驢、朝令夕改的案例不可勝數；包括之前的二代健保、油價凍漲、

核四封存等案，一遇外界壓力，政府政策就會轉向，但往往轉到不好的方向，既是搬石頭砸自己的

腳，也失去民眾支持。 

144. 默的多數」沒有表態，自我安慰。但如果內閣連自身推出的政策都不能堅持到底，內閣改組轉彎既傷

政府威信，政策轉彎更失民心，沈默的多數只好繼續選擇沈默。 

145. 第五次手肘手術之後，郭泓志沒能再站上大聯盟投手丘，但談起這顆碎骨，他以「媽媽留的乳牙」玩

笑帶過；老大哥陳金鋒也很配合，笑說連這都拿出來展，「我要是有留，比他還大顆。」 

146. 徐佳馨表示，委託房仲賣屋有兩種形式，一是專任約，一是一般約；專任約就是賣方只委託一家房

仲銷售，一旦簽了合約，只能由該家業者售屋，連屋主自賣都不允許。 

一般約則是把房子委託給好幾家房仲公司，各家自行銷售、各家都能帶看，誰找到的買家出價最

高，屋主就把服務費給這家仲介公司。 

147. 62 歲江太太因撿拾被風吹落的手帕不慎跌坐在地，導致第一腰椎壓迫性骨折劇痛；她以「痛到生不

如死」，形容受傷後的強烈疼痛；受傷後不但吃止痛藥無效，連躺在床上也一動就痛。蔣永孝表示，

脊椎骨折是患者受傷後把骨頭壓垮；以江太太為例，受傷的脊椎椎體有 3.5 公分，就像房子倒塌一

樣，脊椎骨在跌坐瞬間塌陷，骨膜受到強烈刺激產生劇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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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台灣節能巡邏隊」的成功，連愛普生母公司精工愛普生都訝異！台灣愛普生董事總經理李隆安說，

在 2010 年時，基於台灣能源消耗已達高峰時，台灣愛普生思考，是否可將日本母公司的「信州節能

巡邏隊」成功經驗帶來台灣，經數次溝通，母公司同意透過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將「信州節

能巡邏隊」引入台灣，再透過台灣愛普生將經驗轉移，種子學員則特至日本「見學」，於是「台灣節

能巡邏隊」在 2010 年底正式成立。 

149. 現在我成了「Dornroeschen」，被荊棘刺到的睡美人了！既無法往前也無法後退，既不能往左也不能

往右，連回頭的路都找不到了。我的手臂、雙腿被棘刺毒草割傷，像野豬一樣，汙泥中我挖掘著，

之後，在一片斷崖的威脅下，只好又走回原始林。 

150. 除了全國 68％的人生活在貧窮線之下，廖學聰也說，當地連個像樣的醫學院也沒有，七成醫師來自

外地。且醫師不夠，護理師還得兼著看病、開藥，處境艱困。因此，北醫長期派駐六位駐地醫師，

並不定期派二到四位專科醫師到當地協助。 

151. 看來在過年期間甘冒忌諱到醫院看病的人不在少數，況且春節假期長達一周，如果真要捱到正常門

診開診，恐怕小病都成了大病，甚至連小命都不保了。幸好，外子在經過醫師診察後，確定只是急

性腸胃炎，打針、領藥就可回家休養，只是經過這一番折騰，讓我睡意全消。凌晨時分，外頭的鞭

炮聲此起彼落，詔告著中國人最重視節日的熱鬧吉慶。 

152. 朋友老婆當婆婆沒多久，常來跟我老婆大吐苦水，說和媳婦鬧得非常不愉快，連兒子也被捲進去。

本來家庭多了一個媳婦是件好事，哪知因婆媳不和，造成全家人都陷入痛苦。我老婆在四年前也當

了婆婆，但那段時間，媳婦一直待在大陸工作的兒子身邊，所以婆媳間並沒有相處的問題。一直到

今年七月間，孫子滿三歲時，為了要提前接受幼兒教育，媳婦攜孫子決定回台定居，從那時候開

始，老婆才真正當了婆婆。 

153. 高雄榮總內科部主任陳垚生說，的確有幾位女性患者反映康復後出現掉髮狀況，但比率不會超過十

分之一，這可能跟感染後免疫系統變化有關；部分患者皮膚大量起疹，頭皮狀況也會受影響。大同

醫院感染內科主任陳惇杰說，今年不少登革熱患者發病時吃不下東西，連喝水都吐，若養分攝取不

足，也可能大量掉髮。 

154. 校長帶隊瘋扯鈴！每到新店直潭國小的社團時間，參加扯鈴社的小朋友們聚集在操場上，努力將扯

鈴往上拋練習各種技巧，就連校長也親自上陣教學。扯鈴社教練鄭向廷目前為大四學生，從小加入

扯鈴隊訓練，日前才代表台灣將扯鈴這項傳統技藝，帶到南美洲宣傳。 

155. 小達入住時已讀小四，卻連注音符號都不會，蔡婕羚以遊戲教學，循序漸進讓他愛上學習。蔡婕羚

說，雖然過程中自己因為化療及電療產生暈眩及身體不適，但看到小達後來月考 6 科有 3 科拿到 90

分以上，學校老師不敢置信孩子進步如此神速，超有成就感；因為小達的進步已回到原生家庭生

活。 

156. 海鮮季昨天開賣，18 樓咖啡廳座無虛席，主廚曹茗欽小露身手，現場上演煙仔虎生魚片秀，肥美的

油花令人垂涎三尺，讓民眾大排長龍都想一嘗魚肉的鮮甜。另外，最受歡迎的是「大明蝦」，上菜不

到 10 分鐘，馬上被搶食一空，連漁會總幹事陳文欽都大吃一驚。基隆冬季海鮮正肥美，無論大明

蝦、煙仔虎、黃金蟹、透抽等都令人食指大動。區漁會為推廣在地漁產，今年首次與長榮桂冠酒店

合作，即日起至明年 1 月底舉辦「基隆海鮮季」活動。 

157. 風神寶寶兒童劇團團長陳昭賢指出，劇團成立以來，結集年輕人的創意巧思，製作群及表演者涵括

歌仔戲、豫劇、京劇、武術、舞蹈、現代劇，將西遊記的唐三藏、孫悟空、豬八戒、牛魔王、鐵扇

 



漢語「連字句」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226 
 

公主的傳統形象完全顛覆，連紅孩兒都化身鄰家小孩變成神氣的「風神寶寶」，想重溫孩時記憶的爸

爸媽媽、想要冒險的小朋友，絕對能一飽眼福。「風神寶寶之火燄山」國語、台語、英語、客語交

錯，在動聽的音樂旋律中，融合歌仔戲的鑼鼓和傳統曲牌，劇情逗趣、配樂融合傳統與現代，並搭

配歌仔戲唱詞曲調與傳統鑼鼓現場演出。 

158. 銀行主管分析，這應該與兩岸三地高房價有關，許多民眾不願意當屋奴，寧願租房或住家裡。銀行

主管指出，下半年開始，國銀房貸案件就已趨緩，連金額較大的授信案也跟著衰退。加上明年房貸

利率上漲機率高，金管會又要求銀行明年起的不動產貸款要增提呆帳準備，增加銀行成本，加上央

行邁入升息腳步意願濃厚，勢必衝擊國人購屋意願。 

159. 另一焦點是兼任秘書長的第二副主席曾永權。他因敗選辭去秘書長職，但等到吳敦義請辭了第一副

主席，這才發現接任代理黨主席的責任，居然就要落在他這位第二副主席的頭上了，他連忙說要為

敗選負責，不能接。然而，這也令外界突然發現，連黨主席都辭了，但為敗選下台的秘書長何以尚

留任副主席？ 

160. 果若如此，國家不可一日無君，群龍無首，國家危矣，但若由已失執政正當性合理性的敗選總統繼

續領導，在已失民心的情況下如何施政，情何以堪？此外，國民黨選後執政縣市已大幅縮水不到三

成，連首都台北市都已易幟，反對黨由地方包圍中央的態勢形成，朝小野大，中央被地方架空，試

問今後中央如何號令諸侯？抑或產生各地諸侯對君命有所不受的憲政危機。 

161. 冷氣團來襲，民眾開始換上冬被，但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與消基會日前檢測市售蠶絲被，發現有八成

的產品標示不合格，有產品號稱百分之百填充蠶絲，但實際蠶絲量卻連一半都不到。標檢局與消基

會於今年 8 月間合作，自百貨商行及賣場等通路，隨機購買 14 件蠶絲被檢測其品質及標示，檢測結

果品質項目全數符合國家標準規定，但標示部分有 11 件不符合規定。 

162. 匯銀人士指出，歐元區 PMI 不佳，反觀美國就業數字改善，激勵美股、美元指數同步創高，美元指

數盤中最高來到 89.005 ，創下 2009 年 3 月 4 日以來新高，造成歐元、日圓重貶，歐元盤中貶至

1.2301，創下 2012 年 8 月以來的新低，日圓盤中逼近 120 大關，再創 2007 年 7 月以來低點，就連馬

幣、星幣今早也紛創近五年來的新低。人民幣兌美元中間匯率今早小貶 0.35 分，來到 6.1411，即時

人民幣匯率更是貶破 6.15 大關，高低介在 6.1522-6.1494 之間。 

163. 這套下午茶組合每次一端上桌，都會引來大家的讚嘆。除了好吃外，連造型都很吸睛。「巴比倫的空

中花園」命名是以古代世界七大奇蹟之一的空中花園而來。空中花園據說採用立體造園手法，將花園

放在四層平台之上，由瀝青及磚塊建成；平台由 25 米高的柱子支撐，並且有灌溉系統，園中種植各

種花草樹木，遠看猶如花園懸在半空中，所以又叫「空中花園」。 

164. 當天我們拜訪的就是聖朱利安酒區內的 Chateau Lagrange，這家位於風景秀麗的小湖旁的酒莊，出品

的酒有著新鮮的黑醋栗果香。這家酒莊後來賣給了日本人，但品質並未退步，反而更上乘，令當地

的法國佬不得不承認不僅英國人會念法國酒經，連日本人也可以。波爾多葡萄酒一直被法國人認為

是有英國風味的酒，不像布根地酒是純法國風。 

165. 台灣氣候潮濕，粉彩、水彩顏料易脫落，甚至連畫紙都會長霉，只有少數財力雄厚藏家，可負擔 24

小時恆溫、恆濕與保全監控莫內等級藏畫。駱錦明曾有張雷諾瓦女人粉彩肖像不慎發霉，在台師大

美術系教授協助下，找來日本籍古畫修復大師到府服務，「1小塊錢幣大小的霉斑，所有人趴在地

上，花了 1個多小時慢慢用刷子除掉。」 

166. 他以德國工具機為例，儘管德製工具機價格是台灣的四到五倍；但過去三年，德製工具機在中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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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的市占率是持續成長的。顯示客戶已在升級中，要求的效率、精度，可能連日本機都達不到，必

須向德國高價採購。嚴瑞雄也說，台灣工具機業者必須精進，不能在原地停留，否則中國大陸、印

度的工具機產品在後面持續追趕，很快就會被趕上。 

167. 工程會解釋，一般公共工程從核定到完成，約需八、九年時間，一蓋好，台灣就已進入國發會預估

的高齡化或超高齡化社會。現在不趕快把銀髮族的需求納入公共工程設計中，以後會造成許多不

便，像是銀髮族發現人行道坡度太高、低底盤公車太少，甚至連紅綠燈秒數也太太短，寸步難行。 

168. 除此之外，瀋陽也是大陸東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不僅可作為台商進軍東三省的最佳跳板，

更能輻射俄羅斯、蒙古及北韓等地市場。不過，李暉明表示，福達也非一進入大陸市場就遇上好光

景。登陸之初，大陸汽車市場還不成熟，相關配套環境也不完善，連生產所需鋼材、螺帽都得耗費

一番功夫才能找到。 

169. 不過本土苦茶油立意雖高卻不具市場性，可能連貨都還沒鋪全就已經斷貨，可遇不可求；因此「茶籽

堂」另製作中國大陸茶籽與台灣茶籽混合的苦茶油，260ml 價格約 800 元～900 元。 

茶籽堂要開創品牌之際，才開始深入了解茶籽對台灣的意義。趙文豪說，過去用自己的三寸不爛之

舌可以很好的推銷產品，後來想要強化品牌時，才回過頭到不同產區拜訪，回歸土地真正了解茶籽

文化、理解茶農心聲。 

170. 事實上在台北市政府的資料開放平台裡，也已經公布了「台北捷運轉乘車站轉乘步行時間」的資料，

如果連這麼細的部分都有資料，再補上不足之處，相信未來捷運會更受到乘客的喜愛和倚重。 

171. 為了全新專輯「罪惡感」忙到連家都回不了的 A-Lin，昨在發片記者會上，聽聞 7 歲女兒的想念之

「聲」，忍不住當場淚崩，差點哽咽說不出話，平撫情緒後又自嘲：「雖然女兒喜歡看『姐姐』謝金

燕，但姐姐還是無法超越我，因為我是媽媽。」期許未來可以兼顧家庭與事業，減少滿腔的罪惡感。 

172. 是什麼樣的男人，連當背包客登山都規定自己要穿西裝褲搭皮鞋？答案是今年 75 歲的盛竹如，期間

因路況不佳數度重摔，卻仍淡定表示：「骨頭沒斷就不怕。」中天推出新節目「背包踐客」讓藝人能

有機會圓心中的背包夢，首集請到超資深藝人盛竹如，喜愛到日本旅行的他，只差沖繩一地，就能

完成走遍日本的夢想。盛竹如這次挑戰有「日本最後秘境」美名的沖繩西表島，前進原始叢林面對右

懸崖、左山壁的絕境，在主播台工作多年的他，堅持一雙招牌皮鞋翻山越嶺。 

173. 小嫻懷孕以後，一直沒有媒體拍到她大肚子的模樣，宥勝說，因為小嫻希望一切低調，連他載小嫻

去產檢與去購買嬰幼兒產品，都只送到門口，由家人陪伴她進去，他尊重小嫻想低調，兩人也打算

產後才辦結婚登記，原本不打算公開宴客，現在因考量雙方家長，是否請客還在考慮。 

174. 由於蔡瑞和國二時才從美國回台灣就讀，當時連注音都不懂，透過上資源班補救中文。為了練好中

文，也常常閱讀字典和報紙來增強中文能力。他說中文字真的很難背，他會透過圖像與文字的聯想

來記憶。蔡瑞和發現台灣人和美國人背英文單字的方式很不一樣。 

175. 台北科技大學工設系副教授鄭孟淙和講師莊文毅帶領大一學生，以 31 幅特色主題地圖呈現台灣，除

了山巒、夜市、傳統節慶、台鐵車站及教堂外，連鬼屋、衝浪地點都入列。陳怡潔設計的台灣鬼屋

地圖包括全台 12 處鬼屋景點，例如曾拍到紅衣女孩出沒的台中大坑風景區及夜半傳出淒涼哭聲的民

雄劉家古厝等，此外還有高雄的 25 淑女之墓等，她不諱言，創作時自己也「毛骨悚然」。 

176. 她但為了趕作品，在學校宿舍常做到半夜，自己都很害怕，洗澡都要有同學陪。該作品還結合迷宮

遊戲，連老師鄭孟淙都說讚。 

177. 金管會主委曾銘宗昨天指出，鼓勵金融業打亞洲杯，仍是今年重要政策目標。他說，打亞洲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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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要從「獲利、據點、規模」來評比，目前台灣還沒有一家金控達標，「就連國泰金控也不夠大」。

金管會昨天舉行新春記者會，曾銘宗在會中說，雖然金融業出國併購已有一定成績，但「有些很積

極，有些連動都不動」；金管會在宣示打亞洲杯後，國內金融業在亞洲併購或參股共 8 案，國泰金就

占了 4 個。 

178. 金管會昨天舉行新春記者會，曾銘宗在會中說，雖然金融業出國併購已有一定成績，但「有些很積

極，有些連動都不動」；金管會在宣示打亞洲杯後，國內金融業在亞洲併購或參股共 8 案，國泰金就

占了 4 個。曾銘宗說，「富邦金也是亞洲杯代表隊啊，我沒看到富邦有什麼具體案例」。 

179. 他以藝人江蕙唱過的無言花歌詞「不知何時天才會光」形容房市，還說市場糟到連他都考慮改賣玉蘭

花和檳榔。戴德梁行昨天舉行不動產市場回顧及展望記者會。根據統計，去年全台商用不動產交易

金額 906 億元，雖比 2013 年小幅成長 2.6%，但連續 2 年未達千億元，買氣萎靡，土地交易金額則為

1585 億元，創 3 年來新低紀錄。 

180. 台語歌后江蕙的告別演唱會一票難求，連售票系統都「死當」進不去，卻有「黃牛」囂張在網路上兜

售高價門票。消保處昨為此發文給文化部與警政署，邀請相關主關機關近期針對購票消費權益和防

堵黃牛票進行討論，盼找出管理辦法。 

181. 成語出自「莊子．秋水」。相傳戰國時期燕國有人到趙國的都城邯鄲，看到趙國人走路姿態優美，就

跟著學，結果不但沒學好，連原來走路的步法也忘了，只能爬著回燕國。故事比喻模仿別人未能成

就，反而失去原本的面目；照抄別人的東西，反而出糗。 

182. 國民黨的全球化及兩岸政策受到種種猜疑及批評，也許將成為遭民意否決的答案Ａ；但是，連民進

黨內部也對其全球化及兩岸政策的自相矛盾出現反省的聲音，轉型的呼籲不絕於耳；然則，這樣的

政策架構難道會是正確的答案Ｂ？ 

183. 扁家一再消費台灣人的情感，卻始終絕口不提「道歉」兩字。不乏高知識分子用「過去國民黨都是這

樣收錢，阿扁為何就不行」的荒謬邏輯為阿扁辯護；更可恥的是，連阿扁保外就醫的兩百萬具保金，

都還要辜寬敏墊付，吃香喝辣，全身名牌，住在人文首璽豪宅的扁家還真是吃台灣人夠夠。 

184. 首先，我國法律採無罪推定主義，在法院判決確定之前，任何嫌疑人都屬無罪之身。李全教案連法

院都尚未審理，賴市長就拒絕市議會監督，並不符合法治精神。其次，賴清德聲明，市府將直接面

對市民監督。這根本就是空話與謊話，試問，市長和市府官員不接受市議員監督，要如何直接面對

市民監督？ 

185. 沈呂巡代表決定今年元旦在自己的地方舉行升旗典禮，舉辦自己的活動，本來就無可厚非。若非他

的堅持，在北京的打壓之下，恐怕連元旦一天的升旗典禮都不可得。 

186. 國際頂尖期刊「科學」（Science）近期將刊登一篇論文，其第一作者為台大化學系大四學生趙彣，這

也是我國首次有八年級大學生的論文登上 Science。台灣一年難超過十篇論文可登 Science，學者表

示，別說碩博士生，連中研院的研究員也不見得能達到，非常不容易。來自花蓮的他當年學測僅六

十級分（滿級分七十五），憑著對科學探索的熱情，成就難得的紀錄。 

187. 歐元與日圓都可能因央行進一步放鬆貨幣政策而對美元貶值，俄羅斯盧布去年更大貶近 50%，都對

美國大企業不利。連委內瑞拉披索貶值也令美利堅、達美及聯合等航空公司頭痛。 

188. 宏達電 2013 年出現掛牌以來的首次虧損之後，嚴控成本、增加中階機種的布局，以及透過與 ODM

夥伴合作，讓產能更有彈性，多管齊下進行調整，去年第 2 季以來已持續保持獲利。 

不過，今年以來，面對大陸品牌廠包括小米、華為、聯想等崛起，連全球手機龍頭廠三星都已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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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占下滑的威脅，宏達電在全球智慧手機市占也未見提升，對宏達電來說，今年仍將充滿挑戰。 

189. Bupa 對 2000 名英國全職勞工的調查顯示，28％上班日無法為了吃中餐停止工作，多達 2/3 的受訪者

每天吃午餐時間，連法定的 20 分鐘都不到。縮短午休雖然能爭取到更多工作時間，卻也犧牲生產力

和工作滿足感。 

190. 他認為就連 IBM 頭腦很棒的電腦「華生」很快都會達到基本的極限。IBM 要把華生的智慧應用在複

雜的用途，像是醫療診斷和使用互動語音辨識的自動客服中心。 

他說：「我真的不要一個不能把自己解釋清楚的系統來當我的醫生，我可以想像與華生醫生坐在哪

兒，華生說，『這個嘛，我們需要割掉一個腎』，我說，『什麼？！』他們回答，『這個嘛，我們有

很多變數和很多資料，而這就是這個模型的結論。』」 

191. 最近一個月受到極地低溫的影響，連台中的夜晚都得開暖氣，新買的手提箱型電暖器，實在是深夜

趕稿良伴。同樣當我忙於寫稿時，咕姬悄悄靠近電暖器。此時我還沒發現，直到……咕姬發出一聲

尖叫，並且急忙跳開。聞聲令我嚇了一跳，以為牠燙傷。 

192. 格西又愛請客，聽說他掌管的寺廟大而有錢，帶我們到大餐廳吃昂貴巴費，還有台灣人愛喝的甜

茶，味道接近台灣的奶茶，他很喜歡珍珠奶茶，曾來台灣許多次，目的都跟吃有關，因雪山作物

少，台灣的農作物改良很有名，他來學種菜、種菇類，想把技術轉移到高原，一試再試都沒成功，

連最簡單的香菇都種不出來，只有豆腐做成了，成為僧團重要食材，因此立了大功，升上格西，大

家都叫他豆腐格西，他一點也不在意，也沒格西的架子，見到人一直從袍中掏出來食物餵飽人，他

略懂台灣話，對台灣人也特別親切。 

193. 29 歲的吳小姐因右腳大腳趾突然腫痛求診。詳問病史並無外傷，最近也沒有喝酒或吃大餐。問其服

藥史，最近有服減肥藥且因怕胖連水也不敢多喝，形成疑似痛風的案例。痛風並不是男性的專利，

女性因有女性荷爾蒙的關係，有助於體內尿酸的代謝，相較男性較少發作。停經後由於少了荷爾蒙

的保護，發生率會逐漸增加。 

194. 「樂友旅遊俱樂部」創辦人詹益昌，他到歐洲聽頂尖樂團演出已近二十年，他認為身為樂迷，一生至

少應在音效絕佳的音樂廳裡聽上一回頂尖樂團演出，那技巧超卓的樂團，在音響無敵的音樂廳中可

說如虎添翼，所呈現出的完美音質，連非樂迷者都能聽出其中精湛；而維也納樂友協會的金廳、柏

林愛樂廳和東京三多利廳則是他認為當今世上音響最佳的三大音樂廳。 

195. 大陸浙江衛視新節目「我看你有戲」網羅成龍、張國立、馮小剛與李冰冰等大牌明星、導演當導師，

李冰冰萬綠叢中一點紅，開錄當天就遇上熱情男粉絲下跪求婚。成龍則被馮小剛、張國立輪番「欺

負」，馮小剛虧他連話都講不流利。成龍經歷兒子房祖名吸毒被捕與合作攝影師意外身亡等事件，現

身節目發布會時明顯消瘦不少。 

196. 就連媒體提出想摸成龍鼻子的要求，他都大方答應，還自曝鼻子裡的骨頭其實已經碎了，「之前斷過

3 次，醫生說要從那邊穿過（手術），我就覺得算了。」 

197. 不但「大帝」詹姆斯休兵，連後衛厄文都負傷退場，騎士隊禍不單行，靠勒夫一手支撐難挽救大局，

外界盛傳總教練布萊特即將下台，總經理趕緊出來「滅火」。 

198. 彰化縣員林鎮號稱是全台人口最多的鎮，人口約 12萬 5000人，但同樣是鎮，關山鎮卻連員林的零頭

都不到，相差 10 倍以上，近年雖有不少人購買土地，但似乎沒帶來人潮。 

199. 擔心媽媽長期情緒低落影響身體，王淑芬鼓勵媽媽到慈濟美術班學畫，轉移心情走出悲傷，但媽媽

剛開始很排斥怕被人笑。後來看到班上有很多退休老師也來畫，她才去報名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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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我連圈圈都畫不圓，直線也畫不直」，王吳鑾說，年紀大視力不佳，畫不到半小時眼睛就流

「目油」、發痠，有時畫到視力模糊，一度想放棄。 

200. 到台灣依親向爺爺習得一手家鄉麵食好手藝的浙江青年邵萬劍，白手起家開麵館，不僅湯包麵食遠

近馳名，更無師自通，展現木工技能，店內雕龍畫棟的仿古桌椅門櫃，全是親手打造，連家中的床

及骨董梳妝檯也是他為老婆雕製的生日禮物，「賣麵照樣可以擁有快樂人生」。擁有一手好廚藝卻獨

鐘木工的邵萬劍，每天菜刀、雕刀不離手，雖名為「萬劍」，朋友卻為他取了「小刀」外號。 

201. 由於老翁被發現時餓到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於是員警趕緊將他帶回派出所內，並且提供熱茶和

餐點，老翁的家屬在接獲警方通知後，馬上高興地趕到光華派出所將老翁和小黃狗接回家照顧，同

時也在臉書上感謝民眾和警方的熱心幫忙。 

202. 「眷村，是我心中永遠的家！」3 年前，幾位 50 多歲眷村第二代巧遇，興奮話家常，當時臉書剛流

行，他們以忠貞新村地標「大煙囪」成立臉書社團，號召更多人加入，下忠貞新村眷戶約 30 戶，大

家在臉書上 PO 照片和文字，挖掘眷村共同記憶，許多人記憶猶新，分享兒時回憶，連 70 多歲的老

媽媽也央求子女協助加入粉絲團，臉書上相當熱鬧。 

203. 老人與狗歷經一天一夜，直到隔天上午在吉安鄉南濱路段，被光華派出所員警尋獲，老翁身體虛弱

坐在路旁，身邊有忠心的小黃狗陪伴。老翁餓到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員警趕緊將他帶回派出所，

提供熱茶和餐點，家屬接獲警方通知後，火速趕到光華派出所將老翁和小黃狗接回家照顧，也在臉

書上感謝民眾和警方的熱心幫忙。 

204. 前總統陳水扁昨天保外就醫，離開台中監獄時搭乘的黑色轎車，是兒子陳致中向民間業者承租，因

車牌號碼是「9408—MM」，引發支持者和網友另類解讀，有人認為諧音像台語的「就是恁爸」，也

有人當成威力彩明牌，連「MM」都有人說成是剛好搭配羊年。陳致中則說，其實他租車時沒有特別

挑號。但挺扁民眾認為太巧了，「冥冥中真有天意，這車註定要接阿扁的」。 

205. 天氣冷，人人都想洗個熱呼呼的熱水澡，但一名李姓屋主住家的熱水器差點遭小偷給拆掉，痛斥小

偷「連熱水氣也要偷」。龜山警方深入調查，發現湯姓竊嫌一連偷拆 4 戶人家的熱水器，熱水器只賤

賣幾百塊。 

206. 台東卑南族巴布麓部落 5 位族人，因大獵祭使用非法槍枝狩獵，被警方帶回偵訊，巴布麓部落族人

昨天到台東縣警察局遞交陳情書，指控成功分局連未違法的族人也受波及，違法濫權；警方強調依

法處理，對於族人指警察同仁相關失職部分，將交由督察室調查。 

207. 小港區漢民國小 24 年的老舊廁所最近改造成通風、明亮的全新空間，並搭配動物園主題，成為南台

灣最美的校廁，學生們稱之為「觀光景點」，不僅全校師生，連固定到學校運動的附近住戶也頻頻稱

讚。校長焦昌熙表示，廁所最重要的就是明亮、通風，並且讓小朋友們感到親近，所以採用動物風

為主題，挑選熊貓、長頸鹿、無尾熊、梅花鹿等，規劃成四個不同的區塊，分區為亞洲、非洲、澳

洲與台灣，讓小朋友喜愛上廁所。 

208. 新莊地區近兩年有傳言要蓋好市多，去年甚至連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的布條都掛在工地圍籬上，但

沒有人能確定是否真的會蓋。新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去年底審查通過好市多量販店在新北市新莊區

大型倉儲批發商場開發案，預計 104 年 6 月動工。 

209. 「眷村，是我心中永遠的家！」3 年前，幾位 50 多歲眷村第二代巧遇，興奮話家常，當時臉書剛流

行，他們以忠貞新村地標「大煙囪」成立臉書社團，號召更多人加入，下忠貞新村眷戶約 30 戶，大

家在臉書上 PO 照片和文字，挖掘眷村共同記憶，許多人記憶猶新，分享兒時回憶，連 70 多歲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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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也央求子女協助加入粉絲團，臉書上相當熱鬧。 

210. 老翁餓到連說話的力氣都沒有，員警趕緊將他帶回派出所，提供熱茶和餐點，家屬接獲警方通知

後，火速趕到光華派出所將老翁和小黃狗接回家照顧，也在臉書上感謝民眾和警方的熱心幫忙。史

婦表示，公公走失時，好在 Ago 陪在旁邊，為了獎勵 Ago 的忠心，當天回家就餵牠吃了 2 隻雞腿，

可能因為流浪一天一夜，餓了也累了，Ago 吃完大餐後，倒頭睡了一天。 

211. 其中，有些異議者同時組織數個社團，一人分飾多角，利用不同的發言位置不斷發動攻擊；然而，

藍軍對這些攻訐之聲卻毫無應對之策，既不爭取對方認同，也不組織自己的反制部隊，有時連發言

反駁都不知所云。我們不相信國民黨內沒有人才，但如果黨中央不能知人善任、不能改變經營策

略，坐擁卅幾萬黨員又有何用？ 

212. 首都警察勤務加給試辦一年取消，引發員警反彈。警眷團體警聲會會長陳明怡說，員警一個月核報

加班費上限為一百小時，不管每天加班多少只能報四小時，其餘改以嘉獎抵扣，「講難聽點，基層員

警待遇連受刑人都不如」。 

213. 陳純敬說，當初核發是因很多台北市員警因勤務繁重請調外縣市，才用這個方式留人，但只試江蕙

經紀人陳子鴻眼見抗議擴大，打破沈默在臉書發文：「某立委宣稱有江蕙演唱會一千張門票，真是神

通廣大啊！連江蕙自己都沒這種特權，不知您的票是怎麼來的？要不要把票秀給我們看看？」 

214. 調查指出，兩成留守兒童放學回家後，至少要等一個小時以上，才有大人回家；超過半數孩子要自

己準備晚餐，半數生日過節沒人陪，重要日子如生日、聖誕節，連家人的口頭祝福都得不到，甚至

生病了也沒有大人陪伴看醫生。 

215. 銀行家雜誌表示，張盛和去年經歷了極具挑戰的 12 個月，推動困難的不動產及所得稅制改革，包括

房地合一實價課稅、兩稅合一及財政健全方案等。央行總裁彭淮南曾在 2009 年被銀行家雜誌評選為

「亞太地區最佳央行總裁」後，張盛和是第二位被銀行家雜誌選中的我國財經官員。張盛和得知此消

息後表示，連遠在英國的媒體都有關注台灣政經情勢的發展，並且能給予正面評價，讓台灣能被看

到，他相當開心；對他個人而言，這是在紛擾年代中，工作辛苦所獲得的甜美報酬，在政院、立院

以及財政部同事的支持下，才能讓稅改方案通過且上路實施。 

216. 法務部長羅瑩雪今天定調，只要符合醫療和生活所需的就沒關係，「接受訪問無妨，上節目就不

妥」。她說，接受採訪不用費力氣，應沒什麼關係，但上節目就不太妥了，因為上節目要費力氣，

「他現在連上法庭都不行，上節目就更辛苦了」。 

217. 黑田被視為廣島的超級大進補，天上降下大禮，將與前田建太組成最強先發輪值，超級雙王牌。相

反的，松坂還剩多少實力是個謎，就連軟銀也沒有多大把握。新監督工藤公康已表明，松坂不保證

先發輪值，不排除讓他擔任牛棚，不會給特別待遇，先發還得跟年輕人競爭。 

218. 禁止談戀愛或禁婚在日本偶像界輕鬆平常，不過現在連職棒界也可能吹起相同政策。軟銀去年人氣

急速竄升的新球星柳田悠岐，被眾多女球迷視作棒球界偶像，軟銀考慮對柳田下達「禁婚令」，以免

影響才剛急升的商品銷售。 

219. 柳田的超高人氣就連剛回來的松坂大輔也很吃驚，軟銀球團人士爆料，許多熟女粉絲剛遇到松坂還

不確定他是誰，但一看見柳田就蜂擁而上。軟銀期待柳田的人氣可以超越歷代第一的川崎宗則。川

崎全盛期一人占全隊商品銷售額的 4成，目前是柳田與今宮相加約 4成。但去年嚴格來說才是柳田的

第一季，未來人氣持續看漲。 

220. 美股道瓊指數昨日下挫 331 點或 1.86%，歐洲的德英法跌幅則高達 2%~3.3%，歐美股市崩跌風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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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波及今天亞股，日、韓、港股上午盤的跌幅在 1.5%~2.8%間，日、 韓今日大跌 1.14%至 1.15%，尤

以日股早盤跌逾 450 點或 2.6%，17000 點關卡跌破最為慘重，連早盤仍逆風上漲的上證陸股於中場也

告翻黑。台股是今日亞股跌勢最深者。台股今天交易爆量上達千億，外資出逃嚴重。 

221. 為了讓外食上班族有更健康、美味好選擇，連點餐時間也特別延長至下午 2:30、晚間 9:30。從小就

喜歡吃生魚片的 La new 集團董事長劉保佑，在 Lamigo 會館裡重金打造黑鮪魚專賣店，選購遠洋鮪

魚，捕撈後以-60℃新鮮急凍，卸下漁船後就在專業冷藏環境中分切包裝，再以同樣的-60℃低溫保存

送至 Lamigo 會館，販售前兩天才放入特殊的「1 ℃靜電解凍機」中經過 24 小時的解凍程序，全程低

溫保鮮且不破壞組織細胞，保存更多美味與營養價值，堪稱百分百還原初捕獲上岸的新鮮口感。 

222. 連福祉車也將進入戰國時代？ 

LUXGEN 日前秀出一台最新開發的高頂車款 V7 TURBO，該車款是藉由 M7 TURBO 內部空間可多元

運用的特性，進一步擴增車室高度，發展出多用途高頂車式樣，可搭配不同生活情境滿足多種用

途。這部已開發接近完成的車輛，預計在 2015 年 Q4 量產。 

223. 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CES）面臨多數商展求之不得的情況，規模太大，如今連主辦單位也吃

不消。將在 6 日開幕的 CES 是世界最大專業展覽，對科技產業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今年吸引 16 萬人

慕名而來，造成當地飯店爆滿。蜂擁而來的科技迷去年已讓當地一房難求。 

224. 雪上加霜的是，曾經風光一時的中國市場，現在不但市場光芒遜於蘋果，連市占率也不如小米。然

而，即便三星電子離智慧手機的霸主地位似乎愈來愈遠，外資卻認為，由於三星電子早在幾年前，

便投注資源「代工」生技藥品，積極轉型。 

225. 林小姐娘家在南投集集，每年至少回家好幾趟，近年的集集給她的感覺卻是「吵雜」，「過年期間回

家，路邊買杯飲料要排隊 30 分鐘，著名茶店更是連排都不用排了；開車回家絕對塞車，尤其是國道

六號」。 

226. 咪咪的行為漸漸影響許多人，一位警衛在社區旁幫狗搭建了一間狗屋，讓牠們可以遮風避雨，住戶

也會主動餵食，連咪咪弟弟的社區也開始比照辦理。狗很忠心，連搬走的住戶回來散步還會相隨，

讓他們覺得窩心，只是免不了偶爾還是會追車或吠叫。 

227. 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頭髮花白的老爺爺，他每次見到我都非常高興又激動，若非我躲得快，鐵定

被他當成失聯多年的孫女擁入懷中。但，「大眾臉」還不稀奇，奇的是我連聲音也常被認錯。那回姊

姊剛出門，她的男友就來電，我據實以告，他卻不信，還口口聲聲說：「不要騙我，我認得妳的聲

音。」 

228. 這一聲讓我相信，我跟姊姊的聲音真的很像，連聽力超強的貓咪也會混淆：眼睛看著不是同一個

人，聽進耳裡卻無法不回應。近幾年不知道是我的聲音老化，還是媽媽的聲音年輕化，兄弟打電話

回家問安，居然分不出接電話的是誰，好幾次把我當成媽媽喊，教我平白無故多了二十多歲。 

229. 鄭欣宜表示，母親剛過世時，她跟朋友吃飯會學沈殿霞請客，借錢給朋友也不追討，一度讓自己窮

到帳戶只剩一百多元。一年過後，她學會記帳、戒喝咖啡，跟朋友吃飯改成各自付帳，連買日用品

都要貨比三家。近年她努力工作，收入漸趨穩定，日前拍廣告賺進台幣 120 萬元，是入行以來最高

酬勞。 

230. 康康笑說，此次拍「十萬夥急」是「自作自售（受）」，自己監製製作、宣傳銷售。吳孟達(達叔)因

參與康康主持的綜藝節目「十字路口」錄影，成為好友。康康當導演，吳孟達連片酬都沒談立刻排出

檔期，兩人也不時討論拍攝細節，吳孟達有時刻意不照導演安排表演，讓他有新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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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15 年來擁有屬於自己獨樹一幟的音樂風格，他人無法仿效、複製，甚至能代表著日式的爵士搖滾，

這個在演唱會上搞笑都很有態度的女王，正是連尖叫都讓人如痴如醉的椎名林檎。 

結束了東京事變的樂團形式後，關於個人的演出活動陸續展開，於去年 11 月推出了相隔 5 年的「日

出處」專輯，內含 7 首全新創作以及 6 首曾發表過的電視主題曲作品，感覺上這個女人的每一天好像

都能跟音樂扯上關係，毫不間斷的茂盛創作力真是令人佩服。 

232. 警方坦承的確有塞車情況，天氣好，遊客爆量，連內勤 2 線 3 星的主管都得下來站崗，希望民眾體

諒。元旦四天假期又逢天氣晴朗，很多遊客紛紛選擇風光明媚的桃園市大溪區及復興區休閒旅遊，

有吃可逛的大溪老街成為首選，全長近 500 公尺的老街，遊客摩肩擦踵，由於一時湧入的車輛太

多，造成大溪聯外道路幾乎「車滿為患」，從大溪市區武嶺橋回堵到崎頂及國道三號大溪交流道，車

陣長達 3、4 公里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