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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寧可」的篇章、語用

研究與教學啟示 

中文摘要 
   關鍵字： 讓步、範距、句尾焦點、對比焦點、反預期 

 漢語副詞「寧可」在詞性、複句關係、語用關係等方面有很多相關文獻，但分析

結果都不盡相同，本論文將釐清以上問題。由於過去文獻多著重複句以及語用方

面主觀性的探討，因此本論文以真實語料庫為本，以 Halliday(1985)的「概念」、「篇

章」、「人際」為理論基礎，探討漢語副詞「寧可」在篇章、語用方面的功能，並

根據研究結果評析現行教材和提供建議。 

    首先，在篇章層面上，副詞「寧可」位於主語後，稱為句內範距，位於主語

前，則為句外範距，經研究發現，「寧可」較傾向出現在主語之後；而焦點功能上，

「寧可」句內範距的範距小，形成句尾焦點，句外範距的範距大，帶出的是跨句

的對比焦點。 

    其次，複句「寧可」的主句在篇章中的隱性比例高於顯性，根據語言經濟原

則，主句本身是舊信息或是聽話者可從自身知識和經驗推衍，因此可省，而隱性

「寧可」句與下文有詞彙連貫關係，形成句尾焦點，由此可知，「寧可」句本身實

為一焦點句式；另一方面，「寧可從句」的主句有前顯和後顯之分，「後顯主句」

位於「寧可從句」之後，為無標句式，比例高於有標的「前顯主句」，位於「寧可

從句」之前，乃由「寧可從句」後移至主句後而成。就篇章功能而言，「後顯主句」

本身即為信息焦點所在，作為前景信息，能推動後文的發展。反之，「前顯主句」

的功能乃為「承接前文」，以做為更大前後文的連貫樞紐，而使後移的「寧可從句」

成為信息焦點所在，以與下文連接，推動其發展。  

    再者，語用方面，「寧可」為動力情態詞，語用功能為反預期。本論文亦探討

「寧可從句」和「寧前/後主句」與情態詞的共現，發現「寧可從句」多與認知情

態共現，而「寧前/後主句」多與「動力情態詞」共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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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Discourse and Pragmatic 

Analysis of Ningke in Chinese and 

It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Abstract 
 

Keywords：concessive, scope, end focus, contrastive focus, counter-expectation 

There is a wealth of relevant literature on the subject of the Chinese adverb ningke, 

mostly focusing on part of speech, structural 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clauses, and 

pragmatic function. Results of these analyses vary. Thus, this research seeks to clarify 

any remaining contradictions. Past literature concentrates mainly on complex sentences 

and pragmatic subjectivity.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based on empirical data and adopt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und in Halliday’s metafunctions of language, 

encompassing ideational, textual, and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Halliday, 1985)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adverb at both the discourse and pragmatic levels. Additionally, the 

author has applied the results to analyze some Chinese-language textbooks, providing 

pedagogical suggestions for Chinese-language teachers.  

At the discourse level, the adverb ningke can serve as either an intra-sentential or 

inter-sentential connector, the first occurring when ningke appears after the subject, and 

the second when appearing before the subject. In this research, ningke mostly appears 

after the subject. In terms of focus, intra-sentential ningke establishes a smaller 

discourse scope, producing an end focus. Inter-sentential ningke, on the other hand, 

establishes a larger discourse scope, producing a contrastive focus.  

Furthermore, the main clause of a complex sentence formed with ningke is often 

omitte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economy, given information or information that 

may be gleamed through experience need not be mentioned again. “Implicit ningke 

main clauses” exhibit lexical cohesion with antecedent clauses, producing an end focus, 

and therefore suggesting that clauses formed with ningke are actually focus clauses. In 

contrast, “explicit main clauses”, in relation to its subordinating ningke clause,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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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types—one which appears before the ningke clause, and one appearing after. The 

first type, appearing after a ningke clause, is called the “postposed explicit main 

clause,” and is an unmarked sentence. The second, appearing before the ningke clause, 

is called a “preposed explicit main clause” , which  originates from moving the 

subordinating ningke clause to after its main clause, and is a marked sentence. In the 

data, instances of “postposed explicit main clauses” are greater in number than 

“preposed explicit main clause.” In terms of discourse function, the “postposed explicit 

main clause” is an focus, presenting foreground information which is to be elaborated 

on in following senten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function of “preposed explicit main 

clauses” is to connect previous sentences with whatever comes next to form a larger 

coherent context, thus allowing the postposed subordinating ningke clause to carry 

focus that is elaborated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Pragmatically, ningke serves as a dynamic modality and functions as a 

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 This study further compares the occurrence of modal 

adverbs in the subordinating ningke clauses and its main clauses (both preposed and 

postposed), respectively, with the majority of the former falling under the category of 

epistemic modality, and that of the latter under the category of dynamic mod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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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本論文的動機有四，首先，筆者在教學過程中，發現有多位學生對於

「寧可……，也……」複句的使用並不十分了解，所以有迴避使用的情況。

筆者的波蘭學生和美國學生先後提出關於「寧可…，也…」的問題。第一個

波蘭學生使用的教材是《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其中第六課〈考

不完的試〉第七個語法點為「寧可 VP1，也 VP2」，而教材提供之英文解

釋為“would rather VP1 than VP2”，教材的例句和練習題如下： 

（1）張：你怎麼在家裡洗衣服，沒跟他去看電影？ 

 李：那個人很沒趣，我寧可在家洗衣服，也不要跟他去看電影。 

（2）張：快睡吧！天快亮了。 

    李：這本書太好看了，我寧可不__________________。 

→這本書太好看了，我寧可不睡覺，也要看完它。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169） 

    例句（1）的寧可複句可以用英文對譯，成為 “ I'd rather stay at home and 

wash clothes than go to the movies with him”，然而學生的問題是，他們無法

用英文的“would rather VP1 than VP2”理解例句（2）的「寧可…，也要…」

句式，這是由於此句式的前後分句間為目的關係，若將例（2）的寧可複句

翻譯成通順正確的英文，則為“I would rather not to sleep in order to finish this 

book.”。 

    第二個美國學生使用的教材是哈佛大學三年級自編教材《華夏聚焦》

（2015），其中第三課〈年輕人，誰為你的消費買單?〉的語法練習第六個

語法點，將「寧可」分為「寧可……，也不……」和「寧可……，也要……」

兩種句式，教師對於此兩種句式的解釋和例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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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寧可不結婚，也不想跟我不愛的人結婚。 

（4） 我寧可死，也要得到自由。 

（華夏聚焦，2015） 

    而老師們在課堂上針對上述兩種複句的中文解釋分別為： 

    「寧可……，也不……」：有兩種不希望的選項，但是更不喜歡後者。 

    「寧可……，也要……」：為達到某種目的，願意選一種不理想的選擇。
1 

    老師對於語法的不精確解釋，讓學生以上兩者句式常有完全不同的語

義，前者為選擇關係，而後者為目的關係。然而，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卻又

發現兩種句式有時也能夠表示類似的語義，如下例： 

    （4a） 我寧可死，也要得到自由。 

    （4b） 我寧可死，也不要得不到自由。  

當學生認為「寧可……，也不……」和「寧可……，也要……」為不同

句式時，再碰到如（4a）和（4b）的例句，會覺得很混淆。筆者認為應將兩

種複句歸為一類來教，如「寧可……，也不/也要……」，只是有肯定和否

定之分。教學時可以告訴學生「寧可」表示讓步，其後的「也不」和「也要」

分別表示讓步後想要避免的事和想要得到的事。 

其二，筆者在檢視語料庫時發現，副詞「寧可」可位於主語前後，而過

去的文獻也沒什麼相關的研究，因此筆者欲研究「寧可」位於主語前後有何

不同，如例（5）的寧可位於主語後，而例（6）位於主語前：  

（5）我寧可死，也不要永遠是天鵝。 

    （6）挑照片送人也必定選比本人好看的，寧可背景差一點，相片中的自己

卻一定要相貌堂堂或者百媚千嬌。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1
 筆者在進行文獻探討時，也發現許多學者（張衛國，1992：127；劉月華，1996：180-182；呂淑

湘，1999：418-4199）也將「寧可……，也不……」視為取前捨後的選擇關係語型，把「寧可…，

也要…」視為確定的選擇關係語型，「也」後是做出選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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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筆者在檢視語料的過程中發現，「寧可……，也……」的語序較

靈活，除了常用無標句式（寧可……，也……）外，也可以將寧可小句後移，

而關聯副詞「也」則不出現，如例句（7）；有的句子則無「寧可」後一小

句，也無前移的情況，如例句（8）： 

    （7） 李登輝總統除了喜歡打高爾夫球外，另有一項鮮為人知的嗜好，他偏

愛法國餐中的鵝肝腓力牛排。李總統在公餘之暇，同家人至台北市這家

格調高雅，清幽怡人的法國餐廳，優閒享用一頓情趣晚餐，最常點一道

菜鵝肝腓力牛排。雖然第一家庭對這間法國餐廳情有獨鍾，但為了尊重

李總統及其家人的隱私權和安全問題，餐廳並不願對外宣揚，寧可放棄

這大好宣傳機會。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8） 在此之前，合庫銀也計畫補足海外分行的法遵主管。同時，由於兆豐

銀事件發生在美國，美國也是全球反恐、反洗錢的先鋒，合庫銀在美國

的三家分行，所有交易只要有疑慮就不做，認識客戶（KYC）也徹底執

行，若查不到帳戶資料，或客戶不提供詳細訊息等，寧可不做。 

（聯合知識庫） 

因此筆者欲了解在篇章中，「寧可」小句在不同位置中與前後景的關係。 

    其四，「寧可」為一動力情態詞（dynamic modality）（謝佳玲，2006a：

59），帶有當事人的主觀色彩，具有虛擬性和誇張性（徐陽春，2002：269），

容易融入發話者情感態度，例句如下： 

（9） 1860 年，李斯特被任命為蘇格蘭第二大的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外科教授兼系主任。由於這個職務是以教學為主，不需要照

顧病患，因此他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他特別注意醫院內的疾病，尤

其對發炎組織的病變有興趣。當時的外科手術已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

仍有３０％ ~ ８０％ 的病人在手術後死亡。一般人常說：「寧可將

外科醫院焚毀，也不要進去。」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例句（9）中「寧可」句帶有虛擬性和誇張性，一般人不可能真的把外

科醫院焚毀，而是藉由強烈的主觀情感，表達不想要進去做外科手術的態度

 



 

 4 

之堅決；而「寧可」後一小句的「要」為一動力情態詞（謝佳玲，2006a：

59）。故筆者欲進一步探索「寧可」與情態詞在語用方面的共現之情形。 

第二節 研究方向和範圍 

    筆者在梳理文獻的過程中，發現大部分的學者並不將「寧可、寧肯、寧

願和寧」做區分，皆統稱為「寧可」類，因此本論文也依照前人的說法，在

文獻探討時以「寧可」統稱，然而筆者的語料蒐集仍只限定「寧可」這個詞，

「寧肯」、「寧願」和「寧」非本論文研究範圍。 

    本研究將以 Halliday 系統功能架構中的「概念」（ideational）、「人際」

（interpersonal）和「篇章」（textual）為基礎，考察「寧可」句在真實語料

中的分佈情形，分別探討現代漢語副詞「寧可」在語義、篇章和語用三層面

的語言特徵，並根據研究結果分析現行漢語教材，以提出教學建議。 

    在概念層面，筆者首先整理前人研究，分析和定義「寧可」的語義和詞

性，接著定義「寧可……，也……」的複句關係。其次，在篇章層面，討論

範距大小和信息焦點等問題。再其次，分析寧可句之後句的顯隱性對於信息

焦點的影響，以及其與前後景之關係。最後，在語用層面，探究「寧可」與

反預期的關係及其與情態詞共現的情況。  

    語法界的專家對於「寧可」的詞性眾說紛紜，有副詞說、連詞說、副詞

兼連詞說、準連詞說和情態動詞2說等說法，因此在進行研究之前，必須將

「寧可」的詞性定義清楚，根據本論文所蒐集的語料，我們首先排除「寧可」

為能願動詞的可能性，因其不能進入「V 不 V」結構，如下例（10），不能

說「寧不寧可」。另「寧可」也不是連詞，因為一個句子通常不能夠有兩個

連詞3，而「寧可」卻能與連詞一起出現，由此可證「寧可」並非連詞，如

例（11）的「寧可」前有一連詞「所以」：   

    （10）*他寧不寧可來？  

    （11） 親民黨秘書長鍾榮吉表示，親民黨基層選舉提名採謹慎態度，「絕不

勉強」，部分選區支持度雖高，但因人選未必適當，所以寧可缺席，但不

                                                 
2
 情態動詞也稱為能願動詞 
3
 然而關聯連詞例外，如「因為……所以……」、「雖然……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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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支持他黨優秀人選，展現親民黨與其他政黨的良性、善意互動。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1.1 動詞「寧可」與副詞「寧可」  

    劉月華（1996）等提出連詞與其它詞類的不同在於是否能移位（陳俊光，

2011：232），然而我們認為這不是很好的判斷方式，因為情態副詞也是可以

移位的，因此不能依此判斷「寧可」為連詞或副詞。而上文已提及「寧可」

前可加連詞，由此可證明其非連詞，另外也從「寧可」不能進入「V 不 V」

結構判斷其非能願動詞。排除連詞和能願動詞的說法，「寧可」可分動詞和

副詞兩類，動詞的「寧可」不能移位，副詞的「寧可」可以移位，本論文將

依此作為判斷詞性的依據。本研究所蒐集的 362 筆語料中，有 17 筆動詞「寧

可」和 345 筆副詞「寧可」，作為動詞的「寧可」不在本論文的研究範圍。 

    首先「寧可」作動詞使用時，位於主語和主謂短語之間，「寧可」後的

主謂結構為主語的賓語，如下例（11）： 

    （11） 我覺得要是我是家長的話，我最怕就是我的小孩子，他可能今天，

他很有錢，可是他的錢，不是從正當的手法賺來的，我不要我的小孩子，

給我榮華富貴，我相信我的父母，也不希望就是，可是那個錢不是，不

是應該用正當手法去賺來的，所以如果這樣的話，那我寧可我的孩子，

是一個很平凡的小孩子，那我的媽媽也是這樣子，她也希望我就是，平

平安安的，很平凡，然後當一個平凡的小孩子，你可能不要很偉大，可

是…你千萬不能去用不正當的手法去賺到錢，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而本論文的研究範圍為副詞「寧可」，作為副詞時有兩種情況，第一種

為位於主語和謂語之間，第二種位於主語之前，如下例（12）和（13）： 

    （12）20%的年輕選民打算投給美國小黨「自由黨」的總統候選人強生、綠

黨的吉兒．史丹或其他小黨候選人。杜克大學 23 歲研究生珍妮佛．雷納

特就是這種選民，她說，柯林頓擔任國務卿時，使用私人信箱與放在自

家的伺服器收發公務電郵，雖然不能因為這件事就說柯林頓不適任總

統，不過她畢竟有了汙點，「我喜歡她，不過我寧可選一個清清白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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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這樣就不用關注這些鳥事」。 

（聯合知識庫） 

    （13）魏醫師笑笑地說：「您父親和我都是好鄰居，很早就聽說他一向勤勞

節儉，愛惜金錢，剛巧在病中又聽到掉錢，這時心情必然極為惡劣，這

樣很容易使得病情加深了，嚴重的話還因此一病不起了，所以寧可我自

己蒙受一些委屈，讓您把那十兩銀子帶囘去，您父親在病中知道失去的

錢又找到了，心情從悲傷轉成欣喜，病也就減輕了許多，最後也就不藥

而癒了。」 

（google） 

第三節 研究問題 

    以往學者對於「寧可」的研究多著重在寧可複句語義的邏輯關係以及語

用層面探討「寧可 A，也 B」中 A 與 B 的正負向關係，而缺乏對篇章與核

心語用功能的研究。  

    首先，「寧可」的核心語義方面，王自強（1998）、侯學超（1998）、

呂淑湘（1999）、何宛屏（2001）皆認為「寧可」的核心語義為「選擇義」，

然而本論文認為工具書和先行文獻都是從複句的角度切入說明「寧可」之語

義關係，選擇義指的都是「寧可 p，也不 q」中 p 與 q 間的選擇，並非「寧

可」本身之核心語義；而邢福義（2001）提出「寧可」是讓步性的形式標誌，

有姑且忍讓的意思，說明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對不願做的事情不得不有所

忍讓。筆者從篇章中檢視「寧可」語料時發現，發話者多半因為某個原因或

出於某個目的，而不得不做出讓步。因此，本論文同意「寧可」的核心語義

為「讓步」的說法。    

    其次，在「寧可」複句的研究方面，黎錦熙、劉世儒（1962）、錢乃榮

（1990）、王維賢（1994）提出「寧可 A，也 B」的複句為「選擇關係」，

而劉月華（1996）等、侯學超（1998）、吳啟主（2002）、邵敬敏（2007）

則提出是「取捨關係」，本論文認為「選擇關係」和「取捨關係」都只能用

來解釋「寧可 p，也不 q」，即選擇 p 或是選擇 q，又或者是選取 p 或者捨

棄 q，如例（14），民眾在「買美元」以及「買人民幣」間進行選擇、取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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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選擇和取捨的說法不能用來說明「寧可 p，也要 q」的複句關係，因為

此句式並不是在 p 和 q 之間作抉擇或取捨，如例（15）中，羅東林區管理處

不是在「囤貨」和「停售」間選擇、取捨，因此我們認為這種只能解釋其一

的說法，涵蓋性不夠。  

    （14）銀行主管分析，近期新台幣匯率強升，加上美元很可能在 7 月啟動升

息，民眾寧可轉投美元懷抱，也不想再大舉加碼人民幣，是人民幣存

款每況愈下的主因。 

    （15）珍木奇貨可居，從漂流木中撿出的珍木，一拍賣就很搶手，但羅東林

區管理處最近幾年寧可囤貨也要停售，杜絕不肖業者以標售單掩護，

變成非法竊取林木的身分證。   

(聯合知識庫) 

    此外，李會榮（2011）提出複句的核心語義關係為因果，「寧可 A，也

B」的 A 和 B 之間為「果-因」的關係，以例（14）解釋之，「民眾」之所

以「不想再大舉加碼人民幣」，是因為「想要轉投美元懷抱」，而例（15）

的「羅東林區管理處」選擇「停售」是因為要「囤貨」，然而筆者認為這種

分析仍然停留在寧可的表面語義特徵，並沒有從「寧可」的核心語義出發，

探討表層的因果關係中，實隱含了「讓步」之語義。而郭志良（1999）、邢

福義（2001）和宋暉（2012）則傾向將寧可複句歸為「讓步關係」，表示在

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在心理上做出忍讓，以實現決心，筆者同意寧可複句「寧

可 A，也 B」為讓步關係，這不僅能解釋「寧可 p，也不 q」，也能說明「寧

可 p，也要 q」。 

    再者，在篇章層面，王天佑（2008）提出寧可複句在篇章中有兩種形式，

一為「完全式」，即選取的「p 項」和「捨棄的 q 項」同時出現的寧可複句，

另一為「隱含式」，也就是只有「選取項 p」，「q 項」隱含在上下文中，

而隱含的方式又可再分為顯性的「明示」（manifestation）、可從語境中推

導的「蘊含」（entailment），和只能意會的「隱含」（implication）（王天

佑，2012），關於寧可複句捨棄項的顯隱性，筆者將於第三、四章進一步討

論其與焦點和前後景之關係。另外，王天佑（2008）進一步研究「完全式」

和「隱含式」和同層分句間的語義關係，得出兩種形式都常出現在因果、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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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和條件的語義關係中。而王彥杰（2002）則從更大的篇章範疇討論「寧可」

的語義背景，總結出語篇的 A、B、C、D 句，寧可句位在 D 句，A 是一般

人會做的選擇，但是由於 B、C 的特殊原因或假設某個特別的情況，因此選

擇者根據自己的想法做出和一般人相反或相對的選擇 D。  

    在語用方面，邵敬敏、周有斌（2003）和王紅恬（2015）都從社會常態

評價和個人動態評價，探討「寧可 p，也不 q」中 p 與 q 的正負向關係，但

是卻無法解釋「寧可 p，也要 q」。而張寶勝（2007）則以語境評價作為分

析的依據，觀察「預設評價」的正負向和語表形式的肯定與否定間的關係，

計算出寧可複句「寧可 S1，也 S2」的綜合語義值，S1 為負值，S2 為正值，

S1 負值可以對應到語義特徵的付出代價，代價都是負面的，而 S2 若為正向

加肯定形式，表示想要得到正面結果，若為負向和否定形式則表想要避免負

面結果。另外，在語用功能方面王彥杰（2002）提出「寧可」句式具有很強

的主觀性，並且發現在寧可的句外，主觀否定詞「不」出現的比例比表客觀

否定的「沒有」高出許多，因此，筆者欲針對動力情態詞「寧可」與情態詞

共現之情形作進一步的探討。而李會榮（2011）提出「寧可 A，也 B」為反

預期用法，選擇者認為 A 比 B 更重要，而從說話人的角度來看，選擇者應

該覺得 B 比 A 更重要，也就是選擇者的實際行為和發話者的預期相反，本

論文分析語料時也發現「寧可」句本身帶出的預期往往和一般情況或是聽話

者的預期相反，因此本論文採用「寧可」為反預期之說法。 

    最後，先行文獻對於「寧可」的教學方面研究甚少，因此本論文將整理

寧可的詞性、核心語義、複句語義關係以及總結本論文對於篇章和語用的研

究，針對教材中較缺乏的部分提出建議，並提出適合的教學內容。 

    而有鑑於上述文獻研究之不足之處，本研究將著重探討「寧可」的篇章

與語用，以下為本論文三大研究問題： 

(一) 讓步性副詞「寧可」在篇章層面，範距與焦點的交互作用為何? 

(二) 「寧可從句」前後主句之顯隱性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為何? 

(三) 讓步性副詞「寧可」的語用功能為何?而其與情態詞的交互作用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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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論文架構 

    本論文主要檢視語料庫之語料，探討「寧可」在篇章與語用的分布情形與特

徵，並根據研究結果總結，針對現行教材提出建議與教學啟示，本論文共分

為六章，組織架構如下： 

    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研究問

題與本論文的架構。第二章為理論背景和文獻探討，首先梳理過去對現代漢

語副詞「寧可」之研究，整理詞性、語義、句法三方面之文獻，接著介紹與

本研究相關之篇章和語用理論，以期作為第四章結果分析之理論基礎。第三

章為研究架構和研究方法，此章節將說明本研究所用之語料來源。第四章為

研究結果與討論，將新蒐集到的語料按類型分類，再進行次數與頻率的統計

和分析，並加以討論。第五章為教學啟示，重新審視台灣和美國現行常用華

語教材之寧可的教學設計，並提出教材設計上的建議。第六章為結論，說明

本論文之研究成果與侷限，也提出未來可更進一步研究的方向與建議。 

第五節 術語解釋 

一、 讓步（concession） 

Quirk et al.（1985）等認為「讓步句指的是讓步主句引導出的預期情況

和讓步從句所說的情形相反」4。另外，Rudolph（1996）將讓步關係作為因

果關係鏈上的斷裂鏈5，如例（16）為因果關係。若改變例（16）的因果關

係就出現了例（17）中的讓步句：  

（16） Because he needed the money, I lent him some. 

（17） Although he needed the money, I did not lend him any. 

漢語中，讓步句屬於主從複句，發話者承認前分句的事實或理由，做

出讓步（黎錦熙，1992）。讓步句可分為容認句與縱予句兩種，前者表示承

認實在的事實，如「雖、雖然、儘管」等關聯詞，後者承認假設的事實，通

常用「便、就是、縱、縱使」之類關聯詞。（呂叔湘，1982；王力，1985） 

                                                 
4
 原文: Concessive clauses indicate that the situation in the matrix clause is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in 

the light of what is said in the concessive clause.  
5
 原文: broken chain in a causal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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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義（2001）則將讓步句式分為四大類：首先為容認性讓步句，此

種讓步句是對事實的讓步，承認 p 事實的存在，卻不承認 p 對 q 事的影響，

如「雖然 p，但 q」；第二種為虛擬性讓步句，此為對虛擬情況的讓步，強

調 q 事不受 p 事的影響，如「即使 p，也 q」；第三種為無條件讓步句，是

對各種條件的總體性讓步，如「無論 p，也 q」；最後為忍讓性讓步句，此

種為心理上意志上的讓步，本論文的「寧可 p，也 q」句式即為此類型。 

二、 範距 （scope） 

   關於英文的範距(scope)研究，西方學者首先從量化詞組(quantifier)開

始，探討其句法與語意的關係，量化詞組位在結構樹的不同位置就會帶出不

同的範距大小 (Ioup，1975；魏廷冀，2014)。而對於範距的詮釋，漢語語言

學家廖秋忠（1987：92）提出管界6為「一個成分統領、支配和修飾的範圍，

有句中管界和跨句的篇章管界兩種類型」。從結構來看，句中管界是句子的

成分，它的管界範圍大都為該成分所在的句子，並延伸到之後的句子中；而

篇章管界是結合篇章的成分，它的管界不只在同個句子中，往往是跨越句子

邊界的。  

三、 銜接與連貫  

    銜接與連貫是篇章研究的重要切入點，「銜接」（cohesion）位於篇章

的表層結構，在形式上為顯性的，透過這種形式上的標記使句子間產生聯

繫，並組成篇章；然而「連貫」（coherence）位於篇章的深層結構中，連

接篇章中的「概念」和「命題」之間的語義邏輯關係，為內在語義方面的聯

繫（Nunan，1993；許餘龍，2002）。鄭貴友（2002：22）認為「銜接是篇

章的有形網路，連貫則是篇章無形的網路」，兩者密切相關，篇章的「連貫」

往往需要「銜接」來體現，「銜接」也可以視為「連貫」的有形標誌。  

四、預期 （expectation） 與反預期 （counter-expectation） 

    預期指的是與人的認知、觀念密切相關的抽象世界，與社會規範、言談

情境裡說聽兩方的知識狀態，以及特定的言語環境有著緊密的關聯（Heine et 

                                                 
6
 管界又可稱為「轄域」或「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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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991；Schwenter & Traugott，1995；引自吳福祥，2004：225）。 

    而反預期則是在言談事件中，發話者對語境談及的某一事物提出一種與

他自己或受話人的預期相反或相背離的斷言、信念或觀點（Heine et al.， 

1991；Traugott， 1999；Traugott & Dasher，2002；引自吳福祥，2004：225）。 

    若以言談事件參語者的立場出發，「預期信息」是與說聽雙方或大眾心

理的預期相同的信息，而「反預期信息」是與某個特定言語社會的預期相反

或相背的話語信息（趙苡廷，20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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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包含四大部分，第一節探討前人對「寧可」的歷時語義及詞性的研

究，接著梳理共時語義及詞性的相關文獻；第二節為「寧可」的句法研究探

討與整理；第三節介紹「寧可」於篇章上的相關研究，就寧可句式的語義背

景進行討論；最後第四節將介紹本論文語用分析時會涉及到的相關理論並審

視前人對「寧可」的語用研究。 

第一節「寧可」的語義及詞性探討 

    筆者在文獻探討的過程中，發現「寧可」的詞性是個頗有爭議的問題，

不同學者的看法不同，一直未有一致的共識。本論文將整理學者們對於「寧

可」的詞性和語義之討論，並分成歷時語義及共時語義兩方面。 

一、「寧可」的歷時語義及詞性 

    尹玉龍（2013）、周剛（2002）和王天佑（2011）皆以歷時的角度對「寧

可」的詞彙化進行探源，主張漢語史上的取捨句是由「寧」來標記，經過歷

代的發展，取捨連詞「寧」和助動詞「可」融合，並被重新分析為連詞「寧

可」。 

    尹（2013）提出「寧」的語法化歷經了「動詞－助動詞－連詞－構詞語

素」的過程。《說文》認為: 「寧，願詞也」，最初的「寧」為心理動詞，

表示「情願去做某事」，後接動詞性單位作賓語；隨著語法結構的複雜化，

「寧」可用於動詞性短語前面，由於賓語部分複雜化，語義重心後移，「寧」

從謂語中心動詞變為修飾整個謂語成分的狀語，使「寧」在句法結構中的地

位下降為助動詞。而連詞「寧」是在選擇複句中產生的，「寧」字完全脫離

了謂語的束縛，可以用在主語和話題之前，能單獨起到連詞的語法作用。本

論文參考尹（2013）整理出下表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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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寧」的語法化（尹玉龍，2013） 

詞性演變 說明 例句 

心理動詞 帶動詞性單位作賓語 君寧死而又死乎?《呂氏春秋．貴信》 

助動詞 帶述賓短語或連謂短

語，「寧」由中心語降

為修飾語，由原本的述

賓結構變為偏正結構 

若絕君好，寧歸死焉。《左傳．宣公十

七年》 

必報仇，寧事戎狄。《左傳》 

連詞 (一)「寧」於主詞前 

(二)「寧」於話題前 
與其害其民，寧我獨死。《左傳．定公

十四年》 

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楚

辭．九辯》  

構詞語素 取捨標記詞「寧」與助

動詞「可」結合 

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北齊書．

元景安傳》 

 

    接著王天佑（2011）提出取捨標記詞「寧」逐漸與助動詞「可」融合為

一個新的取捨標記詞「寧可」。王將「寧可」的詞彙化劃分為幾個階段，研

究其詞彙化的形成過程及機制，以中國朝代討論「寧可」從先秦，兩漢、魏

晉南北朝，隋唐、兩宋，元、明、清，再到現當代的詞彙化演變，筆者整理

如下表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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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寧可」之詞彙化過程（王天佑，2011） 

朝代 階段 說明 例句 

先秦 「寧」

的獨用

期 

標記取捨詞「寧可」尚未產

生，標記該類取捨句通常用

「寧」 。 

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

中。《楚辭》 

兩漢、魏晉

南北朝 

「寧

可」的

產生期 

（1）取捨類標記任務主要

由「寧」承當，「寧可」的

結合才剛開始，用例少。  

「寧可」主要與否定詞語

「不」一起搭配。  

（2）從漢代開始，表「難

道」義的副詞「寧」和助動

詞 「可」經常組合使用，

與取捨標記詞「寧可」同時

出現於歷代文言中。 

（1）使君謝羅敷，寧可共

載不。《漢代樂府詩選》 

（2）夫人諫魏其曰：「灌

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

杵，寧可救邪? 」《史記》

（此「寧」表「難道」 義） 

隋唐、兩宋 「寧

可」的

初步發

展期 

「寧可」的使用頻率有所提

升，但標記該類取捨句還是

由「寧」承擔。 

常與否定詞「不」、「未」

和疑問代詞「誰」等關聯使

用。 

師對曰：「寧可永劫沉淪，

終不求諸聖出離。」 《祖

堂集》 

文成曰：「寧可且將朱唇飲

酒，誰能逐你黑齒常之。」 

《太平廣記》 

元、明、清 「寧

可」的

大發展

期 

「寧可」的使用迅速提升，

並取代了「寧」的優勢地

位。 

常與否定詞語或表疑問的

詞語關聯使用。此外，本時

期出現了「寧可」獨用的例

子。 

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

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

《水滸傳》 

有酒時，寧可零碎與他們

吃。《醒世姻緣傳》 

現、當代 「寧

可」的

繁榮期 

「寧可」的使用已基本取代

「寧」。 

主要與「也」搭配，形成 「寧

可 p，也不 q」和「寧可 p，

也要 q」兩式。少數與「與

其」關聯使用。還有的「寧

可」獨用。  

一些理工科專業的學生，寧

可改行去搞別的，也不願從

事艱苦的科技工作。（人民

日報，1995）  

這方面要有硬措施，寧可少

上幾個項目，也要安排好。

（人民日報，1995） 

    由上表二-2 可以看出「寧可」之詞彙化的演進，需特別注意的是漢代時

表「難道」義的副詞「寧」和助動詞「可」經常組合使用，與取捨標記詞「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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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時出現於歷代文言中，兩者看起來一樣，然而前者是詞，後者是詞組，

須注意區分，避免歸類錯誤。另外，從漢代開始，發現「寧可」常與否定詞

語「不」共現，而至隋唐、兩宋，多與否定詞語或表疑問的詞語連用，慢慢

地發展成現代漢語中常用的「寧可 p，也不 q」和「寧可 p，也要 q」句式。   

二、「寧可」的共時詞性及語義 

（一） 「寧可」的共時語義 

    本研究綜合兩岸共五本工具書：《現代漢語八百詞》、《現代漢語虛詞

詞典》、《現代漢語虛詞詞典》、《現代漢語虛詞釋例》，及中華民國教育

部重編國語詞典修訂版（網路版），針對「寧可」的義項，整理如下表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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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工具書對「寧可」的說明 

 詞

性 

說明 例句 

現代漢語

八百詞 

副

詞 

表示在比較利害得失之後選

取一種做法。一般用在動詞

前，也可以用在主語前。「寧

可…也要…」的後一小句表

示選取這一做法的目的。 

 

(a) 寧可我多幹點，也不能累著

你/作為母親，寧可自己吃苦

受累，也不委屈孩子。 

(b) 與其你去，寧可我去。 

(c) 寧可少睡點兒覺，也要把這

篇文章寫完。 

(d) 我看寧可小心點兒的好。 

現代漢語

虛詞詞典

（王自強） 

副

詞 

同“與其”、“決不”、“也不”

等虛詞配合著用，表示比較

兩方面的情況以後選取其中

的一面。可以用在主語前

面。 

用“與其”配合的句子，先說捨棄

的一面，著重在“不應該怎麼樣” 

(a) 與其匆匆忙忙趕著交卷，寧

可再花點時間推敲一下。 

用“也不”配合的句子，先說選取

的一面，著重“應該怎麼樣” 

(b) 寧可自己辛苦點，也不能影

響別人。 

(c) 寧可不吃不睡，也要把這個

難關攻下來。 

現代漢語

虛詞詞典 

（侯學超） 

連

詞 

用於選擇關係的複句。表示

在比較兩者的利害得失之後

選取的一面。可以用在主語

之前。 

 

(a) 他認為寧可忍痛不要田，也

不要拆散一家骨肉。 

(b) 天這麼熱，與其在家看電

視，寧可出去散散步。 

(c) 他就是那種人:寧可失敗，也

要再試下去的 

(d) 鴻漸寧可父親生氣，最怕他

的幽默。 

現代漢語

虛詞釋例 

連

詞 

在上下文中，多與“不”搭

配，表示從兩種不希望的事

情中勉強選取在說話人看來

是比較好的一件。這件事情

總是假設的，並且往往含有

誇張的意味，以襯托出對另

一事情的更不希望。 

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

Sketch（即速寫－引者），決不

將 Sketch 材料拉成小說。 

 

教育部重

編國語辭

典 

 
寧願。在不很滿意的情況

中，所做的抉擇。 

 

 正為走出去做不出什麼事

業，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寧可

不出去的好。《儒林外史．第

三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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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二-3 可得知，工具書對「寧可」的詞性分類仍有爭議，部分認為「寧

可」為副詞，另一部分則註明「寧可」為連詞。但本研究認為其應為副詞，

關於此點將於下個部份討論。至於語義方面，工具書大都提到了選擇義，然

此選擇義又可分為兩類：一為「在比較兩者的利害得失之後選取的一面」，

另為「從兩種不希望的事情中勉強選取在說話人看來是比較好的一件」；只

有教育部國語辭典提到語義為「在不很滿意的情況中，所做的抉擇」。以上

工具書提到的不是「寧可」的語義，而是從寧可複句討論其語義關係，筆者

認為「寧可」的語義應為「讓步」，表示姑且忍讓，此點將於第三節討論。 

（二）「寧可」的共時詞性 

    研究「寧可」詞性的專家學者們對於「寧可」的詞性眾說紛紜，有副詞、

連詞、副連兼類詞、準連詞、情態動詞等說法，以下進行討論： 

2.1 副詞說 

    在副詞說方面，呂淑湘主編的《現代漢語八百詞》（1999）、王自強《現

代漢語虛詞詞典》（1998）、《現代漢語規範用法大詞典》（1997）、第六版《現

代漢語詞典》（2012）等皆認為「寧可」之詞性為副詞，例句可見表二-3。

此外，何宛屏（2001）和袁毓林所著的《現代詞類劃分手冊》（2009）則透

過量化的方法，將「寧可」劃分為副詞。  

2.2  連詞說 

 侯學超（1998）、《現代漢語虛詞釋例》（1996）則提出了連詞說。

劉月華等（1996）認為連詞與其他詞類最重要的區別為它可出現在主語的前

面，也可出現在主語的後面，因此推斷「寧可」為連詞7。 

2.3 副連兼類詞說 

李艷丹（2014）指出「寧可」同時表現出副詞和連詞的某些特徵，因為

範疇的邊界模糊，因此「寧可」是副詞的非典型成員也是連詞的非典型成員。

「寧可」出現在非關連場合為副詞，出現在關聯場合為連詞（張誼生，2000；

                                                 
7 我們認為藉著移位判斷連詞或副詞有其侷限，這只能區分連詞和一般的副詞，如「就」和「也」，

沒辦法區分情態副詞，如「寧可」、「難道」等，因為代表說話者觀點的情態副詞是可以移到句

首和句中的，因此情態副詞和連詞不能用移位來區分。而本論文第一章提及更好的判斷方式為：

若「寧可」同時和連詞同時出現在一個句子，即可排除其為連詞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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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剛，2002；李艷丹 2014）。在非關聯場合，「寧可」作為狀語，表現出副

詞的特徵，而在關聯場合卻有兩種情形，一為「寧可」只能出現在主語後，

位置固定；另一種可出現在主語前後，位置靈活（李艷丹，2014），以下以

例句說明：   

（18） 我寧可多吃些苦頭，也要讓科學之花先在祖國開放！ 

（19）*寧可我多吃些苦頭，也要讓科學之花先在祖國開放！8 

（20） 我寧可自己不幸，也不願意他不幸。 

（21） 寧可我自己不幸，也不願意他不幸。 

    李（2014）認為例句（18）的「寧可」只能出現在主語後，若出現在主

語前，如例（19），則為病句。而例句（20）和（21）的「寧可」不但能出

現在主語前，也能出現在主語後。呂淑湘（2010）認為「不能出現在主語前

邊（指沒有停頓的），只能出現在主語後邊的是副詞，可以出現在主語前邊，

也可以出現在主語後邊的是連詞」，也就是說，李（2014）認為當「寧可」

位置固定時，是為具有關聯作用的副詞，當「寧可」位置不固定時，呈現出

連詞的特徵。    

2.4  準連詞  

宋暉（2012）認為「寧可」為「準連詞」，是由於其具備了以下三個特

徵，分別為：可位於主語前、可在單句中使用和詞彙意義沒有太虛靈，可以

作為與連詞、語氣副詞和關聯副詞的區別。從下表明確可知宋（2012）傾向

將「寧可」歸為準連詞，然而，本論文認為「寧可」為「副詞」，詳細論證

請見第一章第二節。 

 

 

 

 

                                                 
8
作者並未說明病句的判斷標準，筆者沒辦法判斷例句（19）是錯的，而（21）是對的。事實上從

我們的語料分析，我們發現例句（19）和（21）都不太可能出現，此部分筆者將於第四章有詳細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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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4 「寧可」詞類劃分 （宋暉，2012） 

 關 聯 性 主 語 前 主 語 後 在 單 句 中

使 用 

意 義 虛 靈 

連 詞 ＋ ＋ ＋ － ＋ 

語 氣 副 詞 － ＋ ＋ ＋ － 

關 聯 副 詞 ＋ － ＋ － ＋ 

準 連 詞 ＋ ＋ ＋ ＋ － 

     此外，他特別指出「寧可」還具有意願類動詞的特性，如： 

（22） 我寧可他好色，總算還有點人氣，否則他簡直沒有人味兒。 

（錢鍾書《圍城》） 

    例句（22）的底線部分為主謂短語，其句子的結構為「S1＋寧可＋S2

＋VP」，「寧可」後的主謂結構為 S1 的賓語，可見其具有兼語動詞的特點。 

2.5 情態動詞  

    郭志良於《現代漢語轉折詞語研究》（1998）中提到「寧可」為一情態

動詞9，但並未對其有進一步的分析。由於本論文只研究副詞「寧可」，動詞

「寧可」無法研究句內、句外的焦點形式，非本論文研究範疇，因此本論文

不特別著墨。 

  

    綜觀上述，學者們傾向將「寧可」分為副詞或連詞，又因副詞和連詞之

間的糾葛，所以有的學者認為「寧可」為兼類詞或準連詞，另外，也有學者

提到「寧可」為一能願動詞和表意願類的動詞。首先，筆者同意宋暉（2012）

提出的「寧可」位於主謂短語前為意願類動詞之觀點，然而本論文認為「寧

可」非能願動詞，因其不能進入「V 不 V」結構，至於其是副詞或連詞，劉

月華等（1996）認為可以從是否能移位判斷，然而本研究的「寧可」非一般

副詞，是具有說話者主觀看法的情態副詞，其特點是可以移位，因此不能用

移位做為判斷依據，我們認為可從「寧可」前是否再加上連詞來判斷。如例

                                                 
9
 此情態動詞指的是能願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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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的「寧可」前可加連詞「所以」，因此可判斷其應為副詞。 

（23） 親民黨秘書長鍾榮吉表示，親民黨基層選舉提名採謹慎態度，「絕不

勉強」，部分選區支持度雖高，但因人選未必適當，所以寧可缺席，但不

排除支持他黨優秀人選，展現親民黨與其他政黨的良性、善意互動。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三、「寧可」的核心語義 

    文獻中少有「寧可」語義相關研究，多半是從「寧可複句」探討其複句

語義關係。關於「寧可」的核心語義，學者的說法分述如下： 

(一) 選擇義 

何宛屏（2001）認為「寧可」的意思為比較了兩件事之後，選取一面，

捨棄另一面，這裡捨棄的一面不需要闡明，只需要說出選取的一面，例如： 

（24） 我看寧可小心點兒的好。 

（何宛屏，2001：76 轉引自《現代漢語八百詞》） 

而徐陽春（2002）提出選擇的關係不在語言表層的寧可小句與寧可後句

之間，而是體現在寧可小句本身和深層結構的寧可小句，例如： 

（25） 寧願捨棄她的愛，也要她活下來。 

（徐陽春，2002：267 轉引自于晴《挽淚》） 

（26） 他們寧可失掉自己的國籍，也不肯失掉威風。 

（徐陽春，2002：267 轉引自老舍《四世同堂》） 

例（25）中，選擇者面臨兩個選擇，「不捨棄她的愛」或「捨棄她的愛」，

最後選擇的結果是「寧願捨棄她的愛」；例（26）的深層結構中隱含了「不

失掉自己的國籍」，選擇者在面臨「不失掉和失掉自己的國籍」之間，選擇

了「失掉自己的國籍」；而不是在「失掉自己的國籍」和「失掉威風」間做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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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讓步義 

邢福義（2001）提出「寧可」是讓步性的形式標誌，有姑且忍讓的意思，

說明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對不願做的事情不得不有所忍讓，如下例（27）中

的「自己」在特殊情況下，願意選擇忍讓，讓「自己一個人擔風險」。 

    （27） 寧可自己一個人擔風險，也不能讓王主任有個三長兩短。 

前人將副詞「寧可」分為選擇義和讓步義。但本研究認為選擇義為「寧

可」的語義特徵之一，只是發話者在腦中選擇的一個過程，非最後的結果。

除此之外，筆者檢視語料庫中「寧可」的語料時發現，發話者多半因為某個

原因或出於某個目的，而不得不做出讓步，因此，本論文同意邢（2001）的

說法，副詞「寧可」的核心語義應為「讓步」。 

四、小結 

   從歷時的角度看，「寧」本為一心理動詞，表示「情願去做某事」，由於

語義重心後移，於是下降為助動詞，後又因常出現在選擇句（與其…寧可…）

中，因此演變為連詞，到了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寧」和助動詞「可」

開始詞彙化形成「寧可」。 

    而從共時的角度看，兩岸的工具書都提到了選擇義，表示發話者經比較

後所做出的選擇；在詞性方面，先行研究對於「寧可」的詞性分類仍有爭議，

有副詞、連詞、副連兼類詞、準連詞、能願動詞等說法，本論文認為「寧可」

前可接連詞，因此排除連詞的可能性，另外，「寧可」不能進入「V 不 V」

結構，也不可能是能願動詞，由此可證明「寧可」為副詞之說法。 

    在核心語義方面，先行研究分為選擇義和讓步義，然而本研究認為選擇

義只是一個過程，並非結果，而筆者在分析語料的過程中發現「寧可」在語

篇中，大多出現在出於某個原因或目的，在心理上意志上得做出忍讓的情

況，因此本論文認為「寧可」的核心語義為「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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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寧可」複句的相關研究 

    本節筆者首先探討文獻對於「寧可 A，也 B
10」複句的語義歸屬，此句

式包含「寧可 p，也不 q」和「寧可 p，也要 q」兩種句式；第二部分則歸納

與討論前人對兩種句式是否為同一句式的看法。 

一、「寧可 A，也 B」複句的關係歸屬 

    前人對於「寧可」的句式研究多集中在「寧可 A，也 B」複句中 A 與 B

的語義關係，先行文獻有四種不同觀點，分別為：選擇關係、取捨關係、讓

步關係和因果關係。 

(一) 選擇關係 

    先行研究對於「寧可 A，也 B」的語義分析不盡相同，但是大都同意其

具有選擇性。黎錦熙、劉世儒（1962）首先指出「寧可 p，也不 q」中 p 與

q 的語義關係，可能是並列的兩端，若肯定 p，就得否定 q，形成對舉的兩

個選擇，如下例（28）： 

    （28） 孟姜女寧可撞死在岩石上，她也不願嫁給秦始皇作妃子。 

（黎錦熙、劉世儒，1962：39） 

    錢乃榮（1990）、王維賢（1994）也認為「寧可 p，也不 q」中，p 與 q

是不能同時並存的，且在此句式中，選擇者優先選擇 p，而否定 q，是一種

已定的選擇複句。 

(二) 取捨關係  

    有些學者主張寧可複句為取捨複句，並指出取捨複句與選擇複句不同，

取捨複句是由兩個分句組成，選擇複句則是能由兩個或以上的分句組成。邵

敬敏（2007）提出「寧可」複句看似並列的兩個選項，然而其實可以分出孰

輕孰重，語義特徵為〔輕重〕〔定選〕，屬於先取後捨句。寧可複句表示經過

思量後決定要取什麼捨什麼，「寧可」後是「取」的，「也」後是「捨」的（劉

月華等，1996；侯學超，1998；吳啟主，2002），如例（29）：  

 

                                                 
10

 有些文獻用「寧可 p，也 q」表示，為求一致，本論文統一用「寧可 A，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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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寧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決不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說。 

（吳啟主，2002：191） 

    例（29）發話者所選擇的「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在前，捨棄的

「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說」在後，也就是上述所指的取捨複句。 

另一方面，王天佑（2010）認為「寧可 p，也不 q」屬於取捨類的典型

句式，但「寧可 p，也要 q」不屬於取捨複句。他認為前者為「聯合複句」，

前後分句的關係對等、不分主次；後者屬「偏正複句」，前一分句為從句，

後一分句為主句。從語義上來看，王將前者定為取捨關係，後者為目的關係。 

(三)  讓步關係 

    邢福義（2001）將「寧可 A，也 B」句式視為「忍讓性讓步句」，表示

在毫無選擇的情況下，在心理上得做出忍讓，以實現決心。當後一分句為肯

定形式，是凸顯決心「要怎麼樣」；而若為否定形式，是凸顯決心「不怎麼

樣」，如下例：   

    （30） 我寧可死了，也要娶她。 

（邢福義，2011：471 轉引自金庸《神雕俠侶》） 

    （31） 寧可自己一個人擔風險，也不能讓王主任有個三長兩短。 

（邢福義，2011：471 轉引自楊志杰《選拔》） 

    例（30），寧可強調對「死了」的忍讓，從而突出「要娶她」的決心；

例（31）則是勉強忍受「自己一個人擔風險」，進而強調自己「不能讓王主

任有個三長兩短」的決心。  

    郭志良（1999:237-247）認為一般狀況下「有讓步就有轉折」，但「讓

步複句」是屬於有讓步，但是不一定有轉折的句式，寧可複句即屬此類，當

取捨結果與說話人的預期相同時，不能引發「轉折關係」，為讓而不轉的讓

步複句；當取捨結果與說話人預期相反時，引發「轉折關係」，屬於讓步轉

折複句，例句如下： 

    （32） 寧可下雪，也不要下雨。  

（郭志良，1999：239 轉引自朱曉農《複句重分類-意義形式化的初步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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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他們寧可失掉自己的國籍，也不肯失掉威風。 

（郭志良，1999：246 轉引自老舍《四世同堂》） 

    例句（32）的的「下雪」不能引發「不要下雨」這個反預期，因此轉折

關係不存在，只有讓步關係。而例（33）因為他們連「失掉自己的國籍」都

願意，因此也預期他們肯失掉「威風」這個相對沒那麼重要的東西，但是他

們卻「不肯失掉威風」，形成反預期，因此郭志良將其歸為讓步轉折複句。   

(四)  因果關係 

    李會榮（2011）提出「寧可 A，也 B」的核心語義特徵為因果關係，A

和 B 之間實為「果-因」的關係，這裡所指的因果關係是廣義的，包括假設

關係、目的關係以及致使關係。如下例： 

（34） 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反動派的手槍，寧可倒下去（A），不願

屈服（B）；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A），不領美國的“救濟糧”（B）。 

（《人民日報》1996-03-08） 

此例句中，聞一多「不願屈服」，於是可能導致「倒下去」這個結果，

但是並不必然會發生，只是可能發生的最糟結果。而朱自清「不領救濟糧」

可能會發生「餓死」這個最糟的後果，卻不是唯一的結果。  

根據李（2011）的說法，除了深層構式為因果關係外，「選擇義」也

是「寧可 A，也 B」的特點之一。李認為選擇者要選擇 B 項，就必須承擔

因選擇 A 項而導致的 B 項後果。例句如下： 

（35） 他寧可欠債（A），也要讀書（B）。 

（36） 寧可不當市長（A），也不參加輔導班（B）。 

（李會榮，2011：141） 

例句（35）中，「他」選擇了讀書，所以也得接受「欠債」的結果；

例（36）則是因為選擇了「不參加輔導班」，所以也願意選擇「不當市長」

這個結果。李從上述例句，進一步駁斥「取捨」說，根據取捨說，例句（35）

應為「取一捨一」的選擇，取讀書而捨去金錢，例（36）則為「兩捨」，既

不想參加輔導班，也不想當市長。但是李認為例（35）的主語選擇「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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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選擇「欠債」這個後果；而例（36）的「不當市長」和「不參加輔導

班」儘管表面上都為否定，但是「捨棄」也是選擇的一種，因此「寧可 A，

也 B」是一種「雙選」的句式，不能被歸類為「取捨」複句關係。      

除了「選擇義」，「語義量級」也是寧可構式的語義特徵之一。（王

彥杰，2002；李會榮，2011；王瑞烽，2016）李指出「語義量級」是發話者

依某種語義維度（數量、體積、程度、難度、等級等）把命題放置於語用的

梯級中，並以此為參照點，去推論目標點在梯極中的情況。根據一般大眾的

生活經驗和背景知識，「寧可 A，也 B」句式中的 A 項和 B 項形成的序列

為：A 不如 B 或 A 不比 B 好，即 A 的綜合語義值小於 B，如例（37）：  

（37） 對反動派要使槍桿子，只有他們向咱們低頭投降，咱們寧可頭斷下

來（A），也不能向他們躬腰（B）！   

（李會榮，2011：142） 

    例（37）中，A 的「頭斷下來」為消極意義（−），形式為肯定（＋），

因此 A 的綜合語義值為負向；B 的「向他們躬腰」也是消極的（−），形式

為否定（−） ，負負得正，其綜合語義值為正向。而選擇者選擇了不如意

的 A，表示退一步的忍讓關係，形成了忍讓性讓步句。由上述可知，李也同

意「讓步」義也是「寧可」構式的一種特點。    

由上述前人的研究結果我們發現「選擇」、「取捨」、和「因果」都

是其表層的語義特徵。筆者認為「選擇」和「取捨」關係只能用來說明「寧

可 p，也不 q」中，選擇者如何選擇和取捨 p 和 q，而「寧可 p，也要 q」中

的 p 和 q 間，並不是選 p 或 q，也不是選取 p，捨棄 q 的關係，由此可知此

說法的涵蓋性不夠，並不能統一解釋「寧可」複句的語義關係。而「因果」

關係雖然可以用來解釋「寧可 p，也不 q」和「寧可 p，也要 q」，但是還是

從表層來判斷，缺乏從「寧可」的核心語義解釋複句關係，筆者認為若從「寧

可」的核心語義「讓步」出發，可知發話者之所以做出讓步的選擇，是為了

避免某件事（也不……）或是想要某件事（也要……）的發生，因此筆者認

為「寧可 A，也 B」應歸為「讓步關係」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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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寧可 p，也不 q」與「寧可 p，也要 q」 

    針對上述兩種複句，有的學者認為兩者應歸為一類一起研究，有的則認

為兩者不同。     

    主張兩者應分開研究的學者大都認為「寧可 p，也不 q」句式為「前取

後捨式」，然而對於「寧可 p，也要 q」是何句式則有不同看法，胡裕樹（1981）

和邵敬敏（2001）認為「寧可 p，也要 q」的 p、q 項都是發話者要選取的，

捨棄的項則隱含在句外，為「顯取隱捨式」；周有斌（2004）則提出「寧可

p，也要 q」指的是選擇 p 是為了實現 q；另外，王天佑（2012）認為「寧可

p，也要 q」是新興的句式，由表擇取義的「寧可 p」和表目的義的分句「也

要 q」整合而成，到現代才被大量使用。 

    此外，王義娜（2003）認為「寧可 p，也不 q」表「兩害相權取其輕」，

在兩個不好的選擇中，選取好一點的前者；「寧可 p，也要 q」表「權衡得

失，決心取捨」，如下例（38）： 

    （38） 寧可少睡點兒覺，也要把這篇文章寫完。 

（王義娜，2003：38） 

    王義娜認為例（38）中的「把這篇文章寫完」和「少睡點兒覺」不是兩

害，而是一利一弊，在權衡得失後，選取弊「少睡點兒覺」，以突出「把這

篇文章寫完」的重要。  

    主張兩者應合而為一的徐陽春（2002）認為取 p 而捨 q 僅適用於「寧可

p，也不 q」這一句式，無法拿來說明「寧可 A，也 B」句式的另一表現形

式「寧可 p，也要 q」，因此有的教材介紹「寧可」複句時，只提「寧可 p，

也不 q」，把「寧可 p，也要 q」排除在外。為了統一兩種句式，他將「寧

可」引導的句式稱為擇定分句，把「也」引導的分句稱為原因分句，例如： 

    （39） 寧願折壽，也要想盡辦法讓她長命百歲。 

（徐陽春，2002：265 轉引自于晴《宿命》） 

    （40） 她寧可聽乃亭，也不願聽他的。 

（徐陽春，2002：265 轉引自于晴《紅蘋果之戀》） 

    例（39）為肯定形式的原因分句，當事人之所以選擇「折壽」，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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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盡辦法讓某個人長命百歲」；而例（40）的原因分句為否定形式，當

事人之所以選擇「聽乃亭的」，是因為「不願聽另一人的」。 

    筆者同意徐陽春（2002）將「寧可」複句歸為一類討論的作法，但是本

研究認為若將「寧可」複句歸為「果-因」關係是比較表層的分類方式，缺

乏從「寧可」的核心語義「讓步」來探討此句式的關係，筆者認為「寧可」

的主語是藉由「讓步」，以達到「避免做什麼事」或「想要做什麼事」的目

的。 

三、小結 

    綜上所述，先行文獻提到「寧可 A，也 B」的複句語義關係為「選擇」、

「取捨」、「因果」和「讓步」。首先，筆者認為「選擇」或「取捨」關係

可以說明「寧可 p，也不 q」句式，及選 p 或 q，又或是取 p 捨 q，但是若要

套用在「寧可 p，也要 q」則沒有辦法，因為此句式並不是 p 和 q 之間的選

擇，「寧可」句和後句的「也要 q」應屬於目的關係。另外，「因果」關係

雖然可以統一解釋「寧可 p，也不 q」和「寧可 p，也要 q」兩種複句，然而

這仍是從表層看「p」和「不 q」以及「要 q」的關係，不是從「寧可」的核

心語義探討複句關係，筆者認為核心語義「讓步」可統一解釋兩種複句，也

就是發話者選擇讓步，是為了避免某件事（也不……）或是想要某件事（也

要……）的發生。 

    此外，關於「寧可 p，也不 q」和「寧可 p，也要 q」是否為相同句式也

有很多爭議，認為兩者為不同句式的學者，對於如何定義兩者是何句式都有

各自的解釋方式，但大都同意「寧可 p，也不 q」為前取後捨式；而提出兩

者為相同句式的徐陽春（2002）則將「寧可」引導的句式稱為擇定分句，把

「也」引導的分句稱為原因分句，由「也不」引導的分句為否定形式，由「也

要」引導的分句為肯定形式。筆者同意將兩種應歸為一類的作法，但是「寧

可」複句應為讓步關係，即發話者藉由「寧可」表達自己願意付出代價，做

出讓步的選擇，接著透過「也不」或「也要」表示「想要怎麼樣」或「避免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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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寧可」的篇章分析探討 

筆者在文獻探討的過程中發現副詞「寧可」的相關篇章討論非常有限，

大部分的學者都集中在複句間的探討，缺乏跨句的語篇研究，本論文的分析

將把觀察的範圍擴大，以了解「寧可」的篇章現象。 

本節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與本論文第四章分析研究相關之篇章理

論文獻探討，其二則介紹副詞「寧可」之篇章文獻。最後則是本節之結果討

論。 

一、 相關理論概念 

(一) 句尾焦點11（end focus）與對比焦點（contrastive focus） 

Halliday（1967，1985）指出「焦點」是發話者想要引起受話者注意的

重要信息，而這個焦點往往是新信息（陳俊光，2010：109）。而焦點分為

兩種，一種為自然焦點，一種為對比焦點。湯廷池（1982）和方梅（1995）

認為信息結構的編排遵循從舊信息發展至新信息的原則，新信息通常位於句

子的尾端，這個句末的核心常被稱為常規焦點，也可以說是句尾焦點（end 

focus）。下例（41）和例（42）皆為句尾焦點，前者的焦點落在「好人」，

後者的焦點則落在「一個」：  

（41） 他是一個好人。 

（42） 他是好人一個。                          （陳俊光，2010：113） 

若從篇章中，焦點與下文的關聯性來看，可以更清楚地看出信息焦點

和語義層面的互動，如下例（43）的焦點「好人」，而下文「算不算是個好

人」為此焦點的延續；例（44）的複合詞「一個」，所要表達的是「好」的

均質性，下文的「心地善良」和「採取積極為求自保的態度」都與「好」有

聯繫。（陳俊光，2010：114-115） 

（43） 「大家都說他是一個好人，是嗎?他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個好人。個

性算老實、從小到大也沒打過幾次架。」 

                                                 
11

 也可以稱為自然焦點、常規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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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我們雖然都係好人一個，心地善良。但如遇著一些被迫或被人欺

負的事情時，將會採取積極為求自保的態度。」 

    另一種焦點形式為對比焦點，其出現是出於對比的目的，刻意強調突出

某一成分，而非引入新信息。發話者也可將焦點移至句子的其他位置，或透

過主重音或特定標記詞如「是」或「連」，以達到對比的特殊效果（方梅，

1995；陳俊光，2010）。其對比項可以是顯性也可以是隱性，顯性對比項是

於上下文中實際出現的，隱性對比項則是存在於交際雙方共同認知中（王天

佑，2006），如下例：  

（44） 我看過這本書，他沒看過。 

（46） 他們提著燈籠在走。（不是別人）                    

（王天佑，2006：12） 

例（44）為顯性對比焦點，我和他互為對比項，而例（46）的他們在單

句中找不到對比項，它的對比項隱含在上下文中，由此可知其為隱性對比焦

點。 

另一方面，從預設的角度來討論句尾焦點和對比焦點的不同，當說話

人預設一個句子要說明某一重點，而整個句子也是要說明這個重點，其屬於

句尾焦點；若說話人認為聽話人的預設是某事，但事實上和預設的不同，聽

話人想要矯正之，則稱為對比焦點（方梅，1995；陳依昀，2013） 

(二) 銜接（cohesion）和連貫（coherence） 

語言不是散落的詞或句子的形式，需要有相關聯的成分將其連接或是

篇章內部要有語義關聯，才能構成篇章。「銜接」是篇章表述單位之間的顯

性連接標記，透過有形的連接成分，將不同的句子聯繫起來，組成篇章；而

「連貫」則是篇章上語義範疇的問題，以無形、隱含的方式使句子間產生語

義上的聯繫（鄭貴友，2002）。而李長忠（2002）提出銜接不只是一個表層

的語言形式，同時也是一種語義概念，也就是說，銜接將本來的語義和其他

句子的意義有機地連接起來。 

「銜接」是篇章連貫的重要促成條件之一，閱讀時，銜接可以幫助讀

者找尋連貫的脈絡，進而使學習者更好地理解文本的架構。Halliday（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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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英文的銜接形式有兩大類，第一種為語法銜接，另一種為詞彙銜接，前

者包括「照應」（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

和「連接」（conjunction），後者則包括「重複」（repetition）、「同義」

（synonymy）、「上下義」（hyponymy）和「搭配」（collocation）等四種

方式。以上提及的銜接方式都是使語篇連貫的一個主要手段。 

另外，漢語的銜接手段則分為七類：「指稱關係」、「省略和替代」、

「連接」、「詞彙銜接」、「結構銜接」、「音律銜接」以及「拼合與岔段」。

其中的「詞彙銜接」是幾個在意義上有關聯的詞語在語篇中出現，每個部份

在篇章中具有連續性，形成前後銜接的完整篇章（鄭貴友，2002）。本論文

將採用「詞彙銜接」作為第四章分析判斷焦點的標準之一，下一部分將會仔

細介紹。 

(三) 詞彙銜接（lexical cohesion） 

    鄭貴友（2002）指出「指稱」、「省略」和「替代」透過指稱的對象、

缺省的手段或替代的形式將前後文勾連在一起；而關聯詞語將句子和句段

「連接」在一起的方式，可以視為一種焊接的手法；但是「詞彙銜接」卻是

整個語篇中的鋼筋，語義關係緊密的詞語分布在上下文中，使語篇密切聯

繫，形成一堅固的整體。Hoey（1991）更進一步提出「詞彙銜接」為篇章

中最重要的形式，佔篇章銜接關係的 40%。    

Halliday and Hasan（1976）將英語的詞彙銜接方式分為兩大類：分別為

復現關係（repetition）和同現關係（collocation）；復現關係包括「原詞復

現」、「同義詞/近義復現」、「上義/下義詞復現」、「概括詞復現」，而

同現關係則分為「反義詞同現」、「互補詞同現」、「同屬一個詞彙套

（Lexicalset）的相關詞語的同現」。而漢語常見的篇章銜接方式，鄭貴友

（2002：47）分為九類，筆者將以表格呈現之，請見下表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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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5：漢語篇章中常見的「詞彙銜接」方式 

詞彙銜接方式 說明 範例 

同一詞語的重複 在同一篇章中，重複使用同一詞語，使

篇章上下文前後銜接。 
松鼠-松鼠 

同義、近義詞語的

同現 

意義相同或相近的詞語重複出現，使語

義上下貫通。 

老了-死了 

苦惱-惆悵 

反義詞語的同現 語義相對或相反的詞語在篇章中相間分

布，使語義連貫。 

快-慢 

雞-蛋 

上、下義詞語的同

現 

意義概括的詞稱為上義詞，意義較小，

被某個意義概括包含的為下義詞，上下

義詞意義相互聯繫，具銜接作用。 

星星-恆星-行星 

整體、局部關係詞

語的同現 

一個表某個實體整體的詞語和一個表實

體局部的詞語相繼出現在篇章中，使意

義發生特定聯繫。 

鐵匠-個兒-肩頭-

臂膀-腦門 

集合關係詞語的

同現 

屬於某一集合的個體成員，和其他同屬

於這個集合的詞語同現在篇章中。 

長虹大橋-盧溝橋

-趙州橋-旅人橋 

因果關係詞語的

同現 

一個詞語是另一個詞語語義上的結果，

二者構成因果關係的語義連接。 

灌-涼-打冷顫 

專指、泛指詞語的

同現 

具有廣泛意義的泛指詞和語義單一明確

的專指詞同現，發揮篇章中的銜接作用。 

短刀/火鐮/迷藥/

長鎖-家伙 

聯想關係詞語的

同現 

某些詞語在同一話題下，具有聯想關

係，屬於同一個詞彙套，語義在篇章中

具密切的關聯性。 

作家/作品/文章/

分析/內容/形式/

評論-文學評論 

    表二-5 的「反義詞語同現」，鄭（2002）指出這裡的反義是廣義的，

也就是語義相反或相對都包括在其中。下例（44）為「相反」詞語在篇章中

同現，使語義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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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紡線也需要技術。車搖慢了，線抽快了，線就會斷頭；車搖快了，線

抽慢了，毛卷、線條就會擰成繩，線就會打成結。    

（吳伯蕭《記一梁紡車》） 

    在例（47）中，「快」和「慢」語義相反，這兩個相反詞語的相繼出現，

具有特定的銜接作用。此外，語義「相對」的詞語同樣能使篇章局部語義連

貫，如下例（48）中的「雞」和「蛋」： 

    （48） 養雞和積蛋自然也是相成的關係。雞養得多了，生出來的蛋也就少

不了，蛋積得多了反過來又可以增加養雞的數量-不是一個道理嗎? 

                                                     （季子《夏秋軼聞》） 

          「詞彙銜接」與本論文的研究問題一密切相關，為判斷「寧可」為句

內範距帶出句尾焦點和句外範距帶出對比焦點的重要依據，筆者參考鄭

（2002）提出的漢語常見詞彙銜接方式，用此判斷語料，以期進一步釐清「寧

可」的篇章功能。 

(四) 前景（foreground）與後景（background） 

    在交際時，前景為能直接傳達發話者想法的話語，後景為有助於達到說

話目的之話語（Hopper and Thompson，1980；趙苡廷，2015），前景的信

息比其他信息重要，後景則是輔助的信息；而在敘事語篇中，前景傳達事件

的主線，推動故事的進展，後景則是鋪陳和襯托主線，用以建構未知事件的

基礎，通常不推動敘述的進行。（屈承熹，2006） 

    許多學者們同意前景會引出「新信息」，後景引出「已知信息」，但是

屈承熹（2006）提出前後景與新舊信息是不同層面的概念，請見下例（49）：  

    （49） He stopped smiling and shrieking and then went to Stephanie and hugged 

her.                                      

（屈承熹，2006：170） 

    例（49）中，以前後景的角度來解釋，“stopped smiling and shrieking”

為“went to Stephanie”提供未知情景的基礎，因此前一句為背景信息，後一

句為前景信息。而若只看“went to Stephanie and hugged her”，本為前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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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went to Stephanie”則成為了“hugged her”的背景信息，“hugged her”在這成

為前景信息。而從新舊信息的角度討論之，作為背景知識“went to Stephanie”

裡含有一個新信息“Stephanie”，作為前景的“hugged her”裡則有已知信息

“her”，因此可知，後景不一定只引出舊信息，前景也不一定只引出新信息。   

陳依昀（2013）針對「除非」進行研究，結果顯示「除非小句」置前時

作為背景信息，而置後時則做為前景信息，且作為前景信息的「除非小句」

具有推動後文敘述發展的功能，如下例（50）的「除非小句」作為理解後文

的依據，屬於背景信息，而置後的例（51）提到「一般民營企業主管想舉債

投資沒有人敢大聲」，而作為前景信息的「除非小句」推動後文故事的進展，

引導至「就算是前景看好的績優股也不敢」。陳的研究結果啟發了筆者探討

「寧可」句與前後景之互動關係，此部分將於第四章有進一步的討論。 

（50）除非民眾不遵循醫囑，私下買藥吃，才可能增加罹癌風險。 

(陳依昀，2013：90 引自 2012-11-23 聯合報/A10 版/話題) 

（51）民營企業主管如果想要舉債投資，誰敢那麼大聲，除非是前景看好的

績優股，但也不能那麼大聲，跟股東老闆們表達憤怒。 

(陳依昀，2013：91 引自 2012-11-24 聯合報/A27 版/民意論壇) 

 

二、「寧可」的篇章相關研究 

（一） 「寧可」的完全式和隱含式 

    其實，「寧可」相關的篇章研究不多，以下將介紹王天佑（2008）的研

究，然其研究還是集中在複句間的探討，缺乏跨句的語篇研究。    

1.1 完全式和隱含式與複句的嵌套關係  

   王天佑（2008）提出「寧可」句式分為「完全式」和「隱含式」，「完

全式」是選取的 p 項和捨棄的 q 項同時出現的寧可複句，也就是「寧可……，

也不……」句式，而「隱含式」是只有選取項的寧可句，即複句「寧可……，

也不……」省略了後一分句「也不……」。王（2008）考察了寧可「完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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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隱含式」在簡單複句和多重複句中與相鄰分句間的語義關係，如：  

    （52） 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也不向敵人低頭。 

    （53） 昨天我們因產品質量不過關，丟失了市場，今天我們寧可少出一千台

產品，也絕不放過一台。 

（王天佑，2008：130） 

    例（52）和（53）為完全式，前者的「寧可」完全式嵌套在簡單複句中，

完全式「寧可……，也不……」與前一分句為轉折關係；後者的寧可完全式

則嵌套在多重複句中，王分析的是寧可複句與位在同一層次的分句間的語義

關係，例（53）的「昨天我們因產品質量不過關，丟失了市場」和「今天我

們寧可少出一千台產品，也絕不放過一台」為因果關係。而以下例句為「寧

可」的隱含式在簡單複句和多重複句中與相鄰分句間的語義關係：   

    （54） 我會恨朋友間通電話，寧可寫信。 

    （55） 上海經濟和科技的發展必須依靠教育，寧可少上項目，也要保證教育

經費實現“三個增長”。 

    例（54）可以從只有選取項「寫信」知道此為隱含式，在簡單複句中與

前分句的語義關係為因果；例（55）的也是只含選取項的隱含式，只是嵌套

在多重複句中，寧可句前後各有一分句，然而王只觀察跟寧可隱含式位於同

層次的分句「也要保證教育經費實現“三個增長”」，並提出兩分句的語義

關係為目的。 

    王（2008）將寧可的「完全式」和「隱含式」在複句中的嵌套情況做歸

類分析，發現作為完全式時，主要嵌套在因果句、轉折句和假設句中，而作

為隱含式時則主要嵌套在目的句、因果句和轉折句中，筆者將王天佑（2008）

的研究數據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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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6 寧可「完全式」和「隱含式」在複句中的嵌套情況（王天佑，2008） 

 目的 因果 轉折 假設 選擇 讓步 條件 總計 

簡單複句 

（完全

式） 

0 17 5 5 0 0 0 27 

多重複句 

（完全

式） 

0 20 4 4 0 1 1 30 

簡單複句 

（隱含

式） 

19 7 6 4 2 1 0 39 

多重複句 

（隱含

式） 

40 39 13 5 2 1 0 100 

    作者將「寧可 p，也不 q」訂為完全式，調查完全式「寧可 p，也不 q」

和同一層次分句間的關係，而卻把「寧可 p，也要 q」視為隱含式的一種，

調查的是「寧可 p」和「也要 q」兩分句間的關係，並判斷此「寧可」句是

嵌套在目的關係中。筆者認為此判斷方式有問題，如此調查出的是不同層次

的複句關係，因此筆者傾向將「寧可 p，也不 q」和「寧可 p，也要 q」都歸

為完全式，即「寧可 A，也 B」，表示選擇讓步，以避免或是得到某一結果。

若將「寧可 A，也 B」訂為完全式，以此為判斷標準，則本作為隱含式的「寧

可 p，也要 q」的句式應歸入到完全式中，其隱含式的目的句數量將大幅減

少。則最後的數據結果將會顯示，不管是完全式和隱含式，其在複句中的嵌

套，大都集中在因果、轉折和假設的關係中。 

    李會榮（2011）也提到「寧可 p」，缺省 q 項時，常出現在條件句或假

設句以及因果句的語境中，如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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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真的，這件事是家中的頭等大事。只要有可能分到房子，彩電寧可不

買。 

                                                     （池莉《煩惱人生》） 

    （57） 王天容認為，對於企業的發展來說，關鍵靠決策。正確的決策是第

一重要的，一切成功首先是決策的成功。…….所以，王天容寧可在決

策的時候多諮詢、多請教，即便花一點諮詢費，她認為也是值得的。 

 （《傾斜的天秤》） 

    例（56）中一般的情況，人們都會買彩電，但是在「有可能分到房子」

的條件下，就願意讓步選擇「不買彩電」。例（57）的「花一點諮詢費多諮

詢、多請教」雖然很耗時，但是因為「一切的成功首先要有決策的成功」，

因此願意讓步。 

    1.2 隱含式之捨棄項 

    在具體的篇章中，儘管隱含式「寧可 p」後無捨棄項 q，但其捨棄項仍

然隱含在上下文語境中，包括以顯性方式存在於語境中的「明示」

（manifestation）、未顯現但是可從語境中推論出的「蘊含」（entailment）

和不能從語境中推論，只能意會的「隱含」（implication）三種（王天佑，

2012），如下例：  

    （58） 陳毅有專車，她也從不坐，寧可腆著大肚子每天擠著公共汽車上下班。 

    （59） 只嫌轎子走得不爽，寧可下了轎子自己走。 

    （60） 負責的礦工怕丟失，寧可在礦車上睡一夜，第二天交給供應科。 

（王天佑，2012：69-70） 

    例（58）為明示，捨棄項「坐」前移至寧可句前，若將捨棄項還原，則

為「她寧可腆著大肚子每天擠著公共汽車上下班，也不坐」；例（59）為蘊

含，捨棄項沒有顯現，但是能從語境中推論出其捨棄項為「坐轎子」；最後

一句為隱含句，從語境中也很難確認捨棄項，例（60）的捨棄項可能是「在

家睡覺」、「在宿舍睡覺」或是「在旅館睡覺」等。然而，本論文認為「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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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屬於語義範疇，「隱含」屬於語用範疇12，兩者不應混為一談。另外，

「隱含」也涉及「反預期」的功能，即反預期「寧後主句」隱去，違反了合

作原則中的量的準則。 

    關於「寧可」複句的捨棄項顯隱性，本論文將於第三、四章詳細探討其

在篇章層面與焦點和前後景之互動關係。 

（二） 「寧可」句式的語義背景 

王彥杰（2002）從更大的語義背景中探討「寧可」句式和背景句之間的

關係，王認為「寧可」句式的表達格式應為：一般常態，人們遵循公眾利害

觀
13
，可是若碰到特殊情形，人們則違反常態從自我利害觀

14
出發，選擇自己

認為好的」，筆者將王提出的語義背景整理如下表：  

表二-7：「寧可」語篇中各小句的語義關係（王彥杰，2002） 

A B C D[寧可句] 

符合常理的看

法、做法、想法 

某種原因、目的或

已經發生的情況 

假設某種情況 

發生 

與 A 相反或相

對、有悖常理的看

法、做法、想法 

轉 折 

 因 果 

  假 設 

    從公眾利害觀出發，A 是一般人會做的選擇，但是由於 B、C 的特殊原

因或特別情況的發生，所以選擇者根據自己的想法做出和一般人相反或相對

的選擇 D。A、B、C、D 於語篇中按照順序出現，構成一個完整的「寧可」

語篇格式，在以上四個語義關係裡，可以被省略其中一項、兩項或三項，其

中的 C 最容易被省略，再來是 B，最後才是 A，王（2002）從語料中歸納

出幾種主要的語段格式，筆者將例句與 A、B、C、D 格式對照整理如下表

二-8：  

                                                 
12

 感謝指導教授陳俊光教授提出之建議 
13
 公眾利害觀指以比較項的客觀語義和社會評價出發，確定比較項的「害與利」、「輕與重」、

「得與失」，不涉及個人評價和情感。 
14
 自我利害觀指從個人評價出發，確定比較項的「害與利」、「輕與重」、「得與失」，與選擇

者的主觀意識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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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式 1 的語義最完整，然而王認為交際過程遵循語言經濟原則，因此此

格式並不常用。而格式 2 和其他格式相比也算完整，B 或 C 常常只出現一

種，B 小句是真實且已發生的原因，C 小句為一種假設的原因，用來解釋 D

的寧可小句是在特定的情形下發生的。格式 3 則是 A 和 D 互相否定，A 說

的是一般人的做法和想法，D 說的是選擇者相對的另一種情況。最後兩個格

式 4 和 5 的 A 小句都沒有出現，聽話者只能從自身經驗中自行補出來。為

呈現較直觀的語篇格式和語料的對照，筆者將王（2002）的內容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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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8：「寧可」語篇格式和語料的對照（王彥杰，2002） 

 A 

符合常理的某

種看法、做法、

想法 

B 

某種原因、目的

或已經發生的

情況 

C 

假設某種情況

發生 

D 

與 A 相反或相

對、有悖常理

的某種看法、

做法、想法 

格式 1 

ABCD 

我們那裡吃泡

炒米，一般是抓

上一把白糖，如

板橋所說“佐以

醬姜一小碟”，

也有，少。 

我現在歲數大

了， 

如有人請我吃

泡炒米， 

我倒寧願來一

小碟醬生薑，

最好滴幾滴香

油，那倒是還

有點意思的。 

格式 2 

ACD 

 

他雖然不斷瞅

空子搞小自由， 

 但一旦小自由

的利益被別人

獲取， 

他就寧願捨棄

自己而去找領

導:我沒有得

到，也不能讓

你得到! 

格式 3 

AD 

 

有些人說讓農

民訂報會加重

農民負擔，其實

大多數農民並

不這樣認為， 

  他們寧願花點

兒錢訂報紙，

也不願做政策

的“瞎子”。 

格式 4 

BD 

 

 為等一塊雲、一

場雨、幾片彩

霞，  

 他寧肯餓著肚

子，不達目的

不罷休。 

格式 5 

D 

 

  
 他寧可自己吃

點虧，也不叫

虧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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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所述，「寧可」句式的語義背景是由於某種特定的原因或目的，選

擇者做出了與一般常態相反或相對的選擇（王彥杰，2002）。王認為寧可句

式在語篇中具有否定前提句的功能，其否定功能是通過讓步選擇的形式來實

現的。前提句中出現一種符合公眾利害觀的看法、觀點、建議等，寧可句式

中選擇者根據自我利害觀以讓步選擇的形式對前提句進行否定。前提句 A

既是否定的前提，也是比較和選取的參照，選擇者之所以讓步，是為了實現

對前提句的否定功能。  

三、小結    

    整合本節文獻，筆者認為「寧可」的部分篇章分析都還是在句法範疇，

沒有將範距拉大，如第一部分提到寧可複句的「完全式」和「隱含式」和同

層分句間的語義關係。一般來說，兩種形式都常出現在三種語義關係中，一

為因果關係的句式，選擇者選擇讓步「寧可 p」，是由於前面語段中提到的

某個原因；二為轉折，選擇者透過讓步「寧可」帶出與預期不同的選擇；三

為假設，用以表示在特殊的條件下，選擇者願意做出忍讓。 

    另外，有學者提出若無捨棄項，則以三種型式隱含在上下文中，分別危

顯性的「明示」、可從語境中推導的「蘊含」，和只能意會的「隱含」。關

於寧可複句捨棄項的顯隱性，筆者將於第三、四章進一步討論其與焦點和前

後景之關係。 

    而王彥杰（2002）提出「寧可」的語義背景可以分為 A、B、C、D，寧

可句位在 D 句，A 是一般人會做的選擇，但是由於 B、C 的特殊原因或特別

情況的發生，所以選擇者根據自己的想法做出和一般人相反或相對的選擇

D。A 句和 D 句之間引出轉折關係、B 句和 D 句間引出因果關係，而 C 句

和 D 句間為假設關係，此部分的研究結果和上述提及的寧可「完全式」和

「隱含式」和同層分句間的語義關係常為因果、轉折和假設相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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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寧可」的語用研究探討 

一、 相關概念理論 

(一) 情態（modality） 

Lyons（1997：452，787）提出情態包含發話者對句子的命題或情境抱

持的觀點或態度，也涉及到可能性（possibility）或必要性（necessity）的概

念。Lyons（1997）將情態分為兩種，一為表發話者知道或相信的命題，即

「認知情態」（epistemic modality），另一種則表負有道義責任的主事可能或

必須完成的事件，即「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謝佳玲（2006a，2006b）

認為 Lyons 對情態的剖析不夠周全，因為觀點或態度不一定來自發話者，可

能來自語境中的人事物，而觀點或態度的語義範圍很廣，不全然和可能性或

必要性的概念相同，於是重新整合，根據漢語的特徵將漢語情態詞分為「認

知」、「義務」、「動力」、「評價」四類。 

謝（2006a，2006b）指出「認知情態」為透過主觀的「判斷」或是客

觀的「證據」來傳達對一個命題內容是否為真的確信程度。「判斷系統」可

再分為猜測用法、斷定用法和真偽用法，而「證據系統」則分為引述用法和

感知用法，分類與舉例如下表二-9： 

表二-9：謝佳玲（2006a，2006b）漢語認知情態的次類劃分 

認知情態的劃分 次分類 認知情態詞舉例 

判斷用法 猜測用法 「大概」與「可能」 

斷定用法 「一定」與「相信」 

真偽用法 「的確」與「真的」 

證據用法 引述用法 「聽說」與「傳聞」 

感知用法 「顯然」與「似乎」 

「義務情態」為「是否要讓事件成真的觀點或態度」，根據加諸的對象

分為加諸他人的指令（directive）和加諸自身的保證（commissive）兩類

（Searle，1983:166；謝佳玲，2006a）。指令系統再細分為事件成真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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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的允許和必要性高的要求兩類；保證系統則分為承諾或威脅用法，舉例如

下表二-10： 

表二-10：謝佳玲（2006a，2006b）漢語義務情態的次類劃分 

義務情態的劃分 次分類 義務情態詞舉例 

指令系統 允許用法 「可以 1」與「能夠」 

要求用法 「必須」與「要 1」 

保證系統 承諾或威脅用法 「承諾」與「保證」 

謝佳玲（2006a：51）提及「動力情態」為能或要讓一個事件成真的「潛

力」（capacity）或「意願」（volition）。潛力系統是主事者是否有能力或潛力

完成某事的概念；意願系統則是主事者是否有意願讓事件成真，詳見下表： 

表二-11：謝佳玲 （2006a，2006b） 漢語動力情態的次類劃分 

動力情態的劃分 次分類  動力情態詞舉例 

潛力系統 動詞組 「會 2」與「無法」 

不限定 「足夠」與「夠」 

意願系統 動詞組 「敢」與「肯」 

不限定 「想要」與「願意」 

謝（2006a）特別指出動力情態和事件成真相關聯，要描述這個事件則

需要透過動詞組或子句，若是漢語的「會」後接名詞組，應分析為一般動詞，

例如： 

（61） 他會好多首閩南語歌曲。                   

（謝佳玲，2016a：51） 

「評價情態」為對於一個已知的命題抱持的看法。又可分別再細分為

預料（presupposition）和心願（wish）兩種用法，前者從是從經驗或客觀事

實而給出自身預料的評價，後者則是根據個人的好惡給予命題評價，例子詳

見下表二-12 所示。（謝佳玲，2016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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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2：謝佳玲 （2006a，2006b） 漢語評價情態的次類劃分 

評價情態的劃分 次分類 評價情態詞舉例 

預料 符合用法 「果然」與「終究」 

背離用法 「甚至」與「居然」 

心願 符合用法 「幸好」與「總算」 

背離用法 「可惜」與「後悔」 

     此外，趙苡廷（2015）指出「連字結構」帶出極端值，此表示其帶有

發話者的情感，因此極端值的概念往往伴隨情態詞的共現，此給予本論文啟

發。「寧可」帶有意願和希望的含意，與 Lyons（1977）提出的「情態」包

含「說者的主觀態度」的相關聯，因此本論文於第四章將前人研究與蒐集到

的「寧可」語料相結合，以回應研究問題：「寧可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而

本論文分析研究問題之語料時，將以謝（2016a，2016b）的分類架構為基礎。 

(二) 反預期（counter-expectation） 

從言談事件參與者的角度來看，話語中的信息可分為預期信息、中性信

息和反預期信息三種。「預期信息」為說話人提出的訊息和受話人的預料相

同；「中性信息」則不跟受話人的預期一致或相反；「反預期信息」為說話人

所說的與受話人預料的相反或相背（孫楠，2012：12）。舉例如下： 

（62） 甲：小王今天沒有上班。 

   乙：a 不是啊，我剛剛看他在會議室裡佈置會場呢。b 聽說今天經理要召

開員工會議。c 你知道，小王一直是經理最得力的助手， d 所以他布置

得特別認真。 

（孫楠，2012：12 轉引自《也說“連”字句的語用功能》） 

例（62）中，乙說的話包括了三種信息類型，乙的第一句話 a 與甲的預

期相反，為反預期信息，b 句和 d 句為中性信息，c 句的內容和聽話者的背

景知識一致，因此為預期信息。 

很多語言都有標示反預期信息的不同語法手段，這些語法手段稱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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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標記（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s）。Heine（1991：192）認為反預期標

記具有兩種特點：一為反預期標記隱含了被斷言的情形與預期或常規情形之

間的對比；二為將預期和反預期相聯繫起來的標記。（吳福祥，2004：224） 

語言中使用頻率極高的反預期標記為副詞和連詞，如英語的“in fact, 

actually, but”等（Fraser, 1998; Blackmore, 1987; Schiffrin, 1987; Schwenter & 

Traugott, 1995; Traugott, 1999; Traugott & Dasher, 2002; Heine et al., 1991, 吳

福祥，2004）和漢語中的「其實、還、居然、但是」等。（吳福祥，2004：

225） 

二、「寧可」的語用相關研究 

    關於「寧可」語用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兩部分，一為從預設角度探討

寧可複句的語用價值，二則是「寧可」在語言交際方面呈現的語用功能，以

下分述之： 

(一) 預設角度相關研究 

1.1 主客體意願選擇 

    王紅恬（2015）從主體意願選擇層面和客體意願選擇層面的角度探討「寧

可 p，也不 q」複句的語用價值。從主體意願選擇層面來檢視發話者對於 p

和 q 的選擇，可知選擇 p 的可能性大於 q，用意願選擇度來表示是 p＞q，以

下例（63）說明之： 

    （63） 我寧可當縣長，也不當省長。  

（王紅恬，2015：85） 

    王紅恬認為例（63）的「當縣長」和「當省長」都是說話人想要的選擇

項，只是和「當省長」相比，「當縣長」是相對較好的選擇。但若從客體意

願選擇層面的角度出發，也就是從聽話者的角度，一般會認為「當省長」的

職位比較高，當然比「當縣長」更好，用客體意願選擇度來表示則是 p≦q。 

    另一方面，王提出除了語表的選擇項 p 和 q 外，其實還有一個關項，關

項是選擇者最想要的選擇項，但是現實不允許，只好讓步而選擇比較差的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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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q，以下例說明之： 

    （64） 我寧可吃蘋果，也不吃香蕉。 

（王紅恬，2015：85） 

    從例（64）可以推測出發話者最喜歡的水果不是蘋果也不是香蕉，但是

最想要的水果因為現實因素無法得到，只能從蘋果和香蕉中擇一。若不存在

關項，就不符合寧可句的語義要求（王紅恬，2015）。 

    然而筆者認為王紅恬的理論只適用於「寧可 p，也不 q」句式，並不能

用來解釋「寧可 p，也要 q」。再者，筆者認為「寧可 p，也不 q」的 p 和 q

項應為選擇者不滿意的選項，如上兩例的「當縣長」與「當省長」和「蘋果」

與「香蕉」，都是選擇者勉強讓步選擇 p，以顯示自己很不願意選擇 q。 

1.2「p 與 q」的正負向評價  

    關於「寧可 p，也不 q」中的 p 和 q 為「利」（正向評價）或「害」（負

向評價），不同學者所得結論不盡相同。何宛屏（2001）提出 p 和 q 皆為害，

但是相較之下，p 的危害性小於 q，因此發話者勉強選了 p，捨棄 q，何定義

其為「兩害相權取其輕」。 

    而邵敬敏、周有斌（2003）則認為 p 和 q 有不同的正負向屬性，當 p

和 q 皆為正向時，為「兩利相權取其重」；p 和 q 皆為負向時，為「兩害相

權取其輕」；若 p 和 q 各有利弊時，則為「兩難相權取其優」；而在 p 負向、

q 正向的情況下，為「壓利抬弊取其愛」，以下以例子說明： 

    （65） “墨公自然知道我的愛好”，葉挺高興地說，“牛肚韌而不膩，我

覺得比海參好吃！” “可是我寧肯吃海參”，顧祝同笑笑，“這就叫眾

口難調嘛！”                

（邵敬敏、周有斌，2003 轉引自黎汝青《皖南事變》） 

    （66） 你以後少到外邊去，別跟那些壞人學。我們張家雖窮，可是有骨氣，

寧可餓肚子，也不做壞事體。曉得啵？ 

（邵敬敏、周有斌，2003 轉引自周而復《上海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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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寧吃鮮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 

（邵敬敏、周有斌，2003） 

    （68） 我們不該懷疑中國球迷的真心，但不成熟卻是無庸置疑的。從眾心

理讓不少球迷寧願多掏幾百元去看一場幾無懸念的比賽，也不願看一場無

論場面還是實質上都更加激烈更有看頭的比賽。 

（邵敬敏、周有斌，2003 轉引自湯敏《球迷，請陪國足走下去》） 

    例（65）中的 p 海參和 q 牛肚從客觀上來看都是好的，只是在顧祝同看

來，海參更好，此為「兩利相權取其重」。例（66）則和何宛屏指出的同一

類型，p 和 q 都是不好的，「餓肚子」和「做壞事體」都不是好選擇，屬「兩

害相權取其輕」。例（67）的 p 和 q 沒有絕對的哪個好、哪個壞，取捨哪一

個都合理，儘管選擇者選擇「鮮桃一口」，但若選擇者認為「杏兒雖爛，但

是比較多」，而改說「寧吃爛杏一筐，不吃鮮桃一口」，也是可以成立的，

此種類型歸為「兩難相權取其優」。例（68）按照客觀標準來看是 p 壞 q

好，然而客觀上認為不好的，卻是中國球迷所愛，他們更願意多花錢去看一

場贏面大、無懸念的比賽，此類為「壓利抬弊取其愛」。 

    以上的學者（何宛屏，2001；邵敬敏、周有斌，2003）討論的皆是「寧

可 p，也不 q」中 p 和 q 的正負向關係，下文的文獻將結合「寧可 p，也不 q」

和「寧可 p，也要 q」，討論「寧可 A，也 B」中，A 與 B 和正負向和肯定、

否定間的關係。 

1.3 正負向評價與形式的結合 

    另一方面，王燦龍（2003）和張寶勝（2007）則進一步分析「預設評價」

的正負向和語表形式的肯定與否定間的關係。王（2003）將預設評價分為社

會常態評價和個人動態評價15，並認為兩者都有正向評價和負向評價16之

分，如下例： 

                                                 
15
 社會常態評價為社會性的，並不因人而異，也不會隨時間或場合的不同而改變；個人動態評價

則是因人而異，隨時間和場合的不同而不同。（王燦龍，2003：221） 

16
 正向評價所表達的內容是人們樂於接受或努力追求的，人們對於這類評價一般是積極的；負向

評價的內容是人們不願接受或竭力迴避的，人們對這類評價是消極的。（王燦龍，2003：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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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他寧可餓死，也不領救濟糧。 

    （70） 小張寧可借書，也不買書。 

    （71） 小張寧可買書，也不借書。 

（王燦龍，2003） 

    王燦龍認為從社會常態評價角度來看例（69），人出於生存的本能，對

「餓死」的評價是負向的，對「領救濟糧」的評價是正向的，對此一般人的

評價都相同。然而，例（70）和（71）的命題，對它們的評價並不能根據一

般社會常理判斷，例（70）的發話者認為借書是負向的，買書是正向的，例

（71）則認為買書是負向，借書是正向的17。  

    張寶勝（2007）的看法不同於王燦龍，他將社會常態評價和個人動態評

價稱為社會評價和語境評價，並且提出使用社會評價分析「寧可」複句不恰

當，在語言使用中社會評價不可能脫離語境，因此都應該以語境評價分析。

張認為，上述例（69）中，「餓死」的社會評價和語境評價都是負向的；「領

救濟糧」讓挨餓的人免於一死，社會評價也是正向的，但是這個句子在文章

中的具體語境為：領了美國人發放的救濟糧，就證明了美國對中國人民的友

好，等於幫了美國宣傳機器的忙，因此「領救濟糧」的語境評價應該為負向

的。由此可知，命題不能孤立地看，進入語境中才能判斷正負向。  

    以正向評價和負向評價作為參數，可以得出「寧可」複句四種形式（張

寶勝，2007）： 

表二-13：「寧可」複句四種形式(張寶勝，2007) 

             

    若把上述的正負向評價作為一個參數，同時把分句是肯定形式或否定形

式作為另一個參數，可以組合出 16 種形式，但是根據張（2007）的研究，

                                                 
17

 從小張的角度來說，例（70）的借書是正向的，買書是負向的；例（71）買書是正向，借書是

負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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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四種說得通，筆者整理如下表： 

表二-14：正負向評價與肯定、否定組成之四種組合（張寶勝，2007） 

A: S1 S2 B: S1 S2 

負向評價 正向評價 負向評價 負向評價 

肯定 肯定 肯定 否定 

他寧可欠債，也要讀書 他寧可賣身，也不願做苦力 

C: S1 S2 D: S1 S2 

正向評價 正向評價 正向評價 負向評價 

否定 肯定 否定 否定 

他寧可不娶媳婦，也要上學 他寧可不當市長，也不去送禮行賄 

    在四種格式裡，S1 形式的肯定和否定都和預設評價逆向，S2 形式的肯

定和否定都和預設評價同向。也就是說，在 S1 裡，當預設評價為負向，形

式一定是肯定；若為正向評價，形式是否定；在 S2 裡卻相反，當預設評價

為負向，形式則為否定；若為正向評價，形式則為肯定。張（2007）採用人

類趨利避害的心理解釋 S2 的同向關係，預設評價為負向時，代表的是不希

望的事物，因此得用否定形式避免之，是出於一種避害的心理；相對地，正

向的預設評價是人們希望的事物，因此得用肯定形式表達自己的意願，此為

趨利的心態。S1 的肯定和否定形式與預設評價逆向，這是因為要趨利避害，

必須付出代價，如表二-15 中 A 的例句，「欠債」就是「要讀書」的代價，

藉由接受一個負面的東西，以達到某個想要的結果，又如 C 的例句，「不

娶媳婦」就是「要上學」的代價，透過捨棄一個正面的東西，以獲取想要的

結果。 

    預設評價的正負向和句法形式的肯定否定結合以後，可以計算出綜合語

義值，如上表 S1 是負向評價和肯定形式或正向評價和否定形式的結合，其

得出的綜合語義值是負值，這與 S1 的語義特徵吻合，因為付出代價就是負

面的；而 S2 則是正向評價和肯定形式或負向評價和否定形式的結合，綜合

語義值為正值，因為正正得正、負負也得正，前者表示想要得到的正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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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表示要避免負面結果。從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寧可複句的語義特徵為：

付出代價，得到正面結果或避免負面結果（張寶勝，2007）。 

(二) 語用功能 

    關於「寧可」所呈現的語用功能，筆者將前人的看法分為四類：反預期

功能、主觀性、反駁/否定、強化決心。 

2.1  反預期功能 

    在反預期方面，李會榮（2011）對「寧可 A，也 B」構式進行考察並提

出其具有反預期義。在此複句中，選擇者認為 A 比 B 更重要，而從說話人

的角度來看，選擇者應該覺得 B 比 A 更重要，換句話說，選擇者的實際行

為和發話者的預期相反，形成反預期。例句如下： 

（72） 她寧可人家來把她一刀殺了（A），都比關在這大牢裡，等待行刑好受

（B）。                                    

（古龍《陸小鳳傳奇） 

例（72），對於說話人來說應該選擇「關在大牢裡，等待行刑」，而不是

「人家來把她一刀殺了」，然而她的實際選擇卻出乎意料，選擇「死」而非

「活」。 

2.2 主觀性 

    王彥杰（2002：26）提出「寧可」句式具有很強的主觀性，並且從統計

中發現主觀否定詞「不」出現的比例比表客觀否定的「沒有」高出許多，此

外，也發現在句式外肯定句中也有表否定義的詞彙，如心理動詞「恨」、「怕」

或是「錯」、「醜」的帶有主觀評價的狀態動詞，這些標誌都符合「寧可」的

主觀性。 

    「寧可 A，也 B」句式的 A 小句具有虛擬性，且虛擬性的命題往往具

有極端性和誇張性，此與個人主觀情感有關（王彥杰，2002），如下例（73），

「帶到棺材去」這個虛擬命題，帶有極端性和誇張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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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前些年他張嘴就罵，說文物行的領導全是棒槌，不認他這塊金鑲玉，

他寧可帶到棺材去也不把本事交給他們。            

（王彥杰（2002：27） 

      王（2002）還提到寧可句式表示選擇者的態度和決心的堅定，在篇章

中，可藉由將寧可句式放在同一話題的最末端，凸顯選擇者的決心，將寧可

的主觀性拉到極值，且具有結束話題的功能。如例（74）： 

             （74） 在興奮劑問題上，我們的原則是：即使查不出也不用，別人用我們

也不用，寧可不拿金牌也不用。                        

（王彥杰（2002：27） 

    從例（74）可以看出，分句間慢慢往前推進，直到最後的寧可句將「不

願意用興奮劑」的決心推到極點，顯示選擇者的態度之堅決，話題也在此結

束。 

    另一方面，邵敬敏、周有斌（2003）從客觀的角度分析了 p 和 q 的利或

弊，然而他們提出的四種寧可複句語義類型：「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

權取其輕」、「兩難相權取其優」和「壓利抬弊取其愛」，其中的「輕」、「重」、

「優」、「愛」，都是根據主觀標準判斷的，因此將其概括為「主觀擇愛性」。 

2.3 反駁/否定  

邵敬敏、周有斌（2003）和王彥杰（2002）提出「寧可」具有反駁或

否定的功能。邵敬敏、周有斌（2003）認為根據語境的不同，反駁的對象也

不同，一種為要顯示跟交際的另一方有不同的選擇，而反駁對方；另一種為

沒有具體交際對象，反駁的是公眾價值觀，例句如下： 

    （75） “墨公自然知道我的愛好”，葉挺高興地說，“牛肚韌而不膩，我

覺得比海參好吃！” “可是我寧肯吃海參”，顧祝同笑笑，“這就叫眾

口難調嘛！”                

（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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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河川地是一年兩季收成的金盆盆，鹿家近幾年運道昌盛，早就謀劃

著擴大地產卻苦於不能如願，那些被厄運擊倒的人寧可拉棗棍子出門討飯

也不賣地，偶爾有忍痛割愛賣地的大都是出賣原坡旱地，實在是拉不開栓

的人咬牙賣掉水地，也不過是三分八厘，意思不大。 

（邵敬敏、周有斌，2003 轉引自陳忠實《白鹿原》） 

     如例（75），別人認為「牛肚」好，可是選擇者卻否定了對方的建議，

做出了另一種選擇：「海參」。而此句沒有把「也不」說出來，邵和周認為

是由於交際的需要，遵循禮貌原則而省略。例（76）的「拉棗棍子出門討飯」

是反駁潛在的公眾價值觀：「不願意拉下面子去要飯」。 

    廖秋忠（1992：186）提到，在對話中，不是以語義來理解連貫性，而

是透過對話裡的言語行為來理解其中的關聯。「寧可」為一篇章中的銜接成

分，說話人使用此句式的言語行為目的是為了否定對方，往往是否定對方的

指示、建議、請求、做法、想法、觀點等 （王彥杰，2002：27-28）。舉例

如下： 

     （77） 我們經理（注：阿曼一個酒店的經理）還告誡我們幾位中國人，中

國隊和阿曼的這場比賽我們一定要為阿曼加油，我當即就說不可能！我

寧可不在這裡做了，我也要為自己的球隊加油！（否定指示） 

（78） “今天不至於餓著了，拉我出去吧！” 

“出去？城外頭還開著炮哪！”他恨在這時候與日本人有來往的人。他寧可

煞一煞腰帶，多餓一兩頓，也不願拉著這樣的人去滿街飛跑！（否定請

求） 

     （79） 曹世昌說：“……我想咱們應當喚起國際的同情，先博得輿論的支持，

對日本人無信義的行為加以制裁。……” 

 陸伯麟打個呵欠道：“……跟日本妥協，受英美保護，不過是半斤八兩。

我就不明白這裡面有什麼不同。要說是國恥，兩者都是國恥。日本人誠

然來意不善，英美人何嘗存著好心。我倒寧可傾向日本，多少還是同種，

文化上也不少相同之處。” （否定觀點） 

（王彥杰（20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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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強化決心 

    「寧可」句並不是讓人們選擇的內容，它帶的假設性質，目的是將後一

分句的意思推到極致，使當事人對於該行為的決心達到最大的加強。（王燦

龍，2003） 

    王小郴（2004）提出「寧可 p，也不 q」的預設為：一般狀況下應該選

擇 q，但是發話者很不願意選 q，情願付出 p 的代價；而「寧可 p，也要 q」

的預設為：一般情況下應該選擇非 q，然而發話者情願付出 p 的代價，也認

為應該選 q。例句如下： 

    （80） 看你那副臉孔、那個神氣，寧可餓死，也不吃你的飯。 

（王小郴，2004：34 轉引自初中《語文》第二冊） 

    （81） 寧可孤注一擲，也要弄個明白。 

（王小郴，2004：34 轉引自朱春雨《大地坐標上的賦格》） 

    例句（80）發話者之所以說出「寧可 p，也不 q」是因為聽話者認為發

話者會吃他的飯，為了反駁對方的想法，發話人用「寧可餓死」來強化「不

吃你的飯」的決心。例（81）中則是發話者預設對方認為「不需要弄個明白」，

因此用「寧可孤注一擲」來強調要「弄個明白」的重要性。此外，p 常常帶

有誇張色彩，語用上是用來加強絕不可做 q 或一定要做 q。（王小郴，2004） 

三、小結 

綜上所述，「寧可」的語用研究分為兩部分，首先是預設方面的研究，

王紅恬和邵敬敏、周有斌都是從社會常態評價和個人動態評價18判斷「寧可

p，也不 q」中 p 與 q 的正負向關係，並沒有討論「寧可 p，也要 q」間 p 與

q 的關係為何。張寶勝（2007）則以語境評價作為分析的依據，並進一步分

析「預設評價」的正負向和語表形式的肯定與否定間的關係，最後計算出寧

可複句「寧可 S1，也 S2」的綜合語義值，發現 S1 為負值，負向評價只和

肯定形式出現、正向評價只和否定形式結合，而 S2 為正值，正向評價和肯

定形式結合、負向評價和否定形式共現，上述的結果顯示，S1 的語義特徵

                                                 
18

 或稱主客體意願 

 



 

 54 

表示負面的付出代價，S2 表示想要得到的正面結果或想要避免負面結果。

筆者同意張寶勝之說法，也就是將「寧可 p，也不 q」和「寧可 p，也要 q」

結合成「寧可 S1，也 S2」，並從正負向和肯定、否定形式綜合討論，其研

究結果也符合寧可複句的「讓步關係」。 

其次，「寧可」的語用功能可歸納出四種說法：反預期功能、主觀性、

強化決心、反駁/否定。其中，王彥杰（2002）提出「寧可」句式具有很強

的主觀性，並且從統計中發現主觀否定詞「不」出現的比例比表客觀否定的

「沒有」高出許多，筆者認為作為動力情態詞的「寧可」，主觀性為其語用

特徵之一，因此將於第三、四章討論寧可複句和情態詞共現之情形。另外，

強化決心之功能，筆者認為此說法較模糊，無法清楚說明「寧可」之語用功

能究竟為何，而反駁/否定的語用功能和反預期有關，本論文分析「寧可」

語料時發現一般情況和發話者的預期相反，因此本論文採用「寧可」為反預

期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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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筆者於第二章文獻探討後，發現「寧可」的相關文獻較多偏向語義和語

用意義的分析，較缺乏全面性的研究，尤其是篇章層面的研究相當少。因此

為有效達到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和回應研究問題，本論文將著重在「寧可」的

篇章和語用的分析，並將結果應用到教學中。本章第一節將列出本論文所採

用的研究架構，且以圖表呈現；第二節介紹本論文的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以 Halliday 提出的三大語言純理功能（metafunction）為分析架

構，分別為「概念」（ideational）、「人際」（interpersonal）和「篇章」

（textual）（Halliday，1985，2004）。「概念」功能指的是人們透過賦予

事物名稱，將自己的經驗轉化為意義的語言成分；「人際」功能反映的是人

際間的互動，如反映對人的建議、給予命令、提出要求或是表達某件事情的

態度等；而為了達成「概念」和「人際」的功能，必須依賴「篇章」將話語

組成一個有連貫性和連續性的整體。若將語言中的語義、語用和篇章三個層

面對應到三大純理功能，則可知「概念」功能即語義功能，「語篇」功能即

為篇章功能，「人際」功能即是語用功能（陳俊光，2010：108-109）。 

    筆者以 Halliday 的理論為架構，分別以語義、篇章、語用，系統性地梳

理先行文獻並進一步釐清觀念。在語義方面，筆者於文獻探討的部分整理了

「寧可」的詞性、「寧可」複句的語義關係、「寧可」的核心語用義；而文

獻較少跨到篇章的研究，且往往把語義和語用之研究混為一談，因此本研究

將從篇章和語用兩方面著手觀察，首先探討副詞「寧可」與範距和焦點的互

動，其次，探討「寧可從句」前後主句與前後景之關係，最後則進一步釐清

「寧可」的語用功能為何。以下為本章之三大研究問題之分析架構和研究方

法。 

一、 語料分析架構 

  本論文的研究架構如下，如圖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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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本研究分析架構 

  圖三-1 為較粗略的研究架構，以下表三-1 列出本論文的研究細項，第

一個研究問題先將「寧可」位於句內或句外進行分類統計，再探究句內形式

和句外形式的範距差異與信息焦點的關係；第二個研究問題則先統計「寧可

從句」前後主句的顯隱性，進一步將顯隱性分類，接著分析不同類型的寧可

句式和前後景之關係；第三個研究問題，筆者利用語料和理論來分析「寧可」

的反預期語用功能，並且分別統計「寧可從句」和「寧前/後主句」與情態

詞之共現情形。以下將依序介紹三個研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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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 本研究問題之細項 

研究問題 研究角度 研究細項與假設 

研究問題一 篇章層面

焦點功能 

在篇章層面，「寧可」在篇章層面，範距與焦點的

交互作用為何? 

研究問題二 篇章層面

前後景 

「寧可從句」前後主句之顯隱性與前後景的互動關

係為何? 

研究問題三 語用層面 3.1「寧可」的核心語用功能為何? 

3.2「寧可」與情態詞共現的交互作用為何? 

 

二、 「寧可」的句外與句內之範距分類 

    本研究從中文詞彙素描系統中的中研院平衡語料庫5.0和聯合知識庫收

集「寧可」的語料，刪除「寧可」作為動詞的語料後，各得 154 筆語料和

191 筆語料，總共為 345 筆「寧可」的有效語料。 

    研究問題一討論的是「寧可」位於句內和句外與範距大小和信息焦點的

關係，因此筆者將副詞「寧可」按照主語位置分成兩種，如下表三-2： 

表三-2 「寧可」的句內與句外之句式分類 

句內 主語＋「寧可」＋VP 

句外 「寧可」＋主語＋VP 

(一)  句內 

    「寧可」位於主語之後，本論文稱為句內形式，如表三-2，筆者在檢視

本論文語料時發現此種句式的主語大都承前省略，舉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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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國產羊私宰嚴重，張福隆認為，這是「產業限制」。因為羊隻送到

屠宰場宰殺，每頭要 500 至 800 元不等，且羊脫毛的水溫和其他家禽家

畜不同，有的屠宰場甚至不會宰羊，屠宰過程可能把羊肉弄出瘀青不能

賣，因此不少業者寧可花每頭 1200 元的價格，請專業人員私宰。張福

隆說，國產羊肉的市場大多是做羊肉爐，賣羊肉的營業時間和其他家畜

不同，羊肉又必須現宰，和一般屠宰場工作的時間不同，造成許多屠宰

場時間不能配合，加上有些飼養戶處偏遠地區、量又少，送去屠宰場屠

宰根本不符成本，業者乾脆自己殺或請私人代殺。                                         

（聯合知識庫） 

（83） 從「書畫同源」的觀點來看，一脈貫串隋唐人物畫與宋元山水、花鳥

的國畫精華，在於「筆墨」的運用。因此，力主「繼往開來」的人，對

筆法與皴法往往有難以割捨的心情。【２，３】但是，持最後一個意見

的人，往往也就不惜徹底割斷「水墨」與傳統「國畫」的臍帶，Ø 寧

可忘懷既有的一切，從頭尋找「水墨畫」的嶄新起點。抽象水墨的興起，

多少帶有這樣的一種心情。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例（82）中，主語「不少業者」位於「寧可」之前，「寧可」後接動詞

短語「花每頭 1200 元的價格，請專業人員私宰」；而例（83），「寧可」

前的主語回指前面的「持最後一個意見的人」故省略，而以零代詞的形式呈

現。 

(二)  句外 

       而當「寧可」位於主語之前，本論文稱為句外結構，如表三-2，例

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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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笑容彷彿在嘲弄著：結婚照是柴米油鹽前的最後浪漫。不知有沒有

人研究過照相心理學。我雖有心深究，卻是遲鈍慣了，只能看到表象。

在我想來，相機照出最清晢的人類影像是愛美。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

平常人在相機前的種種不安，無非是為了擔心照出的自己；模樣不夠理

想。挑照片送人也必定選比本人好看的，寧可背景差一點，相片中的自

己卻一定要相貌堂堂或者百媚千嬌。我就見過照了三十六張，撕去二十

六張，只留下十張的完美主義者，即使是留在自己的相簿，自己要看的，

她也不想看到有瑕疵的真相。極少人能容忍自己的真面目。我真有那樣

的塌鼻子。小眼睛嗎？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例句（84）中，「寧可」之後為主語「背景」，在主語之後為謂語「差

一點」。 

三、 研究問題一  

    研究問題一乃欲了解副詞「寧可」位於句內與句外和篇章的範距大小與

焦點的關係為何。本研究假設「寧可」位於句中為句內形式時，為句尾焦點，

在篇章中的範距小；而「寧可」位於句首為句外形式時，為對比焦點，篇章

範距大。分析架構如下圖三-1 所示：  

 

圖三-2：研究問題一分析架構 

(一)  句內範距：句尾焦點 

根據信息傳遞由舊到新的原則，新信息通常出現在句尾，使其處於突

出的地位，稱之為句尾焦點。以下有兩種方法可證明是否為句尾焦點：一是

語義連貫（sematic coherence），看句子間是否隱含語義上的聯繫；二是詞彙

銜接（lexical cohesion），觀察句子間的詞彙是否有語義的關係（胡琇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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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筆者以下例說明之：   

    （85）國產羊私宰嚴重，張福隆認為，這是「產業限制」。因為羊隻送到屠

宰場宰殺，每頭要 500 至 800 元不等，且羊脫毛的水溫和其他家禽家畜不同，

有的屠宰場甚至不會宰羊，屠宰過程可能把羊肉弄出瘀青不能賣，因此不少

業者寧可花每頭 1200 元的價格，請專業人員私宰。張福隆說，國產羊肉的

市場大多是做羊肉爐，賣羊肉的營業時間和其他家畜不同，羊肉又必須現

宰，和一般屠宰場工作的時間不同，造成許多屠宰場時間不能配合，加上有

些飼養戶處偏遠地區、量又少，送去屠宰場屠宰根本不符成本，業者乾脆自

己殺或請私人代殺。                                        

 （聯合知識庫） 

    例（85）的「寧可」位於主語「不少業者」與謂語「花每頭 1200 元的

價格請專業人員私宰」之間，故屬於句內範距。此外，例句中的句尾焦點「花

每頭 1200 元的價格請專業人員私宰」，其後文為句尾焦點之延續，「時間

不能配合」、「不符成本」皆為「花每頭 1200 元的價格請專業人員私宰」

之原因，屬於語義的因果連貫，而「代殺」與「私宰」為同義詞關係，構成

上下文的詞彙銜接。 

(二)  句外範距：對比焦點 

    方梅（1995）指出「對比焦點」為發話人出於對比的目的而刻意凸顯的

信息，對比的對象可以是句中的某個成分、上下文提及或語境中實際存在的

實體，或是交際雙方共享知識中的對象。 

    「寧可」位於主語前，轄域為整個句子的稱為「句外」形式。句外的形

式也可稱為超句（suprasentential）現象，表示範距是跨句的，且其對比項不

在同一個句子中，往往超過一個句子的長度，進入到篇章的範疇 （陳俊光，

2010；游雅欣，2016）。舉例如下： 

    （86） 笑容彷彿在嘲弄著：結婚照是柴米油鹽前的最後浪漫。不知有沒有人

研究過照相心理學。我雖有心深究，卻是遲鈍慣了，只能看到表象。在我想

來，相機照出最清晢的人類影像是愛美。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平常人在相

機前的種種不安，無非是為了擔心照出的自己；模樣不夠理想。挑照片送人

也必定選比本人好看的，寧可背景差一點，相片中的自己卻一定要相貌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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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百媚千嬌。我就見過照了三十六張，撕去二十六張，只留下十張的完美

主義者．即使是留在自己的相簿，自己要看的，她也不想看到有瑕疵的真相。

極少人能容忍自己的真面目。我真有那樣的塌鼻子。小眼睛嗎？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例（86）中，「寧可」位於主語前，屬於「句外範距」。發話者認為挑照

片送人一定要挑好看的，若是不能背景和自己都很好看，願意讓步，「背景」

差一點，但是下一句的對比項「相片中的自己」卻必須好看。此例句的兩個

對比項僅位於不同的分句中，但是一般來說，寧可位於句外，帶出的範距較

大，應該是銜接兩個段落，此部分將於第四章更進一步舉例說明。 

四、 「寧可」前後主句的顯隱性之句式分類 

    此部分將語料庫蒐集到的語料，根據「寧可」前後主句出現的位置以及

顯隱性為基準進行分類，共分為三種句式，依序為(一) 「後顯主句」，又稱

為「主顯句」，即「寧可從句」後接「寧後主句」的形式；(二) 「後移寧可

從句」，又稱為「前顯主句」，即「寧可從句」後移到主句之後，形成[寧前

主句+寧可從句]的形式；(三) 「後隱主句」，又稱為「主隱句」，即「寧可

從句」後的「寧後主句」隱去的形式。請見下表三-3： 

表三-3 「寧可」前後主句的顯隱性之句式分類 

  三小句式 

句式 1  

顯性句 

後顯主句(主顯句) 

[寧可從句+寧後主句] 

[寧可從句]寧可穿梭在砲火隆隆的叢林，或是被打得頭破血

流，[寧後主句]也不願當花瓶  

句式 2 
後移寧可從句(前顯主句) 

[寧前主句+寧可從句] 

[寧前主句]他再也不敢伸出友誼之手，[寧可從句]寧可成為一

個冰山帥哥 

句式 3 隱性句 
後隱主句(主隱句) 

[寧可從句+(隱去寧後主句)] 

母雞為了保護小雞，[寧可從句]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以求得

小雞的安然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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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研究問題二  

    研究問題二要探究「寧可從句」前後主句的顯隱性與前後景之互動關係

為何，根據文獻（徐陽春，2002；王紅恬，2016）寧可句除常規複句「寧可……，

也……」外，也有後移寧可從句，移位後主句「也」省略的「……，寧可……」

句式，此外，也有「寧後主句」隱去的情況，也就是「寧後主句」不在「寧

可從句」後，也沒有因為「寧可從句」後移而出現在「寧可從句」前。此部

分首先檢視「寧可從句」前後主句的顯隱性在語料庫中的比例，接著筆者將

顯性又分為常規句式（後顯主句）和「後移寧可從句」兩種，本論文將進一

步分別計算兩者比例，之後再審視「後顯主句」、「後移寧可從句」以及「後

隱主句」這三種類型與前後景之關係，分析架構如下圖三-2 所示：      

     

 

圖三-3：研究問題二分析架構 

(一)  顯性句 

    顯性句指的是「寧可複句」的主句具體出現在「寧可」句前後，有「後

顯主句」和「前顯主句」兩種。「後顯主句」為常規複句「寧可……，也……」，

而「前顯主句」則為「寧可從句」往後移到主句後，主句的「也」因而省略，

形成「……，寧可……」，兩種類型依序分述如下：        

1.1 後顯主句   

「後顯主句」，即常規複句「寧可……，也……」，而主句「也……」明

確地顯現在「寧可從句」後，倘若「寧可」複句不是以副詞「也」連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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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轉折連詞「而、卻、但」，但是這些轉折連詞可以與「也」替換19，本論

文也視之為「後顯主句」，如下例所示。  

    （87） 據報導，ABC 轉播奧斯卡的廣告費由去年的每半分鐘１２９萬美元，

上漲為每３０秒１３５萬美元，且依然滿檔。美國不少大型活動都是廣告

主覬覦的對象，也有廣告主會選在大型運動活動，如超級盃等收視率高的

轉播節目，播放首播廣告。今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將於台北時間２４日上

午舉行，主持人是史帝夫馬丁。包括影星哈里遜福特、班艾佛列克等都會

出席擔任頒獎人。義大利女星莫妮卡貝魯琪在電影中寧可穿梭在砲火隆隆

的叢林，或是被打得頭破血流，也不願當花瓶。自電影「真愛伴我行」之

後，她真的如願以償。而一年內足以推出５部電影的機運，亦讓人分外眼

紅。對現年３４歲的莫妮卡而言，「真愛伴我行」就像一塊拋出的磚，為

她帶來許多演出機會。不論是「駭客任務」２、３集，和布魯斯威利合作

的動作片「獵日風暴」，乃至梅爾吉勃遜執導的「狂熱（暫譯）」，都是

因為看了她在「真」片的演出。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例（87）為「後顯主句」，主句「也……」出現在「寧可從句」後。根

據句尾焦點原則，話語的自然焦點應在句末（陳俊光，2010），且屈承熙（1990）

提出連接副詞「也」總是出現在前景句中。20寧可從句「穿梭在砲火隆隆的

叢林，或是被打得頭破血流」為其後小句的背景信息，信息焦點在「寧後主

句」的「不願當花瓶」。   

（88） 黃溫雀表示，2012 年剛來的時候，內蒙古的星級酒店並不多，2014

年後如雨後春筍冒出，喜來登、香格里拉等國際五星級酒店外，還有大陸

國內五星級酒店萬達、內蒙古和新城等，競爭愈來愈激烈，但安捷花園酒

店仍決定不申請掛星，主要原因是申請星級認證成本太高。 

                                                 
19以下的例句不能視為「後顯主句」，而應視為「後隱主句」，因為此例句的轉折連詞不能用「也」

替換。「現年廿八歲的魏文傑，曾在八十二年間因案感訓一年七個月，八十五至八十七年間更犯

下包括詐欺、重利等多項前科。「書中指十八歲就賺到一億，實在不太可能？」警方搖頭說道。

『我寧可相信他有上億身價，但請他先還我積欠多年的一萬多塊。』向警方報案的人無奈表示。」 
20
屈承熙所指的「也」為表示「添加」的語義的「也」，雖然本論文此例句的「也」為語用表「反

預期」的「也」，但我們認為功能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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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溫雀說，申請掛星，酒店各項軟硬體都要配合提升，她寧可把主力放在

客房和餐飲提升，讓房客吃好，住好，而不把錢花在游泳池和健身房。 

（聯合知識庫） 

例（88）的主句不是以副詞「也」連接，而是用轉折連詞「而」，然而

這裡的「而」能用「也」替換，因此也視為「後顯主句」。以自然焦點位於

句尾的原則來檢視例（88），信息焦點落在「不把錢花在游泳池和健身房」，

而寧可從句則為背景信息。   

1.2 前顯主句21
 

將複句「寧可……，也……」中的寧可句往後移，移位後往往將「也」

省略，成為「……，寧可……」句式，本論文稱為「前顯主句」。如下例（89）：   

（89） 帥氣的柴哥不但被女生追求，也吸引過幾個男同志，然而他本人卻完

全無法享受被簇擁的感覺。他是個孤僻的人，不喜歡和陌生人來往。曾有

人以朋友的姿態接近他，卻忽然間告白，嚇他一大跳，害得他再也不敢伸

出友誼之手，寧可成為一個冰山帥哥。 

  但成為冰山帥哥之後，柴哥卻開始聽到關於自己的傳言。有人說他是個始

亂終棄的壞男人，有人說他是腳踏八條船的章魚哥。某天他受不了這些汙

名，接受了某位女生的追求，結束單身。結果對方卻因為太沒有安全感，

每天黏著柴哥不放，不許他回家，不讓他見朋友，百般無奈之下，兩人終

以分手收場。 

（聯合知識庫） 

例（89）的「寧可」句前的小句「再也不敢伸出友誼之手」通過移位，

移動到「寧可」句之後，則形成常規句式「害得他寧可成為一個冰山帥哥，

也不敢伸出友誼之手」。「寧可句」位於整段最後的位置，為交際傳遞裡的焦

點，作為一前景信息，該句具有推進敘述發展的功能，「寧可」的下段開始

敘述「柴哥成為冰山帥哥」之後發生的事情；而「寧可從句」後的主句前移，

是因為「再也不敢伸出友誼之手」為舊信息，從上文的「以朋友的姿態接近

他」可以證明之，另外，「再也不敢伸出友誼之手」承前銜接前文，「有人以

                                                 
21

 關於此種句式有兩種看法，一為「後移寧可從句」；二為非後移，而是寧可從句後的主句隱去。

本論文採「後移寧可從句」之說法，只要是「寧可句」的前一分句，能夠通過移位並加上副詞「也」，

成為寧可常規句式，便判斷其為「後移寧可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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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姿態接近他，卻忽然跟他告白，害他嚇一跳」，之後就不敢再輕易跟陌

生人做朋友。   

(二) 隱性句 

    筆者觀察語料後發現，常規的寧可複句常常有主句省略的情況，這種主

句沒有具體出現，但是隱藏在上下文中的寧可句，本論文稱為「後隱主句」。

如下例（90）：  

    （90） 謙虛美德，放在現實的社會中其合適性是值得深思的。選取的課文太

過委婉、含蓄，若非老師從中做詳細的分析，恐怕反而會讓學生丈二金剛，

摸不著頭緒呢！小學課本裡有一課文是介紹農場發生了大火，母雞為了保

護小雞，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以求得小雞的安然存活。無獨有偶的，國中

課本第二冊十四課的「草坡上」也是以母雞來表達母愛的真諦。其實這種

故事型的說理手法，就很適合國中學生閱讀並理解。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例（90）「寧可從句」後的主句省去，原句應為「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

以求得小雞的安然存活，也不要自己獨自活下來」，從寧可從句，就可以推

斷出寧後主句的「也不要自己獨自活下來」。因此根據語言經濟原則，無需

重複再說。而此寧可句「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以求得小雞的安然存活」在篇

章中為焦點句，可從其與後文有語義連貫和詞彙銜接證明其為句尾焦點，如

「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以求得小雞的安然存活」和後文的「以母雞來表達母

愛的真諦」之間有語義連貫的關係。此外，「小雞」與後文的「母雞」之間

為集合關係詞語的同現。    

六、 研究問題三  

    本研究欲了解副詞「寧可」的語用功能為何?以及其與情態詞共現之情

形為何?筆者進行文獻探討時，發現前人對於「寧可」的語用分析較為表層，

主要探討寧可句有強的主觀性，而我們認為「寧可」的語用核心應為反預期，

「寧可」句本身的命題和發話者或社會大眾的預期相反，筆者將根據畢永峨

（1994）提出的理論，以事實句、預期句、反預期句和前景句進行語料分析；

第二部分，筆者將分別計算和討論「寧可從句」和「寧前/後主句」與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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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現詞之情形，接著再橫向的探討不同種類的情態詞在兩小句內的比例落

差。語用研究的分析架構如下：  

 

圖三-4：研究問題三分析架構 

(一) 語用核心-反預期 

當斷言值和預期值產生落差，即產生反預期（畢永峨，1994），而此「反

預期信息」為說話人所說的與受話人預料的相反或相背（孫楠，2012：12）。

本研究將句子分為 ABCD 句，A 稱為背景句或前提句，B 為預期句，C 為

反預期句，即「寧可句」本身所在位置，D 為前景句，如下圖所示： 

表三-4：「寧可」句的語用核心功能 

A B C D 

背景句/前提句 預期句 反預期句 

「寧可」句 

前景句 

以下將以理論為基礎，討論副詞「寧可」作為反預期在語篇中的情況。

因篇幅有限，以下將舉一例說明，第四章會有更進一步的討論。例（91）中，

「雄三飛彈誤射到陸客團的火燒車意外」為前提句 A，因為有這個前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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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發話者認為此事件「凸顯兩岸勢必得對話」，此句為預期句 B，然而事實

卻與預期不同，「兩岸仍然寧可因九二共識僵持不下」，因此「寧可句」為反

預期句 C。另一方面，「寧可句」本身也能透過外顯的銜接樞紐也就是轉折

連接詞「但」，來進一步支持其為反預期的概念。 

    （91） 從雄三飛彈誤射到陸客團的火燒車意外[A]，都凸顯兩岸不可能完全

不對話的現況[B]，但兩岸目前仍寧可因一句「九二共識」而僵持不下[C]，

顯示政治高於人道，毋寧是兩岸人民最大諷刺與悲哀[D]。即使海協會此次

派員來台，對岸都要先打預防針，不代表兩岸溝通聯繫機制恢復，海陸兩

會何時能夠「通話」和「已讀」？仍是未知數。 

（聯合知識庫） 

(二)  寧可從句及寧前/後主句與情態詞共現 

    筆者觀察語料中「寧可句」與情態詞共現的情形時，發現「寧可從句」

和「寧前/後主句」與不同類型之情態詞共現的筆數和比例都不同，因此本

研究將「寧可從句」和「寧前/後主句」分成兩個表格進行統計，接著對於

各項的比例進行討論，最後再針對兩個表格的同種類情態詞比例進行橫向的

討論。以下將各舉一例說明之：    

2.1 寧可從句 

    以下為「寧可從句」和評價情態詞共現之例子： 

（92） 因出版「十八歲賺到一億」創業書刊，而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男子魏

文傑，在新書出版後不久，即有被魏某積欠債務多年的台東地區人士向警

方報案，警方在調閱相關資料後發現，現年廿八歲的魏文傑，曾在八十二

年間因案感訓一年七個月，八十五至八十七年間更犯下包括詐欺、重利等

多項前科。「書中指十八歲就賺到一億，實在不太可能？」警方搖頭說道。

「我寧可相信他有上億身價，但請他先還我積欠多年的一萬多塊。」向警

方報案的人無奈表示。據了解，魏文傑於出版的新書中表示，自己十八歲

在台東賣呼叫器賺了不少錢後，就被父親強迫去加拿大讀書，七、八年之

後回台，再努力賺得今日擁有數十億元的身價等等。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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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2）中，真實的情況是「魏文傑為詐欺犯」，然而「寧可從句」在

此引導出反預期，表示他比較願意「相信他有上億身價」，「寧可」後的認知

情態動詞「相信」為判斷義，藉由判斷反駁對方的想法，表示判斷其後的內

容為真。  

2.2  寧前/後主句 

    而「寧前/後主句」與情態詞共現之情形如下，以與「動力情態」共現

之句子為例：     

    （93） 相反地，當辛格從賓夕法尼亞車站走到她位在第三大道上、靠近四十

街口的工作地點，以及回程，可見到她走在馬路上的身影。她寧可閃避路

上的計程車與自行車，也不願走在擠滿了爭奪動彈空間的通勤者、遊客以

及推車小販的人行道上。  

（聯合知識庫） 

例（93）中，「寧前/後主句」與動力情態詞共現，筆者認為其與寧可

複句具有選擇性有關，發話者因為不願意選擇走在擠滿了爭奪動彈空間的通

勤者、遊客以及推車小販的人行道上，因此願意讓步，選擇走在馬路上。   

第二節 研究方法 

   本小節將介紹分析語料所使用的語料庫，說明這些語料庫的語料性

質，另外也說明語料蒐集的範圍。 

一、 語料來源 

    本研究為了使語料來源包括口語和書面兩種不同語體，故本論文檢視的

語料來源包括兩個方面：一為「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5.0 版」，另一為「聯

合知識庫」（UDN data），由於中研院平衡語料庫的網站，擴展語料上下文

的長度有限，因此本論文採用「中文詞彙素描系統」（Chinese Word Sketch 

Engine, CWS）來蒐集中研院平衡語料庫的語料，因其能擴展的範圍很大，

有益於本論文的篇章研究，以下簡介各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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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CWS）-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5.0

版 

    此系統的語料庫來源包括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5.0版和中文十億詞語

料庫（Chinese Giga Word Corpus），本論文採用其中的中研院語料庫蒐集語

料，因此系統可擴展上下文，有助於本論文篇章方面的研究。而中研院平衡

語料庫的語料內容除了書面體的報紙、雜誌、一般圖書等，還包含會話訪談、

日常對話等口語語料
22
。本研究從該系統中刪除重複的語料，並扣除 8 筆「寧

可」作為動詞之語料，一共得到 154 筆有效語料。 

(二) 聯合知識庫（UDN data） 

    另外，本論文亦採用聯合知識庫作為語料分析的來源，其語料可以看到

完整的新聞，此有助於本研究了解「寧可」於篇章中的角色。聯合知識庫於

2011 年上線，資料來源包括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
23、美洲

世界日報、民生報、星報、歐洲日報。筆者採用日期檢索的方式，選用了

2016 年 6 月 4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 日間含有「寧可」之語料，去除重複和 9

筆「寧可」作為動詞的語料，共得 191 筆有效語料。 

表三-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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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191 345 

(三) 網站 

    另外，筆者在分析研究問題一時，發現副詞「寧可」位於句外，也就是

主語之前的筆數極少，故除了上述的兩個語料庫外，本論文亦以 Google 網

站之語料輔助，作為研究問題一的補充證明。 

 

 

                                                 
22

 資料來源為中研院漢語語料庫的內容與說明 http://asbc.iis.sinica.edu.tw/ 

23
 聯合報系和台北捷運合作發行的免費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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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材評析與教學建議 

    本研究期將研究結果應用於教學中，因此筆者於第五章將挑選台灣和美

國現行使用率較高的教材，針對副詞「寧可」的部分提出教學建議，筆者挑

選的教材分別為在台灣語言中心較普遍的《當代中文》、《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三》和《實用中文讀寫 2》，以及美國中文項目中常見的《新實用漢語課本 5》

和《新的中國-現代漢語中級讀本》。 

    評析完教材後，第五章的第二部分筆者將根據 Teng（1998）提出的教

學累進性（sequential）和排序性（cumulative）原則，提出副詞「寧可」循

序漸進的教學順序，期能作為讀者應用於自身教學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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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共分為四節：首先，第一節呈現「寧可」在篇章中的句內及句外之

語料分布，接著探討其範距大小和焦點之關係；第二節主要討論「寧前/後

主句」之顯隱性頻率，再進一步分析顯隱對比和前後景的互動關係；第三節

探析「寧可句」的語用功能，另外將統計「寧可從句」和「寧可前/後主句」

與情態詞的共現頻率，並探討共現的因素。 

第一節 研究問題一 

    本節將回應研究問題一：「在篇章層面，讓步性副詞「寧可」的範距大

小與焦點的交互作用為何? 」根據先行研究（游雅欣，2016；胡琇閔，2017）

顯示，當副詞為句內範距，能修飾和支配的範圍比較小，往往形成句為焦點；

而當副詞為句外範距時，能統領的篇章範距較大，大部分形成對比焦點，因

此本論文也依此作為第一個研究問題的假設。 

    本節從兩方面呈現統計結果及語料討論，第一部分首先說明何為「寧可」

的句內、句外形式，其次，討論「寧可」在句內、句外的出現頻率。第二部

分，再進一步分析「寧可」的範距大小及其焦點之關係。  

一、「寧可」的句內與句外語料分佈情形 

    本研究根據「寧可」的位置，分為兩種句式，第一種是「句內」形式，

即主語位於「寧可」前，結構為「主語＋寧可＋VP」；另一種為「句外」形

式，「寧可」置於主語前，即「寧可＋主語＋VP」結構。此部分將以上述兩

類句式為基礎，統計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和聯合知識庫中句內和句外句式

的分佈，得出的數據如下： 

表四-1：「寧可」的語料分布（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寧可 句內 句外 總數 

筆數 153 1 154 

頻率% 99.35% 0.6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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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2：「寧可」的語料分布（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寧可 句內 句外 總數 

筆數 191 0 191 

頻率% 100% 0% 100% 

 

 

 

 

 

 

 

 

 

圖四-1：「寧可」的句內與句外比例 

根據表四-1 的數據可知「寧可」的句外形式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中只有一筆語料，僅佔總數的 0.65%，而句內形式的比例佔了大部分，高達

99.35%；表四-2 的聯合知識庫語料中，則沒有一筆語料是「寧可」的句外

形式，全部都是句內形式，比例高達 100%。整體而言，「寧可」的句外形

式在兩個語料庫中只有一筆，剩下的 344 筆都是句內範距，也就是說，讓步

性副詞「寧可」傾向位在主語後，而非主語前。而圖四-1 將兩表的數據做

一整合，由圖示可明顯看出，在兩個語料庫中，句內和句外形式比例落差很

大。  

在句內形式遠高於句外形式的方面，可根據標記理論解釋，無標形式指

的是常見的、分布較廣的語言形式，而有標形式則是指那些不常見的、分布

相對較窄的語言類型。句內形式帶出句尾焦點，此為一常見的無標形式，分

布的比例比句外形式高實屬正常；而句外形式帶出對比焦點，是發話者出於

對比目的而刻意凸顯的有標形式，使用的頻率自然少。（胡琇閔，2017；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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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光，2012） 

二、「寧可」的範距大小 

（一） 「寧可」的句內範距（「主語＋寧可＋VP」） 

    根據 Lenk（1998）將連接分為「局部連接」（local coherence）和「整

體連接」（global coherence），「局部連接」是指在篇章中的成分是緊連在

一起的，然而「整體連接」關係指的是兩個成分在篇章中離得較遠，可能跨

越篇章段落的連接方式。24在中文文獻方面，張文賢（2009:2）指出「局部

連接」連接的是兩個相鄰的句子成分或分句；而「整體連接」則連接語段或

非相鄰的段落。將其對應到本論文的分類，句內範距屬「局部連接」，因其

連接的是兩個句子成分－主語和謂語，句外範距屬「整體連接」，連接的成

分是跨句的。此部分首先介紹「寧可」的句內範距形式，詳見下例（94）： 

    （94） 葉立敏表示，預售屋的買方以投資族群居多，這類買方對於房價是以

類似買股票、期貨方式看待，面對目前房價下修，之前先以拖延交屋時間

來尋找合適買方，交屋後甚至以小賠出場，反觀中古屋的換屋族，不願賠

錢賣，寧可先出租等待房價回春。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在上例（94）中，「寧可」前省略了主語「中古屋的換屋族」，由此可

知，「寧可」位於主語「中古屋的換屋族」與謂語「先出租等待房價回春」

間，連接的是兩個句子成分，屬於句內範距，連接的範距小。 

    （95） 李李仁是演藝圈知名的好爸爸，就連對電影「心靈時鐘」裡的兒女也

同樣有父愛。因拍片時是大熱天，為讓片中童星在快樂的氣氛下表演，李

李仁帶吉他到片場，唱歌給童星聽，讓他們放鬆，自願當「小孩康樂隊隊

長」。該片多在南部拍攝，但李李仁沒事就回台北的家，寧可清晨 5 點出

門搭高鐵南下，只要看到老婆、孩子笑容就夠了。 

（聯合知識庫） 

                                                 
24

 英文翻譯如下: Local coherence are those relations between segments in discourse that appear 

immediately adjacent to each other, whereas global coherence relations a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segments in discourse that appear further apart, with other stretches of discourse in between. (Lenk 1998: 

27) (粗體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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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95）也和例（94）相同，屬於句內範距，「寧可」前省略了主語「李

李仁」，後接謂語「清晨 5 點出門搭高鐵南下」，因此其連接的範距小，下

文的「只要看到老婆、孩子笑容就夠了」為補充說明。  

（二） 「寧可」的句外範距（「寧可＋主語＋VP」）  

    「寧可」位於主語前，即結構為「寧可＋主語＋VP」時，本論文則視

為句外形式，句外形式連接的往往是兩個句子或段落，兩者之範距為跨句，

即是所謂的「整體連接」（Lenk，1998；張文賢，2009），然而研究的結

果顯示「寧可」句外形式的範距並沒有特別大，但仍較句內形式的範距大，

如下例（96）所示： 

    （96） 笑容彷彿在嘲弄著：結婚照是柴米油鹽前的最後浪漫。不知有沒有人

研究過照相心理學。我雖有心深究，卻是遲鈍慣了，只能看到表象。在我

想來，相機照出最清晢的人類影像是愛美。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平常人

在相機前的種種不安，無非是為了擔心照出的自己；模樣不夠理想。挑照

片送人也必定選比本人好看的，寧可背景差一點，相片中的自己卻一定要

相貌堂堂或者百媚千嬌。我就見過照了三十六張，撕去二十六張，只留下

十張的完美主義者．即使是留在自己的相簿，自己要看的，她也不想看到

有瑕疵的真相。極少人能容忍自己的真面目。我真有那樣的塌鼻子。小眼

睛嗎？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在例（96）中，主語「背景」位於「寧可」後，可知其為句外形式，而

「背景」與下文的「相片中的自己」互為對比項，此例句的兩個對比項皆位

在同一個段落中，沒有跨越句子邊界，形成的範距不大。此句為本論文於中

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和聯合知識庫蒐集的 345 筆語料的唯一一筆句外範距
25
，故另舉 google 語料為例，詳見下句例（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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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另一面這首詩也告訴我們要善用我們的恩賜來服事上帝，使用我們的

手，舌頭來服事上帝，甚至是我們的智慧，才能，各方面的技術來服事上

帝，所以我們可以如此吟講，〝雖然我的手有彈奏樂器的技術，若忘記用

在敬拜服事上帝的地方，就失去意義，和不會琴是一樣的，寧可我的手枯

乾，不能再彈琴。我的舌頭雖然可以唱歌，若忘記用於讚美上帝時，或不

以服事敬拜上帝當作我人生最大的喜樂時，就與不會唱歌一樣，寧可使我

舌頭僵硬，永遠不會再唱歌。〞所以當我再讀到這首詩時，用這種角度來

看，思考，我們會有更新的意義，感動。 

（google） 

在例（97）中，「寧可」位於主語「我的手」之前，可知其為句外形式，

而「我的手」與下文的「我的舌頭」互為對比項。雖然這兩個對比項位於不

同的句子中，但前後兩句緊緊相連，其範距仍相對較小。 

因此，從本論文所蒐集的語料而言，寧可句之句外範距的出現頻率極

低，僅有 1 筆。其次，此筆語料和 google 所蒐集的句外範距語料也都相對

較小。此顯示寧可句的語法程度仍低，尚未完全形成篇章標記詞（discourse 

marker），較一般連詞的語法化程度為低。此外，從寧可句之句外範距的低

頻率與較小的範距兩方面來看，亦顯示寧可的功能較像副詞，而非連詞。 

三、「寧可」的句尾焦點與對比焦點之範距表現 

    本論文進一步研究篇章中的範距大小與焦點的關係，以下為「寧可」

於兩個語料庫中的句尾焦點和對比焦點統計數據，下文將根據此數據分析討

論。本論文採用鄭貴友（2002）的理論驗證句尾焦點和對比焦點，於寧可句

下文中出現語義連貫和詞彙銜接本論文將視為句尾焦點，而下文的篇章中只

要是出現相反或相對的反義詞語，則將之歸類為對比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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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3：「寧可」在語料庫中的信息焦點 

範距 信息焦點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聯合知識庫 

筆數 比例 筆數 比例 

句內- 

範距小 

句尾焦點 153 99.35% 191 100% 

對比焦點 0 0% 0 0% 

句外- 

範距大 

句尾焦點 0 0% 0 0% 

對比焦點 1 0.65% 0 0% 

 總計 154 100% 191 100% 

表四-3 的統計結果顯示，兩個語料庫中，「寧可」的句內範距分別有

153 筆（99.35%）和 191 筆（100%），均形成句尾焦點，由此可證明本論

文最開始的假設，句內範距往往帶出句尾焦點。另一方面，句外範距只有中

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中的 1 筆語料，其形成對比焦點，儘管語料筆數少，但

是結果仍支持「寧可」為句外形式時，連接的範距大，帶出對比焦點的假設。 

(一) 句尾焦點 

    筆者將副詞「寧可」作為句尾焦點的例子呈現如下，例句將以方框標

示與之相關之詞彙銜接或語義連貫，詳見下例（98）和例（99）。 

  （98） 自然生態上為取得平衡的一種機制，但卻非常合乎實際農業的需要，尤

其近年來生物技術的突飛猛進，可以自然合成相生相剋的化學物質，代替

殺草劑、殺蟲劑等，減少農藥對土地的污染，還可以將之做為生物防治的

天然物質，增加農業生產力。以楝樹為例，在印度農業發展中，被奉為靈

丹，不但代替了殺蟲劑、殺草劑，也用來防治其它病害。台灣本土也有楝

樹，但是農民寧可買農藥，不願意利用天然資源，因為農藥可以快速見

到成效，也就意味著可以快一些換得金錢。這種短視近利，不惜破壞自然

環境的作法，使得周先生對我國永續農業的前景頗為憂心。植物相生相剋

作用也可運用到森林水土保持上。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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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例（98）中，「寧可」位於主語「農民」之後，該句的「買農藥」為

句尾焦點。筆者從詞彙銜接與語義連貫證明之，首先，寧可句的「農藥」與

下文的「農藥」是同一詞語重複。其次，句尾焦點「買農藥」和下句的「不

願意利用天然資源」為並列關係，而「買農藥，不願意利用天然資源」又與

其下文的「農藥可以快速見到成效」構成果因連貫關係。寧可後的句尾焦點

和下文皆位在同一複句中，為範距小的句內形式。 

    （99） 陶比麥奎爾與死黨李奧納多狄卡皮歐從童星時期就結識，兩人很長

一段時間寧可縱情聲色，也不願認真考慮成家，其他會一起出來玩樂的

花花公子好友還包括曾與哈里遜福特合演「證人」的魯卡斯哈斯、影集「我

家也有大明星 」比利康諾利等。陶比因主演「蜘蛛人」大紅，曾經和戲

中女友克絲汀鄧斯特假戲真作，然而在拍環球影業的「奔騰年代」時，愛

上 NBC 環球集團的高層之女珍妮佛，3 年之後訂婚，訂婚後半年不到，

長女露比就出生，隔年他們在夏威夷結婚，一年多後生了兒子歐帝斯。 

（聯合知識庫） 

       而例（99）中，主語為「兩人」，即前文提到的好萊塢明星「陶比麥奎

爾和李奧納多狄卡皮歐」，句尾焦點為「寧可」後的「縱情聲色」，其後的「不

願認真考慮成家」則為句尾焦點之延續，而下文的詞彙「出來玩樂」則與「縱

情聲色」相呼應，為詞彙銜接中的近義詞語同現。另外「兩人很長一段時間

縱情聲色，也不願認真考慮成家」與下文的「其他會一起出來玩樂的花花公

子好友」乃語義連貫的遞進關係，即不只那兩人，還有其他很多明星也會出

去玩樂。由上述可證明，「寧可」於句內範距時，呈現範距小的句尾焦點。  

(二) 對比焦點 

    接著，再審視副詞「寧可」作為對比焦點的例子，根據本論文最初的假

設，句外範距連接的範距大，形成對比焦點，以下將以例句檢視，下例中的

方框標示的是對比焦點的對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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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笑容彷彿在嘲弄著：結婚照是柴米油鹽前的最後浪漫。不知有沒有

人研究過照相心理學。我雖有心深究，卻是遲鈍慣了，只能看到表象。在

我想來，相機照出最清晢的人類影像是愛美。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平常

人在相機前的種種不安，無非是為了擔心照出的自己；模樣不夠理想。挑

照片送人也必定選比本人好看的，寧可背景差一點，相片中的自己卻一

定要相貌堂堂或者百媚千嬌。我就見過照了三十六張，撕去二十六張，只

留下十張的完美主義者．即使是留在自己的相簿，自己要看的，她也不想

看到有瑕疵的真相。極少人能容忍自己的真面目。 

    （重引例句 96） 

    上例（100）中，「寧可」位於主語「背景」前，屬句外形式，其後的

「背景」與下句的「相片中的自己」互為對比項。發話者為了要讓相片中的

自己好看，所以願意犧牲背景，讓「背景差一點」，但是「相片中的自己卻

一定要相貌堂堂或者百媚千嬌」。    

    儘管本論文所採集的句外筆數有限，但是這一句外範距的「寧可」句帶

出對比焦點，仍符合本研究開始的假設。根據游雅欣（2016）與胡琇閔（2017）

的研究結果，同樣顯示句內形式往往帶出句尾焦點，句外形式帶出對比焦

點，以「事實上」和「還是」為例：  

    （101）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強森 5 日表示：「全球恐怖威脅已經進入新階段。

我們必須致力確保國土安全。恐怖分子已經把他們攻擊美國本土的陰謀外

包。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實例，必須另謀對策。」強森又說，美國政府應該

在國外的機場部署更多幹員，從嚴執行免簽國民眾的入境安檢，同時進一

步接觸本土的穆斯林社區，以及時察覺可能成為漏網之魚的威脅。美國政

府無法阻止美國民眾輕易取得槍枝或來自國外的偏激宣傳，可能必須加倍

鼓勵民眾舉報可疑的人事物。事實上，聯邦與各地方政府現行的相關方案

已經鼓勵民眾隨時舉報。加州屠殺案可能再度引起有關如何在隱私與公共

安全之間求取平衡的辯論。部分美國官員則說，他們必須加倍努力，以促

使不同的穆斯林聲音對抗 IS 的偏激宣傳。部分專家表示，美國政府與社會

各界不宜反應過度，因為集中注意本土穆斯林反而可能引起憤怒與疏離，

導致恐怖組織趁機吸收新血。 

（游雅欣，2016：72 轉引自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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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至於說到體育，就更有意思了，拿了這麼多金牌，原本能夠讓我們

在其他領域更大膽起來，可偏偏有些人在那裡得出了結論，還是我們的體

制好，能夠拿那麼多金牌，都比美國多了。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運動員

拿到那麼多金牌，不但不會讓我們的中國孩子的學校增加更多的體育設施

和教育經費，反而會有可能減少他們的設施，從而繼續供養更大一批專門

從事搶金奪銀的體育菁英。這次奧運會後大家不妨去查看一下國外新進國

家的奧運金牌得主平時都在幹什麼。美國和澳洲的很多奧運金牌得主平時

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員，還有些國家的奧運會金牌得主甚至是給人家當保姆

或者炸薯條的小商販。 

（胡琇閔，2016：75 轉引自北京大學現代漢語語料庫） 

    例（101）的「事實上」為句外範距，位於主語「聯邦與各地方政府現

行的相關法案」前，而其帶出的對比項為「隱私」和「公共安全」，文中提

及的「隨時舉報」和「隱私」有關，而「引起憤怒與疏離」和「導致恐怖組

織趁機吸收新血」有關。而例（102），「還是」位於主語「我們的體制」

前，屬句外範距，「我們的體制」（中國）與下文的「美國」做對比，互為

對比項，形成跨句的對比。為了進一步證明「寧可」的句外範距帶出對比焦

點，筆者將引用 google 語料26作為從旁佐證，例句如下：   

 

（103） 魏醫師笑笑地說：「您父親和我都是好鄰居，很早就聽說他一向勤

勞節儉，愛惜金錢，剛巧在病中又聽到掉錢，這時心情必然極為惡劣，這

樣很容易使得病情加深了，嚴重的話還因此一病不起了，所以寧可我自己

蒙受一些委屈，讓您把那十兩銀子帶囘去，您父親在病中知道失去的錢又

找到了，心情從悲傷轉成欣喜，病也就減輕了許多，最後也就不藥而癒了。」 

（google） 

    在例（103）中，位於句外的「寧可」，與前文做跨句的因果關係銜接，

前文中提及魏醫師為了不讓說者的父親「病情加深」，因此願意讓步，讓「自

己」蒙受一點委屈，也希望「說者的父親」病情能減輕、不藥而癒。「寧可」

句的「我自己」，與下文的「您父親」互為對比項。 

                                                 
26

 作者在 760 筆 google 語料中，找到 2 筆對比焦點的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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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筆者發現第一個研究問題的研究結果與李艷丹（2014）提出的看法不

同，本論文結果顯示句內範距帶出句尾焦點，而句外範距帶出對比焦點，但

是李提出不管「寧可」位於主語前後，皆為句尾焦點，如例句（104）和（105）： 

（104） 我寧可自己不幸，也不願意他不幸。 

（105） 寧可我自己不幸，也不願意他不幸。 

（李艷丹，2017：11） 

    上例（104）為副詞「寧可」的句內形式，形成句尾焦點，符合本論文

的結果，然而例（105）的「寧可」位於句外，根據本論文的研究，應當形

成對比焦點，而非句尾焦點。另外，李艷丹也未提供上下文，讀者無法進一

步考察寧可與焦點的互動。  

四、小結 

    綜合上述，將回應研究問題一。首先，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和聯

合知識庫兩個語料庫中，皆顯示「寧可」位於句內的比例遠高於位於句外的

比例，句內範距的比例分別為 99.35%和 100%，而句外範距的比例分別為

0.65%和 0%。接著我們觀察「寧可」在篇章中與焦點的互動，發現無標的

句內範距帶出的都是句尾焦點，多為連接句子成分或分句，傾向「局部連

接」；而唯一的一筆句外範距，其使用的頻率比句內範距低，是因為其為有

標句式，句外範距呈現對比焦點，用以連接較大的範距，「整體功能」強。 

    本論文所採用的語料庫句外範距的筆數少，但研究結果仍然符合本論文

的研究假設，及句內範距呈現句尾焦點，而句外範距呈現對比焦點。而根據

文獻，游雅欣（2016）對於副詞「其實」和「事實上」和胡琇閔（2017）對

於副詞「還是」的範距與焦點研究，都同樣顯示句內範距呈現句尾焦點，句

外範距帶出對比焦點的結果。欲進一步證明「寧可」的句外範距引出對比焦

點，筆者另從 google 上摘錄寧可句外範距的語料作為佐證，分析後的結果

也顯示句外範距帶出兩對比項，形成對比焦點。 

 



 

81 

第二節 研究問題二 

    本節將回應研究問題一：「在篇章層面，「寧可從句」前後主句27之顯

隱性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為何? 」 

    筆者將從兩方面呈現統計結果及語料討論，第一部分呈現「寧前/後主

句」的顯隱性頻率，第二部分則進一步探討顯隱對比和前後景的互動關係。  

一、「寧前/後主句」之顯隱性對比頻率   

    常規複句「寧可…，也…」是由「寧可從句」與它的下一分句「也」小

句組成，「也」引導的主句明確出現在「寧可從句」後，本論文稱之為「後

顯主句」。而「後顯主句」並不都是由「也」引導，有時候是轉折連詞「而、

卻、但」，而若轉折連詞可以替換成「也」，本論文也視之為「後顯主句」。

除了常規句式，有時可將「寧可從句」後移，移位後的「也」則省略，形成

「…，寧可…」句式。上述兩種句式都是顯性句，寧可複句的主句具體出現

在寧可句前後。還有一種句式為「寧可從句」後之主句省略，但是仍然能從

上下文中找到線索或是從語境中推衍，此種句式本論文稱為「後隱主句」。

以下呈現兩個語料庫的「寧前/後主句」顯隱性之筆數和頻率：     

表四-4：「寧前/後主句」之顯隱對比 

 顯性 隱性 總數 

中文詞彙特性素

描系統 

筆數 78 76 154 

百分比 50.65% 49.35% 100% 

聯合知識庫 筆數 91 100 191 

百分比 47.64 % 52.36% 100% 

總數 筆數 169 176 345 

百分比 48.99 51.01 100% 

                                                 
27

 “「寧可從句」前後主句”爾後都簡稱“寧前/後主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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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四-4 可知，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word sketch）中，「寧前/

後主句」的顯性比例和隱性比例沒有太大差別，在統計的落差範圍內，分別

為 50.65%和 49.35%；而在聯合知識庫中，顯性的比例則低於隱性，為 47.64%

和 52.36%。從語體（style）上解釋，word sketch 包括書面和口語兩種語體，

但是聯合知識庫皆為書面語體，語料來源為台灣地區的網路新聞、新聞體及

報導體，為了清楚完整，須將某個人或團體、機構，為何作出讓步的選擇鋪

墊清楚，因此「寧可」句的上文有背景的鋪陳，而「寧後主句」的內容變成

舊信息，故可省去不說，對應到本論文的研究數據，則可知聯合知識庫的新

聞語體比較注重簡潔，因此隱性的筆數多一點。       

    將兩個語料庫的語料整合如表四-4，隱性的分佈頻率略多，佔了整體的

五成多一點，由此可知，在漢語篇章裡，「寧可句」是偏向簡潔的。然而是

何原因造成隱性的比例略高於顯性，我們認為其原因在於，「寧後主句」往

往是舊信息，受話者已經可從前文或語境推知信息，因此根據語言經濟原

則，「寧後主句」可省略。而「寧後主句」隱性的比例較多，從焦點的角度

來檢視此結果，可知「寧可句」本身較偏向作為一焦點句式。     

(一) 顯性句 

以下筆者將呈現寧可句的「後顯主句」和「後移寧可從句」，並各舉

一例詳述之。而例句中的「寧前/後主句」將以方框標示。 

    1.1 後顯主句 

    （106） 巨石強森雖是自己戲分快殺青前，才在社群網站放炮，指「玩命關

頭 8」有男星不專業、沒種，其實他與馮迪索的不愉快已持續數月，馮迪索

身兼製片，大小事都要出意見，難免讓巨石強森覺得不夠被重視。不過在

好萊塢業界，巨石強森較具友善形象，倒是馮迪索難搞出了名。「好萊塢

報導」指他拍「玩命關頭 7」時，對所有細節都斤斤計較，不高興就賴在自

己的休息拖車中，一整天都不出來，還「號令」影片公司高層一起到拖車

裡開會，耗了兩個半小時，就為了聽他抱怨，整得導演溫子仁健康出狀況，

寧可接拍「厲陰宅 2」，也不願再執導「玩命關頭 8」。 

（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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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06）的寧可從句後之主句，為「也不願再執導『玩命關頭 8』」，

此類寧可從句後接寧後主句的句式稱為「後顯主句」。 

    1.2 後移寧可從句 

    （107） 這是中國農民第一次親身體驗「共產」的含義。由於果樹入社是不

付報酬的，農民不願被共產，寧可砍樹。豬羊不願送運到社裡去，只有宰

殺一途。而歸到社裡去的大牲口，由於管理不善，死亡極多，全國一下子

減少了二百萬頭以上。當時全國已建成的六十七萬個合作社，有四分之一

在一九五四年減了產。到了一九五五年，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在例（107）中的寧可從句，即「寧可砍樹」移位到寧後主句的後方，

將其還原為常規句式則為「農民寧可砍樹，也不願被共產」，由此可知，寧

前主句，在此是顯性的，只是顯在寧可從句之前。此寧可從句位於最後的位

置，為信息傳遞中的焦點。 

    （二） 隱性句 

    接著檢視寧後主句隱去的情形，即「後隱主句」，詳見下例（108）： 

    （108） 專賣運動、登山設備的業者邱景民說，不管是登山、露營或是自助

旅行，有沒有帶上一個好包包真的很重要，後背包外型雖不時尚，大大一

個，像背個烏龜殼一樣，但容量大小、機能性才是挑選重點，很多人都輕

忽它，寧可選擇好看又便宜的包款，等到上路時才知痛苦來了。 

（聯合知識庫） 

    在例（108）中，寧可從句後之主句省略了，原句應為「寧可選擇好看

又便宜的包款，也不選擇不時尚的後背包」，主句省略之原因為前文已提及

後背包的缺點，如「不時尚」以及「像背個烏龜殼一樣」，因此可以推論出

一般人不願意背後背包，為求語言簡潔，故不須再次提及。此寧可從句作為

焦點句和後文連接，「寧可選擇好看又便宜的包款」，可是機能性不佳，因

此「等到上路時才知痛苦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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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前面敘述的美秀的故事其實就是個典型的婚姻暴力（家庭暴力）例

子。其實，在我們的社會上有許許多多像美秀這樣的無助婦女，她們雖然

面對丈夫的拳打腳踢，但為了顧及孩子，為了給子女維持一個最起碼的家

（有爸爸、媽媽），她們寧可忍氣吞聲，過著膽驚受怕的日子，任憑人權

遭受施暴者的踐踏，無助、愁苦的守著一個已經殘缺了的家，盡傳統賦

予她們的所謂為人妻、為人母的責任。 過去幾十年來，在中國傳統的父

權社會裡，女人似乎只有像美秀這樣，向命運低頭的份兒。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而例（109）的「寧後主句」同樣隱去了，補出主句後可能是「她們寧

可忍氣吞聲，過著膽驚受怕的日子，也不反抗」，此句隱去之原因非前文提

及而省略，是聽話者可以依靠對語境的了解和從百科知識去推衍。寧可從句

「忍氣吞聲，過著膽驚受怕的日子」在篇章中為焦點句，透過和後文的詞彙

銜接可證明其為句尾焦點，如「膽驚受怕」和「施暴者的踐踏」為因果關係

的銜接，而「膽驚受怕」和「無助」、「愁苦」則為聯想關係詞語的同現。  

二、「寧前/後主句」之顯隱性對比和前後景的互動關係 

    以下呈現「寧前/後主句」之顯隱性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筆者將以中

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和聯合知識庫的統計數據呈現結果並進行討論。   

(一) 顯性中的「後顯主句」和「後移寧可從句」 

寧可顯性句式的「後顯主句」，指的是「寧可」複句的主句具體顯現

在寧可從句後，其形式為「從句[寧可句]→主句」；而「後移寧可從句」指

的是寧可複句中的「寧可從句」後移至主句後，形成「主句→從句[寧可句]」

的形式，此部分將探討兩者之分布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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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5：顯性對比句中「後顯主句」和「後移寧可從句」之分布比例 

 寧可顯性 總數 

 從句[寧可句]→主句 主句→從句[寧可句] 

 後顯主句 後移寧可從句 

中文詞彙特

性素描系統 

筆數 70 8 78 

百分比 89.74% 10.26% 100% 

聯合知識庫 筆數 76 15 91 

百分比 83.52% 16.48% 100% 

    檢視上表四-5，可以發現兩個語料庫的「後顯主句」分布比例都大於「後

移寧可從句」之比例，「後顯主句」比例約占八成，而「後移寧可從句」僅

約兩成，筆者進一步檢視兩語料庫加總後的比例：   

8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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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顯主句 後移寧可從句

 

圖四-2：顯性對比句中「後顯主句」和「後移寧可從句」之分布比例 

上圖四-2 的結果顯示，「後顯主句」的比例高達 86.63%，「後移寧可

從句」則佔全部顯性句的 13.37%。上述兩類顯性句中，常規句式「後顯主

句」的出現頻率遠高於「後移寧可從句」，以標記理論解釋之，「後顯主句」

為無標句式，其出現頻率高、語言類型上分布較廣，而「後移寧可從句」為

有標句式，出現頻率低，語言類型分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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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後顯主句 

    筆者探究「後顯主句」和「後移寧可從句」與前後景的關係，發現「後

顯主句」的寧可從句在篇章中為背景信息，寧後主句位在整體的後方帶有較

大的信息量，成為信息焦點，以下舉例說明之：  

    （110）  彰化市清潔隊長林群富說，舊衣回收幾乎全數出口外銷，但國際原

物料價格大跌，國內資源回收廠商銷路不佳，整理舊衣的人力與收益不成

比例，今年度負責彰化市舊衣的南投廠商合約原本年底期滿，但入不敷出

下寧可支付 35 萬元的履約保證金，也要提前解約。        

       彰化市原本有 350 個舊衣回收箱，平均擺在各個巷弄裡，廠商今年度每處

以 999 元月租費得標，業者向公所表示，並非故意解約，實在是大環境影

響，難以負擔。 

 （聯合知識庫） 

例（110）的寧可從句其後接著主句，根據話語中的訊息量遵循由舊至

新的原則，在越尾端的訊息量越重，這裡的主句「也要提前解約」位於整體

的後方，帶有較高的信息量而成為信息焦點，而寧可從句則成為背景信息。

寧後主句除了做為焦點外，也是前景信息，推進整篇敘述的發展，如上例中

寧後主句「也要提前解約」，將敘述引導至下文的「彰化市有 350 個回收箱，

且每處每個月的月租要 999 元，業者難以負荷」。    

（111）  兩代之間看漫畫國中生圈中，流行著一種說法：在學校看漫畫，不

小心被老師發現，寧可被撕毀，也不要被沒收；因為老師會把沒收的漫

畫，帶回家裡看。這一來，豈不便宜了老師？有「不良書刊」等刻板印象

的漫畫，在校園與家庭之間，一直是製造衝突與歡樂的來源。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例（111）也屬於「後顯主句」，寧可從句為背景信息的角色，寧後主

句「也不要被沒收」為信息焦點，作為前景信息，能推動後文敘述的發展，

說明漫畫被沒收後會被老師帶回家看，此外，從下文也可找到詞彙銜接，「沒

收」和「沒收」即為同一詞語的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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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後移寧可從句  

    以下將呈現「後移寧可從句」與前後景之互動，其和常規句式最大的不

同在於寧可從句非背景信息，而為焦點句式。筆者深入探究為何寧可從句要

移位到主句之後，發現是由於「寧前主句」乃擔任承接前文之功能，以下舉

例說明之：  

    （112） 偏鄉小校校長表示，小校的午餐本來就少有廠商願意投標，造成廠

商姿態高，校方須負擔菜車運送成本，有時菜色差，主菜只有小雞丁混豆

腐，希望下學年改家長自付後，午餐品質能有改善，別再讓孩子吃到爛菜。 

      多所市區學校明確表達不再自辦營養午餐，寧可向團膳業者外訂三菜一

湯，一桶桶送到學校，省下採買食材、請廚娘、擔心菜色不佳和衛生等麻

煩。校方人士擔心，以往不少學校為了營養午餐設有廚房、爐具等炊煮設

備，若學校不再辦營養午餐，這些廚房設備恐將閒置、損壞，形成浪費。 

（聯合知識庫）  

    上例（112）中，寧可複句的常規形式為「多所市區學校明確表達寧可

向團膳業者外訂三菜一湯，也不再自辦營養午餐」，而上例的寧可從句被移

到主句之後，成為信息焦點，推動後文的信息發展，與下文有詞彙連接的關

係，如「三菜一湯」和「一桶桶」為名詞和量詞的關係，其後的「食材」和

「菜色」與「三菜一湯」也是同一集合關係的詞語。而寧前主句「不再自辦

營養午餐」，承前銜接了前文的「有時菜色差，主菜只有小雞丁混豆腐」和

「別再讓孩子吃到爛菜」，因為有這些菜色差和不好的爛菜，因此寧前主句

進一步否定「自辦營養午餐」這件事。 

    （113） 這是中國農民第一次親身體驗「共產」的含義。由於果樹入社是不

付報酬的，農民不願被共產，寧可砍樹。豬羊不願送運到社裡去，只有宰

殺一途。而歸到社裡去的大牲口，由於管理不善，死亡極多，全國一下子

減少了二百萬頭以上。當時全國已建成的六十七萬個合作社，有四分之一

在一九五四年減了產。到了一九五五年，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例（113）的寧可從句後移，原常規句為「農民寧可砍樹，不願被共產」。

上例中「由於果樹入社是不付報酬的」，所以「農民不願被共產」，寧前主

句承前連接，而寧可從句「寧可砍樹」移位到主句之後，成為句尾焦點，為

 



 

 88 

交際中最重要的信息成分，表示為了不願被共產，所以願意做出砍樹這種極

大的讓步。 

    由以上結果，可知「後顯主句」和「後移寧可從句」的焦點位置不同，

「後顯主句」的焦點為寧可從句後的寧後主句，「後移寧可從句」的焦點則

在「寧可從句」上。以下我們將探討同為焦點句式的「後移寧可從句」和「後

隱主句」之分布。     

(二) 後隱主句的「寧可從句」和後移的「寧可從句」 

    如前文提及的，「後隱主句」指的是寧可複句中的主句隱去了，即「從

句[寧可句]→主句[隱去]」，而「後移寧可從句」指的是寧可複句中的寧可

小句後移，成為「主句→從句[寧可句]」句式，此小節將列出兩種句式於語

料庫中之比例，並針對焦點和前後景進行討論。  

表四-6：後隱主句的「寧可從句」和後移的「寧可從句」之分布比例 

 從句[寧可句]→主句[隱去] 主句→從句[寧可

句] 

總數 

 後隱主句的「寧可從句」 後移的「寧可從句」  

中文詞彙

特性素描

系統 

筆數 76 8 84 

百分

比 

90.48% 9.52% 100% 

聯合知識

庫 

筆數 100 15 115 

百分

比 

86.96% 13.04% 100% 

    根據上表四-6，可以發現不管在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或是聯合知識

庫，後隱主句的「寧可從句」的比例高於後移的「寧可從句」，後隱主句的

「寧可從句」的比例佔了九成左右，而後移的「寧可從句」僅占約莫一成，

以下我們將檢視兩個語料庫的比數相加之後的分布比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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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後隱主句的「寧可從句」和後移的「寧可從句」之分布比例 

    根據上圖四-3 的結果，可知後隱主句之「寧可從句」的比例在整體上高

於後移的「寧可從句」，後隱主句之「寧可從句」佔了 88.72%，而後移的

「寧可從句」只有 11.28%。進一步探究其分佈比例之落差，本論文認為寧

可焦點句之前往往有背景的鋪陳，解釋後文為何做出寧可的讓步行為，如此

才不會太突兀，另一方面，鋪陳若已帶出「寧後主句」的內容，則成為背景

句的「寧後主句」就不需要再重複出現，若再度出現的話則違反了語言經濟

原則，此乃後隱主句之「寧可從句」的比例更高之原因。    

    後隱主句之「寧可從句」和後移的「寧可從句」在篇章中都為焦點句式，

筆者欲從前後景之角度討論其不同之處。由於前文已展示過後移的「寧可從

句」的例子，此部分僅列出後隱主句之「寧可從句」。筆者發現後隱主句之

「寧可從句」往往作為信息焦點，帶有較大的信息量，且與下文有語義連貫

關係，形成句尾焦點，以下舉例說明之：     

    （114） 現在想來有些好笑，但余宛如至今還是堅持租屋第一要注意的還是

環境，尤其單身女子在外租屋絕不能夠因為貪小便宜而掉以輕心，一定要

確保屋子是租在治安良好的地區。余宛如也強調，房東好不好是至關緊要

的，她每次租屋只要發現房東有問題，或是態度不友善，就算心底對屋子

再滿意都寧可割捨，把衝突的風險降到最低。 

（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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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114）中，寧可從句後的主句省略，若將主句補回，則為「寧可割

捨，也不繼續租屋」。而寧後主句省略主要有兩個原因，一為根據語言經濟

原則，前文已提過「租屋」，若再將主句的內容再說一次，則會造成信息的

重複；二為將寧後主句補入，成為「就算心底對屋子再滿意都寧可割捨，把

衝突的風險降到最低」，則語義不連貫。此句的寧可從句「寧可割捨」為篇

章中的焦點句，與下文的「把衝突的風險降到最低」有目的的連貫關係，形

成句尾焦點。  

（115） 談到「自我成長」，我們可以回憶一下自己生活上的經驗。記得我

們考上新的學校，尤其是考上大學的時候，會覺得十分得意；到社會上找

到新的工作時，會覺得很滿意；若是有機會認識新的朋友，會覺得很快意。

一段時間之後卻發現：大學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麼理想，於是我們寧可玩

四年，浪費時間，或做一些不相干的事。其次，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我們

會覺得無聊，每天九點上班、五點下班，成為不斷重複的行為，毫無新鮮

感。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上例（115）中的寧可從句為焦點句，其後的主句省略，補回後的寧可

複句為「寧可玩四年，也不讀書」，然而主句的內容可以從聽話者自身的百

科知識中推衍出，因為大學生就應該念書，因此主句可被省略。而省略寧後

主句後，作為前景信息的寧可從句「寧可玩四年」，能推動後文的信息發展，

與後文的「浪費時間，或做一些不相干的事」構成語義連貫關係。  

    由以上結果我們可以得出初步結論，皆作為焦點句的後移之「寧可從句」

和後隱主句之「寧可從句」的不同，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後移「寧可

從句」之「寧前主句」有承前銜接的關係，而寧可從句往往與後文有語義連

貫關係；其二，後隱主句之「寧可從句」的比例為多，是由於寧可句前多有

背景的鋪墊，鋪陳中已出現主句的內容，因此主句為舊信息，且寧可從句的

下文為交際中的信息重點，因此較不重要的寧後主句可以隱去，此外，寧可

從句與後文有語義連貫關係，若寧後主句出現，則不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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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結 

    綜合上述，本節摘要研究問題二：「在篇章層面，「寧前/後主句」之

顯隱性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為何? 」，發現結果有二，依序分述如下。首先

觀察寧後主句的顯隱比例，發現整體上隱性比例略高，佔 51.01%，而顯性

佔了 48.99%，此結果顯示寧可句偏向簡潔，寧後主句可以隱去是由於寧可

句的上文已有背景的鋪陳或是發話者可從自身知識中推衍，因此根據語言經

濟原則，不須再說一次。接著，筆者統計「後顯主句」、「後移寧可從句」

和「後隱主句」之比例，依序為 42.32%、 6.67%和 51.01%，進一步探究三種

句式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結果顯示，「後顯主句」之寧可從句作為一背景

信息，其焦點在寧可從句後的寧後主句；而「後移寧可從句」和「後隱主句」

的焦點皆在寧可從句上，作為前景信息的寧可從句，都能推動後文訊息的發

展，然而「後移寧可從句」的寧前主句在前是為了承前銜接，若維持寧可常

規句式則與上下文不連貫，而「後隱主句」的寧後主句之所以隱去，是因為

主句的內容為舊信息或是可以從語境中推斷，因此不需要重述，此外，「寧

可從句」與後文有語義連貫關係，若「寧後主句」出現，則會打斷前後的連

貫關係。  

 

第三節 研究問題三 

    研究問題三：「讓步性副詞「寧可」的語用功能為何?而其與情態詞的

交互作用為何?」筆者將分別回應上述兩個問題，首先討論「寧可」之功能

為反預期，以畢永峨（1994）所提之預期值和斷言值之理論為基礎，我們把

它分為背景句 A、預期句 B、反預期句 C 和前景句 D 進行語料分析。接著，

再分別計算和分析「寧可從句」和「寧前/後主句」與情態共現詞之情形，

亦將進一步橫向的討論不同種類的情態詞在寧可從句和寧前/後主句的比例

落差。 

一、 副詞「寧可」的反預期分析 

    「寧可」前提句的命題所引出的預期和寧可句之間產生落差，因此我們

認為「寧可」句在話語中扮演的是「反預期」的角色，本研究將以中文詞彙

特性素描系統以及聯合知識庫之語料作為分析之依據，以畢永峨（1994）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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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值和斷言值之理論為基礎，我們把句子分為 ABCD 句分，其中 A 句為

背景句、B 句為預期句、C 句為反預期句，也是「寧可句」或是「寧可複句」

所在位置，而 D 句為前景句，如下表所示：  

表四-7：「寧可」句的語用核心功能 

A B C D 

背景句 （預期句） 

(括號表隱去) 

反預期句 

「寧可」句 

前景句（可以立

論、因果、轉折） 

    在語料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大致發現 C 句和 D 句間有三種語義關係，

分別為立論、進一步說明原因和轉折，因為時間上的限制，未來可以再進一

步研究是否有別種語義關係，並進行進一步的語料分析。以下列出反預期 C

句和前景句 D 之間的三種語義關係之例句，並討論「寧可」作為反預期在

語篇中的情況。  

1.1 立論：  

    「立論」指的是根據前文的舊信息，提出一個觀點，而此觀點在信息結

構上為新信息。此外，我們認為 D 句前若可以擺入「所以」，而前文不能

補入「因為」，此種非嚴格的因果邏輯關係，因此本論文將之歸為「立論」，

以下舉例說明之：  

    （116）傅崐萁認為「事在人為」，如果想要做好事，就會找盡各種方法，例

如過去曾嘗試將規畫好的工程預算書，再打六五折發包，最後仍順利

招標，工程品質也未下降，地方建設持續進行。[A]傅崐萁笑著說，花

蓮縣「爹不親，娘不愛」，所以要更努力，[C]寧可官不聊生，也不能

民不聊生，[D]所以縣政團隊都「很操」，也很努力，感謝花蓮縣民

的肯定。 

（聯合知識庫） 

    例（116）中，背景句 A 為「傅崐萁笑著說，花蓮縣『爹不親，娘不愛』，

所以要更努力」，C 句為反預期句「官不聊生，也不能民不聊生」，此 C

句違反了社會預期，一般來說，很多官員都是貪污腐敗，為了一己之利，而

不顧民眾的，但是傅崐萁卻反其道而行，願意犧牲自己為花蓮縣民謀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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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D 句出現了連接詞「所以」，而 C 句不能補入「因為」，因此我們

判斷 C 句和 D 句的語義關係為「立論」。 

    （117） 一個人出去走走，因為巷道上還有很多人在聊天，他們都是幾十年

的老鄰居。這兒沒有川流不息的人潮，也沒有流動攤販，有的只是居住

多年的居民，有著安定感覺；這兒沒有現代化的超商，或精品店，或咖

啡店，有的只是傳統式或家庭式的小店，卻洋溢著方便與溫馨。[A]這

兒廟壇多，表示善男信女多，亦暗示治安好；[C]不少居民不願遷移，

卻寧可翻修他們的舊家，[D]暗示他們愛這裡。28當我足蹬高跟鞋，穿

戴整齊走進饅頭店卻買不到時，主人對我一臉的焦躁感到不安，一直道

歉，他知道這位住在大樓的職業婦女，正為籌措晚餐而煩惱。我開始用

力呼吸這兒的人情味，也盡情享受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不少居民不願遷移」為寧後主句前移，因此也屬於寧可複句的範疇

中，而寧可句「不少居民不願遷移，卻寧可翻修他們的舊家」違反了社會預

期，一般人在居住方面，都想搬到更好更新的房子，可是他們卻選擇住在舊

屋而不願意搬家。而 C 句和 D 句間可以加入連接詞「所以」，但是不能於

C 句補入「因為」，因此此例句的 C 句和 D 句的語義關係也是「立論」。 

    （118）[A]夏日高溫本應多喝水防中暑，[C]但仍有民眾認為白開水索然無味

或有「消毒水的味道」，寧可喝飲料也不喝水，[D]結果愈喝愈胖。營

養師表示，人的飲食與視覺及嗅覺相關，若不想只喝白開水，可選擇浸

泡水果片，只需瓶中浸泡一段時間，就能帶有淡淡水果香氛，熱量極低

且視覺漂亮，是增加喝水慾望的聰明手段。  

（聯合知識庫） 

例（118）中，「夏日高溫本應多喝水防中暑」為背景句 A，而 A 句和 C

句反預期句間隱含了預期句 B「喝水很健康，喝飲料有很多化學東西不健

康」，但是 C 句則帶出反預期「寧可喝飲料也不喝水」，因為「民眾認為白

                                                 
28

 D 句僅有「暗示他們愛這裡」，其後為一個新的段落，此可以從兩分面證明之。首先，「當我

足蹬高跟鞋」的「當…(的時候)」為時間詞，陳俊光(2010)提出時間詞的出現表示另外一個事件的

開始，其二，屈承熙(1990)也提到當前景突然下降為後景，代表其為另外一個段落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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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水索然無味或有「消毒水的味道」。而此例的 C 句和 D 句間的關係，也是

一種「立論」關係，即根據前文的舊信息「喝飲料不喝水」，提出一個新信

息「結果越喝越胖」。  

1.2 進一步說明原因 

當 C 句「寧可句」或「寧可複句」為果，而 D 句作為解釋其讓步的原

因時，本論文將其歸為「進一步說明原因」。語料討論如下： 

    （119）在莫斯科朋友的熱心推荐，特向你們求助，望你們能定期給我們寄來

貴社出版的《光華》雜誌和其他反映中華民國政治、經濟、文化情況的

出版物，以豐富和充實我們有關中華文化的資料，幫助我能夠更好地傳

播中國文化，為我們的共同目的光耀華夏，盡一分力量。兩代之間看漫

畫國中生圈中，流行著一種說法：[A]在學校看漫畫，不小心被老師發現，

[C]寧可被撕毀，也不要被沒收；[D]因為老師會把沒收的漫畫，帶回家

裡看。這一來，豈不便宜了老師？有「不良書刊」等刻板印象的漫畫，

在校園與家庭之間，一直是製造衝突與歡樂的來源。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上例（119）的背景句為「在學校看漫畫，不小心被老師發現」，一般情

況下，學生會選擇讓老師沒收，老師過幾天就會還回來，但是作者卻反社會

預期，「寧可被撕毀，也不要被沒收」，而其後的 D 句帶出真正的原因-「不

想讓老師把漫畫太回家看，便宜了老師」。  

（120）[A]大陸央行注入大量的流動性，[C]民間企業不為所動，寧可囤積

現金，投入短期、高收益儲蓄產品，或進行財務投資，不願意投資實

體經濟，[D]究其原因，主要是因投資報酬率偏低且不斷下降，其次是

政策的不確定性增加，例如同時追求結構性改革和穩增長目標造成政

策矛盾、宏觀調控政策反覆、人民幣匯率波動等。因此，有專家形容，

寬鬆的貨幣政策無法提振企業投資意願，大陸似乎已陷入某種程度的

「流動性陷阱」。 

（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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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例（120）中提到「大陸央行注入大量的流動性」，是為了促進民間企

業的投資意願，然而民間企業卻出乎意料地選擇了「囤積現金、投資短期、

高收益產品和財務投資」，這些投資短期、高收益產品和財務投資的獲利雖

然高，但是也存在高風險，所以一般而言，企業應該把投資放在相對穩定的

實體經濟，由此可知，「寧可句」引出的是反預期，而整個「寧可」語篇中

的前景句 D，進一步解釋其作出反預期選擇之原因。  

1.3 轉折 

    反預期 C 句的「寧可句」與下文還有「轉折關係」，而此轉折關係可

以以外顯的轉折詞連接，如「但是、不過、然而」等，在漢語中也可以採用

隱性的方式銜接，及句子間的轉折關係是以內隱的連貫方式呈現。語料如下

所示： 

    （121）他說，台灣設備廠都面臨大陸低價產品的競爭，再加上市場又大多是

在大陸，至少會有 17%增值稅，有些國際大廠甚至是來台灣做開發，

然後又找陸廠訂作，再回頭殺價，因此高亨只能用品質取勝，雖然只有

保固一年，可是實際上能使用的更久。 

[A]此外，開發對高亨來說也是很大的挑戰，尤其進入電腦化的時代，

需要不斷精進，高亨也必須為客戶著想，如何利用現有的舊機器，安裝

新的讀取設備。 

[C]不過傳產最大的痛處還是在於後繼無人，新一代寧可去服務業、科

技廠，也不願意作黑手，[D]「但紡織業仍是出口前五大，真正有替台

灣賺取外匯的產業」，何尚傑說，高亨以技術為導向，希望將技術留在

台灣，現在跟實踐、輔仁、樹德與聯合等大學都有建教合作。 

（聯合知識庫） 

    例（121）中，「寧可句」的主語「新一代年輕人」選擇去服務業、科

技廠工作，這個選擇違反了社會的預期，預期應是選擇去紡織業做黑手，繼

續做傳產，幫助台灣賺取外匯。此處 C 句和 D 句是以轉折連詞「但」連接，

表示儘管年輕人不選擇紡織業，然而紡織業仍是台灣重要產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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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A]資科所宋定懿也是所內唯一女研究員，她認為女性角色並不會帶

給她工作上的困擾，反而可做男性研究員間的潤滑劑，使彼此相處更融

洽。[C]她表示，資訊科學必須花長時間研究，女性除非有強烈的動機

與毅力，否則往往念到碩士就放棄，寧可選擇家庭。[D]目前還單身的

她，不認為家庭生活與研究工作會有衝突，她說：「只要個性合適，我

不要求學歷要比我高。」身為基督徒，宋定懿平常除了上教會外，還學

書法及打網球。她認為研究是是終身的良心工作，必須不斷的充實自

己、多看書，才能跟上資訊科學日新月異的腳步。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例（122）中，背景句 A 中提到「宋定懿認為女性研究員可做男性研究

員中的潤滑劑，幫助相處更融洽」，然而「資訊科學耗費時間長」，因此帶出

有些女性「寧可選擇家庭」，然而選擇家庭違反了社會預期，現代社會的女

性大都能兼顧家庭和工作，由此可知，寧可句為反預期句。而 D 句前可以

補入轉折連詞「但是」，充當表層的銜接樞紐（overt cohesive device），讓轉

折關係更加明顯，帶出下文宋定懿與有些女性的不同選擇。 

二、「寧可從句」和「寧可前/後主句」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 

    先行文獻提到「寧可」句式具有很強的主觀性，謝佳玲（2006a）也提

到寧可為一動力情態詞，帶有發話者的主觀情感、態度，因此此部分將探討

其與情態詞之共現，然而筆者在觀察語料時，發現「寧可從句」與「寧可前

/後主句」與情態詞共現之種類相當不同，因此將分開計算與討論。下文將

分成三部分，首先將統計兩個語料庫中，「寧可從句」與四種類型的情態詞

（認知、義務、動力、評價情態）之共現情形，接著再討論「寧可前/後主

句」與四種情態詞之共現，最後平行討論不同情態在「寧可從句」與「寧可

前/後主句」」的頻率為何有落差。下圖四-4 和圖四-5 為本小節的分析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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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4：「寧可從句」與情態詞共現之分析架構 

 

圖四-5：「寧可前/後主句」與情態詞共現之分析架構 

 

(一) 「寧可從句」與情態詞的共現 

    以下將呈現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以及聯合知識庫中「寧可從句」本身

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表四-8 有詳細的筆數和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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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8：「寧可句」與情態詞的共現 

   中文詞彙

特性素描

系統 

聯合知識

庫 

總數 比例 

認知情

態 

斷定 一定/相信/

信/ 

7 11 18 31.58% 

猜測 將/會/可能/

大概 

0 4 4 7.02% 

感知 顯然/似乎 1 1 2 3.51% 

小計   8 16 24 42.11% 

義務情

態 

禁止 不/莫 8 8 16 28.07% 

允許 讓 2 0 2 3.51% 

要求 要 1
29

 0 1 1 1.75% 

小計   10 9 19 33.33% 

動力情

態 

意願 不要 2 1 7 6 10.53% 

希望 0 1 3 5.26% 

小計   1 8 9 15.79% 

評價情

態 

預料 甚至/當然/

還是 

3 2 5 8.77% 

小計   3 2 5 8.77% 

合計   22 35 57 100% 

    表四-8 顯示，「寧可從句」最常與認知情態共現，佔所有比例的 42.11%，

義務情態次之，比例為 33.33%，接著是動力情態，佔 15.79%，評價情態的

共現比例最低，僅佔 8.77%，整體的比例多寡，排序為：認知情態＞義務情

態＞動力情態＞評價情態。以下將進一步討論「寧可從句」與各情態詞共現

之原因。 

1.1 「寧可從句」與認知情態共現 

根據上表四-8，「寧可從句」與認知情態的共現比例最高，而依據功能

又可分為三類，一為斷定（一定、相信、信），二為猜測（將、會、可能、

                                                 
29

 本論文以許婷婷（2013）提出的「要」的三類為基準作為判斷的依據，分別為義務情態、欲求

情態以及表鄰近未來，趙苡廷（2015）認為其可以對應到謝佳玲的情態動詞分類，「要 1」為義務

情態詞中的「得要」義，「要 2」則為動力情態中的「想要」義，而「要 3」為認知情態中的「將

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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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三為感知（顯然、似乎）。以下將分別舉例與討論。  

(1) 認知情態-斷定 

    「寧可從句」與表斷定類的認知情態詞共現比例最高，彭利貞（2007）

指出「認知情態為對有關情境的事實性信念的確定性」，筆者認為其與「寧

可句」的反預期密切相關，即發話者藉由斷定自己的信念為真，來反駁聽話

人或是社會的預期。例句如下：  

    （123）「幼齒比較難搞啊！又任性又不懂事，不像我們，成熟懂事不囉嗦，

上床洗碗樣樣通！」我反駁，不只是為了白玫瑰，也為了我們六年級前段

班的女生辯駁。「不是，並不是妳所想的那樣，」他把頭搖得跟波浪鼓一

樣。「……。」「妳以為年輕女生什麼都不懂嗎？才不是，她們才敢呢！」

我感覺我立場薄弱，開始有點被敵軍大軍壓境的感覺。「男人如果有機會

的話，他們一定寧可挑年輕妹妹而不要同年紀的女生。為什麼？因為她們

年輕就是本錢，豐胸細腰勻稱腿，溫柔體貼不頂嘴，橫批是：『一定要追』。

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們在床上很敢，不像我們這個世代的女生，好像只要

穿過高中時代的百摺裙，就一定要在床上裝淑女。」轟的一聲，號角在耳

際響起，我節節敗退。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124）川普不肯譴責普亭，自甘充當普亭應聲蟲。普亭授意俄駭客入侵她所

屬競選陣營的電子郵件。川普寧可相信普亭，而非矢志保護我們的美國軍

方與情報專業人士。 

（聯合知識庫） 

    例（123）中，聽話者預期「男人們應該喜歡成熟懂事同年紀的女人」，

然而發話者卻認為「男人們喜歡的是年輕妹妹」，由此可知寧可句在此引導

出反預期，用來反駁聽話者的想法，而表斷定的認知情態詞「一定」則加強

發話者對於命題的信念為真。例（124）中，「普亭授意駭客入侵希拉蕊的電

子郵件」，人們預期「川普應該譴責普亭」，但是「川普卻相信普亭」，其乃

違反了社會大眾之預期，寧可後的斷定動詞「相信」加強反駁預期，表示川

普對於命題為真的確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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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認知情態-猜測 

    表四-9 中，「寧可從句」與猜測的認知情態詞「將、會、可能、大概」

的共現頻率不高，佔所有情態詞中的 7.02%，由於四個情態詞都各只有一

筆，因此筆者僅列一例說明：  

    （125） 首先，年金制度必須改革的原因之一，在於現行年金制度造成世代

間的嚴重分配落差。台灣經濟的未來必須依賴創新，而年輕世代必是創新

的主力。若沒有一套健全的退休年金制度，年輕世代將會寧可選擇較為安

全、保險的職涯發展路徑，難以無後顧之憂地放手創新創業，導致嚴重削

弱國家整體創新動能。 

（聯合知識庫） 

    於例（125）中，一般社會預期下，「年輕世代應該放手去挑戰創新創業」，

但發話者用寧可帶出相反預期，即「年輕世代寧可選擇較為安全、保險的職

涯發展路徑」，寧可從句的前句提到「沒有健全退休年金制度」的假設情況，

因此在寧可前加了猜測的認知情態詞「將會」，藉以來減弱語氣的確定性。 

(3) 認知情態-感知 

    表四-9 中，認知情態詞「顯然、似乎」是透過聽覺和視覺來「感知」

別人的情緒、狀態，總筆數僅有兩筆，佔整體的 3.51%，因此筆者在此只討

論共現認知情態詞「顯然」，舉例如下： 

    （126） 分析家認為，柯林頓婉拒出席係擔心共和黨以美國放棄運河一事大

作文章，因而影響副總統高爾的選情，反映冷戰後，巴拿馬運河在軍事、

經濟、政治上的地位大不如前之外，總統為了選情，連政治家的風範都可

以犧牲。雖然柯林頓政府形容巴拿馬運河移交是美國與拉丁美洲的盛事，

不過國務卿阿布萊特表明，她不會出席移交典禮，顯然她寧可留在華府參

加中東和平談判。美國代表團遂改由不具官員身分的前總統卡特領軍，卡

特一九七八年擔任總統時，參院以一票之差通過移交巴拿馬運河的協議。

巴拿馬運河一八七○年開工，花了美國三億五千兩百萬美元以及五千六百

零九條人命。巴拿馬希望移交典禮辦得盛大隆重，總統莫絲科索女士十月

訪華府時，邀請柯林頓親自赴會，不過柯林頓並未給予任何承諾。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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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例（126）中，寧可從句的主語「她」為「美國的國務卿阿布萊特」，

而以社會預期的角度而論，身為國務卿理當「參加巴拿馬運河移交之盛事」，

然而她卻違反社會預期，「留在華府參加中東和平談判」，主語前的感知認知

情態詞「顯然」，為作者根據外在的客觀證據，即「她表明不會出席巴拿馬

移交典禮」這件事推測她會留在華府。   

    觀察上述的比例，斷定（31.58%）＞猜測（7.02%）＞感知（3.51%），

「斷定類」和「猜測類」與「寧可從句」的共現比例高，筆者認為這是由於

「斷定類」和「猜測類」傳遞的是說話者主觀對於命題真實性的判斷，其與

「寧可」句有很強的主觀性相關聯，而「感知類」是從相對客觀的角度，透

過證據說明命題的真實性，因此比例較低。 

1.2「寧可從句」與義務情態共現 

    「寧可從句」與義務情態共現之情態詞包括提醒類的「不、莫」

（28.07%）、表允許的「讓」（3.57%）和表要求的「要」（1.79%），佔整體

情態詞的 33.93%，以下將分別舉例與分析： 

（1） 義務情態-禁止 

    根據表四-9，「寧可從句」與認知情態詞的「斷定」小類共現比例最高，

次高的小類為義務情態詞的「禁止」類，如「不、莫」，佔了整體的 28.57%，

上述兩個否定詞通常使用在不好的情況，以及與大眾的期望相悖時（宋作

艷、陶紅印，2008：67；趙苡廷，2015：91），筆者認為這與「寧可」的語

用功能「反預期」吻合，而否定詞的語用功能有「禁止」、「提醒」、「警告」

等，當「寧可從句」與否定詞共現時，則是用在提醒和警告聽者不知道或沒

有注意到的事情。      

    （127） 在此之前，合庫銀也計畫補足海外分行的法遵主管。同時，由於兆

豐銀事件發生在美國，美國也是全球反恐、反洗錢的先鋒，合庫銀在美國

的三家分行，所有交易只要有疑慮就不做，認識客戶（KYC）也徹底執行，

若查不到帳戶資料，或客戶不提供詳細訊息等，寧可不做。 

（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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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例（127）中，在一般情況下，銀行為了賺錢，只要有交易就會做，

但是在「查不到帳戶資料或客戶不提供詳細訊息」等特殊情況下，則選擇「不

做」，否定詞「不」帶出與社會情況相反的預期。主語「合庫銀」禁止自身

做交易，其語義的指向為主語，非指向他人。 

    本論文的反預期標記「寧可」與否定詞共現的比例偏高，此與蔡沂庭

（2014）對於反預期標記「可」之研究結果接近，其數據顯示「可」與否定

詞的共現有 36.4%之高，由此可見，否定詞在語用中的出現頻率偏高。  

（2）義務情態-允許 

    「寧可從句」與義務情態表允許義的「讓」共現比例不高，只有兩筆，

佔整體的 3.51%。允許義的「讓」具有威權性較強的語用功能，傳遞對他人

的指令（謝佳玲，2006），請見下例（120）：   

（128） 八０年代的年輕女孩也曾參加過「愛人銀行」，被稱為「夕暮族」，

其內容不下於現在流行的援助交際，只是年齡層至少比現在賣春的初、高

中女生要大個五歲至十歲；如果時代可以倒過來，或許九０年代的父母寧

可讓女兒像八０年代的女生只是穿著奇裝異服或故作「不良」，而非無所

事事地去賣春。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例（128）中的預期為「九零年代的父母不讓女兒穿著奇裝異服或故作

不良」，但寧可從句卻引出反預期，即「父母允許女兒穿著怪異」，因為他們

更不想讓女兒無所事事地去賣春。 

（3）義務情態-要求 

    義務情態要求類的「要 1」，佔與「寧可從句」共現情態詞的 1.75%，「要

1」同樣歸為指令類，傳遞對他人提出的要求，其語義指向也是指外的，指

令用法還能引伸出建議或忠告等言語行為（謝佳玲，2006），例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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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中華民俗文化教育學會創會理事長蔡滕認為，作醮有項活動是普

度，會讓人聯想「是不是發生過什麼事？」但若具有藝術性就可跳脫，否則

燈篙、孤棚、禁壇會吸引神鬼，請來送不走很麻煩，有時要寧可信其有。 

   （聯合知識庫） 

例（129）中，若以科學角度來思考，一般而言，應該不要隨意相信神

鬼，但是發話者認為若真的有神鬼，「燈篙、孤棚、禁壇可能會吸引他們，

請來送不走很麻煩」，因此引出反預期句「寧可信其有」，這裡的「要 1」帶

有給聽話者建議和忠告之意。    

「寧可從句」與義務情態的共現次高，將三種義務情態共現詞按照頻率

排序，依次為禁止（28.07%）＞允許（3.51%）＞要求（1.75%），其中禁止

類的比例最高。此結果與胡琇閔（2017）之研究結果不一致，「還是」與義

務情態共現的頻率，依序為建議＞勸告＞禁止，「還是」與禁止性義務情態

（不、別、不要）的共現比例低於建議型的義務情態（吧、為好、的好、好

了），這是為了維持人際互動中的和諧關係。然而筆者認為，「寧可從句」與

「禁止類」的共現比例高於「允許」和「要求」，是由於寧可的「讓步」義

常常是傳達主語的意願，是指向主語的，而本論文「禁止類」的否定詞是傳

達主語禁止自己去做某件事，也是指向主語，此與「寧可」的語義指向一致，

而胡的「禁止」的比例最低，乃是因為「還是」的「禁止」的語用力道是指

向他人，為了人際和諧，自然最低。同樣地，本研究中，相對於「禁止」的

「允許」和「要求」是傳遞對他人的指令，是「寧可」往內的指向不同，故

自然相對較低。   

1.3「寧可從句」與動力情態共現 

    與「寧可從句」共現之動力情態詞有否定的「不要 2」（10.53%）和肯

定的「希望」（5.26%）兩種，相加之後佔整體的 15.79%，根據謝（2006a）

的分類，兩種都歸在意願系統，通過意願的選擇可以了解一個人的好惡。以

下僅討論出現頻率較高的「不要 2」，詳見下例（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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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我們和所關愛的人互相鼓勵，一起成長，有一些原則要考慮。譬如，

和所關愛的人的關係是什麼？關係如果是朋友，比較容易。因為朋友之間

原本就是要以善做為目標，互相要求。如果是父母親與子女，互相關愛要

小心，因為親情有時比善惡更重要。我寧可不要我的小孩成為聖人，而希

望他過得快樂一點。有時候父母的心和一般朋友、師生之間的心不一樣。

你要與關愛的人一同學習了解或互相關懷、一起成長，有很多方法，譬如

一起聽演講，一起讀書、看電影，看完之後討論一下。這時你就會發現雙

方的觀念有何差別，有何相似之處，然後再慢慢溝通。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於上例（130）中，一般社會預期孩子一定要很傑出，把他們教養成聖

人也不為過，然而發話者主觀認為「親情比善惡更重要」，在此使用「不要」

表達自身的意願，帶出相反的預期「不想要孩子成為聖人」。 

1.4「寧可從句」與評價情態共現 

    「寧可從句」與四種情態共現比例最低的為評價情態，有「甚至、當然、

還是」三種，佔所有語料的 8.77%，這三種都屬「將自身與情境作對比後給

予的評價」（謝佳玲，2006a：52），因此筆者將之歸為預料類。評價情態在

整體共現的比例都極低，筆者在此僅討論比例相對高一點的「甚至」。 

    （131） 中央政府出動三位部長，向一座區區六十人的鄉村小學喊話，恐怕

是史上僅見，也絕非正常的作法。令人不解的是，在官民如此不成比例的

對陣中，新政府甚至寧可讓學生在戶外乾耗一天，也不開啟教室、召回教

師，趁機給學生一點誠心關懷或說明遷校原由。這樣的作法，讓人不解。 

（聯合知識庫） 

例（131）中，在正常的狀況下，政府不會讓學生在戶外乾耗、不關

懷學生，然而在上例中，「寧可從句卻帶出與一般情形相悖的情況。寧可

前的副詞「甚至」用來加強對於「讓學生在戶外乾耗一天」預料之反差。 

    綜上所述，「寧可從句」與「認知情態」的共現比例最高，佔 42.11%，

其中最常與「斷定類」的情態詞共現，發話者藉由斷定自己的信念為真，來

反駁聽話人或是社會的預期。次高的為「義務情態詞」，達 33.33%，最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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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禁止類」的否定詞共現。再次為「動力情態詞」，有 15.79%，主要表達

發話者的主觀意願。比例最低的是「評價情態詞」8.77%，透過表示預料之

副詞加強反預期的功能。筆者認為「寧可從句」與「認知情態」和「義務情

態」的共現比例最高，是因為「認知情態」和「義務情態」指的是對於未知

事件的判斷和對未來的指令，此和「寧可從句」常常表達的是一個假設、未

知的情況相符，而「評價情態詞」的共現比例低，是由於其命題內容往往涵

蓋的是已知事實。 

(二) 「寧可前/後主句」與情態詞的共現 

「寧可從句」與「寧可前/後主句」和不同情態詞共現的比例相當不同，

此部分將討論「寧可前/後主句」與情態詞共現之情形，王彥杰（2002）提

到「寧可從句」在句外常常跟主觀否定詞「不」共現，由此推論「寧可前/

後主句」與否定詞搭配應為常見的形式。以下將呈現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以及聯合知識庫中「寧可前/後主句」與情態詞的共現情形，表四-9 有細部

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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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9：「寧可前/後主句」與情態詞的共現 

   中文詞彙

特性素描

系統 

聯合知識

庫 

總數 比例 

認知情

態 

斷定 一定/相信/

信 

3 2 5 3.05% 

小計   3 2 5 3.05% 

義務情

態 

禁止 不/不可/不

能/不准 

21 25 46 28.05% 

要求 要 1 5 3 8 4.88% 

允許 讓 2 0 2 1.22% 

小計   28 28 56 34.15% 

動力情

態 

意願 不願意/不願

/不要 2/不肯/

不敢/不想 

42 51 93 56.71% 

希望/要 2/想/

堅持 

1 9 10 6.10% 

小計   43 60 103 62.80% 

合計   74 90 164 100% 

    表四-9 顯示，「寧可前/後主句」最常與動力情態共現，佔所有比例的

62.80%，其次為義務情態，佔 34.15%，再次是認知情態，比例為 3.05%，

而「寧可前/後主句」並無與評價情態共現之詞語。按照整體的比例多寡，

排序為：動力情態＞義務情態＞認知情態。以下將進一步討論「寧可前/後

主句」與各情態詞共現之原因。     

1.1 「寧可前/後主句」與動力情態共現  

    「寧可前/後主句」與表意願的動力情態詞共現頻率最高，佔了總體的

62.80%，包括否定的「不願意、不願、不要 2、不肯、不敢、不想」（56.71%）

和肯定的「要 2、希望、想、堅持」（6.10%）。「寧可前/後主句」與否定的

的動力情態共現比例高出許多，此與王彥杰（2002）提出的寧可從句在句外

常常跟主觀否定詞「不」共現的說法相合。前文已經提及「寧可」為表意願

性的動力情態詞（謝佳玲，2006a），而「寧可前/後主句」則最常與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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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動力情態詞共現，筆者認為這與寧可複句的語義關係有關，即發話者藉

由「寧可從句」表讓步後，再透過「寧可前/後主句」表達他想要獲得或是

避免某件事。詳見下例（132）：   

    （132） 倒是小剛有一次說了實話，他說他英文雖然學不好，但不見得懂得

的事情一定要比個博士少些。我私下裡提醒小敏這一點，小敏其實知道得

挺清楚。她說：我不是不了解小剛，他是什麼事都不肯認輸的人。可英文

這東西，你不下苦工夫不行。我也知道他打工回來挺累。他要是好好休息

我也沒意見。可他寧可找一屋子人來閒扯，也不願靜下心來看書。還弄得

我也沒法看書。我要是一抱怨，他就說我既然書讀得那麼費勁，不如索性

不讀。我覺他現在一點上進心都沒有。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於上例（132）中，從上文的「他打工回來挺累」，可以知道小敏的預期

是「他要好好休息」，而下文的寧可句引出反預期「他寧可找一屋子人來閒

扯」。主語「他」因為很「不願意靜下心來看書」，因此儘管很累，但還是選

擇「找一屋子人來閒扯」，寧後主句的「不願」增強否定看書的意願。 

    （133） 針對歐、日實施負利率的成效，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

孫明德認為，負利率政策的目的，是把錢從銀行逼出，以更低的利率借錢

給企業與個人，以刺激經濟。但觀察歐洲國家實施後的狀況，銀行寧可付

保管費，也堅持要把錢堆在中央銀行，以規避風險，所以負利率並未達到

預期成效。 

（聯合知識庫） 

    例（133）中，上文中提及「歐日實施負利率」應該會「把錢從銀行逼

出」，可是實際情況卻與預期相反，銀行願意讓步「付保管費」，也希望「把

錢堆在中央銀行」，這裡的「堅持」和表示想要的「要 2」加強他們要規避

風險的意願。 

1.2 「寧可前/後主句」與義務情態共現 

與「寧可前/後主句」共現的義務情態詞共分為三類，包含禁止義的「不、

不可、不能、不准」（28.05%）、要求義表示得要的「要 1」（4.88%）和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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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讓」（1.22%），下文將依序討論此結果。  

(1) 義務情態-禁止 

    禁止義「不、不可、不能、不准」除了在義務情態中的比例最高，在所

有共現詞中也只僅次於動力情態。筆者認為否定詞的出現往往表示與人的期

望相反，而這與「也」後引導出反預期的概念相符，另外，義務情態否定詞

帶有「禁止」、「告誡」、「提醒」自己或他人的語用功能，因此筆者將之歸入

禁止類。   

    （134）他現在結了婚，有三個孩子，每到過年過節都要痛哭一場。文化革命

開始，社員把那個打死人的隊長捆起來遊行，嘴裏啣塊死人骨頭—當時餓

死的人或者打死的人的骨頭。因為當時都沒有埋，骨頭都丟在那裡。倒也

沒有打他，但遊到各處，有的農民用糞勺舀尿潑在他臉上。」「當時幹部寧

可讓你餓死在家中，也不准外出逃荒。公共汽車站、火車站都要公社證明，

才能買到票。有個村子有戶三兄弟，其中一個拿著一張白紙在公社辦公室

外面轉，等管章子的人出去時，溜進去在紙上蓋個印就跑。然後寫上幾個

字，算是搞到了證明。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在例（134）中，在正常情況下，政府不會讓人民挨餓，也不會限制人

民移動的自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空背景下，幹部違反一般常理，「讓

人民餓死在家中」，同時也違反常理地「禁止」他們離開。    

 （135） Ralph Lauren 時裝秀在麥迪遜大街 Ralph Lauren 旗艦店旁，搭建巨

大玻璃屋，以熱鬧街頭為背景，營造時尚優雅的氛圍，從小在美國長大的

CoCo 對該品牌一點都不陌生，她說：「我真的很喜歡這個牌子，品質好，

時尚又舒適，這次衣服很帥氣加上浪漫，既高雅又兼具西部粗獷，很有個

性，我一直都是他們的忠實支持者。」展現出血拚時，寧可錯殺也不可錯

過的豪爽個性。 

（聯合知識庫） 

    例（135）中，一般人血拚時會思考這個東西好不好、適不適合自己，

以免買了以後後悔，但是 CoCo 對 Ralph Lauren 品牌的熱愛，讓他願意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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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錯的風險，但絕對「禁止」自己錯過好物件。因此，「寧可錯殺」和「不

可錯過」都是反預期句，而後句使用義務情態否定詞「不可」來表示與預期

相反。 

(2) 義務情態-要求 

與「寧可前/後主句」共現的還有義務情態助動詞（要 1），其功能為「要

求」，佔整體共現比例不高，只有 4.88%，如下例（136）：  

    （136） 雖然台灣的核電廠３年來的運轉，都有明顯的改善，有些指標甚至

比美國核電廠還要好，可是和日本相比較，我國核電廠則遜色多了。例如：

核電廠在正常運轉 ７０００小時下，自動急停的次數，日本只有 ０．１ 

次，而美國、法國、韓國及我國，都在１次以上，相差很多！原能會主任

委員許翼雲說，這可能是因為日本人做事仔細，凡事寧可慢工也要做得好。

像我們的核電廠，一遇到歲修、大修，只能停５０６０天，就要趕快發電，

因為我們的備載電量很少，稍有拖延，就怕要限電了；而日本卻可以休個

９０天，好好的把發電機組徹底保養、維修。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上例（136）為「寧後主句」與義務情態詞「要 1」共現的例子，一般

狀況會希望員工做事快速，而寧可句則引導出日本人「寧可慢工」的反預期

超常情況。日本人願意慢慢做，是因為他們「要求」做得好，讓核電廠可以

持續長久的運轉、不出問題。  

(3) 義務情態-允許 

    允許類的義務情態詞「讓」的總筆數僅有兩筆，佔整體的 1.22%，比例

極低，如下例（137）：   

    （137） 三立目前選擇以自拍戲為主，或選擇適合的國產劇播出，如「大玉

兒傳奇」 及「獨行侍衛」，都是三立今年購買的高品質新戲，同時都會台

也將積極栽培另一批國語演員，重回主流市場，讓韓流暫時降溫。華視今

年以高價搶得韓劇「情敵」，事實上「情敵」的收視率未若預期，華視這

波算盤並未成功，但華視購片組的立場是，「寧可搶得先機取得播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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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讓好片流落他台打華視。」巨星巨片八大絕對吃華視與八大的立場

相同，早先以韓劇起家，並成功創造高收視的八大電視台，一度也不願被

片商牽著鼻子走，有些高價拒購，但有時錯失好片又讓友台得先機，令八

大扼腕，最後不管價錢多高，只要是巨星巨片，多高的價錢，八大一律吸

收，免得「養大」敵人。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上例（137）中，各大電視台不想被片商牽著鼻子走，所以片商若開得

價太高則拒購，然而華視購片組的立場不同，他們願意讓步，花高價以「搶

得撥出權」，也絕對「不允許」好片流落他台。   

    「寧可前/後主句」與義務情態的共現次高，將三種義務情態共現詞按

照頻率排序，依次為禁止（28.05%）＞要求（4.88%）＞允許（1.22%），其

中「禁止類」的比例最高，筆者認為「寧可前/後主句」與否定的「禁止義」

共現比例高，與「也」後引導出反預期的概念相符。此外，此結果與王彥杰

（2002）提出的「寧可從句」在句外常常跟主觀否定詞「不」共現的說法一

致。 

1.3「寧可前/後主句」與認知情態共現 

「寧可前/後主句」與認知情態共現之詞語有「一定、相信、信」，佔所

有情態共現詞的 3.05%，這些情態詞都屬於「判斷」類，發話者根據自身主

觀的想法斷定命題是否為真。   

    （138） 民間習俗在農曆 7 月有很多禁忌，尤其在晚上，一般民眾抱著「寧

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能避就避。加上「南迴」音同「難回」，

又常發生重大車禍，心裡多少會毛毛的。 

（聯合知識庫） 

    例（138）中，一般人使用理性思考，不迷信禁忌，但是在某些情況下，

人們受到文化的影響，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不祥之事，願意相信這些禁忌，

「寧可從句」的「信其有」和「寧後主句」的「不可信其無」是同義異構句，

皆表示反預期。而「寧可從句」和「寧後主句」中的動詞「信」，也都是發

話者根據主觀意見判斷其後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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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的來說，「寧可前/後主句」最常與「意願類」的動力情態詞共現，達

62.80%，筆者認為這與「寧可」本身為意願類動力情態詞相關，主語透過

「寧可句」表達主觀意願上的「讓步」後，再透過「寧可前/後主句」表達

他想要避免和獲取某件事，「寧可複句」的前後分句都傳達強烈的意願性。

其次為義務情態詞的 34.15%，可以分為三類，依序為禁止義、要求義和允

許義，其中共現頻率最高的禁止義否定詞表示與人類的期望相反，而這與

「也」後引導出反預期的概念相符；最後，與認知情態的共現比例最低，只

有 3.05%，筆者認為「認知情態」表達對命題真實性的判斷，和表主觀意願

的「寧可前/後主句」的關聯性較低。    

(三) 「寧可從句」與「寧可前/後主句」和情態詞共現之頻率差異 

筆者將「寧可從句」及「寧可前/後主句」與不同情態詞共現之情形整

理如下表四-11，「寧可從句」與認知情態共現的頻率最高，「寧可前/後主句」

則最常與動力情態詞共現；其次，兩小句次高的共現情態詞皆是義務情態；

而第三高的部分，「寧可從句」是與動力情態共現，「寧可前/後主句」則與

認知情態共現；而共現頻率最低的情態詞，兩者都是評價情態，「寧可前/

後主句」甚至找不到與評價情態共現之例子。      

表四-10：「寧可從句」及「寧可前/後主句」與情態詞的共現  

 認知情態 義務情態 動力情態 評價情態 總百分比 

寧可從句 42.86% 33.93% 16.07% 7.14% 100% 

認知情態＞義務情態＞動力情態＞評價情態 

寧可前/後

主句 

3.05% 34.15% 62.80% 0% 100% 

動力情態＞義務情態＞認知情態＞評價情態 

    根據上表，筆者將進一步討論共現頻率落差較大的「認知情態」和「動

力情態」，而「義務情態」的共現比例差不多，「寧可從句」佔 33.93%，「寧

可前/後主句」佔 34.15%，且皆為次高，筆者認為「義務情態詞」的語用功

能，如「禁止」、「警告」、「提醒」，與「寧可從句」的「寧可」本身引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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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預期以及「寧後主句」中的「也」帶出的反預期有關聯，另外，兩小句

與「評價情態詞」的共現比例太低，因此下文不再深入討論「義務情態」和

「評價情態」的共現頻率之落差。    

    首先，討論「認知情態詞」在兩小句中的出現頻率，「寧可從句」有

42.86%，「寧可前/後主句」僅有 3.05%，「寧可從句」與「認知情態詞」共

現頻率之高，主要原因在於「寧可從句」引申出的語用功能為反駁聽話者或

是社會的預期，發話者藉由主觀的判斷反駁別人的想法，並傳達自己的想法

為真。王彥杰（2002）提出「寧可從句」在句外常常跟主觀否定詞「不」共

現，因此「寧可從句」則多以肯定的方式反駁，認知的斷定類詞語如「一定、

信」的共現加強了發話者對於命題為真的信念。而「寧可前/後主句」與「認

知情態詞」的共現頻率極低，是由於「認知情態」表達對命題真實性的判斷，

和表主觀意願的「寧可前/後主句」的關聯性較低。     

    再者，「動力情態」在「寧可前/後主句」的共現比例最高，達 62.80%，

「寧可從句」的共現比例為 16.07%。筆者認為此與「寧可」本身為意願類

動力情態詞相關，主語透過「寧可從句」表達主觀意願上的「讓步」後，再

透過「寧可前/後主句」表達他想要避免和獲取某件事，「寧可複句」的前後

分句都傳達強烈的意願性，因此，「寧可前/後主句」與「動力情態詞」之共

現頻率自然最高。而「寧可從句」與「動力情態」的共現比例不高，筆者認

為這是由於「寧可」本身已為強烈的動力情態詞，根據語言經濟原則，與相

同種類的情態詞共現比例不會太高。   

三、小結 

    讓步性副詞「寧可」的語用層面研究結果呈現如下：首先，「寧可」的

語用功能為反預期，筆者將蒐集到的語料以背景句 A、預期句 B、反預期句

C 和前景句 D 為架構劃分，筆者發現 B 句是社會預期句，皆已隱性方式呈

現。其二，筆者進一步研究分析反預期句 C 和前景句 D 之間的語義關係，

發現常見的有幾種關係，分別問立論、進一步說明原因和轉折關係。  

    第二部分，本論文統計「寧可從句」和「寧可前/後主句」與情態詞的

共現情況，發現兩小句與不同情態詞的共現比例有相當的落差。「寧可從句」

與「認知情態」的共現比例最高，佔了 42.86%，「認知情態」又分為斷定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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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相信、信」（31.58%）、猜測類「將、會、可能、大概」（7.02%）

和感知類「顯然、似乎」（3.51%）；次高的為「義務情態詞」佔 33.93%，其

中最常與表禁止類的否定詞「不、莫」共現（28.07%），另外也有表允許的

「讓」（3.51%）和表要求的「要 1」（1.75%），但是比例都不高；再次為「動

力情態詞」（15.79%），有否定的「不要 2」（10.53%）和肯定的「希望」（5.26%）

兩種；最後是共現頻率最低的「評價情態詞」， 如「甚至、當然、還是」，

佔所有語料的 8.77%。筆者認為「寧可從句」與「認知情態」的共現比例最

高，是因為發話者藉由主觀想法判斷自己的信念為真，來反駁聽話人或是社

會的預期，其正體現出「寧可從句」的反預期功能；其次，「義務情態」的

共現頻率為第二高，「禁止義」的否定詞表示與人類的期望相反，而這與「寧

可」引導出反預期的概念相符；而「動力情態」的共現頻率為第三高，主要

表達發話者的主觀意願，與反預期功能不相矛盾；最後，「評價情態」的共

現比例最低，發話者透過表示預料之副詞加強反預期的功能。       

    「寧可前/後主句」與意願類的「動力情態詞」共現比例最高，達

62.80%，包括否定的「不願意、不願、不要 2、不肯、不敢、不想」（56.71%）

和肯定的「希望、要 2、想、堅持」（6.10%）；其次為「義務情態詞」（34.15%），

共有三類，根據共現頻率高低依序為：「禁止義」的「不、不可、不能、不

准」（28.05%）、「要求義」的「要 1」（4.88%）和「允許義」的「讓」（1.22%）；

而與「認知情態」的「一定、相信、信」的共現比例很低，只有 3.05%；「評

價情態」則找不到共現的詞語。筆者從「寧可」本身為意願類動力情態詞切

入，主語透過「寧可句」表達主觀意願上的「讓步」後，再透過「寧可前/

後主句」表達他想要避免和獲取某件事，「寧可複句」的前後分句都傳達強

烈的意願性，由此可知，「寧可前/後主句」與動力情態詞共現頻率高實屬合

理；而第二高的義務情態詞中，「禁止義」佔的比例最高，這些「禁止義」

的否定詞表示與人類的期望相反，這也符合「也」後引導出反預期的概念；

而「認知情態」的共現比例最低，這是由於「認知情態」表達對命題真實性

的判斷，和表主觀意願的「寧可前/後主句」的關聯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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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本章總結 

    此小節將針對研究問題與研究結果進行說明，將分成四部分回應各個研

究問題： 

（一） 在篇章層面，「寧可」在篇章層面，範距與焦點的交互作用為何? 

    筆者根據文獻，假設「寧可」為句內範距時，引導出句尾焦點，且連接

的範距小；而「寧可」為句外範距時帶出對比焦點，連接的範距大，而本論

文的研究結果符合上述假設，無標的句內範距帶出的都是句尾焦點，連接句

子成分或分句，傾向「局部連接」，而有標的句外範距出現的頻率低，其使

用是為了對比而刻意凸顯，通常連接較大的範距，「整體功能」強。  

（二） 在篇章層面，「寧前/後主句」的顯隱性與前後景以及信息焦點的互

動關係為何?  

    在篇章方面，「寧前/後主句」隱性的比例高於顯性，由此可知「寧可

從句」較常作為一焦點句式，這個結果顯示「寧可複句」偏向簡潔，而隱去

的原因有二：一為「寧後主句」為舊信息，在上文中已出現過，因此不須重

述；二為聽話者可從自身知識和經驗推衍，而可隱去。   

    以上述為基礎，筆者進一步探悉顯隱性和前後景及焦點的關係，發現的

結果如下。位於「後顯主句」 (亦稱為「寧後主句」) 之前的「寧可從句」

在篇章中為一背景信息，作為提供理解前景信後息所需之信息背景來使用，

而信息焦點則落在其後的「後顯主句」，作為前景信息以推動後文的發展。

另一方面，後移的「寧可從句」位於整體的後方，帶有較大的信息量，成為

信息焦點，而「前顯主句」(亦稱為「寧前主句」)之目的是承前銜接前文，

若維持寧可常規句式(「寧可從句→寧後主句」)，而未隱去其後主句，則與

上下文不連貫。最後，隱去其後「後隱主句」的「寧可從句」也是作為焦點

句式，「寧可從句」後的「後隱主句」之所以隱去，是由於主句的內容為舊

信息或是可以從語境中推斷。此外，隱去「後隱主句」的「寧可從句」的目

的，與後文有語義連貫關係，若將隱去的「寧後主句」補回，則影響語義的

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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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語用層面，「寧可」的核心語用功能為何? 以及其與情態詞共現的

交互作用為何? 

    讓步性副詞「寧可」的語用語用核心功能為反預期，有時「寧可句」的

前文有預期句，然而預期句並不一定都會出現，若反的是社會一般常態的預

期，聽話者可以根據自身經驗以及百科知識補出來，不須於前文提及。  

    在情態詞共現方面，「寧可從句」最常與「認知情態」共現，這是因為

發話者藉由主觀想法判斷自己的信念為真，來反駁聽話人或是社會的預期；

其次，與「義務情態」的共現頻率為第二高，禁止義的否定詞表示與人類的

期望相反，而這與「寧可」引導出反預期的概念相符。而「認知情態」高於

「義務情態」的禁止義，是由於「寧可從句」的預期有較高的比例是否定形

式，因此「寧可從句」藉由肯定形式的認知情態反駁前文否定的預期。    

    再者，「寧可前/後主句」與意願類的「動力情態詞」共現比例最高，此

與「寧可」本身為意願類動力情態詞有關，主語透過「寧可句」表達主觀意

願上的「讓步」後，再透過「寧可前/後主句」表達他想要避免和獲取某件

事，「寧可複句」的前後分句都傳達強烈的意願性；其次，與「義務情態」

的共現頻率是次高，而其中的「禁止義」比例最高，這些「禁止義」的否定

詞表示與人類的期望相反，這也符合「也」後引導出反預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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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啟示與結論 

    本章主要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筆者將列舉教學時，學生的具體偏誤實

例，並總結先行文獻對於「寧可」的教學建議；第二部分，將以本論文對於

「寧可」的篇章與語用教學的研究為基礎，評析現行華語教材；第三部分，

則根據鄧守信（1998）提出的教學累進性和排序性設計適切的教學流程，供

教師們作為教案設計的參考。 

第一節 教學啟示 

一、教學需求 

楊玉玲（2000）檢視學生的偏誤並將之應用於「寧可」的教學中。首先，

「寧可……也……」和 “would rather…than…” 以及 “better” 並不能對等翻

譯，因此楊認為可以以選擇者很不希望做 q，而願意犧牲選擇 p 來說明「寧

可 p，也不 q」，「寧可 p，也要 q」則是以選擇者很希望做 q，因此願意退

讓選擇 p 來說明之。第二，不能只以「比較 p 和 q 之利害得失後選擇其中一

項」來解釋，必須強調 p、q 兩項都是負面的。另外，王彥杰（2002）則提

出教學時要注意時若提供學生兩個負面選擇，會使學生誤會「寧可……

也……」在篇章中的使用，因為在實際語言使用時，「寧可 A，也 B」的 A

項常常是選擇者自行創造出來的，而非根據上下文選擇。 

另一方面，筆者於教學中同樣也收集了學生的偏誤，並歸納常犯的錯

誤，首先，為語義的錯誤，如下例（139）和（140），根據本論文之研究，

「寧可」表讓步義，其後的謂語應為負面的，具正面義的「休息」和「有錢」

不能接在「寧可」後。其次，為「寧可」位置之錯置，如下例（141），根

據本論文之理論，副詞「寧可」位於句外應帶出對比焦點，但是學生造的此

句的「寧可」卻引出句尾焦點，應將副詞「寧可」改置於主語「我」之後。

最後，學生常常缺省「寧可複句」後一小句中的助動詞，如例（142）中「也

不」後應加上意願性的助動詞如「想」、「要」等。  

（139）*我寧可休息也要看書。 

（140）*我寧可有錢也不賣汽車。 

（141）*這個漢堡包太難吃了，寧可我差點餓死也不吃那個漢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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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我寧可闖紅燈也不遲到。 

筆者將結合本論文之篇章與語用的研究結果、楊玉玲和王彥杰所提之教

學建議以及蒐集到的學生偏誤，進一步審視現行教材並提出評析。筆者將從

語義、篇章以及語用三方面出發，首先分析教材之翻譯以及語法解釋是否洽

當，接著從篇章的角度檢視所列例句是否提出主語位置與焦點關係之說明，

以及是否提及「寧可前/後主句」顯隱性的概念，最後則檢視是否提出「寧

可」的語用功能為反預期之概念。   

 

二、現行教材檢視 

(一)《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 

1.1 教材呈現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第六課〈考不完的試〉中的第七個語法點為「寧

可 VP1，也 VP2（寧願……，也……）」，教材中的英文翻譯為“would rather 

VP1 than VP2”，課文內的對話內容如下所示： 

（143） 

  偉立：什麼都要背嗎？台灣人好厲害啊！要是我，就死定了。 

  助教：當然不是什麼都要背，其實背書也沒有你想的那麼難。你們老師不

叫你們背書嗎？ 

  偉立：很少。 

  助教：所以啦，要是你常常背，大概就不會覺得那麼難了。 

  偉立：我寧可寫報告，也不要背書。 

  助教：背書是很無聊，可是有些東西非背不可。學語言更需要背。 

 

教材中的用法說明如下：VP1 本來是不喜歡做的事，但因不願改變 VP2

的情況，VP1 變得可以接受了。 

Explanation: In this pattern VP1 is something the subject doesn’t really want 

to do, but rather something he is willing to accept, in order to avoid a change in 

the situation given by VP2. This pattern implies that although VP1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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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ly ideal, in comparison with VP2 it is the more acceptable alternative. 

以下呈現教材中的語法練習部分，其練習題的題型皆為完成句子。例如： 

（144） 張：錢那麼少，你為什麼不換工作? 

        李：這個工作可以學到很多東西，所以我寧可賺少少的錢，也不換工

作。 

（145） 張：你跟王小姐借一件衣服去參加舞會吧! 

           李：我不喜歡她，我寧可沒有衣服也不跟她借衣服。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169） 

1.2 教學建議 

I. 翻譯及語法解釋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將「寧可……，也不……」和「寧可……，也

要……」統一成「寧可……，也……」一起介紹。課本將之語法譯為“would 

rather VP1 than VP2”，然而如同本文所提，此翻譯只能對譯到「寧可……，

也不……」，並不能用來翻譯「寧可……，也要……」句式，筆者建議可以

將「寧可……，也……」譯為“represents what the subject is willing to put up 

with, so that something doesn’t want can be avoided or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could be accomplished. ” 在語法解釋方面，提到了「VP1 本來是不

喜歡做的事，但因不願改變 VP2 的情況，VP1 變得可以接受了」，筆者認為

此解釋包含了寧可句的讓步義，然而對於寧後主句的解釋較模糊，僅表示「不

願改變 VP2 的情況」，建議改成「避免或是想要達到某個情況」。 

II. 篇章 

    在焦點方面，不管是課文或練習題的例句都屬句內範距，引出句尾焦

點，筆者認為可以增一例句外範距，讓學生了解對比焦點的概念，筆者自編

例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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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A：我爸爸最近生了重病。 

         B：沒事，你爸爸會好起來的。 

         A：寧可我自己生重病，躺在醫院裡，我爸爸年紀那麼大了，我真的不

放心。 

    透過例（146），學生可以從對比項「我自己」和「我爸爸」，更了解對

比焦點的概念。 

    另外，根據本論文研究結果，「寧可」較常作為一焦點句式，因此應該

將「寧後主句」省略的形式帶入，筆者修改上例（143），如下： 

           （147） A：背書也沒有你想的那麼難，要是你常常背，大概就不會覺得那

麼難了。 

          B：背書太無聊，我寧可寫報告。   

          A：寫報告很麻煩，要花很長時間，對我來說，準備考試輕鬆一點。 

例（147）的「寧可句」作為一焦點句式「後隱主句」，「寧後主句」之

所以隱去是因為主句的內容「也不背書」為舊信息，因此不需重述。此外，

「寧可句」本身和其下句有語義連貫性，若將主句「也不背書」補回，則影

響語義連貫。 

III. 語用 

    此處並沒有提出與「寧可」相關之語用解釋，建議可將反預期之觀念加

入。若以例（144）為例，一般社會預期的狀況是要「賺大錢」，但是「寧可」

後卻引出與預期相反的概念「賺少少的錢」。另外，也應提醒學習者，「寧後

主句」的否定詞後常常與意願類的動力情態詞，如「願意、要、想」等一起

出現。  

(二)、《當代中文課程 3》 

2.1 教材呈現 

《當代中文課程 3》第六課〈到鄉下住一晚〉中的第五個語法點為「寧

可…，也要…」，教材中的英文翻譯為“would rather…in order to…”，課文解

釋和例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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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 In this pattern, 寧可 represents what the subject is willing to put 

up with, so that something more important could be accomplished. 

   （148） 父母寧可自己辛苦一點，也要讓孩子快樂。 

   （149） 小農寧可收成少，也要種出安全、健康的食材。 

    此外，於例句後附有練習題，形式皆以對話呈現，本論文僅列出一例，

如下所示： 

   （150） A: 你不是沒時間睡覺嗎?為什麼還在玩電腦遊戲? 

           B: 我寧可不睡覺，也要繼續玩。 

   （151） A: 你買不買有機產品？聽說有機的貴很多。 

           B: 買啊！為了健康，寧可多花一點錢 ，也要買好的食品。 

（當代中文課程 3，2016：169） 

2.2 教學建議 

I. 翻譯及語法解釋 

    《當代中文課程 3》只介紹了「寧可……，也要……」句式，並沒有提

到「寧可……，也不……」，而英文翻譯使用“would rather…in order to…”，

筆者認為此處只介紹一種句式，所以使用此英文翻譯沒有問題，但若是要將

「寧可……，也不/也要……」合在一起教，建議還是以「選擇讓步，以避

免或獲得某一結果」來統一解釋，避免學生覺得“would rather…than…”和

“would rather…in order to…”是不同句式。 

II. 篇章 

    課文例句和練習題都是引出句尾焦點的句內範距，儘管本論文的研究結

果發現，「寧可句」多以句內範距呈現，但仍可以加一句外範距之例子，建

立學生對比焦點的概念。另外，根據本論文結果，「寧可句」為焦點句式，

應把「寧後主句」省略的句式加入討論，筆者修改例（15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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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A: 你買不買有機產品？雖然有機的貴很多。 

            B: 買啊！為了健康，寧可多花一點錢。 

            A: 我同意，多花一點是值得的。 

    教師可以告訴學習者，寧可複句若為「寧可多花一點錢，也不買有機產

品」，則「寧後主句」可以隱去，因為主句的內容前一句已提過，為舊信息，

不須重述，而寧可句本身與下文有語義連貫關係。 

III. 語用 

    教材中沒有提出語用功能的解釋，可以將本論文之「反預期」概念加入，

以利學習者更全面地理解「寧可句」，若以上例（150）為基礎修改之，則為： 

    （153）A: 你不是沒時間睡覺嗎？應該早點睡啊！為什麼還在玩電腦遊戲? 

           B: 我寧可不睡覺，也要繼續玩。 

    筆者在例（153）中加入預期句「應該早點睡啊」，使上下文語境更明確，

以期讓學生更理解，「寧可句」的反預期功能。 

    另外，也建議在語用功能中加註「寧後主句」的否定詞後常常與意願類

的動力情態詞「願意、要、想」共現。 

(三)《新實用漢語課本 5》 

3.1 教材呈現 

《新實用漢語課本 5》第五十九課〈十八年的祕密〉中語法的第三部分

出現了「寧可……也不……」，此教材沒有提供相對應的英文翻譯，只有中

文解釋和例句，如下： 

    複句「寧可……也不……」表示比較兩方面的厲害得失，「寧可」是選

取的一方，「也不」是捨棄的一方。 

    （154） 我寧可很快離開這個家，也不願意再見到父親。 

    （155） 寧可站著死，也不願跪著生。 

    而語法的第四部份「複句與句群」提到「讓步轉折關係」，並將「寧可……

也……」歸為一類，其解釋和例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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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達到某種目的或避免出現某種情況，願意退一步做出一種並不理想的

選擇。這類複句的主要標誌是「寧可……也……」。 

    （156） 我寧可很快離開這個家，也不願意再見到父親。 

    （157） 寧可少睡一點兒覺，也要多讀一些書。  

（新實用漢語課本 5，2005：180） 

3.2 教學建議 

I. 翻譯及語法解釋 

    《新實用漢語課本 5》的前後語法解釋有點矛盾，前一部分是用取捨關

係說明「寧可……也不……」，後一部分的語法解釋卻用「為達到某種目的

或避免出現某種情況，願意退一步做出一種並不理想的選擇」解釋。筆者認

為用後一部分統一解釋「寧可……也要……」和「寧可……也不……」是最

適切的方法，比較不會讓學生混淆，且其解釋也符合本文的研究結果，即「寧

可」的核心語義為「讓步」，而此讓步是為了避免或達到某一目標或情況。 

II. 篇章 

    與前兩本教材相同，「寧可」的例句都是句內範距，並未提供句外範距

之例子，因此無法帶給學生焦點的概念，建議可加入一例簡易說明之。而教

材裡也沒有介紹「寧可句」為焦點句式，即省略「寧後主句」的句式，建議

可以在例句中提供完整的語境讓學生理解，寧後主句做為舊信息可以省略的

情況，而非只是給予學生單句。筆者修改例（156）如下： 

（158）A：在家住不是很好嗎？你應該也希望常常見到父親吧！  

       B：我沒辦法忍受我爸每天罵我，我寧可很快離開這個家30。 

       A: 離開家你能去哪裡？ 

III. 語用 

    語用方面則沒有提出「寧可」的語用核心功能「反預期」，建議可以在

                                                 
30

 陳俊光(2007)提到新事件的產生必須重複使用代詞，代表不同事件的變化，此處重複出現兩個

代詞「我」，表示主語從不能忍受的心理狀態，轉換變成外在的行動，即趕快離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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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中提供完整上下文，筆者修改例（157）做一示例：  

    （159） A：這幾天不是睡不夠嗎? 睡太少對身體不好，應該要多睡一點。  

            B：考試快到了，我寧可少睡一點兒覺，也要多讀一些書。 

    修改過的例（158）中，加入了完整的上下文，先讓學生看到預期句「睡

太少對身體不好，應該要多睡一點」，這樣可以更容易理解「寧可」的反預

期功能。 

(四)《新的中國》 

4.1 教材呈現 

《新的中國》第七課〈去銀行換錢〉出現了「寧可」這個語法點，課文

內容呈現如下： 

司機：糟糕！今天連二環都堵車。 

學生：真沒想到！也許坐車還不如騎自行車快呢！ 

司機：最近幾年，北京的汽車越來越多，許多人都買了私人汽車，可是北京

道路的發展卻趕不上汽車的增加，所以交通堵塞就一天比一天嚴重了。 

學生：像今天這樣堵，我寧可走路。 

司機：快到了！快到了！ 

（《新的中國》，1998：63） 

    語法中的呈現如下： 

    寧可 generally occurs after the subject and indicates a preference which 

may not be totally satisfactory after weighing the pros and cons. The second 

clause, if there is one, starts with 也 and explains what the speaker gives up. 

    （160） 雖然他要幫我的忙，可是我寧可自己做。 

    （161） 我寧可多花一點兒錢坐出租汽車，也不要遲到。 

（《新的中國》，199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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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學建議 

I. 翻譯及語法解釋 

    《新的中國》沒有給予「寧可」相對應的翻譯，而是提供語法解釋，將

「寧可」定義為「在不太好的選擇中，衡量輕重得失後，選擇的一項」，而

「寧後主句」則說明放棄的另一項，筆者認為應參考本文提出的「讓步義」

較恰當，並且向學習者說明「寧可……也不……」表示主語願意犧牲讓步，

是為了避免某一結果。 

II. 篇章 

    《新的中國》的例句與其他教材相同，例句中的副詞「寧可」皆位於句

內，引出句尾焦點，可以給予學生一個例句，將主語位於句外帶出對比焦點

的概念帶入。與其他教材不同的是，《新的中國》出現了「寧後主句」省略

的句式，且出現在課文中，有完整的上下文可以向學生解釋「寧後主句」可

以從語境中推斷，因此可省略。 

III. 語用 

    此教材在語用方面也無加以著墨，建議將本論文的研究成果，「寧可」

為反預期的概念帶入，並同時介紹「寧前/後主句」常常與動力情態詞「願

意、要、想」一同出現。  

(五)《實用中文讀寫 2》 

5.1 教材呈現 

《實用中文讀寫 2》第二課〈下班後，大家在做些什麼？〉的生詞和語

法都出現了「寧可」，生詞部分呈現如下： 

     寧可 （would） rather, prefer 

     （162） 我寧可看小說，也不要看電影。 

     →寧願 would rather…（than）, prefer 

     （163） 他寧願住在海邊，也不願住在山上。 

（《實用中文讀寫 2》，20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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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語法部分只出現「寧可 VP 也不 VP」的結構、例句和練習題，並無

英文翻譯也無中英文解釋，因此筆者將《實用中文讀寫 2》的教師手冊對於

「寧可……也不……」的解釋列進來討論，語法解釋和練習題呈現如下： 

     「寧可 VP 也不 VP」指的是兩件都是不喜歡做的事情，但相較利害得

失之後，選擇做前面的事而不要做後面的事。也可以說「寧可……也不

願……」。（《實用中文讀寫 2 教師手冊》，2016：6） 

    （164） 爺爺寧可喝紅茶也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5） 我寧可去健身房也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實用中文讀寫 2》，2016：39） 

5.2 教學建議 

I. 翻譯及語法解釋 

    首先《實用中文讀寫 2》在生詞中出現「寧可」和「寧願」，然而沒有

提出兩者是否完全相同，只給出相似的英文解釋，其中，教材將「寧可」翻

譯為 “(would）rather, prefer”，筆者認為“prefer”並不是恰當的翻譯，學習者

沒有辦法掌握到核心「讓步義」，可能會造出病句。而根據《實用中文讀寫

2》的教師手冊，其語法解釋也是從選擇義和取捨義切入，建議改用「主語

願意犧牲讓步，是為了避免某一結果」。 

II. 篇章 

    整體而言，《實用中文讀寫 2》的例句和練習題都是單句，缺乏完整的

上下文，因此也無法引入「寧後主句」省略的概念。若將上例（161）改為

有上下文的「後隱主句」更佳，如下： 

    （166） A: 我們周末去看電影怎麼樣? 

            B: 最近的電影都很難看，我寧可看小說。 

    例（166）有清楚的語境，寧後主句「也不要看電影」為舊信息因此可

省略，此例句可以幫助學習者更清楚「寧可句」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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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語用 

    與其他教材較不同的是，《實用中文讀寫 2》的教師手冊提到「寧可……

也不……」的「也不」後常與動力情態詞「願」一起出現，此與本論文的研

究結果相同。另外，建議再加入「寧可」的核心語用功能「反預期」的介紹。 

(六) 綜合評析與建議 

    在翻譯方面，現行漢語教材將「寧可」或「寧可複句」翻譯為“(would）

rather”、“prefer”、“would rather VP1 than VP2” 、“would rather…in order to…”

或是沒有翻譯，根據本論文研究結果，要帶出「寧可」的讓步義，又同時要

將「寧可……也不……」和「寧可……也要……」統一起來介紹，筆者認為

“(would）rather”是一個適切的翻譯。若使用“prefer”翻譯，則沒有帶出「讓

步義」；而“would rather VP1 than VP2”只能用來解釋「寧可……也不……」；

“would rather…in order to…”只能解釋「寧可……也要……」。 

    在語法解釋上，有些教材仍是採用「在兩個選項都不好的情況下進行選

擇和取捨」，或是使用較模糊的解釋，如「VP1 本來是不喜歡做的事，但因

不願改變 VP2 的情況，VP1 變得可以接受了」，筆者認為可採納《新實用漢

語課本 5》提出的「為達到某種目的或避免出現某種情況，願意退一步做出

一種並不理想的選擇」的解釋方式，此解釋也符合本論文的研究結果。 

    在篇章上，只有《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和《當代中文課程 3》的練習

題為對話形式，其他教材都是單句，建議將練習題擴充為對話形式，讓上下

文的語境更明確，也讓學習者掌握「寧可句」出現在何種語篇中。在焦點方

面，所有教材的例句和練習題都是句內範距的對比焦點，缺乏句外範距的例

子，建議加入一例句外之例子，建立學生對比焦點的概念。而「寧可句」作

為焦點句，其後的「寧後主句」常常省略，此點只有《新的中國》注意到，

只是缺乏介紹「寧後主句」可以省略的因素，因此本論文建議將「寧後主句」

為「舊信息」或是「可以從語境中推斷時」可省之概念帶入，並輔以相關例

句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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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在語用方面，五本教材都沒有提及「寧可句」的核心語用功能反預

期，因此筆者建議可以將「預期句」呈現在句中，學習者從完整的語境，更

能了解「寧可」引出之「反預期」功能。另外，教材中也大都未提及「寧後

主句」常常與意願類的動力情態詞「願意、要、想」搭配出現，筆者認為可

以提醒學習者，以免病句產生。 

    總而言之，教材在語義方面，應該建立可以統一解釋「寧可……也

不……」和「寧可……也要……」的說法，而為了讓學習者更了解「寧可」

的篇章和語用，例句應該提供完整上下文，讓學生了解「寧後主句」可省和

不可省之狀況，以及「寧可」作為「句尾焦點」和「對比焦點」之概念；明

確的語境也有助於學生了解語用的「反預期」功能。 

三、教學建議 

    評析上述五本教材後，可與本論文研究結果整合。故此小節將以鄧守信

（1998）提出教學的「累進性」與「排序性」為基礎，以進一步提出教學建

議。「累進性」為教師教授語法時，應首先考慮學習者的語言水平，遵循由

易到難之原則，先教學生基礎的語法規則，再教授學生進階的、較為複雜的

規則；「排序性」則是從語法點本身的結構、語義複雜度、跨語言之差距，

以及語用功能強度，來安排教學順序，整體而言，就是以難易度來編排順序。

以下將依照累進性和排序性為原則，提出涵蓋「寧可」語義、篇章與語用的

教學建議，以提供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參考。同時，也希望給予第一線華語

教師教學的實質幫助。此外，儘管「寧可」屬於初中級語法，然而許多學習

者進入高級後，仍無法掌握「寧可」的使用。因此筆者根據本研究的結果與

前人的相關研究，歸納出與「寧可」常用的共現句式，並提出「寧可」句的

句式教學，以供中級以上「寧可」句教學之參考。設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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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unction 

“寧可”means “rather” and “寧可” usually occurs in the pattern“寧可

A，也（不）B” indicates “to make B (not) happen, someone would rather 

compromise and reluctantly tolerate A.” “寧可”also expresses 

counter-expectation on part of speaker, hearer, or society. For example,  

(1) 小明：學校的大鍋菜吃膩了，我們到郵局旁邊那家飯館去吃吧！  

I am tired of the daguo cai in school. Let's go to the restaurant next to 

a post office and eat something there. 

       小王：那家飯館的菜太難吃，我寧可吃學校的大鍋菜，也不吃那家。 

             The restaurant's dish is too unsavory to eat. I would like to have the da 

go cai in school rather than eat something in the restaurant. 

 

小明 assumed that “那家飯館的菜” in comparision to “學校的大鍋菜” 

is terrible. However, contrary to 小明’s expectation, it turns out that 小王 

would rather tolerate “學校的大鍋菜” than choosing “那家飯館的菜”。 

(2) 小明：這幾天不是睡不夠嗎? 睡太少對身體不好，應該要多睡一點。  

Do you get enough sleep these days? Sleeping less is bad for you body. 

You should sleep more.  

       小王：考試快到了，我寧可少睡一點兒覺，也要多讀一些書。 

              The exam is coming. I would like to sleep less and study more. 

    It is generally assumed that lack of sleep impacts health. However, contray 

to social expectation, the speaker B would rather sleep less in order to read more.  

II. Usage 

a. “寧可” expresses compromise, so it introduces an dissatisfactory items or 

actions.  

b. The adverb “寧可” generally occurs after the subject, but sometimes it 

can also occurs before the subject. When “寧可” occurs after the subject, it 

functions as “end focus” in the sentence to indicate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But when “寧可” occurs before the subject, it function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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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astive focus,” which means the subject after “寧可” has a contrastive part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For example, 

(3) 小明：你的的工作那麼好，為什麼不做了呢？ 

             Your job is so good. Why do you quit it? 

      小王：離我家太遠了。我寧可少賺一點錢，也要找個離家近一點的。 

It is too far from my home. I would rather earn less money and find a job 

near my home. 

(4) 小明：我爸爸最近生了重病。 

     My father has been sick badly. 

        小王：沒事，你爸爸會好起來的。 

              It will be alright. You father will get well soon. 

        小明：寧可我自己生重病，躺在醫院裡，我爸爸年紀那麼大了，我真的

不放心。 

 I would like myself to be sick badly. My father is so old that I worry 

about him a lot. 

In example (3), “寧可” occurs after the subject and “我寧可少賺一點錢” 

function as “end focus.” The following sentence “也要找個離家近一點的” is a 

further elaboration of the previous clause. And in example (4), “寧可” occurs 

before the subject and this structure indicates there’s a contrast part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 Like “我自己” and “我爸爸” are in contrast.  

c.  In the pattern“寧可 A，也（不）B”, the second clause often co-occurs 

with auxiliary verb “願意、要、想.” For example,   

(5) 他寧可待在家，也不願去看電影。 

He would rather stay at home than go to see the movie. 

(6) 父母寧可吃各種各樣的苦，也不要孩子的生活比別人差。 

        Parents would rather suffer lots of hardships in order not to make their 

children live an unpleasant life worse than 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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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Structure & Examples 

There are three types of “寧可” structures that should be noticed. 

a.  Basic pattern 

 寧可……，也(不)……。 

b.  Main clauses “也(不)……” is omitted  

(7)  小明：背書也沒有你想的那麼難，要是你常常背，大概就不會覺得那麼

難了。 

           Memorizing a passage is not as difficult as you think. If you try to 

memorize really often, it probably would n’t be that difficult. 

      小王：不要，我寧可寫報告。   

            No, I would rather write papers. 

      小明：寫報告很麻煩，要花很長時間，對我來說，準備考試輕鬆一點。 

Writing papers is troublesome and usually takes me lots of time. For 

me, preparing for the test is easier. 

In example (7), the main clause “也不背書” is omitted. Because “背書” has 

mentioned in the above conversation, it doesen’t need to be mentioned again. 

Also, “寧可寫報告” as an end focous, it will follow by other sentences that also 

surround the same topic.   

c. Subordinate clause “寧可……” was moved after “也(不)……” sentence, 

and “也” in main clause should be omitted. 

    (8) 因為學校餐廳的菜色很差，用的都是爛菜，所以我們不再吃學校的午餐，

寧可花比較多的錢買學校外面的便當，那些餐廳的便當好吃多了。 

       The dishes in school restaurant taste awful and the ingredients they 

used to cook are terrible, so we are not going to eat at school anymore. 

We’d rather spend more money buying bento box outside. Those bento 

taste much better.   

    In example (8), “寧可” sentence was moved after main clause. If change it 

to basic pattern, it should be “寧可花比較多的錢買學校外面的便當，也不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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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午餐.” In this structure, the subordinate clause “寧可花比較多的錢買學

校外面的便當” is further elaborated by the sentences after it and both of them 

are talking about “外面/餐廳的便當.” 

d. formulaic sequence：「(normal situation)，但因為……，sb 寧可……，

也不……，所以……。」 

(9) 在台北的生活費太高了，很多年輕人負擔不起，但因為台北的工作機會

多、生活便利，我寧可付很高的房租，也不回去鄉下工作，所以你不要再勸

我了。 

The expenses living in Taiper are too high. Most of the young people can’t 

afford it. However, there are a lot of job opportunities in Taipei and the life 

here is convenient. I would rather pay the high rent than go back to work in 

countryside, so please stop trying to convince me.   

   According to Foster (2001), 50%-70% of human languages are consisted of 

formulaic sequence. It’s important for advanced learners to know the chunks. In 

example (9), the chunks help learners to expand their sentences into paragraph. 

Teachers can also design different topics for students to create new sentences 

based on the chunks. 

四、小結 

    筆者總結了前人針對「寧可」提出的教學建議並融入自身教學的觀察，

接著評析了五本美國和台灣現行華語教材，發現主要有三大問題：一是「寧

可」的英文翻譯問題，若以“prefer”翻譯，學習者則無法掌握其「讓步義」，

而若以“would rather VP1 than VP2” 翻譯「寧可……,也不……」、“would 

rather…in order to…”翻譯「寧可……,也要……」，學習者會認為上述兩種為

不同句式，因此筆者認為可以使用 “to make B (not) happen, someone would 

rather compromise and reluctantly tolerate A” 翻譯複句「寧可……，也

(不)……」。二是有些現行教材並沒有提供完整的上下文，學習者不容易理

解「寧可複句」在篇章的位置，當然也無法理解「寧後主句」省略的情況；

三是教材皆無提及「寧可」的語用功能「反預期」，和「寧前/後主句」常與

動力情態詞「願、要、想」共現之情況，因此學生可能造出病句。期望本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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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之研究結果能給予華語教師教學時的輔助，幫助學生更透徹了解「寧可

句」。 

第二節 結論 

一、研究總結 

    此小節將針對研究問題與研究結果進行說明，將分成四部分回應各個研

究問題： 

(一) 在篇章層面，「寧可」在篇章層面，範距與焦點的交互作用為何? 

    筆者根據文獻，假設「寧可」為句內範距時，引導出句尾焦點，且連接

的範距小；而「寧可」為句外範距時帶出對比焦點，連接的範距大，而本論

文的研究結果符合上述假設，無標的句內範距帶出的都是句尾焦點，連接句

子成分或分句，傾向「局部連接」，而有標的句外範距出現的頻率低，其使

用是為了對比而刻意凸顯，通常連接較大的範距，「整體功能」強。  

(二)在篇章層面，「寧前/後主句」的顯隱性與前後景的互動關係為何?  

    在篇章方面，「寧前/後主句」隱性的比例高於顯性，由此可知「寧可

句」較常作為一焦點句式，這個結果顯示「寧可複句」偏向簡潔，而隱去的

原因有二：一為「寧後主句」為舊信息，在上文中已出現過，因此不須重述；

二為聽話者可從自身知識和經驗推衍，而可隱去。  

    以上述為基礎，筆者進一步探悉顯隱性和前後景及焦點的關係，發現的

結果如下。「後顯主句」 (「寧後主句」) 的「寧可從句」在篇章中為一背

景信息，作為提供理解前景信息所需之信息背景來使用，焦點在其後的「寧

後主句」，能推動後文的發展；而後移的「寧可從句」句位於整體的後方，

帶有較大的信息量，成為信息焦點。而「寧前主句」之目的是承前銜接前文，

若維持寧可常規句式(「寧可從句→寧後主句」)，而未隱去其後主句，則與

上下文不連貫。最後，隱去其後「後隱主句」的「寧可從句」也是作為焦點

句式，「寧後主句」之所以隱去，是由於主句的內容為舊信息或是可以從語

境中推斷。此外，隱去「後隱主句」的目的，是由於「寧可從句」與後文有

語義連貫關係，若將隱去的「寧後主句」補回，則影響語義的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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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語用層面，「寧可」的核心語用功能為何? 以及其與情態詞共現的交

互作用為何? 

    讓步性副詞「寧可」的語用語用核心功能為反預期，有時「寧可句」的

前文有預期句，然而預期句並不一定都會出現，若反的是社會一般常態的預

期，聽話者可以根據自身經驗以及百科知識補出來，不須於前文提及。  

    在情態詞共現方面，「寧可從句」最常與「認知情態」共現，這是因為

發話者藉由主觀想法判斷自己的信念為真，來反駁聽話人或是社會的預期；

其次，與「義務情態」的共現頻率為第二高，禁止義的否定詞表示與人類的

期望相反，而這與「寧可」引導出反預期的概念相符。而「認知情態」高於

「義務情態」的禁止義，是由於「寧可從句」的預期有較高的比例是否定形

式，因此「寧可從句」藉由肯定形式的認知情態反駁前文否定的預期。    

    再者，「寧可前/後主句」與意願類的「動力情態詞」共現比例最高，此

與「寧可」本身為意願類動力情態詞有關，主語透過「寧可句」表達主觀意

願上的「讓步」後，再透過「寧可前/後主句」表達他想要避免和獲取某件

事，「寧可複句」的前後分句都傳達強烈的意願性；其次，與「義務情態」

的共現頻率是次高，而其中的「禁止義」比例最高，這些「禁止義」的否定

詞表示與人類的期望相反，這也符合「也」後引導出反預期的概念。       

（四）「寧可」的教學建議 

    本論文融合研究結果，分析台灣和美國較普遍且系統化的教材，並依教

材不足之處給予建議。評析教材時著重在三方面，分別為語法的翻譯以及結

構的解釋、是否關注了篇章中的焦點功能和「寧可」句與前後景的關係、語

用層面是否提及反預期功能等。評析完教材後，筆者提出了教學建議和教學

參考順序，希冀給予本論文的讀者教學上的幫助。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本論文採用的聯合知識庫都是書面語料，而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中也

大都是書面語料，口語語料較少，未來研究可採用日常交際的口語語料，以

了解口語語體中「寧可」之使用狀況。 

    其次，在篇章銜接方面，筆者觀察到先行文獻都著重在「寧可」前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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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格式，仍缺乏「寧可」句與後文的語義銜接關係，後續研究可再進一步探

討。 

    再者，在語用方面，「寧可」句本身與情態詞的共現筆數不多，未來可

擴大語料筆數來探究「寧可」與不同種類情態詞的共現關係。 

    在教學方面，本論文僅針對教材對於「寧可」的編寫進行評析並提出教

學建議，並未進一步編寫詳細的教案，也未對學生進行的訪談，因此未來可

朝教學面，對於學生難點進行質化研究，並設計適當的教材與教案進行真實

課堂教學實驗。   

 

 

 

 

 

 

 

 

 

 

 

 

 

 

 

 

 

 



 

 136 

 
 



 

137 

參考文獻 

英文部分 

Foster, P. Rules and routines: A consideration of their role in the task-based language 

production of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In M. Bygate, & P. Skehan & M. 

Swain (eds.). Researching Pedagogic Tasks: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eaching 

and Testing.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1. 

Google。Google 網路語料。取自 http://www.google.com/。 

Halliday, M.A.K. (1985，1994).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Edward Arnold, 

London, U.K. 

Halliday, M.A.K., & Hasan, R. (1976). Cohesion in English. London: Longman. 

Heine, B., Claudi, U., & Hünnemeyer, F. (1991). Gre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ey, M. (1991). Patterns of Lexis in Tex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pper, P.J., & Thompson, S.A.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 56(2), 251-299 

Ioup, G (1975). Some Universals for Quantifier Scope. Syntax and Semantics, 4, 37-58 

Lenk, U. (1998). Marking discourse coherence: Functions of discourse markers in 

spoken English (Vol. 15): Gunter Narr Verlag. 

Lyons, J.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England. 

Nunan, D. (1993). Introducing discourse analysis. Penguin Books. 

Quirk, R. et al. (1985). A Comprehensive Grammar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Rudolph, E. (1996). Contrast. Adversative and concessive relations and their 

expressions in English, German, Spanish, Portuguese on sentences and text level. 

(Vol.23): Walter de Gruyter. 

Schwenter, S. A., & Traugott, E. C. (1995).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development 

 



 

 

 138 

of substitutive complex preposition in English. PRAGMATICS AND BEYOND 

NEW SERIES, 243-274. 

Searle, J. R. (1983). Intentionality: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eng, S.-H. (1998). Sequencing of structures in a pedagogical grammar.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JCLTA), 33(2), 41-52. 

Traugott, E. C. (1999). The rhetoric of counter-expect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A study 

in subjectification. In A. Blank, & P. Koch. (eds.), Historical Semantics and 

Cognition.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Traugott, E. C., & Dasher, R. B. (2002). Re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中文部分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取自 http://wordsketch.ling.sinica.edu.tw/。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12）。現代漢語詞典（第 6 版）。北

京：商務印書館。 

尹玉龍（2013）。 關於“寧”的語法化歷程探析。邢臺學院學報，28（2），89-91。 

方梅（1995）。漢語對比焦點的句法表現手段。中國語文，4，279-288。 

王力（1985）。中國現代語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王小郴（2005）。從預設的角度看“與其”句和“寧可”句的區別和歸類。零陵學院

學報，3，191-193。 

王天佑（2006）。對比焦點在取捨句中的理論蘊含，呂梁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2

（4），12-15。 

王天佑（2008）。寧可”句式使用的制約因素及策略。太原科技大學學報，29（2），

130-132。 

王天佑（2009）。對“寧可、寧願、寧肯”語法化的歷時考察。西北大學學報，28

（4），71-73。  

 



 

139 

王天佑（2010）。基於認知的 “寧可 A，也要 B”構式探析。五邑大學學報，12（2），

76-79。 

王天佑（2011）。寧可”詞彙化的過程及機制。山西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38（3），   

153-156。  

王天佑（2012）。“寧可A”後無捨棄項照應考察。五邑大學學報，14（3），69-73。 

王自強（1998）。現代漢語虛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 

王彥杰（2002）。 “寧可”句式的語義選擇原則及其語篇否定原則（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北京語言大學，北京。  

王紅恬（2015）。 “寧可 A,也不 B”容忍性讓步複句考察。常州工學院學報，33

（1），84-88。  

王紅恬（2016）。“寧可 A,也不 B”句式探悉（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陝西理工學院

碩士學位論文。 

王瑞烽（2016）。從梯級的角度闡釋“寧可”句式及其教學建議。華文教學與研究，

3，46-53。 

王義娜（2003）。 “would rather”和“寧可”的語義對比。外語與外語教學，8，36-38。 

王維賢（1994）。現代漢語複句新解。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1957 級語言班（1982）。現代漢語虛詞釋例。上海：商

務印書館。 

史存直（1989）。語法新編（修訂本）。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何宛屏（2001）。說 “寧可” 。中國語文，1，76-79。 

吳啟主（2002）。漢語構件語法語篇學。岳麓書社。 

吳福祥（2004）。試說「X 不比 Y．Z」的語用功能。中國語文，3，222-231。 

呂叔湘（1982）。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 

呂叔湘（1999）。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呂叔湘（2010）。漢語語法分析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 

宋作艷、陶紅印（2008）。漢英因果複句順序的話語分析與比較。漢語學報，4，

61-71。 

 



 

 

 140 

宋暉（2012）。“寧可”類複句關係歸屬解。語言研究，32（2），81-86。 

宋暉（2012）。現代漢語中的“與其 p，寧可 q”格式芻議。語言與翻譯，1，36-39。  

李長忠（2002）。語篇的銜接 、連貫與大學英語寫作。外語與外語教學，11，25-28。 

李會榮（2011）。“寧可”構式的邏輯歸屬及語義機制。嘉興學院學報，23（4），

140-144。 

李艷丹（2014）。現代漢語“寧可”複句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南京師範大

學，南京。 

邢福義（2001）。漢語複句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 

周有斌（2004）。“寧可”式有關的若干問題。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學報，1，56-59。 

周行健、余惠邦、楊興發（1997）。現代漢語規範用法大詞典。北京：學苑出版

社。 

周剛（2002）。連詞與相關問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周質平（主編）（2011）。新的中國：現代漢語中級讀本。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屈承熹（1990）。華語中前後景的等級體系及句子的界定。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

論文集，3（1），11-18。 

屈承熹（2006）。漢語篇章語法。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邵敬敏（2001）。現代漢語通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邵敬敏（2007）。建立以語義特徵為標誌的漢語複句教學新系統芻議。世界漢語

教學，4，94-104。 

邵敬敏、周有斌（2003）。“寧可”格式研究及其方法論意義。語言教學與研究，5，

1-7。 

侯學超（1998）。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胡琇閔（2016）。漢語讓步性副詞「還是」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啟示（未出版

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胡裕樹（1981）。現代漢語。上海教育出版社。 

徐陽春（2002）。現代漢語複句句式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41 

袁毓林、馬輝、周韌（2009）。現代詞類劃分手冊。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8）。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台北：正中書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2016）。實用中文讀寫 2。台北：國立台灣師

範大學出版中心。 

張文賢（2009）。轉折連詞「但是」的整體連接功能，第四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

題學術研討會：兩岸四地語言與生活。台北：臺灣師範大學。 

張衛國（1992）。現代漢語實用語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張誼生（2000）。現代漢語虛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畢永峨（1994）。「也」在三個話語平面上的體現。功能主義與漢語語法，79-93。 

許慎（2005）。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 

許餘龍（2002）。對比語言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郭志良（1999）。現代漢語轉折詞語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 

陳依昀（2013）。華語除非條件句不同句式之語義與語篇研究及其教學啟示-以新

聞語體為主（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  

陳俊光（2010）。篇章分析與教學應用。台北：新學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彭利貞（2007）。現代漢語情態研究。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游雅欣（2016）。漢語「其實」和「事實上」的語義、篇章分析與教學啟示（未出

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廖秋忠（1992）。廖秋忠文集。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趙苡廷（2015）。漢語「連字結構」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1996）。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台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 

劉珣（主編）（2005）。新實用漢語課本 5。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蔡沂庭（2014）。漢語副詞「可」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未出版之碩士

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北市。 

鄧守信（主編）（2016）。當代中文課程 3。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鄭貴友（2002）。漢語篇章語言學。北京：外文出版社。 

 



 

 

 142 

黎錦熙（1992）。新著國語文法。北京：商務印書館。 

黎錦熙、劉世儒（1962）。漢語語法教材。北京：商務印書館。 

錢乃榮（1990）。現代漢語。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聯合知識庫。取自 http://udndata.com/library/。 

謝佳玲（2006a）。漢語情態詞的語意界定：語料庫為本的研究，中國語文研究，

（21），45-63。 

謝佳玲（2006b）。華語廣義與狹義情態詞的分析，華語文教學研究，（3）1，1-25。 

魏廷冀（2014）。漢語範距的平行原則與經濟原則，清華學報，（44）3，503-539。 

 

 

 

 

 

 

 

 

 

 

 

 

 

 

 

 

 



 

143 

附錄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語料 

1. 自然生態上為取得平衡的一種機制，但卻非常合乎實際農業的需要，尤其近年來生物技術的突飛猛進，可

以自然合成相生相剋的化學物質，代替殺草劑、殺蟲劑等，減少農藥對土地的污染，還可以將之做為生

物防治的天然物質，增加農業生產力。以楝樹為例，在印度農業發展中，被奉為靈丹，不但代替了殺蟲

劑、殺草劑，也用來防治其它病害。台灣本土也有楝樹，但是農民寧可買農藥，不願意利用天然資源，

因為農藥可以快速見到成效，也就意味著可以快一些換得金錢。這種短視近利，不惜破壞自然環境的作

法，使得周先生對我國永續農業的前景頗為憂心。植物相生相剋作用也可運用到森林水土保持上。 

2. 經過種種研究中心的立， 吸收一些特別優秀的大學教授與研究生們參加中心的研究工作，該也是中央研

究院維持活力，對研究生的培養做出貢獻的較好方法。為了使中研院的研究，能夠在團隊的研究與個人

的研究互相爭輝競秀，中研院該也有提倡與獎勵學術發展的制度與經費。目前許多研究人員，寧可單打

獨鬥而不願從事團隊的研究，是因為審查升等與獎助，都過份注重個人的量產。中研院該建立新的評鑑

與獎勵制度。學術的研究，需要在穩定的條件下，做長期的努力，方有成績。 

3. 在他心裡，他的作品就是人和大自然相互結合的象徵，或者對物質本性的再發現。（２）為了將人的主觀

意志消除到最低程度，他不再強調「表現」、主觀情感（如好壞、美醜）等因素，甚至於避免將觀眾囿

限在他預設的「作品」形式中；而寧可保留作品的不定性，把他的作品當做是一個開放的「視覺環境」，

任由觀眾自己去經驗、探索、玩味。不過，有些觀眾在認真看完這次展出的作品後，可能還是忍不住要

問：「當作品過份倚賴偶發因素時，藝術品與任意的塗鴉還有什麼區別？」 「這樣的作品與創作方式，

真的比傳統視覺藝術更有內涵，更值得追求嗎？」這其實是相當嚴肅，而 值得認真討論的問題。它涉

及到整個現代藝術何去何從的根本問題，值得我們深思。以下的論述，是我個人對現代藝術的反省，既

非針對這次的展出品而發，所持觀點更可能和江先生恰好相左。  

4. 「請你注意，我喜歡的東西未必是具有很多觀念性的東西，我不喜歡的是那些完全沒有觀念，純粹視覺的

東西。它們會讓我感到憤怒。」當Ｗａｌｔｅｒ Ｐａｃｈ問杜象為什麼停止作畫，他回答：「我沒有

停止作畫。所有的畫，在它被畫在畫布以前，必已在畫家心裡存在了。但是當它變成畫時，總有些東西

會被遺漏掉。我寧可在心裡看著那張畫，而不願看到它在畫布上亂糟糟的樣子。」但杜象的這些話仍然

不能使前述的「詮釋—附會」完全合理化，因為： （１）杜象最痛恨權威崇拜，根據「綠盒」的迷語

去「詮釋—附會」「大玻璃」，無論如何難逃「無中生有」與「崇拜、附會」之嫌。只要記得「噴泉」

事件，我們就必需對杜象的刻薄、尖酸與戲謔心存警惕。  

5. 不過，在情緒上，「國畫的困境」還是遺傳了下來，而成為「水墨創新的困境」。很多人不看「國畫」的

原因是：「看來看去都是那個樣子。」美國學者李雪曼則斷言：「從１８００年以後，繪畫在中國寧可

說變成重複，創造力已被耗盡。」【１】持有類似意見的人相當多，尤其清末民初康有為等力主革新以

來，持「國畫早已僵死」之見的人更是與日俱增。 

6. 從「書畫同源」的觀點來看，一脈貫串隋唐人物畫與宋元山水、花鳥的國畫精華，在於「筆墨」的運用。

因此，力主「繼往開來」的人，對筆法與皴法往往有難以割捨的心情。【２，３】但是，持最後一個意

見的人，往往也就不惜徹底割斷「水墨」與傳統「國畫」的臍帶，寧可忘懷既有的一切，從頭尋找「水

墨畫」的嶄新起點。抽象水墨的興起，多少帶有這樣的一種心情。 

7. 過了一會，兩個人的腳步聲走到了門口。只聽蘇魯克道：「這是那賊漢人的家嗎？我不進去。」車爾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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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進去？卻到那裡避風雪去？我耳朵鼻子都凍得要掉下來啦。」蘇魯克手中拿著個酒葫蘆，一直在路

上喝酒以驅寒氣，這時已有八九分酒意，醉醺醺的道：「我寧可凍掉腦袋，也不進漢人的家裡。」車爾

庫道：「你不進去，在風雪裡凍死了吧，我可要進去了。」蘇魯克道：「我兒子和你女兒都沒找到，怎

麼就到賊漢人的家裡躲避？你…你半分英雄氣概也沒有。」車爾庫道：「一路上沒見他二人，定是在那

裡躲起來了，不用擔心。別要兩個小的沒找到，兩個老的先凍死了。」 

8. 思想要執行時有困難，那麼是否要遷就現實？假如我是個生意人，也會有差別的待遇，因為人的世界不可

能公平，這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以及求仁得仁的問題。若一個客戶很老實就按照規矩，另一個客戶

很挑剔，就給他一點折扣。老實的客戶自然吃虧，但吃虧是就利來看，有些老實的客戶並不在乎利的多

少，而寧可省些力氣，然後去做自己該做的事。換言之，當一個人跟別人爭執、抱怨、挑剔時，他內心

相當痛苦。而另外一種人逆來順受，就會把社會的複雜面單純化了，可以省下很多力氣去做該做的事。 

9. 流行病過後，鐵眼第三度籌募印經的資金，又經過數年，終於把第一版日文大藏經印成，離他發願印經的

時間整整二十年。到現在，「鐵眼版大藏經」初版的雕板還完整的保存在京都的黃外寺，被當成鎮寺之

寶。但是，鐵眼不只刻這一套大藏經，他的前兩套藏經無形無相，更感人、更深入人心。鐵眼禪師因珍

惜眾生的因緣，寧可延後大藏經的印刷，令人印象深刻，這點出了一個修行者對因緣的珍惜，在輕重緩

急之間以大悲心做為抉擇。俗語說：「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常覺得，如果一個人念不懂家裡的那一

本經，他就很難懂得牆上那些精裝的經典了。因為世俗諦的因緣都不能珍惜，如何能珍惜第一義的因緣

法呢？  

10. 隱士是指在實際行為中表現道家精神的人。道家一般所指的代表是老子和莊子，因為他們有著作。一般

人講「家」的時候，是指一套系統思想。隱士沒有什麼系統，只能算是實際表現道家精神的人。道家精

神傾向於個人主義，與世無爭，寧可與鳥獸山林為伍，也不要與人類社會有太多瓜葛。這就是隱士的表

現，符合道家的精神。天命有兩個意思，一是指命運，是被動的、必須接受的、不能改變的。如「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另外則是指使命，是主動自覺所得到的。 

11. 我們和所關愛的人互相鼓勵，一起成長，有一些原則要考慮。譬如，和所關愛的人的關係是什麼？關係

如果是朋友，比較容易。因為朋友之間原本就是要以善做為目標，互相要求。如果是父母親與子女，互

相關愛要小心，因為親情有時比善惡更重要。我寧可不要我的小孩成為聖人，而希望他過得快樂一點。

有時候父母的心和一般朋友、師生之間的心不一樣。你要與關愛的人一同學習了解或互相關懷、一起成

長，有很多方法，譬如一起聽演講，一起讀書、看電影，看完之後討論一下。這時你就會發現雙方的觀

念有何差別，有何相似之處，然後再慢慢溝通。 

12. 談到「自我成長」，我們可以回憶一下自己生活上的經驗。記得我們考上新的學校，尤其是考上大學的

時候，會覺得十分得意；到社會上找到新的工作時，會覺得很滿意；若是有機會認識新的朋友，會覺得

很快意。一段時間之後卻發現：大學並不像我們所想的那麼理想，於是我們寧可玩四年，浪費時間，或

做一些不相干的事。其次，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我們會覺得無聊，每天九點上班、五點下班，成為不斷

重複的行為，毫無新鮮感。 

13. 小孩往往對自己喪失興趣與信心，他要問：我做了壞事到底要對誰負責呢？我應該如何負責？所以，真

正做了錯事的人，所需要的並非原諒，而是適當的懲罰。一個人做了壞事接受處罰，會覺得好漢做事好

漢當，過了之後他可以重新做人。若沒有懲罰而原諒他，會使他覺得自己比你低了一等，自尊往哪兒放？

我寧可接受懲罰，然後重新站起來，受人尊敬。這也是文學家，尤其是杜斯妥也夫斯基在他小說中，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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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這類心靈深處的掙扎。我從這裡找出答案。不想成為麻木不仁的人，要如何培養或增強自己的感受

能力？有一個方法可以試試：不要讓自己太暴露在外在的資訊中。很多時候我們變得麻木不仁，不是自

己的問題，而是資訊太快、太多了。 

14. 莊子靠織草鞋生活，當地長了很多蘆葦，他織草鞋，每隔幾天就擔一簍草鞋去街上賣，經常在路上碰到

死人骨頭。有一次跟死人骨頭對話。他對死人骨頭說：「喂，讓你再活過來，讓你當宰相，你要不要做

呢？」晚上回去的時候作夢了，夢見骨頭跑來跟他講話，骨頭說：「拜託，拜託，千萬不要讓我活過來，

我寧可死了算了。」這種故事聽了之後，讓人覺得，原來在那個時候死了還比活著愉快。這種思想讓我

們突破生死觀念，不要把死亡當做可怕的事，而要用一種藝術的眼光來看。 

15. ＡＢ型—魔羯座的人是完全武裝型。以堅實、慎重為宗旨，摒棄大膽、飛躍的作為。危險的近路不肯走，

寧可繞道去走安全的遠路，這就是ＡＢ型—魔羯座的一般傾向。以努力、耐力支撐而小心行動的模式，

或可說是『完全武裝』型的註腳吧！ＡＢ型—魔羯座的人絕對不會向他人暴露自己的真心。就像以周到

待人為拿手的ＡＢ型特質，把所有的性情隱藏於溫柔、親切的笑臉下。過份激動，多管閒事等較輕浮的

態度及草率的作為，可以說絕對不會做。 

16. Ａ型者的特徵是，恪遵社會的法規及重視生活的常識，腳踏實地的過著安份的生活，這與巨蟹座本來的

性格是一致的。我們來巨蟹座本來的性格。巨蟹座出生的人，如果要他丟棄舊有的東西，重新再創一個

新東西，他寧可將舊有的東西改革一番，繼續使用。換句話說，這種人是相當保守、念舊的，你想要改

變他原有的生活方式，是不太可能的。這樣的個性，使其對國家、對社會，永遠忠心耿耿，矢志不變，

對家庭也是勞心勞力，至死後已。在愛國、愛家、愛友方面，沒有一個星座比巨蟹座的人，表現得更加

強烈，因此之故，此星座的人易 流露出偏袒親友及利己的本性。 

17. 不過，當雙子座的特質強過Ａ型的特質時，雖然表面上生活過得安定，內心卻如檻中之猛獸，隨時想衝

出檻外，去過那無拘無束的自在生活。你是一個『精力充沛的活動家』因個性使然，對任何事不會一味

地順從，有不滿時，為了全體想，寧可做一個破壞者。這種人常是眾人注目的焦點，或是人們茶餘飯後

閒聊的對象，但由於其對自己的行為不負責任，膽大妄為，而不肯收拾殘局，因此，有時很難得到別人

的諒解和信任。你幾乎對什麼事都抱著強烈的興趣，同時也想進一步去探索；但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

是缺乏耐心。   

18. 這是中國農民第一次親身體驗「共產」的含義。由於果樹入社是不付報酬的，農民不願被共產，寧可砍

樹。豬羊不願送運到社裡去，只有宰殺一途。而歸到社裡去的大牲口，由於管理不善，死亡極多，全國

一下子減少了二百萬頭以上。當時全國已建成的六十七萬個合作社，有四分之一在一九五四年減了產。

到了一九五五年，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19. 除了土地、農具公有之外，中共又實行了一個類似蘇共「餘糧徵集制」的「統購統銷」政策。糧、油、

棉、麻等主要農產品，除了政府規定的可以留給農民自己食用的份額之外的部份，全部由國家統一收購、

統一經銷。名曰「賣餘糧」，其實是國家先預訂一個全國的收購總指標，分配到各省各地，這是「國家

任務」，必須完成的。這樣所謂給農民「留足口糧」便成了一句漂亮的空話。農民糧食不夠吃，到了來

年青黃不接之時，國家再將糧食調撥一些回來，謂之「返銷」。所以各地寧可讓農民今天將糧食繳上來，

明天再「返銷」回去，甚至當天就扛回去，也要讓糧食在國倉裡走過一遍。這樣做盡管國庫糧沒增加，

國家任務卻完成了。往返運輸，勞民傷財。如河南省新蔡縣從一九五三到一九八四年的三十一年間，國

家共徵購了十七億斤糧食，又先後返銷了十四億斤，即將七十萬噸糧運走又運來，浪費了不知多少錢財。 

20. 他現在結了婚，有三個孩子，每到過年過節都要痛哭一場。文化革命開始，社員把那個打死人的隊長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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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來遊行，嘴裏啣塊死人骨頭—當時餓死的人或者打死的人的骨頭。因為當時都沒有埋，骨頭都丟在那

裡。倒也沒有打他，但遊到各處，有的農民用糞勺舀尿潑在他臉上。」「當時幹部寧可讓你餓死在家中，

也不准外出逃荒。公共汽車站、火車站都要公社證明，才能買到票。有個村子有戶三兄弟，其中一個拿

著一張白紙在公社辦公室外面轉，等管章子的人出去時，溜進去在紙上蓋個印就跑。然後寫上幾個字，

算是搞到了證明。 

21. 千百年來，每逢災年，官府就要設「粥廠」救人，雖說四處有貪官，那些粥廠活人無數卻是事實。可是

如今數以百萬的百姓瀕於餓死，「領導幹部」就是拒不開倉放糧，擅自放糧的則撤職查辦。在這種情形

下，人民自然有理由去搶。寧可餓死而不去搶被那些「領導幹部」把持的糧庫，實在是過於老實了。 

22. 其中一人手托一隻包裹，跪在地上說：「這是解放軍的救命糧，是沙漠裡幾十條人命…大軍，我有罪…」

原來那包裹上有著一位物理學家寫的幾行字：「老鄧，獲悉你們已斷糧。捎去…」（：對這個故事的細

節不敢完全相信，有沒有人充份發揮了「革命度想像力」？）中共的官方輿論至今仍讚頌當年寧可餓死

也不搶糧的農民。譬如一九八七年安徽出版了一本《法官軼事》，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法制委員主任

題書名，省高級法院院長審稿並撰寫序言。該書中提到一九六零年餓死的農民時這樣說：「群眾在饑餓

和死亡線上拼命掙扎，任憑饑餓奪去了生命，仍然安份守己，不做違法的事，確實堪稱為偉大的公民啊！」 

23. 但是也只是個人的體驗，別人無法證明。並且他們看見鬼神的時間多半在黃昏、夜間、清晨，也就是意

識矇矓，神志恍惚的時候。心理學家認為那是一種在半意識狀態下自我催眠的幻象，不是真實的。其中

的神秘已經被心理學所解開，在科學昌明的今天，已經不再神秘了。對於無法證明的問題存而不論才合

乎科學的精神。一般人對於鬼神總是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而科學家正相反，他們認為

寧可信其無，不可信其有。但是不管怎麼樣，祭拜百神和祖先早已經是中國人數千年來的風俗習慣了。 

24. 照那個法律來解釋，但是要用什麼方式來解決你可以上法院，也可以仲裁，上法院時你可以上中華民國

的法院，也可以上美國的法院，常常就是為了如何解決糾紛吵半天。因為美國人訂合約的心理有一點跟

中國人最不一樣，中國人訂合約是為了結婚，美國人則是為了離婚。我常常提醒客戶，假如準備這文件

不是為離婚就不要訂，寧可沒有合約還比較好。合約是為了保障你的權利，如果一切都進行得很好，這

個合約根本就丟到抽屜裡沒有人看。到了要看的時候，已經是給法官、律師、保險公司看。合約是為了

糾紛，他們這種心態完全對。 

25. ２４、朱舜水‧朱舜水是浙江餘姚人。他出生在明朝末年，當時政治紊亂，風氣敗壞，所以他長大以後，

寧可閉戶讀書，也不肯出來當官做事。後來，滿清入關，明朝岌岌可危了，這時候，他才深深的體會到：

國家民族的存亡，對個人是多麼重要！於是，他先跑到日本，再輾轉東亞各地，鼓吹反清復明的思想。

等到滿清統一了中國，他知道大勢已去，明朝已經沒有挽救的希望了，就留在日本，從事教育工作，來

維持生活。 

26. 離婚後再談錢，是件困難之事，若以婚姻中的舊有挑釁指責態度必定不會有好結果，務必要以商人圓滑

的笑臉攻勢進行，才能討價還價，儘量達到雙方吃虧較少的地步。婆婆是老人家，她比兒子還不能接受

離婚的事實，所以把對兒子的痛心及擔心全發洩在妳身上，妳頂多一言不發，沒等她就把電話掛上，犯

不著對她言語尖酸，寧可把心力用來研究如何讓前夫拿出多一點錢來。換句話說，人要活得愉快，就要

做有建設性的事，自己才能建立信心及成就感。固然過去在婚姻中受了許多委曲，卻不必每每想起來就

打電話給前夫，這樣做只有加深不愉快的感覺，如果能在生活中多創新美好，則從前種種會因之而化為

烏有，當然，這是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大徹大悟及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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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深夜加完班，開車回家，在停車場被人用槍抵住左腰，當場人財兩失。我還陪她去看了好久的精神科醫

生。現在她走起路來，已經變得有點賊頭賊腦，東張西望的，老疑心迎面走來的都是要對她下手的歹徒。

台北是個處處危機。處處陷阱的惡魔叢林，一個閃失，下輩子就完了。無數個寂寞苦悶的夜，我和莉莉

安，寧可抱著電話機踡曲在沙發上，有一搭沒一搭，講到東方魚肚白。兩人喝著豆漿還有說有笑的，這

會兒逐漸有了口角摩擦，言語之間提升了不小的火藥味。鄰桌的人也感覺氣氛不對，這麼深夜的大馬路

上，講話高兩度就滿街都聽見了。他和她大概在凌晨三點多來這小攤喝豆漿的。 

28. 李登輝總統除了喜歡打高爾夫球外，另有一項鮮為人知的嗜好，他偏愛法國餐中的鵝肝腓力牛排。李總

統在公餘之暇，同家人至台北市這家格調高雅，清幽怡人的法國餐廳，優閒享用一頓情趣晚餐，最常點

一道菜鵝肝腓力牛排。雖然第一家庭對這間法國餐廳情有獨鍾，但為了尊重李總統及其家人的隱私權和

安全問題，餐廳並不願對外宣揚，寧可放棄這大好宣傳機會。 

29. 別人勸阻他，他便說：我一生從未被別人如此侮辱過，還膽敢吐唾液到我臉上，不殺此人，大丈夫志氣

何在？我便誓不為人！於是飯也不吃，覺也不睡，天天去夢境中出現的地方去等那侮辱他的人來決鬥。

人人勸他，他都不聽，還揚言要殺來勸的人，並說明若不能雪辱，寧可自刎。諸葛先生聽說了，便取了

一把劍跑到他枯守的地方，站在他身旁，一言未發，便向天吐了一口痰，那痰自然落回他自己臉上。諸

葛先生也不抹去，只指天揮劍大罵道：是誰吐我一臉的痰，我不殺他，誓不甘休！！  

30. 股票只要有實力，配合行情變化，市場主力操作十足游刃有餘，不過，主力是以大筆資金進行炒作，因

此，真正利潤納入囊中，往往得視出貨情況如何。而據了解，今年這一段大挫落行情中，部份主力獲利

所得往往是來自另一主力手中，雖然基本上在尚未造成如此局面前，主力彼此間是經過協調，共同拉抬

某支股票的，不過，其中一方在協力操作中，卻寧可失信於人，所賣出的不僅是持股而已，連人格一塊

丟了。此種情況早已有之，然年來股市走低，此現象卻屢見不鮮，最後造成被坑的主力所能動用資金愈

來愈少，而坑人主力，至今則縮頭縮尾，不能以真面目面對市場。其得失之間，唯有由旁人來評斷了。 

31. 若量大長黑，回檔補３３０４到３４２６點間跳空上漲缺口，則有必要翻多為空；而若是回檔量縮迅速

到３００億以下，則尚有可能在３０１６點到３７２１點間盤整。因為軋空完畢後的殺多也是很可怕

的。總之，量價有可能同時見頭，也有可能量大非頭只是近頭，量是價的先行指標，而大量對散戶言永

遠是禍不是福，寧可等回檔量縮價穩再買，不然震盪做頭回檔不好變回跌，搶反彈不成，再套牢多不愉

快。。台紙：台紙昨日暴出僅次於十月二十六日二萬八千張的大量，雖然業內主力可能想以滾大量方式

突破盤整格局，但是因短線客從中攪局，下週才有機會真正突破頸線壓力二十五元。該股早盤十點之前

在平盤上作狹幅震盪，但自十點０五分開始一筆。 

32. 一位財團的操盤人則認為，由於股市的迅速反彈，對於各大財團的年終結算均有不少助益，而且近期以

來，執政黨所開辦的不少民間團體，已由企業界捐去不少金錢，按理此刻官員們應該對股市的發展不聞

不問，如此對於年關前企業的自救將有莫大幫助；但是，未來行情的榮枯關鍵仍繫於政府的態度，因為

無論財團或是券商都深知民不與官鬥的道理，只要政府想插手，業者寧可先退出觀望，也不敢甘冒與政

府打壓措施對抗的風險。大盤昨日重挫點，但是不少主力介入的個股卻逆勢走揚，其中，大成等十支個

股且以漲停作收；業內人士指出，這十支漲停的股票中一半以上是新興主力的傑作，其中，除了中化股

的成交量較前一交易日略為縮減外，其餘均大幅擴增，投資人宜防主力刻意逆勢操作，以利其順利出貨。  

33. 蔣志光在香港從事幕後創作多年，但由於香港的幕後創作者並不受重視，因此，他從幕後走到幕 前的過

程相當辛苦。經紀人趙潤勤看準他在音樂上的潛力，曾向香港各大唱片公司推薦蔣志光，可是都沒被接

受，為了不埋沒人才，經紀人趙潤勤乾脆為了他開一家唱片公司，極力推動蔣志光在歌壇的發展。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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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編曲一手包辦的蔣志光，並沒有讓經紀人失望，第一張個人專輯推出後，即在香港走紅，讓曾經拒

絕過他的唱片公司老闆跌破眼鏡。不過蔣志光對於幕前的歌唱成績，得失心並不重，寧可腳踏實地一步

步慢慢來，所以從香港跨海來台發展，蔣志光也比一般港星顯得誠懇。踏實，只希望藉由夜心新專輯的

推出，能和國內聽眾做一個心靈上的交流。 

34. 員林一位賴姓業者代表指出，彰化縣每天的屠宰肉，有四分之一要加工製成肉鬆。肉脯，而這種加工肉

需要的肉質最注重肉纖維彈性，可是，經過市場電宰的毛豬，因被電擊擊斃，肌肉纖維。神經早已壞死，

難以加工，無法迎合業者需要。其次，肉品市場電宰設備未能兼顧屠宰後的豬肉質地，也是業者不願到

市場電宰的原因之一。而肉品市場交通不便，肉商常因塞車耽誤上市時間，天熱時，豬肉又容易因長時

間曝曬發臭，為此，肉商寧願載活豬到其他自宰場宰殺。此外，電宰時間過久，也是導致業者寧可花較

高價錢私宰（行情一頭約一百八十元至二百五十元不等），而不願在低成本的電宰市場（一頭一百三十

元）宰殺毛豬的原因。業者表示，上述種種都是促使業者走向私宰的原因，肉品市場電宰因無法迎合業

者實際需求，營運每下愈況，可是政府不找出這些癥結對症下藥，偏偏要用取締來圍堵，實在是不智之

舉。 

35. 現行財政收支劃分法，使北市財力能負擔落實殘障福利，也吸引部分殘障者家長將戶籍遷入北市，但是

戶籍遷到北市必須在半年後才能成為真正的北市市民，社會福利的權益時效也在此時才生效，此段長達

半年期間，既無法領取原籍地方政府的福利，也無法在日後獲得北市的回溯並補發福利金，於是便成為

殘障者的福利空白時期。至於華光教養院自今年九月間受縣府委託成立二班中重度學童，迄今已過三個

月仍無法獲得四名教師的薪資補助，教育局官員彼此說法不一，另有一說則認為，問題關鍵在於主政者

的施政理念。否則何以新竹縣府寧可編列數百萬以至上千萬元的經費來免除國中小學生課本費，卻不願

同樣落實國教支付這筆不過九十餘萬元的教師薪資。殘障者在十八歲之前的受教育基本權，現況已多令

家長不滿，十八歲之後的養護和職訓，家長更是不敢奢望，不過鑑於北市此類弱勢團體的家長自力成立

社團耕耘有成，竹縣的家長們也深深體會團結是力量，將不時督促官方落實所承諾的口惠。 

36. 切除雙乳後個性整個變了，在復健期間就與先生離婚，到現在已五年，逢人就罵她前夫只重視肉體不懂

得愛。我自己因此聞癌色變，很擔心是否會得癌症，尤其同情患乳癌的女性，很想幫助她們克服心理障

礙及生活困難。我經常向我同事們宣導萬一得了乳癌必須切除時的正確心態，她們都避之不談，有位女

同事說她寧可死掉也無法繼續和丈夫同床，另一位女性說她要帶著孩子立刻離開丈夫，她們都叫我換個

話題，不要說可怕的乳癌，我對她們這種缺乏常識及不能未雨稠繆的態度，感到啼笑皆非，您以為如何

呢？答：佛洛依德認為人有追求快樂逃避痛苦的本能，明知婦女得子宮癌。乳癌的比例日漸升高，卻不

願意去聽到這些可怕的名詞，更不用說深入瞭解乳癌的症狀，可能的預防及得病後的應變措施。 

37. 一位前英國首相奚斯先生。在競選落敗不到四個小時的時間裡，奚斯先生已經把行李搬空，自己住到旅

館裡去了。柴契爾夫人宣佈辭職，是臨時的決定，兩天的時間整理行李，不能說拖得久。奚斯競選，不

能說沒有落敗的可能，奚斯有更多的時間事前準備捲舖蓋，因此在四小時中就能乾乾淨淨的離開首相

府，縱使倉促間無法覓得或安排適當住處，寧可住旅館也不願意拖泥帶水遭人物議。且看看我們這裡如

何？頭一項法律規定就已經對於公職人員佔用公家宿舍待遇寬大。在職的時候住用，自然沒話說，離職

了也佔用，誰也不說話。退休了更是住得理直氣壯。人生總有畢業之日，一朝大去，配偶。兒女繼續佔

用。 

38. 進任何門來，都需懂得謙讓。內斂，而不能理所當然。橫衝直撞。雖然，有的學生視他如虎，但有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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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對他敬愛非常。例如，去郊外寫生時，他會主動幫學生攜工具。遇到學生肚子餓時，他則安靜地去

買食物，讓大家都可稍休息。填填肚子。這些瑣事儘管屬枝微末節，但對稍了解他的學生來講，這行為

的確說明他寧可對自己儉樸，也不願教學生感到委屈。對大多數喜歡蕭如松作品的人來說，絕對難相信，

這位廣受市場歡迎的畫家，數十年來，一直窩居在學校配給的宿舍，這宿舍的客廳祇要坐三個人，就顯

得擁擠不堪。而現在他又面臨退休被迫遷出的問題，雖然畫賣得好，但為供給在日本習醫的獨生子生活

費，夫妻倆省吃儉用，卻不料自己眼前的窘況如此棘手。 

39. 有歡樂氣息的節日，幾位女孩子湊在一起，便有聊不完的聖誕話題，甚至還打算辦個小小化妝舞會。高

勝美和孟庭葦是兩個愛做夢的女孩，總想利用聖誕節一圓兒時的公主夢，而李翊君和陳明真個性鮮明，

即使在聖誕節也不改其帥氣作風，李翊君穿上她一貫的特種軍服，陳明真也選擇當一名西洋劍士。夾在

她們之中的曾曉萍則仍像個單純的少女，寧可漫步田野，成就純情的少女美夢。眼見著眾家師妺有不同

的嚮往，身為老大姐的大小百合，為了增添現場的聖誕氣息，只好扮演起聖誕老公公，希望大伙兒歡歡

樂樂同聚一堂的氣氛，能延續至明年，甚或更久的未來。 

40. 新年快到了，飛鑽經紀公司旗下諸多藝人特別抽空聚在一起，用合照的方式向大家拜年。飛鑽成立時間

雖不久，但在資深影劇記者出身的經紀人高愛倫帶領下，以雷霆萬鈞的氣勢在影劇圈內攻城掠地，短期

內頗有斬獲。一般的公司志在賺錢，一天到晚拚命幫旗下藝人接戲，常不管藝人是否體力能負荷，角色

是否適合，但飛鑽的眼光則放得較遠，有時寧可讓旗下星星蹲在家裡孵蛋，也不願貿然接下一大堆爛片，

這種愛惜羽毛。視藝人如子女的體貼態度，在國內經紀公司中似乎並不多見。 

41. 匯市人士說，央行在去年底之前讓台幣升值的底線是廿七點一０，價位一接近，就會感受央行的強力干

預，上週由於中東戰爭爆發，台幣先貶後升，但在台幣回升過程中，央行卻在上週六台幣回升接近廿七

點二０時就進行干預，顯示就市場供需面而言，台幣是有升值空間，但因中東戰爭延續，央行卻寧可限

制台幣升幅，甚至進一步縮小升貶的空間。不過市場人士分析，自中東戰爭開打後，戰爭消息對國際金

融市場的影響力已逐漸減弱，在美伊陸戰未正式展開，及以色列未捲入戰爭的情況下，國際及國內匯市

都可望較趨穩定，這時候如果央行鬆鬆手，台幣回升至廿七點一０至二０間的機率，並不算太低。 

42. 史密斯表示：就目前而言，接受化學療法的一百位患者中，僅有三十位會舊疾復發，這三十位中，有十

位會實際獲得這種療法的助益。或許，有的患者願意忍受短期的化學療法的不適感，以換取生命延長的

機會；或許，有的患者寧可現在避免化學療法帶來的不適感或副作用，以免將來舊疾復發的機會。另一

位專家布魯斯。希爾納表示，這套新研究出的電腦程式，即在協助患者做個符合自己意願與利益的決定。 

43. 雖然這樣幸福太多，然而我今天要搬離區，回到我自己的幸福島去，那裡也有一座森林，可是不如這座

碧綠，甚至到了秋天，樹葉子還會變成ＸＸ的濁褐色，不久就會腐爛。背景音樂不大好聽，是震耳欲聾

的禽鳴，在幸福島。但我還是寧可回去，白狐狸儘量打翻我的牛奶罐好了，儘量偷吃我野餐桌上的三明

治好了，儘量咬嚙我辛苦採集的榛果好了，儘量弄散我努力耙好的落葉好了，只要牠偶爾露出尾巴鬆軟

明亮的細毛，用充滿巧慧的眼睛，看著我的孩子，因風箏纏繞在樹叢中而惱怒的樣子，誰還需要幸福？

是的，庭上。斐迪南。柯格勒，工廠工人的兒子，從小就是頑劣。不可理喻的孩子。 

44. 笑容彷彿在嘲弄著：結婚照是柴米油鹽前的最後浪漫。不知有沒有人研究過照相心理學。我雖有心深究，

卻是遲鈍慣了，只能看到表象。在我想來，相機照出最清晢的人類影像是愛美。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

平常人在相機前的種種不安，無非是為了擔心照出的自己；模樣不夠理想。挑照片送人也必定選比本人

好看的，寧可背景差一點，相片中的自己卻一定要相貌堂堂或者百媚千嬌。我就見過照了三十六張，撕

去二十六張，只留下十張的完美主義者．即使是留在自己的相簿，自己要看的，她也不想看到有瑕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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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極少人能容忍自己的真面目。我真有那樣的塌鼻子。小眼睛嗎？  

45. 在台灣，中華賓士本著步步加強共商發展方針。全力負起代理責任。人人誠懇提高服務精神。保持世界

馳名美譽的精神，為朋馳的車主竭誠服務，僅僅是一個裝螺絲的小動作，也依規定使用原廠標準工具；

即使是一個換機油的小保養，也寧可付出更多的時間來呵護，以使愛車確保永遠匠心獨運。扣人心弦。

電力公司台北西區營業處在蘆洲重劃區長安街。永平街等地進行地下管線埋設工程，完工後卻未將路面

恢復，致使路面坑洞不斷，雨天更是泥濘難行，當地居民屢次陳情反映未果，揚言有關單位不儘速改善，

他們將發動群眾到台電公司陳情抗議。 

46. 兔：有喜有憂，交友小心，勿管閒事，下半月漸入佳境。龍：守己安分，凡事亨通，須防不測災律，得

意時須防失意。蛇：諸事宜節守，女人留意小心，謹防家庭風波，下半月否去泰來。馬：凡事守己安分，

則免被小人連累，勿管閒事，自可無憂。羊：慎防小人暗傷，身體欠良，寧可直中取，不可曲中求。猴：

逢凶化吉，謀事順通，須宜積德，得道多助，須防小人，口角生煩。狗：凡事三思而後行，不可暴躁，

下半月不利走遠方夜行。豬：營謀順通，招德之財，雖有財源得意，須防災律退悔。法務部長呂有文昨

日表示，只要最高法院判決死刑確定，國內各大醫院即可自行與死刑犯聯繫，探詢他們有無捐贈器官意

願。 

47. 你在女人面前還那麼風光，心裡真是生氣，怪不得媽說你狗改不了吃屎，但是，沙琰翎說你也有道理，

你是像大地一樣的男人，你內裡很猛烈，生命力從你身上發出來，顯得很鮮活。想想，也好像是真的。

林昭良說你很真，麥可說你很古典，甘毛孫說你有中國人型，都說了一面。尤蝴說她不會愛我，要愛我，

她寧可愛你。我看，也說不定是把你看錯了，你究竟是我爸爸，不是天生的仇人，你以前壓迫我，讓我

走投無路，是有點心狠，你不能要我怎麼樣，我就得怎麼樣。我不是要照你的意思活下去，倒過來看，

你也不必照我的批評來改。 

48. 對這兩個問題，營繕組王先生表示，學生要進去前會有人去開門，至於出口不當他則不予置評。有些不

適合建斜坡道，以直立或緩步升降梯取代的建築，如政大或淡大的情形。但政大民族系二年級洪至信說，

直立升降梯的入口太窄，且梯內緊急鈴是電力支持的，若停電時，學生不僅被卡在中間，緊急鈴也失去

作用，相當危險。所以殘障生寧可走樓梯而不使用。至於緩步升降機，淡大營繕組組長姜宜生表示，價

格過於昂貴，而且淡大肢障生不多，興建不符合效益。另外，對非重度殘障生而言，建築物的坡道或樓

梯應有扶手，但多數學校都缺乏此設計。 

49. 出版品中最受爭論的莫過於「性書」的定位問題，依目前出版法中的「誨淫誨盜出版品取締標準」，書

籍內容足以誘發他人性慾者、強調色情行為者、人體圖片刻意暴露乳部、臀部、或性器官，非供學術研

究之用或藝術展覽者等等都涉嫌妨礙風化罪。但是由於出版法的管理條例並不明確，主事的下級主管只

能憑著主觀的認定來取締，但在主事者「寧可錯殺一萬」的態度下，幾乎所有的性書都和色情劃上了等

號，也遭到禁書的命運。而出版品分級制實施後是否能改善這種情況，在新聞局一句「現行法規不變」

的情況下，似乎是凶多吉少。王更陵表示，在辦過公聽會後詳細的出版品分級方法才會定案，大概在五

月才會施行。至於是否能夠落實出版品分級制，還是得靠商家及國民的配合。 

50. 成立「文藝復興人形工作室」的戴月指出，目前工作室的成員皆為大學以上程度，觀念上能接受、心理

障礙較小，其中有四位學生。由於台灣嚴重缺乏人體模特兒，他們正積極朝校園中尋找。然而，學生對

社會工作不僅缺乏經驗，甚至充滿幻想。戴月說：「目前人體模特兒並不好找，而且要接受許多訓練，

時薪只有五百元，許多學生寧可找家教。」工作室的訓練課程包括表演、舞蹈、體操等肢體開發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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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曾為雲門舞集舞者的陳偉誠指導。某位就讀於淡江大學的男模特兒表示：「上課很有意思，能讓我反

省到整個人的存在。譬如有一回功課是『注意你左手的一天』，就讓我常常想起自己的手指頭。」此外，

他說：「我一開始就無心理障礙。 

51. 由於風氣則是一大問題，吉他社前社長葉美娟表示：「玩音樂的同學很多，真要他們演出卻很難。主要

是無傳承、無經驗，表現慾低，又怕同學反應冷淡。」文化大學應用數學系四年級的張啟元說，校內雖

然有「詞曲創作社」和「吉他社」，但玩音樂的學生很少，寧可向外發展，自組樂團在Ｐｕｂ駐唱。他

認為，這與學校位於陽明山上以及缺乏傳統有關。政治大學亦有類似情況，位置偏遠、缺乏傳承，也在

外自行組團的財務管理系三年級洪慈霙認為，政大學生多為第一類組，女生較多，男生也較二、三類組

的斯文，再加上校內缺乏理想場地，使得流行音樂風氣相當保守。 

52. 由本學期開始的新規定，主要目的是在使學生盡量對自己製造的垃圾自行處理，以共同維護宿舍清潔。

宿委會副總幹事吳素慧表示，之所以這樣做，是由於宿舍的垃圾量實在太大，負責宿舍清潔的清潔公司

無力處理，常造成垃圾無法在當天運出宿舍，乃致發出臭味。宿委會在接到不少住宿生抱怨後，與負責

宿舍清掃業務的承葆清潔公司溝通，但承葆公司認為垃圾量之大實在難以負荷，寧可毀約也不答應宿委

會的要求。最後雙方達成協議，改變原先垃圾處理方式，由學生自行將垃圾攜至宿舍外，再由該公司的

清潔人員處理。負責垃圾搬運工作的承葆清潔人員黃先生指出，師大本部宿舍一天的垃圾量，甚至超過

同為該公司承包清潔的另一棟二十四層大樓三天的垃圾量。 

53. 就診要花二百一十元自負額、比基層診所高出甚多的臺大醫院來說，全民健保實施前，臺大一天門診量

約五千三百多人，現在仍保有五千人左右。而這五千人中，真正持有基層診所開具的轉診單的，竟然不

到二百人！其他近五千人當中，扣除領有重大傷病證明、有繼續治療單，或是到臺大看不必轉診的家庭

醫學科門診等等，再怎麼保守估計，仍約有半數左右的民眾是寧可繳交高額費用，也不肯捨臺大而就診

所。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私立大型醫院不願將利潤豐厚的門診生意拱手讓給基層診所，因此公然

和健保政策唱反調，甚至在醫院的大廳長廊上到處張貼「不經轉診直接來，省錢又方便」之類的宣傳看

板，還真打動了不少原本游移觀望的民眾！  

54. 至於真正的醫療服務，還是得依賴醫院及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網絡來提供。而目前出現的問題，如離島

居民交了保費，卻無法獲得「等值」的醫療服務、慢性病患無處可去、民眾對轉診沒有意願，寧可逕赴

大醫院就醫…等，原本是一個健全的醫療網中不該出現的現象。本刊資深編輯李光真在深入採訪後，認

為若能從眼前的紛紛擾擾、各說各話跳脫出來，「客觀地看，或許我們該問：以臺灣現有醫療網的分布、

設施及人員質量，能不能負擔得起全民健保的重擔？又可提供民眾什麼樣的醫療品質？」 

55. 在莫斯科朋友的熱心推荐，特向你們求助，望你們能定期給我們寄來貴社出版的《光華》雜誌和其他反

映中華民國政治、經濟、文化情況的出版物，以豐富和充實我們有關中華文化的資料，幫助我能夠更好

地傳播中國文化，為我們的共同目的光耀華夏，盡一分力量。兩代之間看漫畫國中生圈中，流行著一種

說法：在學校看漫畫，不小心被老師發現，寧可被撕毀，也不要被沒收；因為老師會把沒收的漫畫，帶

回家裡看。這一來，豈不便宜了老師？有「不良書刊」等刻板印象的漫畫，在校園與家庭之間，一直是

製造衝突與歡樂的來源。  

56. 扣除了印尼人、有錢華人之後，當地的華裔女孩的婚姻選擇只剩經濟、生活背景相近的華裔男孩，不過

許多男孩的作風也令她們敬而遠之。葉美娜說，由於當地唐人男孩受到南洋悠閒民風的影響，很多人領

著微薄的工資，卻熱中於交女友、騎機車兜風、穿花花綠綠的漂亮衣服，令人擔心一旦結婚後如何養家

活口，未來小孩的生養、教育經費更是問題。在此情形下，她們寧可費力去多相幾次親，到異鄉尋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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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的「良人」。鍾全輝說，現在可以看到在美濃待下來的印尼太太，基本上夫家的經濟條件都是較沒

問題的。「她們會嫁到臺灣 來的基本動機都是希望改善經濟環境，如果先生都自身難保，她們早就走

了。」 

57. 至於兩頓飯間餓得受不了時，可以榨一杯果菜汁，再不然去刷刷牙，口腔會產生嚼過東西的感覺，可以

暫時抑制一下食慾。另外，水分可以利尿、讓身體機能運轉順利，也可以沖淡飢餓感，因此一天至少要

喝兩公升、相當於八大杯的水！減得多不如減得久。「寧可減肥兩公斤，維持半年，不要減肥四公斤，

維持一個月，」趙思姿強調，民以食為天，節制飲食對身體而言是一件大事，絕對心急不得，在輕鬆自

然的原則下，一個星期以減輕０‧５到一公斤體重為上限。 

58. 你放在地上的手提包、公事包了。在桂林碰到的小乞丐，楚楚可憐，極易讓人起了惻隱之心，跑了這麼

多碼頭的我，還是被騙了。事情是這樣的：由於參觀的地方我已去過多次，所以留在原地等，讓「地陪」

帶客人去，結果卻目睹了來收網的丐幫幫主，原來他們是一群有大人「帶班」的新丐幫，心中百感交集，

我寧可沒有看見這一幕。另外一種惻隱之心，經常發生在機場。中國人在國外碰到華人，一般都比較親

切，覺得溫馨，因為老外不太看得起咱們華人，所以就更加深了這種假象熱絡。於是乎就會有人向你要

求是否能幫他帶件行李？這些人總是有滿籮筐的理由，讓只有手提行李的你，覺得不幫他的忙真枉為中

國人。 

59. 那日與瑞士人共食瑞士傳統菜Ｃｈｅｅｓｅ Ｆｏｎｄｕ，其特色是將乳酪熔化於缸中，然後用叉子刺著

麵包去沾乳酪，因為乳酪還是熱的，他們警告我不要配冷的飲料，尤其是可樂，否則乳酪會容易在肚內

凝結而引起肚子疼，若要喝冰的飲料只有白酒適合。哎！歐洲人寧可喝「酸葡萄」酒，也不去接受美國

文化，反正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嘛！琉森尚有與音樂相關的華格納博物館（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ａｇｎ

ｅｒ Ｍｕｓｅｕｍ）及歐洲最大的交通博物館，但因路途遙遠非我雙足能踏及，只好留待下回造訪了。

面積：：４１２９３平方公里人口：：６３８６００人（１９８８）語言：德語（８０％ ）法語（１

３％）義大利語（５％）拉丁羅曼語（２％）宗教：天主教、基督教。 

60. 父母管教兒子，教養兒女的態度呢？也是蠻重要的。讓孩子，有時候讓孩子自己做決定，孩子比較會守

他的諾言，效果可能會很好，而且這種家庭的氣氛，會非常的幸福，非常的愉快的。我們說習慣是第二

個上帝，另外一個，有一句俗語就是說，做一件新衣服快？還是改一件衣服快？如果你是裁縫，你寧可

做三件新衣服，不願意改一件舊衣服，所以如果說，一開始你沒有改成，養成他的好習慣，沒有告訴他，

這樣做的原因的話，我相信你以後，會非常的辛苦，小孩子他是零歲教育，那我們這個知識應該要有。 

61. 那我的媽媽也是這樣子，她也希望我就是，平平安安的，很平凡，然後當一個平凡的小孩子，你可能不

要很偉大，可是…你千萬不能去用不正當的手法去賺到錢，我覺得這是很重要的。∥就是不偷不搶做一

個好人。∥對，寧可窮一點，可是我過得很快樂。∥很踏實對不對？∥我現在為人父母，我才知道說，

真的是…尤其看到在座的父母親，感覺到實在真的是很偉大，在我自己的這個成長的過程裡面，我一直

也是在學習中，但是在這個階段，我突然告訴我自己，是否要尊重我孩子的一個選擇？   

62. 以前翹過一次課，那是去補英文的時候，然後我早上很早很早就起來，然後起來很無聊，因為那一天我

作業沒有寫，要考試我也沒有準備，進去一定考零分。所以那一次我就走來走去，本來是要坐公車，走

來走去，那裡都沒有去。那時候我很厲害我就這樣走了三個小時，然後再回家，那時候覺得翹課很無聊；

所以我寧可…寧可去補習班，吹冷氣考零分我以後也不想翹課。∥為什麼很多人會翹課呢﹖﹖翹課的原

因在那裡﹖﹖那麼翹課會影響到我們學習的進度嗎﹖這都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重點，不過現在我們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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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熱情的掌聲來歡迎，所有來現場參加討論的同學們。. 

63. 早晨，鬧鐘叫醒了睡夢中的我，我睜開惺忪的睡眼，看看窗外，聽著嘩啦！！嘩啦！的雨滴聲，我的心

立刻變得像陰沈沈的天空，看到又厚又重的烏雲，就知道這場雨可不小。在上學途中，人人都匆匆的穿

梭在密密交織的雨網中。有些婦女是為了梳理好的頭髮，寧可帶著傘遮頭，但是衣裙卻被打得溼答答的。

小朋友大都穿著雨衣，顯得圓滾滾的，走起路來，吃力多了，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表情。我坐在摩托車上

抱怨說：：下什麼雨嘛！弄得大家都不方便，而且路上許多地方在施工，還得繞道，又塞車，上學準會

遲到的啦！ 

64. 雖然台灣的核電廠３年來的運轉，都有明顯的改善，有些指標甚至比美國核電廠還要好，可是和日本相

比較，我國核電廠則遜色多了。例如：核電廠在正常運轉 ７０００小時下，自動急停的次數，日本只

有 ０．１ 次，而美國、法國、韓國及我國，都在１次以上，相差很多！原能會主任委員許翼雲說，這

可能是因為日本人做事仔細，凡事寧可慢工也要做得好。像我們的核電廠，一遇到歲修、大修，只能停

５０６０天，就要趕快發電，因為我們的備載電量很少，稍有拖延，就怕要限電了；而日本卻可以休個

９０天，好好的把發電機組徹底保養、維修。. 

65. 竹在人們的心目中，還是端直、挺拔、高風亮節的象徵，歷代文人往往以竹自居，如「竹林七賢」、「竹

溪六逸」等；詠竹、寫竹、畫竹之風長盛不衰，從古至今，鄉民們更是「寧可席上無肉，不可門前無竹」。

另外，在「蜀南竹海」東部還發現了明朝的「竹公神」，在貴州北部和四川南部也有「竹神」的發現，

也充分反應了竹與人類的密切關係。蜀南竹海沿途可見「竹公神」立於路旁。竹除了是南方民族崇拜的

圖騰，也是高風亮節的君子象徵。 

66. ６．從地景史上來看，我們寧可要天邊的彩霞而不惜踐踏腳底的玫瑰。台灣各地城鎮一直是歐美日地景

的駐紮地，長久淪為影印地景的聯鎖站，一座座取材自核心國家城市模型、地方模型的空間擬仿體在各

貧困的村鎮、熱鬧繁榮的都市矗立，地方化為效命城市經濟、資本產業的奴僕，依循著城市規模的擴張

而日益萎縮，各地爭相擠入「新鑽」陣營，紛紛放棄原有風貌，連高速公路的休息站都成為都成為歐式

城堡的形式，三義交流道西湖渡假村、公館交流道的五穀岡夢幻城堡即是顯例，建築地景、地方景觀的

去地域化，令人不知身處何方？其他鄉鎮數不清的拷貝地景，更是令人目不暇給，這一切地方意識上的

座標錯亂，混淆了我們的價值認定，誰去堅持要地方？  

67. 白天勞動，晚上燈籠齊明，以減少罪惡，緩解恐怖。人們過著整齊、劃一的生活，服裝、言行、思想高

度一致。沒有私宅，住宅由國家統一分配給個人使用，建築以褐色石頭建成，形式千宅一律。人們對待

死亡很豪邁，也許是因為確實厭倦了這種整齊劃一的生活。確實，這種社會生活是很令人恐怖而厭惡的，

我想，這也是烏托邦終究為烏托邦的原因：人寧可選擇一「邪惡而不道德」 的現實社會的生活，而不

願選擇那種如鑄模脫胎而來的「高尚」而「純淨」的殭屍生活。當然，這種柏拉圖的衝動，確實給人類

帶來了豐厚的果實，從另一個角度，也不妨說它不停地給予人類以歷史的啟迪，並造就了人類歷史上一

連串的烏托邦。 

68. 要安定經濟才會繁榮是眾所皆知的事實，但政爭也是表達出多數人的問題，如何作適當的處理才是正途。

目前大家所關心的問題是台中市建築業何去何從﹖個人覺得在自由經濟體系下供需的問題就是最普遍

的原理。過去台中市有容積率的陰影，促使許多建築商搶建，造成許多空餘的樓地板面積。此外，台中

市周圍的城鎮，土地不但貴、房價又壓低，建築成本相對提高，而工人寧可不做也不接受降低的工資，

不是轉業就是怠工，這些因素都使投資業者非常困擾，遂使建築業者面臨前有法令規章不定性的埋伏，

後有工資不斷上漲及稅捐增加的追兵，生存空間愈來愈狹小，要尋求立足點則更需要智慧與頭腦。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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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的利多與利空將有許多交錯的因素，將在待會的座談會中，請諸位先生多發表一些意見。  

69. 置不動產的動機，除自用和投資的考量外，一般是以工作環境之區段為選擇的首要；選擇都會區者，以

縮短通勤時間為重點；選擇郊區者，可能以環境或接近大自然的品質為訴求。目前市場的不動產仲介業

則著重投資，他們以低於市價的價格買來舊房子，經過重新整修後再轉賣，而一般這類的房屋擁有人也

聰明，寧可自行裝修再出售。然而這類作法，在真正居住的人進去時又不免再經過二次、三次的設計，

實為一種很浪費的作法。住宅建築依原先設計的格局定型、不更動，這種情形在目前國內市場甚為稀有，

惟一可行者是國宅，因為一般國宅屬中低收入者，其生活需求程度普遍較能接受既有的室內設計。 

70. 她那位未婚夫李醫生不知珍重，出錢讓她一個人到倫敦學產科。葡萄牙人有句諺語說：運氣好的人生孩

子第一胎準是女的。因為女孩子長大了，可以打雜，看護弟弟妹妹，在未嫁之前，她父母省得下一個女

佣人的工錢。鮑小姐從小被父母差喚慣了，心眼伶俐，明白機會要自己找，快樂要自己尋。所以她寧可

跟一個比自己年齡長十二歲的人訂婚，有機會出洋。英國人看慣白皮膚，瞧見她暗而不黑的顏色、肥膩

辛辣的引力，以為這是道地的東方美人。她自信很能引誘人，所以極快、極容易地給人引誘了。好在她

是學醫的，並不當什麼一回事，也沒出什麼亂子。 

71. 倒是小剛有一次說了實話，他說他英文雖然學不好，但不見得懂得的事情一定要比個博士少些。我私下

裡提醒小敏這一點，小敏其實知道得挺清楚。她說：我不是不了解小剛，他是什麼事都不肯認輸的人。

可英文這東西，你不下苦工夫不行。我也知道他打工回來挺累。他要是好好休息我也沒意見。可他寧可

找一屋子人來閒扯，也不願靜下心來看書。還弄得我也沒法看書。我要是一抱怨，他就說我既然書讀得

那麼費勁，不如索性不讀。我覺他現在一點上進心都沒有。 

72. 蘆葦叢裡悶熱得厲害，風在葦稈頂端游來滑去。底下卻無一絲涼意。灼熱的日光從枝葉縫零零落落地漏

下來，像落下無數金毛小蟲，蜇得身上燥癢難耐。孟嫂眼瞅著自己前胸的衣褂讓汗水滲濕開來，鼓如饃

狀的乳房曲線畢露。對面男人的眼珠子熱辣辣地停落在她的胸乳上。此刻她想寧可讓這傢伙輕薄一回，

也強似呆這兒受罪。那人卻穩穩地蹲著不起：世上的事很古怪，你種一畝瓜，偏收了兩斗豆。三年前端

午節那天你若不陪丈夫去銅鼓鎮，事情就不會這樣了。就那回，你把孟瑞的命送了。端午節？銅鼓鎮？

孟嫂腦子裡像塞進了無數片毛茸茸的栗殼刺。她張皇地望著那男人。 

73. 分為轉折、因果、假設、條件（註２）、取捨、目的六種關係，而在劉【５】中未列取捨關係，卻另列

連鎖關係（註３）。（７）雖然我心裡明白，嘴裡卻不願說破。（轉折）（８）他因為身材高大，被選

作鼓手。（因果）（９）天若有情天亦老。（假設）（１０）只要他沒意見，我們就照計行事。（條件）

（１１）他寧可叫人指指點點，也不願剪去辮子。（取捨）（１２）早點動手，省得措手不及。（目的）

（１３）根埋得越深，樹長得越好。 

74. 新象的許博允認為，高票價只可偶一為之，否則豈不如同殺雞取卵。他認為台灣的樂迷對多明歌或帕華

洛帝等明星級人物可能有狂熱式的支撐，而其他的表演者則比較適宜以合理化的票價來吸引觀眾。許博

允舉例說，新象明年八月主辦蘇聯全國排名第四的Ｐｅｒｍ芭蕾舞團的成本一場高達兩百萬台幣，但他

寧可擔企業贊助而不計劃以高票價來反映成本。 

75. 「（嫌犯）一反身，全身都是武器，被戳一下就不得了，」談到在前線工作，面臨到生死交關的恐懼，

吳莉貞記憶猶新。「調查員和警方不一樣，大部份面對的是白領犯罪，鬥智多於鬥力，」吳莉貞解釋，

調查員的工作，主要是藉著約談、搜索，蒐集與研判證據，面對的人知識程度較高，較少有暴力傾向，

「我們不強調用槍，寧可智取。一用到槍，不是我們，就是對方有人命，這都不是我們樂於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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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幾年，緝毒的工作加重，再加上政商關係和黑道糾纏不清，不論是查賄或肅貪，面對的危險性

也提高。「以前的手槍是備而不用，嚇嚇人的，現在卻變成隨時準備擊發，」吳莉貞感歎地說。 

76. 明德春天董事長王明德，從前開辦統領和明曜百貨也是和日系百貨合作，這次轉而找上歐系，主要是為

「給市場新鮮感」。王明德慢聲慢氣的形容春天百貨的「個性」，「法國是個尊重女性的地方，重視動

線、氣氛和美感。」他輕輕的摸著呈圓椎形的展示櫃解說，「這種設計看起來柔和又容易親近，我們寧

可多花２０％的錢。」明德春天不只宣告新東區和舊東區開戰，同時也是歐系向日系百貨下的第一張戰

書。第二張戰書是義大利詩丹達爾（詩丹達爾四月十五日進駐內湖商圈，是全國第一家完全採自營方式，

而且全館義大利風格的百貨公司。和一般百貨公司不同的是，詩丹達爾賣場內不用專櫃區隔，而且設有

專門提供服飾意見的諮詢師。 

77. 站在整頓飛安第一線的，則是傅俊璠。笑容不多的傅俊璠是個性嚴謹的人。擔任總經理後，他大半的心

力都放在飛安整頓。非空軍出身的他，斬斷了華航航務部門長久以往和高層管理階層的臍帶（同是空軍

出身）。雖然不懂飛行，傅俊璠和當初代理民航局長的交通部常務次長毛治國一樣，都從管理的角度，

整頓飛安。寧可矯枉過正。對於紀律，華航階段性的做法是，寧可矯枉過正。現在傅俊璠親自主持每一

次檢討飛行安全的飛安月會。為了貫徹紀律，飛安月會準時在八點三十分開始，如果有人遲到，記申誡

一次；除了服勤，不得以任何理由缺席。  

78. 站在整頓飛安第一線的，則是傅俊璠。笑容不多的傅俊璠是個性嚴謹的人。擔任總經理後，他大半的心

力都放在飛安整頓。非空軍出身的他，斬斷了華航航務部門長久以往和高層管理階層的臍帶（同是空軍

出身）。雖然不懂飛行，傅俊璠和當初代理民航局長的交通部常務次長毛治國一樣，都從管理的角度，

整頓飛安。寧可矯枉過正。對於紀律，華航階段性的做法是，寧可矯枉過正。現在傅俊璠親自主持每一

次檢討飛行安全的飛安月會。為了貫徹紀律，飛安月會準時在八點三十分開始，如果有人遲到，記申誡

一次；除了服勤，不得以任何理由缺席。對飛安的處分也更嚴厲：日前在中正機場導致飛機滑出跑道的

正機師，民航局雖然已經取消他的檢定和教師機師資格，但華航還將他降為副機師，並要求停飛半年。 

79. 電信局的壟斷、保守也表現在對加值網路的限制。目前國內加值網路的行銷管道，完全掌控在電信局的

手。也就是業者一定要向電信局租衛星，而電信局的衛星又是透過國際衛星頻道組織租取的，層層轉價

的結果，費率自然高得不得了，曾服務於時報資訊，現任中國時報總管理處協理陳博修埋怨說。因此，

時報資訊寧可到香港去放送資料。海關也曾因簡化通關流程的需要，向電信局提出使用加值網路的申

請，結果還是遭到拒絕。一位目睹整個過程的行政院高級官員形容︰「電信局就像蓋了高速公路後，卻

只准自己的車上路。」呂學錦說明，加值網路涉及衛星的發射，是會牽涉到電波干擾的問題，電信局態

度必須審慎。技術雖然可以克服干擾的問題，「但多了總是難控制。 

80. 各位，你有沒有想要讓自己愈來愈成熟，愈來愈肯定自己呢？有沒有愛自己呢？對，你看！！∥掌聲鼓

勵！！∥謝謝各位！∥厲害，這個溝通專家溝通的真好。大家都在點頭。∥剛剛我們又談到了一個跟成

長有關係的所謂溝通。有的時候我們不能夠溝通的時候，我寧可贊成我們接受對方，而不一定要也不應

該有這個權利要求對方跟你有同步的成長。溝通不良的時候，往往變成談判。然後我們就是說，反而掉

在陰溝裡面去了。在這個時候，我們如果說去接受對方的成長的步調。而不是像剛剛吳娟渝講說，我們

一旦假如說不要要求對方成長的話，就是一種消極的做法。我覺得退一步有的時候是更積極的做法。 

81. 投資焦點放在國內股市，或者即使關心海外市場，眼光也只局限於亞洲市場的投資人，去年一整年作多

下來，多半落得精疲力竭，賺少賠多。國際投資漸獲認同。目前擔任國際全球基金經理人的林長杰指出，

國內的投資人口當中，曾經購買海外基金，或是透過特殊管道從事國際投資的人其實並不多。原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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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限制與資訊不足外，以國人輕風險、重報酬的投機性格，大家寧可在國內股市攪和。不過局面總有

變化的一天。去年下半年，中共頻頻對台軍事演習，嚇壞了不少投資人。基於安全上的考量，部分資金

開始從股市、房市撤退，除了改放定存、債券及外幣存款，一部分資金透過隱密性管道，出走到海外市

場。事實上，有能力、有管道將資金巧妙移往海外的人畢竟是少數。 

82. 從精心安排的「長洲緝凶」這組戲，我們就見證了其中荒謬：滿街以攤販營生的民眾哪管你緝不緝凶，

不要妨害他們賺錢做生意就好，想要驅離辦案，簡單，拿錢來，當做是補償，否則免談。而眼見就要抓

到凶手了，又被發號施令的上級庸官收回行動，他寧可假意聆聽群眾起哄，也不管專業的手下功敗垂成

的氣憤填膺。光從看事情的角度而言，黃志強就比其他同型影片的導演深刻詭譎得多。所以我不會驚訝

他竟敢大刺刺地展現重案組人員以刑求逼供犯人的過程。黃志強似乎不相信可以用正規方式來對付狡猾

的歹徒，當壞人比法律更精明的時候，你又怎麼期待能用法律制裁他？  

83. 建議對於一百度軟片而言，光圈ｆ８↑，時間１分鐘以上。取景範圍不要太大，不然畫面會過於雜亂。慶

典彩牌。拍攝前多構思，以免落於俗套。善用多重曝光與加減光技巧，避免反差過大。由於多為近景，

光圈盡量開小，可至ｆ１６↑。人多車多干擾多時，寧可不拍。都市夜景。當夜暮低垂後，都市就展現

出另一幅人工的風貌，這個都會風情是由霓虹燈、路燈與高樓大廈中家家戶戶的燈光構成的。此時鏡頭

所要捕捉的對象包含：人工光源下的都會景觀，與光源本身表現出來獨特造型與色彩。都市夜景，除了

在地面上拍攝外，可找尋如天橋、高樓等以高角度拍攝。 

84. 關於測光，有以下幾點建議可供參考：若時間允許，則大致上以主體為準測光，若主體為人則以人物的

臉部為測光之準。後來只要主體受光情況不變，則不必再重新測光，可把心力放在構圖與對焦上，並把

握高潮的一瞬間按下快門。對於負片而言，其記錄亮部的能力高於記錄暗部，因此若無法確定何曝光值

時，寧可多曝一些也不要少曝。在反差 很大的狀況下，而相機擁有平均式測光與ＡＥ快門，可設定自

動快門後，配合曝光補償鈕來拍攝。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寧可增加也不要減少曝光。若畫面中不可避免

掉燈光等強烈光源侵入時，還須加曝兩格以上才可。 

85. 對於負片而言，其記錄亮部的能力高於記錄暗部，因此若無法確定何曝光值時，寧可多曝一些也不要少

曝。在反差很大的狀況下，而相機擁有平均式測光與ＡＥ快門，可設定自動快門後，配合曝光補償鈕來

拍攝。在大多數的情況下， 寧可增加也不要減少曝光。若畫面中不可避免掉燈光等強烈光源侵入時，還

須加曝兩格以上才可。若使用無ＡＥ功能的機械相機，可在與主體受光情況類似的光源下，事先對灰卡，

或手背、柏油路等接近中灰度的部份測光。爾後除非主體受光情況改變，否則就一直使用此曝光值來曝

光。 

86. 他認為，如果中共實在不願意接受李元簇，不妨以 蕭萬長模式，直接讓經濟部長林信義提升規格為領袖

代表，林信義之外，出席工商領導人峰會的辜濂松也是適合的人選，「參與才是最高原則。」不過，同

為代表團成員的立委張旭成則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這次為了派出領袖代表人選，我方做了各種努力，

包括請出不具政治敏感性的人選，並依照往例讓他以經建會委員身份出席，如果這樣還不能得到中共的

善意公平對待，寧可不參加。張旭成認為，中共這次是主辦國，中共的ＡＰＥＣ宣傳旗幟上也遍寫兩句

話「做好東道主，熱情迎嘉賓」，遺憾的是，我方沒有感到東道主的熱情。做為會員體，我方不能順利

出席領袖會議，原因是遭到東道主的拒絕，相信這不是「做好東道主」之道。 

87. 因出版「十八歲賺到一億」創業書刊，而成為媒體爭相報導的男子魏文傑，在新書出版後不久，即有被

魏某積欠債務多年的台東地區人士向警方報案，警方在調閱相關資料後發現，現年廿八歲的魏文傑，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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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十二年間因案感訓一年七個月，八十五至八十七年間更犯下包括詐欺、重利等多項前科。「書中指

十八歲就賺到一億，實在不太可能？」警方搖頭說道。「我寧可相信他有上億身價，但請他先還我積欠

多年的一萬多塊。」向警方報案的人無奈表示。據了解，魏文傑於出版的新書中表示，自己十八歲在台

東賣呼叫器賺了不少錢後，就被父親強迫去加拿大讀書，七、八年之後回台，再努力賺得今日擁有數十

億元的身價等等。 

88. 中央總計提名永和市劉君驥等十一席鄉鎮市長，台北縣李淑華等九十八席縣市議員，以及花蓮縣曾玉霞

等二十五席原住民縣議員。儘管國會改選後立委席次大增，親民黨面對鄉鎮基層選戰仍採保守策略，強

調「不為參選而參選」，但不排除在特定選區，支持「友黨」的優秀人選。親民黨秘書長鍾榮吉表示，

親民黨基層選舉提名採謹慎態度，「絕不勉強」，部分選區支持度雖高，但因人選未必適當，所以寧可

缺席，但不排除支持他黨優秀人選，展現親民黨與其他政黨的良性、善意互動。親民黨提名的鄉鎮市長

人選包括：新店市顏固傳、永和市劉君驥、蘆洲市陳炳煌、林口鄉蔡淑君、桃園縣平鎮市陳盛勳、八德

市邱建勇、大溪鎮邱家乾、台中大雅陳迥春、台南新化覃兆龍、高雄大寮卓政防、金門金城楊耀芸等十

一人；縣市議員部分則提名九十八席，以及二十五席原住民縣議員。 

89. 面對這些爭議，兼任鹿港龍山寺修復委員會成員的台科大建築系教授王惠君表示，有爭議是好的事情，

修復時寧可慢，讓大家有機會思辯其修復哲學，使這座民間投入經費的古蹟修復，藉以形成範例，才能

凸顯其價值。寶成集團投入資金修復龍山寺古蹟後，一定覺得很嘔，沒想到善事如此難為。內政部的古

蹟審查委員會認為，寶成出錢就好，自己再搞一個修復委員會，意見一堆，誰也難討好。但這就是古蹟

保存運動的盲點，因為沒有一個人能瞭解這麼多複雜的古蹟修復 觀點，卻只看到各種反對的聲音。 

90. 最近出版的《認識同志》手冊中，Chara 說，同性戀孩子的成長歷程相當辛苦，為了不讓父母承擔壓力，

寧可選擇離家以致疏遠了親情，因此父母如果能告訴他，「爸媽知道你的性傾向，但我們仍然愛你、支

持你」，那麼將是子女最大的支柱。「面對、討論、求助、支持」，子女需要您和他（她）一起面對同

性戀這件事，為了孩子和您自己，請勇敢求助，透過諮商、經驗分享，您和子女都可從中得到力量，您

將更能夠成為孩子支持的力量。 

91. 至於分子雷射具備高度的精確性，對大多數人而言，手術後殘留度數機會很少，日常生活幾乎完全不必

再依賴眼鏡。手術前須由眼科醫師做一系列完整的術前檢查，包括詳細的視力檢查、眼壓測定、角膜地

形儀檢查、角膜弧度測定、裂隙燈及眼底檢查，排除會造成高度散光的圓錐角膜等不適合手術的病變，

才能接受手術。勤儉持家原本是美德，但如果有一位先生寧可花二十多萬，送太太去上禮儀課程，或許

意味著婚姻中還有比省錢更重要的事！「這位丈夫還算是有良心的男人，很多男人嫌棄家裡的黃臉婆時

就直接外遇了。」國際禮儀協會理事長黃馨儀推動國際禮儀十一年來，對女性在家庭中的禮儀相當注重，

在她的「調教」下，不少瀕臨崩潰的婚姻因而重生。  

92. 很多人喜歡女聲偏激，說女性主義偏激，說支持女性主義是人云亦云，容易受人影響。我很好奇事情常

常是反過來的：這麼多性別問題擺在眼前沒有解決，用眼睛就可以看得到，可是她們不願去看，不願去

聽，寧可採取和社會大多數主流相同的看法。那麼，是誰盲目受影響呢？是誰盲目受影響呢？前陣子逛

了一個女性網站，其中設有一個女性解放論壇留言版。雖名為女性解放論壇，不知何故，其中卻充斥著

保守的父權言論或一些與主題無干的留言。總之呢，其中一則留言吸引了我，倒不是內容多有見地，而

是這則留言恰巧凸顯 整個社會大眾對一個離婚女性的觀點。內容大抵是說，留言者的某同事，是個離

婚又有小孩的女人，除了前夫常 來騷擾外，又跟一個離婚的男人糾纏不清，而這個離婚的男人又跟前

妻 分得不清不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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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在台灣高鐵工地上班的一群阿美族原住民勞工說，以前每年的豐年祭他們都會返回部落，因為不回去會

罰錢，但是回去參加豐年祭，就是準備要換工作了；現在他們工作是較以前穩定，但是豐年祭要請假，

老闆還是會不高興，因為工地一直在趕工，一個人請假就會影響到工程進度，所以為了工作，他們寧可

不請假。他們說，現在經濟不景氣，工作難找，得來不易的工作機會要好好把握，不但在工作上力求表

現、盡量不請假外，甚至連選舉日他們都寧願加班。也有布農族勞工說，他們的祭典是打耳祭，一般會

舉行３天，但是一個禮拜就要開始準備工作，放假一天對他們來說意義不大，而且他們也不願意為一天

假，浪費車錢回山上。 

94. 在這個哲學架構下，宗教經驗有著另一種解釋：它是個人意識，可以看透宇宙的本質並因此體驗真正的

永恆。就如 Schrodinger 期望的：大腦確實與此過程有關，但意識和主觀經驗也可以包含於此模式中，而

靈魂則從右側大腦顳葉去除。但是，真相究竟如何？誰能知道？面對這個玄妙無窮的問題，科學實證主

義者至少活著比較實在，筆者較支持這種「拿不出證據來，就寧可信其無」的主張。在這浩瀚無際的宇

宙中，微不足道的生命雖然缺乏宗教信仰的安慰力量而難免有本體的不安，但是，也許這樣生命較能接

近真理，也較可順其自然。  

95. 一個人出去走走，因為巷道上還有很多人在聊天，他們都是幾十年的老鄰居。這兒沒有川流不息的人潮，

也沒有流動攤販，有的只是居住多年的居民，有著安定感覺；這兒沒有現代化的超商，或精品店，或咖

啡店，有的只是傳統式或家庭式的小店，卻洋溢著方便與溫馨。這兒廟壇多，表示善男信女多，亦暗示

治安好；不少居民不願遷移，卻寧可翻修他們的舊家，暗示他們愛這裡。當我足蹬高跟鞋，穿戴整齊走

進饅頭店卻買不到時，主人對我一臉的焦躁感到不安，一直道歉，他知道這位住在大樓的職業婦女，正

為籌措晚餐而煩惱。我開始用力呼吸這兒的人情味，也盡情享受人與人之間的關懷。 

96. 前面敘述的美秀的故事其實就是個典型的婚姻暴力（家庭暴力）例子。其實，在我們的社會上有許許多

多像美秀這樣的無助婦女，她們雖然面對丈夫的拳打腳踢，但為了顧及孩子，為了給子女維持一個最起

碼的家（有爸爸、媽媽），她們寧可忍氣吞聲，過著膽驚受怕的日子，任憑人權遭受施暴者的踐踏，無

助、愁苦的守著一個已經殘缺了的家，盡傳統賦予她們的所謂為人妻、為人母的責任。 過去幾十年來，

在中國傳統的父權社會裡，女人似乎只有像美秀這樣，向命運低頭的份兒。 

97. 通常去三溫暖主要目的，就是放鬆心情、解除壓力，但是在裡面，我卻看見很多充滿著壓力的母親，這

些壓力是她們給予自己，想要放鬆自己，卻又責怪自己如此的心情；放不開小孩，一不小心，當小孩不

滿哭鬧或呈現無人照料時，其他女性馬上投注她的那種「你不是個好媽媽」的強力眼光。勇於要求女人

不能再讓男人逃開他們對家庭應盡的責任。大部分的女人都表明不願和男人產生衝突。女人視衝突為一

種不和諧，她們寧可保持傳統男性霸權和女性柔順角色的結構，即使這與她們的意志相違，即使這意味

更辛苦的工作和更多的壓力。她們所換得的是在家庭中擁有更多權力的假象，用一種母性神話將之合理

化。但是，隨著母親的意義提高，伴隨而來的就是身為一個教育者的壓力。在沒有外來穩固可靠的支援

系統下，她們又必須獨力負擔起教養小孩的重擔。.  

98. 心碎片片又置身險惡，並沒有讓丹妮兒頹喪退縮，反而促使她即時從創痛之中站起來，更毅然地反抗到

底。不是她有多強悍，而是她十分明白，能救她的，不是神話式的奇蹟，也不是愚勇蠻力；她只能憑靠

自己的智取力敵，來爭取逃命保身的空間。因為她要的，不是在強權下的苟活，她寧可為了堅持自己的

理想，去繼續生命的奮鬥，而她做到了，她救了自己！亨利出身於貴族，總覺得王室的種種墨守成規是

落伍的作法，他不耐煩於再被拘限在虛有其表的華麗牢籠裡。直到他遇見了丹妮兒，他才了解到如何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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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自己的心態，因為她樂觀進取，她的實務見解，在在使他讚賞，也使得他跟著積極了起來，而不再視

責任為重擔。 

99. 但是不管他如何努力逃跑，老鷹依然可以清楚找到他，因為彩色的身體是躲不過老鷹敏銳的眼神。「救

救我 ……，救救我呀！」斑斑使盡全力呼喊，聲音迴盪在空曠的雪地。就在此時，斑斑的父母聞聲而來，

他們一起跳上斑斑的身體，遮住了彩色的外表，大地又恢復白茫茫的一片。老鷹在空中盤旋一會兒，怎

麼也找不到那隻彩色的兔子便揚長而去。斑斑回到可愛的家了，他再也不羨慕其他動物彩色的外衣，因

為只有白色才是最好的保護色。他寧可擁有自己原本的顏色，也不願意成為一隻彩色的兔子。 

100. 他欺近我，表情曖昧地說。「幼齒比較難搞啊！又任性又不懂事，不像我們，成熟懂事不囉嗦，上床洗

碗樣樣通！」我反駁，不只是為了白玫瑰，也為了我們六年級前段班的女生辯駁。「不是，並不是妳所

想的那樣，」他把頭搖得跟波浪鼓一樣。「……。」「妳以為年輕女生什麼都不懂嗎？才不是，她們才

敢呢！」我感覺我立場薄弱，開始有點被敵軍大軍壓境的感覺。「男人如果有機會的話，他們一定寧可

挑年輕妹妹而不要同年紀的女生。為什麼？因為她們年輕就是本錢，豐胸細腰勻稱腿，溫柔體貼不頂嘴，

橫批是：『一定要追』。而且最重要的是，她們在床上很敢，不像我們這個世代的女生，好像只要穿過

高中時代的百摺裙，就一定要在床上裝淑女。」轟的一聲，號角在耳際響起，我節節敗退。 

101. 偶爾午後，我依然會坐上父親的計程車，在黃色的軀殼中，我嗅到了是一 股藥水味，而環繞的距離，

已離家甚遠，終點站換成了醫院，看著大家在這裡進進出出，表情和布袋戲人偶好像、好像，我卻不再

喜悅了。開眼闔眼間，出現的是恐懼與哀傷，父親不久後，帶著病痛離我們而去，看著黃色的計程車停

滯在家門口，等著被變賣的它，和我應該有著相同的哀傷，因此不斷地掉漆流淚吧！人類的遺忘性可以

很強也可以很弱，有時你寧可忘記愛你的人付出過什麼，卻忘不了傷害你的人讓你多痛。布袋戲在被遺

忘的時節，我卻依然牽掛著，因為我知道它和父親一樣，雖是短暫的生命，但那種潛藏的精神，永遠不

會被我遺忘。 

102. 結語：七隻貓咪各有不同的結局，而比提的死，最叫著者悲痛，因為牠是著者的至愛。著者的愛並未因

比提的死而乾涸，她陸續收養了一些流浪貓，重新擁抱愛。『 寧可忍受失去所愛時的椎心刺骨的痛，也

不要不把它消耗掉，留待它乾涸。』從七隻貓身上，著者學到了七個教訓：『從芭比、學到認識自己；

從柴斯特，學會接受自己；從小白襪，學會控制自己；從特洛特，學到重視自己；從甜石竹，學會和自

己保持接觸；從凱特，學會做自己；以及從比提，學會愛和仁慈。』生活的藝術，俯拾即是，生命的 意

義並非一成不變，端看你如何看待生活，賦予意義！   

103. 「唉！我也應見一些風風雨雨，聽說一些年輕人在鼓求著什麼。誰不知道日本鬼子可恨 ﹖誰甘願做孬

種 ﹖一大家人口，祖先創下的家業……。」說著說著父親竟然嗚咽起來。「也不一定不跟日本鬼子拚

就是孬種！我管國，你管家，大哥要是能讓我放心地幹，不是也等於加入我們陣營一樣 ﹖」老叔寬慰

哥哥。……這與高鐵屏寧可讓全家人罵他老管自己，不知上有老父，下有妻兒，也要貫徹到底，為國捐

軀的氣魄，真是太偉大！太偉大！實在了不起！敬佩！敬佩！諺語說得好：「患難見知己，亂世見忠臣。」

戰爭正如一面子，由此可以看出：什麼是真正的友情﹖什麼是真正的愛情﹖什麼是真正的大義﹖什麼是

真正的大孝﹖為人就在一個未成年的為人今仔（金生）的關顧下，藉由著者不慍不火、冷靜洗練的筆調，

一幕幕的展現。  

104. 我不敢輕易放女兒自己去看電影、逛書店遊蕩……像我差不多年紀時喜歡做的，女兒若非得脫離我獨行

時，台北市的街道在我腦中立時成了一幅幅佈滿險關、寸步難行的電動玩具。然而電動過不了關、玩輸

了，重玩就是。真實的人生呢？一次都不容許。是這樣的準被害人心理，使得眾多如我等以為自己這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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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絕不可能觸法的中產階級，寧可法律、公權力失之嚴失之濫，寧可殺殺，不可放過。但我仍然不知道

要以哪樣的心情面對三人。我且難以分辨多年來得自媒體有關本案的兇殘印象，是媒體綜合兩造、某種

程度的平衡報導，或僅只是起訴書和判決書的大要照抄，三個人看起來都比他們的年齡老多了，也或許

印象中一直很自然的將他們停留在出事時的十九歲（某種意義來看，不就是這樣？）而且，整個會面過

程，與其說我們在看他們，不如說是他們在看我們，我甚且在他們跨進會客室那一刻，從他們其中一對

聰明的眼睛中看到『（慘了！）或（賓果！）』的眼神，因為稍後劉秉郎告訴我和娟芬，見客前他們並

不知道將會見的是誰，也半點不想問是誰。 

105. 阿拉伯對螢光幕吐了吐舌頭，不過，這一回，他從自己的隨興之言覷見了 ３和４。人言可信？除了因

緣巧合的數字靈感，報紙上那些言之鑿鑿的占星牌、生肖牌和解夢牌也是老先生寧可信其有（他永遠記

得三天前鄉長伯兒子的跺腳：「你娘咧！天公送金我竟然簽不對！」）的參考資料。只是，財夢難圓，

財神爺總是和自己擦身而過（且以事後之「明」反敲自己的腦袋：「幹！這麼簡單代誌那會想沒到？」）

愈是深信不疑的「明牌」愈是諱莫如深。 

106. 一家新開的巧克力店，她在這裡得到了尊重、關懷與口慾的滿足，女兒要她回去時，她還說：「這是我

的人生，你們休想憐憫我！」終於她在一頓豐盛饗宴後死去。慢性病人的心理狀態是值得關心的問題。

片中阿曼黛經常因飲食問題與女兒發生衝突，吃個甜食就被嚴厲指責，難道因為生了病，一個人應有的

尊嚴就蕩然無存？莫怪她寧可選擇有尊嚴的死，也不願被人憐憫地活著。家屬若不了解患者的心理需

求，一味用強硬的手段要求配合醫囑，不僅目的沒達到，還破壞了彼此感情，顯然，照顧患者是一 門

不小的學問！《顫慄空間》一片中女主角茱蒂佛斯特的女兒，則是得 了好發於青少年的第一型糖尿病。 

107. 我想完這一整套故事及男朋友的淒慘後續發展，因為報復的快感巳經在腦海裡得逞，所以在他回家之

前，就巳經滿臉鼻涕淚水的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時，男朋友仍然沒有回家，我的心裡又開始悶悶的難過。

走進浴室打算刷牙，差點沒被鏡子裡面的自己給嚇到屁滾尿流。＃Red 喜歡紅顏色，雖然她從來不穿紅

裙。她一向寧可用接近大地的顏色來打扮自己，讓自己隨時能隱身於這個灰澀陰暗的城市。像一隻沉默

孤僻卻優雅的貓，步履輕盈，只對自己微笑。因為紅色太耀目，總是會令其他的顏色忍讓退卻，令人只

注意到她的美麗，或是跋扈。而 Red 不喜歡自己的想望過於明顯得呼之欲出，那樣太不夠精緻。 

108. 未成形的小雞雖然是女友煎的（殺的），但是我卻覺得我把小雞的屍體吃下去，就好像把罪惡感吞到肚

子裡，消化後變成我身體的一部份。如果當時我可以選擇，我寧可選擇我殺了女友，也許可以減輕一點

罪惡感。有時候我會想究竟是因為生命本身很無聊還是因為女友的不無聊突顯了四周的無聊？現在我正

在煮咖啡，然而這個動作只是所有無聊中的其一。 

109. １８６０年，李斯特被任命為蘇格蘭第二大的格拉斯哥大學（University of Glasgow）外科教授兼系主任。

由於這個職務是以教學為主，不需要照顧病患，因此他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他特別注意醫院內的疾

病，尤其對發炎組織的病變有興趣。當時的外科手術已有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仍有３０％ ~ ８０％ 的

病人在手術後死亡。一般人常說：「寧可將外科醫院焚毀，也不要進去。」此時，李斯特對外科手術已

經作了不少技術方面的改進。例如，他發明銀絲縫口針、摘取微物的鉤子、醫用鉗子及壓脈器等。他也

設計了許多繃帶、縫合線、和排膿管等。他的手術技術非常高超，許多困難且複雜的手術如白內障、尿

道結石、乳房癌之切除、膝蓋骨折的處理與縫合、膀胱切除手術等，他都精通。 

110. 台北縣家長協會代表王懿行表示，參考書的問題，建議以附帶習作的方式解決。不過，彭如玉表示，家

長才是最依賴參考書的人，老師並沒有如此依賴參考書。台北縣教師會張美英也說，曾經有教育行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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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官員，以家長身份要其用參考書，顯見家長才是依賴參考書的人，老師實際上還寧可不用、自己出

題。不過，她也指出，家長依賴參考書，是整體社會風氣的問題，所以家長的迷思要破除。而迷思要破

除，１綱多本是否會影響升學的問題就要說明。呂秀菊與王懿行均認為，應加以說明１綱多本不會造成

孩子升學上的困擾。  

111. 第一金剛隊徐生明昨晚發飆，他對前太陽隊球員沒幾位堪用而大為光火。徐生明說，他沒有「門戶」之

見，但球員資質好壞、認真態度，他一切瞭若指掌，（前）太陽隊球員的表現真得讓他很氣餒。雖然台

灣大聯盟解散，四隊合併縮減為二隊，現在的第一金剛隊主要是由前雷公隊和前太陽隊球員結合而成，

再搭配部分的勇士隊球員，徐生明說，他寧可與排名第四的勇士隊合併成一隊。前太陽隊球員到底發生

了什麼事？金剛隊原預訂的第一代打蔡泓澤，訓練時又扭傷了腰部，陳志明在兩場練習賽被三振了七

次，李以寶狀況更差，葉成龍昨是唯一出賽對統一獅的前太陽隊球員，擔任指定打擊三打數全摃龜。 

112. 美國人際溝通作家 Sheila Heen 建議各位仔細聽聽那些邁入金婚、銀婚、鑽石婚的老夫老妻的心聲，看看

他們如何彼此包容妥協：「志文老是遲到，所以安琪遇到重要事情一定自己開車去」、「家寶總是喜歡

邀朋友到家聚餐，宜婷卻寧可晚上安安靜靜休息，所以他們倆妥協，只要家寶自己肯負責煮飯招待（家

寶通常不會），宜婷就沒意見。」針對兩人的不同之處，找到可以妥協配合的方式，是夫妻要相愛一生，

必做的功課之一，也是值得一試的方法，畢竟婚姻本來就是一生的功課。 

113. 超越車訊總編輯江澤民認為，當引擎產生爆震時，引擎輸出將因此而降低，車子變得沒力，將逼得駕駛

人不得不大踩油門，如此一來反而衍生出耗油大的問題。還是建議車主依據壓縮比數據選擇適用的汽

油，如非真的太在意汽油單價，他建議尤其像是壓縮比都高於１０：１以上的歐洲車寧可採用９８無鉛

反而更能提高引擎效率，讓性能得以盡情發揮。 

114. 三立目前選擇以自拍戲為主，或選擇適合的國產劇播出，如「大玉兒傳奇」 及「獨行侍衛」，都是三

立今年購買的高品質新戲，同時都會台也將積極栽培另一批國語演員，重回主流市場，讓韓流暫時降溫。

華視今年以高價搶得韓劇「情敵」，事實上「情敵」的收視率未若預期，華視這波算盤並未成功，但華

視購片組的立場是，「寧可搶得先機取得播出權，也不能讓好片流落他台打華視。」巨星巨片八大絕對

吃華視與八大的立場相同，早先以韓劇起家，並成功創造高收視的八大電視台，一度也不願被片商牽著

鼻子走，有些高價拒購，但有時錯失好片又讓友台得先機，令八大扼腕，最後不管價錢多高，只要是巨

星巨片，多高的價錢，八大一律吸收，免得「養大」敵人。   

115. 發掘冷門台視有一手台視節目部表示，台視買韓劇不看卡司，最主要在劇情與劇型是否能符合觀眾口

胃，當初「玻璃鞋」的金賢珠、金芝禾，「商道」的李在龍，都不是台灣韓劇市場的主流明星，但是卻

在包裝下，創造不錯 的營收。韓劇價碼越來越高，台視不以為然，寧可捨棄與它台競逐大卡司的熱門

片，選擇發掘冷門的劇情片。以台視之前購買、播出韓劇的經驗，台視花五千～七千美金左右（合台幣

約十七萬到二十四萬（買下「玻璃鞋」、「商道」台灣所有版權，除了台視本身在業務上的回收外，賣

給有線台二輪播出、錄影帶發行等等，划算程度簡直等於無本經營。   

116. 媒體報導有不少長年旅居國外人士因保有健保身分，一旦生病時寧可專程搭機返國看病，原因是因為在

國外看病的醫療費用太高了，如果回國看病可以節省一大筆錢。更甚而有外籍人士打聽出台灣健保「便

宜又大碗」，藉由管道取得健保身分後，利用台灣的健保資源來治療疾病，待治癒回到自己國家後還「吃

好相報」，介紹其他人來台灣看病。 

117. 令筆者不平的是，這些人利用資源但又常會抱怨醫院服務品質不好，而國外醫生護士的服務則有多麼的

周到。這種感覺和電影「悲情城市」裡的一句台詞很像那就是「眾人吃，眾人騎，沒人疼」。憑良心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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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醫療水準就基礎研究而言與先進國家仍有些差距，但是就臨床醫療而言，其實不惶多讓。這也可以

從大陸台商生了病也是寧可專程返台看病，來看出台灣的醫療水準絕對不差。我國現有的健保制度是比

較傾向於社會保險而不是社會福利，尤其是現在醫療給付實施總額預算制度，醫療資源是固定的。若有

人多利用了資源，就意味著會有人獲得較少的資源，這種就是所謂的排擠效應。 

118. 白色情人節快到了，不過，台灣對此一「副牌」的情人節，並未有多大熱情，市場買氣未被看好。金飾

業者寧可將行銷力氣花在婚戒與春季流行金飾上。白色情人節是日本炒作買氣的商業手法，台隆手創館

副理翁振益表示，約十年前日本知名巧克力商將三月十四日取名為 White Day，做為二月十四日情人節

的「續篇」。在情人節收到巧克力禮物的男性，就得在三月的白色情人節回送巧克力。近年來白色情人

節已擴大定義，今生金飾經理汪倩菁表示，白色情人節已延伸到兩性，且台灣和日本最不同的是，日本

白色情人節半由男性回送；台灣反而是女性回送給心儀對象；而且若收到項鍊戒指等禮物，多半也會回

送相同類別禮物。但台灣熱度顯然不似日本，翁振益表示，日本市場白色情人節回送巧克力賣況約為情

人節七成左右。 

119. 香薑梅汁鮭魚也輕輕鬆鬆擄獲人心，原因就在於口腔裡多了薑與梅的香味，傳統奶油醬的膩味就消失

了。健康原味最高指導原則健康與美食之間的拉鋸戰，在紐約的廚房裡一直不斷上演，最新的戰報是：

低卡濃縮原汁 IN，高熱量濃稠佐醬 OUT。新派主廚們完全揚棄用奶油或麵粉勾芡，寧可花時間守在爐

旁熬煮肉汁、蝦汁、蔬菜汁，強調原味呈現。台北版：紐約版：嫩煎鱈魚佐牛尾迷迭香汁嫩煎鱈魚佐牛

尾汁，看似不搭調的組合，其實很 Match！ 因為鱈魚嫩得出油，牛尾幾乎沒有惱人的脂肪，所以熬出來

的肉汁清淡中 帶著滑熱的膠質，牛尾汁再佐上嫩薑油，以及甜玉米汁，柔滑輕盈地不像肉汁。 

120. 據報導，ABC 轉播奧斯卡的廣告費由去年的每半分鐘１２９萬美元，上漲為每３０秒１３５萬美元，且

依然滿檔。美國不少大型活動都是廣告主覬覦的對象，也有廣告主會選在大型運動活動，如超級盃等收

視率高的轉播節目，播放首播廣告。今年的奧斯卡頒獎典禮將於台北時間２４日上午舉行，主持人是史

帝夫馬丁。包括影星哈里遜福特、班艾佛列克等都會出席擔任頒獎人。義大利女星莫妮卡貝魯琪在電影

中寧可穿梭在砲火隆隆的叢林，或是被打得頭破血流，也不願當花瓶。自電影「真愛伴我行」之後，她

真的如願以償。而一年內足以推出５部電影的機運，亦讓人分外眼紅。對現年３４歲的莫妮卡而言，「真

愛伴我行」就像一塊拋出的磚，為她帶來許多演出機會。不論是「駭客任務」２、３集，和布魯斯威利

合作的動作片「獵日風暴」，乃至梅爾吉勃遜執導的「狂熱（暫譯）」，都是因為看了她在「真」片的

演出。  

121. 昨天梁靜茹辦簽書會，讓賣雜誌的老闆樂不可支外，隔壁的店員，也放下店面不管，來追星要簽名，梁

靜茹好意提醒歌迷：「趕快回去上班吧，不然被開除了可不好。」歌迷卻死忠地說：「能要到簽名，就

算被開除也值得。金牛座的戴佩妮未來若和現任的處女座男友結婚的話，星座專家薇薇安預言：「你們

將會是一對搶錢夫妻哦！是那種寧可放棄蜜月旅行，把錢存起來的那種。」戴佩妮一聽，面紅耳赤地說：

「才不會哩， 我們也是很浪漫、很有情調地！」戴佩妮向薇薇安坦承，自己曾交過三個男友，首任和

現任都是處女座，第二任是天秤座，經薇薇安一算，戴佩妮和三任男友的速配指數都高達８０分以上，

特別是和前任的天秤座男友。 

122. 清大人社院教授李丁讚、陳光興則以香港電影、電視對東亞造成強大影響為研究重心，他們發現，多數

的台灣高中生寧可當香港人，而不願當台灣人，一個以香港為中心的東亞社群正形成中。這種香港對東

亞各國文化霸權的殖民活動，被稱為「第二殖民主義」，東亞各國產生自己認同的明星偶像及消費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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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一味認同歐美的明星。 

123. 資科所宋定懿也是所內唯一女研究員，她認為女性角色並不會帶給她工作上的困擾，反而可做男性研究

員間的潤滑劑，使彼此相處更融洽。她表示，資訊科學必須花長時間研究，女性除非有強烈的動機與毅

力，否則往往念到碩士就放棄，寧可選擇家庭。目前還單身的她，不認為家庭生活與研究工作會有衝突，

她說：「只要個性合適，我不要求學歷要比我高。」身為基督徒，宋定懿平常除了上教會外，還學書法

及打網球。她認為研究是是終身的良心工作，必須不斷的充實自己、多看書，才能跟上資訊科學日新月

異的腳步。 

124. 公行系四年級學生林東璟表示，學會功能不彰，總是辦以前辦過的活動，且多以康樂性為主，而沒有一

些積極為系上同學爭取權利的作為，造成系上同學對學會向心力不足；當然，也因為學生一向對學會要

求不高，加上許多人才寧可跑到社團去，也不願留在學會做事，以致造成惡性循環，學會功能益加低落。

學會功能益加低落。面對中央研究院內人文社會科學重整的要求，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經濟組、歐

美研究所社經組與經濟所是否該合併，在即將成立社會學研究所之際，更加值得思考。 

125. 婚姻關係與同居的差別，除了一張結婚證書外，其實只是取得社會認可，獲得環境接受。但是在現行法

律體制下，女性結婚後，可享有的權利卻減少。這也是有人寧可同居而不願結婚的原因之一。同居是自

己想要的，就放手去做，去犯錯，去學習。梁歆宜，中國醫藥學院醫學系：大學生同居？我不反對。就

像我們同性朋友因為感情較好、生活圈的交疊或其他因素而住在一起一樣，這些人只是選擇了與他喜歡

的人住在一起。 

126. 不必迷信或過度依賴需要高頻寬的Ｗ—ＷＷ，建立普及的低速網路，絕對比建立普及的高速網路要快的

多。尤其線上銷售做起來之後，需要高頻寬的應用自然就會水到渠成。做生意賺錢第一，先導性的推廣

工作、天馬行空的事，喊喊吆喝一下可以。你打先鋒我收穫也不錯，我打先鋒大家收穫的慈善事業，政

府窮了以後也不敢多做。錢花不完寧可拿來做點真的慈善事業，不管用來積陰德，或者拉選票都很實際。

台灣學術網路負有教育的責任，開銷大部份是來自各級政府編列的教育預算。網際網路業者期望提供類

似台灣學術網路的服務還能賺錢，無異於椽木求魚。要做台灣學術網路絕對不可能做的傳統商品的線上

銷售，才是正確的方向。 

127. 畫廊裡的工作人員起先以為他是以為他是日本人或是韓國人，等一知道他來自台灣以後，便對他非常冷

淡，根本不在乎他買不買。吳清友大惑不解，學理工出身的他非得追根究底弄個清楚不可。經不住吳清

友的再三追問，畫廊裡的人才說明，原來以前也有過台灣來的買家，但個個財大氣粗，只知道有錢可以

揮霍，卻並不懂藝術，更談不上尊重了。這樣的客戶當然讓英國畫廊的人敬而遠之，寧可不賣也不想再

受屈辱。儘管後來英國畫廊一再表示，吳清友一點都不像他們所接觸過的台灣人，但他的心情已經完全

不同。他從倫敦打電話給在台北的妻子，「我不買亨利摩爾了，我要用這二百五十萬元回去開一家書店

和畫廊，我想尋找台灣人優美的內在氣質，即使失敗了也認了。」 

128. 分析家認為，柯林頓婉拒出席係擔心共和黨以美國放棄運河一事大作文章，因而影響副總統高爾的選

情，反映冷戰後，巴拿馬運河在軍事、經濟、政治上的地位大不如前之外，總統為了選情，連政治家的

風範都可以犧牲。雖然柯林頓政府形容巴拿馬運河移交是美國與拉丁美洲的盛事，不過國務卿阿布萊特

表明，她不會出席移交典禮，顯然她寧可留在華府參加中東和平談判。美國代表團遂改由不具官員身分

的前總統卡特領軍，卡特一九七八年擔任總統時，參院以一票之差通過移交巴拿馬運河的協議。巴拿馬

運河一八七○年開工，花了美國三億五千兩百萬美元以及五千六百零九條人命。巴拿馬希望移交典禮辦

得盛大隆重，總統莫絲科索女士十月訪華府時，邀請柯林頓親自赴會，不過柯林頓並未給予任何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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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五萬元對於一般的民眾而言，已經不是小數目，對於這些甚至是透過貸款才能湊足五萬元的弱勢團體而

言，無疑是讓他們「包買、包銷、包虧、包負債！」而弱勢團體的銷售權也沒有獲得保障，因為金融機

構也可在隨後加入銷售的行列。這種利潤低、風險又高的生意，王永慶、施振榮等人都不做的！「殺頭

買賣有人做，賠本生意無人幹！」這句話顯然是中央政府在發行公益彩券上的最好詮釋—寧可餓死弱勢

團體，也不願彩券發行後少賺一塊錢，為的只不過是要保障彩券所籌措的財源能夠穩定。彩券發行條例

第六條規定，彩券盈餘將專供政府補助國民年金、全民健保及社會福利、慈善等相關之用。然而以香港

與其他實行公益彩券行之有年的國家為例，買彩券的多為中階與低階收入之民眾。 

130. 我們目前似乎採取一種溫和中庸的改革方式。我們將游弋於遠海中，偶爾浮出水面噴出高大有力的氣柱

的哺乳動物，叫做「鯨」，而不稱為「鯨魚」。我們寧可讓文字偏旁用以表意，用以陳示概念的古老語

言習慣，略為讓步，通融例外。外在世界的改變，包括社會文化的變遷，有時也促使我們記號系統和語

言使用的調適，以免產生概念世界和外在事實之間的脫節斷裂。比方，三四十年前，用粉筆來書寫於其

上的黑板全都漆成黑色。因此，在我們的語言用法規則裡，因為「黑板」的概念包涵著「黑」的概念，

所以當我們知道一件東西是黑板，我們也就知道它是黑的。  

131. 在閱讀中，難免會碰到不懂的字詞，林老師告訴我們，當一個字彙阻礙了孩子的閱讀時，他們都會主動

地跑來問老師，僅管有時會問同一個字好多遍，但重覆幾次後，這一個字彙便真正深植於孩子心中了。

當然，不是每個孩子都會乖乖地唸書，有的孩子覺得看漫畫有趣得多，有的則寧可玩遊戲。但一段時間

之後，當孩子發現自己無法在寫作上「說」自己想說的話時，便會漸漸感受到閱讀可以幫助自己表達，

至少他可以參考到人的描述方式。所以對目前仍不喜歡閱讀的孩子，老師仍不勉強，依然用不同的方式

繼續培養學生的閱讀興趣。因為一旦用「交報告」之類的方法，可能會把還有那麼一丁點兒興趣的孩子

也嚇跑了。 

132. 在愛情關係中，他們會遭遇的問題是對自己不夠誠實。他們必須了解畢竟他不是你的教練，不要老是催

你去發展你的潛力，應該多花些時間與心思來培養你們的關係。 對待生命數字８的人，你得要敏感些，

他們常會隱瞞他們的真正情緒，他們寧可隱藏自己的感覺而讓事情看起來都很順當，但其實對事情一點

都不好，你可以鼓勵他們有話直說來改善這種情況，讓他們知道表達真實感受並沒有什麼不好，而且不

管他們說什麼，你都還是愛他，並且願意不計代價地為他的感覺妥協。  

133. 不管是從事飛行員，計程車駕駛，美容美髮師，侍應生，護士或醫生等，他們都能讓人如沐春風，備受

關懷，讓大家都被照料得十分妥當，他們很自然地就能帶給大家生活中輕鬆的一面，他們能讓人開懷大

笑，而且也指引大家如何讓生活過得更豐富。這些才華說明了生命數字９的人天生具有無拘無束的自由

靈魂，而這也彷彿擺明了他們寧可相信只要他們肯，沒有事情是辦不到的，因此計畫永遠不會嫌太大，

而夢想也都能成真。喜愛夢想當然是生命數字９的力量泉源，但問題常常是現實不允許！因此生命數字

９的人，他的人生課題就是簡簡單單地將服務人群的理念落實在現實生活中，而非只是夢想。 

134. 若無法治（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則自由、民主與人權的確保，必無可能。沒有自由、民主與人權，

則台灣除了錢之外，能有什麼？沒有自由、民主與人權，台灣有何資格，有何力量反對中國、新加坡、

馬來西亞、柬埔寨等國家的「亞洲價值」？要「寧縱毋枉」；不要「寧枉毋縱」。寧可「有色有法」；

不可「無色無法」。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權的台灣——期望中的法治國，至少應有此素質和氣度吧！  

135. 在分離了這麼多年，曉然也漸漸放棄這段只有自己的愛情，不想再去思考種種必然存在的問題，雖然也

為了做這樣的決定而掙扎。如今，他所寄來的明信片已經是生活中最美好的驚喜。曾經因為他的一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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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一個眼神而在心中撼動不已。也曾經因為沒有可能可以獲得回應的自信，在黑夜裡乍然驚醒的淒然，

使得曉然寧可緊緊抓住能夠握在手中的感覺，而非是捉摸不定的虛幻。平靜的過日子已經是生活的習

慣，曉然不願再過著那種為了沒有回報的愛情而痛苦悲傷的日子。 

136. 和他從前的模樣沒有不同，白色的繃帶緊緊地纏繞他的身體。前幾天才和他見過面，那樣活生生的一個

人。因失血而蒼白的昇平，意外地沒有傷痕的臉卻另有一種天真安詳的神情。一向是憂傷溫柔的眼睛，

此刻卻緊緊地闔上。曉然輕輕地握住昇平的手，他手指手心上粗糙的網紋印在她的手掌上，心中卻是不

安，她寧可聽他說話，而不是在這樣寂寞的白色中，感受死亡的威脅。曉然看著昇平，慢慢地心中沒有

一絲波瀾起伏，卻忍不住淚流滿面。這是第一次，曉然感受到死神的巨大，人在未知的世界裡是多麼的

微渺。 

137. 坦然言，在國內企業危機一波接一波爆發後，我們毋寧期盼主計處的說法成立。然而，其他的指標，例

如八十九年政府賦稅依存度（賦稅收入占政府支出比重）降至五六．二％，與往年七成上下的依存度大

異其趣；同時，賦稅負擔率（賦稅占ＧＮＰ比率）降至一四．○％，與其他經濟先進國家的約二％大為

落後，均明白說明國內財務狀況的陷入空前緊張狀態，不容國人等閒視之。我們認為，一個負責任的政

府，對一國財政狀況的評估與掌握，寧可採取謹慎、保守的立場，雖不用為了求取速效而誇大禍害來嚇

唬自己，但亦不宜為求美化政績，諱疾忌醫，輕忽可能弊端，終而肇致整個國家墜入萬劫不復境地。於

這樣的一種認識及期待，我們認為政府當局目前打算採取的因應措施，包括修改公共債務法提高舉債上

限以增加發行公債空間挹注財政，增加發行國庫券以利國庫短期調度，加強處理國有閒置土地、釋出公

股等構想，均無法稱得上符合負責、標本兼治的原則，當然也不是我們期待中的理想政策。 

138. 因為彭達的如意算盤是，包下吳宗憲全年５００小時，等於「吃下」中視最紅的「我猜」節目，彭達無

異取得承攬廣告業務的金鑰匙。在以往，彭達用這種方式，取得電視台重要時段，譬如他簽下張菲的合

作模式，就是如此，這也是以往業務老闆用大牌主持人來搶時段地盤的典型模式。 但是，中視面對這

一波吳宗憲換約工程，擺出「要製作單位，否則寧可換主持人」的罕見態度。由於吳宗憲「我猜」製作

係即將約滿的「福隆」打造，「東西軍」也是「福隆」為吳宗憲接洽而成的節目，目前都是同時段三台

冠軍，有如金雞母，中視業務部自己承攬廣告，如果吳宗憲全年５００小時被彭達包下，形同金雞母拱

手讓人。 

139. 「胖丫頭」陸蓉之，「老爺」傅申，一個是從小在藝術世家長大的美術神童，一個是被西方世界極為推

崇的東方藝術家，在近半世紀情感波濤、人世歷練的馴化下，依然對愛情發出強烈的渴求。愛情的魅力，

不因年歲而褪色。英國查理王子與卡蜜拉的戀情，雖為世人所不解，但查理王子對卡蜜拉卻是深情迷戀

２５年。他寧可冷落如花似玉的嬌妻戴安娜，而追求一個長相平凡，看起來比她大許多的女人。在電話

中，查理王子狂放熱情，「喔！天啊，我真想住在你的褲子裡！」（ Ｏｈ，Ｇｏｄ，Ｉｌｌｊｕｓｔ

ｌｉｖｅｉｎｓｉｄｅｙｏｕｒｔ），他與卡蜜拉的偷情話語，簡直無法令人與他嚴肅的形象聯想。 

140. 至於柏楊案、蘇洪月嬌的丈夫蘇東啟案、王曉波案，當年都名譟一時。王曉波、蘇洪月嬌等人便因受裁

判者的身分，獲聘擔任基金會董事。基金會執行長周成瑜說，儘管事過境遷，他們仍然必須為申請人保

密。即使補償金代表一種平反，很多當事人仍不願讓外人知道他的過去，寧可放在心裡，成為最深沉的

秘密。民國卅七年到八十一年，有將近五十年的歲月，如今仍活躍政壇者，其中不少人有資格領取這筆

補償金。因美麗島事件坐牢的多位民進黨大老理論上都有資格，但在白色恐怖基金會的申請案中，尚未

看到他們的名字。  

141. 後來在同一個神仙身上，可能同時出現神與仙的特質，不易分別是神、是仙，但神仙裡的遊戲性格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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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視為來自於仙。《神仙傳》裡記載一位白石先生，已活了二千餘歲，卻不肯修昇天之道，只滿足於不

死。彭祖問他：為何不服昇天之藥？他答說：天上復能樂比人間乎？他寧可作個地上散仙，何況天上疊

床架屋，上了天還得伺候各級主管，比人間辛苦。道教神仙理論，將修仙層次分為天仙、地仙，天仙一

旦羽化登仙，可以翱翔於雲霧飄渺的雲天之上，是道教神仙論的最高理想，但天仙也因此遠隔人間，只

能「悶」在雲霧之上的仙鄉奇境。 

142. 「只有照見自己生命的不自由，面對生死交關，可以光風霽月，無有恐怖，」林谷芳說，但佛教承認人

有意識未達的世界，天堂，可能是人類無法認知到的生命形態存在的空間。修行者寧可將天堂視為境界，

而非具體空間。即使被視為念佛號即可如乘直達車到站的淨土，也需要萬法俱足，如種西瓜，好種籽之

外，水份、陽光、空氣、養分各種因緣充足。 

143. 八０年代的年輕女孩也曾參加過「愛人銀行」，被稱為「夕暮族」，其內容不下於現在流行的援助交際，

只是年齡層至少比現在賣春的初、高中女生要大個五歲至十歲；如果時代可以倒過來，或許九０年代的

父母寧可讓女兒像八０年代的女生只是穿著奇裝異服或故作「不良」，而非無所事事地去賣春。 

144. 最近又有人盛傳莫高窟即將在年底封閉，連當地人都深信不已。台灣很多專門走絲路的旅行團，即以此

大作廣告。不過，莫高窟的一位導覽鄭重加以否認。他強調，每隔一陣子，就有新的傳言出現，他們都

麻木了。古名沙州的敦煌，一直是日本人的最愛，曾有一位有錢的日本觀光客，放棄觀光飯店不住，寧

可在戈壁灘搭帳棚住上一夜，看在本地人眼裡，日本人實在有夠古怪。也有二十一位日本和尚組成的觀

光團，要求陪同到莫高窟的男地陪理光頭，結果每人給他一萬元日幣，成了轟動當地的大新聞。敦煌仿

古城再現邊關風采。日本人對於敦煌的著迷，除了絡繹不絕的旅行團、散客之外，日本人拍電影所留下

的敦煌仿古城，無疑是另一項記錄 。 

145. 但卻與大學學術水平的提升不一定有因果的關係，因而我們不認為在大學學費自由化之後，會如教育官

員所謂，我國將出現如哈佛、耶魯等名校，畢竟名校的形成，與其是否為高學費是無關的。換言之，除

了高學費，要塑造世界知名的大學，我們還有好長的路要走，特別是，目前透過聯考排序所塑造的大學

等級，已經鎔鑄成一種穩定的觀念，再加上以往教育資源長年重公立輕私立的結果，期待那些先天不良

的私立大學因為高學費而立即提升學術水平，晉身名校之林，恐怕是太樂觀了些。眼前當務之急，倒是

應逐步拉近各個大學的差距，寧可讓大學間為學術聲望而競爭，而非競相在學費上飆高。特別是公私立

大學間的學費，應維持合理的差距，否則在學費自由化之後，若未能有效控制差距，勢必造成家庭社經

地位較好的學子在有利教育資源的奧援下紛紛進入公立大學，相反的低收入戶子弟，在競爭條件不足，

反而都進入高學費的私校，造成另一種實質上的不平等。 

146. 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公布這些文件可能對美國造成「極大的難堪」。南加大歷史教授賀史坦說，這可能

是繼紐倫堡大審之後，規模最大的公布史實手筆，其中會有一些當局寧可不曝光的案件。掌握這些文件

的單位包括中央情報局、司法部、聯邦調查局及國務院等聯邦機構。半世紀以來，這些機構拒絕對歷史

學者、記者、國會議員及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公布資料，理由為事關國家安全及先前對「情報提供者」

有過承諾。 

147. 目前教育部的折衷作法，是仍有意保留部分公費名額，以因應偏遠地區教師荒的問題，其他則以獎學金

與助學金來因應，對於這個作法，我們有點不同的意見。目前城鄉師資差距擴大的問題，與有沒有公費

制不存絕對的因果關係，換言之，就算保留了公費制，眼前偏遠地區的師資缺乏問題還是依然嚴重，許

多公費生服務期滿還是立即想辦法調走，或是寧可攤還公費也不願被分發到偏遠地區，因而我們不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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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部分公費名額，就能徹底解決偏遠地區教師缺乏或流動比率偏高的老問題，其中的關鍵或許在於，

現行的公費制，已無法提供足夠的誘因，讓新任教師願意前往教書。 

148. 不過多數中生代清楚認知，不到最後關頭，李登輝當然不會也不能讓任何人覺得大事已定，否則李總統

的跛腳速度及程度都會加劇。這是領導統御的基本技巧。因此，中生代始終小心翼翼的處理與李登輝之

間的互動，極力避免出現任何可能被認為是侵犯李登輝職權或尊嚴的言行，以防局面意外變化。這種謹

言慎行的態度，自然使得外界不容易看出中生代的個人政治風格與政績表現，但是，從宋楚瑜跨越這條

模糊界線的結果來看，其他的中生代當然更寧可保守行事。於是李登輝的領導權威，目前至少對於大多

數中生代仍能有效貫徹。李登輝與關係密切的中生代尚且如此，遑論是長期疏離的馬英九。如果馬英九

未來竟是在一種明顯與李登輝無關的情況下當選，所反映的政治意義必然會被強化解讀，這對任期尚未

結束的李登輝是十分不利的情況，李自然要設法防範。 

149. 齊格夫王子馬上拔出劍來，向巫師砍去──「可惡的巫師，看劍！」他一劍刺向貓頭鷹的喉嚨──「哇！」

貓頭鷹從天空中跌下來，巫師鮮血直流，倒在地上死了。王子回頭望著蘭妮公主。「遭了，我們真的永

遠無法恢復人形了。」這時，王子才發現自己過於急躁，不該把唯一能解開咒語的巫師殺死。蘭妮公主

已經完全絕望了。「我寧可死，也不要永遠是天鵝。」她飛快的跑向山崖，縱身往向跳。「公主！公主！」

王子和侍女們都追趕上來，可是已經來不及了。「蘭妮，妳為什麼這麼傻。」王子傷心地忘記自己腿傷

的疼痛，站在山崖上一動也不動。其他的侍女都悲傷地大哭。「蘭妮，我不能讓你一個人獨自死去，我

來陪你了。」話說完後，王子忽然往山崖一跳，也掉進山崖下的天鵝湖裡。 

150. 春山結合享樂與快感的論點，正為當前拒絕涉足公共領域，卻又標榜「只要我喜歡，有何不可以 的新人

類個人主義論調找到合理化的基礎。其次，作者以「往好的方向想，腦子就會分泌出良好的荷爾蒙，往

壞的方向想，腦子就會分泌出不良的荷爾蒙」。這種區別的方法，將人類複雜的思維分為「正面思考」

與「負面思考」，並隨即將兩者對立起來，這種觀點又是宣揚庸俗唯物論，其論證方式也流於草率。其

實，作者稱為「負面思考」的，我寧可視之為動物本能性的反應。人類憤怒、哀傷、焦慮等情緒，都是

面對某種不如意，不順遂情境的反應。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中，若是絕大多數的人都停留在本能性的

反應（負面思考），則善於控制情緒，並以冷靜、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挑戰、從容處理問題的人，自

然會高人一等。反之，若是絕大部分的人都如作者所鼓吹的，「為了健康著想」，以「慶幸、高興、肯

定、感謝」（正面思考）來面對一切合理或不合理的處境，則這樣的社會心理條件難免不為野心家所利

用，而成為獨裁統治的溫床。 

151. 台灣學者林悟殊經一番考證為文指出，金庸稱大明帝國為明教教徒打出來的，「缺乏足夠的證據，多為

望文生義。」小說畢竟和史實有段距離，但「面對金庸心情是複雜的，作為讀者只有敬佩，作為歷史專

業研究者只有不安，」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林富士說，就傳達歷史知識來說，金庸顯然成就

非凡。金庸的歷史癖贏得史學家的稱讚，「金庸本人也寧可當歷史小說家，因為歷史小說的地位比較高，」

林保淳認為，金庸還是有視武俠小說為「次級文類」的嫌疑。浪花淘盡英雄不論如何，學者眼中的金庸

小說，歷史地位已然大勢抵定。「武俠小說不會再造成大風潮了，」林保淳認為，研討會久久來一次，

大家覺得新鮮，武俠小說熱將趨於平緩。 

152. 其實傳統的騎車時聽著風聲能感受到自由，但長途摩旅若上百公里巡航，真的會錯過一些風景和人文的

味道……當你想騎更遠的時候，安全是最重要的，寧可多停寧可膽小，更該在乎車性能的穩定而非速度。

謙虛美德，放在現實的社會中其合適性是值得深思的。選取的課文太過委婉、含蓄，若非老師從中做詳

細的分析，恐怕反而會讓學生丈二金剛，摸不著頭緒呢！小學課本裡有一課文是介紹農場發生了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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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雞為了保護小雞，寧可犧牲自己的生命以求得小雞的安然存活。無獨有偶的，國中課本第二冊十四課

的「草坡上」也是以母雞來表達母愛的真諦。其實這種故事型的說理手法，就很適合國中學生閱讀並理

解。 

153. 高醫腎臟內科醫師張哲銘表示，洗腎病人吃楊桃發生打嗝不止，甚至引起意識障礙致死的傳聞，雖尚未

獲得學理證實，也有部分患者食用後沒事，這可能與楊桃品種、病人狀況及耐受性有關，但醫界還是寧

可信其有，告誡病患少碰楊桃。他又說，兩年前，在澳洲舉行的國際腎臟醫學會，巴西的一篇論文也提

到當地有六名尿毒症洗腎病患吃了楊桃後，出現意識障礙，也有人致死，經過研究分析發現楊桃含有一

種水溶性物質，致使患者體內產生神經毒性作用分子，卻無法排出，以致神經性中毒，造成神經系統障

礙，出現意識不清及肢體麻木等症狀。 

154. 其實對政府的決策、施政或管理沒有信心，又豈止是民間團體的一般社會大眾而已，從此次經建會動議

在東部開放設置高球場，而同屬政府體系的經濟部及環保署卻率先反對，解讀個中訊息，與其認為是不

同部會的本位對立，毋寧道出環保及水資源主管官員對於一旦開放後，是否能確保東部水土環境不致遭

到無可挽救的破壞，根本也就缺乏信心，因此，寧可保險的醜話說在前面，以免出現無法掌握的後果。

最後，就實施已有八年之久的高爾夫球場禁令來說，禁令本身面對開放解禁時潮固然可能無法長期挺

住，然而，堪稱諷刺的是，即使在八年禁令期間，還是有偷跑開發的事例。 

 

聯合知識庫語料 

1.   優美地產企研室召集人葉立敏表示，大台北各都重劃區交屋期拉長，以前交屋期約半年可完成，現在甚

至延長到二、三年才陸續交屋完畢，也使買賣移轉件數變化波動加大。 

葉立敏表示，預售屋的買方以投資族群居多，這類買方對於房價是以類似買股票、期貨方式看待，面對

目前房價下修，之前先以拖延交屋時間來尋找合適買方，交屋後甚至以小賠出場，反觀中古屋的換屋族，

不願賠錢賣，寧可先出租等待房價回春。 

2.  我有一位女博士生，從西安交大來的。她的未婚夫在隔壁校卡內基美隆大學念研究所，也是西安交大來的，

很傑出，還沒畢業紐約大學就給他助理教授，這不容易啊！我就問他，你要不要去？他說，老師我不去。

我說，這麼好的機會你怎麼不去？他說他要去加州大學，那邊有位大師搞人工智慧學，要去那邊跟大師

學，寧可不做教授。我聽了就跟我的學生說，這個人妳真的該嫁了，他有很大的志向。她說，老師你不

知道他是書呆子。我說，書呆子沒關係，妳只要把他抓住了，他就不會變心。這書呆子真的就去加州大

學當「博士後」。可是紐約大學知道了，為了等他，把職缺保留一年。現在大陸年輕人有大志，眼界放

得很高，開公司也是一樣有大志。你看前一陣子，馬雲的公司一天收入將近一千億人民幣，不是開玩笑

的。 

3.  李李仁是演藝圈知名的好爸爸，就連對電影「心靈時鐘」裡的兒女也同樣有父愛。因拍片時是大熱天，為

讓片中童星在快樂的氣氛下表演，李李仁帶吉他到片場，唱歌給童星聽，讓他們放鬆，自願當「小孩康

樂隊隊長」。該片多在南部拍攝，但李李仁沒事就回台北的家，寧可清晨 5 點出門搭高鐵南下，只要看

到老婆、孩子笑容就夠了。 

滿口爸爸經的李李仁說，女兒 2 歲時，他因工作錯過她的成長，所以一度休息在家帶女兒，但前一個星

期女兒根本不理他，後來才知孩子最需要的就是陪伴。現在他出門拍戲，回家一定會買禮物給孩子。 

4.  林書豪的全面表現不僅在進攻，防守他更讓溜馬主控提格全場投十三只中二，只拿下四分。而他昨天攻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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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端讓人想起當年「林來瘋」也是從他面對籃網而起，重回籃網，又是當年推手亞特金森執掌兵符，他

是否已經準備第二度上演林來瘋？ 

但林書豪說，從當年紐約爆紅之後，他當然很懷念當時「林來瘋」的感覺，但自己從中學到最多的不是

享受掌聲，而是一切來的太快，他現在學會讓自己放慢腳步。他說：「現在回想起那段時間，我是害怕

多於感謝，如果重來，我會希望一切慢下來，深呼吸，看看四周。當時我站在場中，接受上萬名觀眾慶

祝第一勝，但如果換做現在，寧可希望坐在場邊，感謝上帝給我們這一切。」 

5.  隨美國總統大選投票日迫近，時機太過敏感，聯準會（Fed）本周開會預料寧可按兵不動，暫時不理美國

經濟走強的因素。 

經濟專家普遍預測 Fed 11 月 2 日（台北時間本周四凌晨 2 時）宣布維持利率不變，聯邦資金期貨所反映

本周升息的機率只有 17%。Fed 主席葉倫在這次會後並未安排記者會。 

6.  運輸、電器、農產採收業也面臨年輕人不願做，勞動人口老化嚴重。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榮譽理事長梁

國山指出，現在大卡車司機平均年齡在五十歲以上，無力吸收新血，業者快經營不下去。農產採收業則

更誇張，勞工平均年齡高達七十一到八十三歲。 

賴正鎰分析，這些行業面臨缺工，主要是年輕人工作機會多，有太多選擇，寧可選輕鬆一點工作，加上

對岸薪資較台灣優渥，也吸引很多人往大陸發展，導致台灣服務業人力真空化。他說，先前馬政府承諾

開放八千名服務業外勞，但是兩個月前被立法院擋下，呼籲新政府盡快鬆綁，紓解業者經營壓力。 

7. 「再見瓦城」故事起源來自趙德胤遠親發生的故事，女主角性格強悍又像他的姊姊，他坦言截至目前為止，

緬甸偏鄉的民眾仍有「台灣夢」，不管台灣經濟是否衰退，來台打工賺錢依然比在緬甸鄉下的生活好很

多，包括他姊姊在內的很多人，無法順利來台，寧可先轉赴泰國邊工作邊找來台的機會。吳可熙在片中

也有句對白，表示希望能到台灣。 

8.  颱風過後，菜價飆漲不止，民眾抱怨連連，中央平抑菜價不力，檢調要查緝哄抬菜價的菜蟲，卻只爆出產

銷公司政治角力鬥爭。地方政府想在大賣場或傳統市場設立平價蔬菜專區，卻要先得徵得原有攤商全體

同意才得以設置，抑制高價的平價蔬菜才得以供應到民眾的手中。 

環保、節約、惜物、惜福的觀念雖已深植民心，但大部分的賣場對於到期的食品，仍是寧可當做廚餘廢

料倒掉，也不願拿來給窮人索食。原因無他，萬一有人吃壞肚子，要怎麼負責？ 

9. 20%的年輕選民打算投給美國小黨「自由黨」的總統候選人強生、綠黨的吉兒．史丹或其他小黨候選人。

杜克大學 23 歲研究生珍妮佛．雷納特就是這種選民，她說，柯林頓擔任國務卿時，使用私人信箱與放

在自家的伺服器收發公務電郵，雖然不能因為這件事就說柯林頓不適任總統，不過她畢竟有了汙點，「我

喜歡她，不過我寧可選一個清清白白的人，這樣就不用關注這些鳥事」。 

10. 司法院長被提名人許宗力因再任問題惹議，國民黨立院黨團更要求先釋憲再審查。國民黨立委吳志揚詢

問，未來若有機會被提名，是否接受再任？黃回應「我會接受，正因為現在再任充滿不必要的爭議。」 

此外，蔡英文總統每周召開府院黨的「決策協調會議」，同樣屢遭質疑違憲。黃昭元說，他不認為這個

決策協調機制是違憲的，寧可將其看成是一個「在發展中的憲政慣例」；這本來就是憲法的灰色地帶，

「且歷任總統都有」類似作法，未來若能將此機制法制化，當然更好。 

11.  好萊塢明星離婚潮未退，經典「蜘蛛人」陶比麥奎爾宣告和結婚 9 年的妻子珍妮佛梅爾離異，兩人有一

子一女，聲明中表示經慎思熟慮決定分開，但共同養育子女是第一優先。 

陶比麥奎爾與死黨李奧納多狄卡皮歐從童星時期就結識，兩人很長一段時間寧可縱情聲色，也不願認真

考慮成家，其他會一起出來玩樂的花花公子好友還包括曾與哈里遜福特合演「證人」的魯卡斯哈斯、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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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我家也有大明星 」比利康諾利等。陶比因主演「蜘蛛人」大紅，曾經和戲中女友克絲汀鄧斯特假戲

真作，然而在拍環球影業的「奔騰年代」時，愛上 NBC 環球集團的高層之女珍妮佛，3 年之後訂婚，訂

婚後半年不到，長女露比就出生，隔年他們在夏威夷結婚，一年多後生了兒子歐帝斯。 

12.  川普不肯譴責普亭，自甘充當普亭應聲蟲。普亭授意俄駭客入侵她所屬競選陣營的電子郵件。川普寧可

相信普亭，而非矢志保護我們的美國軍方與情報專業人士。 

13.  黃顯華說，證券市場長期成交情況低迷，盤勢全由外資主導，內資及一般投資人對台股信心不足；台灣

並不缺資金，目前銀行存款金額多達 40 兆元，未來希望新成立的證券市場業務推動小組，希望至少能

從目前高達 40 兆元的銀行存款，吸引 5 兆元重新投入台股。 

至於如何能強而有力的吸引投資人重新投入台股？黃顯華指出，只要積極呈現台股最好一面就已足夠，

例如台積電 120 元以上，外資仍大買，看好台積電的長期營運實力及穩定的配息，台灣投資人卻不敢買，

寧可錢存銀行賺低利。 

14. 禮客 OUTLET 周年慶 10 月 21 日起登場，今年特別集結萬件名牌 NG 包，包括 TOD'S、GUCCI、CHANEL、

MICHAEL KORS、BALENCIAGA 等品牌下殺 3 折起。業者表示，因名牌包品管嚴格，多數只要有小瑕

疵就不會再上架，甚至寧可銷毀，禮客 OUTLET 將皮革擦傷、表面染色污損、部分金屬釦氧化等瑕疵品，

用紅紙標示供消費者辨識，價格與市價相比可下殺至 3 折，像是 CHANEL 經典雙 C 康朋系列球包，原

價 9 萬 8800 元、特價 4 萬 9400 元，直接降價 5 萬元。 

15.  摩根投信副總經理林雅慧表示，過往貨幣型基金規模下滑時，資金通常會另覓出路，流入股債或多重資

產商品，但由於下半年國際變數眾多，投資氣氛保守，資金寧可觀望，也不願貿然進股債市場，導致 9

月投信基金規模跌破 2.2 兆元大關。 

不過，9 月仍有二類別逆勢增加，一是高收債基金，另一是股債兼具的平衡型基金。將時間拉長至第 3

季來看，兩大類別的成長幅度更鮮明，高收益債基金季增 8.4%，平衡型基金更大增近 17%，顯見有收益

支撐的高收債，以及訴求降低波動的平衡型基金，在市場不明確時，成為投資人最愛。 

16. 珍木奇貨可居，從漂流木中撿出的珍木，一拍賣就很搶手，但羅東林區管理處最近幾年寧可囤貨也要停售，

杜絕不肖業者以標售單掩護，變成非法竊取林木的身分證。台灣早已停止伐木，珍貴的紅檜、扁柏來源

少，但市場需求大，造成非法盜林案件增加，檢警與林政單位發現，除了源頭查緝，銷贓管道也是關鍵，

合法林木有其來源證明，公開標購的證明竟也被拿來冒用。 

17.  企業股東和經理人的誘因常常是彼此牴觸的，契約有助於拉近雙方的差距。但若涉及複雜的現代企業，

要能提防所有可能發生的問題根本辦不到。哈特發表一系列論文，檢視這種「不完備的契約」，所得的

一個重大觀察是，當出現爭議時，權力往往取決於企業所有權人。 

這一個顯然易見的觀念卻有深遠的影響。 

譬如，為什麼多數石油公司既擁有鑽井，又擁有煉油廠：因為契約發生爭議的風險太大。這也是為什麼

企業寧可借貸而不願發售證券：債務契約讓債權人取得穩定又有擔保的利息，若公司出狀況還能掌控公

司。 

18.  另一位蘇州的資深台幹分析，自 2011 年以後，蘇州地區的台資企業，想要招募生產線作業員的難度就

增高不少，人事支出也不斷增加。大陸新世代員工不願進工廠生產線工作，造成該公司不少年輕員工，

寧可跳槽到一旁的大賣場擔任服務人員，也不願意到電子廠任職，使台廠招募情況更趨困難。 

據了解，目前蘇州地區聘請基層作業員的人事支出，光是「五險一金」就超過人民幣 1,000 元（約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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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4,700 元），再加上工資與加班費，聘請生產線人員的每月人事成本，已超過 5,000 元（約新台幣 2.35

萬元），這也是台廠近年積極推動自動化的原因。 

19.  打官司的成本高昂，也可能會對未來的職涯發展造成阻礙，因此許多年長的科技業員工寧可將精力花在

讓自己看上去比較年輕，希望藉此擄獲潛在老闆的心，這些老闆的年紀甚至可能比他們的孩子還小。 

在加州政府資助的就業諮詢機構 ProMatch 任職的威希爾斯（Robert Withers），建議中年以上的客戶把

超過十年前的資歷從履歷表上拿掉、請專業攝影師協助拍攝 LinkedIn 的大頭照，並到即將面試的公司的

停車場觀察公司員工的穿著。 

20.  姚立德表示，台灣做產學還有另一項劣勢，老師們研發了很多的專利或技術，但 99%以上都變成論文或

是束諸高閣，也就是找不到適當的廠商做技術移轉。台灣產業寧可花很多錢從國外買技術，因企業需要

新技術或新智財時，無法從大學端得到想要的東西。 

企業為何無法在大學得到想要的東西？姚立德說，除不只學生有產學落差，老師做的研發也跟業界的需

要有很大落差，且台灣對智財推廣的人才培養不夠。 

21.  帥氣的柴哥不但被女生追求，也吸引過幾個男同志，然而他本人卻完全無法享受被簇擁的感覺。他是個

孤僻的人，不喜歡和陌生人來往。曾有人以朋友的姿態接近他，卻忽然間告白，嚇他一大跳，害得他再

也不敢伸出友誼之手，寧可成為一個冰山帥哥。 

但成為冰山帥哥之後，柴哥卻開始聽到關於自己的傳言。有人說他是個始亂終棄的壞男人，有人說他是

腳踏八條船的章魚哥。某天他受不了這些汙名，接受了某位女生的追求，結束單身。結果對方卻因為太

沒有安全感，每天黏著柴哥不放，不許他回家，不讓他見朋友，百般無奈之下，兩人終以分手收場。 

22.  合庫銀主管表示，為符合金管會需求，銀行必須修改組織章程，目前已經從合庫銀裡，挑出 100 位至 200

位具有法律系背景的行員，不用再對外招募。 

在此之前，合庫銀也計畫補足海外分行的法遵主管。同時，由於兆豐銀事件發生在美國，美

國也是全球反恐、反洗錢的先鋒，合庫銀在美國的三家分行，所有交易只要有疑慮就不做，

認識客戶（KYC）也徹底執行，若查不到帳戶資料，或客戶不提供詳細訊息等，寧可不做。 

23.  專家分析「慢就業一族」壯大的原因稱，由於「九〇」後的大學生大部分是獨生子女，有些人家裡經濟

條件優越，對畢業立即投入工作賺錢，並不急迫；且現在年輕人對自我定位和自身發展有越來越高的追

求，尤其名校畢業的大學生更是如此，遇不到心儀的工作，寧可等待也不願屈就。 

日前大陸「光明日報」發表「慢就業不失一種選釋」的評論文章，認為對「慢就業」應給予理解與寬容，

該評論還以國外為例，指國外大學畢業生不是馬上就業，而是做自己想做的事，諸如到海外遊歷，參加

志願活動等增廣見聞。 

24.  國產羊私宰嚴重，張福隆認為，這是「產業限制」。因為羊隻送到屠宰場宰殺，每頭要 500 至 800 元不

等，且羊脫毛的水溫和其他家禽家畜不同，有的屠宰場甚至不會宰羊，屠宰過程可能把羊肉弄出瘀青不

能賣，因此不少業者寧可花每頭 1200 元的價格，請專業人員私宰。 

張福隆說，國產羊肉的市場大多是做羊肉爐，賣羊肉的營業時間和其他家畜不同，羊肉又必須現宰，和

一般屠宰場工作的時間不同，造成許多屠宰場時間不能配合，加上有些飼養戶處偏遠地區、量又少，送

去屠宰場屠宰根本不符成本，業者乾脆自己殺或請私人代殺。 

25.  此外，開發對高亨來說也是很大的挑戰，尤其進入電腦化的時代，需要不斷精進，高亨也必須為客戶著

想，如何利用現有的舊機器，安裝新的讀取設備。 

不過傳產最大的痛處還是在於後繼無人，新一代寧可去服務業、科技廠，也不願意作黑手，「但紡織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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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出口前五大，真正有替台灣賺取外匯的產業」，何尚傑說，高亨以技術為導向，希望將技術留在台

灣，現在跟實踐、輔仁、樹德與聯合等大學都有建教合作。 

26.  外籍看護遭雇主或雇主家人性騷擾、性侵害事件頻傳，被害人在不熟悉台灣法律情況下，很難相信司法

會還給她們公道，甚至可能偏袒加害人，事發後常寧可和解，也不願意對簿公堂。人力仲介業者則表示，

政府與仲介公司已盡力保護外籍看護工的安全。 

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專員曾僑慧指出，來台從事家事工作移工，多數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偏鄉，英語

無法流利溝通，在台工作又不懂中文，也沒有親友在身邊，最能依靠的人只有雇主和仲介業者。 

27. 他聽過這聲音。在哪裡聽過這聲音？他不知道在哪裡，卻隱約察覺不該追究，不能想，想了會後悔。寧可

想些其他的事。立即跳出來的，又是和尚的臉，說著：「很多人都看錯，都看反了，其實是佛家心軟，

儒家心腸硬。出家，斷捨離，是因為知道家真是苦，一層層苦疊苦，自己苦，弄得別人也苦。就要斷的，

是別讓後生又來受苦。留在家裡就有男女慾望，就免不了陰陽交合，就有了和合之物，那其實是來世間

受苦的啊！自己苦不夠，現在的家人苦不夠，還要造出兒女來親眼目睹他們如何受苦，你們心腸真硬啊！

捨不去交合之慾，就牽扯一堆人倫說法，究到底無非不願放棄這大慾。那麼多人倫道理，不過是一層疊

一層的掩飾罷了！」 

28.  日前颱風恆春半島部分地區停電 3 到 6 天不等，居民和旅宿業者怨聲載道，曾任 5 屆鎮民代表的鎮長盧

玉棟說，核三廠營運之初，台電高層允諾恆春半島電纜地下化，卻騙到現在。 

盧玉棟說，「算盤不知怎麼打的，台電寧可在災後花大錢搶修嚴重受損的電力設備，事前卻不願分年投

資全面電纜地下化！」台電如果 20 多年前就兌現支票逐年施工，現在就不會因大範圍停電「驚動」中

央。 

他指出，以觀光產業為重心的恆春半島，因有「落山風」，加上每年都會有颱風侵襲，推動全面電纜地

下化有其必要性，不僅美化環境，也可一勞永逸解決電桿傾倒問題。 

29.  七美國中代理美術老師鍾佳妤，前年從台南大學美術系畢業、考取教師證後，甄選高雄市教師落榜。她

說，如果七美開正式缺，即使綁六年，她還是會來考；但之前澎湖本島開正式缺，她朋友因嫌太遠，寧

可擠都會學校窄門。 

屏東縣瑪家鄉長榮百合國小校長陳世聰則認為，若老師真有教育熱忱，綁六年差不多，較能深入了解偏

鄉教育，學校師資也較穩定。但要有人性考量的彈性措施，例如家人生重病要就近照顧，綁約年限可縮

短，或先中斷，以後再補足。 

30.  才剛過世的美國作家傑姆．哈里森說：「檢視過度的生命不值得活。」扭轉了柏拉圖筆下蘇格拉底原本

「沒有經過檢視的生命不值得活」的說法。 

以前我覺得無疑蘇格拉底的說法有道理，現在卻寧可投效哈里森陣營。這傢伙活了七十八歲，一輩子愛

食愛色愛野外愛打獵愛文學愛寫作，活得有聲有色，比閉門空想強多了。 

31.  台嘉碩的產品以表面聲波元件及石英元件為主，由於主要大廠不是日商就是韓廠，台灣業者沒有市場價

格主導優勢，必須隨時戰戰兢兢。以晶技來說，是全球前五大廠中唯一非日商的業者，在日本大廠低價

搶市時，晶技寧可嚴選訂單，保住毛利率；台嘉碩則是透過提升產線效能，布局如穿戴、物聯網等新產

品線因應。 

黃鈺同表示，削價競爭讓日本大廠過去幾年的財報表現不佳，因此在競價態勢上已有所節制。今年雖然

SAW 及石英元件需求增加，各業者已展開擴產，但台嘉碩還是保持不躁進態度，視訂單成長速度再分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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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擴產。 

32. 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區，送貨員可能會徘徊在街道上，多次打電話給收件人確認方向。許多人寧可選擇在實

體商店購物，就是為了避免收貨的麻煩。現在各公司競相利用科技解決這項問題，包括手機應用程式

（Apps），或能為地球上的地點創造獨一無二位置的新型地圖，這種地圖使用的定位方式比現有的經緯

度還要簡單。創投業者已經投資其中一些公司，看好零售商、政府和其他組織將為這些新科技買單。 

33.  貝佐斯自 1994 年創立亞馬遜以來，就一直很重視配送服務，理由是若亞馬遜不能把商品快速送到客戶手

中，客人寧可去實體店面購物。亞馬遜前主管羅斯曼說，在電商領域，亞馬遜團隊一直把配送服務看作

是擊退對手和任何有意進軍電商領域者的關鍵，尤其是 Google 和臉書，「亞馬遜一直認為，Google 和

臉書的劣勢在於他們不懂物流」。 

34.  彰化市清潔隊長林群富說，舊衣回收幾乎全數出口外銷，但國際原物料價格大跌，國內資源回收廠商銷

路不佳，整理舊衣的人力與收益不成比例，今年度負責彰化市舊衣的南投廠商合約原本年底期滿，但入

不敷出下寧可支付 35 萬元的履約保證金，也要提前解約。 

彰化市原本有 350 個舊衣回收箱，平均擺在各個巷弄裡，廠商今年度每處以 999 元月租費得標，業者向

公所表示，並非故意解約，實在是大環境影響，難以負擔。 

35.  搶進大陸賺奶粉錢，侯佩岑接下首檔大陸網路綜藝節目「飯局的誘惑」，搭檔大陸主持人馬東，首期嘉

賓就邀請蔡康永與賈靜雯演出，蔡康永被馬東逼問新片女主角起用小 S，是不是最好的選擇？蔡康永寧

可吃蟲也拒不回答，馬東不死心再問「現在換女主角還來得及嗎？」連蔡康永都忍不住噴笑。 

蔡康永也直言，小 S 是他女性朋友中最特別的一位，因為少有女星跟他交換電話後，會在半夜 3 點狂打

10 通電話給他，侯佩岑也心有戚戚焉狂點頭，原來兩人都曾接過小 S 的深夜奪命連環 call。 

36.  連假台鐵東部幹線車票一位難求，宜蘭人返鄉飽受塞車之苦，宜蘭縣副縣長吳澤成表示，興建北宜直鐵

有其必要性，但需配合鐵路高架化、捷運化，分為短程及長程線，並新增車站與縮短班距，方便民眾就

近搭乘，才能分散雪隧車流，「如果沒有做這些，寧可不要蓋直鐵」。 

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為解決台鐵東部車票難買情形，計畫興建北宜直鐵，選擇從南港繞過翡翠水庫方

案，從南港經雙溪，到宜蘭頭城截彎取直，自強號行車可省下 38 分鐘，普悠瑪可省 18 分鐘，總經費預

估約 500 億元，外界質疑花大錢僅省一點時間，效益不大。 

37.  住在南佛羅里達的 62 歲護士安妮．雷維林經常搭機，去年接受腦瘤手術後，變得無法長距離步行。她經

常要求機場提供輪椅，尤其是在轉機時間緊迫時。她說：「在機場步行有如謀殺。我生病前就已經發現

步行距離變得越來越長。」她寧可在轉機的空檔步行一小段段離，以舒展兩腿，卻無法忍受在沒有協助

的情況下，長距離步行。 

機場很清楚這個問題，必要的工具卻已經老舊而有限。有些機場擴大輪椅及手推車服務，整合為穿梭服

務網，卻又對必須在擁擠的人潮中快步前進的其他旅客造成干擾。電動步道有缺點：有些人靜止站立，

阻礙速度比較快的旅客，有人會在上下時絆倒；還有，電動步道還會導致旅客無法參觀他們經過的商店。 

38.  賴清德主持防颱會議時請民政局確實通報區公所，針對沿海地區或較低窪地區，或是土石流高災害的警

示地區，做好預防性疏、撤離工作，寧可及早疏散，確保安全。喜歡在沿海觀浪抓寶可夢的民眾，自身

安全最重要，已責成警局與海巡人員加強巡視，必要時實施強制驅離。 

水利局表示，50 座抽水站已完成整備，並預佈 4 台發電機於龍山社區、玉山社區、三寮灣社區及新頭港

社區，視沿海地區供電情形妥予調度支援；七股龍山社區防護工程已完工及抽水機全力戒備。南部水資

源局則從 24 日下午開始對曾文水庫進行調節性放水，今天上午將視降雨情形決定調節放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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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七十歲居民許順良說，非常錯愕，以為政府會幫忙，「結果權力一把抓後，還是棄居民於不顧」，他寧

可不要中油的回饋金，也不要家園一再被汙染。政府雖提出大林蒲遷村計畫，但至今也沒具體內容，就

算遷村了，若放任石化產業繼續擴大汙染，「遷到哪裡都一樣」。 

從小住在鳳鼻頭、要健康婆婆媽媽團高雄團長洪秀菊說，最近健康檢查，大林廠周邊居民血液中砷偏高，

且超過半數的人肺部有問題，她希望至少中油、台電等業者，要聯合出錢讓學童做徹底健康檢查。 

40.  張錫屢次轉換跑道成功，心境大不相同，他說當經理人好玩，但當管理階層能做的事更多。張

錫說，換跑道也可能會摔得很慘，要先思考自己成熟了沒，能不能在另一個位置上帶來不同

的價值，若不能就寧可在原來的跑道上。張錫說：「當理事長要跟主管機關溝通，對我來說

是種學習與挑戰，自己一向秉持要嘛不做，要做就要做好的態度，不是為了什麼虛名，而是

真的認為自己能貢獻一點什麼，有六、七成把握才去做。 

41.  銀行主管表示，昨日隔拆利率上漲，除央行貨幣政策因素外，也與適逢季底、資金需求暢旺有關。因大

型銀行未能提供充足資金，導致市場資金緊俏，下周很可能又有颱風攪局，銀行寧可保留較多現金，致

拆款市場流動性減少、隔拆利率彈升。 

交易員指出，昨天有不少銀行心急如焚在市場找錢，因為大型銀行不願進場提供資金，小型銀行交易員

一整天都在「哭窮」，若情況不變，下周隔拆利率還可能再創波段新高。 

42.  玄定師父非常悲傷，因為那尊一百多年前的泥塑四十二隻手準提菩薩被壓在石頭裡，包括兩尊七、八十

年老師傅漆布脫胎的觀世音和大勢至菩薩，我寧可相信千萬噸的落石是被泥菩薩四十二隻手牢牢抓住，

才能解救前殿，背靠牆一尊我製作十三呎的韋馱護法，以及前殿尚未完工的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 

「師父，我建議保留這塊歷史性的板塊位移巨石，這是大災難，也是大禮物，在石頭上再復刻一尊準提

菩薩，就像印度的阿旃陀石窟或敦煌石窟一樣，絕對是很棒的宗教新遺跡。」 

43.  在債券基金普遍受到國人歡迎下，鉅亨基金交易平台做了以投資債券為主題的網路問卷調查，在超過

1,000 份有效問卷中，有超過六成的受訪者年齡低於 40 歲，顯示年輕族群為這次調查主要對象。有高達

65%的受訪者寧可把錢放在銀行，投資工具上，選擇股票、基金、保險的投資人僅占三成。 

這六成的從未投資過債券基金的受訪者，不投資的最大原因是「看不懂債券基金」，另外，他們也認為，

債券基金「報酬率太低」也是影響投資意願的原因之一。其餘四成買過債券基金的受訪者認為，債券基

金投資最重要的是「債券價格的漲跌」，至於台灣投資人最喜歡的配息型債券基金中，最受歡迎的是「穩

定配息」類型。 

44.  南台科技大學校長戴謙呼應說道：「相關法規不僅要鬆梆更要強化」。他指出，「例如畢業總學分數是

否要 128 學分的要求、對課程規定是否要安排那麼緊、業界實習及對產業參與的規範與補助等的要求和

法規都是亟待解決的問題」。他並以德國和奧地利為例，80%學生寧可選擇技職學校、20%學生唸一般

高中，他們國家對於學生如何學習、業界如何配合以及薪水補助等都有明確規範，產官學合作模式已很

成熟。要落實學用一致且強化產業實習，他提出「3+1 策略」，就是讓暑假成為「第三個學期」概念，

每年三個學期，則三年 9 個學期上完全部課程，最後一年則是完整實習，如此提早進入職場才是對學生

有效的方式。他進一步建議：「不要一直在少子化的漩渦裡面糾結，推廣老年人口的終生學習，也是邁

向藍海的方向之一」。 

45.  美婕寵物美容店長柯宜婕說，踏入寵物美容一行，就是因為對貓狗充滿深厚情感，也正是因此，才提供

無麻醉洗牙技術，寧可冒著自己被咬的風險，也想減去貓狗因麻醉而承擔的醫療風險，萬萬沒想到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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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誤觸獸醫法遭罰，在與動保人員的往來間，她一度抗拒、陷入事業與心情低潮，但她想起執業初衷，

決定重拾專業再出發。 

兩個月沉寂，柯宜婕除自我進修，更重新規劃店面設計，開闢舒適的流浪動物認養空間，提升待認養犬

貓的曝光率。她更帶店內同事，犧牲假日黃金營業時間，到大小寵物認養會中提供義剪服務。 

46.  央行昨日標售 364 天期定存單乏人問津，不只反映在利率大舉彈升上，投標倍數也下滑至 1.16 倍，寫下

2010 年 4 月，央行重啟標售以來的新低紀錄。 

定存單利率大舉彈升，反映的是市場資金轉趨緊俏，「除了接近年底的因素外，還有明年 1 月就要過農

曆年，以及國際金融市場變數仍多等因素」，金融機構寧可預留多一點的現金在身上，銀行主管說，「現

在是現金為王啊！」 

47.  從雄三誤射暴露國安空虛、南海仲裁反映國安無措來看，蔡政府能否穩健應對兩岸緊張關係，不免令人

擔心。耐人尋味的是，民眾雖不信任蔡政府處理兩岸問題的能力，也憂心兩岸關係惡化，卻又寧可相信

兩岸不會爆發戰爭。就此而言，我們要提醒蔡政府：民眾不擔心兩岸爆發戰爭，其實是近年兩岸交流對

雙方的關係具有緩和作用，這種善意必須維持，切不可以因此有恃無恐，以為兩岸現狀可以憑空維持下

去，那恐將錯估形勢。 

48.  香港財資市場公會資料顯示，香港離岸人民幣（CNH）隔夜拆款利率約 23.7%，影響所及，台灣離岸人

民幣（CNT）隔拆利率也飆升至 21%。 

銀行主管表示，即使兆豐銀行開出 5.5%的高利率，拆款給香港或台灣的銀行同業後，仍有兩位數利差可

賺。人民幣拆款利率動不動就飆高，若手中持有資金不足、需到市場上拆進，資金成本勢必會大幅飆高，

寧可給散戶多一些利息，也要多吸收一些存款、未雨綢繆。 

49.  Ralph Lauren 時裝秀在麥迪遜大街 Ralph Lauren 旗艦店旁，搭建巨大玻璃屋，以熱鬧街頭為背景，營造

時尚優雅的氛圍，從小在美國長大的 CoCo 對該品牌一點都不陌生，她說：「我真的很喜歡這個牌子，

品質好，時尚又舒適，這次衣服很帥氣加上浪漫，既高雅又兼具西部粗獷，很有個性，我一直都是他們

的忠實支持者。」展現出血拚時，寧可錯殺也不可錯過的豪爽個性。 

首度在紐約街頭看秀，CoCo 展現活潑個性，還和好萊塢巨星潔西卡艾芭相見歡，中西方兩大巨星合影，

堪稱最亮眼的組合，CoCo 也和潔西卡艾芭聊時尚，畢竟潔西卡是好萊塢的時尚代表，於公於私的穿著

都是許多女孩子模仿的對象，CoCo 也和她相談甚歡。 

50.  對有些人來說，強颱是夢魘，尤其在尼伯特受到重創的台東，不知是否能挺過這一次的莫蘭帝？ 

放假固然令人高興，但這樣的颱風假，相信大家寧可不放，因為天災帶來的傷害，復原之路，又是要花

費太多的時間、金錢和人力，而對身受其害的人來說，這的的傷痕，一輩子都難以抹滅。祈願這是一個

雷聲大，雨點小的颱風，大家都能安然度過颱風。 

51.  依據現行法規，只要有工作能力，就得依基本工資估算其收益，這是造成部分人乾脆選擇不工作的原因。

有國小教師投書，認為有人打零工被迫依照基本工資算收入，以致明明沒賺到那麼多卻被當成有，申請

不到補助；但造成有人為了長期擁有補助、保證家庭存活，反而不願去工作。 

在批評假低收及中低收入戶前，不如先檢視法規，檢討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造成部分人士寧可選

擇不工作，以免「越工作越窮」，甚至淪成街友。 

同時，社會也要尊重所有貧困者追尋小確幸的權利，避免以施捨心態，認為貧困者只能求基本溫飽就好，

不該去旅遊或偶爾享受。如此設定貧困者「只能享最低度需求、二手福利」的心態，你我都該檢討。 

52.  景美女中和台師大組成的中華女子拔河代表隊，囊括今年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所有女子組賽事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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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奪六金。領隊景美女中前校長林麗華說，「寧可在國內流汗，不要到了比賽現場流淚」，每面金牌都

是歷經千辛萬苦奪得，「看到孩子手流血、全身汗臭，真的為她們感到驕傲。」 

景美台師大拔河聯隊到瑞典參賽，成功衛冕女子 500 公斤錦標賽四連霸，又以全勝之姿拿下女子 540 公

斤錦標賽金牌，加上新增 U23 項目，台灣女將技壓全場，拿下所有女子賽事公開賽、錦標賽金牌，創下

大滿貫紀錄。 

53.  許勝雄受訪表示，我國超額儲蓄增加快速，過去十年從七千零九十八億元躍升至二點五兆元，而上半年

企業投資僅成長百分之零點九，海外投資增幅卻達八成，均顯示企業寧可透過海外布局增加競爭力，而

不選擇國內投資，如此一來，企業海外投資創造的所得、就業無法及於國內，不只不利於台灣經濟，更

會加劇貧富差距。 

「政府應思考，如何把台灣投資環境做好。」許勝雄表示，沒有投資，就無法把餅做大，如今國內產業

五缺未解決、一例一休持續延燒，都影響企業投資意願。 

54.  全曜財經資深分析師陳唯泰指出，這些法人高持股的族群，營收成長性普遍穩健，加上股價先前回檔後，

已吸引法人的價值型買盤逢低加碼，一旦台股盤勢回穩，這些個股的走勢將有機會突圍而出。 

展望後市，由於目前台股觀望味道濃厚，尤其當美國政治的不確定性，也讓投資人寧可保留現金，不願

貿然進場買股票，造成近期台股量能急縮。所幸昨天指數低點並未跌破前波低點，預期後續台股仍將維

持區間盤整，等到美國總統大選等國際股市變數結束後，才有機會出現決定方向的走勢。 

55.  記憶潛藏在大腦中相互連接的訊息網路，因此回憶一件事可能觸發另一件往事，並非我們刻意如此。英

國劍橋大學的神經科學家安德森說：「當你開始回憶，心智的自動反應會試圖提供相關記憶，可是有時

我們寧可不要想起那些往事。」 

還好我們並非無計可施。過去腦造影研究顯示，大腦額葉能抑制海馬回（儲存記憶的關鍵構造）的活性，

進而阻止自動提取記憶。最近安德森和同事進一步探究，抑制海馬回會引發什麼結果。他們讓 381 名受

試大學生閱讀兩兩一組的低相關配對詞彙，接著讓受試者觀看其中一個字，再要求他們回想、或不去回

想另一個字，並在這些測試作業間穿插觀看怪異圖片，例如一隻孔雀出現在停車場。 

56.  科大找不到學生，竟然有高職一半學生不升學，連可以半工半讀的進修部也不念。一名高職生說，我們

雖然不會念書，頭腦倒是清楚，大部分的學生清楚那些學校，念了等於白念，寧可把註冊費省下來，買

機車甚至儲蓄。 

高職生說，讀大學進修部，畢業後，只是多了一個學歷，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沒有幫助，只是增加學貸

和經濟的壓力。如果大學學位有價值，或者大學的課程內容符合就業市場，才有機會吸引高職生就讀。 

57.  手中無部位者，林昌興說，逢反彈上漲可考慮布建空頭部位。已有多單者宜減碼，減碼時機點可看是否

跌破設定的停損點，抑或等反彈至月線時減碼。寧可先降低持股風險，等歐美股市非轉為空頭走勢，再

考慮擇機進場。 

不論是期現貨走勢，林昌興表示，先看三個交易日能否回補下跌的跳空缺口，如無法如此則盤勢轉弱機

率增大，尤其是出現指數連續下測低檔就更要小心破底危機。 

58.  當然，從「改革」的角度看，三節慰問金確實於法無據。此一做法是在恩給制年代，軍公教待遇低，當

時政府以各種不同名目為軍公教提高實質待遇。如今時空環境變遷，經濟景氣不振，軍公教人員的待遇、

福利相對穩定，一般民眾的被剝奪感油然而生。「砍軍公教福利」到底是為了公平正義，還是撙節開支，

界線已經模糊。 

 



 

177 

在九三之後，中秋節前夕，林全做了這個動作，雖以改革為名，確實容易讓公教人員產生「敢抗議就砍

你福利」的感覺，更有「寧可給國道收費員抗爭便當費，也不願給退休公教老人節慶禮貌金」錯覺。如

若不是政治算計，選在此時出手，畢竟還是讓改革之名沾了些許塵埃。 

59.  讓不讓座，原是一個文明問題。愈文明的社會，公民對其他人──尤其是弱勢愈具有同理心，讓座是柔軟

人性的自然流露。在台灣，許多人寧可站著，也不願去坐「博愛座」，其實正是一種美好風景，屢屢引

起來台陸客的讚嘆。這樣的好風景，要把它消滅嗎？ 

從經濟觀點，有人覺得博愛座常常空著，太過可惜；也有人覺得，坐上博愛座會有道德壓力，因此卻步。

事實上，這都把文明及禮貌問題泛道德化及規範化了，其實並無必要。設置「博愛座」，只不過標示這

些近車門的座位有優先讓座之義務，並不表示年輕人禁止入座，更不表示只有老弱婦孺有資格坐。 

60.  對於勞資對立有升溫趨勢，林伯豐認為，政府要能提出解決方案，做出對台灣利益最大的事，如果決策

錯誤，造成資方、勞方兩敗俱傷，「政府當然要負最大責任」。有勞團主張基本工資漲到兩萬六千元，

他說，不論是調高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資方「不會贊成、但也不會反對」。但現在大學生起薪差不多

兩萬八千元，若把基本薪資調高到兩萬六千元，企業寧可用大學生，這樣就會排擠到學歷較低的基層勞

工，反而害他們找不到工作。 

61.  首先，年金制度必須改革的原因之一，在於現行年金制度造成世代間的嚴重分配落差。台灣經濟的未來

必須依賴創新，而年輕世代必是創新的主力。若沒有一套健全的退休年金制度，年輕世代將會寧可選擇

較為安全、保險的職涯發展路徑，難以無後顧之憂地放手創新創業，導致嚴重削弱國家整體創新動能。 

此外，現行年金制度也存在職業間的大幅落差，因而吸引許多優秀年輕世代致力於進入公部門服務。公

部門吸引年輕人並非不好，但公部門的服務性質遠高於創新性質，我們必須思考年金制度的職業間落差

是否已造成不當誘因，導致國家的優秀人才資源錯置，甚至導致私部門人才缺乏的困境。 

62.  北市府為改善內湖塞車，一個月前推出「捷運市政府站-內湖科技園區」計程車共乘路線，但一個月來僅

百人搭乘。民眾不太捧場，連負責營運業的台灣大車隊也坦言，共乘趟次少，駕駛營運意願也低，寧可

去做跳表生意。 

交通局 7 月 29 日、8 月 1 日相繼推出「內科線」、「貓空線」兩條計程車共路線。內科線截至上月 29

日上午，共發出 48 趟次、總計 107 人共乘；而貓空線截至上個月 28 日，共發出 1015 趟次、共 4564 人

共乘，兩條路線差很大。 

63.  再談那句「我們走我們自己的」。這當然又是失言，或者，如果不是失言，而是蔡英文的真心話，問題

就更嚴重了。因為，這句話的潛邏輯是那些走上街頭的「軍公教」，不是「我們」，把組成政府中堅的

軍公教劃為「非我們」的「異己」。這邏輯不只是「傲慢」，更已構成「愚蠢」。因為沒有軍公教，就

沒有政府，總統就如過時的老皇曆，沒半分用處。所以，我寧可解讀這是蔡英文的失言。 

但蔡英文可不只這「一個」失言，最近的她，彷彿得了語言癌一樣。在軍公教走上街頭前，蔡英文發表

談話，強調年金改革中「軍人的特殊性，一定會列入考慮」，軍人當然有特殊性，但走上街頭的教師和

公務員就「沒有特殊性」、「不需要列入考慮」嗎？單單把軍人拉出來喊話，置公、教於何地？ 

64.  辜寬敏認為兩岸關係「要等」，坦言蔡總統的「維持現狀」跟他的想法接近，不過他仍希望新政府要提

出提出具體的對中政策，尤其絕對不能承認九二共識。 

辜寬敏透露，他曾質問哥哥辜振甫關於九二共識的事情，辜振甫罵說「你笨死了，如果有共識，怎麼還

有各自表述？」辜振甫還說，辜汪會談事前溝通時，中國希望放入政治議題，但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反對，

寧可不辦，後來北京讓步，會中根本沒有談政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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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美聯社檢查 25 篇有關牙線效果的不同研究，結論是，用牙線有益的證據其實很薄弱。 

據 Euromonitor 國際市場研究公司資料，美國過去十年來牙線銷售成長 12%，到 2015 年為 4.48 億美元。

雖然 2015 到 2020 年的銷售增幅預估會減緩至 2.2%，但助理研究員杜伊爾說別怪美聯社報導，只要沒有

明確證據牙線有害，就不擔心報導短期內會對牙線銷售造成劇烈衝擊。不過，即使在美聯社報導前，美

國人就已顯現出他們討厭牙線。據美國牙周病協會調查，約 27%成人會欺騙牙醫他們使用牙線的頻率。

逾三分之一受訪者說，他們寧可刷廁所，也不要用牙線。 

66.  銀行為落實洗錢防制，銀行將嚴格把關客戶匯款目的地，現在只要是要將資金匯到避稅天堂、經濟制裁

的國家，銀行寧可把生意往外推，避免惹禍上身。 

銀行主管說，只要是企業戶基於經商需求而需要匯款，銀行通常會要求其出示發票、借款收據、買賣往

來文件，以證明確實有貿易事實，現在為加強洗錢防制，未來企業想要匯款給海外廠商，也需準備與該

廠商的往來相關文件，證明自己真的是為了做生意，有匯款需求。 

67.  太陽能產品最新報價出爐，矽晶圓與電池不但雙雙創近期單周最大跌幅，且續創歷史新低價格。太陽能

業者不諱言，最近的報價跌勢實在難以預測，接下來寧可再減產，希望能讓價格早點止跌回升。 

根據 PVinsights 公布的最新報價，矽晶圓與電池兩大產品，單周報價跌幅均超過 6%，高效矽晶圓下跌

6.15%，來到每片均價 0.61 美元，台灣電池報價則下跌 6.31%，僅剩每瓦均價 0.208 美元。至於最上游一

級多晶矽的價格則下跌 3.56%，均價來到每公斤 14.91 美元。 

68.  劉維琪說台灣高教很「悶」，許多師生沒熱情、大學師生比太高、價量應鬆綁；教育部回應表示，確實

存在大學生學習熱情不足的現象，將鼓勵「大師」去教大學部學生；至於是否提高國立大學學費，教育

部已邀包括反教育商品化學生等多方代表定期討論中，目前尚無共識。對此，台大主秘林德達表示，社

會氛圍不允許，漲學費一事，台大想都不敢想，寧可去募款。 

教育部高教司長李彥儀也指出，教育部成立 50 億元高教退場轉型基金，近期將公布基金如何運用。 

69.  中央政府出動三位部長，向一座區區六十人的鄉村小學喊話，恐怕是史上僅見，也絕非正常的作法。令

人不解的是，在官民如此不成比例的對陣中，新政府甚至寧可讓學生在戶外乾耗一天，也不開啟教室、

召回教師，趁機給學生一點誠心關懷或說明遷校原由。這樣的作法，讓人不解。 

諷刺的是，內閣閣員在記者會上喊話，要求家長重視「孩子的生命」，彷彿這些家長「不知好歹」，無

法領會政府好意，也不把孩子的健康放在心上。事實上，對這些家長而言，每個孩子都是自己的骨肉，

誰願讓兒女在不健康的環境下成長？他們不能忍受的，其實是政府呼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態度：許厝學

童過去三年三度遷校，學生充滿不安定感，家長更是疲於適應。現在他們要的，只是一個清楚的說明和

徹底的解決。 

70.  蔥、薤、韮、蒜和洋蔥對歐洲人而言都是植物，幾乎全是烹飪必用的材料；有的朋友平日不沾五辛，只

要出門在外就隨緣吃素，最令我傷腦筋的是堅決不肯變通的友人，明明點了素餐，卻用鼻子聞來聞去，

若懷疑食物裡摻了洋蔥，就整盤放著不動。我見狀開玩笑：「當年六祖為了避難，不得不吃鍋中素多年，

看來你更高竿，寧可餓肚子也不能破例。」朋友仍無動於衷。 

我並非長期茹素之人，卻已養成一年中至少一個月短期吃素的習慣。十幾年前第一次在農曆慈悲月嘗

試，發覺自己性喜蔬果，一個月不沾葷竟不引以為意。婚後定居挪威，葉菜類和豆製品寥寥無幾，而我

又喜歡遊山玩水四處嘗鮮，吃素終將自綁手腳，故以「彈性素食者」自居，每年挑選合適的月份吃素，

平常在家的飲食以蔬果為主，聚會或旅行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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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從國內政治來看，蔡英文正面臨壓力，要求提升與中國的貿易與投資關係。但至少目前來說，她寧可冒

著支持度下挫的風險，也不會展開兩岸新的協商。她的最新民調支持度已降至百分之五十以下。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教授黃介正指出：「我不認為她此刻如果調整立場，能夠得到任何好處。」 

72.  虧欠，是一種做錯事後，心裡覺得對不起，而希望補償對方的感受。天生有缺陷的孩子，不是父母做錯

事的結果，反倒是很多健康的孩子，父母應該覺得虧欠。明明知道應該帶孩子去運動，卻寧可在家裡看

電視、打電動；明明知道孩子需要傾聽的對象，卻寧願聊八卦、煲電話；明明知道買書比買電玩好，卻

敵不過流行的誘惑；明明知道還有很多事可以為孩子做，卻不去做──這種時候，父母才應該對孩子感到

虧欠。 

每個家庭的情況都不相同，盡力了，就是好父母。虧欠感，對事情是一點好處也沒有，不要隨便往自己

身上攬。 

73.  段宜康大概是民進黨上任後，少數「換了屁股但沒換嘴巴」的立委。過去民進黨許多砲手級的民代，近

來幾難聞其音，就是知道，少發言就是少替蔡英文惹禍。只有段宜康還續鼓如簧之舌，到處討戰。只是，

從蔡英文的角度，她大概寧可舉民進黨上下都學她的髮夾彎，最多受一些冷嘲熱諷，也好過都像段宜康

一樣，四方引戰。 

給段宜康一勸，閉嘴吧！百日崩盤的蔡英文煩心事夠多了，就別再給她火上加油了。 

74.  有華麗卡司當然好（劇迷之福），但大明星絕不是撐起一部戲的唯一棟梁。以上論點在「營業部長吉良

奈津子」再次得到印證，姑且不以演技打分數，菜菜子明星魅力無庸置疑，松田龍平也是。可是女主角

在平板情節裡只剩聲嘶力竭的身影，完全不知道這個角色為何要堅持？這分職業到底有多吸引她呢？為

何她寧可忽略家庭也要投入原本從未涉獵的營業部門？男主角更慘，在劇中就像個影子，存在感比寶可

夢還低。 

截稿時本劇播到第 4 集，期待它在後續情節能來個大翻轉。題外話一句，對照著上季日劇的百花齊放，

本季真有種不知道要追哪一部的尷尬，這好像又是另一題「昨是今非」了。 

75  黃老雖有些遺憾，卻仍關心兩岸發展。十多年前退休，來台探親，驚訝的發現，現代的年輕人不滿國民

黨，卻是把民族意識與國民黨一起拋棄，寧可信賴日本，以為美、日會支持台獨成功。而十多年來，大

陸對台工作態度及角度，讓他憂心，而周子瑜事件更讓他痛心。 

75.  蔡英文總統在決定拒絕承認九二共識時，應該預料到兩岸的關係會因此陷入僵局，同時也會對民間的交

流及產業造成衝擊和影響。然而，在沙盤推演階段，所有戰略其實都是「無痛推定」；因為，決策者沒

有或疏於設想實際的痛苦是什麼滋味，也不知道個別小民的耐受力有多少差異。有些網民之所以酸說，

「陸客不來，寧靜來了」，也正因為這無關其生計之痛癢。 

但是，當空氣中的肅殺氣氛，慢慢導致了真實的割喉流血，民眾的痛苦就會變成街頭的哀號，政府還能

裝作聽不見嗎？過去一百天，許多業者默默承受兩岸緊縮的壓力，仍在力圖配合政府的「愛台政策」；

例如夜市攤商應該最是「春江水涼鴨先知」，但大家寧可勒緊褲帶，不敢多作抱怨。然後發生不幸的火

燒車意外，政府的冷漠和遲遲未明的調查，都引發大陸民眾對台灣的反感，也更使陸客團止步。一旦遊

覽車、旅行社、旅館、餐廳接連發生危機，並波及下游的鳳梨、茶葉、虱目魚等等農特產，其連鎖效果

將極驚人。最近兩個月失業率已連續攀升，若再加上觀光業倒閉或裁員的系統性衝擊，蔡政府將何顏面

對國人的支持？ 

76.  百福停車場以前照明設備不足，冬季下雨常積水，陰暗潮濕的環境讓民眾退避三舍，停車率不到 3 成。

市府今年採 ROT 委託民間經營，業者增加 LED 照明、墊高地坪、增加免費機車位，攬回民眾的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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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率已提高到 6 成。 

百福停車場啟用至今 13 年，共有 314 個停車位，民眾抱怨電梯常故障，寧可走樓梯也不敢坐電梯，冬

天雨水潑進室內，卻因地勢低窪無法排水，室內陰暗容易發生危險，詬病連連。附近民眾失去信心，使

得停車率只有三成，寧願違停在外面道路。 

77.  大陸再怎麼說蔡英文總統未完成試卷答題，蔡總統還是打死不說出承認「九二共識」這個中共所期待的

答案。蔡政府上任一百天，兩岸僵局就持續著一百天，兩岸政府雖都表示出善意，但寧可耗著，誰都不

肯退讓，這僵局要延續到何時？大家都難料想。 

蔡總統說，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是雙方共同責任。中共聽在耳裡難受，何能反駁？蔡總統避談九二

共識，把沒有九二共識的兩岸關係和平穩定與對亞太區域的責任，附在中共身上。 

78.  銀行方面，國泰世華銀的淨利差還是持續下滑，至上半年已經降低到 1.05%，國壽表示，由於上半年的

放款政策比較保守，寧可選擇信用較好、較為穩定的放款對象，如果央行不再繼續降息的話，利差萎縮

的情況應該會改善。 

79.  雞排妹接受本報專訪表示，言行轉趨低調，只是不想再讓媒體做文章，「受傷的都是我自己。」政治、

演藝圈都樹敵不少，但若非得和一人在荒島共度，雞排妹寧可選擇蔡正元：「他是一個邏輯很奇妙的人，

但他是有邏輯的，我們邏輯不一樣，立場不一樣，但我相信會滿有趣的。」對於王思佳、熊海靈這些頻

頻互嗆的人物，則是「不予置評」。 

80.  國泰世華銀、台北富邦銀行更去年就把美國唯一分行撤了，主因在於分行設置於美國戰線拉得太長，且

管理人本、人事成本都比起亞洲還高，因此寧可把布局策略拉回亞洲，專心打亞洲盃。 

永豐金今年七月也宣布將子公司永豐銀的海外子公司 SinoPac Bancorp 的全部普通股股權出售給美國

Nasdaq 掛牌公司 Cathay General Bancorp，成交後永豐銀將可認列廿點六二億元獲利。對於出售永豐美國

子行遠東國民銀行，永豐銀說，是因為永豐銀美國子行遠東國民銀行的股東報酬率去年僅剩百分之三點

六三，獲利不佳，所以決定賣給美國銀行業，但永豐銀目前在洛杉磯仍然設有分行。 

81.  蔡總統昨天與媒體茶敘時坦承有些事情「考慮得不夠周全，做得不夠好」，「我們會調整」、「不會硬

拗」。對於外界批評蔡政府一再出現「髮夾彎」，蔡總統這個說法，反映了新政府的執政態度：寧可轉

彎，但不硬拗。只是，如果政策頻頻轉彎，施政理念何在？人民何所適從？ 

蔡總統還說，「人民也不會希望，新政府將責任全部推給過去」。這話說得漂亮，因為政府雖有新舊，

卻該延續施政一貫性，但國道收費員爭議之根源本起自上一次民進黨執政，蔡總統也是當年決策者，政

權輪替後竟變成政務委員林萬億口中「概括承受前朝錯誤」，也難怪前朝政務官紛紛跳腳。 

82.  放任老婆自己去喝酒？朱全斌笑了起來：「因為我沒有那麼 enjoy 這種喝酒配點心的吃法。」小姨子忍

不住要笑一下姊夫：「她搞不好很高興你沒有要陪她去，她就可以一直看別人。」 

「她說我去就會管她，叫她不要喝那麼多。」朱全斌說，因為韓良露喝酒很上臉、紅紅的，所以她寧可

一個人喝，免得他在旁囉唆。還有一點：「我沒有像她那麼愛酒嘛。她在喝的時候，我在旁邊嘲笑她是

酒鬼。」當然是夫妻的玩笑話。 

83.  偏鄉小校校長表示，小校的午餐本來就少有廠商願意投標，造成廠商姿態高，校方須負擔菜車運送成本，

有時菜色差，主菜只有小雞丁混豆腐，希望下學年改家長自付後，午餐品質能有改善，別再讓孩子吃到

爛菜。 

多所市區學校明確表達不再自辦營養午餐，寧可向團膳業者外訂三菜一湯，一桶桶送到學校，省下採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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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請廚娘、擔心菜色不佳和衛生等麻煩。校方人士擔心，以往不少學校為了營養午餐設有廚房、爐

具等炊煮設備，若學校不再辦營養午餐，這些廚房設備恐將閒置、損壞，形成浪費。 

因應家長須埋單餐費，已有家長揪團合資創立「營養午餐共同廚房」，為孩子親做百元營養盒餐直送校

園。 

84.  我們比較好奇的是，新政府不會不知道經濟是民心向背的基礎。面對中國供應鏈茁壯及「瘦台」打壓政

策的發酵，以及台灣正處在調體質的時間點上，未來貿易與投資的挑戰只會更嚴峻。但是政府各部門在

經貿議題上如此鬆懈，打的是什麼算盤？ 

我們寧可相信小英總統早有主意只是時間未到。果真如此，我們建議接下來有幾個重要的工作要先推

動。第一，該任命的人事要盡快到位，彰顯出政府對經貿政策的重視，並且要提出具體的經貿政策藍圖

及推動策略。第二，要盡快務實、精確地找出投資的病因是門太窄、管太多還是政府的不可預測，並提

出對症下藥的處方；重要的是，這個診斷要請客觀第三方來把脈，不可再由本身即可能是病因的單位進

行。第三是推動 TPP 的架構及團隊要盡快建立，而且要改變傳統推動架構的障礙及限制，不要再重蹈覆

轍，且重視內部溝通能力而非官職大小。最後則是儘速提出能彰顯「新穎性」所在的新南向政策，以改

變只有口號的質疑。 

85.  中華代表團史上第一次有馬術選手留下出賽紀錄，但今年的掌旗官汪亦岫卻以退賽收場，原因卻是有苦

衷；汪亦岫認為跟她合作的馬匹「莎莎（Zadarijke）」的心情也很重要，由於天氣炎熱、「莎莎」已經

無心再比，「我不想勉強牠。」雖然奧運是「人」的賽事，但馬術卻要跟馬合作無間。汪亦岫站在愛駒

的角度著想，寧可放棄不重跳，也不想逼迫「莎莎」。 

馬術障礙個人賽中，不分參賽者的年齡和馬匹條件，只看人與馬的默契配合。 

86.  曾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的政大教授陳芳明表示，對於剛剛執政的蔡英文來說，「慎重用人比趕走舊人還

重要」，大法官的職務與象徵意義，比起許多內閣人事還更引人矚目，「寧可不要急著創造亮點，也不

要觸犯了歷史禁忌，更不要讓民主精神與人權原則受到傷害」。 

前副總統呂秀蓮昨天指出，兩位被提名人受到各界很多質疑，自動請辭、明哲保身是對的，「總統順從

民意，也沒有什麼不好」。對於蔡總統執政百日的表現，呂秀蓮指出，蔡「選舉選得太漂亮」，大家的

期待值可能過高，現在要稍微修正一下。她表示，選舉是一回事，治國是另外一回事，要面面俱到，非

常辛苦，「大家給蔡總統體諒，再給她加油」。 

87.  近期 adidas 和 FANCL 等知名品牌皆寧可放慢在百貨公司拓點的機會，也不在乎台北東區店面驚得嚇人

的高租金，紛紛搶進卡位。對此，台灣房屋智庫召集人葉立敏表示，現在東區店面租金已來到近五年新

低點，各品牌趁勢佈點，是很聰明的作法，而房東也應適度調整心態，因為穩定收租比投報率降低來得

更重要，以糖朝那間空置三年多為例，其租金損失已超過上億元。 

88.  另一個案為一名大一新生，在主動向導師告知感染者身份後，雖然教官沒要他退學，卻要求退宿，希望

他自行在外租屋，避免傳染給其他同學。在愛滋權益促進會介入後，兩個學校才改口態度軟化，學生得

以繼續就學、住進宿舍。柯乃熒表示，兩名感染者學生也陸續畢業，進入職場工作。柯乃熒曾因教育部

委託研究計畫，在 2013、2014 年深入高中職及大專院校，與校方心理諮商師、輔導老師對談，結果發

現，第一線心理醫護人員直言「寧可不知道學生感染愛滋」。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昆明院區護理主任莊苹說，大部分學校教師得知學生感染愛滋時，第一個想法竟是「為

何要告訴我？」，校方壓根不想知道，因為不知該如何處理，也不知是否該向學校高層通報。 

89.  時代進步，不少人已選擇在農曆七月結婚、搬家，避開人潮、省下荷包，最近許多寶可夢的年輕玩家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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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去「墓仔埔」尋寶，顯示鬼月已不再是絕對禁忌。 

有些傳聞由來已久不可考，有些則是人云亦云難取信，總之保持敬天尊神的正派心態就沒有錯。所謂「人

嚇人，嚇死人」、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險惡人心恐怕才是鬼見愁。大家都知道，政治人物經

常鬼話連篇，有時騙人騙小孩，也印證那句名言：「寧可相信世上有鬼，也不要相信政客那張嘴」。 

90.  杭州則是在八月二日上線「支付寶即時支付獎金」的服務，杭州與深圳稍有不同，杭州民眾在支付寶城

市服務介面內，選擇「交通違法有獎舉報」，按照提示填寫即可，線索類舉報需上傳照片或者影片，證

據類舉報則無該流程。 

以往杭州交警是透過現金、銀行轉帳等形式發放舉報獎金，不過對於住在郊區的民眾是相當不便，甚至

有人寧可放棄獎金。現在透過和支付寶的合作，利用支付寶的實名制優勢，以及獎金便靈活發放的特性，

讓違規舉報與獎金發放只要一鍵操作即可。 

91.  43 歲的史邁爾因謀殺罪而入獄的時候才 16 歲，出獄後，他最期盼的是泡個熱水澡。此外，他還要適應

這個到處都是行動電話、高科技充斥的新社會，畢竟他已經和社會隔離了接近 30 年。他表示寧可在寬

敞的客廳睡沙發，也不願再睡單獨的封閉臥室了。 

高等法院法官帕森斯 11 日裁定，沒有足夠證據證明史邁爾就是 1988 年殺害熱帶魚商店店主德雷爾的兇

手。當時德雷爾倒在商店地板上，頭部被人近距離射了一槍。 

92.  巨石強森雖是自己戲分快殺青前，才在社群網站放炮，指「玩命關頭 8」有男星不專業、沒種，其實他

與馮迪索的不愉快已持續數月，馮迪索身兼製片，大小事都要出意見，難免讓巨石強森覺得不夠被重視。

不過在好萊塢業界，巨石強森較具友善形象，倒是馮迪索難搞出了名。「好萊塢報導」指他拍「玩命關

頭 7」時，對所有細節都斤斤計較，不高興就賴在自己的休息拖車中，一整天都不出來，還「號令」影

片公司高層一起到拖車裡開會，耗了兩個半小時，就為了聽他抱怨，整得導演溫子仁健康出狀況，寧可

接拍「厲陰宅 2」，也不願再執導「玩命關頭 8」。 

TMZ 報導馮迪索刻意為此和巨石強森密會，試圖化解歧異，然而無濟於事，心結並未打開。工作人員則

控訴馮迪索拍片遲到，並不是趕不及到片場，而是在拖車裡耍脾氣，開心了才開工，還不時以製片人身

分，批評演員表現，包括巨石強森在內。為配合他，早上 7 點的通告延到 10 點，就怕「老爸」又不高

興。 

93. 「她說我去就會管她，叫她不要喝那麼多。」朱全斌說，因為韓良露喝酒很上臉、紅紅的，所以她寧可一

個人喝，免得他在旁邊囉唆。還有一點：「我沒有像她那麼愛酒嘛。她在喝的時候，我在旁邊嘲笑她。」

他會嘲笑她是「酒鬼」，當然是夫妻的玩笑話。 

94.  我若在尚未體會這些變化之前，便動手寫我對妳的愛，那一定也會由於要掩飾，要遮蔽我的焦切，與不

安，因而愛的語詞勢必處處雕琢，處處心機。而今呢，我只願在被妳改變的那些彎口轉角處等妳，用我

一貫羞赧，含蓄的姿勢，但卻放聲說出我原來是如此如此的想妳，念妳，想跟妳說話。是啊，我已經是

「現在的我」了。我寧可以「現在的我」，跟妳細細叨述，我從「過去之我」，是如何一路尾隨著妳，

而成為現在的，妳眼中還可以接受的我。我很明白，妳不會相信一個男人徹頭徹尾改變的神話，畢竟，

我們的出身，我們的成長，我們的經歷，我們的性格，我們的價值，是完全兩個個體的撞擊。 

95.  針對歐、日實施負利率的成效，台灣經濟研究院景氣預測中心主任孫明德認為，負利率政策的目的，是

把錢從銀行逼出，以更低的利率借錢給企業與個人，以刺激經濟。但觀察歐洲國家實施後的狀況，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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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付保管費，也堅持要把錢堆在中央銀行，以規避風險，所以負利率並未達到預期成效。 

孫明德說，在利率很高的時候，降息效果會比較明顯，例如說把利率從 10%降到 8%，政策傳遞效果就

會很快速；如果利率已經很低，像台灣，即使四度降息，也不過從 1.875%降到 1.375%，借款人不會有

太大的感覺，成效也不易彰顯。 

96. 「食物零浪費」和客家人座右銘「座食莫座爽」不謀而合，就是寧可吃完不可糟蹋。客家人珍惜一粥一飯

來之不易，把剩食打包回家享用，值得提倡。餐宴剩菜打包，是一門值得提倡與學習的飲食文化。 

筆者認為首要從飲食衛生開始，養成「公筷母匙」習慣，也請服務生多準備幾雙筷子和湯匙，大家注重

公共飲食衛生，打包食物才沒有食安顧慮。 

97.  銀行主管表示，民眾到銀行申請開戶時，除了查驗雙證件、拉聯徵紀錄外，還會透過教育訓練，教導行

員透過閒聊，側面了解客戶背景與開戶動機，若是客戶回答時支吾其詞，或是與提供資料兜不攏，銀行

寧可將生意往外推，婉拒開戶，至於職業、地緣關係、甚至穿著打扮非銀行拒絕開戶的理由。 

舉例來說，過去就有子女帶著高齡父母，要求以父母名義開戶並申請網路銀行，但銀行在進行 KYC（認

識你的客戶）時，都由子女回答問題，銀行判斷老人家使用網銀機率不高，因而婉拒其網銀申請。 

98.  紐時指出，美國政治制度遭舉世鄙夷譏刺，實在罕見，該刊說：「這個國家克服其最深偏見，選出一位

黑人總統而普獲讚揚八年後，這場選戰攤開美國政治的醜陋隱疾，並且暴露這個以民主理想自我界定的

國家，也跟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受一些反民主勢力擺布」。 

「那種民主，我們寧可不要」 

美國人自己不敢領教，世界的反應更加不堪。寄望美國力挺民主價值的國家，驚見民主的基本要素被踐

踏，包括新聞自由、法治、尊重選舉結果。長期盟友納悶，美國是不是根本改變了本性？今後可不可靠？

全世界的政治分析家不約而同認為，從沒見過哪次總統大選如此直接傷害美國的信譽。 

99.  華盛頓州有個印第安部族選舉人，他在民主黨初選支持桑德斯，已宣稱即使希拉蕊．柯林頓在該州獲勝，

他寧可付 1000 美元罰款（約台幣 3 萬 1600 元），也不投票給她，因為他認為柯林頓是「罪犯」，不關

心印第安人，「除了立場反覆，什麼也沒做」。 

美國歷來共發生過四次總統候選人贏得多數全國普選票，卻在選舉人投票飲恨的情況，包括 2000 年前

總統布希擊敗高爾。過去 150 多年來，從未出現選舉人票平手情況。 

100. 在這次被揭發的醜聞中，朴槿惠大都保持沉默，這點倒符合她的領導作風，即外界批評的「不思溝通」。

她不會個別會見閣員，寧可藉由公文往返，日前青瓦台宣布內閣改組的前幾分鐘，原總理才收到文字訊

息，得知自己遭到撤換的消息。 

執政黨新希望黨前發言人田麗玉日前在南韓電視台說：「朴總統不喜歡精明的人，她喜歡比較像僕人的

人。」 

101. 68 歲的阿道．巴辣夫．冉而山畢業於台大夜間部外文系，但在接觸劇場、劇團演出前，他卻過著流浪生

活，到處當水泥工、捆工、司機或種菜，直到 40 多歲時接觸到樂舞、劇團，引發其狂熱，並在 2012 年

回到家鄉花蓮光復鄉太巴塱部落，成立冉而山劇場。 

阿道．巴辣夫．冉而山在所有人的眼中，是個傳奇人物，雖擁有高學歷，但他卻不安於一般的工作，年

輕歲月寧可到處流浪，似乎在追尋心靈寄託。 

果真在他 43 歲，因緣際會接觸「原舞者」舞團，偶然聽到其中的古調，讓他深深愛上，甚至認為這些

古調能誘發出他的許多潛能，因此即使沒有任何舞蹈背景，他積極毛遂自薦、告訴舞團「我一定要學」，

就這樣開啟了他的藝術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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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一位友人說，政府對股市都能訂出一定的漲跌幅，避免震盪太大傷了股民；地價不論公告現值或公告地

價，都有長時間的觀察期，加上房地產交易採實價課稅，可以和公告地價脫勾。如半年前即有跡象顯示，

新建案減少，房地產價格下滑，都發、金融、財稅單位的統計資料一目了然，如今竟然還能訂出超過百

分之一百的公告地價，致有人投書訴苦「繳重稅或賣地，二選一？」顯然調漲地價稅已到了有人負擔不

起的程度。 

有人認為地價稅大漲，不是地政官員顢頇，就是政府藉機搶錢，但筆者寧可相信是政府部門間連繫不足

產生的落差。希望政府仿照股市訂出一套公告地價的計算公式，避免重稅傷民。 

103. 美國總統大選，掀起一股反自由化浪潮。川普固無論矣；連推動 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不遺餘力的

希拉蕊．柯林頓，也在形勢比人強的現實下不得不吞回以前的主張。不獨美國如此，被視為黑天鵝的英

國脫歐，也是多數人民反對開放國境、容許更多難民進入，寧可損失既有的種種利益，出人意表地急轉

直下。這股反自由化、全球化的浪潮四處流竄，儼然成為主導全球的主流力量。台灣也不能置身事外。

廿年來，經濟自高峰滑落；近來更在〇與一之間掙扎，與此即有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纏。 

104. 那令人煩躁的喧囂 宛若那紅衣主教緘默的聲音 嚴守告解的戒律 管他是真誠懺悔或是事後悔恨 事關皇

后的貞潔 那聲音只能換成沉默 即使皇帝以死相脅 寧可被判刑，身殉查理大橋下 皇后的祕密 必須深

埋伏爾塔瓦河河底 

105. 從數字解讀其意義，自由行背包客增加可能與政策開放有關，團客減少與政治因素脫不了關係；但進一

步思考，是否大陸人已厭倦吃住品質不佳、購物站多於觀光點的一條龍經營內容，在資訊流通的現在，

寧可多花點時間規畫行程，多花點錢吃好住好。 

交通部觀光局說 95%的國人用自由行方式在台灣玩，應鼓勵參加團體旅遊做深度觀光，但是團體出遊有

其限制，有導遊隨車解說一定比較深度嗎，何況台灣許多地方的「老街」賣的東西都一樣。很多部落客

比導遊還會玩，網路一查就有許多台灣秘境、私房景點。 

106. 「一旦取消契作，台灣傳統菸葉產業將從此消失，」社團法人花蓮菸葉協進會理事長呂三郎表示，全台

約有 1000 多公頃菸葉種植，花蓮以玉里鎮為主，台灣並非從此不製菸，為何菸酒公司寧可轉向國外採

購？或許台灣菸農契作的價格較高，但是應該多保護台灣產業與菸農才對。 

呂三郎說，日前雖曾帶幾位菸農赴立院陳情，菸酒公司也正研擬輔導轉作基金，但多數菸農年紀大，要

他們轉作其他行業或作物，相當困難，希望能保留台灣菸葉傳統產業。 

107. 信義房屋表示，有別於其他房仲業，信義房屋歡迎剛畢業的年輕新血，也不怕晉用無房仲經驗的新人，

寧可花三到五倍的時間從頭培訓，將以誠信為先的服務之道，以及紮實的業務知識傳授給同仁，培育出

適宜的產業人才，替整個不動產交易巿場建構良好交易秩序，維護買賣雙方權益，以期再提升產業地位。 

近日，信義房屋為了召募年輕新血，更跳脫傳統思維，找了藝人蕭敬騰做為「5+5」人才招募專案的廣

告主角，老蕭平日給人惜字如金的印象，由他口中說出來的「5+5」，就有如洗腦密碼一般，讓許多人

產生極深的印象，想進一步對專案內容多做了解，進而轉化為行動。 

108. 對此，多數網友認為葉講得中肯，表示國內住宿真的太貴，「很少在台灣玩了，寧可出國」、「老街那

真的超中肯，每一條都是賣夜市小吃」，但也有網友表示，「價格是由市場決定」、「台灣有很多地方

很漂亮又有特色，只是缺宣傳」。 

109. 投資是在風險與報酬率上走平衡木，在衡量風險與挖掘機會上必須分配同樣多時間，且要不斷修正投資

理念跟風控措施。其次，透過緊密追蹤，挖掘出業績持續穩定成長的上市公司，並只對看得懂的機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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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手，對沒有把握機會的寧可放過，長期才能獲得穩定的超額報酬。 

110. 演藝之路默默走到第 10 年，陳勢安代表作不少，除了耳熟能詳的「天后」，也有痛徹心扉的「心。洞」

等；可惜名氣與歌曲走紅程度無法齊頭發光，陳勢安雲淡風輕看待：「可能我沒什麼緋聞吧！但至少大

家知道我的歌及我的名字，私下我戴口罩還是會被認出，但這都不重要，對歌手來說，音樂才是我的最

愛，我寧可不要靠新聞上位，而是用音樂讓大家了解，就像愛情，我有一輩子來累積情感。」 

出道以來新聞聲量遠不及後來崛起的 Bii 畢書盡，陳勢安還被前工作人員影射大頭症，他指著頭笑：「我

其實頭很小耶，我對和每個人接觸都很在意，只想把事情做好，若有大頭症，我會檢討，我這人很重口

碑，但我明明沒這樣……我自知不可能讓全世界都喜歡我，至少愛我音樂的人不少就足夠。」 

111. 影響最深的是子女多從父姓，即使現行民法規定女兒也享有繼承權，但傳統上錢財留子不留女的觀念，

導致家庭失和的例子屢見不鮮。 

舊有傳統是從何時開始，又由誰設定，很難找到源頭，民眾多半抱持寧可信其有的態度，連時髦的年輕

人也被其左右。我勸友人，只要心存善念，日日是好日，事事都吉祥。婚姻天長地久，端視新人相敬相

愛，而非依循古禮得來。只要改變觀念，重視「新人主體、性別平等、民主協商」，就是一場美好的婚

禮。 

112. 根據現行法規，當年申報地價與原財務計畫預估漲幅超過 50%時，主辦機關可酌予減收應繳租金。 

但實務上卻出現一些問題，包括無減收衡量基準、執行困難，主辦機關通常寧可不減。 

對業者來說，現行環境普遍「微利」，逾 50%漲幅的門檻過高，地租漲幅變成不確定性因素。 

113. 陳炳辰指出，新市鎮屋齡多在十年以內，距捷運站稍遠的單價普遍都在每坪 30 萬元以下，如文化二路二

段的「家悅東京」、中山路的「帝一宅」，或是文化三路一、二段巷弄內的「九揚華峰」、「連翔不染」

等新案，2 字頭單價便可入手，受到首購族群青睞。 

此外，早先在當地投資置產的屋主，寧可出租空屋，少有低於成本價出售的意願，也顯示對於林口房市

在機場捷運通車後的高度期待值。 

114. 郭泰源昨天唯一投球任務就是對決王貞治，他說：「當然會有壓力，投球本來就不準了，很怕內角球打

到人怎麼辦？寧可保送也不願投出觸身球，就是儘量投好球給他打。」 

ＯＨ桑帶著笑容退場時，巨人球員在休息室前恭迎老前輩，大家紛紛上前握手；這場慈善表演賽結束後，

巨人前任監督原辰德更親自扶著老前輩走下階梯，他在日本的地位被喻為「神」，一點也不誇張。 

115. 經過馬路的人看了，無不驚嘆鮮花的美麗與芬芳，卻始終沒人敢撿，包括掃地清潔的員工。深怕拿起鮮

花以後，自己會受到意外的詛咒，或者，惹上什麼不必要的麻煩。每個人的心中，滿是猜疑、恐懼和冷

漠。 

他們寧可放著鮮花，一天比一天枯萎、變色乃至於發臭。到最後，整條馬路上全是腐敗的氣息，也不願

讓花入土為安。上帝撥開雲層，嘆了口氣，下令死神恢復容貌，將手中的鮮花，再度換上銳利的斧頭，

一併收回，給世界亡靈，臨終前的慈悲。 

116. 今年全國公告地價平均漲幅約三成，有些地區上漲逾一倍，部分地號還數倍漲幅，民營廠商增加的土地

租金負擔超過預期。根據現行法規，租金優惠明訂當年申報地價與原財務計劃預估的當年地價漲幅超過

50%時，主辦機關可酌予減收應繳租金。 

但實務上卻有問題，包括無減收衡量基準、執行困難，主辦機關通常寧可不減。由於公共建設興建、營

運期間有時會拉長，當年地價漲幅超過 50%是採累計，加上漲幅逾 50%的門檻過高，因此將修正條文。  

117. 警方表示，肇逃刑責輕，酒駕肇事者不願意停下來幫忙叫救護車，寧可賭自己不會馬上被警察抓到，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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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酒駕重責，車禍發生後關鍵幾分鐘，送傷者能送醫，或許就能撿回一條人命。 

不過，也有法官指出，重大酒駕車禍事件頻傳，酒後不開車已是社會共識，若又肇事逃逸，罪加一等，

但在審判實務中，有的肇逃者是因一時慌亂，逃避現場是出自本能反應，並非全然是酒駕。 

118. 換言之，Uber 在適應各國法令的態度上，並非鐵板一塊，寸土不讓。目前 Uber 在台灣持續衝撞法令與

體制，寧可被罰，也不接受官方要求的遊戲規則。這種態度，其實不能簡單地認定為是一個新創公司「堅

持」自己的原則，事實上，其中也包含了 Uber 在測試台灣官方的底線，以企圖保住該公司在台灣市場

的最佳獲利模式。 

119. 南投的路邊停車格該不該收費，民眾看法兩極。常有鬧區的商店抱怨，「這輛轎車停在店門口 2 天了」，

教人怎麼作生意。施行路邊停車收費，駕駛人購物後馬上就開走。店家的抱怨，自然解決了。埔里 63

歲糕餅店員林容裕：若畫設停車格，部分人為了省錢、不願停，寧可臨停在停車格外，也會併排、違規

停車，希望警方加強取締違停。  

南投縣銀樓店員楊子琁：雖然應該「使用者付費」，但要考量地區性，鄉下地方不該跟六都比，若停一

下就要收費，感覺政府很搶錢，若真的實施收費，寧可停遠一點不收費的位置。 

120. 大陸央行注入大量的流動性，民間企業不為所動，寧可囤積現金，投入短期、高收益儲蓄產品，或進行

財務投資，不願意投資實體經濟，究其原因，主要是因投資報酬率偏低且不斷下降，其次是政策的不確

定性增加，例如同時追求結構性改革和穩增長目標造成政策矛盾、宏觀調控政策反覆、人民幣匯率波動

等。因此，有專家形容，寬鬆的貨幣政策無法提振企業投資意願，大陸似乎已陷入某種程度的「流動性

陷阱」。 

121. 鈴木一朗的日常練習也因媒體緊迫盯人受到影響，過去他通常會在打擊練習前，到外野跑步以及傳接球，

「有那麼多的媒體在，我寧可待在室內進行練習，這是其中一個改變。」 

另外一項壓力以外的難關，就是被定位代打的鈴木一朗要適應不確定的出賽時機，在馬林魚強大的外野

陣容下，一朗只能擔任第四號外野手，近 2 周只先發 2 次，而今年鈴木一朗代打打擊率為 2 成 65，他說，

「代打是件很困難的事，甚至可以說是最難的事情之一。」 

122. 美國影集進入百花齊放、精彩紛呈的黃金年代，好幾齣戲不管在人物塑造、情節複雜度、思考深度等層

面都比電影大片更精彩出色。一齣優質的影集不妨可以視為電影的擴充版，為了收視好而硬掰下去的後

續幾季，就像是一部又一部的電影續集，總是創意不足又被首集狠狠比下去，偶爾可以開出亮眼的票房

但鮮少有獎項光環或是同等的好評。電視台在考量是為收視繼續歹戲拖棚，還是寧可喊停讓戲成為令人

永難忘懷的經典，一念之間也往往決定日後在電視史上的評價。 

123. 民間習俗在農曆 7 月有很多禁忌，尤其在晚上，一般民眾抱著「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心態，能

避就避。加上「南迴」音同「難回」，又常發生重大車禍，心裡多少會毛毛的。 

「不用想太多啦！安全駕駛才是真的。」林姓卡車司機說，鬼月夜間開車，其實沒有什麼好怕的，總不

可能怕鬼就不用生活了吧？他在南迴行車 13 年，從沒遇上怪力亂神的事，安全開車就對了。 

124. 旅遊承載能力、道路安全、飛行安全、道路養護、遊覽車安全標準、改裝車、低價團……一起起事故猶

如打開了潘朵拉盒子，遭遇不幸的大陸遊客以生命代價把台灣觀光業的缺弊一一揭開。每次事故後，台

灣都在「亡羊補牢」，但破洞仍層出不窮……。 

文章稱，希望看到台灣旅遊安全真正提升，讓大陸遊客的悲劇不再重演，再周延的法律如果不抓緊落實

的話，形同虛設，因此必須在監督上花工夫，以「寧可錯殺不可放過」的態度消除安全隱患，確保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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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125. 我也是中年以後才逐漸愛上蔬食。江含徵評《幽夢影》：「寧可拚一副菜園肚皮，不可有一副酒肉面孔。」  

焦妻見我一天到晚在外面暴飲暴食，酒肉面孔委實可憎，大概又不想太早變寡婦，遂請外傭每天早晨用

大黃瓜、苦瓜、青蘋果、青椒、芹菜五種蔬果打汁，命我出門前先喝下；我嫌滋味欠佳，建議加入奇異

果或鳳梨；有時覺得味道太淡，自作主張多吃了一根香蕉。如果當天的早餐吃清粥小菜，則蔬果種類累

積超過十種；焦妻搖搖頭，連蔬果也能暴食。 

126. 長一輩的成長過程相對艱困，遊樂設施選擇不多，有得玩就很開心；父母的照顧沒有現在仔細，摔破頭、

扭傷腳，是再正常不過了。時代變了，休閑娛樂更多樣；少子化、生活富裕，家長對環境的要求更加挑

剔，對孩子更加保護，若是誰家孩子在公園裡擦破皮、流點血，必然指著官員罵；對孩子過度保護，讓

他們降低了挫折的容忍程度；包括對政府與學校等公權力的過度要求，反而忘記了自身在孩子成長過程

中的責任。 

手機、平板、電玩，化身保母，父母與小孩同在客廳也是各自滑著手機，鄰座同事寧可鍵盤上聊天，面

對面時反而顯得尷尬；網路上活躍的鄉民，拉回現實世界，可能連應對進退的能力都有問題。不能面對

人群、  不能面對挫折，這是從小養成教育的缺失，責任應該不在小孩或是政府。 

127. 開業皮膚科醫師趙昭明表示，很多醫師覺得常遭健保核刪，依照情節還得繳回 10 倍、20 倍金額，讓醫

師大喊不公，寧可做自費不想看健保；另有不少年輕醫師不想繼續待血汗醫院自行開業，卻競爭不過開

業久、有口碑的老醫師，只好做自費。 

振興醫院復健醫學部醫師黃永錚表示，健保的餅就這麼大，卻那麼多人搶食，為了維持營收，確實有不

少診所增加自費項目或改看自費，近來台北就新開兩家復健科診所。他舉例，中風或神經性損傷，大醫

院一次門診掛號費約 150 元，頂多加上部分負擔 50 元(中風患者一年內免部分負擔)，就可以做六次復健。 

128. 中華民俗文化教育學會創會理事長蔡滕認為，作醮有項活動是普度，會讓人聯想「是不是發生過什麼

事？」但若具有藝術性就可跳脫，否則燈篙、孤棚、禁壇會吸引神鬼，請來送不走很麻煩，有時要寧可

信其有。 

129. 夏日高溫本應多喝水防中暑，但仍有民眾認為白開水索然無味或有「消毒水的味道」，寧可喝飲料也不

喝水，結果愈喝愈胖。營養師表示，人的飲食與視覺及嗅覺相關，若不想只喝白開水，可選擇浸泡水果

片，只需瓶中浸泡一段時間，就能帶有淡淡水果香氛，熱量極低且視覺漂亮，是增加喝水欲望的聰明手

段。 

130. 主持人說：「他已去了烏克蘭，不是嗎？」川普改口說：「好吧，以某種方式他已經在那裡了。當時我

不在任上，是歐巴馬任內。」川普似乎搞不清楚普亭兼併克里米亞，就是入侵烏克蘭。 

川普表示：「我聽說，克里米亞人寧可成為俄國一部分，不要留在烏克蘭，你必須正視這一點。」 

川普呼應普亭兼併克里米亞的藉口，這段訪談內容立刻在俄國國營新聞頻道播出。 

131. 夏日高溫本應多喝水防中暑，但仍有民眾認為白開水索然無味或有「消毒水的味道」，寧可喝飲料也不

喝水，結果愈喝愈胖。營養師表示，人的飲食與視覺及嗅覺相關，若不想只喝白開水，可選擇浸泡水果

片，只需瓶中浸泡一段時間，就能帶有淡淡水果香氛，熱量極低且視覺漂亮，是增加喝水慾望的聰明手

段。 

132. 川普曾口出狂言要將 1100 萬名墨西哥人趕出美國，並在美墨邊境築起高牆阻擋非法移民。川普歧視墨

裔的言論能否激起拉丁裔選民用選票否決他，仍有待觀察。 

在民主黨方面，受到 45 歲以下年輕選民青睞的參議員桑德斯不敵希拉蕊的高人氣落敗，並鼓勵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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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投希拉蕊。但許多年輕選民質疑希拉蕊的誠信問題，寧可看川普上台不願希拉蕊入主白宮。分析師認

為，希拉蕊必須拉近與年輕選民的距離並修復緊張關係，才能贏得大選。 

133. 成為一名戰象並沒有帶給牠太大的榮耀感，牠們實際的任務是當貨車般的載著沉重的補給品跋涉長途，

並試圖躲開敵人的路線。而行走的路線通常有軍人帶領，牠們只要認分的行走，就可以完成任務。和在

動物園比起來，牠寧可當戰象，因為行走是大象的天職，而且可以就地取食，不管舉起鼻管捲樹葉或剝

樹皮，自己採來食物食用，有無比的成就感。但和真正的戰象比起來，牠們不過是冒犯了先賢的這個名

諱。 

134. 「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成員張雅琳也認為，罐頭遊具讓孩子失去對土地的連結，也沒有在地特色。 

據了解，國小遊具必須符合衛福部的兒童遊樂設施管理規範，罐頭遊具較易符合，且採購組裝及保養比

特色遊具簡單更多，不少學校寧可採購罐頭遊具省事，特色遊具漸被淘汰。 

新工處土木科長黃崇豪坦言，過去新工處闢設公園時，曾經遇到民間團體質疑採用「罐頭遊具」的適切

性，若要滿足民眾對設置兒童遊具的期盼，設計上必須先滿足法規，否則連設置都有困難。 

135. 後續研究發現，安全感是孩子心智發展的基石，孩子要的不是父母去城裡掙錢，給他吃好穿好，他們要

的是爸媽在身邊陪著他長大。 

他的父母看到大陸每年都發生留守兒童自殺之事，所以寧可窮，不讓孩子倚門而望。 

講故事則是啟發孩子想像力的好方法，想像力會帶著孩子飛向遙遠的國度，在那裡，沒有事情是不可能

的。孩子智慧的發展需要跟人互動，語言的發展更是如此，實驗發現父母有念書給孩子聽的，他們到四

年級時，口語表達能力與詞彙數量都優於父母沒有念書給他們聽的孩子。 

136. 我們不斷遷徙，吃光了一地的樹枝樹葉、剝光了樹皮後，又遷到另一地，而我們的群數在減少，有的被

誘捕，有的走失，有的留在某處等待生產。我們的腳磨過粗礪的碎石，踩過乾硬的枯枝，我們眼睛向下

俯視，尋找可以躲避捕象人的路徑，可是我們的視覺畢竟不好，常常在慌張中迷途失去方向。下俯的眼

神也透露我們覺得生命太過卑微，一直在逃離，萬一不幸成為人們的役使，我們只得認命以勞動取悅主

人，以取換可以充飢的食物。 

失去丈夫的母親明顯的心情悒鬱，牠說，沒想到妳的父親也逃不過人類的貪心啊！我寧可去幫他們勞役

換取妳父親的生命啊！ 

那只是一個懊恨的說法，人類是由不得我們交換條件的。我們的語言系統不同，人類不會有耐心由我們

的肢體語言猜透我們的心思。 

137. 若不清楚自己是否進入更年期，可抽血檢查荷爾蒙，若量小於一定單位，就能確定邁入更年期。要注意

的是，這段期間若經血量變多，可能是其他病灶造成，例如子宮內膜增生、息肉、子宮肌瘤或水瘤，都

可能造成亂經和不正常出血。 

由於國人子宮內膜癌罹患率愈來愈高，寧可想像壞結果，早一步到婦產科檢查預防，以免太晚發現，導

致治療棘手。若懷疑出現懷孕症狀，雖然 46 歲懷孕機率小，但仍有機會，建議先驗孕。 

138. 傅崐萁認為「事在人為」，如果想要做好事，就會找盡各種方法，例如過去曾嘗試將規畫好的工程預算

書，再打六五折發包，最後仍順利招標，工程品質也未下降，地方建設持續進行。 

傅崐萁笑著說，花蓮縣「爹不親，娘不愛」，所以要更努力，寧可官不聊生，也不能民不聊生，所以縣

政團隊都「很操」，也很努力，感謝花蓮縣民的肯定。 

139. 美國記者故意提台灣是「實體」，蔡可以安之若素，自認仍是一個國家，做為國家總統，只須表明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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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島主權與二百浬經濟海域，一句話就夠了；不此之圖，而寧可藉機示意，站在美國南海問題國際化

一條線上，莫非這是她的「新南向」跳板？ 

蔡政府執政兩個月，政策上脫中，對美對日怯怯，以致從沖之鳥台灣漁船遭日本逮捕的後續談判，到太

平島無辜被仲裁成礁的池魚之殃，蔡政府在這兩件事上，既退又讓，態度模糊，最後才會激起屏東漁民

組織  船隊「海上自力救濟」。 

140. 台灣近年來流行背包客，越來越多人背著背包長途自助旅行，不論是有限的預算下進行旅遊，還是選定

特定的地區，像是登山、露營、戶外冒險活動，都吸引背包客前往。 

專賣運動、登山設備的業者邱景民說，不管是登山、露營或是自助旅行，有沒有帶上一個好包包真的很

重要，後背包外型雖不時尚，大大一個，像背個烏龜殼一樣，但容量大小、機能性才是挑選重點，很多

人都  輕忽它，寧可選擇好看又便宜的包款，等到上路時才知痛苦來了。 

141. 摩根大通亞太收益基金經理人羅傑瑞（Jeffrey Roskell）說：「檢視我們的十大持股，沒有一檔是典型防

禦型股。」他過去兩年來已減碼不動產投資信託（REIT）和電信股。 

亞洲防禦型股票的本益比已升到 15.6，遠高於 15 年平均值 13.1 。 

即使投資電信和公用事業類股，羅傑瑞也寧可冒些險買進較低廉的個股。 

他舉例說，韓國電力和中國移動分別提供 5.1%和 2.9%的股利收益率，已納入摩根大通泛亞太股票入息

基金的五大持股之列。 

142. 本次 5 年期公債標售結果，得標利率 0.51%，較上次同年期公債最高得標利率 0.568%，下滑 5.8 個基本

點（1 基點為 0.01 個百分點）。債市交易員表示，由於經濟持續不景氣，復甦前景仍不樂觀，導致企業

投資意願低落、市場資金氾濫，銀行滿手爛頭寸，市場避險需求大幅提升。即使公債利率低，但安全無

虞，金融機構寧可將錢投入債市，造就了債市多頭行情。 

本次標售最高得標利率 0.51%，雖為歷史新低，但符合市場預期的 0.5%至 0.51%，債市交易員解釋，隨

著長短債殖利率收斂，短期的 5 年債殖利率續跌空間有限。 

143. 趙晨陽在上海多年，已充份「在地化」。因為工作關係，認識了在廣告公司上班的上海老婆；生下小孩，

為了讓小孩念書、就醫便利，選擇讓小孩入上海戶口。盡管上海學生課業壓力大，但他比較過兩岸的教

學，認為大陸更具國際觀，即便辛苦，寧可讓小孩提早面對未來全球化競爭的時代。 

144. 兆豐國際投信美元貨幣市場基金經理人林邦傑認為，投資人對於市場展望看法保守，寧可持有現金，也

不願隨便投資；與其他類型基金相比，貨幣市場基金保本、收益穩定，成為現金升級新選擇；在強勢美

元時代，投信業者積極看好美元貨幣市場基金，預期這股貨幣市場基金熱潮也正式由新台幣與人民幣，

延燒至美元。 

145. 資本金融的藝術購買力，是把藝術當成資產配置的其中一項，藏家們對全球保險成本急遽升高是第一層

有感，為了驅散風險，藏家們會願意把資本投入到成熟型的大師藝術家：因為在其他環節的風險已經升

高了，得想辦法抑制在藝術市場上的相對風險，因此寧可花大錢買大師，不要再花小錢挺新銳，免得石

沉大海。  

我不曉得這算不算藝術市場的福音，但從恐攻年代起算到現在，過去八年走得很辛苦的中生代優質藝術

家，未來應該有補漲空間。未來五年或許會有新的一批大師級藝術家入主帕德嫩殿堂吧。 

146. 台東市排灣族卡拉魯然（新園）部落今年的豐年祭好環保！族人一改往常使用免洗碗筷的習慣，改採不

鏽鋼碗筷及環保杯，寧可多費點力洗碗，也不貪圖方便製造垃圾，遊客也覺驚豔。 

部落族人說，這是環保局今年補助的方案，不僅省下經費及垃圾處理成本，整個祭典環境也變得比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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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多了。 

147. 從雄三飛彈誤射到陸客團的火燒車意外，都凸顯兩岸不可能完全不對話的現況，但兩岸目前仍寧可因一

句「九二共識」而僵持不下，顯示政治高於人道，毋寧是兩岸人民最大諷刺與悲哀。即使海協會此次派

員來台，對岸都要先打預防針，不代表兩岸溝通聯繫機制恢復，海陸兩會何時能夠「通話」和「已讀」？

仍是未知數。 

148. 今年上半年建商投入購地規模超過 5 億元的交易，除了尚志資產開發以 10.9 億元購買台北市中山區土

地，其餘較具規模的土地交易多位於中南部，例如及達麗建設購買二筆，分別取得台中西屯、高雄前金

土地，台邦首府建設、鉅曜建設、福懋建設、百立建設在南高都會區土地市場也有斬獲，顯見土地市場

交易重心資金明顯外溢至中南部市場。 

業者分析，台北市土地除非條件極桂，否則在預售市場萎縮、房屋創價能力不如以往下，加上在重房屋

稅及地價稅的變數及壓力下，建商即使資金充裕，寧可空手或將重心放在去化餘屋。 

149. 台大醫院副院長江伯倫說，台大新竹生醫園區分院一、二期相繼完工後，最大問題是醫師、醫事人才招

募，目前也與台灣大學校方協調，希望在竹北分校增列醫學院相關科系。 

醫界指出，有些醫生會因「家庭因素」等考量，留在家鄉服務，但大多醫生寧可在台北大型醫院服務，

主因是台北醫療資源佳、醫療學術多元，加上政府對公立醫院管制嚴格，也讓部分醫生不願投入。 

150. 不願具名的房市業者直指，就算央行鬆綁，房價也起不來，因為市場普遍認為房價還會走低，屋主若不

讓價，買方根本不買單，即便精華地段的捷運共構宅，也逃不了跌價命運。 

不少投資型賣方，寧可選擇認賠殺出。實際案例為，一位英文名字為 Vivian 的女士兩年多前以每坪 127

萬元購入永春站的捷運共構大樓，去年開始想要出售，不僅賣不掉，連看屋的人也寥寥可數。 

151. 薇特．辛格去曼哈頓中城上班，幾乎再也不走人行道了，因為人太多，空間太小，耐心也不夠。 

相反地，當辛格從賓夕法尼亞車站走到她位在第三大道上、靠近四十街口的工作地點，以及回程，可見

到她走在馬路上的身影。她寧可閃避路上的計程車與自行車，也不願走在擠滿了爭奪動彈空間的通勤

者、遊客以及推車小販的人行道上。 

在環球電視台擔任專案執行工作的辛格說：「我不介意走路，只是人太多了。他們有時候很粗魯。他們

讓你難以招架，毫無個人空間可言。他們還抽菸，令人難受。」 

152. 觀察家早就警告庫德族問題可能引發軍事反應，可是幾乎沒有人料到會發生政變。專家說，如ＰＫＫ與

土國政府的戰鬥失控，西部城市中心的集體暴力導致安全崩潰和經濟走下坡，假如政府愈來愈威權，可

能引發大規模反政府抗議，而厄多安如出動警察殘暴鎮壓，引發更多混亂和流血，要求軍人出面的呼聲

反而會升高。 

但是，即使在這些危險情況下，軍事將領可能都寧可採用政治干預而非軍事行動，施壓迫使總統辭職，

因為土耳其的政治經濟演進，使它無法再接受軍事執政團統治。 

153. 現在想來有些好笑，但余宛如至今還是堅持租屋第一要注意的還是環境，尤其單身女子在外租屋絕不能

夠因為貪小便宜而掉以輕心，一定要確保屋子是租在治安良好的地區。余宛如也強調，房東好不好是至

關緊要的，她每次租屋只要發現房東有問題，或是態度不友善，就算心底對屋子再滿意都寧可割捨，把 

衝突的風險降到最低。 

這些年來租屋無數，余宛如說自己有三大觀察重點。首先，她認為租房時一定要先跟房東確認租屋內容

和彼此之間的義務，像是屋子提供的家具、設備有哪些，水電費是否包含在租金內，要是冷氣、水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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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問題要怎麼解決等，這些都需要在簽約前就好好釐清，其次她才會注意到房屋租金和內外環境。余宛

如說，她過去有一次就是因為沒有與房東溝通清楚、約法三章，房東因此直接拿鑰匙帶客人進門，讓她

惱怒不已，差點退租。 

154.沈鳳臺研判濫倒案件增加的原因，包括中部地區近年出現垃圾大戰，加上焚化爐歲修、屆齡，垃圾處理

量有限，進而排擠處理事業廢棄物的處理數量；另外不肖業者不願多花錢，寧可濫倒，他與鄰近縣市聯

繫，發現不只苗栗非法濫倒案件增加，台中、彰化也有相同窘境。 

他指出，苗栗縣今年發現的濫倒案，其中 3 件已查出濫倒的行為人，已進入司法程序；要遏阻濫倒歪風，

除了相關單位加強攔查、追查，也希望社區民眾一起努力，縣內編有檢舉外縣市非法濫倒廢棄物獎勵，

民眾檢舉查獲者將依個案情節發給獎金。 

155. 有趣的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陳乃嘉的賽車生涯竟有「親人魔咒」，只要家人在場表現就會失常，唯

獨太太謝佩珊能免疫。陳立恆觀戰的第一場賽就見愛子摔車，從此留下陰影，寧可事後看錄影帶。 

陳立恆曾引用「先知」一書的比喻，認為父母是弓、孩子是箭，父母用心把弓拉滿後，箭最終要落向何

方，要尊重子女自己的決定，除了在物質上滿足孩子的需求，陳立恆也是陳乃嘉的最大精神後盾，總以

「盡力就好」開導兒子，不必執著上頒獎台，放輕鬆反而能有更好表現。 

156. 黃溫雀表示，2012 年剛來的時候，內蒙古的星級酒店並不多，2014 年後如雨後春筍冒出，喜來登、香

格里拉等國際五星級酒店外，還有大陸國內五星級酒店萬達、內蒙古和新城等，競爭愈來愈激烈，但安

捷花園酒店仍決定不申請掛星，主要原因是申請星級認證成本太高。 

黃溫雀說，申請掛星，酒店各項軟硬體都要配合提升，她寧可把主力放在客房和餐飲提升，讓房客吃好，

住好，而不是把錢花在游泳池和健身房。 

內蒙近年來致力推動觀光，黃溫雀說，除非是不太好的酒店，否則是不愁沒有客人；但是受到北方氣候

影響，內蒙觀光的淡旺季非常明顯，每年只有 6 月 16 日到 9 月 15 日，短短的三個月是旺季，其餘時間

只能接待商務客和網路客；酒店的淡旺季人力需求大不同，她採取大量進用假期工的方式，來因應旺季

人力需求。 

157. 潘信榮說，台北有 13 萬戶空屋，60 萬租屋族供需長年無法交會，他想將兩者結合出可能。台北大安區

等精華地段很多屋主在國外，屋主因無力管理物業，或憂心住進不當租客，寧可不出租。另一方面，年

輕人因錢薄無法住進市中心，形成資源分配弔詭景象。 

潘信榮與團隊將共生公寓經驗及理念上網分享，吸引許多沒時間管空屋又認同想法的屋主參與，一間間

共生公寓在台北市中心蔓延，樣貌不同，但都重視共享空間概念，客廳往往最大，眾人一起工作、開會、

座談、電影放映、共食，有些房客睡在客廳，廚房是共煮好所在。 

158. 酵母也是歐式麵包的靈魂，由於得長時間發酵，林怡君與先生清晨 4 點就得上工，才能趕得上中午 11

點出爐，吃慣台式麵包的客人總有「麵包剛出爐熱熱吃最香最好吃」的刻板印象，但剛出爐的歐式麵包

因酵母菌還在呼吸，產生的二氧化碳容易傷胃，林怡君總不忘提醒上門客人，放涼再吃或寧可回烤冷麵

包，都比熱熱吃健康。 

甜點蛋糕也在水準之上，招牌千層蛋糕內餡會依時令調整口味，歌劇院使用濃郁巧克力嘉納許與濃縮咖

啡特製的奶油霜，搭配沾滿咖啡酒的杏仁海綿蛋糕，不少顧客訂購檸檬糖霜蛋糕做為滿月禮，酸甜滋味

令人驚豔。 

159. 前來買菜的宋先生說，昨天下班時間較晚沒買到菜，今天看風雨不大才出來買菜，雖然價格感覺還是比

平常貴，但也不確定颱風的狀況，還是先買一買。新莊區的莊太太則說，颱風天菜價通常都很貴，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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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不想出門採買，寧可等颱風過了再說。 

「菜價、水果普遍跌約 2 成」，新北市果菜運銷公司經理郭榮瑞說，因為受颱風影響，每天攤商約凌晨

1、2 點就會進場買菜，昨天晚了 3 個小時才進場，水果像火龍果、木瓜、鳳梨都跌了 1 成 5 到 2 成，蔬

菜類跌幅較大，葉菜類如苦瓜、絲瓜、芹菜、空心菜、高麗菜都大概跌了 2 成 5，上市場的消費者都有

機會撿便宜。 

160. 崔媽媽基金會搬家評鑑服務部主任張碧玉表示，國人傳統習俗，想要搬家的人通常會避開民俗月，因此

近期搬家公司經常出現工作滿檔，臨時要搬家的人可能會有訂不到車，或是必須配合搬家業者行程，不

一定能在自己想要的日子搬家，建議鬼月前夕要搬家的，提前三到四周先預約。 

住商不動產副總劉明哲表示，民間信仰寧可信其有，尤其是家中有長輩，或是全家大小而非單身個人搬

家，通常都還是會遵循習俗。但因為民俗月期間搬家有較大議價空間，通常可能便宜一成到一成五，加

上年  輕人比較沒有忌諱，或是碰到房東偏偏在這個時候要收回房子，因此近年來確實有不少年輕人會

在鬼月搬家。 

161. 陳偉殷第 7 局略有亂流，一開始面對塞佩達斯送出保送，兩出局後又被隆尼揮出安打，但他穩住陣腳讓

拉加雷斯擊成飛球出局，完成投球任務。 

「塞佩達斯這場對我打得特別好，想說不要再硬拼。」陳偉殷說：「又被打 1 支的話，那寧可保送，至

少傷害降到最低，畢竟比數接近，少丟 1 分是 1 分。」 

這是陳偉殷在明星賽前最後一次登板，拿到勝投掩不住喜悅；畢竟他今年表現有失過去水準，繳出強勢

優質先發，算是上半季最好收尾。 

162. 在旅行社工作的阮小姐表示，一般遠途出差，部分同事為了累積天合聯盟的里程數會選搭華航，但她常

選搭長榮，就是看中長榮的座位空間感覺比較寬敞，雖然同樣航線長榮票價略高華航一些，她仍覺得為

了在飛機上好睡一點，寧可選搭長榮。 

163. 南投縣一處水稻育苗中心，半年前被查獲僱用非法外勞，被罰了十幾萬元。殷實的老農說，「要花錢僱

工，我為何要請脫逃外勞，就是找不到工人呀」。農村缺工是農民的痛，農務服務團上路，可解決這個

問題。 

這幾年有不少年輕人，不愛上工廠，他們寧可少賺一點，返鄉和家人一起耕種。在魚池鄉咖啡園，竹山

鎮的菜圃，或集集鎮的荔枝園，都能看到青年農民，帶著迴流返鄉的堅持，認真耕作。 

164. 這次事件，論目的論手段，能引發多少共鳴？學生身分本已是享受著納稅人付出的一種保護傘，故越來

越多擔心失業的學生寧可延畢。校方難謂有義務提供工作，將兼任助理的「勞雇型」納入勞健保，已是

對勞權訴求的善意回應。至於「學習型助理」，工作界定既排除勞務，本也是學習歷程的一部分，很多

學生視為榮譽紀錄，爭取唯恐不及。這次，當抗爭學生理直氣壯高喊「假學習，真勞動」時，他們許多

清貧的同學正在就業市場品嘗迫於生計的殘酷滋味，那麼，何者有資格抱怨「真勞動」？ 

165. 雖然這種現象只是一部分人的信念或作法，不能以偏概全，但整體公民社會所感受的氛圍演變卻愈來愈

明顯。在「只要你喜歡，我也可以」的年代，多半懂得尊重別人，常「犧牲小我，完成大我」，肯吃苦，

肯吃虧，有耐心，有禮貌，為了和諧寧可壓抑自我。 

在「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年代，個人自由主義抬頭，常見自我感覺良好者，大眾已分眾，分

眾又有小眾。少子化與小確幸漸成主流。很多為人父母者不再奢想「養兒防老」，只卑微的期盼不要「養

兒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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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多年之後，某影展場合上一位製片人醉醺醺地跑來對她說：「譚蒂，我最近『見過妳』喔！」譚蒂的導

演丈夫奧爾派克追上前去問清楚，才知道那位導演竟然把試鏡帶當成餘興節目，和友人打完撲克牌後拿

出來放給大家看。 

譚蒂表示自己的兩個女兒也都十幾歲，開始覺得有必要對這種事情表達意見，因為娛樂圈有很多人寧可

裝聾作啞，等於變成下流導演、製片們的共犯，應該要有人來防止再有年輕演員受到類似的騷擾。 

167. 園區法院執行庭副庭長江福祿指出，房價上漲帶來了二手房交易糾紛的大幅增加，利字作祟使得不少賣

方甘冒違約的風險，寧可賠償高額違約金也不願按合同出售房屋。出賣人因房價上漲而毀約的行為，不

利於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在二手房交易中，合同約定應明確網簽時間、滌除抵押權、資金託管、

戶口遷移、違約金比例等問題，預防糾紛的發生。 

168. 金車教育基金會昨公布最新調查，發現有近 33%小學生的暑期活動，以安親課輔優先，另有 21.5%的孩

子，寧可暑假「宅在家」，對戶外活動興趣缺缺，也不想參加才藝班、安親班。 

家長陳淑真認為，不敢把孩子送去參加夏令營，除了怕場地潛藏危機，食物安全也令人憂心，安親班相

對就比較安全。家長葉淑凌也說，現在很多營隊要過夜，有安全上的顧慮，不敢讓女兒參加。 

169. 「基隆媽要嫁女兒囉！」基隆市慶安宮月老殿 7 月 3 日上午落成啟用，到年底前來求紅絲線進而交往修

成正果者，基隆媽致贈價值 5 萬元禮品或代金當嫁妝，主委童永也樂當媒人，一起辦喜事。 

慶安宮主委童永說，現在人口為何會少？就是因為很多年輕人不結婚不生子，寧可同居當頂客族，老了

才知苦。為了鼓勵適婚男女結婚，他們刻了一尊「月老」，7 月 3 日上午 10 時安座剪綵，供大家拜月老

求姻緣，參加者送紀念品。 

170. 中小學生即將放暑假，金車教育基金會公布 2016 青少年暑假休閒生活調查，有三成二小學生暑期活動

以安親課輔優先，有 21.5%的孩子，寧可暑假宅在家，對戶外活動興趣缺缺，也不想參加才藝班、安親

班，寧可在家當宅童。 

金車基金會 5 月底針對全國 1600 名小四到小六學生進行暑假休閒活動調查，結果發現，家族旅遊是孩

子最期待的活動，占 56.3%，但除了家族旅遊，孩子已安排的暑期活動，安親課輔，參加才藝班為第二

優先，顯示暑期長假有三分之一的學童，課業壓力有增無減。 

171. 不少大學生寧可把錢花在手機、旅遊、休閒活動、高檔咖啡上，也不願將錢花在投資自己教育上。難道

高等教育不應設法提升品質、強化與國際連結、提供學生更優質課程、賦予學生更寬廣的國際觀？難道

台灣高等教育就該廉價？廉價教育，大學生獲益了嗎？多少人上課玩手機、睡覺、看 Youtube，下課忙

打工、排隊等美食、看電影？溫書假去旅遊？ 

172. 索羅斯在英國脫歐公投前，曾警告英鎊兌美元可能跌超過 20%，因為選民極度低估脫離歐盟的真正成本。

索羅斯認為：「令許多人害怕的災難局面已成真，使得歐盟崩解實際上無可逆轉。」 

另一方面，在全球市場都因英國脫歐的不確定性而劇烈動盪之際，儘管從紐約到倫敦的分析師與交易員

都一致看好黃金，投資老手羅傑斯寧可押寶美元作為避險。 

羅傑斯 27 日受訪時說：「金價即將下跌，今年底的價格可能比現在還低。」羅傑斯強調，若金價跌得

夠深，他將再度進場。相較於彭博訪調分析師預估金價將漲超過 7%，他的看法顯得截然不同。 

173. 問：宏碁第 1 季毛利率走揚的原因？今年的營運展望？ 

答：宏碁的 PC 本業已經穩下來，內部的策略就是要賺錢，寧可少賣，也不能賠錢賣。宏碁耕耘電競筆

電、平板電腦二合一裝置等利基型產品市場，雖然不利於出貨量，但是產品單價、毛利率都比一般產品

高出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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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向來擅長藉緋聞炒話題的泰勒絲，會不會終於碰上旗鼓相當的對手？湯姆希德斯頓自從在漫威英雄影片

亮相後，這幾年藝壇聲勢一路飆高，連在片中演主角的演員都未必比他出鋒頭，應對媒體、自我宣傳的

功力一級棒。英國「每日郵報」訪問他的老同學與舊朋友，他們也形容他為事業成功寧可付出一切，感

情絕對不放第一，泰勒絲顯然也不會是那個讓他甘心定下來的真命天女。 

在情史精彩程度上，泰勒絲與湯姆有拚，美國媒體分析她總是一開始以溫順可愛的女友姿態出現，看似

願為情郎走入婚姻，卻很快喊停，再推出一首「分手歌」，和湯姆的這一段也按照這「固定流程」走，

應該也沒有意外，彼此一拍兩散只是遲早，就看誰會先甩掉對方。 

175. 新中和社區住戶代表質疑，92 年完成的環評報告是針對直線過河方案，後遭捷運局以「不可行」否決，

擅自變更路線改行經安和路三段，「截直取彎」沒道理；另質疑何不區段徵收 660 平方米水利地讓路線

通過，只增加 9 千萬預算，「市府寧可保障那 3、4 名地主權益，犧牲數千名居民嗎？」 

李政安說，K7 站至 K8 站路線最初規畫行經環河快速道路旁水利地，因考量治水及工程技術問題，並希

望減少不必要的拆遷與徵地，才改行經安和路三段，「絕無圖利他人和霸占民地」。 

176. 期貨人士說，外資持有未平倉淨多單仍有 5.4 萬口左右，但要提防外資是否也已在 T50 反 1 布局，因此

5.4 萬口未平倉多單水位是否要打折？目前交易量能萎縮是因為英國脫歐公投不確定性高，投資人寧可

先等結果出爐。 

英國脫歐公投明朗後，台股進入重量級個股的除權息行情，台股有機會以填息走勢拉抬指數。期貨人士

說，目前情勢雖可略為偏多看待台股資金行情，但投資人布局台指期的部位在英國脫歐公投未明朗前，

宜做好風險管控。 

177. 高溫燒製的是琺瑯表，若顏色多樣就稱為琺瑯彩繪表，也稱為大明火琺瑯。現在有些品牌推出的彩繪表

不是以琺瑯釉料高溫燒製，而是以油彩繪製於一般表盤或在珍珠母貝上，因此所謂的彩繪表不一定就是

琺瑯彩繪表。在拍賣行一只 PP 琺瑯彩繪懷表成交價可能超過三十萬美元，市售單色的大明火琺瑯腕表

也要二至三萬美元，不是普羅大眾買得起。Seiko 的 Presage 系列，表盤號稱是真正燒製的白色琺瑯，依

Seiko 官方資料顯示為百年不會退色的面盤。我寧可相信它是真的，因為低售價不忍苛責，新台幣三萬

元有找，堪稱地表最超值的琺瑯表。 

178. 遠東科大設計學院院長張永富指出，不景氣民眾捨不得花錢買新品，寧可花小錢維持「小確幸」，這種

現象與景氣興衰互為表裡，景氣越差需求越大，也反映出政府對穩定經濟、物價依舊束手無策。  

最近南部不少社區、市場都看得到「流動修鞋匠」，修鞋師傅劉錳沛說，現在很多人都跟他一樣，賺的

錢還不夠還債，新鞋動輒上千元，「鞋底開了只花 50 元就能修好，為什麼要丟掉？」 

179. 清華大學材料系教授周卓煇至今不用智慧型手機，他說「時間應該浪費在重要的事情上」，要抗拒親朋

好友遊說加入通訊軟體很辛苦，但想到已讀不回不禮貌、要不要加好友或群組？時間被手機綁架，寧可

「讓步調慢一點，生活可以更優雅」，把重心關注在「眼前人」。 

180. 景氣好時衣鞋舊了破了、電鍋不熱、電扇壞了就丟棄，現在卻是能修就修，「幫修業」靠薄利多銷、每

修一件工錢大多 50 元，家電維修車、修鞋小攤的客人都變多。 

這些因景氣差反而得以維生的個體戶，因許多人近來捨不得多花錢買新品，寧可花小錢來維持「小確

幸」，不僅能在社會一角生存，也形成一股不可漠視的地下經濟能量。 

181. 敦化國小老舊校舍改建案，因為學生人數太多、安置困難，改建工程已延宕八年，家長似乎寧可把學生

送進危樓上課，也不願把孩子送到他校就讀。莫非要真的要等到樓塌了那一天，這個社會才會從「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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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迷思中覺醒過來？ 

182. 長期照顧財源如採保險制，無非是要求青年世代犧牲自我未來，移轉支付給需要照顧的年老一代，在少

子化的社會現況下，既不是足以為永續的施政方針，更違反世代正義，讓青年一代越加陷入不願生養下

一代、寧可獨善其身的惡性循環，不可不慎。 

183. 簡舒培表示，雖然社會局推出友善托育政策，但規範托育人員及機關收費標準不得超過政府公告的收費

金額 2 萬 2000 元，以致有逾五成登記保母未簽定或不願簽定合作意向書。 

不願簽定意向書的托嬰中心向簡舒培表示，考量經營成本及托育品質，寧可拒絕希望得到托育補助家長

的生意，也不願降價，市府做法未達到減輕育兒負擔的美意。 

簡舒培說，一位新手父親表示，因夫妻兩都要上班，選擇大安區一家不錯的私立托嬰中心，才得知該托

嬰中心因未收費標準不符社會局規定，不能申請補助款，在經濟考量下，不得不放棄。 

184. 為搶通路市占率，壽險業多年都出現「佣、獎過高」情況，尤其銀行保險通路最嚴重，形同業者為了搶

通路，寧可賠錢賣保單，導致出現「費差損」。 

施瓊華說，去年底到今年初，檢查局金檢多家公司熱銷商品，發現壽險業支付通路費用過高，「尤其在

銀行通路」較嚴重，且有好多家公司佣、獎支出「都高過附加費用率」而被處分；因此金管會才「重申」，

要求壽險業在銷售保單時，不得再有「費差損」情況。 

185. 中國大陸電影市場近年成長迅速，李安說，年輕的電影人不要太急功近利，基本功要打好，他希望大陸

市場榮景不要掉入「一片跟風」和「只講明星不講究內容」的陷阱，寧可慢下來。  

李安認為拍電影最重要的就是真誠，故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背後要講的東西和「觸摸觀眾的方式」。

他說，「不管面對幾億觀眾，最重要的是面對自己」。 

186. 「政風要辦別人，資料須經得起檢驗。」沈國良受訪指出，他當了廿三年政風人員才轉任主祕，莫名捲

入事端，他比別人更嚥不下這口氣。他說，政風為何讓人感覺像東廠，就是因為有些政風人員見獵心喜，

只相信檢舉人又不查證，寧可錯殺一千也不願放過一個。 

187. 央行上月公布，4 月國銀人民幣存款降至人民幣 3,108 億元，為 15 個月新低，月減 1.1%，為七個月來最

大；央行官員坦言，人民幣存款去年 6 月達高點，近期連三月萎縮，餘額下滑「確實是個趨勢」，未來

是否持續仍有待觀察。 

銀行主管分析，近期新台幣匯率強升，加上美元很可能在 7 月啟動升息，民眾寧可轉投美元懷抱，也不

想再大舉加碼人民幣，是人民幣存款每況愈下的主因。 

國銀人民幣存款在去年 6 月攀上人民幣 3,382 億元的歷史新高，隨後便呈下滑趨勢，至 4 月底為止，累

計蒸發人民幣 274 億元，減幅約 8.1%。 

188. 此外，北京當局提出的「去產能」，也將影響大批公務員的生計。大陸計畫自 2016 年起，以三至五年

時間減少煤炭產能 5 億噸，粗鋼去產能目標則是壓減 1 億至 1.5 億噸。光這兩個行業估計就將牽涉到 180

萬人的飯碗，不少公務員與其等著被裁員，寧可先行擇機「跳船」。 

新華網報導，已公布的上市公司年報顯示，包括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鋁業、中國國航等 24 家央

企，2015 年的董事、監事等高層的薪酬總額比 2014 年減少了人民幣 1,700 萬元（約新台幣 8,500 萬元）。 

189. 近期由於受義大利公投不確定因素影響，市場風險意識抬頭，追價意願不高，且盤面上無主流族群帶動

情況下，操作難度升高，多數投資人寧可選擇觀望，不過，往年年底集團為美化財報刻意拉抬股價，今

年在多空因素夾雜之下，法人預期股價可能提前至 12 月初即開始向上推升。 

根據統計，往年像是台塑集團、遠東集團、聯成集團、華新麗華集團、英業達集團、光寶集團、統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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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士電集團、長榮集團等到年底時，旗下均有一、二家公司有不錯作帳行情值得期待；受川普考慮把

製造業拉回美國，近期科技類股走勢疲弱，塑化、紡織、營建、金融股成逆勢撐盤要角，法人指出，可

就目前強勢集團族群中擇優布局。 

190. 不知是哪位親友的建議，要父親暫時出逃美國，也許是走投無路，父親真的去了，但僅僅去了一個月便

回來。逃亡是沒有時間表的，何時能回家，更是未知，我想他是放不下我們，無法忍受分離的痛苦、思

念與孤寂。他寧可面對司法的審判，以身體的禁錮換回心靈的自由，至少在空間上，他是和我們在一起

的。 

我和母親曾去看守所探視過父親幾次，他總是笑瞇瞇地向我們走來，隔著玻璃窗拿著話筒和我們對話。

忘了父女倆談了什麼，約莫還是問我的功課如何吧，只記得他即使在那樣的環境裡依舊處之泰然，不見

猥瑣卑躬，說起話走起路來盡是瀟灑率性，一副海派大老爺的樣子。 

191. 民營銀行主管表示，隨著全球反洗錢意識升溫，只要是有疑慮的客戶，銀行會提高警戒，嚴格審核把關，

寧可少做一筆生意，也不要冒著遭主管當局重罰的風險，反而得不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