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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母語者及學習者 

敘述體寫作之前後景研究 

中文摘要 

 

關鍵字：前後景、敘述體語篇、時間定位、時間推進、偏誤分析、篇章

語法 

 

    前景和後景是篇章分析中常用的概念，在談到敘事篇章時常會提及。

然而，前景、後景的二分法普遍受到質疑。本研究擬採取更具動態且較整

全的視角，以真實語料為依據，驗證前後景理論是否具體可操作，並探究

前後景理論與時間表達，這兩個與敘事篇章密切相關的概念，兩者之間的

互動關係。 

    在前後景設置上，研究結果顯示漢語母語者在寫作短篇的前景句比

率較學習者來說相對較低，通過變異數分析後，結果顯示母語者與學習者

的數據具很顯著差異，前後景的分布符合後景向前景推進原則

（Background-to-Foreground Progression, BFP），為數接近一半的前景句

出現在篇章段落末句。 

    關於前景中所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漢語學習者最常使用的形式為

時間詞及連接詞，而母語者所使用的主要形式則為三類補語，包括結果、

趨向及目標補語。在時間詞的類別中，時間名詞及短語、後時關係時間詞

是兩類最普遍使用的形式，前者通常在段落首句出現，所在分句擔任後景

並協助時間定位；後者所在分句則較多充當前景並具時間推進的功能。進

一步檢視這兩類時間詞，研究發現母語者在短篇中使用非直指時間表達

形式，而三組學習者在短篇中皆保持穩定數量的直指時間表達形式，約佔

全數的三分之一。而在後時關係時間詞方面，其所在分句於段落中的位

置，對前景的實現具直接的關係，而顯性語言形式，例如完成貌「了」及

補語，所代表的是「有界」的概念並用以推進時間，對前景的實現則無直

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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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筆者根據以上研究結果，歸納整理出學習者在前後景設置、時間

定位及時間推進方面所犯的偏誤；並將研究結果應用至教學層面，針對初

級階段漢語學習中的篇章教學與語法教學提出相關建議。 

    本研究的教學啟示包含兩個面向：第一，篇章語法需在初級階段的漢

語學習中引入，並以前後景的基本概念及從屬化手段為核心內容。第二，

語法教學的內容，即在前景及時間推進中所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如時貌

標記、補語及時間狀語等資訊的語法功能，以及這些語言形式之間的互動

制約，只有在敘述篇章中才能得到更好的體現，以及更準確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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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Grounding in  

the Narrative Writing of Chinese 

L1 Speakers and L2 Learners 
 

Abstract 
 

Keywords ： grounding, narrative discourse, temporal location, temporal 

advancement, error analysis, discourse grammar 

 

    The concept of grounding is frequently used and generally accepted by discourse 

analysts in relation with narrative discourse. However, the binarity of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has been criticized for its rigidity. By adopting a more dynamic and holistic 

view, this study aims to (1) examine the concept of grounding and put it into practice 

with empirical work; (2)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heories of grounding and temporal interpretation, which plays a key role in narrative 

discour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ercentage of foreground clauses used by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in their narrative writing is lower than for Chinese learners, and the ANOVA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erence is very significant. The distribution of 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Background-to-Foreground Progression 

(BFP), given that approximately half of the foreground clauses take the position of the 

last clause in paragraphs. 

 

    Among the explicit forms used in foreground, the number of connectives including 

the category of temporal is highest in the groups of Chinese learners, while the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take the verb complements as the main form. In the category of temporal 

connectives, time phrases and the adverbials expressing after-time are the two most 

widely used items. For time phrases, they are usually used in the initial clause of 

paragraphs, serving as a background and have a temporal location function. While the 

adverbials serve as a foreground and has a temporal advancement function. By examining 

these two forms closely, we found that Chinese native speakers tend to use the non-

deictic forms of time phrases in their narratives, while the three groups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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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ers used a steady amount of the deictic forms, approximately equal to one third of 

the time phrases, regardless of their competence levels. For the after-time adverbials, the 

position which they take in the paragraph has a direct effect on grounding, while the 

explicit forms including the perfect aspect marker “le” and a verb complement, both 

representing the “boundedness” and as critical criteria for temporal advancement, have 

no direct effects on grounding.  

 

    The last part of the study consists of an error analysis which focuses on errors found 

in the narrative writing of the Chinese learners, ranging from grounding to aspectual, 

lexical and adverbial information used in temporal location and temporal advancement.  

 

    The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of these findings are two-fold: It is necessary to 

introduce discourse grammar, including the basic idea of grounding and subordination at 

the beginning stage of Chinese learning. The usage of the explicit forms which present 

in foreground and temporal advancement, including aspectual, lexical and adverbial 

in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explicit forms are best realized and 

understood in narrative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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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敘述體語篇就是「講故事，告訴人們世界上各種事情發生、發展的經

過」（Berger, 1997：4）。這個定義概括了敘述體語篇的特點：簡單、實

用，正因為如此，敘述體語篇是各種語篇模式中最基本的、被探討最多的

一種語篇模式（Linde, 1993；邢志群，2007）。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敘述

體語篇是篇章教學中一個重要的部分，培養學生掌握聯句成篇的語言能

力和技巧，在口語和書面語兩方面的表達皆有其實際需要。 

    以筆者所教的初級漢語學習者為例，他們在捷克大學完成一年漢語

課程後所寫短篇的偏誤，並不僅僅牽涉句子層面的語法，而與篇章層次的

結構組織密切相關。當中很多偏誤類型是根深柢固的，在中級、高級學習

階段持續反覆出現。比方說，動詞後綴「了」在小句範圍的作用為標記完

成貌，這是大部分初級教材都詳細講解說明的語法項目，也為漢語學習者

所共知。然而，什麼時候該用「了」，什麼時候不該用，以及「了」的活

用和隱省，這些疑惑在他們的寫作或口語表達中都能反映出來。以下兩例

為不同年級漢語學習者在敘述體篇章寫作中使用完成貌「了」的情形： 

B25 一前[見面以前]他買了一把花。 

 接著他看見*{了}她， 

 可是如果這位女孩兒很高，[他發現這位女孩兒很高] 

M1 有一天他在外面走來走去的時候， 

 看見了{一個}非常漂亮的女生。 

 大為馬上愛上了她。 

    學習者 B25 已完成三個學期的漢語課程，而學習者 M1 則已完成五

個學期或以上的漢語課程，兩者學習中文的時間長短不一，但完成貌「了」

的使用和掌握對他們來說，同樣是一大困擾問題，如這兩個學習者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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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在例子一，完成貌「了」是強制使用的，可是學習者卻沒有使用；

而例子二的完成貌「了」則是自由隱現，可省略的。兩個例子的「了」使

用與否，與篇章的信息焦點及銜接功能具密切的關係。因此，只有引入篇

章的觀念，把小句結合到更大的語言單位中去，才能真實呈現出「了」的

不同面向，從而幫助學習者充分了解、掌握「了」的語法意義及其使用規

則。由此可見，篇章教學應該是貫徹初級、中級以至高級漢語學習的重要

內容。 

    然而在實際教學中，在編寫教材時，語法教學基本上還是停留在句子

層面。篇章語法（discourse grammar）仍屬「邊緣性」的東西，未能得到

具體的落實（崔頌人，2003）。不同階段的漢語學習者始終未能切實掌握

並使用「了」的這個現象，反映了目前對外漢語教學對篇章教學重視不足

的問題。其弊病給教學者帶來的省思是，若僅僅關注某一語法形式的偏誤

而忽略各語言形式結構之間，以至它們與篇章層面的互動、制約關係，則

無法探知真正提升改進教學成效的治本之法；而對於教材編寫者來說，將

語法教學內容僅僅局限在句子範圍之內，並將語法項目以孤立割裂的形

式編排，而未顧及這樣一個事實：句子結構內部各成分之間的相互關係，

以及句子的形式可能受到句子以外因素的影響，那麼教材的語法描述就

不能說是完整的，也就無法支援教與學。因此，本研究的動機主要為探討

篇章教學與語法教學，可如何透過前後景理論與時間表達，這兩個與敘事

篇章密切相關的概念結合貫通起來，並在初級階段的漢語學習發揮最大

的效用。 

二、研究目的 

    目前篇章教學多針對中高級階段的學習，強調的是篇章銜接連貫的

成分，以及句子和句子連成段落、篇章的手段和方式。基於時間性是敘述

體篇章中必不可少的條件和組織方式，時間推進體現了句法、語義和篇章

多方面的影響作用。通過系統地考察篇章中的時間推進，可以觀察句子中

句法、語義與篇章原則的關係，以及更有系統、更直接地探索相關語言學

要素（時貌、時間副詞等）的篇章功能，對篇章語法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因此本研究擬以篇章中時間表達的角度切入，結合前後景理論，探討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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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互動關係。 

    關於漢語前後景理論的研究，大多是從學理上進行論證，採用例句均

出自名作家的作品選段，並未涉及到真實文本的實證操作，缺乏語料庫大

量的實證支持，且並未採用二語學習者的語料，因此前景/後景的操作標

準歷來受到質疑。而有關漢語時間推進的研究則仍然存在以下問題：一、

研究相對零散，對於影響時間推進的因素有哪些、它們的作用尤其是互動

機制等一系列深層問題，還存在諸多爭議，缺乏統一的操作性強的理論框

架。二、缺乏類型比較，沒有揭示不同語言中時間推進手段的差異（饒宏

泉，2015），尤其是漢語時間推進表現出哪些類型共性和個性特徵，都有

待詳細調查研究。 

    通過比較漢語母語者與不同年級漢語學習者在敘述體語篇中，對前

後景的配置，並分析他們在時間表達、時間推進所使用的語言形式結構，

本研究期望提供實證支持，驗證前後景理論是具體可操作的，並探討其與

時間推進之間的關係，進而揭示二語學習者與母語者在敘述體語篇所呈

現的前後景配置、時間表達方式有何差異或特點。 

第二節 研究方向與範圍 

    針對上述有關漢語前後景理論及篇章時間推進研究仍然存在的問題，

本研究擬採用漢語母語者和學習者的語料進行實證分析和探討，檢視屈

承熹（1998，2006）所提出的三種用以實現前景/後景配置的語言使用的

關係（事件線索、情景設置、降低權重），其操作是否具體可行。本研究

並且採用 Smith and Erbaugh（2005）的時間表達理論，分析在時間定位、

時間推進方面最常使用的語言形式結構及其互動機制，並探討這些語言

形式結構對實現前後景配置所起的作用。最後，通過分析學習者在前後景

設置、時間定位及時間推進所犯的偏誤，對篇章教學、語法教學及教材編

排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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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問題 

    本研究以捷克大學中文系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或以上的學習者為

研究對象，透過分析他們的作文語料，並對比具大學程度的臺灣母語者的

作文，研究兩者在敘述體語篇寫作中所呈現的前後景配置，以及在時間表

達上所使用語言形式結構的特點。本研究的待答問題有三： 

   （一）漢語母語者與學習者的短篇在篇幅、前後景分布上有何差異？ 

   （二）敘述篇章的前後景設置與時間表達的關係：（1）在前後景設 

         置中，以哪些顯性語言形式的使用為最多？（2）在時間定位 

         方面，主要使用哪種時間表達形式，以及所用語言形式結構 

         之間有何制約？（3）在時間推進方面，顯性語言形式在前後   

         景中呈現的分布情形，以及三者之間的互動機制。 

   （三）學習者短篇在前後景設置、時間定位及時間推進方面有哪些  

         常見的偏誤？ 

第四節 術語解釋 

一、中介語 

    「中介語」（Interlanguage）一詞由英國語言學家 Selinker（1972）率

先使用。他以認知心理學為基礎提出「中介語假說」，認為中介語是第二

語言學習者建構起來的介於母語和目的語之間的過渡性語言，它處於不

斷的發展變化過程中，並逐漸向目的語靠近。因此，中介語可指學習者在

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任何階段的一個具體語言系統，亦可指各階段相連

而成的一個連續面（陳俊光，2011）。 

二、敘述體 

    「語體」又稱「文體」或「風格/風格變體」，是指說話或寫作時所使用

的語言變體，從一般的非正式用語到正式用語之間的變化，乃是受語境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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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話對象、地點、談話議題所支配的特定選擇（Richards and Platt, 1998：451；

Crystal, 2000：342；陳俊光，2011：122）。「語體」也可以呈現在所謂的

「語式」（mode）（Halliday, 1964：90；Halliday and Hasan, 1976：22；Crystal, 

2000：226），即在特定語境中所選擇語言活動和媒介，包括口語（較隨意）

或書面（較正式）之間的選擇與體裁的選擇（敘述體、描寫體、說明體和辯

論體等）（Crystal, 2000：226；陳俊光，2011：123）。因此，敘述體的「體」

是指「體裁」而言。 

    Labov and Waletzy（1967）認為敘述可被理解為帶有完整結構的故事，

有開頭、中間過程和結尾，常包含說話者的個人經驗或結論。一般來說，

敘述的事件主要按照時間排序。 

三、語篇 

    語篇（discourse），也叫篇章，其定義為「一次交際過程中使用的完

整的語言體。在一般情況下，篇章大於一個句子的長度，涉及說話人/作

者和（潛在的）聽話人/讀者。篇章既包括對話，也包括獨白，既包括書

面語，也包括口頭語」（廖秋忠，1991：182）。一般的篇章都不止兩個

句子或話輪，而且它們之間的語義/功能聯繫通常也不是等距離的，需要

有段落這樣的單位來建立篇章的層次結構（廖秋忠，1991：188）。 

四、前景與後景 

    Hopper（1979）從類型學角度提供了前景（foreground）和後景

（background）的區別，前景事件一個接一個按照其在真實世界中的順序

安排，形成時間線；而後景事件則偏離正常的時間框架，常常是對主要敘

述事件進行評論或展開（饒宏泉，2015）。在語言表達中，以敘述體而言，

往往有主副之別。也就是說，有的話是主要的敘述，而有些話僅是附帶的

說明。在篇章分析上，將這種不同，以前景和後景來區別。前景的定義是

「用來推動故事的進展」，而後景則是「不直接影響故事的發展」的（屈

承熹，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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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件 

    Chung and Timberlake（1985：213-214）認為一個事件是由述語及說

話者選定的某一個時間段落所組成，這個時間段落被稱之為事件框架

（event frame）（曹逢甫，1998）。英文例子如：John got angry at a stranger 

on the bus today 即為一個事件，時間副詞 today 即屬事件框架之一（Chung 

and Timberlake, 1985：214；Fielder, Grace E., 1993：15）。述語與時間框

架之間存在不同的關係，而時貌（aspect）正是描寫這二者間的關係（曹

逢甫，1998），也即事件的內部時間結構。 

六、焦點 

    焦點（focus）的概念是由 Halliday（1967, 1985）率先提出來的，借

光學──焦點之術語來指句子中韻律突顯的部分，並透過篇章體現出來，

它與信息概念關係密切。信息結構中的新舊信息一般都遵循從舊到新的

原則（常規信息結構），越靠近句末，資訊內容就越新，因此句末成分通

常被稱作句末焦點，也稱為「常規焦點」，而其同時也是句子自然重音所

在。因此，新信息與韻律突顯的部分結合起來即是焦點。而「對比焦點」

則是在句子的任何位置都可能負載帶有主重音的信息焦點。 

第五節 論文架構 

    本文分成五個章節，本章介紹研究動機、研究目的與問題。第二章回

顧有關漢語時間表達，以及前後景方面的理論和研究文獻。第三章說明語

料蒐集流程及語料來源，並且簡介研究分析架構，說明語料的分析步驟、

語料標注及編碼方式等。第四章逐一回應研究問題，分三節討論研究結

果，包括母語者與學習者在前後景設置上的表現；兩者在前後景及時間表

達上所使用的語言形式結構；學習者在前後景設置及時間表達上的常見

偏誤。第五章將研究結果應用至教學層面，並且總結本論文的研究發現，

說明研究限制與建議。最後，附錄列出短文寫作的題目、統計結果的參考

數據，以及母語者與學習者的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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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屈承熹（1998，2006）的前後景理論，結合 Smith and Erbaugh

（2005）的時間表達理論為分析架構，以探討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本章

包含六大部分：首先第一節介紹與時間表達具緊密關係的時態，以及參照

時間的概念；第二節說明敘述篇章中時間表達的重要概念，包括時間定

位、時間推進，以及與兩者密切相關的時間表達形式，包括時間狀語與時

貌；第三節介紹前後景理論，說明前後景與時間推進的關係，並詳細討論

前後景配置所牽涉的各種結構形式，其中完成貌標記「了」的篇章功能及

其使用制約是重點討論的部分。第四、五節分別整理出前後景相關研究、

篇章結構對比的理論及研究；第六節介紹偏誤分析的理論，並主要回顧二

語習得研究中有關漢語時貌標記的研究成果。

第一節 參照時間與時態 

要了解漢語時間的運作，參照時間這一概念是非常重要的。最早將參

照時間引入語言學研究的是 Reichenbach（1947），他認為要了解一個語

言的時間，必須同時考慮說話時間（speech time, ST）、事件時間（event 

time, ET）和參照時間（reference time, RT），即三時時間系統（three-tenses 

temporal system）。 

說話時間就是我們說話的當下時刻，事件時間為我們言談中所討論事

物的發生時間，參照時間則是句子裡面的參考時間。經由這三個時間的排

列，可說明英語時態1（tense）的樣貌。Reichenbach（1947）畫出如下例

（1）至例（3）的時間三分圖，以 E 作為事件時間、S 為說話時間、R 為

參考時間，可以區分現在式、過去式、未來式： 

                                                 
1 時態（tense），也譯作「時制」或「時式」，簡稱「時」，本研究採用台灣譯法「時態」。而在

本章第二節所使用的 Aspect， 中譯有「動貌」、「時貌」、「體」、「態」等，本研究採用台灣

譯法，統稱為「時貌」。Comrie（1976）解釋時態與時貌兩者的不同：時態是利用說話時間點將事

件定位在過去、現在或未來的時間裡；而時貌則是有關說話者如何觀察情境內部時間結構，所考

慮的並不是情境發生的時間（event time）和說話時間的關係（曹逢甫，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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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式：E, R, S 

(1) I see John.                                 (Reichenbach, 1947: 72)                                  

簡單過去式：R, E-S 

(2) I saw John.                                    (Reichenbach, 1947: 72) 

簡單未來式：S, R-E 

(3) I shall see John.                                (Reichenbach, 1947: 72) 

                     圖 2-1 時間三分圖 

    Reichenbach 說明例（1）「I see John」的事件時間、參照時間和說話

時間三者都是時間軸上的同一時間點，這個情況下，時態為現在式。例

（2）「I saw John」的事件時間和參照時間是相同的，兩者早於說話時間，

事件已經發生，並且跟說話時間相隔一段距離，所以這個句子為簡單過去

式。例（3）「I shall see John」的事件時間晚於說話時間和參照時間，事

件在說話當下還未發生，所以這個句子為簡單未來式。 

參照時間為 Reichenbach 理論的開創點，有了參照時間，便可區別現

在式與過去式2。Comrie（1985）承繼 Reichenbach 三時的概念，但不同的

是，Comrie 不認為參照時間與說話時間、事件時間在同一時間軸上，他

將參照時間拉出時間軸，把時態分成兩類討論：只以說話時間為參照時間

的時態叫「絕對時態」（absolute tense）；參照時間根據上下文確定，可

以是說話時間，也可以不是的時態，叫做「相對時態」（relative tense）。 

「絕對時態」表現的是說話時間（ST）與事件時間（ET）的關係，以

說話時間為參照時間，表達事件在說話時間前、後或是同時 

（simultaneity），從而形成過去式、未來式及現在式。「相對時態」表現

的是事件時間與參照時間的關係，參照時間以其他事件作為參照點表達

事件之間的關係，並且限定參照時間一定要晚於事件時間，從而形成過去

完成式、將來完成式。 

                                                 
2 有的學者認為這個理論仍有其缺陷，如 Fenn（1987）指出 Reichenbach 的理論沒辦法解

釋有兩個時間參照點的句子，如：We are leaving next Saturday. 例子中說話當下的時刻是

離開的參照時間，同時 next Saturday 也是離開事件的參照時間，指出離開的明確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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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霽（2000）採用 Comrie（1985）絕對時態與相對時態的區分，認為

英語以絕對時態為主，漢語以相對時態為主。方霽指出，英語、漢語時態

系統之所以呈現出不同的面貌，取決於兩者的時間認知方式。現有的認知

研究表明，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時間認知方式。第一種是觀察者的位置是固

定的，能流動的只有作為目標客體的時間，在時間配列上採取「移動客體」

（moving-object）的策略。第二種是觀察者的位置不固定，觀察者融入時

間之中且自身在流動，在時間配列上採取「移動自我」（moving-ego）的

策略。這兩種認知方式可以共存於同一種語言，但其中必有一種是根本

的，佔主導地位的。採取何種主導的時間認知方式，將決定該語言的時態

面貌。 

英語以第一種時間認知方式為主。第一種時間認知方式的關鍵是要有

一個固定的觀察者位置，採取這種認知方式的語言以此為中心來建立時

態系統。英語中選擇的這個固定的觀察者位置便是說話時間 S，以 S 為中

心便建立起了「過去——現在——將來」三分的根本時態系統，也就是

Comrie 所說的絕對時態。第二種時間認知方式在英語中也有所反映，但

不是主導方式，處於輔助的地位。採取第二種時間認知方式時，由於沒有

一個固定的觀察者位置，語言中賴以建立時態系統的參照物只能是時軸

上其它事件的發生時間，因此，採取第二種時間認知方式的語言建立的是

相對時態。 

而漢語則採取第二種時間認知方式為主導方式。沒有固定的觀察點，

觀察者便只能在時間配列上參照附近事件對某一事件發生的時間 E 作自

然定位，由此產生的漢語主導時態自然是相對時態：事件時間 E 在時軸

上的定位參照是另一事件時間 R，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上下文」。漢語的

相對時態也因此具有很大的自由，表現為漢語的參照點並不像英文永遠

都必須受到說話時間限制，可在事件時間之前、之後或同時。如下例所示： 

（4）先時：E before R （事件時間 E 早於參照時間 R），如： 

      他回來之前，我能做好。  

          R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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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同時：E simul R （事件時間 E 與參照時間 R 同時 ），如：   

      他看着電視 吃飯。  

          R   =   E 

（6）後時：E after R （事件時間 E 晚於參照時間 R），如：  

      我發現屋子裡沒有人 就走了。  

              R      <      E 

由於漢語以第二種時間認知方式為主，因此漢語的主導時態系統是依

賴事件時間 E 和參照時間 R 在時軸上的位置關係建立起來的。第一種時

間認知方式在漢語中也有所反映，但是只在沒有參照事件時間 R 的情況

下，才用表示時間的詞語幫助事件時間 E 在時軸上定位。因此，第一種

時間認知方式在漢語中只起輔助作用，作用於局部，並不能賴以建立絶對

時態系統。 

第二節 敘述篇章中的時間表達 

    Smith and Erbaugh（2005）認為在漢語篇章中，存在三種時間表達模

式 （temporal interpretation）：延續（continuity）、照應（anaphora）和

以說話時間為中心的直指（deixis），並且據此區分五種語篇類型（discourse 

mode）：敘述（narrative）、描寫（description）、報導（report）、資訊

（information）和議論（argument）（Smith, 2000, 2003）。 

 根據 Labov 為敘述篇章所下定義，敘述是由具因果關係組織而成的

事件所構成，並按其在故事主線上的發生順序來排列（Labov and  

Waletzky, 1967; Moens, 1987）。Smith and Erbaugh（2005）指出敘述功能

主要為介紹事件、狀態實體到篇章中，具有時態的延續模式。第一句話之

後，敘述的事件和狀態就與前文的事件和篇章時間建立了關聯，而不是和

說話時間有關。描寫模式則具有時態的照應模式，即所有句子都具有相同

的參照時間。Smith and Erbaugh 假設其中存在一個默認的持續性時間副

詞，其域覆蓋了整個段落。因而描寫模式在時間上是靜態持續的，通過空

間的穿越來推進語篇。在其他語篇模式中（報導、議論和資訊），時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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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說話時間為參照，具有以說話時間為中心的直指模式（饒宏泉，2012a）。 

直指模式是語言中最基本的時間表達模式，它與時間定位（temporal 

location）具密切的關係。所謂時間定位，指的是事件的外部時間，即事

件在外部時間軸上的位置。而另外兩種模式，延續和照應則在時間推進 

（temporal advancement）上起重要作用。以下部分從時間定位和時間推

進兩方面說明漢語的時間表達，以及相關的時間表達形式。 

一、時間定位 

時間是一個單一、無界的面向，如空間一樣，時間需要在時間軸上設

定位置，即作時間定位。在跨語言中，最常使用的參照點就是說話時間，

因此時間表達模式為直指。而在漢語句子的時間表達中，參照時間扮演極

重要角色，惟其無法單獨進行時間定位，而必須與說話時間或其他參照點

連繫以定位時間。 

Smith and Erbaugh（2005）認為漢語可由時間狀語、詞彙、時貌（aspect）

這些語言形式擔任定位功能。時間狀語直接說明時間定位的資訊，詞彙形

式如助動詞也能幫助時間定位，時貌則引入關於情境類型的資訊，即事件

的內部時間結構。時間狀語及其他資訊可協助時貌資訊進行時間定位，如

下例所示： 

（7）a. 我考上研究所以後，會買一輛新車。       

     b. 我考上研究所以後，買了一輛新車。       

     c. 他考上研究所以後，就很驕傲。                    （林若望，2002） 

上面（a）例句的主要子句出現了助動詞「會」，因此主要子句指的

是未來的事件，說話當下的時刻早於事件「買一輛新車」的時間；而在（b）

例句裡，主要子句使用時貌標記「了」，因此主要子句指稱過去發生的事

件，說話時間晚於事件時間。兩句加上時間狀語「……以後」，即事件的

參照時間，指出事件「買車」的明確時間點，可協助進行時間定位。如下

圖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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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R           E（買新車） 

                （考上研究所） 

 

 
          R           E（買新車）  S            

    （考上研究所） 

                圖 2-2 時間定位圖 

而在例句（c），當我們單獨考慮主要子句「他很驕傲」時，應該解

釋成現在式，原因是在直指模式中，預設的表達是把正在發生的事件及持

續的狀態視為現在式，例如「驕傲」，其時貌的情境類型（situation type）

為狀態，然而加上時間狀語「……以後」，而又沒有使用助動詞如「會」、

「將」、「要」或是時間副詞如「明年」、「後天」等來表達未來式，因

此（c）只能表示過去式。這說明了時間狀語可協助時貌資訊進行時間定

位，而同時亦可將時貌資訊的作用排除。 

Kamp and Reyle（1993）指出像 in April、on Sunday 這類時間詞有一

個使用限制，也就是說，它們所指的時段不可以包含說話時間。因此如果

你知道你說話的時間是星期天的話，你就不能說（8）這個句子：  

（8）Mary wrote the letter on Sunday.  

同樣地，如果你知道你說話的時間是在四月，你就不能使用 in April。

Kamp and Reyle 把這個限制視為 in April 和 on Sunday 的預設。Kamp and 

Reyle 的討論很清楚地告訴我們語言中的某些時間詞語是不能用來指稱

或包含說話時間的。而時間狀語「……以後」和 in April、on Sunday 這類

時間詞一樣，具有不能包含說話時間的限制。這個結論提供了一個線索，

回答了（c）的例句不能解釋成現在式的原因。 

因此，雖然漢語可由時間狀語、詞彙、時貌（aspect）這些語言形式

擔任定位功能，而在這些形式中，時間狀語在漢語時間定位上的作用是舉

足輕重、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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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時間推進 

在敘述中，時間是動態的，具有時態的延續模式，意思即隨著敘述中

的事件依次展現，敘述時間向前推進。Smith and Erbaugh（2005）指出敘

述的動態機制建基於參照時間，當某個參照時間RTn在敘述的開首出現，

下一分句的參照時間改變或推進，就成為 RTn+1。反之，當 b 句參照時

間不變，參照時間仍為 a 句的 RTn。圖 2-3 說明時間推進的概念（引自李

俐蓉，2013）： 

                  A 句         B 句 

時間推進 

時間不推進 

      圖 2-3 時間推進與未推進示意圖 

Smith and Erbaugh（2005）指出有界事件是敘述推進的必要條件，而

有界（boundedness）3通常由完成貌4表達，或由時間狀語及其他資訊來說

明（Depraetere, 1995）。他們解釋英語句子一定會出現時貌標記，標示句

子是完成、有界的；而漢語並不一定有標記，有時透過完成貌標記「了」，

有時則是透過結果補語，甚至無任何標記。下例說明句子中的完成貌，即

有界事件如何推進敘述時間： 

 

                                                 
3 Smith and Erbaugh（2005）指出，「有界」是一種時貌上的概念，與句子中所表達情境

的性質有關，由其視點體（viewpoint aspect）及情境類型（situation types）所決定，兩者

分別代表顯性及隱性的界線或標記。有界情境在時間上是封閉的，而無界情境在時間上是

持續、非封閉的。沈家煊（2004）從認知領域內「動作有無終止點」這一概念區分動作的

「有界」和「無界」，簡單動詞「吃」、「盛」、「打」、「飛」等代表的動作在時間上

沒有內在的終止點，因此代表無界動作；而複雜的動詞詞組「吃了」、「盛碗裏」、「打

破」、「飛進來」等，代表的動作有內在的終止點，代表有界動作。 
4 林若望（2002）指出，「時貌」反映的是說話者對事態的觀察方式，如果我們從事態的

外部來觀察，把事態看成有頭有尾的一個整體，而不管事態內部的時間構造如何，這個事

態就是一個完成貌（perfective aspect）的事態。詳細說明可參閱本節第四（二）部分有關

視點體的定義與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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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a. 他好容易曲曲折折的揮出手來， 

     b. 手裡就有一個小小的長方包，檜綠色的， 

         c. 已經遞給史太太。5        （Smith and Erbaugh, 2005：745-746） 

在例（9）中，a 句「揮出手來」的時間點是句子的參照時間 RTn。由

於 b 句動詞為靜態動詞，主要描述手裡有什麼東西，所以不推動文中的

敘述時間，此時參照時間仍舊是 a 句的參照時間 RTn。不過到了 c 句，

參照時間從「揮出手來」推進到「遞給史太太」，即 RTn+1。a 句有結果

補語「出」，c 句則有目標補語「給」，作為時間推進的形式標記。 

在 Smith and Erbaugh（2005）的理論中，描述模式為介紹狀態和進行

中的事件到篇章中，並且將這些狀態和事件設置在前文的時間軸上，時態

所傳達篇章的時間是照應模式，動詞為無界。他們說明描述句的參照時間

與前文的參照時間相同，並無改變，所以描述句並不推進文本的敘述時

間，如例（10）： 

（10）a. 做中人的衛老婆子帶她進來， 

      b. 頭上紥着頭繩，舞裙，藍夾襖， 

      c. 年紀大約二十六七，臉色青黃， 

      d. 但臉頰卻還是紅的。           （Smith and Erbaugh, 2005：747-748）                                      

例（10）中的參照時間 RTn 由 a 句帶出來，也就是「帶她進來」的時

間點，之後的 b、c、d 句皆在描述「她」的樣貌，所以句子的參照時間並

沒有推進，依舊是 a 句的參照時間 RTn。 

總括而言，在敘述篇章中，推動參照時間的條件是小句中事件必須是

有界、完成貌，或帶來時間狀語。以下詳細說明包括時間狀語、時貌在內，

與時間定位、時間推進密切相關的時間表達形式，及其在篇章中的作用。                       

                                                 
5 例子（9）在原文中以漢語拼音顯示，筆者將之譯寫成漢字，例子（10）情況相同。根據教育部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釋義，例子（10）的「中人」，也稱「中間人」，指買賣仲介或居中調停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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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時間表達形式：時間狀語 

張誼生（2004）指出，從句法功能看，時間副詞和時間名詞的共同點

都是以充當句中狀語為主。因此，這些時間副詞和時間名詞可統稱為時間

狀語。然而，也有一部分時間副詞和大多數時間名詞，都可以位移句首充

當句首修飾語。 

（一）直指與非直指 

    Comrie（1985）、Haspelmath（1997）、何兆熊（2000）表示時間表

達可分成具有直指意義（deictic meaning）與非直指意義（non-deictic 

meaning）。直指時間表達以說話時間為參照點，例如英語中的一些副詞

和狀語短語，now、today、yesterday、in three minutes 等等，其中 now 和

today 分別指說話的那一時刻和說話的那一天，其他的則以說話時間為基

點往前或往後進行推算，因此直指時間表達是相對於說話時間而言。而非

直指意義時間表達，例如英語中的 that day、the day before、1949，是以

絕對的曆法時間為參照點，並不受說話時間影響。 

    直指意義時間表達和非直指意義時間表達的差別在於，前者的參照

點存在於當前的具體交際情景之中，離開了這一具體的情景，這種時間表

達所表示的時間就無法確定。如「我半小時後回來」這樣一句話，如果不

知道是什麼時候說的，那就無法確定說話人究竟什麼時候回來。非直指意

義時間表達的參照點則並不存在於當前的、具體的交際情景之中，因此，

離開了這個交際情景，它表示的時間相對來說依然是明確的。 

何兆熊（2000）指出，任何語言中都存在直指和非直指這兩種時間表

達方式，但應該注意的是，比較起來直指的表達方式是較基本的。他認為

從人們習得母語的過程看，孩童總是先學會使用直指的時間表達方式，如

「現在、今天、明天」等等，然後才掌握使用非直指的時間表達方式，如

星期幾、幾月幾日等等。直指時間與非直指時間這兩種類型的參照時間，

並不直接對應於絕對或相對時態的劃分，原因是這兩類參照時間在敘述

中，皆在時間配列上參照附近事件對某一事件發生的時間作自然定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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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事件時間在時軸上的定位參照是另一事件時間，即一般所說的

「上下文」。由此可見，在敘述體語篇中，參照點的設定並不必然受到說

話時間限制，原因是故事的發生，一般來說皆在說話時間之前，其時間定

位的方式是相對於前、後的事件時間。 

上述的兩種時間表達方式，還可與指示代詞「this/這」或「that/那」

複合構成表示時間的短語6。Teng﹝鄧守信﹞（1981）指出，不同的指示

詞可表達言語行為與說話者距離的遠近：「這」說明言語行為與說話者的

近距離，表達即時性（immediate）；「那」說明言語行為與說話者的遠

距離，而有距離感（distant）。指示詞與說話者的空間距離關係反映到時

間上，許余龍（2002：226）說明漢語「這」可以用來指稱剛發生的事情，

而英語則必須使用「that」。朱永生、鄭立信、苗興偉（2001）則進一步

舉例說明，分別如例（11）和例（12）所示： 

（11） 他一時間沒說什麼。然後說：「我那天在我筆記本裡記下了一些話  

       以備將來用。是在開車時臨時想到的，這是常有的事」。 

                                            （朱永生等，2001：32） 

    （12） He said nothing for a moment. Then: “I scribbled something in my  

           notebook the other day for future use, just had the idea while driving  

           along; that happens a lot.”                （朱永生等，2001：32） 

朱永生等人解釋漢語指示詞表達時空距離時，會受到心理或視覺的影

響。因此漢語母語者會使用近指的「這」指稱距離較近的事物，表達說

話者心理與指稱事物之間的近距離。例（11）使用指示詞「這」指稱「記

下這些話」的發生時間與說話者距離近，而例（12）只能使用「that」來

表示。 

                                                 
6 Teng﹝鄧守信﹞（1981）提出指示詞「這」、「那」與時間名詞複合使用時，會構成直

指和照應兩種不同的表達傾向。例如漢語的「這個月」和「這個星期」都是直指，「那個

月」和「那個星期」是照應，即屬於非直指時間表達，不以說話時間為參照時間。至於與

「這」複合而成的時間名詞，若句中有先行詞（antecedent），則表示非直指意義；若句中

無先行詞，則表示直指意義。例如「九點到十點這個時間我有空」，句中若是沒有「九點

到十點」這樣的先行詞，「這」表達的意義就是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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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的指示詞與心理距離的關係，同樣表現在不同時間狀語的使用

上。楊同用、徐得寬（2007：101-105）認為漢語時間狀語的「這時」和

「那時」的使用與心理距離有關。如例（13）和例（14）所示： 

（13）我閉着眼，用力忍住淚水……我想到了叢林中的茅屋，我媽媽、外祖 

      母……正在這時她突然爬起來，劃亮了火柴，然後點上了小油燈。 

                                        （楊同用、徐得寬，2007：103） 

（14）黛二小姐對於哲學的興趣和熱愛，……這種興趣早在童年時期便呈現    

      出來。那時候她不喜歡上學，上學的第一天…… 

                                     （楊同用、徐得寬，2007：103） 

    例（13）中的「這時」用於敘述當前事件的持續進行，緊接上文，給

人迎面撲來，身歷其境之感。而例（14）中「那時候」用於敘述以往的事

件，把讀者的視角從現在帶到過去「童年時期」。 

（二）篇章功能 

時間狀語除了具備時間定位的功能，其有界性還有推進時間的作用，

因此根據其出現的頻率，可以顯示篇章的推進速度。饒宏泉（2011）從宏

觀角度來看時間狀語的時間推進作用。他認為宏觀層面的時間推進是以

段落為單位，而時間狀語的管轄範圍可以是一個段落，或橫跨幾個段落，

時間狀語所管轄段落的多寡，反映時間推進速度的快慢，說明如下圖 2-4

（數字 1、2、3 至 67 分別對應為段落 1、段落 2、段落 3 至段落 67，   裡

的段落表示屬括號內的時間狀語所管轄）： 

 

圖 2-4 時間詞於篇章中的推進過程（引自饒宏泉，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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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宏泉指出，上圖清楚地顯示宏觀層面時間推進的跳躍性。有時一個

時間狀語就管轄一個段落，如第 61 段；有時幾個段落共用一個時間狀語，

如第 39 段到第 48 段；還有的時候一個段落內部涵蓋了幾個時間狀語，

如第 64 段。時間狀語所管轄範圍的不同顯示了時間推進的速度快慢。 

時間狀語在篇章中的使用不僅可反映時間推進速度，van Dijk（1981）

將時間狀語「the next day」、「in the meantime」視作時間轉換標記（time 

change markers）。Chui﹝徐嘉慧﹞（2002）研究漢語口語對話中話題不

連續的現象，也印證了 van Dijk（1981）的看法。Chui﹝徐嘉慧﹞發現在

漢語口語對話中，可以透過時間名詞「後來」、「有一次」、「那時候」

轉換時間，使話題不連續，如例（15）： 

（15）W：他的東西寫的是什麼根本都忘 

          ...（1.2）全部忘記了 

      Z： ...（1.1）那時候，小哲不是說要 commercialized 嗎 

                                         （Chui﹝徐嘉慧﹞, 2002：157）     

時間轉換標記有助我們將書面篇章劃分段落，如廖秋忠（1991）所言，

建立篇章的層次結構。Chafe（1994：300）指出：與口語中話題界線相應，

書面語利用段落的分界，在不同的層面跟半活躍意識中的各種變化聯繫

起來，如空間、時間、人物塑造、事件結構，以及/或意識模式等。 

    陳平（1986）總結了 Chafe 的觀點，指出「段落的界限通常出現在空

間連接、時間連接、話題連接、事件連接和世界連接的比較明顯的停頓的

地方」，這五種連接闡述如下（引文中的粗體劃線為筆者自行所加，用以

顯示五種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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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行動發生的地點跟先前的地點不同時，空間連接

就被打斷了。具有時間一致性的行為都會表現出持久

的連續性，但是，當這種持久的連續性中斷、模糊和關

係不密切時，這種行動的一致性就會受到影響。當行

動者改變所指對象時，話題的一致性就中斷了。話題

的一致性指的是涉及的事件能夠組成一個中心事件，

從而形成了一個片斷的高峰，而後的事件都是由這個

高峰所致。當說話者在兩個世界之間轉換時，一個是

「真實的」世界，一個是想像的「電影」世界，世界的

一致性被打斷（陳平，1986：229；徐赳赳，2003：259-

260）。 

這五種連接，即段落的分界，藉著段落間的各種變化，如時間的改變，

將各段落連繫起來並組成篇章。此外，廖秋忠（1992：92-115）發現，有

11 種形式及非形式的手段可描述「管界」（scope）的分界問題，這實際

上是一種潛在的段落。其中一種手段是相同範疇「掌控」短語的出現。掌

控短語是指狀語、連接語，或含有言說、感覺等方面動詞的短語。其語義

領域在其管界之內可延伸到若干小句。最常見的是表示空間和時間的狀

語，如： 

（16）a. 那天晚上，同學會還決議立即在中國同學會之下，成立一個「漢聲  

        社」，以合唱的方式，將所有熱愛祖國的同學聚合起來，以發揮更 

        大的力量……。 

      b. 兩三天之內，這裏的校園就出現了兩幅巨大的標語。 

   （屈承熹，1998，2006：309） 

例（16）b 句前面的時間狀語「兩三天之內」與 a 句前面的時間狀語

「那天晚上」屬同一類，都是各自前後的兩個篇章單位的可能分界標記。 

四、時間表達形式：時貌 

時貌（aspect），即事件的內部時間結構，根據 Smith（1991）對時貌

（aspect）的定義，時貌是綜合了兩個獨立、但彼此相關連的成分所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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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時間訊息：情境類型（situation types）與視點體（viewpoint aspect）。

情境類型屬於動詞本身的語義特性，主要由句中的動詞、動詞的論元、補

語來決定其類型7，而視點體則是說話者對於情境觀察的方式，由語法詞

素（grammatical morphemes）或動詞詞綴（如英語以‘be+Ving’表示進行

貌）來表現。 

（一）情境類型 

    Vendler（1967）根據動詞的內在時間結構，把動詞分成四類8：活動

（activity）、狀態（state）、完結（accomplishment）及（瞬間）達成

（achievement）。這些情境可用[±靜態性（static）]、[±持續性（durative）]、

[±終點性（telic）]三個屬性來劃分，如下表 2-1 所示，英語例子來自 Vendler

（1967），中文例子引自鄧守信（1986）： 

 

 

 

 

 

                                                 
7 鄧守信（1986）指出，不同的情境基本上是句子謂語的分類，而非動詞本身的分類，雖

然與動詞分類有著相當程度的關係。例如，活動與狀態兩類情境中出現的動詞迥然不同，

如「學」及「知道」；而同一個動詞既可出現在活動情境亦可出現在完結情境中，如「學」

及「學會」。曹逢甫（1998）認為拿來做情境分類的對象是一般的句子排除時貌和時制標

誌後的句子剩餘部分。原因是句子的時貌意義是由情境和時貌互動得來的，因此，情境和

時貌關係雖然密切，但卻是各自獨立的。所以，在討論情境類型時，不應該將時貌或時制

標記列入考慮。為探討動詞與視點體、補語等之間的互動關係，本研究在劃分情境分類時，

主要考慮動詞本身分類或結合補語考慮，而排除視點體的因素。 
8 學者們從不同的層面對現代漢語動詞系統，建構了各樣的分類方式。有些學者以 Vendler

（1967）的架構為基礎，將漢語動詞分為五類：即活動動詞（如「跑」）、狀態動詞（如

「知道」）、瞬間動詞（如「敲」）、完結動詞（如「打破」）與達成動詞（如「蓋」房

子）（Hsieh［謝妙玲］, 1991；Liu［劉憲民］, 1997；Chu［屈承熹］, 1999b）。曹逢甫

（1998）指出，瞬間動詞的動詞數量不是很多，而且在日常生活中多以重複（repetition）

形態出現，它的重複形式的語法表現又和活動情境相仿，因此將之歸為衍生的活動類情境。

由於本研究所考察的動詞情境並沒有瞬間動詞的例子，因此不另列一類。亦有學者提出三

分法，將動詞分為動作動詞、狀態動詞和變化（或稱過程）動詞（如 Teng［鄧守信］, 1976）。

換言之，完結動詞、達成動詞與瞬間動詞皆歸為變化動詞。本研究保留完結動詞與達成動

詞兩個分類，原因是兩者在[±持續性]這個屬性並不相同，與時間表達形式可分別構成時

點、時段的表達，並與補語、視點體的連用形成不同的制約關係。因此，本研究採用 Vendler

（1967）的四個動詞情境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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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動詞的四種情境類型、屬性及中英文例子（Vendler, 1967；鄧守信，1986） 

 
靜

態

性 

持

續

性 

終

點

性 

英語例子 

(Vendler, 1967) 

漢語例子 

（鄧守信，1986） 

活動 
(activity) 

– + – pushing a car 他去年學法語。 

狀態 
(state) 

+ + – knowing 我們都知道他的名字。 

完結
(accomplishment) 

– + + running a mile 她學會法語了。 

達成 
(achievement) 

– – + reaching the top 小李病了。 

    活動情境為純粹的動作過程，例如：「學法語」；狀態情境表達的是

情況的存在，像是「知道他的名字」，代表在某種程度上恒久不變的現象；

完結情境則說明某種活動達到了一個結果，有了結的意義，「學會法語」

就是活動的結果；達成情境表達的是某情況的出現，例如：「病了」，說

明一個狀態的發生或轉變，即變化過程，而這過程是瞬間的，不能持續的

（鄧守信，1986）。 

    由此可見，狀態動詞指涉狀態的存在，活動動詞指涉動作持續進行，

完結動詞指涉動作的進行及其結果，達成動詞則指涉動作的結果。在內在

時間結構上，最重要的是完結動詞及達成動詞都有自然的終止點，而活動

動詞及狀態動詞則無自然終結點或沒有終止點。因為完結動詞及達成動

詞的語意隱含動作目的的達成，在許多文獻裡，用 telicity（終點性）來區

分這兩種動詞與其他兩種動詞。動作在時間上有內在終止點，因此完結動

詞及達成動詞是有界（bounded）的；而狀態動詞及活動動詞則是無界

（unbounded）的（戴浩一，2007）。 

   而[±靜態性]這個屬性主要是用來區分狀態（靜態）情境和非狀態（動

態）情境。它和[±終點性（telic）]一樣，皆可影響時間表達。狀態情境基

本上是一種均質的狀態，因此在任何那個情境所成立的時段的次時段（或

時點）去觀察那個狀態的話，狀態本身都是一樣的，不牽涉外力或改變，

也不知狀態何時會終止。非狀態情境代表的則是動態的事件，通常會有主

事者及活動，狀態本身也會隨時間的改變而有所變化，因此是一種不均質

的狀態（林若望，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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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視點體 

影響漢語時間解釋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視點體」9（viewpoint aspect） 

的觀念。所謂視點體，是一種說話者對事件的觀察方式，是用來說明事件

處於何種階段或狀態的概念（Comrie, 1976; Smith, 1991），下稱事態。 

視點體基本上分成兩類：完成貌（perfective aspect）和非完成貌

（imperfective aspect）。同一個事態，我們可以從它的外部或內部來觀察。

如果我們從事態的外部來觀察，把事態看成有頭有尾的一個整體，這個事

件就是一個完成貌，即有界的事件。反之，如果我們是從事態的內部來觀

察，只觀察它的持續部分而不管它的開始和終結部分，這個事件就是非完

成貌，即無界的事件（林若望，2002）。 

視點體反映的既然是說話者對事件的觀察方式，而不是事件的固有性

質，因此同一個事件，可因說話者所觀察的方式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時

貌： 

    （17）a. 張三（剛剛）讀了一本書。 

b. 張三（剛剛）在讀一本書。                 （林若望，2002） 

在說明一個已經發生的過去事件「張三讀一本書」時，可以用完成貌

「了」來表達，如（a）句，也可以用非完成貌「在」來表達，如（b）句。 

Li and Thompson（1981）、Smith（1997）、Xiao and McEnery（2004）

等學者說明漢語透過標記或詞彙來表達事件的完成與否。Xiao and 

McEnery（2004）提出漢語完成貌可從幾個方向觀察：完成貌標記「了」、

經驗貌「過」、結束貌的結果補語（resultative verb complements/RVCs）

等，這些方式都傳達出事件是完整的。他們也指出漢語的非完成貌可透過

時貌標記進行標注，如起始貌「起來」、進行貌「在」、持續貌「着」、

繼續貌「下去」等標記。有關這些時貌標記的篇章功能，將在本章第三節

有關前後景理論的部分再作說明。 

                                                 
9 本研究參考林若望（2002）的譯法，將 viewpoint aspect 譯為視點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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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ith（2003）提出推進時間的句子需為完成貌，事件需為有界，因

此了解這些時貌標記及情境類型，對時間表達的研究很重要，而在前後景

的理論中同樣亦佔重要地位。 

第三節 前後景理論 

Hopper（1979）從類型學角度提供了前景（ foreground）和後景

（background）的區別，認為主要與時間有關：前景事件一個接一個按照

其在真實世界中的順序安排，形成時間線；而後景事件則偏離正常的時間

框架，它們與前景事件是同時發生（concurrent），因而常常是對主要敘

述事件進行評論或展開（饒宏泉，2015）。 

以下分三個部分說明有關前後景的理論：首先說明前後景與時間推進

兩個理論之間的共通交叠之處，其次說明與前後景配置有關的理論，包括

其等級體系、時貌標記的前景功能，以及從屬結構的作用，最後是有關完

成貌「了」的篇章功能及其使用制約。 

一、前後景與時間推進 

Dry（1981）發現前景的時間運動（time movement）主要與兩個因素

有關：一是句子的時貌範疇；一是該句內容與前文之間的邏輯關係。完結

和達成情境總能推進時間，狀態和活動情境一般不推進時間，但如果蘊涵

著狀態的確定變化（如通過添加「突然」或者通過邏輯關係的蘊涵）就會

觸發時間運動。所以時間運動的關鍵是狀態的特定變化（definite change 

of state）（Dowty, 1979：168）。 

Dry（1983）在 Dry（1981）的基礎上，從微觀層面進一步探討了觸發

時間運動的句法結構。作者認為，觸發時間運動的關鍵之一是指示連續時

間點（sequenced temporal points），而未必是 Dry（1981）所說的狀態變

化。只有指示起始點和終結點的結構才能推進時間，因此完成貌句子、起

始貌句子和蘊含起始意義的狀態句都可以推進時間，而非完成貌句子則

不會；有些從屬結構也能推進時間，這主要是因為其中的時間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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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nective），如 before、after、until、when、while、as 指示了時間點，

或者是因為符合時間運動的第二個因素，即時間運動小句必須呈現新信

息（即發生了某一事件或產生了某一狀態）。作者在細緻討論的基礎上，

還對前景和後景作精確的定義：前景是由指向時間線上點的句子構成，觸

發時間運動。後景由不指向單個點的句子，或者指向不以時間順序呈現的

點的句子構成（饒宏泉，2012a）。 

 Hatav（1989）重點探討狀態和活動能否出現在前景時間線上，發現

最直接的誘因是情境的終結點屬性。他以希伯來語、法語和俄語的例子來

展開論述，認為事件（完結和達成）具有終結點，能推動參照時間前進；

狀態和活動並不蘊含終結點。據此他提出參照時間運動的規則：只有當引

入敘述篇章的小句指示一個在語義上終結點明確的情境時，才會引進一

個新的參照時間。不同的語言會採用不一樣的方式引進終結點，或者通過

時貌系統引進，或者通過時間副詞（如 for forty days、suddenly 等）引進。

Couper-Kuhlen（1989）指出參照時間的推進可以更好地說明前景。 

Givon（1987）對前景、後景的二分法表示了質疑。他認為不應以刻

板的眼光處理，而應根據實際經驗對前景和後景做細緻區分。他採用了一

種更具動態的重心視角，他認為某個小句的重心地位是與其周圍小句相

對而言的： 

在沒有聽者質疑的情況下，一個在篇章的 n 點位置上

的命題（前景），在「n+1」點位置會變成預設（後景）。

在實際的篇章中，到底是前景，還是後景，取決於它在

具體篇章結構中的具體位置，而篇章的結構往往會變

化、重組、重構10（Givon, 1987：176）。                                                 

他的意見顯然是，如果篇章基於事件線索，那麼已經發生的事就是正

在發生的事的後景，而正在發生的事又可成為即將發生的事的後景（屈承

                                                 
10 英文原文為：A proposition that is asserted (‘foreground’) at point n in the discourse becomes

─in the absence of challenge from the hearer─a shared presupposition (background’) at point n 

plus 1. The determination of what is foreground and what is background in actual discourse must, 

then be relative to a particular point in the discourse, the particular frame. And the frame in 

discourse tends to shift, to be reassembled, to be reframed.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5 

熹，1998，2006）。 

二、前後景配置 

綜合上述各家對前後景的看法，Thompson（1987：439）歸納出前後

景配置的標準：時間順序（temporal sequencing）和事件線索（event line）。

屈承熹（1998，2006）認為在這個標準中可以加進另外兩個標準：狀態與

非狀態動詞、完成貌與非完成貌，即把情境類型與視點體也包含在內，並

提出關於後景/前景特點的假設： 

前後景涉及的是事件或情景之間的聯繫，由小句表示。

前景材料推動敘述進行，處於事件線索當中，它傾向

於以時間為序，使用非靜態動詞，用完成體表示。後景

材料通常並不推動敘述進行，也不處於事件線索當中，

其語序不必按時序排列，可以採用狀態動詞，並且通

常用於未完成貌（如漢語中的「在」和「着」）。既然

後景是構建未知事件或未知情景（前景）的基礎，因而，

如果不做特別標記，小句間的結合應是由後景向前景

推進的過程。這個無標記序列我們稱之為 BFP 原則 

（Background-to-Foreground Progression）。小句也可以

通過從屬結構（如各種關係小句結構、名詞化結構、動

詞形式、連詞等等）明確地標記為後景，這樣，其他的

事件或者情景就更加明顯地凸現為前景（屈承熹，1998，

2006：171）。 

屈承熹（1998，2006）指出上述的假設實際上是認為後景表達了三種

語言使用的關係，即11： 

 

                                                 
11  英文原文為： In essence, we hypothesize that there are three pragmatic relations that 

contribute to backgrounding. They are: (i) the event line, which also incorporates temporal order, 

(ii) the basis for the next event or situation to build on, and (iii) the reduction of discourse weight 

to make other events or situations stand out more prominently. We will use the following shorter 

terms for them: (i) event-line, (ii) scene-setting, and (iii) weight-reduction,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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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件線索，包括時間順序12； 

2. 構建下一個事件或情景的基礎； 

3. 降低權重，以便使其他事件或情景凸現出來。 

    這三種語言使用的關係簡稱為：1）事件主線；2）情景設置；3）降

低權重。除了提出上述假設及三種語言使用的關係，屈承熹（1998，2006）

也指出前景、後景「不能一刀兩段截然分割」及「有程度上的不同」，而

是連綿不斷，只能以漸進的形式來處理。總括而言，前、後景概念的析辨

認定需透過上下文的敘述方能釐清何者為前景，何者為後景；而且，前、

後景的角色，並非完全不變，一個句子為前數句的前景，但卻可能是後面

數句的後景（鄭縈、鄭思婷，2015）。 

（一）前景配置的等級 

屈承熹（1998，2006：337）指出，前、後景配置關係，主要依循兩

種機制，一為小句前後排列順序，前句為後景，後句為前景，即遵循著

BFP 原則，不過，此一原則卻非絕對；另一為從屬結構，一般而言從屬結

構為後景，主要結構為前景。另外，屈承熹（1990）利用前後景的一般定

義，加以擴充，並配以各種結構形式，如動詞詞綴，附屬結構，動詞語意

（action vs. state），將前後景排成一個等級體系（hierarchy）如下圖 2-5： 

 

          圖 2-5 前後景等級體系（引自屈承熹，1990） 

屈承熹（1990：15）提到動詞若加上補語，前景功能就會比原形動詞

強，如例（18）： 

（18）a. 我們中國人老早就認識康乃馨牛奶水， 

      b. 好像一般人稱之為三花牌奶水，……         （屈承熹，1990：15） 

                                                 
12 本研究以「事件主線」代替「事件線索」，並以「時間排序」代替「時間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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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承熹說明 b 句的前景功能明顯比 a 句強，儘管 a 句中的「認識」在

時間和邏輯都早於 b 句「稱…為」，因為 b 句的動詞加上了補語，使前

景功能增強。除此之外，屈承熹（1990）還說明「了」的前景功能又比動

詞原形強，如例（19）： 

    （19）a. 這個碗是在城內釘好的， 

          b. 因為缺口大，所以要十六個鋼釘， 

          c. 三文一個， 

          d. 一總用了四十八文小錢。                （屈承熹，1990：13） 

 作者說明 a-c 句都是用來解釋 d 句「用了四十八文小錢」的原因，由

此可推知動詞原形的前景功能比「了」弱。 

    通過上述比較，可見補語和「了」都能表達前景，各自的篇章功能皆

比動詞原形強。一般認為「了」主要用於指明有界情境（bounded situation），

其關注焦點是情境的終點（endpoint）。因而，Shi（1990：95）說：「完

成性是把有界情境看作先前事件的結果，……」，他認為時貌標記「了」

置於有界情境終結點之後，該標記相對於說話時間或其他情境來說是先

時的，代表「完成性」（perfectivity）的概念。Smith（1994）也說：「完

成貌語素『了』表示一種有界的、非靜態的情境……完成貌延展了瞬間事

件的單一時間點，以及持續事件的起點和最後的終結點。」13關於補語與

完成貌「了」前景功能的強弱，Li and Thompson（1981：192-207）提出

完成性短語優先於「了」的使用原則： 

 

                                                 
13 關於動詞後「了」的語法意義，是漢語研究中一直有較大爭議的問題：或表示動作的完

成，是完成貌標記；或表示實現；或表示動作的開始，是起始貌（inchoativity 或 inceptive 

aspect）；還有「完成──延續」貌標記，表示「實現──延續」，表示「達成」等各種

看法。本研究不對此問題作細化分析，而採完成貌標記的說法，並參考 Smith and Erbaugh 

（2005）的看法：「了」所表達的事件是有界的，但其界限並不需與有界事件的完成（或

自然的終結點）重合，即其允許「了」的分句所表達的是未完成的有界事件。Smith 指其

看法與 Klein 等人（2000），以及 Mangione and Li（1993）相似：「了」標示一個特定的

事件時間，被放置在句子的參照時間之前或與參照時間緊密相關，因此在「了」所標示的

時間事件發生了，新的參照時間緊隨其後，這與敘述的特質是密切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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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a. 她/他從房子裏走到老張那兒。 

  b. 我把手錶放在抽屜裏。 

  c. 我寄給她/他一封信。 

  d. 我笑得站不起來。 

上例的趨向、處所、間接賓語及複雜的狀態四種短語皆可取代「了」，

可以起「了」的作用。由此可見，除了結果補語以外，趨向補語、介詞補

語、目標補語等都能表示事件的完成和有界。 

（二）時貌標記的前景功能 

屈承熹（1998，2006：63）運用 Hopper and Thompson（1980）的及

物性（transitivity）概念，以動作性（kinesis）、完成性（telicity）、時點

性（punctuality）這三個特徵，再加上其所提出的另一個判斷屬性：獨立

性14，判定漢語時貌標記的前後景功能分布，列出如下表 2-2： 

表 2-2 時貌標記的語義特性（引自屈承熹，2006） 

 動作性 完成性 時點性 獨立性 

了 + + + + 

起來 + – + + 

過 – – + + 

在 – – – + 

着 – – – – 

屈承熹觀察到上述時貌標記，或稱為詞綴的篇章功能，在前後景配

置程度上有所不同，並推定時貌標記的前景功能由強到弱，分別是： 

 

圖 2-6 時貌標記的前景功能（引自屈承熹，2006） 

                                                 
14 「獨立性」的對立面即「從屬性」，判別標準在於是否出現在從屬結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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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承熹認為從賦予動詞前後景程度的能力來講，排列在中間的詞綴

（即起始貌「起來」和經驗貌「過」）界限不太分明，而其他三個（即完

成貌「了」、進行貌「在」和持續貌「着」）的前後景功能卻十分清楚。

完成貌「了」有著雙重功能：既表明後景又表明前景。當它用來表示時間

的先後時，則明顯地表示後景，否則它就表明前景；而另外兩個則只表示

後景。這樣，一個動詞要是有進行貌「在」或持續貌「着」就可以看作是

屬於另一個動詞的「非限定」形式，這是屈承熹（1998，2006）所提出的

四類漢語從屬結構之一。這些時貌標記的篇章功能與各自的語義特徵相

關，屈承熹（1998，2006）整理出重點如表 2-3 所呈現： 

表 2-3 時貌標記的前後景分布（引自屈承熹，1998，2006） 

時貌標記 前後景分布 篇章功能 

了 前景/後景 聚焦事件終點；標明事件順序；指示頂峰事件 

起來 前景 標示事件的開始；引出新信息 

過 後景 標示過去發生或經歷的事件 

在 前景/後景 標記事件的進行貌； 

參照時間為說話時間時，充當前景； 

其他情況則為後景 

着 後景 標記持續性的事件； 

仰賴另一個事件的發生，表示從屬且常作為方式狀語 

除了完成貌「了」，能表達句子是前景的還有表起始貌的「起來」： 

（21）a. 小魚游來游去， 

      b. 非常可愛， 

      c. 媽媽答應給我弄幾條來， 

      d. 可是沒有捉到， 

          e. 我就大哭起來。                          （屈承熹，2006：66） 

    上例（21）e 句中的「起來」標示動作「哭」的起點，引出新事件。

屈承熹（2006）引述房玉清（1992）的數據，在 109 例中帶有「起來」的

動詞後面，有 27 例還帶有一個動詞，表示「起來」可以位於後景；有 11

例「起來」，位於前景，是因為句中有「了」或句末「了」的輔助。由此

可見，「了」在所有時貌中，其前景功能是最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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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屬結構的後景功能 

屈承熹（1998，2006）考察了四類漢語的從屬結構，包括關係小句、

名詞化結構、連詞和「非限定」動詞形式。非限定動詞形式如進行貌「在」

或持續貌「着」，只表示後景，在前文已作說明；而名詞化結構則在本節

關於完成貌「了」的部分再作說明。以下集中討論另外兩類漢語的從屬結

構，關係小句及連詞，另外也對反指零形主語小句（Sentential Zero 

Cataphora）這一後景化手段略作說明。 

3.1 關係小句 

屈承熹（1998，2006）考察了漢語中充當從屬結構的關係小句的後景

配置功能，發現作為降低權重的語用手段，關係小句要與其他兩種語言使

用手段──事件主線和情景設置協同工作，在決定小句作前後景的能力

時，這三種語言使用因素必須全面考慮到。也就是說，一個小句成為後景，

可以具有一個、兩個或所有這三個特徵，如下例： 

（22）今天下午我們在看電視（的時候），忽然停電了。 

在例（22）中，第一個動詞「看」被用作另外一個動詞「停電」的後

景，而「停電」有完成貌「了」為標記，因此解釋為主要事件。屈承熹認

為這裏的前後景配置關係是雙重的，一個是情景設置，另一個是權重降

低，所以小句的語序是不能改變的。「的時候」可有可無，因為該動詞有

進行貌「在」為標記，即動詞的「非限定形式」已經明顯地將之標示為從

屬結構。如果動詞「看」前面沒有「在」，那麼，「的時候」就十分必要。

這時，是另一種從屬結構──關係小句在起後景作用。 

3.2 從屬連詞 

漢語從屬連詞的主要功能是提醒讀者/聽者下文的情景配置違反 BFP

原則，是從前景到後景，這是從屬連詞在前後景配置中的功能。它們也表

示邏輯關係，但這只是其次要功能，如例（23）： 

（23）我去中國需要護照，因為我是美國人。（Li and Thompson, 198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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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23）中，語序倒置了：結果在原因之前。為了標示小句違反了

BFP 原則，從屬連詞「因為」是必須使用的。另外一組連詞如「因為……

所以……」，即所謂的並列連詞，其主要功能才是表示邏輯關係，在以時

間或者邏輯關係為序的兩個句子中，它們只出現在第二句，如例（24）： 

（24）（因為）我是美國人，所以我去中國需要護照。 

                                        （Li and Thompson, 1981： 644） 

例（24）中的小句是以因果關係排列的，它們也具有情景設置關係，

從後景發展到前景，因為有因才有果。從屬連詞「因為」是可有可無的，

因為小句的語序已經遵循了 BFP 原則。 

3.3 反指零形主語小句 

除了上述四類從屬結構之外，在漢語敘述語篇中，所有反指零形主語

小句（Sentential Zero Cataphora）皆發揮後景化功能（Li, 2004; 徐時雲，

2014）。反指零形主語小句類似於形態語言中的非限定性動詞小句，位於

敘述的開首，具有一定的依附性，而且大多與後續小句中的主語或主語領

屬語同指。 

    Li（2004）研究漢語敘述語篇中話題鏈（topic chain）的使用及結構

特點，結果發現在語料中位於話題鏈開首的81個反指零形主語小句，

92.6%具反指功能，並與後續句子形成話題鏈。而且，這81個反指零形主

語小句可分成四類：副詞分句、「着」分句、無標動詞分句、「了」分句，

這四類反指零形主語小句都被學者們視為後景句，因此Li（2004）的研究

結論是位於話題鏈句首的反指零形主語小句在漢語敘述語篇中都擔任後

景的功能，它實質上是句法的降級。 

    徐時雲（2014）根據屈承熹（1998）的前後景理論，考察了語料中445

例反指零形主語小句的形式結構特點，主要分為六類：從屬小句15(16.6%)、

                                                 
15 該研究的從屬小句，類型包括：(1) 時間小句如「當/在……的時候」、「一……就」、

「……以後」；(2) 原因小句如「因為……」、「既然……」；(3) 讓步小句如「雖然」、

「即使」；(4) 條件小句如「假若」、「除非」。這些從屬小句的作用皆為後文建構基礎，

因此在篇章中皆被編碼為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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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性短語小句(31.5%)、「-了」小句(24%)、「-着」小句(11.5%) 、否定

小句(8.8%)，以及無標小句(7.6%)。以下列出完成性短語小句，以及「-了」

小句的例子，並略作說明： 

   （25）Øi 無緣無故的丟了車，Øi 無緣無故的又來了這層纏繞，他i 覺得他 

         這輩子大概就這麼完了。                   （徐時雲，2014：47） 

    反指零形主語所在的「-了」小句，如例（25）中「無緣無故的丟

了車」，以及﹝無緣無故的又來了這層纏繞」，皆是後面分句「他覺得

他這輩子大概就這麼完了」的後景。以下是完成性短語小句的例子： 

   （26）Øi 聽到老車夫說肚子裡空，他i 猛的跑出去…… 

                                                  （徐時雲，2014：51） 

    上例（26）所使用的「V-到」，另外還有「V-見」、「V-完」這些

形式佔完成性短語小句超過一半的數量，它們跟完成貌標記「了」的功

能一樣，標示完成貌，因此充當後景。 

    從上述有關反指零形主語小句，即完成性短語小句及「-了」小句

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在前後景等級體系中，表達前景功能最強的補語

和完成貌「了」，透過運用一些句法降級手段，可增強其從屬性，從而

成為後景。方梅（2008）指出，體現後景資訊是出於篇章功能需求，為

了滿足這個功能需求，往往會將後景資訊以句法上的低範疇等級形式來

進行包裝。漢語缺少謂詞屈折形態，對後景資訊進行包裝的手段之一，

即如零形主語反指手段將小句間的關係從等立關係轉為主從關係。 

三、完成貌「了」 

有關完成貌「了」的研究一直受到很多的關注。如前所述，完成貌「了」

有著雙重功能：既表明後景又表明前景。當它用來表示時間的先後時，則

明顯地表示後景，否則它就表明前景。而在反指零形主語所在的「了」小

句，也具句法降級或後景化的功能。「了」的解釋與使用不僅與動詞類型

密切相關，實際上也受到音韻、句法和篇章，以至信息焦點的影響和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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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詳細討論「了」的篇章功能，以及「了」在不同情況的使用及其相關

制約： 

（一）「了」的篇章功能 

Chang﹝張武昌﹞（1986：100）指出「了」具有「先時性」的作用，

標記事件之間是密切相關的（屈承熹，1998，2006），如例（27）和（28）： 

（27） 我吃完了飯就來。                           （屈承熹，2006：56） 

（28） 他在那兒住了兩個月才走。                   （屈承熹，2006：56） 

 例（27）和（28）透過「了」來標記句中的兩件事情並非只是單純發

生的時間有先後順序，而是密切相關，隱含因果關係的。例（27）裏的連

接副詞「就」和例（28）裏的連接副詞「才」也同樣用於聯繫兩個事件。 

另外，漢語完成貌有著標記前景的附加功能（Andreasen, 1981），而

這主要由「了」作為頂峰標記的功能來實現： 

    （29）a. 華老栓忽然坐起 Ø 身， 

      b. 擦着火柴， 

      c. 點上 Ø 遍身油蠟的燈盞， 

      d. 茶館的兩間屋子裡便瀰漫了青白的光。  （Andreasen, 1981：66） 

張武昌（Chang, 1986：105）引用 Andreasen（1981）的例子提出其見

解，他把「頂峰」（peak）定義為「一個片段中語義上特別重要的一個句

子」。他認為例（29）a、c 兩句未出現「了」，是因為 a、c 兩句並不處

在頂峰片段裡，而 d 句則是整個段落的最後一小句，是連續事件中最重

要的句子（屈承熹，2006：55）。 

關於「了」的兩項功能「先時性」與「頂峰標記」，屈承熹（1998，

2006）認為兩者都是從「了」表達完成貌的功能所派生出來的。完成貌作

為一種有界的情境，所聚焦的是該情境的終點，而頂峰標記的功能來源於

該事件是一連串相關事件的最終階段，同時也是最後的部分，它等於把全

部一連串事件看作一個整體事件；而先時性標記則是個別看待連續發生

的事件，標記第一個發生的事件，其意思是「一件事完成後，第二件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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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因此兩者皆著眼於情境的終點，而只是其有界情境所指涉的是不

同的對象。 

屈承熹（1998，2006）並且總結完成貌「了」的多重屬性：語義上，

它表明事件的有界性（Li and Thompson, 1981）;語用上，它表示充當前景

（Andreasen, 1981）；而從篇章上看，它標記著頂峰事件和先時性（Chang, 

1986）。上述這些功能彼此互補，共同作用於語言的交際機制。而實際上，

與前面單獨使用先時性「了」或頂峰標記「了」的例子不同，在一些例子

中，往往出現兩者並存的情形： 

（30）a. 當我僥倖考上了北市一所市立高中， 

      b. 家裡燃燒了一串鞭炮， 

      c. 足足高興了好幾天。               （Chang﹝張武昌﹞, 1986：100） 

屈承熹（1998，2006）引用 Chang﹝張武昌﹞（1986）的看法，說明

例（30）中 a、b 兩句的「了」為先時性標記，標記「考上」、「燃燒」

與「高興」之間的時間順序，c 句的「了」為頂峰標記，表示「高興」是

一連串事件當中最重要的，是這一連串動作的頂點。這就是說，這三個事

件並不是碰巧一個接一個地發生，而是處在一種因果關係之中：「考上一

所高中」是「燃放一串鞭炮」的原因；「足足高興了好幾天」既是「考上

高中」的結果，又是整個慶祝活動的頂點。 

另一方面，屈承熹（1998，2006）又指出，例（30）中 a 句裏「考上」

後的「了」比其他兩個更可能省去，因為連詞「當」表明該小句多少有些

從屬的意味，因此更像是其他兩個小句的後景，而後景小句是不用顯性的

完成貌標記「了」的。 

通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了」的篇章功能，即「先時性」與「頂

峰標記」，只能單獨解釋說明在什麼情況下使用先時性「了」及頂峰標記

「了」，然而當兩者共現，或是「了」的不可使用或自由隱現，卻牽涉更

多其他方面的因素。以下從「了」在幾種情況，包括單音節動詞、說話或

思想類動詞、完成性短語、連動句，以及在敘事篇章中的使用，說明相關

的制約因素。另外，句末助詞「了」在使用上有其不同之處，下文也簡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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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二）「了」的使用及其相關制約 

楊素英、黃月圓和曹秀玲（2000）認為，完成貌「了」的使用不僅受

到篇章的限制，即上述「頂峰標記」和「先時性」的篇章功能，還受到動

詞情境類型、句型和音韻等限制。黃鈺婷（2009）考察完成貌「了」隱現

的使用規律及其出現環境，也歸納出三個可用以解釋完成貌「了」隱現規

律的語言現象：語音限制（音節）、語義限制（有明顯終點/無明顯終點）

和句法限制，並且以完成貌「了」—─「必定出現」、「不可出現」及「可

自由隱現」的三大層面來討論完成貌「了」在句子和語境（文句的前後文

脈）的隱現分布和使用。 

2.1 單音節動詞 

在一般情況下，完成貌「了」優先跟表過去事件的單音節活動動詞連

用。張武昌（Chang, 1986：101; 114-116）注意到，「了」有與表過去事

件的單音節活動動詞連用的強烈傾向： 

   （31） 你三叔已經到了桂林，我要把你送到桂林去。 

例句中單音節動詞「到」後面的「了」表示的並非頂峰事件，但其出

現卻幾乎是強制的。屈承熹（Chu, 1978）指出，漢語表過去事件的單音

節動詞如此強烈地傾向帶「了」，其原因在於動詞的語義屬性。張武昌引

用屈承熹的觀點，指出漢語的動作動詞（即活動動詞）如果不帶「了」或

結果補語，連動作意圖也無法表示，遑論動作本身或其結果。而且由於單

音節活動動詞本身不具有結果意義，因此如果它們要表示什麼事已經發

生，就至少必須帶上一個「了」。而且，敘述句中的單音節動詞，常常需

要「了」來構成一個音韻單位，以滿足漢語雙音節的要求，原因主要是照

顧句子的音韻（王力，1985；Chang, 1986; 馮勝利，1997；楊素英等，2000）。

在語音限制上，黃鈺婷（2009）也發現單音節的達成（achievement）動詞，

例如「死」、「忘」、「到」、「贏」等，必須與完成貌「了」一起出現。

總括而言，「了」在單音節的活動動詞及達成動詞後的強制使用，是基於

音韻的限制，而在單音節活動動詞方面，「了」所表達的完成義更是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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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的使用原因。 

    有學者從句法分布的角度，指出完成貌「了」傾向用於主句，而非從

句（副詞子句、關係子句、主語子句）。趙立江（1997）指出，在時間狀

語「……以前」和「……的時候」中的動詞不能帶「了」，如例（32）所

示： 

    （32）*我來了中國以前，就知道中國人口很多。 

    陳俊光（2011）認為「了」的句法限制與其篇章功能息息相關，亦即

篇章的用法制約了句法的用法。換言之，既然「了」的篇章功能為「高峰

標記」，與信息焦點有關，因此多由句法結構中的主句來表達，而從句則

往往僅為主句提供後景的已知信息，故通常不與帶有焦點信息的「了」連

用。再者，高峰標記「了」的前景功能對從句（關係子句或副詞子句）的

制約，並非絕對，有其任意性，這是因為從句本身整體的後景功能極強，

可以將位於其中的動詞形式的前景功能「一筆勾消」（屈承熹，1990：14）。

這就是說，當從句結構（子句層面）與動詞後綴「了」（詞層面）的功能

相衝突時，單位較大的句法結構便獲優勢。 

   另外，從句結構與主句的時間關係，也會影響從句內「了」的使用。

黃鈺婷（2009）指出，完成貌「了」通常不與表達同時事件的時間狀語

「……的時候」，以及表達在後發生事件的時間狀語「……以前」連用，

而只能與表達在先發生事件的時間狀語「……以後」中使用。例子如下： 

   （33）a. 我進咖啡館時，看見了李四。 

         b. *我進了咖啡館時，看見了李四。 

   （34）*你走（了）以後，他就哭了。 

    黃鈺婷（2009）認為時間狀語「……的時候」所表達的同時關係與完

成貌「了」的先時性存在矛盾，所以例（33）「……的時候」中的達成動

詞「進」不能帶「了」。而在狀語「……以後」中，完成貌「了」的使用

卻是強制的，因為狀語「……以後」所表達的從句事件「走了」在先，主

句事件「哭了」在後發生，而主句事件及從句事件皆早於說話時間，指稱

過去發生的事件，因此完成貌「了」在狀語「……以後」的使用是不可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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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且，從句中的活動動詞「走」要表達動作的結果意義，也必須借助

「了」的完成義。 

 在某些情況下，時間狀語「……的時候」與「……以後」可進行互換，

完成貌「了」在這些情況則可在時間狀語「……的時候」中使用： 

（35）a. 當我存了一筆錢時，父母親早已年邁。 

      b. 當我存了一筆錢以後，父母親早已年邁。 

黃鈺婷（2009）認為可互換的情形，是指時間狀語「……的時候」所

表達的從句事件與主句事件實際上具備時間的先後順序，主句事件緊接

從句事件發生，即兩者並非完全同時發生。而例（35）中的動詞「存」為

狀態動詞，一般不能帶「了」，有了外加限時/限量成分如「一筆錢」，

就可與「了」同用。 

 由此可見，從句的後景屬性對於「了」在單音節動詞後的使用有一定

的限制，這主要因為「了」實際上帶有焦點信息；而從句與主句若存在先

後順序的時間關係，以及活動動詞後需接「了」以表達動作的結果意義，

都是完成貌「了」在從句中單音節動詞後強制使用的主要原因。 

2.2 說話類或思想類動詞 

    當說話類或思想類動詞後面接有所說或所想的內容，即帶有引文時，

即使該動作已完成，其後亦不能接「了」： 

    （36）a. *他告訴了我[他明天不會來]。 

          b. 他告訴 Ø 我[他明天不會來]。 

          c. *他想了起來[張三還在等他]。  

          d. 他想 Ø 起來[張三還在等他]。 

 屈承熹（1999）引用張武昌（Chang, 1986：117-118）的看法，說明

言說動詞後不接「了」是由於主要信息包含在引文內，因此，不管引文是

直接還是間接，都比言說動詞更重要。結果就是，漢語把引文而不是把言

說動詞看作是頂峰或者頂點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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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類或思想類動詞後所帶的引文，即屈承熹（1998，2006）所指的

漢語從屬結構之一「名詞化結構」。漢語中名詞化小句主要用作主語和賓

語。出現在動詞之前時，無論其語法功能是什麼，其信息值一定低，且只

能充當主句的後景。出現在動詞之後時，儘管可能包含已知信息，其信息

值仍然很高（屈承熹，1998，2006），例如： 

（37）A：他走以前，為什麼不跟他要錢呢？ 

      B：我們後來才發現他已經走了。            （屈承熹，2006：180） 

    在上例中，「他已經走了」是「發現」的賓語，所以置於動詞之後，

緊接前文，它只包含已知信息，但通過其在句中的相應位置而具有很高的

信息值。因此，例（37）B 的感知動詞「發現」後不可接「了」。如前所

述，完成貌「了」具頂峰標記功能，而例（37）B 句的動詞「發現」並非

頂峰事件，若要標記頂峰，其賓語「他已經走了」具高信息值，標記頂峰

的可能性更大。名詞化小句也可出現在動詞之前，如例（38）： 

   （38）他已經走了，我們後來才發現。            （屈承熹，2006：181） 

 上例把名詞化小句「他已經走了」移到前面，使主要謂語聽上去像事

後的補充，並用作主句「我們後來才發現」的後景。 

 陳俊光（2011）認為，說話類或思想類動詞後不接「了」，與篇章功

能「前後排序」（即「先時性」）有關，標記的是兩個動作或事件的先後

時間順序。因為在「想起什麼內容」或「告訴他人什麼內容」中，動詞「想

起/告訴」的開始和賓語內容的產生，並無截然分明的時間順序劃分，故

不能被標記時間上「前後排序」的「了」所切割。換言之，「想起」的動

作和賓語內容兩部分是同時出現的。林若望（2002）也指出，賓語子句的

事件時間和主要子句的事件時間有一定的制約關係，不同的動詞對於其

賓語子句的時間解釋有不同的制約情形，例如「看見」、「聽到」和賓語

子句的時間是相同的： 

 （39）我看見他打李四。      

 （40）我聽到他說謊。                           （林若望，20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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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若望認為動詞「看見」屬瞬間達成動詞，因此在無標的情形下屬於

過去式的解釋。因為動詞「看見」要求賓語子句所指稱的時間必須和「看

見」的事件時間相同，所以「看見」和「打」所指稱的事件都同樣是發生

在說話時間之前。而在下面的情況，說話類動詞「說」、「講」接「了」，

卻是合語法的句子： 

 （41）a. 他說了半天，還沒說清楚。 

       b. 我給他們講了兩個故事，他們還要我講。 （屈承熹，1999：87-88）                            

    上例的「說了」、「講了」後面接的「半天」、「兩個故事」或時間

副詞或是一般賓語，亦即外加限時/限量成分，而非動詞的內容，因此可

接「了」。事實上，「了」在該分句的使用是強制性的，這與「了」所表

達的動作完成義，及其與後一分句具有明確的時間先後順序有關。另外，

說話類動詞後接「了」這種「例外」情況也與信息焦點有關： 

    （42）A：你不去，應該先跟他們說一聲。 

          B：我跟他們說了我不去，可是他們一定要我去。（屈承熹，2006：61）              

    上例說話人 A 預先假設說話人 B 沒有跟他們說一聲，B 答話的主要

信息並不是他所告訴別人的內容，而是究竟有沒有告訴他們，其結果是對

動詞「說」用「了」作標記。屈承熹（1998，2006）並且指出，在這個例

子裏使用「了」而不省略，有助於對話的銜接。 

    從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在說話類或思想類動詞後可否接「了」，

需視乎不同情況：若後面所接為引文，不可接「了」，其原因是動詞與引

文並不存在時間先後順序的關係，以及引文才是信息焦點所在；可接「了」

則是由於該動詞為信息焦點，而非引文；後面所接若為外加限時/限量成

分，在這個情況「了」是強制使用的，這跟「了」所表達的動作完成義，

及其與後一分句具有明確的時間先後順序有關。 

2.3 完成性短語 

    Li and Thompson（1981）提到完成性短語優先於「了」的使用原則，

即完成性短語可取代「了」。然而 Li and Thompson 在所舉的一些例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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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存在著把「了」和完成性短語一起使用的情況，例如在「碰到」、「寫

錯」的後面帶有「了」（Li and Thompson, 1981：194）。李興亞（1989）

與盧英順（1994）也指出，動補結構後的「了」可以省略，因為動補結構

本身就說明了動作行為有某種結果，而有結果的動作往往是完成了的動

作，因此完成貌「了」可以省略，如下例所示： 

     （43）我考上（了）研究所以後，買了一輛車。 

    上例的主句事件「買了一輛車」早於說話時間，指稱過去發生的事件，

而從句事件「考上研究所」早於主句事件，因此兩者皆為過去式，動補結

構「考上」蘊含了結果意義，完成貌「了」是可省去的。 

    武斐（2007）從類型學的角度出發，對《兒女英雄傳》、王朔小說中

的完結體（「完」、「好」、「過」）短語詞和結果體（「着」、「到」、

「見」、「得」、「住」）短語詞與詞尾「了」的組合關係作深入的分析

和考察，發現《兒女英雄傳》時期，接近一半的完結體短語詞的用例都帶

詞尾「了」，而到了王朔小說時期，絕大部分都不帶詞尾「了」。武斐引

述陳前瑞（2007）的看法，認為在《兒女英雄傳》時期，當時的滿式漢語

乃至北京話口語是受到滿語的影響，導致完成貌「了」的使用大幅增加。 

    而在影響詞尾「了」自由隱現的各種因素中，研究結果發現首要因素

是完結貌短語詞、結果貌短語詞所在的小句中有表示連續動作、結果或表

示動作完成後所處狀態的後續小句的出現（[了]表示句子本來有「了」，

但可以不用；[ ]表示句子本來沒有「了」，但可以加上。）： 

    （44） 吃完[ ]晚飯，我撂下碗又爬上床躺着看書。 （王朔小說） 

    （45） 如今安公子正在個疑鬼疑神的時候，遇見[了]這等一個神出鬼沒的腳 

           色，一番話說得言言逆耳，字字誅心，叫那安公子怎樣的開口？（《兒 

           女英雄傳》） 

    （46） 我們的喜劇還是不行，無休止地賣弄噱頭，儘管我也跟着笑，可每回 

           笑完[ ] 都有被人笑了一場的感覺。（王朔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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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女英雄傳》作為一部用北京口語寫成的近代長篇白話小說，「語

言跟近代漢語的特點非常一致」（太田辰夫，1991；栗君華，2014），而

其接近一半的完結體短語詞的用例都帶詞尾「了」，筆者推測與其口語化

的特點有關。 

    馮勝利（2015）提出「時空別體說」，指出時空是區別語體的重要因

素。語體的獨立性不僅表現在它交際的屬性，同時表現在它自身的語法屬

性（馮勝利，2010），換言之，語體是通過語法表現出來的。口語非正式

語體的語法特徵為「具時空化」，亦即「使用語言系統中時間和空間的語

法標記」；書面正式語體的語法特徵為「泛時空化」，亦即「削弱或去掉

具體事物、事件或動作中的時間和空間的語法標記」；文學體的語法特徵

為「超時空化」，亦即「不（或少）使用語言系統中時間和空間的語法標

記」。「泛時空化」是實現正式語體的一種手段，以下摘錄馮勝利（2015）

所舉例句： 

（47）昨天我們已經買了這本書了。 

   （48）昨日我們已購此書。 

    例（47）和例（48）表達的是同一語義內容。例（47）屬於口語非正

式體，該句中表時間語法標記的使用最為豐富，例如完成貌「了」及句末

助詞「了」。而例（48）為書面正式語體表達形式，表達時間的語法標記

被大大削弱。由此可見，時貌標記「了」是表時間的語法標記之一，其使

用是實現「具時空化」的手段之一，並有助區別語體類型為口語非正式語

體。因此，若把「時空別體說」的概念套用到《兒女英雄傳》與王朔小說

的比較分析上，《兒女英雄傳》中接近一半的完結體短語詞的用例都帶詞

尾「了」，這一「具時空化」的語法特徵，反映其口語非正式語體的屬性

比王朔小說為強。 

    郭力銘、孫迪（2013）選取敘事型複句類型中一個典型的類別——行

為承接關係，在自建 9 萬字的封閉語料中對完成貌「了」的制約因素進

行觀察。語料庫的語料來源是 2007 年發表的當代的短篇小說。所謂行為

承接關係，即行為事件發生的先後線性排列的複句類型。根據敘事主線按

照時序依次排列，前一個結束，後一個開始。它們作為敘事主線上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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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節，隨着故事情節的展開而出現。如： 

（49）他撣了撣身上的塵土，/緩步向遊戲房外走，/然後消失在門口刺眼的光 

      芒之中。（《遊戲房》） 

    根據語料中的資料顯示，複句關係中完成貌「了」共出現 351 次，可

用可不用的有 151 處，占總用例的 43.02%。下表顯示兩個分句、三個及

以上分句類型中，動補式後接「了」在起句、中間句及末句的分布： 

表 2-4 完成貌「了」在「行為承接」關係（兩個分句類型）的使用情況（引自郭

力銘、孫迪，2013） 

兩個分句的類型 

起句 出現 可隱 百分比 末句 出現 可隱 百分比 

動補式+了 47 25 53.19% 動補式+了 36 27 75% 

V 了 V 13 13 100% V 了 V 7 4 57.14% 

V+了(+O) 35 5 14.29% V+了(+O) 36 1 2.78% 

總計 95 43 *45.26% 總計 79 32 *40.5% 

（*註：該百分比總計，是指「了」在三種可用可不用情況，其可隱總筆數佔總出

現次數的百分比，例如在起句，「了」的可隱總筆數為 43，總出現次數為 95，百

分比總計為 45.26%；末句的百分比總計 40.5%，計算方法與起句相同。） 

 
表 2-5 完成貌「了」在「行為承接」關係（三個及以上分句類型）的使用情況（引

自郭力銘、孫迪，2013） 

三個及以上分句的類型 

  動補式+了 V 了 V V+了(+O) 總計 

起句 出現 34 5 14 53 

可隱 11 2 0 13 

百分比 32.35% 40% 0% #24.53% 

中間句 出現 39 12 19 70 

可隱 29 8 4 41 

百分比 74.36% 66.67% 21.05% #58.57% 

末句 出現 28 3 23 54 

可隱 19 2 1 22 

百分比 67.86% 66.67% 4.35% #40.74% 

（#註：該百分比總計，是指「了」在三種可用可不用情況，其可隱總筆數佔總出

現次數的百分比，例如在起句，「了」的可隱總筆數為 13，總出現次數為 53，百

分比總計為 24.53%；中間句、末句的百分比總計 58.57%及 40.74%，計算方法與

起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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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兩個分句、三個及以上分句類型中，動補式後接「了」在起句的可

隱百分比分別為 53.19%及 32.35%，皆比末句的百分比（75%及 67.86%）

為低，這說明起句中動補式後的「了」一般較不能省去，而且在起句中，

接近或超過一半的動補式後的「了」是不可隱，或強制使用的。筆者認為

這與完成貌「了」標記「先時性」的篇章功能及標記信息焦點的作用具密

切關係。 

 總括而言，有關動補結構後完成貌「了」的使用，一般討論多指出完

成貌「了」是可省略的，原因是動補結構本身就說明了動作行為有某種結

果，因此完成性短語可取代「了」的使用。然而，完成性短語後帶「了」

的情況並不少見，我們發現這個現象與該文類口語語體屬性的強弱具密

切的關係，並且與篇章的銜接有關。而且，完成性短語後的「了」也有不

省略的情形，並較常出現在起句中，其原因及相關的討論並不多。 

2.4 連動句 

 連動句是漢語中的一種重要句式。范曉（1998：69）將連動句定義為

「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動詞或動詞性短語連用並構成的句子」，並且認為

連動句的「V1」和「V2」之間共有五種語義關係：一、先後關係；二、

動作方式；三、動作及其目的關係；四、動作或事件的因果關係、互補關

係。 

 高增霞（2003）根據連動式的典型特徵「時間的先後性」和「目的性」

劃分出四類連動式，其中最典型連動式兼表「時間的先後性」和「目的

性」，次典型連動式則僅單純地表示先後發生的兩個動作或事件，即僅有

「時間的先後性」，如「吃了飯看電影」，「吃了飯」僅僅是用來說明「看

電影」發生的時間，兩個動作只發生時間上的關聯，相對於「看電影」而

言，「吃了飯」已經完成，只為「看電影」提供起點。 

 管韻（2010）檢視「漢語平衡語料庫」、「北大語料庫」共 958 筆語

料，發現 V1 帶完成貌「了」的連動句很少，「Verb1+了+Verb2」中兩個

動詞的關係，以「先後關係」最為常見，即高增霞的次典型連動式分類。

根據戴浩一（1988）的時間順序原則，句子中多個動詞的分布順序，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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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按照發生的次序排列，因此劉月華、潘文娛、故韡（2006：198）提出：

「連動句中的第一個動詞後一般不能用『了』」，但同時補充：「但有些

情況下，當第一個動詞不是『來』或『去』時，第一個動詞後亦可以用

『了』。」楊素英等（2000）引述趙淑華（1990）的看法，也指出在漢語

連動式中，「了」一般只出現一次，例子如下： 

（50）a. *他做了生意賺幾個錢。 

      b. 他做生意賺了幾個錢。 

（51）a. *他們來了問幾道數學題。 

      b. 他們來問了幾道數學題。 

在很多情況下（第一個動詞表示方式、工具或方向等情況），「了」

出現在第二個動詞後。而只有在強調第一個動作完成後第二個動作才能

發生時，「了」才出現在第一個動詞後面，如例（52）所示： 

（52）許多鰻魚一直游到西印度群島附近，才產了卵死掉。 

由此可見，完成貌「了」在連動句中的使用，有三種情況：一、V1 及

V2 按時間順序原則排列，皆不帶「了」；二、「了」出現在 V2 後，這

是較常見的；三、「了」出現在 V1 後，與 V2 僅具時間的先後關係，為

V2 的發生提供時間資訊。 

管韻（2010）認為完成貌「了」在 V1 後的使用，與其「有界性」的

語義特徵有關。高增霞（2003）也指出，連動式的結構要求 Vl 具有相當

的有界性。在連動式的構造上，V1 一個比較突出的特點是一般不能是光

桿形式，至少帶有一個結構助詞「了」（或「着」），大多數是帶名詞賓

語的動賓短語、以趨向動詞或介賓短語作補語的動補短語，而動詞帶上補

語和賓語之後，就比較容易和有終點的事件聯繫起來。根據趙淑華（1990）

從六年制小學語文課本 28 萬多字的語料中找到的 119 個帶「了」的連動

式，帶「了」的動詞結構多數是動賓結構。 

    連動式對第一個動詞 V1 也有一定的限制。進入 V1 的動詞大多是單

音節的動作動詞，並且集中在有界性、終點特徵較強的動詞小類上。除此

以外，次典型連動式的 V1 還常常帶有「完」或「完了」作補語，如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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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張大嫂一邊刷洗傢伙，一邊落淚，還不敢叫丈夫看見，收拾完了站在爐 

         前烤乾兩個濕眼睛。 

上例的「收拾完了」實際上是動作「站」的參照時間，加上「……以

後」可成為時間狀語，並將之變成該分句的附屬結構，而主句為「站在爐

前烤乾兩個濕眼睛」，這顯示連動式 V1 帶有補語「完」或「完了」，在

敘述篇章中就具有為後文充當後景的傾向。 

次典型連動式的兩個動作之間的關係也是相對比較鬆散的。高增霞

（2003）認為從語義上看，最典型連動式兩個動詞之間有一種目的關係，

與次典型連動式相比，結構成分之間的聯繫更緊密。比較下面兩句： 

（54）a. 拿起筆來寫字。 

      b. 拿起筆來發愣。 

例（54）a 句的兩個動作之間存在著「動作──目的」的內在關聯，

整體性較強，可以加「馬上」、「立刻」修飾整個連動式；但是 b 句的兩

個動作之間沒有這種內在的必然關聯，只單純是時間先後關係，整個結構

前面不可以加上「馬上」、「立刻」： 

 馬上/立刻拿起筆來寫字 

*馬上/立刻拿起筆來發愣 

前者兩部分中間不能加「卻」，後者可以： 

*拿起筆來卻寫字 

 拿起筆來卻發愣 

由此可見，「拿筆」和「寫字」之間的關係相對比較緊密，而「拿筆」

和「發愣」之間的關係相對比較鬆散。除了可以插入「卻」之外，次典型

連動式還可以插入「就」等連接性詞語： 

（55）......主編在接一個電話，（電話）接完了就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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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的動作「（電話）接完了」與「過來」具時間的先後關係，並以

時間副詞「就」連接。「了」在這個例子不省略，有助兩個動作之間的銜

接。高增霞（2003）指出，這些現象說明了這類連動式與複句非常接近。

因此，辨清連動式兩個動作之間的語義關係，對於兩個動作之間能否使用

連接性詞語及時貌標記「了」是非常重要的。 

    為了解連動句中信息的改變，管韻（2010）進一步列出在「V1+V2」

中不同位置插入「了」的四種句法結構： 

（56）a. 弟弟去學校借書。 

      b. 弟弟去學校借了書。 

      c. *弟弟去了學校借書。 

      d. *弟弟去了學校借了書。 

 a 類為一般的連動句，兩個動詞間有兩重意義，既可表「先後關係」，

亦可表「動作──目的關係」，一般來說焦點都位於句末，因此此類連動

句中的信息焦點仍落在第二個動詞「借書」上，強調動作的目的。 

 b 類雖是合語法句，研究發現受試的母語者多表示句子語氣未完。因

此，該句需如例（50）和（51）一樣，在「了」後接限量成分「幾個」和

「幾道」，將之改成：「弟弟去學校借了幾本書」，那麼「幾本書」就是

該句的信息焦點。趙淑華（1990）指出，帶「了」的動詞結構多數是動賓

結構，b 類例子的問題說明了限時/限量成分對於這些動賓結構具有一定

的限制。 

 c 類的接受度偏低，原因是趨向動詞「來去」與其後賓語的緊密性較

大。這類連動句具「動作──目的」的內在關聯，整體性較強，信息焦點

必須落在第二個動詞上，以強調動作的目的。而 d 類，多數母語者表示

第一個「了」顯得多餘。「了」作為高峰標記，在連續動作中，「了」只

會標記在最後一個動詞上。連動句中的兩個動詞不同時帶「了」，跟句子

中通常只求一個信息焦點有關，以避免信息分散。而事實上，即使 d 類

的第一個「了」因為句中只能充許一個信息焦點而須刪去，但仍要如 b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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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加上限時/限量成分，才是完整的句子。 

2.5 敘事篇章 

饒宏泉（2012b）從時間推進的角度，考察完成貌「了」的篇章功能。

他選取八個短篇敘事小說，建立了一個小型語料庫，發現 73%的「了」是

用於時間推進小句，說明「了」的出現確實傾向於推進時間。但換個角度

看，八篇小說總共有 3456 個時間推進小句，其中使用「了」的小句僅有

759 句，即只有 22%的時間推進小句使用「了」，這個比例並不高。饒宏

泉指出，這是因為時間推進的模式很多，除了使用「了」，還可以使用趨

向補語或時間狀語等其他語言手段。 

饒宏泉在研究中進一步對「了」所在的時間推進小句是傾向於出現在

結句還是非結句中，進行了調查。所謂「結句」指在形式上以句號結尾的

小句，「非結句」指在形式上以逗號結尾的小句。統計顯示，759 句使用

「了」的時間推進小句中，有 524 個小句是非結句，235 個小句是結句。

例如： 

（57）→買了船票後，→我就領着孩子逛商店，→買了二十尺藍色斜紋布、五 

     尺平紋花布，想着過年時給孩子們做新衣。 （《一壇豬油》）  

（58）→狼群終於站住，在一座大沙丘上抬起頭→嚎了一陣子。 (《天下無賊》) 

例（57）中的兩個「了」都是出現在非結句中，例（58）的「了」則

出現在結句中。統計資料顯示，「了」傾向於出現在非結句的時間推進小

句中，占總數的 69%，也就是說「了」的出現傾向於還有後續小句的理

解。換言之，「了」的「先時性」功能在篇章中的使用是較多、佔優的。

然而，研究並沒有把這些出現在非結句中的「了」細分為強制使用或是自

由隱現，以及細分「了」的使用情況，因此，「了」傾向於出現在非結句

的時間推進小句中這一現象不能直接以郭力銘、孫迪（2013）所得出的，

即起句中動補式後的「了」一般較不能省去這一研究結果作對應佐證。 

饒宏泉的研究還發現，「了」的連用可以表示一系列連貫發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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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59）他看了看我的情況後，先是給我打了一針，然後給我做了剖腹手術，取 

      出了個哇哇哭叫的胖男娃。（《一壇豬油》） 

例（59）中呈現的是依次發生的系列事件，作者以「了」的連用來加

強這些事件的關聯，使之緊湊銜接。 

    綜合上述的討論，可見完成貌「了」的強制使用、不可使用，以及

自由隱現在不同的使用情況下，實際上所受到的制約有其共通點，重點

列出如下表 2-6： 

表 2-6 完成貌「了」在不同情況的使用制約及其作用 

使用情況 強制使用 不可使用 自由隱現 

(1) 單音節動詞 

 

音韻限制、 

完成義、先時性： 

從句「V+了（+限時

/限量成分）以後」 

同時關係從句「VO

的時候」、 

從句「VO 以前」 

 

/ 

(2) 說話類/ 

   思想類/ 

   感知動詞 

完成義、先時性： 

V+了+限時 /限量

成分 

同時關係： 

V+引文（賓語子句） 

信息焦點、銜接： 

說+[了]+引文 

(3) 完成性短語 先時性、信息焦點： 

起句 

/ 銜接： 

從句「 VC+[ 了 ]  

以後」 

(4) 連動句 完成義、先時性：

V1+了+O+V2 

V1（動作）+O+V2 

（目的）+O 

銜接：V1C+[了]+

就/卻+V2 

 

    從上表所列的一些情形、例子，我們可歸納出完成貌「了」的使用主

要受到「完成義」、「先時性」、「信息焦點」、「篇章銜接」這四種制

約影響，其中「完成義」、「先時性」對「了」的使用具強制作用，該結

構或是從句，或具有從句的傾向，並具後景功能。換句話說，「了」的不

可使用，其關鍵條件是該結構並不具備「完成義」或「先時性」的作用。

至於「了」的自由隱現，則與其「信息焦點」、「篇章銜接」的功能具密

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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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句末助詞「了」 

    句末助詞「了」16的核心語義為[+狀態改變]，在篇章語境中，其原本

[+狀態改變]的核心語義也已虛化為表示「敘述段落」（敘述告一段落）

（end of discourse）的篇章標記（屈承熹，1999：98；2006）。 

    與完成貌「了」相比，句末助詞「了」不與前置從句連用的強制性較

強。句末助詞「了」只能用在主句，而不能置於從句內（湯廷池，1999：

52-53），如例（60）所示： 

   （60）a. *{我當了總經理了的時候}，一定給你加薪。 

     b. {我當了總經理 Ø 的時候}，一定給你加薪。 

例句（60）a 句的「了 2」置於副詞性的從句中，故為病句，必須移除

「了 2」才合語法，如 b 句「我當了總經理 Ø 的時候」。原因是句末助詞

「了」的篇章功能為「敘述段落」，乃是標記敘述告一段落，故其後不應

再接其他句子；倘若還有後續的句子，則不能使用表「敘述段落」的句末

助詞「了」。因此，上例（60）a 句中，句末助詞「了」便不能置於為主

句提供後景信息的副詞子句「*我當了總經理了的時候」之中。 

第四節 前後景相關研究 

通過第三節對前後景理論的討論，我們可以了解到篇章中前景/後景

的區別與時貌具密切的關係：完成貌用於前景，非完成貌用於後景，而這

與時間推進的條件，即有界事件的概念實際上是相通的。以下引述一些漢

語口語敘述或書面語敘述篇章中，與前後景相關的研究或文獻。 

Christensen（1994）以同一批漢語母語者為研究對象，蒐集他們在觀

看一部無對話與旁白電影《梨的故事》後的口語與書面語敘述語料。根據

                                                 
16 漢語學界通常認為漢語有兩個「了」，一個是時貌標記，即「了 1」；另一個是句末助

詞，即「了 2」。近年來，一些學者認為從篇章表現上看，兩個「了」可以實現整合，是

同一實體的不同篇章功能而已。本研究主張兩個「了」的分立，各自有著不同的篇章功能，

並以時貌標記「了」為主要研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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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貌用於前景，非完成貌用於後景這個界定，Christensen（1994）的研

究結果發現使用完成貌「了」的分句並被用作前景只佔小部份，而在前景

中使用結果補語但不包含完成貌「了」的分句反而是最常使用的形式，這

在口語和書面語中的情況皆然。研究也發現，漢語母語者較傾向在口語敘

述中加入對故事的評論意見，他認為這是因為在口語敘述時有主動的聽

者參與其中，而在書面語敘述中則較少加入評論。 

Yang（2002）調查以英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在面對沒有形態變化的

漢語時，如何表達時間，並與漢語母語者進行對比。他將時間表達方式分

成外顯手段與內隱手段，前者如時間狀語或完成貌「了」，後者如本身能

表達情景已實現的句子或語境知識。此篇研究的學習者語料來自 Erbaugh

（1990），母語者語料來自 Polio（1995）。語料蒐集方式為請母語者和

學習者觀看六分鐘「梨的故事」影片，再請受試者口頭重述影片內容。此

研究結果如表 2-7 所示： 

表 2-7 母語者與學習者口語敘述中表達時間推進手段的比率（引自 Yang, 2002） 

 

Yang（2002：189）表示在敘述體的前景句中，漢語母語者主要是使

用顯性形式手段（76%）表現時間推進。在這些形式中，母語者以使用狀

語標注時間關係為主，例如「然後」、「結果」等等。而學習者則是隨著漢

語程度的提升，使用外顯形式表達時間推進的比例穩定攀升，此結果以表

2-8 呈現： 

表 2-8 母語者與學習者口語敘述中外顯形式的使用比率（引自 Yang, 2002） 

 

運用前後景理論，對漢語敘述體篇章進行分析的研究多以口語材料為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1 

主。Chui﹝徐嘉慧﹞（2003）研究兩類漢語口語語料，日常交談與口語敘

述，統計出前景、後景在兩類語料所佔的比率： 

表 2-9 口語敘述、對話中前景句與後景句的分布比率（引自 Chui, 2003） 

 

    蘇以文（1997）的研究兼顧中文書面語與口語的前後景，採用語料

皆出自母語者；分析主要集中在分句內的結構，或是分句間的層次；所

討論的句子類型為關係子句、副詞子句幾類。另外，也有一些研究針對

某個特定的語言形式或句型，討論這些語言形式或句型的前後景功能及

作用。劉珠（2016）指出，接續時間連接成分「後來」表示不確定時長

的時段，有很強的篇章銜接功能。研究分析初中學生的作文語料，發現

除了銜接功能以外，接續時間連接成分「後來」還有前景凸顯功能和前

後景切換功能，即將篇章內容轉回前景當中。 

    潘文（2003，2006：194-196）對存現句的語體特徵進行了考察，並

歸納了存現句在篇章結構中的作用：a）作為篇章的發端句；b）提示篇章

中的空間線索；c）用存現句來進行對比、映襯，使文章成為一個有機的

整體。這些功能無一不是敘事語篇中後景的功能，因此，存現句在敘事語

篇中主要充當後景，是學界較為一致的觀點。李挺（2010）指出，存在句

具有高後景性，不能獨立完成向相對前景的轉化，只有借助有界的即時性

意象動詞，例如「看到」、「聽見」、「發現」等，才能實現轉化。 

第五節 篇章結構對比 

語言的使用通常是以篇章的形式而不是以孤立的句子形式出現的，因

而一些語言學家如 Gleason（1968）、Hartmann（1980）認為，對比不同

語言之間在篇章組織的方式和手段的異同，是對比研究中最有趣的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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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要找出不同語言之間在篇章語義結構上的異同，我們必須分析使用

這些語言的人在將一組概念和命題綴合成篇章時所慣用的方式，這種對

比通常採用語域對應如雙語對應篇章語料來進行（許余龍，1992）。 

所謂「語域對應」語料，是指這些對應語料在篇章的題材、風格、使

用場合、使用對象等方面具有某種一致性。Tannen（1980, 1984）、Clancy

（1980）等一些學者的研究也表明，不同語言的篇章具有某些不同的特

點。這些研究同樣以電影《梨的故事》為基礎，Tannen 讓一組說英語和

一組說希臘語的學生看完電影後，把故事寫下來或複述出來。通過對這些

篇章進行分析，她認為希臘語篇傾向於對影片中發生的事加以解釋而不

是報導，而英語篇章則傾向於對影片中發生的事加以報導而不是解釋，例

如大多數英語篇章只是簡單如實地描述人物的行為，而有相當一部分希

臘語篇章加進了主觀評論，採用解釋性的描述。研究也發現無論是希臘語

篇，還是英語語篇，較傾向在口語敘述中加入解釋評論並使聽者更投入參

與當中。 

Kaplan（1966）認為，篇章的組織方式具有語言和文化的特殊性，反

映了人的思維模式（thought pattern）。因此，Tannen 的研究結果證明了

Kaplan 的觀點，通過對篇章組織方式的分析，有可能找出具有不同語言

文化背景的人所習慣採用的不同思維模式。Kaplan（1972）在對母語是阿

拉伯語的學生所寫的英語作文進行分析後指出，這些學生往往會將閃語

（阿拉伯語是閃語的一種）中的平行型篇章組織結構運用於他們的英語

作文中。 

以漢語學習者作為研究對象，對比學習者與母語者漢語篇章表達結構

差異的研究不多。陳俊光（2010）以「跨語言學習者的表現比較」模式，

研究以英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是否會將英語的信息排序模式遷移到漢

語寫作中，並以韓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作為對照組，要求學習者完成併

句任務與篇章任務。結果發現，漢語母語者在併句任務中，選擇將原因從

句置後；在篇章任務中，則傾向使用成對的關聯連詞。然而，以英語為母

語的學習者，在併句任務與篇章任務，統一傾向將原因從句置後，並且這

個情形高於韓語母語學習者。隨著以英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其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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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將原因從句置後的情況越來越少。 

第六節 偏誤分析 

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是指對學習者在第二語言習得過程中所出

現的偏誤進行觀察、分析和分類，從而了解學習者本身的語言習得障礙，

揭示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和規律。 

科德（S.P. Corder）是最早系統論述偏誤研究重要性的學者，他提出

應該將偏誤（error）和失誤（mistake）區分開來。失誤並非語言能力不足，

而是在語言使用的過程中，學習者無意間因為疲憊、猶豫或緊張等因素而

產生的口誤（或筆誤）現象。失誤的現象通常是無規律的，是屬於語言運

用層面的問題，可能發生在第二語言學習者或母語者身上，但說話者一旦

意識到這些失誤，就能立即自行改正（陳俊光，2011）。對於第二語言教

學而言，失誤不是研究重點，偏誤才是研究的主要內容。 

    偏誤是指學習者對第二語言掌握能力不足的表現，是屬於語言能力

層面的問題。偏誤是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常會不斷地重複，而且學習者自

己不易察覺，更無能力自我修正。偏誤反映了學習者在某個學習階段的語

言體系，因此研究彰顯於外的偏誤有助於研究者瞭解學習外語的心理過

程（陳俊光，2011）。 

    偏誤有多種來源，通常分為兩類：一為「語際偏誤」（interlingual 

transfer），或稱干擾偏誤；一為「語內偏誤」（intralingual transfer）。所

謂的語際偏誤是指可回溯到學習者母語的偏誤，故又稱母語負遷移。母語

遷移是第二語言初學者常用的學習策略，是以學習者之前的語言知識（通

常是母語）來理解新的語言。有關母語遷移的論證研究，一般需加入：一、

包括實驗組和對照組的跨語言學習者比較；二、不同的第二語言能力分

組，才能提供有力的論據證明母語遷移的影響。而語內偏誤則是源自第二

語言內部屬性或特徵的偏誤，可進一步區分為「過度類化」與「簡化」。

過度類化是語言學習者對語言內部系統掌握不足的現象，因為第二語言

的知識有限，故使用類比的方式，不當地將有限的既有知識套用在第二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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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新形式上，因此造成偏誤。而簡化則是學習者企圖減輕學習負擔的一

種策略（Richards, 1974；陳俊光，2011），即學習者在學習或使用第二語

言時，試圖從一系列的假設中，選取較易進行且能促進溝通的假設（Ellis, 

1985:171 & 304；陳俊光，2011）。 

    除了以上的語際偏誤和語內偏誤之外，過往文獻亦探討了其他的偏

誤來源，如「引發式偏誤」（Richards, 1974; James, 1998; 陳俊光，2011）。

引發式偏誤通常由課堂環境所引發，並可進一步區分為：一、教師引發的

偏誤；二、教材引發的偏誤；三、練習引發的偏誤。教師引發的偏誤，一

般是因為教師在課堂上解釋不清楚、過度操練某些句型或採用不當例句，

都可能導致學生的偏誤。教材引發的偏誤是指教材本身的例句或規則的

不當說明，因而誤導學生所引起的偏誤。練習引發的偏誤是指教材練習或

教師所提供給學生的語言輸入本身並無錯誤，但由於該練習要求學生執

行某種語言形式的操控而引發偏誤，例如句型變換練習常流於機械式，而

忽略語言特定句式在語境中的功能，因此造成誤導。 

    針對偏誤類型，James（1998）按語言形式劃分出偏誤的五大分類：

省略偏誤/遺漏（omission）、添加偏誤/誤加（addition）、選擇偏誤/誤代

（mis-selection）、順序偏誤/錯序（misordering），以及混合偏誤（blends）。

以「了」為例，其偏誤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1）誤加，即不該用而用；

2）遺漏，即該用而沒用；3）誤代，即與相關語法結構混淆（王媚、張艷

榮，2007；陸方喆，2013）。據王紅廠（2011）統計，這三類偏誤佔俄羅

斯學習者全部「了」偏誤的 89.8%。另外，偏誤還包括「了」的錯序，即

學習者在面對離合詞、動詞後有補語、雙賓語、動詞重叠等句法成分時不

清楚將「了」放在哪個句法位置而造成偏誤。此類偏誤在多個母語背景者

的語料中均能找到。 

    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時貌習得研究中，都發現完成貌「了」是漢語

時貌標記習得的難點，學生使用時錯誤率很高，而且泛化錯誤（即不該用

「了」的地方用「了」）特別普遍（楊素英等，2000）。在分析「了」的

偏誤成因時，大部分研究者認為母語遷移是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並一致認

為這是由於學習者把「了」等同於過去時標記而造成了泛用。另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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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法的複雜性，以及課堂教學的影響，即在正規教學中，「了」在習得

初期和中期引入並受到強調（楊素英等，1999），也是造成完成貌「了」

過度使用的原因。 

 然而，在不同母語背景者（包括英語、俄語、韓語、印尼語、越南語、

泰語、日語等）都出現了同樣的偏誤類型下，陸方喆（2013）認為「了」

的偏誤應該是中介語本身的系統偏誤，是一種發展偏誤，具有其普遍性。

楊素英等（2000）考察留學生時貌標記「了」、「着」、「過」使用不足

（即應該用時貌標記而沒有用）的現象，他們指出時貌標記使用不足的現

象是和泛用的現象並存的，並且認為時貌標記使用不足是學習者中介語

的特殊現象。 

 在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時貌標記習得研究中，還關注到多個時貌標

記的習得順序。楊素英、黃月圓、孫德金（1999）通過對中介語語料的橫

向研究，發現在三個時貌標記中，「着」和「過」儘管在初學階段難以掌

握，但隨著學時等級提高，這兩個時貌標記逐漸被掌握，而「了」雖然初

學階段錯誤率不高，但並不能隨學時等級提高而降低錯誤率。 

    金利民（2009）詳細考察了 62 個母語為英語的漢語學習者，通過可

接受度判斷題、多項選擇題、看圖說話題，研究他們的「在」、「着」、

「了」、「過」這四個時貌標記的發展情況。他指出，就首次出現時間而

言，「了」早於「在」和「過」，「着」最晚出現。儘管「了」最早出現，

但是直到高級階段都不能達到目的語形式，相反，「過」最先達到目的語

的正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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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了達成研究目的並回應前文所提出的研究問題，本章將介紹本研究

所採用的研究架構及研究方法。第一節介紹研究方法，以及語料蒐集等流

程步驟。第二節的研究架構，逐一整理三個研究問題所牽涉的理論，並以

一些相關研究的結果為依據，建立可行的分析架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Ellis and Barkhuizen（2009）介紹兩種功能分析法：第一種是以形式

為基礎的「形式──功能分析」（form-function analysis），選擇一個語言

形式進行分析；第二種是以功能為基礎的「功能──形式分析」（function-

form analysis），選擇一個語言功能進行分析。本研究的研究問題二採用

第二種「功能──形式分析」，以前後景理論及時間表達的概念為基礎，

分析比較母語者與學習者在使用相關語言形式結構的表現。而研究問題

三，則考察學習者在前景/後景配置，以及在時間表達上所犯的偏誤類型，

採用的是第一種「形式──功能分析」。 

一、語料蒐集流程 

本研究的語料蒐集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先蒐集捷克馬薩里克大

學一年級學生的語料。實驗材料為該校一年級下學期期末考的四格漫畫

命題寫作（附錄一為寫作題目）。學生需在限時內完成該寫作題及考卷的

其他部份，寫作題需時約半小時。寫作需包括開頭、中間和結尾，故事內

容要通順、合理，惟對字數並無限制。寫作期間不可使用字典或向教師查

詢，個別不確定的字詞可以拼音代替。語料蒐集時間為 2016 年 5 月底。 

由於第一階段的主要對象為完成一年漢語課程的學習者，為了解不同

漢語程度的學習者在寫作敘述體篇章上的表現並作組間比較，因此在第

二階段以學習中文時間較長的學習者為對象，蒐集語料。該部份語料由捷

克帕拉基大學老師負責蒐集。語料蒐集過程與第一階段相同，惟字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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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於 150 字。寫作時間約為半小時。語料蒐集於 2016 年 12 月底，即

該校上學期期末期間進行。 

第三階段為母語者語料蒐集。筆者邀請在臺灣不同院校就讀或已畢業

的漢語母語者完成寫作任務，寫作要求與學習者相同，寫作時間為半小

時。語料蒐集時間為 2017 年 3 月初至 3 月中。 

二、語料來源 

本研究共收集母語者語料篇數 26 篇（N1-N26），學習者共 77 篇，

分三個組別：一年級（A1-A26）、二年級（B1-B27）、三年級或以上（C1-

C15；M1-M9）。三年級或以上這一組別的學習者，也包括九名碩士生。

母語者及學習者語料請見附錄三。 

（一）漢語學習者 

以捷克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共計 77 位，年齡介於 20-26 歲，分別在捷

克兩所大學的中文系學習漢語。學習者三個組別的劃分，主要與其學習中

文時間的長短對應17，而並不等同初級、中級、高級這些能力程度的劃分。

關於學習者的基本資料，呈現如表 3-1： 

表 3-1 三組學習者的基本資料 

語料編號 性別 大學名稱 學習中文時間 人數 

A1-A26 女：14 人 

男：12 人 

捷克布爾諾馬薩里克大學 兩個學期 26 

B1-B27 女：18 人 

男：9 人 

捷克歐露慕茨帕拉基大學 三個學期 27 

C1-C15; 

M1-M9 
女：17 人 

男：7 人 

捷克歐露慕茨帕拉基大學 五個學期或以上 24 

                                                    總人數 77 

                                                 
17 口委王萸芳教授指出，應在蒐集語料前對學習者施行標準化的華語水平能力測驗，並

以測驗成績為分組依據。另一位口委李明懿教授也補充，有些國家的大學以三個學期為

一個學年，因此年級的劃分與本研究亦有出入。本研究的「一年級學習者」所指為完成

兩個學期漢語課程的學生，「二年級學習者」所指為完成三個學期漢語課程的學生，而

「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所指為完成五個學期或以上漢語課程的學生。捷克馬薩里克大

學及捷克歐露慕茨帕拉基大學，兩所大學每個學年共有兩個學期，每個學期共有 16 週

（不包括考試週），第一學期是每年的 1 月至 5 月，第二學期是 9 月至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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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二年級學習者、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的語料由該校不同的老師

代為蒐集，在處理上略有不同：二年級學習者所完成的寫作題，納入考

試分數；而在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方面，則僅為加分題。兩組學習者在

寫作動機上存在一定的差別。 

（二）漢語母語者  

漢語母語者共有 26 位，年齡介於 19-36 歲，分別就讀或畢業於臺灣

十二所大學，在學者包括大學一年級至碩士班的學生。母語者的基本資料

顯示如下表 3-218： 

表 3-2 母語者的基本資料 

語料 

編號 

性別 大學名稱 主修系所 人數 

N1-N26 女：17 人 

男：9 人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系 4 

國立台南教育大學 國文系 1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所 2 

數學系、地理系、化學

系、科技系、資工系 

5 

台文系、英語系、創造力

發展碩士班 

3 

民族音樂、人發系 2 

國立中興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1 

東海大學 社會工作學系 1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書畫藝術學系 1 

長庚科技大學 護理系 1 

佛光大學 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1 

台科大 電機 1 

南華大學 資管系 1 

暨南大學 資管系 1 

台大 心理系 1 

                                               總人數 26 

                                                 
18 母語者語料來源主要為文科、理工科相關科系的學生及畢業生，為求取資訊的極大化，抽樣以

這兩個群體作為母語者的代表。口委王萸芳教授指出此為立意抽樣（purposive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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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語料後，將語料輸入 Microsoft Office Excel 2013 中，建立分析語

料庫，再作分析標注。語料分析標注的步驟、做法，詳見本章第二節「研

究架構」。語料標注完畢後，計算各組在不同語言形式的使用總數及所佔

比率。另外，採用變異數分析方法，檢測母語組與三組學習者在前後景配

置上的差異是否顯著。 

第二節 研究架構 

一、 分析架構 

    以下筆者根據三個研究問題逐一說明本研究的分析架構。首先，分析

母語者與三組學習者在前後景配置上的差異和特點。其後，分析母語者與

三組學習者所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有何異同，並分析各項語言形式在實

現前後景配置上所起的作用。最後，考察三組學習者在前景/後景配置，

以及時間表達上所犯的偏誤。本研究的分析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本研究分析架構 

 以下逐一說明各研究問題所針對的分析重點及其具體做法。 

敘述體語篇之

前後景研究

研究問題一

前後景配置

前景配置 後景配置

研究問題二

時間表達

時間定位 時間推進

研究問題三

偏誤分析

前後景配置 時間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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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問題一 

    研究問題一是關於漢語母語者與學習者的短篇在篇幅、前後景分布

上的差異，具體做法可分四個步驟，如下圖 3-2 所示： 

 
                      圖 3-2 研究問題一分析步驟 

（一）語料類型選擇 

Labov and Waletzy（1967）認為敘述可被理解為帶有完整結構的故事，

有開頭、中間過程和結尾，常包含說話者的個人經驗或結論。一般來說，

敘述的事件主要按照時間排序。 

敘述體的體裁（genre）特色，有助本研究了解漢語母語者和二語學習

者使用哪些語言形式以設置前、後景並表達時間。語料內容為短文寫作，

要求受試者根據四格漫畫的內容，將其組織成一個故事。該四格漫畫在內

容上具連貫性，各圖畫所顯示的事件按照時間排序。因此，語料內容的設

定符合本研究的需求。 

（二）切分篇章小句 

對於語料中篇章小句的處理，主要依據動詞的出現來切分。以下以四

組的語料為例，說明小句切分的具體操作標準。語料內符號如（）、[  ]、

{  }為筆者加注，（）表示省略的內容，[...]表示正確的用法，{...}表示遺

漏的內容。 

1. 基本的篇章小句僅有一個動詞，包括狀態動詞，在末尾使用逗號或

句號停頓。另外，也有動詞省略的例子： 

編號 小句 
M2 他很高興地去商店， 

B27 他低[矮]得很， 

 因為他才八歲（大）啊。 

B26 （這是）很難過的故事，哈哈。 

1 語料類型
選擇

2 小句切分 3 段落劃分 4 小句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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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例中學習者 M2 的小句包含一個動詞「去」；學習者 B27 在句中

使用的是狀態動詞「矮」，但錯寫為「低」；學習者 B26 的分句省略了

動詞「是」。 

 

2. 一個片段中出現多個動詞，須區分不同的情況： 

    如果多個動詞是以並列方式連接，尤其是體現時間先後的連動關係，

例如在 V1 後帶有表示「前後排序」的「了」，兩個動作或事件當中即使

並未採用逗號隔開，仍處理為兩個小句。如： 

編號 小句 
M2 買了昂貴的花 

 {然後}去找那個美女。 

B23 可是他一看見了她 

 就覺得不好主意[意思]。 

    上例中學習者 M2 在句中使用兩個動作「買」、「去找」，兩個動作

的發生具明確的先後時間順序，因此劃分為兩個小句。學習者 B23 在句

中使用的兩個動作「看見」、「覺得」也具時間先後性，因此切分為兩個

小句。 

   另外，藉由引介句19引出主要事件，此情況劃分為兩個小句： 

編號 小句 

N20 有一天有個小男孩 

 走在路上 

    上例中母語者 N20 使用引介句「有個小男孩」引介出對受話者而言

是新信息的語言單位「小男孩」，亦即全句的焦點所在；繼而引出主要事

                                                 
19 曹逢甫（1995）在討論漢語主題是有定時，以引介句為例，說明主題的照應用法，即說

話人從前邊說過的話裏挑選一個作主題，然後加以評述。如下例所示： 

T: 我有一個同學 i 買了一幢房子 j。___j，是（在）半山腰。他 i 以為新的什麼事情都不

用做了，你曉不曉得？ 

曹逢甫指出，第一句引出兩個新的所指對象，都以「一+量詞」為標記，是無定的。在第

二句裏，名詞組 j 被挑出來作主題，但這裏被省略了。第三句的名詞組 i 變成了代詞作主

題。兩個主題都照應前面的無定名詞組，它們是有定的。因此，曹逢甫認為漢語主題是有

定的，並以此說明漢語主題對前面語段的作用之一是「聯繫作用」（relating function），

透過主題的運用，把語段中所有句子都聯繫起來。上例是以主題來劃分漢語的句子，而本

研究主要依據動詞、信息單位的出現來切分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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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走在路上」，此為該句的新信息。因此，本研究依據信息單位的出現，

將引介句及其主要事件劃分為兩個小句。 

    需注意的是，如果多個動詞之間的連動關係結合得比較緊密，例如表

示動作及其目的關係，以及 V1 作狀語表修飾（即動作方式），在這些情

況則作為一個小句處理。另外，兼語關係也作為一個小句處理。例子說明

如下： 

編號 小句 

M3 有一天小王去商店買運動服。 

B2 所以他今天早上穿着很好看的衣服去學校。 

A15 今天晚上他請她去中國飯館兒吃晚飯。 

    上例中學習者 M3 句中的兩個動作「去商店」、「買運動服」，強調

的是動作及其目的關係；學習者 B2 句中的兩個動作「穿着很好看的衣

服」、「去學校」，前者是後者的動作方式；學習者 A15 使用兼語句，

句中的「她」是動作「請」的賓語而兼為後一動作「去中國飯館兒吃晚飯」

的主語。上述三種情況中多個動詞之間的關係結合得比較緊密，因此視為

一個小句處理。 

    如果多個動詞以從屬方式20連接，儘管動詞之間用逗號隔開，也處

理為一個小句。這類結構也是屈承熹（1998，2006）所提出的附屬結構

之一，名詞化結構。說明如下： 

編號 小句 
C5 他看到這個女生比他高很多。 

M1 就發現了，這個女生的個子非常高，比他高得多！ 

A22 王朋覺得她很高，很漂亮。 

M2 但小利的特點是，他一決定做什麼，肯定會做到。 

    上例中動詞「看」、「發現」、「覺得」、「是」，後面所接的劃

線部分即其句子補足語，本研究將包括動詞在內的整個部分視為一個小

句。總的來說，大體上的考慮就是動詞與其從屬內容的結合是否緊密。 

                                                 
20 曹逢甫（2005）把這類句子結構稱為「包孕句」，並把漢語中帶句子補足語的動詞分成

五類，例如：說、告訴；想、希望；懷疑、否認；發現、知道；後悔、奇怪等。在這五類

動詞，它都可以以含有主題結構的句子為補語。例如：我聽說那本書他已經買了。「那本

書」是主題結構，可以句子補足語的方式置於動詞「聽說」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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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涉及說話、書寫內容和心理活動的片段，全部整合為一句。例子如

下： 

編號 小句 
B6 這個小姐告訴他：「認識你我很高興」。 

C9 這封信裏他寫了他非常喜歡她，要跟她約會，去唱卡拉

OK。 

M1 他心里想：我要和她說很高興認識你！ 

    上例中的動詞「告訴」、「寫」、「想」，後面所接分別為說話、書

寫內容，以及心理活動的片段，皆為其句子補足語。 

4. 對短語「（當）……的時候」，我們的處理是：當它描述具體事件

時，將之視為一個單獨的小句；而當它只是標記純時間信息的參考點

時，則將它和隨後片段併作一句，標注隨後片段的主要動詞。如下例

所示： 

編號 小句 
M4 小王下課的時候， 

 看到了一位女人。 

M3 小王回家以後 

 就寫了一個信。 

C2 星期天的時候我去商店。 

    上例中的短語「下課」、「回家」描述的是具體事件，因此劃分為獨

立的小句。而學習者 C2 使用的短語「星期天的時候」，僅標記純時間信

息，而不牽涉具體事件，因此將其和隨後片段併作一句。 

（三）劃分篇章段落 

所謂段落，屈承熹（1998，2006）認為漢語句在構成更大篇章單位即

段落時，有其分界的方法。篇章主題（discourse theme）大致包括命題內

容和語用內容兩方面，這兩者把小句結合成漢語句，又把漢語句組合成更

大的段落。 

因此，切分篇章小句後，本研究再將各短篇劃分成段落。段落劃分的

依據主要是小句中所顯示的時間轉換標記，即時間詞，另外也借助句中的

連接詞劃分段落。而當小句中沒有時間詞或連接詞，則參考陳平（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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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連接手法，即除空間連接、時間連接之外，其餘的三種連接手法，

包括話題連接、事件連接和世界連接，來判斷該小句是否段落界限。 

    針對連詞的不同種類，尤雪瑛（Yu, 1990：57-100）提出了等級刻度

（hierarchical scale）的設想： 

    附加連詞 < 因果連詞 < 讓步連詞 < 時間連詞21 

    尤雪瑛指出，漢語篇章由「微觀結構」（micro-structure）及「宏觀結

構」（macro-structure）22的層級所組成，而連詞作為銜接手段，在篇章的

不同層級以管界標記的形式運作。他把在微觀結構起連接作用的連詞稱

為微觀連接詞（local connective），在宏觀結構起連接作用的連詞則稱為

宏觀連接詞（global connective）。一般來說，位於左邊的連詞，其連接的

單位比右邊的要小，例如附加連詞通常連接微觀結構，而位於最右邊的時

間連詞可連接微觀結構的事件或動作，亦可標示宏觀層次上時間設定的

改變。在尤雪瑛（Yu, 1990）的研究，主要分析故事內所使用時間連詞的

連接層級、出現位置及其作用，筆者整理如下表 3-3： 

表 3-3 時間連詞的連接層級、出現位置及作用 

時間連詞 連接層級 出現位置及作用 

1. ……的時候 global 在首個段落出現，作時間定位 

2. 之後 local 連接段落的最後兩個分句，說明事件的結果或結論 

3. 終於 local 連接段落的最後兩個分句，說明事件的結果或結論 

4. 最後 global 標示後景切換至前景 

5. 不一會兒 global 指示時間、空間、情境的改變，以及新角色的出現 

6. 立刻 local 連接兩個先後發生的動作或事件 

7. 從此 global 在篇章的末句出現，指示事件的結果 

                                                 
21 尤雪瑛對這四類連詞的劃分，所根據的是 Halliday and Hasan（1976）所提出的主張，

並與之對應：附加（additive）、因果（causal）、讓步（adversative）與時間（temporal）。 
22 尤雪瑛（1990）指出，所謂「微觀結構」、「宏觀結構」是相對並可重組的。最基本的

篇章單位是「微觀結構」層次的分句，而「宏觀結構」由「微觀結構」所組成，當「微觀

結構」與其他「宏觀結構」或「微觀結構」結合，可形成更大的「宏觀結構」，這主要由

它們之間的語義關係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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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研究時間詞、連接詞的具體分類，在下一節有關研究問題二的

分析架構中作詳細說明。為更清楚了解前景句、後景句，以及時間表達形

式在段落不同位置的分布及使用情況，本研究進一步區分段落首句、段落

內（即非段落首句或末句）及段落末句三個不同位置。 

（四）篇章小句編碼 

 屈承熹（1998，2006）認為後景表達了三種語言使用的關係，即：1）

事件主線；2）情景設置；3）降低權重，也是本研究將篇章小句劃分為前

景/後景的主要根據。 

一個小句成為後景，可以具有一個、兩個或所有這三個特徵，三者相

互作用，本研究分別將之編碼為 B1, B2 和 B3；而前景則以 F 表示，所指

的是在各個段落中，敘述內容中最突出的事件。另外，在敘述篇章中所補

充的描述或說明部分，對後文並不具備情景設置的作用，則以 B 表示。

下面列出各編碼的意義及其作用： 

B1： 屬於事件主線，並形成時間排序23； 

B2： 為構建下一個事件或情景的基礎，符合時間先後或邏輯因果順序 

B3： 降低權重的形式手段，包括從屬結構如關係小句「……的時候」、

非限定動詞形式如時貌標記「在」和「着」、從屬連詞如「因為」 

B： 通常為描述、比喻，補充說明的部份，或是作者對事件的評論 

F： 前景事件 

以下以母語者 N1 短篇的首個段落（分句 001 至 008）為例，說明上

述編碼在各分句中如何相互作用，產生不同的前後景組合： 

 

 

 

                                                 
23 有關「時間排序」的定義，本研究參考 Smith and Erbaugh（2005）的看法，即敘述的動

態機制建基於參照時間，當參照時間改變或推進，事件依次展現，時間往前推進並形成序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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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句 

編號 
小句 段落 B/F 

N1 001 有一天，我遇見了一個女孩， 1 B1, B2 

 002 她站在窗邊， 1 B2 

 003 長髮披肩， 1 B2 

 004 臉上掛着明媚的笑容， 1 B2, B3 

 005 手裡捧着一顆籃球， 1 B2, B3 

 006 那瞬間，我羨慕那顆球，能被她捧在手心裡。 1 F 

 007 於是，我提筆寫下對她的滿腔愛意， 2 B1, B2 

 008 希望她能明瞭我的心情。 2 F 

分句 001 是叙述篇章首段落的第一个小句，指出參照時間「有一天」，

以及敘述主線「遇見了一個女孩」，並且為後文關於女孩樣貌的描寫鋪設

情景，因此該句編碼為 B1, B2。 

分句 002 和 003，「她站在窗邊」、「長髮披肩」是從整體到局部對

女孩外貌進行描述，符合邏輯順序，並為後文「臉上」、「手裡」的局部

描寫起鋪設情景的作用，但由於兩句並非處於敘述主線，因此編碼為 B2。 

而分句 004 和 005 同樣為女孩外貌的描寫且並非處於敘述主線，兩

句的順序不可調換，因分句 005 提到的「籃球」需為分句 006 構建基礎，

因此兩句皆有 B2 的編碼；分句 004 和 005 兩句同樣使用持續貌「着」，

具降低權重的作用，因此兩句加上另一編碼 B3。 

首段落的前景出現在分句 006，為該段落的末句，是該段落敘述內容

中最突出的事件，因此編碼為 F。而分句 007 使用時間連接詞「於是」作

為管界標記，標示出時空和事件的轉變，是兩個段落的分界標記。分句

007 在段落 2 充當後景，編碼為 B1, B2，而其前景為分句 008，表示分句

007 中動作/事件的動機或意圖。由此可見，後景、前景僅為相對的概念，

例如後景句 B1, B2 屬於事件主線，並可形成時間排序，實際上具有相對

前景的特點，而隨著敘述及時間的推進，轉而成為後景，為下一分句設置

情景。分句的這種編碼方式可體現篇章的動態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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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問題二 

研究問題二為了解敘述篇章的前後景設置與時間表達的關係：（1）

在前後景設置中，以哪些顯性語言形式的使用為最多？（2）在後景句中

的時間定位，主要使用哪種時間表達形式？其所使用的形式結構主要受

到哪些制約？（3）在時間推進中，顯性語言形式在前後景中呈現的分布

情形，以及三者之間的互動機制。以下以屈承熹（1998，2006）的前後景

理論，以及有關時間表達的研究結果為依據，整理出研究問題二的分析架

構。 

 屈承熹（1998，2006）指出，「前景」、「後景」的分別，其實是可

以用形式來決定的，如動詞詞綴，附屬結構/連接詞，動詞語意如「行動」 

（action）與「狀態」（state）之別等，這些結構形式將前後景排成一個

等級體系。前後景涉及的是事件或情景之間的聯繫，由小句表示，以時間

為序來組合。Yang（2002）提出的時間概念理論包含三個面向：情境類

型、視點體及時間定位，並將時間表達方式分成外顯手段與內隱手段，前

者如時間狀語或完成貌「了」，後者如本身能表達情景已實現的句子或語

境知識。饒宏泉（2012a）分析時間推進成分，建議從隱性和顯性兩方面

討論小句的結構特徵，如圖 3-3 所示： 

 

                 圖 3-3 時間推進成分（引自饒宏泉，2011） 

饒宏泉說明時間狀語、連動結構24、時貌標記、補語都是顯性句法成

                                                 
24 本研究將連動結構視為一個小句處理，並已在本節研究問題一的部分說明處理方法，

因此不對連動結構內部多個動詞之間的關係再作分析，與饒宏泉的處理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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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動詞情境與修辭關係25則是隱性語義成分。 

綜合上述各家對前後景結構形式的看法，以及有關時間概念面向、時

間推進的研究結果，本研究將屈承熹（1998，2006）、Yang（2002），以

及饒宏泉（2012a）的理論重點整理如下表 3-3，並分為顯性句法成分、隱

性語義成分、從屬結構三類： 

表 3-4 三家有關前後景、時間表達理論架構之對比及本研究重點 

 屈承熹     Yang 饒宏泉 本研究重點 

顯性句法

成分 

/ 時間狀語 時間狀語 時間詞 

/ / 連動結構 / 

時貌標記、 

非限定動詞形式 

時貌標記 時貌標記 時貌標記 

動詞詞綴 / 補語 補語 

隱性語義

成分 

動詞語意 情境類型 動詞情境 *情境類型 

/ 語境輔助 修辭關係 / 

從屬結構 連接詞 / / 連接詞 

關係小句 / / 關係小句 

名詞化結構 / / / 

    本研究以篇章小句為分析單位，集中分析三類顯性句法成分，包括時

間詞、時貌標記及補語。屬本研究範圍的形式結構還包括兩類從屬結構：

連接詞及關係小句。關係小句所指的是「（當）……的時候」這類描述具

體事件的單獨小句，而出現在動詞之前或動詞之後的關係小句，由於已納

入小句內，因此不作獨立分析。而連接詞除了出現在後一分句，作為一種

從屬形式使用外，還是重要的銜接手段及管界標記，因此將之與前述三類

顯性句法成分納入統計，作量化分析。而作為隱性語義成分的情境類型，

則僅作質性分析。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屈承熹（1998，2006）所提出的附屬結構之一，

名詞化結構與主要動詞結合較緊密，本研究將其合併為一個小句分析，並

                                                 
25 饒宏泉（2012a）認為修辭關係從小句之間的關係上制約著時間推進，如果某小句處於

「闡述、背景、對比」等修辭關係中，即使該小句的動詞情境具有有界性或動態性，也不

能推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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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在本節研究問題一有關切分篇章小句的部分略作說明。以下逐一說明

在前後景設置中起重要作用的顯性語言形式結構： 

（一）連接詞 

     根據 Halliday and Hasan（1976）的主張，連接詞可分成四種：添加

（additive）、因果（causal）、時間（temporal）和反向（adversative）。

本研究將代表時間關係的連接詞歸入時間詞一類，與其他時間詞類別一

併討論，以更清楚了解不同類別時間詞在篇章中的作用。 

    因此，本研究的連接詞分為三類：添加、因果和反向，在語料標注中

分別以 C1, C2 和 C3 表示。添加關係 C1 可表示相似或相異情況的添加。

因果關係 C2 除了表示原因、目的外，還包含假設或條件關係。C3 類則

表示反向或轉折的關係，用以表達與預期相反的事件。下表 3-5 列舉這三

類連接詞的一些例子： 

表 3-5 三類連接詞及例子 

C1 添加 相似添加 例：也、都、又、還 1、既…又…、不但…而且… 

相異添加 例：只、只是、而、不是…而是… 

C2 因果 因果條件 例：因為、因此、如果…、唯有…、因…而… 

C3 反向 反向轉折 例：卻、可是、但是、竟然、不料、連…也不 

（二）時間詞 

    本研究的「時間詞」包括時間名詞及短語、時間副詞兩類。時間副詞

則再細分為先時、後時、同時三類，因此時間詞（T）可分為四類：時間

名詞及短語（Tn）、先時關係（Tb）、後時關係（Ta）和同時關係（Ts）

26，顯示如下圖 3-4： 

                                                 
26 四類時間詞的英文代號為 Tn、Tb、Ta、Ts，其全寫分別為：noun, before, after, simultane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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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4 本研究時間詞分類 

    時間名詞及短語的分類參考丁聲樹等（1999）對現代漢語時間詞的看

法，即包括「表示時間的詞」及「表示時間的詞組」，表示時間的詞如：

「今天」、「早晨」、「中午」。表示時間的詞組如：「上半天」、「前

三年」、「飯後」、「三年以前」。劉月華、潘文娛、故韡（2006）認為

表示時間的名詞或名詞短語叫做時間詞語。另外，也參考鄧立立（1997）

的分類，他將漢語母語者、以英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在口語敘述中所使

用的銜接形式分成外顯與非外顯形式兩類。其中兩項外顯形式是時間短

語，例如「有一天」、「從前從前」，以及句末位置的前繫成分，如「……

的時候」、「……之後」等，而屈承熹（1998，2006）所提出的附屬結構

之一，關係小句如「……的時候」，即屬此類。 

邢福義（2004）認為時間名詞有的表示「時點」，所指時間具有定位

性，指在時間序位中所佔據的特定的點，即時間的位置、時間的早晚，如：

「剛才」，位置在說話前不久。有的表示「時段」，表示多長時間、時間

的久暫、時間的量，如：「一會兒」、「一個晚上」、「三年」、「五天」、

「兩個鐘頭」，表示的是「時量」，也就是「時段」。 

    至於時間副詞的範圍，時間副詞在現代漢語副詞裡占的比例很大，據

陸儉明、馬真（1985：106）指出：「現代漢語中的時間副詞約有 130 個

左右，幾乎占整個副詞的 30%」。李少華（1996）通過對《現代漢語虛詞

時間詞 T

時間名詞及
短語 Tn 時間副詞

先時 Tb 後時 Ta 同時 Ts

瞬時 Ts1 延時 T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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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釋》的窮盡統計，認為時間副詞共有 116 項，約占整個副詞範圍的 23%。

李泉（2004）對現代漢語 666 個副詞進行分類，時間副詞有 139 個，占

20.9%（楊榮祥、李少華，2014）。鄒海清（2011：5）曾列表比較陸儉明、

馬真（1985）、張誼生（2000）、李泉（2004）三家所收時間副詞的差異，

轉錄如下表 3-6： 

表 3-6 三家所收時間副詞之比較 

代表人物 
時間副詞

總數 

與另外兩家 

全同的數量 

只與另外兩家 

某一家同的數量 

與另外兩家 

全異的數量 

陸儉明、馬真 126 68 37 21 

張誼生 170 68 40 62 

李泉 139 68 42 29 

    由此可見，不同學者判定時間副詞的標準以及確定時間副詞的範圍

有很大的差別。由於本研究主要討論的是篇章中分句之間的時間關係，因

此不擬辨析哪些副詞應該歸入時間副詞，哪些副詞不該歸入時間副詞，而

是盡量擴大考察範圍，務求將與「時間詞」這一顯性句法成分有關的時間

副詞都納入考量，因此以張誼生（2000）所列的時間副詞為主要依據。 

    馬慶株（2000）提出，從時間表達來看，副詞表示的時間不外乎先時、

後時、同時三種，即根據時間副詞所表達的時間與參照時間的相對位置，

在參照時間之前的為先時，在後的為後時，與參照時間同步的為同時。夏

群（2010）也認為，時間副詞主要是表示一種時間關係，「時間副詞是表

示動作行為或事件與某一時間參照點的先時、後時或同時關係的一種副

詞……時間副詞要能夠與某一時間參照點產生先後或同時關係。」 

    而在同時（Ts）這一類，本研究參考楊榮祥、李少華（2013）對時間

副詞的分類，將同時關係再細分為瞬時（Ts1）和延時（Ts2）27。下表 3-

7 列出四類時間詞的例子： 

                                                 
27 延時副詞表示一定的時間跨度，其意義特徵是[+時間跨度]；瞬時副詞只表示一個時間

點，沒有時間跨度，其意義特徵是[-時間跨度]，其時間意義的特點是快速短暫，表示動

作行為或狀態變化是在緊靠著參照時間的瞬間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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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本研究四類時間詞及例子 

時間詞分類 例子 

時 間 名 詞 及 

短語（Tn） 

今天、有一天、約會當天、星期一早上、……的時候、（當）……

時、……以後、……之後、……的傍晚 

先時關係（Tb） 先、曾、就 1、已經、從小、從未 

後時關係（Ta） 就 228、便、才 229、再、結果、於是、終於、然後、立刻、馬上 

同時關係（Ts） 瞬時（Ts1）：一……（就）、正/正當……、突然/忽然 

延時（Ts2）：仍然/依然、還 230、總、常常、一直都 

    根據尤雪瑛（1990）的研究結果，時間連詞「……的時候」其作用主

要為時間定位，因此在研究問題二探討後景句中的時間定位，主要以時間

名詞及短語這個分類為對象，分兩個部分探討：其一，在各段落首句、段

落末句所使用的時間名詞及短語，亦即段落間的時間定位方式，根據其是

                                                 
28 夏群（2010）、馬慶株（2000）在對時間副詞進行分類時，把時間副詞「就」分為「就

1」（先時）和「就 2」（後時）。這兩項分類可參考陸儉明、馬真在《現代漢語虛詞散

論》論及時間副詞，把不定時時間副詞分為 18 個小類，「就 1」即表示已然的一類如「早

就」，表示某行為動作或情況在說話之前，或者在某一特定時間之前，或者在另一行為動

作或情況之前進行、完成或發生、存在了，例如：「明天這個時候，他們早就到家了」。

「就 2」表示未然的一類如「就要」，表示行為動作或情況在說話之後，或者在另一行為

動作或情況之後不久進行、完成或發生的，例如：「我現在就要動身了。（丁西林《等太

太回來的時候》）」；也包括表示短時的一類，表示某行為動作在說話之後或另一行為動

作之後緊接著進行、發生或完成，強調相隔的時間很短，但同時含有未然的意思，例如：

「我剛才一進門就碰見徐慕美告訴我賈克遜病人的事情，我很吃驚。（曹禺《明朗的天》）」。 
29 夏群（2010）、馬慶株（2000）在對時間副詞進行分類時，把時間副詞「才」分為才 1

（先時）和才 2（後時）。這兩項分類可參考陸儉明、馬真在《現代漢語虛詞散論》論及

時間副詞，把不定時時間副詞分為 18 個小類，「才 1」即表示短時的一類，代表緊挨在

另一行為動作之前發生，強調前後相隔的時間很短：「我先告訴你，今天你可不要又戲才

開演就鬧著要回家，要不我就不帶你去。」陸儉明、馬真指出，這組不定時時間副詞含有

已然的意思，因此它們跟「已經」類一樣用來說過去的事比較自由，用來說未來的事要受

到某些限制，例如在其前面要用表示未來時的時間詞語或在它所修飾的動詞性成分之後

另有一個動詞性成分，說明另一個行為動作要緊接著發生或進行。「才 2」即表示早晚的

一類，使用時在其前一定有表示時間的詞語或另一動詞性成分，例如：「我到了家，才聽

見張大嬸告訴我，說你在這兒。（曹禺《雷雨》）」。本研究在語料中僅發現表示後時關

係的「才 2」，而並無「了 1」的使用。 
30 「還 2」歸入「延時」一類，是參考楊榮祥、李少華（2014）的分類，例如：「但是，

他還穿著那身制服，還是巡長！（老舍《四世同堂》）」，該分類即陸儉明、馬真《現代

漢語虛詞散論》中 18 個不定時時間副詞小類之一，表示延續，代表已經存在、出現或進

行的狀態、情況或行為動作持續不變。「還 1」在本研究為範圍副詞，亦即添加類的連接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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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以說話時間為參照點，分為「直指」和「非直指」兩類時間表達形式。

其二，時間短語如「……的時候」以附屬小句，即後景句 B1, B2, B3 類的

形式出現，並進行時間定位時，主要探討其所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以及

這些顯性語言形式與該附屬結構之間的互動制約。 

    而在時間推進方面，主要考察後時關係時間詞，以及與之共現的一些

語言形式結構。張誼生（2004）指出，從句法功能看，時間副詞以充當句

中狀語為主，但一部分時間副詞可以位移句首充當句首修飾語。例如： 

   （61）忽然，小馬和小張又吵了起來。 

    此外，在篇章中，用於句首的時間副詞具有承上啟下的銜接功能。例

如： 

   （62）跑堂的話音剛落下，立時，有兩個姑娘應聲迎了出來。──你當時為什 

         麼不仔細想想好呢。如今，我們就是願意幫忙也幫不上啊。 

    因此，本研究按照後時關係時間詞出現的位置，可位移至句首，以及

只能在句中當狀語，將其分為「句首連詞」、「句中狀語」兩類，前者在

句首使用，具承上啟下的篇章銜接功能，而後者則在句中作狀語使用。 

（三）時間副詞及連接詞的共現 

    張誼生（2004）指出，在具體使用中，時間副詞由於自身的句法特點

和語義基礎，在句中所處的位置和順序、同其他詞語的組合與配合，都要

受到一定的限制和制約。例如時間副詞內部小類共現時的順序，在常規的

情況下，表時副詞31和表次序的表序副詞32通常位於表頻副詞33之前，如： 

（63）剛剛出來幾天，已經 常常被一種說不清、道不明、莫名其妙的情緒     

      攪得睡不安然。/他隨後 逐漸地寫了不少歷史散文與短篇小說，而且 

      寫的東西都很精煉，很富有哲理性。 

                                                 
31 表時副詞如「已經」，本研究將之劃分為先時關係。 
32 表序副詞如「隨後」，本研究將之劃分為後時關係。 
33 表頻副詞如「常常」、「漸漸地」，本研究將之劃分為同時關係的細類「延時」關係。 

 



第三章 研究方法 

 

 75 

    而表重複的表序副詞34通常位於表時副詞和表頻副詞之後。比如： 

（64）好在她現在已經 再沒有什麼掛牽，太太家裏又湊巧要換人，所以我就 

      領她來了。/可是這些人往往 又能取得勝利，哪怕是暫時的勝利，其原 

      因呢？ 

    至於時間副詞與其他副詞的共現順序，張誼生指出，例如評注性副詞

35一般位於時間副詞36之前。例如： 

（65）白三爺又趕緊捂住耳朵，可是這回更邪門兒了，嘈雜的人聲兒聽不見 

      了，卻 猛地聽到一聲小瘸驢乍起的慘叫。 

    在計算分句內所使用的時間詞或連接詞時，本研究根據上述的時間

副詞內部小類共現時的順序原則，選取句中的首個時間詞或連接詞作分

析。至於四類時間詞共現時，也因應上述的原則，選取句中的首個時間詞

作分析。 

（四）時貌標記及補語 

時貌標記的分析範圍主要是根據第二章中，屈承熹（1998，2006）所

整理出的五個時貌標記，包括完成貌「了」、起始貌「起來」、經驗貌「過」、

進行貌「在」及持續貌「着」。持續貌「着」和進行貌「在」即屈承熹（1998，

2006）所提出的附屬結構之一，「非限定」動詞形式。 

    句末助詞「了」在語義句法層面上標記情狀的改變，在篇章層面上標

記篇章結尾，由於其使用對完成貌「了」的使用與否具重要影響，因此本

研究將句末助詞「了」也納入考察範圍。 

 Yang（2002）對三類補語，包括趨向補語、目標補語和結果補語，

進行了統計分析： 

 

                                                 
34 表重複的表序副詞如「再」、「又」，本研究將之歸入「添加」類連接詞。 
35 評注性副詞例如「卻」，本研究將之劃分為「反向」類連接詞。 
36 時間副詞例如「猛地」，本研究將之劃分為同時關係的細類「瞬時」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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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趨向補語，如「下來」 

從梯子爬下來 

(2) 目標補語，如「到」、「給」 

然後把那個芭樂放到地上的簍子裏頭 

(3) 結果補語，如「掉」 

把他的帽子撞掉了 

這三類補語是實現時間表達的語言形式之一，在 Yang（2002）的研

究中，探討的是這三類補語與完成貌「了」的共現關係。另外，Christensen

（1994）也調查漢語母語者在口語與書面語使用結果補語的情形，其所指

的結果補語也包括上述三類補語： 

(1) 他用梯子爬到樹上去摘梨子。 

(2) 這時他看見三個男孩大搖大擺地過來。 

(3) 還幫他撿起一筐的梨子。 

(4) 旁觀的有另三個小孩幫他收好。 

本研究主要參考 Yang（2002）的補語分類，考察篇章內補語的使用

情形。總括而言，研究問題二主要是分析小句內，用以實現前景/後景的

顯性語言形式，現整理如下： 

le 完成貌「了」 

c 補語（趨向37、目標、結果） 

le2 句末助詞「了」 

zai 進行貌「在」 

zhe 持續貌「着」 

guo 經驗貌「過」 

T 時間詞 

C 連接詞 

                                                 
37 本研究參考 Yang（2002）的補語分類，將屈承熹（1998，2006）所列的時貌標記之一，起始

貌「起來」歸入補語的類別，因此本研究所考察的時貌標記共有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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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問題三 

研究問題三為了解學習者短篇在前後景設置、時間定位及時間推進方

面所犯的偏誤，根據屈承熹（1998，2006）所提出的三種語言使用因素，

B1、B2 和 B3，以及另外兩個分類 B 及 F，它們在各分句中相互作用並

產生不同的組合，本研究將這些組合簡單分成三個層級： 

 

                 圖 3-5 前後景編碼三層級 

如上圖所示，前景 F 的層級為最高，而含 B3 類的組合為附屬結構，

因此其層級為最低，而不含 B3 類的其他組合則介乎兩者之間。分析學習

者在前後景設置所犯的偏誤時，主要根據上述準則探討其層級升降的問

題。 

至於學習者在時間定位及時間推進方面的偏誤類型，採用 James（1998）

五大偏誤分類中的前四類：省略偏誤/遺漏（omission）、添加偏誤/誤加

（addition）、選擇偏誤/誤代（mis-selection）和順序偏誤/錯序（misordering）。

有關時間定位方面的偏誤，以時間名詞及短語為主要分析對象。首先分析

段落間，即各段落首句、段落末句所使用時間名詞及短語的特點；其次分

析時間短語以附屬小句，即後景句 B1,B2,B3 類形式出現，在進行時間定

位時，與其共現的顯性語言形式出現哪些常見偏誤。在時間推進方面的偏

誤，以後時關係時間詞為主要分析對象，目的為了解與後時關係時間詞連

用的語言形式結構，最常出現哪些偏誤。上述的偏誤分析及研究結果，將

作為第五章的教學啟示與結論的主要根據。 

有關偏誤的來源，主要以「語內偏誤」及「引發式偏誤」為分析根據。

由於本研究並不涉及跨語言學習者比較，因此難以論證學習者的偏誤是

源於母語負遷移，故分析時並不考慮「語際偏誤」這一因素。 

 

F
B1, B2 / B2 

/ B

B1, B2, B3 
/ B2, B3 /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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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章以自行建置的語料庫為分析依據，統計漢語母語者與學習者在敘

述體篇章的寫作上，其前後景設置及時間表達上有何異同，並且進一步討

論形成差異的可能原因。首先，第一節透過統計分析的結果，呈現母語者

與學習者在前後景配置方面，在篇幅、前後景分布上存在的差異和特點。

其次，第二節主要呈現母語者與學習者在前後景設置中所使用的顯性語

言形式，在時間定位及時間推進中所使用的形式結構，以及這些形式結構

在前後景中的分布情形。最後，第三節檢視有關學習者在前後景設置，以

及在時間定位及時間推進中所使用語言形式結構的常見偏誤，以對目前

的篇章教學與語法教學提供可行的因應策略。 

第一節 研究問題一 

    本小節將回應研究問題一：漢語母語者與學習者的短篇在篇幅、前後

景分布上有何差異？筆者將從三方面呈現統計結果：一、列出各組的分句

總數及分句平均數，並呈現各短篇的段落數目及各段落分句數目的分布，

以了解各組短篇在篇幅上的差距。二、列出各組所使用前景句、後景句的

總數及比率，並以各組的前景句平均數進行單因子變異數分析，以了解各

組之間的前景句使用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另外，也會呈現前景句及後景句

在段落不同位置，包括段落首句、段落內及段落末句的總數及比率，以了

解前景句、後景句最常出現的位置。三、呈現後景句六個分類的總數及比

率，及其在段落不同位置的使用情形，以了解其分布情況。 

一、分句及段落分布 

為了解不同組別之間，包括漢語母語者和學習者的短篇在篇幅上有何

差距，我們先統計各組短篇的分句總數及分句平均數，結果如表 4-1 所呈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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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各組分句總數及平均數 

組別 短篇總數 分句總數 分句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母語者（N） 26 574 22 6.63278638 

三年級或以上（C） 27 442 18 3.670288 

二年級（B） 24 511 19 2.772474 

一年級（A） 26 335 13 4.198351 

比較各組的分句總數及平均數，我們可發現四組學習、接觸中文的時

間越長，其所使用的分句總數及平均數基本上也是相應增加的，顯示四組

短篇的篇幅，與其漢語寫作的能力有一定的關聯。而值得注意的是，二年

級學習者的分句總數及平均數均高於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筆者推測這

與兩組的寫作動機及能力程度的差別有關：由於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語

料的來源比較摻雜，學習者來自兩個群體，其能力程度可能存在參差不

齊；而且該寫作題對他們而言僅為加分題，寫作動機可能較低，這些因素

都影響他們的表達意欲，並反映在他們短篇的篇幅不及二年級學習者這

一情況上。而一年級學習者與其餘三組存在明顯差距，分句平均數遠低於

其餘三組，顯示一年級學習者受限於其能力程度，以致在短篇篇幅上較為

遜色。 

根據短篇內時間、空間的轉換，例如以小句中所使用的時間詞、連接

詞為依據，我們把各組短篇的分句分成若干段落，有關時間詞、連接詞的

數據在研究問題二再作討論分析。以下先呈現各組短篇所使用的分句數

目範圍、段落總數，以及各段落的分句數目範圍，詳見下表 4-2： 

表 4-2 各組短篇的分句數目及段落總數 

組別 各短篇分句數目範圍 

（最少─最多） 

各段落分句數目範圍 

（最少─最多） 

各組段落

總數 

母語者（N） 12 ─ 39 句 2 ─ 19 句 88 

三年級或以上（C） 10 ─ 24 句 2 ─ 10 句 82 

二年級（B） 15 ─ 25 句 2 ─ 10 句 90 

一年級（A） 8  ─ 23 句 2 ─ 10 句 66 

                                                 
38 母語者語料的分句平均數標準差在四組中為最高，本研究認為與立意抽樣的取樣方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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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數據，更清楚顯示一年級學習者的短篇篇幅最少，其最短的篇

章僅有 8 個分句，而母語者的篇章則可長達 39 個分句。另外，數據同樣

顯示母語者與二年級學習者的篇幅擴展能力相若，兩組所使用的分句數

目範圍較為接近。而兩組的段落總數在四組中，也是較多的。但各段落的

分句數目範圍，則仍以母語者一組為最大，其中一些段落包含 19 個分句。

而各組段落的分句數目最少含兩個分句。 

為了解上述段落總數、各段落分句數目的分布情形，即四組各短篇由

多少個段落所構成，以及各段落所包含的分句數目，數據顯示如下圖 4-

1、圖 4-2： 

 

圖 4-1 各組短篇的段落構成情況一覽 

    從上圖 4-1 可見，各組短篇最少由 2 個段落組成，最多不超過 5 個

段落。在母語者、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以及二年級學習者三組，使用 3

個、4 個段落構成短篇的人數最多，而一年級學習者則較多人集中使用 2

個、3 個段落構成短篇。由此可見一年級學習者與其餘三組的表現有較明

顯的差距：一年級學習者各短篇由較少段落組成，但其短篇的篇幅是否較

為短小，則仍需考慮各段落分句數目的分布情形，數據顯示如下圖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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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各組段落的分句構成情況一覽 

 從上圖 4-2 可見，在母語者短篇中，各段落以 5 句至 10 句為多；其

餘三組的學習者短篇，各段落以 2 句至 7 句為主，顯示母語者在段落內

的分句數目比其餘三組為多，即段落篇幅較長。由此可見，母語者與二年

級學習者、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的段落總數雖然頗接近，但母語者在段落

內使用的分句數目仍比這兩組學習者為多，說明母語者在每一段落內的

拓展能力較為突出。 

二、前後景分布 

（一）前後景比例 

按照第三章研究架構內「篇章小句的編碼」所列出前景、後景的劃分

標準，我們把四組短篇的每一分句分為前景句或後景句，得出表 4-3 四組

短篇中前景句、後景句的總數統計： 

表 4-3 四組前景句、後景句的總數及比率 

組別 分句總數 後景句總數 前景句總數 

N 574 441 （76.83%） 133 （23.17%） 

C 442 304 （68.78%） 138 （31.22%） 

B 511 374 （73.19%） 137 （26.81%） 

A 335 233 （69.55%） 102 （3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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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四組在短篇中所使用前景的比率，約佔其分句總數的 23%至 30%，

結果與 Chui﹝徐嘉慧﹞（2003）在兩類漢語口語語料：日常交談與口語

敘述，所統計出前景、後景所佔的比率相若。在口語敘述中，Chui 統計

出前景佔 34.7%，而在日常交談中，前景則佔 26%，數據與本研究的結果

相近。由於本研究僅探討漢語敘述體寫作語篇的前後景情況，關於書面語

料與口語語料兩者的前後景比率的差異，則需另行再作研究探討。 

從表 4-3，我們可以發現母語者的前景句總數，佔其總句數的比率較

其餘三組為低。為進一步探究各組前景句比率與其學習年級的相關程度，

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方法 one-way ANOVA。以下以四組短篇中

各人所使用的前景句數目與其總句數的比例為數據，計算出前景句的平

均數，顯示如表 4-4： 

表 4-4 四組前景句平均數及標準差 

組別 短篇總數 前景句平均數 M 標準差 SD 

N 26 .2413550 .06034081 

C 24 .3167130 .05716754 

B 27 .2696859 .06099875 

A 26 .3041280 .06420727 

總數 103 .2821863 .06676652 

結果顯示母語者的平均數在四組中是最低的，與二年級學習者的平均

數較接近。因此，兩者無論在前景句比例，或在平均數的結果都是相若的。

而母語者使用前景的比率較其餘三組為低這一情況，說明母語者相較學

習者，使用更多後景句以向前景推進。 

而一年級學習者、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其前景句比率相對較高，後景

句比率較低，這意味其使用較少後景句以向前景推進，即在同一段落使用

較多前景句，那麼相對來說在一個段落內所敘述事件的連續性或銜接性

可能較母語者為低，換句話說，段落內部、分句之間的聯繫比較零散。另

外，筆者觀察到二年級學習者的前景句比率比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的為

低，這說明二年級學習者的篇章銜接能力可能比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為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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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方法之前，數據已先通過同質性檢定

（Levene Statistic），結果顯示在 95%信心水準下，四組的前景句比例達

到非常顯著差異（F=7.997, p=0.000<0.001），統計結果顯示如表 4-5： 

表 4-5 四組前景句比例的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ANOVA 

前景句比例 

變異來源 SS df MS F 事後比較 

組間 
.089 3 .030 7.997*** 

母語者 < 一年級學習者 

母語者 < 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 

組內 .366 99 .004   

總和 .455 102    

*** p<.001 

事後檢定（Post Hoc）的兩兩比較結果顯示，母語者與三年級或以上

學習者具有很顯著的差異（p=0.001<0.01），與一年級也同樣具有很顯著

的差異（p=0.005<0.01）（「多重比較」統計結果的參考數據見附錄二） 

（二）前後景的出現位置 

為了解前後景最常出現的位置，表 4-6 列出四組的前景句、後景句在

段落不同位置，包括段落首句、段落內，以及段落末句的總數及比率： 

表 4-6 四組前後景在段落不同位置的總數及比率 

 
N C B A 

BG FG BG FG BG FG BG FG 

段落首句 
88 

19.95% 

0 

0% 

80 

26.32% 

2 

1.45% 

88 

23.53% 

2 

1.46% 

64 

27.47% 

2 

1.96% 

段落內 
342 

77.55% 

56 

42.11% 

211 

69.41% 

67 

48.55% 

253 

67.65% 

78 

56.93% 

152 

65.24% 

51 

50% 

段落末句 
11 

2.49% 

77 

57.89% 

13 

4.28% 

69 

50% 

33 

8.82% 

57 

41.61% 

17 

7.30% 

49 

48.04% 

總數 
441 

100% 

133 

100% 

304 

100% 

138 

100% 

374 

100% 

137 

100% 

233 

100% 

10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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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前景句在段落不同位置的使用情形，在四

組中具一普遍的趨勢：接近或超過一半的前景句在段落末句出現，而較少

在段落首句使用。而後景句在段落不同位置的分布，則呈現不同甚或相反

的態勢：後景句較少在段落末句出現，主要分布在段落首句、段落內，兩

個位置的比率合計皆超過 90%，顯示後景句的作用為其後出現的前景句

作鋪墊。從前景句、後景句在段落不同位置的分布情形，我們認為結果符

合屈承熹（1998，2006）所提出的，語篇內小句間的結合是由後景向前景

推進的過程（BFP 原則）。 

而通過組間的比較，我們可以發現母語者在段落末句使用前景句的比

率是最高的（57.89%）。一般而言，前景作為整個段落的最後一小句，是

連續事件中最重要的句子（屈承熹，1998，2006）。我們可以把段落末句

的前景句理解為頂峰（Chang, 1986），即「一個片段中語義上特別重要的

一個句子」，因此母語者在段落末句使用前景句的比率相較學習者為高，

這反映母語者較能掌握篇章中前後景設置的原則，其短篇的前後景分布

是最符合 BFP 原則的。值得注意的是，二年級學習者在段落末句使用前

景句的比率，比一年級學習者更低，換句話說，該組在段落末句的後景句

比率是最高的，下一小節探討分析出現此現象的原因。 

三、後景句分類及其分布 

（一）後景句分類及其比率 

根據後景句的六個分類（B / B1, B2 / B1, B2, B3 / B2 / B2, B3 / B3），

我們計算出四組所使用的後景句，其六個分類在各組總句數所佔的比率，

得出表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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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四組後景句六項分類的數目及其比率 

 N C B A 

後景句總數 441 76.83% 304 68.78% 374 73.19% 233 69.55% 

B 6 1.05% 26 5.88% 28 5.48% 11 3.28% 

B1, B2 216 37.63% 159 35.97% 195 38.16% 130 38.81% 

B1, B2, B3 52 9.06% 46 10.41% 36 7.05% 34 10.15% 

B2 106 18.47% 60 13.57% 88 17.22% 40 11.94% 

B2, B3 46 8.01% 4 0.90% 7 1.37% 1 0.30% 

B3 15 2.61% 9 2.04% 20 3.91% 17 5.07% 

    在六個分類之中，我們可以發現 B1, B2 類所佔比率在四組中都是最

高的，這是由於 B1, B2 類所代表的後景句屬於事件主線並能推進參照時

間，且為下一個事件/情景建構基礎，因此其所佔比率在後景句中佔接近

或超過一半。其次較多的後景句為 B2 類，其作用是為下一個事件/情景

建構基礎。 

    值得注意的還有 B2, B3 類，母語者一組的比率遠較其餘三組為高，

佔該組總句數的 8.01%，而三年級或以上、一年級學習者在該類的比率則

不到 1%。以下列舉 B2, B3 類後景句的例子作簡單說明：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B/F 

N6 012 當日一早，他還特地去買了一束玫瑰 2 B1, B2 

 013 想親手獻給她， 2 F 

 014 往會場的路上， 2 B1, B2, B3 

 015 他準備着台詞， 2 B2, B3 

 016 
口中喃喃念着：「很高興認識你，很高

興認識你，很高……」 
2 F 

 017 雖然憋不出什麼話， 2 B2, B3 

 018 但他仍然相當期待與她相見的時刻。 2 F 

 019 只是，沒想到他站在她面前時， 3 B1, B2, B3 

    例子中分句 012 至分句 018 是一個完整的段落，而分句 019 由連詞

「只是」顯示故事轉折，是另一個段落的首句，交代故事出人意表的發展。

上例的段落 2 由三個部分組成：買玫瑰花、前往赴約，以及描述赴約的

心情，各有其前景句。分句 015 及 017 皆為 B2, B3 類後景句，其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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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附屬結構形式分別為非限定動詞形式「着」及從屬連詞「雖然」，都是

母語者在 B2, B3 類後景句最常使用的附屬結構形式，因此其中一個編碼

為 B3。而由於這兩個分句皆為後句構建基礎，具情景設置的作用，因此

加上另一編碼 B2。這些附屬結構形式，例如非限定動詞形式「着」在初

學階段使用得較少，這個現象符合楊素英等（1999）的研究結果，即在中

介語語料所使用的時貌標記中，「着」在初學階段難以掌握，但隨著學時

等級提高，能夠逐漸掌握。金利民（2009）的研究也發現，母語為英語的

漢語學習者的時貌標記發展，就首次出現時間而言，「着」最晚出現。 

    在 B 類後景句，三組學習者的使用比率遠較母語者一組為高，與 B2, 

B3 類的使用呈相反情形。以下列舉學習者使用 B 類後景句的例子：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B/F 

M5 007 但是怎麼辦呢？ 2 B2 

 008 這位女生是非常有名的歌手。 2 B 

 009 啊呀！可是他的朋友跟他說了：別放棄啊！ 2 B1, B2 

 010 所以他覺定[決定]寫給她一封信。 2 F 

 011 他還買了鮮花， 2 B1, B2 

 012 穿了漂亮的衣服， 2 B1, B2 

 013 然後他覺定[決定]跟他的愛情歌手見面。 2 F 

    以上例子為一完整的段落，由兩個部分組成：決定寫信及決定見面，

因此共有兩個前景句。段落首句 007 是一個問句，僅為情景設置，分句

009 承接其提問並敘述事件，而分句 008 補充說明女生的身分，並不在事

件主線上，對下文也不具情景設置的作用，因此編碼為 B 類後景句。下

面的例子則顯示 B 類後景句為作者對事件的評論（[...]表示正確的用法；

{...}表示遺漏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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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B/F 

C5 011 可是，他見到這個女生{的時候}， 2 
B1, B2 

[B1, B2, B3] 

 012 他看到這個女生比他高很多。 2 B1, B2 

 013 以後[之後]，他覺得不太好， 2 B1, B2 

 014 
不太高興認識這個女生。 

[認識這個女生讓他不太高興] 
2 F 

 015 男子比女生小不好。 2 B 

    上例分句 015 為段落末句兼篇章末句，是 B 類後景句。該分句除解

釋主角不高興的原因外，也可以理解為作者對事件的評論。學習者傾向在

敘述中加入補充說明或是對事件的評論，這個現象與 Tannan（1980, 1984）

的研究結果可互相比對，他發現大多數英語篇章只是簡單如實地描述人

物的行為，而有相當一部分希臘語篇章加進了主觀評論，採用解釋性的描

述。而無論是希臘語篇，還是英語語篇，較傾向在口語敘述中加入解釋評

論並使聽者更投入參與當中。Christensen（1994）的研究也發現漢語母語

者較傾向在口語敘述中加入對故事的評論意見，而在書面語敘述中則較

少加入評論。由此可見，無論是希臘母語者、英語母語者，還是漢語母語

者，在使用母語做口語敘述時，都傾向加入對故事的評論意見，而在書面

語敘述中則較少加入評論。因此，在敘述中加入評論的風格與語體的區分

（口語與書面語）具密切的關係。本研究的漢語母語者在敘述體寫作中並

沒有加入評論解釋的習慣，這是符合書面語語體特點的。而二語學習者是

因為對此「規範」並不熟悉，即不了解口語與書面語表達的差異，因此採

取較為口語化，「我手寫我口」的方式寫作；還是因為受到母語習慣影響，

與希臘母語者的口語習慣較相近，並遷移至二語寫作中，在語篇中加入頗

多的評論解釋，這個問題的原因仍需作更深入的研究才能下一定論。 

    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在 B2, B3 類後景句的使用比率也比二年級學習

者為低，同樣情形也出現在 B1, B2 類，以及 B2 類。可見凡牽涉情景設

置，即為後文事件建構基礎的小句，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都較少使用，反

映其篇章銜接的能力可能較弱。這個現象可與其後景句比率較低的特點

互相印證，由於其使用較少後景句以向前景推進，即在同一段落使用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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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句，因而在一個段落內所敘述事件的連續性或銜接性也較低，亦即段

落內部、分句之間的關係比較零散。而在 B1, B2, B3 類後景句，這類用

作時間定位的附屬結構的使用上，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則較二年級學習

者為多。兩組在不同方面或項目不一致的表現，反映兩者能力程度的高下

不能一概而論。 

（二）後景句分類的出現位置 

以下我們檢視後景句六個分類在段落首句、段落內，以及段落末句所

佔的比率，結果顯示如表 4-8 至表 4-10： 

表 4-8 後景句六項分類在段落首句的比率 

段落首句 N C B A 

B1, B2 38 43.18% 39 48.75% 50 56.82% 37 57.81% 

B1, B2, B3 27 30.68% 25 31.25% 18 20.45% 22 34.38% 

B2 15 17.05% 15 18.75% 17 19.32% 5 7.81% 

B2, B3 7 7.95% 1 1.25% 2 2.27% 0 0% 

B3 1 1.14% 0 0% 0 0% 0 0% 

B 0 0% 0 0% 1 1.14% 0 0% 

總數 88 100% 80 100% 88 100% 64 100% 

    在段落首句，四組最常使用的後景句分類是 B1, B2 和 B1, B2, B3 兩

類，當中以一年級學習者對這兩類後景句的使用最為顯著，比率合計為

89.39%，明顯高於其餘三組，而母語者對這兩類後景句的合計使用比率

是最低的。而對 B2 類，一年級學習者的使用比率遠低於其餘三組。另外，

B2, B3 類在一年級學習者短篇中也並未使用，而在母語者一組的使用比

率則最高。後景句六個分類在段落內的比率，結果顯示如下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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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後景句六項分類在段落內的比率 

段落內 N C B A 

B1, B2 177 51.75% 119 56.40% 142 56.13% 93 61.18% 

B1, B2, B3 25 7.31% 21 9.95% 18 7.11% 12 7.89% 

B2 87 25.44% 42 19.91% 66 26.09% 32 21.05% 

B2, B3 39 11.40% 3 1.42% 5 1.98% 1 0.66% 

B3 11 3.22% 4 1.90% 10 3.95% 9 5.92% 

B 3 0.88% 22 10.43% 12 4.74% 5 3.29% 

總數 342 100% 211 100% 253 100% 152 100% 

    在段落內，四組最常使用的後景句分類是 B1, B2 和 B2 兩類。而 B2, 

B3 類，母語者的使用比率遠高於其餘三組。但在 B 類，母語者的使用比

率則是最低的，遠低於其餘三組。而在段落末句，四組使用的後景句僅有

四類，比率顯示如表 4-10： 

表 4-10 後景句四項分類在段落末句的比率 

段落末句 N C B A 

B 3 4 15 6 

B1, B2 1 1 3 0 

B2 4 3 5 3 

B3 3 5 10 8 

總數 11 13 33 17 

在段落末句，二年級學習者使用後景句的數目是四組之中最高的，其

中以 B 類和 B3 類的使用為最多。B 類後景句通常為補述、比喻，補充說

明的部份，或是作者對事件的評論，這類後景句通常在段落內、段末使用，

尤其是二年級、三年級或以上這兩組學習者的使用為最多，顯示這在學習

者的寫作中是頗突出的風格特點之一。 

而一年級學習者對 B3 類後景句的使用也值得注意。這類後景句是造

成一年級、二年級學習者在段落末句的後景句使用比率偏高的另一原因。

兩組學習者的 B3 類後景句，以從屬連詞「因為」的使用為主，以下舉例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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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B/F 

B27 013 他要進去的時候， 3 B1, B2, B3 

 014 正好他愛的人出門了。 3 B1, B2 

 015 張天明不太高興了， 3 F 

 016 因為他不如他愛的小姐高， 3 B3 

 017 他低[矮]得很， 3 B2 

 018 因為他才八歲啊。 3 B3 

上例為一完整段落，主要事件為主角看到女生後，感到意外並且不高

興，分句 015 為其前景句。由於學習者把不高興的原因，即感到意外這

個情節置於前景之後，在分句 016 及段落末句 018 使用從屬連詞「因為」

連接前文，因此造成段落末句使用 B3 類後景句比率偏高。相關統計資料

將在研究問題二有關「前後景中的顯性語言形式」呈現，說明一年級、二

年級學習者習慣在段落末句使用因果類的從屬連詞。 

    從上述統計，我們可以發現在四組中使用比率最高的 B1, B2 類後景

句，其最常出現的位置包括段落首句、段落內，而較少在段落末句出現。

而且，無論在段落內或段落首句，B1, B2 後景句的使用比率皆隨其學習

年級遞升而下降，換句話說，年級越低者越依賴使用 B1, B2 類後景句，

如一年級學習者在段首使用這類後景句的比率是最高的，這說明 B1, B2

類後景句是最普遍使用、較容易掌握的後景句類別。 

母語者比起學習者，則較多使用後景句 B2, B3 類，在段落首句、段

落內的使用比率一般較高。這類後景句的特點是利用非限定動詞形式，如

「着」或使用從屬連詞等從屬結構形式以使分句降重，為下一個事件/情

景建構基礎，以便使其他事件或情景凸現出來。楊素英等（1999）、金利

民（2009）的研究都指出時貌標記「着」在學習階段中較晚出現並較遲掌

握，而母語者對 B2, B3 類後景句所需的從屬結構形式如「着」掌握得較

為全面，因此比三組學習者較多運用這類後景句。 

    四組最常使用的後景句分類除了 B1, B2 類以外，還有 B1, B2, B3 類，

這類後景句在段落首句的出現比率遠較其在段落內、段落末句的比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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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顯示 B1, B2, B3 類的使用有其特定位置及功能。相關統計資料將在

研究問題二有關「時間定位」呈現，說明其作用與標示時間轉換，即時間

定位具密切關係。一年級學習者在段落首句較依賴使用 B1, B2, B3 類後

景句這一情況，我們可透過他們在段落首句明顯較少使用 B2 類後景句這

一情形作比對印證，說明年級越低的學習者，對 B2 類後景句的使用較不

純熟，而較傾向在段首直接引入事件主線並推進參照時間，因此以 B1, B2, 

B3 類後景句為主要使用的類別。而 B2 類後景句並不屬於事件主線，其

作用主要是為後文的事件主線建構基礎，這類後景句在段落內的使用是

較易為學習者所接受的。 

四、小結 

有關研究問題一的結果與討論，本節摘要如下：漢語母語者與學習者

的短篇在篇幅上的差異，我們可從各組所使用的分句總數及平均數，構成

各短篇的段落數，以及各段落內的分句數，了解到在四組中，以母語者的

篇章擴展、舖陳能力為最強，在各項的表現皆最為突出；而一年級學習者

與其餘三組在分句總數及平均數、各短篇的段落數等方面的表現較為遜

色，存在明顯的差距。各組的短篇篇幅，基本上隨其學習年級的遞升而增

加。 

    四組短篇中的前景句比率，約佔其分句總數的 23%至 30%，結果與

此前有關口語敘述研究所統計出的前景比率相若。我們根據各組的前景

句平均數，採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發現母語者與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具

有很顯著的差異，與一年級也同樣具有很顯著的差異。值得注意的是，母

語者的前景句平均數在四組中是最低的，並且與二年級學習者的平均數

較接近。而在前述有關短篇篇幅的討論，我們也發現兩組的分句總數及平

均數頗為接近，這說明在篇幅的擴展、篇章的舖陳能力方面，二年級學習

者較接近母語者的能力程度。 

關於前景句、後景句最常出現的位置，我們發現四組的前景句有接近

或超過一半在段落末句出現，而較少在段落首句使用。而且，母語者在段

落末句使用前景句的比率是最高的，可見母語者短篇的前後景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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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符合屈承熹（1998，2006）所提出的，後景向前景推進的 BFP 原則。

而後景句在段落不同位置的分布，則呈現相反的情形：較少在段落末句出

現，主要分布在段落首句、段落內，兩個位置的比率合計超過 90%，顯示

後景句的作用為其後出現的前景句作鋪墊。 

在後景句六個分類之中，我們可以發現 B1, B2 類所佔比率在四組中

都是最高的，比率在後景句中佔接近或超過一半，學習年級越低者越依賴

使用 B1, B2 類後景句，顯示其為後景句中最普遍使用、較容易掌握的後

景句類別。它和 B1, B2, B3 類一樣，最常出現在段落首句，而較少在段

落末句出現，顯示其與時間定位具密切的關係。另外，母語者和學習者各

有一些偏好使用的分類，例如 B2, B3 類在母語者一組的使用比率遠較其

餘三組為高，通常在段落首句、段落內使用，其特點是利用從屬結構形式

以使分句降重，以便使其他事件或情景凸現出來。而三組學習者對 B 類

的使用比率則遠較母語者一組為高，B 類後景句通常在段落內、段末使

用，在篇章中主要為補述、比喻，補充說明的部份，或是作者對事件的評

論。它與 B3 類後景句同樣較多在段末使用，這是造成一年級、二年級學

習者在段落末句的後景句使用比率偏高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見，前景句、

後景句及其六個分類，在語篇內有其通常出現的位置，並具特定的篇章功

能。 

第二節 研究問題二 

    本小節將回應研究問題二：「敘述篇章的前後景設置與時間表達的關

係：（1）在前後景設置中，以哪些顯性語言形式的使用為最多？（2）在

後景句中的時間定位，主要使用哪種時間表達形式？其所使用的形式結

構主要受到哪些制約？（3）在時間推進中，顯性語言形式在前後景中呈

現的分布情形，以及三者之間的互動機制。」 

    筆者將從三方面呈現統計結果與語料討論：一、呈現各組在前後景中

所使用顯性語言形式的總數及比率，以了解各組在前景中主要使用哪些

顯性語言形式，並探討這些顯性語言形式在段落不同位置的分布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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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呈現段落間，即段首及段末的的時間定位形式及相關語料，以了解敘

述篇章的時間表達形式。接著探討 B1, B2, B3 類附屬結構所採用的語言

形式結構，並通過語料的呈現，分析這些語言形式結構在進行時間定位時

受到哪些因素制約。三、呈現在時間推進中所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及其在

前後景中的分布，並通過語料的呈現，分析這些顯性語言形式與時間推

進、前後景的互動機制。 

一、前後景中的顯性語言形式 

（一）前後景中各顯性語言形式的總數 

根據第三章研究架構所整理出來的，小句內用以實現前景/後景的相

關語言形式，並利用本章第一節研究問題一所得的前後景統計數據，我們

得出四組所使用顯性語言形式在前後景的整體統計，各項顯性語言形式

均獨立計算，結果詳見表 4-11： 

表 4-11 四組所使用顯性語言形式在前後景的分布（獨立計算） 

 N C B A 

 BG FG BG FG BG FG BG FG 

le 57 11 30 13 37 10 25 5 

c 117 40 58 8 62 10 12 0 

le2 7 12 3 5 4 4 3 4 

zai 4 0 2 0 1 0 2 0 

zhe 40 9 2 0 7 3 1 0 

guo 1 0 0 0 0 0 0 0 

T 145 34 95 41 110 32 68 17 

C 95 36 52 23 69 31 41 22 

總數 466 142 242 90 290 90 152 48 

合計 608 332 380 200 

（註：時間詞 T 和連接詞 C 的計算略有不同，方法是選取分句中首個時間詞/連接

詞作分析，不重複計算。其他顯性形式結構則依其出現次數獨立計算。） 

從上表的統計，我們可以發現各項顯性語言形式的使用基本上隨學習

年級的遞升而增加，在母語者一組，各項顯性語言形式的使用均是四組中

最高的，包括時間詞 T、連接詞 C、補語 c、持續貌「着」zhe、完成貌

「了」le、句末助詞「了」le2，使用總數遠超於其餘三組。部份顯性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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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在母語者短篇中的使用尤其顯著，例如句末助詞「了」、持續貌「着」，

在三組學習者短篇中的使用明顯較少。 

較為特殊的是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所使用顯性語言形式的總數反比

二年級學習者為少，例如時間詞、連接詞這兩項在篇章中具連接作用的形

式，兩組在這方面的差距進一步支持研究問題一，即三年級學習者的篇章

銜接能力較弱的說法。而在其他顯性語言形式，包括完成貌「了」、補語，

以及持續貌「着」這幾項，二年級學習者的使用次數也比三年級或以上學

習者為多。 

在上述顯性語言形式中，各組以時間詞、連接詞的使用為最多。在母

語者，以及二年級、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短篇中，補語也是使用較多的語

言形式。而一年級學習者則較多使用完成貌「了」。在前景中，各組較多

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同樣為時間詞及連接詞。而在母語者短篇中，補語是

在前景中使用最多的顯性語言形式，比時間詞或連接詞更多。這一結果與

Christensen（1994）的研究結果相符，即使用補語但不包含完成貌「了」

的分句是漢語母語者在前景中最常使用的形式，在口語與書面語的使用

皆然。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某些顯性語言形式的使用，反映出其在前景或在

後景中的使用傾向。例如句末助詞「了」在前景中的使用次數，在母語者、

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以及一年級學習者三組都多於其在後景中的使用

次數，顯示句末助詞「了」較傾向用於前景。而進行貌「在」在四組中，

都僅用於後景，可見進行貌「在」通常用於後景。下圖 4-3 依次列出四組

在前景中所使用的首五種顯性語言形式： 

   母語者  

   三年級  

   二年級  

   一年級  
 圖 4-3 四組在前景中最常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 

c C T le2 le

T C le c le2

T C c / le / le2

C T le l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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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圖結果，我們可以發現母語者在前景中所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

其等級排列最為符合屈承熹（1990）所提出的前後景等級體系，即前景功

能最強的顯性語言形式為結果補語，其次為完成貌「了」。而本研究與屈

承熹（1990）的前後景等級體系不同之處在於，本研究除結果補語外，也

將趨向、目標補語納入考察範圍，並且將時間詞、連接詞，以及句末助詞

「了」也併入研究範圍，因此在母語者一組，僅次於補語，在前景中使用

較多的顯性語言形式是連接詞、時間詞、句末助詞「了」，最後才是完成

貌「了」。由此可見，完成貌「了」並非母語者習用的用以實現前景的主

要形式和手段。 

    而學習者在前景中使用最多的是時間詞、連接詞兩類，完成貌「了」

的使用比補語為多，或是兩者並列，因此其排列次序較不符合屈承熹

（1990）所提出的前後景等級體系。而一年級學習者在前景中並無使用補

語，即使在後景中其使用數量也是極少，反映一年級學習者對於補語的使

用（總計次數為 12）和掌握是頗為不足的，並且遠遠落後於完成貌「了」

（總計次數為 30），這說明在初級教學輸入上，對「了」的強調和重視

可能遠多於補語教學。 

（二）前後景中的時間詞及連接詞 

承上節的結果與分析，我們發現時間詞及連接詞均是四組所使用的最

主要語言形式。為了解時間詞及連接詞在實現前景/後景所起的作用，本

節根據第三章研究架構中時間詞、連接詞的分類，統計四組在前後景所使

用時間詞及連接詞的總數，各項形式均為句中首個出現的形式，不重複計

算，顯示如表 4-12 及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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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四組所使用時間詞在前後景的分布（不重複計算） 

 N C B A 

 BG FG BG FG BG FG BG FG 

Tn 52 0 61 3 70 10 47 2 

Tb 6 0 3 1 0 0 3 1 

Ta 25 22 18 29 18 16 12 14 

Ts1 35 1 10 5 9 1 3 0 

Ts2 27 11 3 3 13 5 3 0 

總數 145 34 95 41 110 32 68 17 

合計 179 136 142 85 

（註：上述時間詞分類的計算，方法是選取分句中首個時間詞分析，不重複計算） 

    從上述統計可見，四組所使用時間詞的總數基本上隨其學習年級的遞

升而增加。例外的情況是二年級學習者的時間詞總數略多於三年級或以

上學習者。在時間詞的分類中，時間名詞及短語（Tn）、後時關係時間詞

（Ta）在各組均是使用最多的兩種形式。值得注意的是，二年級、三年級

或以上學習者所使用的時間名詞及短語遠多於母語者一組。而在母語者

一組，瞬時關係（Ts1）、延時關係（Ts2）也是較多使用的形式，相反三

組學習者對這些時間詞的使用較少。 

在前景/後景的使用上，四組的時間名詞及短語（Tn）、先時（Tb）

關係時間詞，以及瞬時關係時間詞（Ts1），這三類時間詞主要用於後景，

而較少在前景中使用。至於後時關係時間詞，是四組在前景中使用最多的

時間詞類別。在 Yang（2002）的研究，也發現在敘述體前景句中的顯性

形式手段，以標注時間關係的狀語為主，例如「然後」、「結果」等等，

而且隨著學習者漢語程度的提升，使用外顯形式的比例穩定攀升，這與本

研究的結果相吻合。在連接詞的使用方面，四組在前後景中的分布顯示如

下表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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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3 四組所使用連接詞在前後景的分布（不重複計算） 

 N C B A 

 BG FG BG FG BG FG BG FG 

C1 47 22 14 8 18 10 11 4 

C2 13 3 14 8 28 13 19 9 

C3 35 11 24 7 23 8 11 9 

總數 95 36 52 23 69 31 41 22 

合計 131 75 100 63 

（註：上述連接詞分類的計算，方法是選取分句中首個連接詞分析，不重複計算） 

與時間詞的使用情況相若，四組所使用連接詞的總數隨其學習年級的

遞升而增加。例外的情況同樣出現在二年級學習者與三年級或以上學習

者兩組數據的逆反上。 

在母語者一組，大量使用「添加」類連接詞（C1），其次為「反向」

類連接詞（C3），而「反向」類連接詞也是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使用最多

的連接詞形式。一年級、二年級學習者使用最多的則是「因果」類連接詞

（C2）。在前景/後景中的使用上，母語者一組在前景中最多使用的形式

是「添加」類連接詞，使用次數遠多於其餘三組。在一年級、二年級學習

者兩組中，在前景中使用較多的語言形式是因果和反向連接詞。 

（三）時間詞及連接詞的分布 

為進一步探究時間詞、連接詞在篇章中不同位置，即段落首句（下稱

「段首」）、段落內（下稱「段內」）及段落末句（下稱「段末」）的分

布及其所起的作用，我們計算四組所使用時間詞的數目及其在段落總數

所佔的比率，結果顯示如表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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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四組所使用時間詞及連接詞在段首、段末的分布（不重複計算） 

 N C B A 

 段首 段末 段首 段末 段首 段末 段首 段末 

Tn 35  43 1 49 7 35 2 

Tb 2 1 1      

Ta 9 14 4 12 5 9  8 

Ts1 8 1 1 4 2 1   

Ts2 9 8 1 3  3 1 1 

C1 4 16 1 5 1 7  4 

C2 0 2 3 7 3 13 2 11 

C3 7 6 10 5 3 3 3 3 

總數 74 48 64 37 63 43 41 29 

段落數 88 88 82 82 90 90 66 66 

 84% 55% 78% 45% 70% 48% 62% 44% 

通過計算段首、段末所使用時間詞及連接詞的次數，我們可以發現學

習中文的年級越高、接觸中文的時間越長，開啟、結束段落所使用顯性語

言形式的次數越多，其中以母語者一組為最多。而且，時間詞、連接詞在

總段落數的覆蓋比率上，四組在段落首句的使用比率遠多於在段落末句

的使用比率，這說明在開啟段落時，往往需使用更多語言標記以標示段落

的開始，即時、空的轉換。而比較時間詞與連接詞的使用次數，我們可以

發現四組的時間詞在段首的使用遠比連接詞為多，而在段末，兩者的差別

不大。時間詞與連接詞在段首使用次數的差距符合尤雪瑛（Yu，1990）

所提出的連詞等級刻度，即時間連詞比其餘三類連詞所連接的單位為大，

在段首使用時標示宏觀層次上時間設定的改變，因此在段首，其使用次數

遠比其他連詞為多。惟需注意之處，是尤雪瑛（Yu，1990）所列時間連

詞，其連接層級分宏觀、微觀兩類，因此在本研究中，出現於段首並用於

標示時空轉換的時間詞，應與尤雪瑛（Yu，1990）所提出的連接宏觀層

級的時間連詞對應，而非連接微觀層級的時間連詞。 

在時間詞方面，四組中使用最多的形式是時間名詞及短語，各組皆傾

向在段首使用，其使用次數遠多於在段末使用的次數。在段落首句，通常

為引入新的參照時間或是出現時、空的轉換，時間名詞及短語傾向在段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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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其主要功能為時間定位。而僅次於時間名詞及短語，四組使用較多

的另一形式後時關係時間詞，同時也是四組在前景中一致使用最多的時

間詞，在段末的使用是比較多的，四組的情況皆然，這說明後時關係時間

詞在段末，擔任重要的時間推進及設置前景的作用。至於其他時間詞，包

括先時關係、後時關係、瞬時關係、延時關係，皆以母語者的使用次數為

最高，顯示母語者較能靈活使用多種不同的時間詞形式來開啟或結束段

落。 

在連接詞方面，一年級、二年級學習者較多在段末使用因果類連接詞，

次數遠比其餘兩組為高。這個結果可說明在研究問題一的發現，即一年

級、二年級學習者在段落末句使用 B3 類後景句的比率特別高，是由於學

習者在段落末句使用較多從屬連詞如「因為」，使分句降重，因此也使兩

組在段末的前景句比率偏低。一年級、二年級學習者在段末使用因果類連

接詞，從而構成 B3 類這種附屬子句的出現，這一情形在學習者當中並不

少見，但在母語者組中卻僅有 2 例。陳俊光（2010）的研究結果可用以解

釋這一現象，學習者在併句任務與篇章任務，統一傾向將原因從句置後，

隨著學習者的漢語能力提升，將原因從句置後的情況越來越少，因此三年

級學習者在這方面的表現明顯優於其餘兩組。這個結果也反映出二年級

學習者、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他們在篇章寫作上，在不同範疇或語言形

式的使用方面，出現發展不均衡或不一致的情形。另外，母語者一組在段

末較多使用添加類連接詞，其餘三組在段末使用添加類連接詞也比在段

首使用的為多，顯示添加類連接詞的主要作用為連接前一分句，若其所在

分句是連續事件中最重要的句子，則較有可能充當前景。四組在段內使用

時間詞及連接詞的次數，及其在段內前景/後景句總數所佔的比率，顯示

如下表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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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四組在段內所使用時間詞及連接詞在前後景的分布（不重複計算） 

 N C B A 

 BG FG BG FG BG FG BG FG 

Tn 17  19 1 22 2 12  

Tb 3  2 1   3 1 

Ta 17 7 15 16 13 7 12 6 

Ts1 27  9 1 7  3  

Ts2 18 3 2  12 3 1  

C1 41 8 13 3 14 6 9 2 

C2 12 2 8 4 18 7 9 6 

C3 28 5 13 3 18 7 7 7 

總數 163 25 81 29 104 32 56 22 

總句數 342 56 211 67 253 78 152 51 

 48% 45% 38% 43% 41% 41% 37% 43% 

時間詞、連詞接這些語言形式在段內前景、後景的總使用比率，四組

皆超過或接近 40%，各組中以母語者一組比率為最高。根據饒宏泉（2011）

指出，時間狀語所管轄段落的多寡，反映時間推進速度的快慢，並且認為

一個段落內部涵蓋的時間狀語多少，也同樣反映其時間推進速度，那麼母

語者在段落內使用時間詞的比率最高，也說明其篇章的時間推進是較快

的。 

而相較在段首、段末的使用，四組在段內使用時間詞、連接詞的總比

率是偏低的，在前後景中皆然。以時間名詞及短語為例，這類時間詞在段

內的使用大幅減少，不及在段首、段末使用的次數，大約僅佔段首、段末

的一半。這主要是因為漢語的主導時態系統是依賴事件時間 E 和參照時

間 R 在時軸上的位置關係建立起來的。而且在敘述體語篇中，具有時態

的延續（continuity）模式，第一句話之後，敘述的事件和狀態就與前文的

事件和篇章時間建立了關聯，而不是和說話時間有關，因此在段首進行時

間定位後，段內所需使用的時間詞就大為減少，使用比率低於其在段首、

段末的使用。 

後時關係時間詞在段內，同樣是四組在前景中一致使用最多的時間詞。

這顯示後時關係時間詞在段內，同樣擔任重要的時間推進及設置前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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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連接詞方面，四組較多在段內的後景中使用三類連接詞，而只有

少數在前景中使用。 

二、時間定位 

    時間定位在篇章中的表達，可以分兩部分說明：一、在段落間，也就

是在段落首句、段落末句，使用的形式主要為時間名詞及短語；二、後景

句 B1, B2, B3 類，以附屬結構的形式進行時間定位。以下先說明段落間

的時間定位： 

（一）段落間的時間定位 

在四組中使用最多的時間詞形式是時間名詞及短語，且絕大部份在段

首使用。我們可以進一步把這些在段首、段末使用的時間名詞及短語分為

「直指」與「非直指」兩類，並計算兩者的使用次數，結果顯示如表 4-

16： 

表 4-16 四組所使用「直指」與「非直指」時間名詞及短語在段首、段末的分布 

 

N C B A 

段首 段末 段首 段末 段首 段末 段首 段末 

直指 1  13 1 15 5 10 1 

非直指 34  30  34 2 25 1 

總數 35 44 56 37 

在四組中，二年級、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在段落間使用的時間名詞及

短語較多。再進一步分析這些時間名詞的兩個分類，我們可以發現三組學

習者使用直指與非直指時間名詞的比率約為 1：2。而在母語者一組，直

指時間名詞的使用極少，與學習者的表現差異極大。 

在學習者短篇中，除了使用直指時間，也使用非直指時間作為參照時

間，而後者的使用比率較高。這一結果證實了 Smith and Erbaugh（2005）

的看法，即敘述語篇具有時態的延續（continuity）模式，參照點的設定並

不必然受到說話時間限制，因此所謂英語以「絕對時態」為主導而漢語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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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時態」為主導這種分野，在特定的語篇類型中，不同的時間認知方

式對於語言表達形式的影響，其作用是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能力等級的學習者，其使用非直指時間與直指時

間的比率一直維持在 2：1 的比例，並未隨其能力提升而有太大的改變。

直指時間的使用在學習者短篇中，始終佔有一定的比例，這正如何兆熊

（2000）所指出，在習得過程，直指時間是較易掌握的表達方式並先於非

直指時間的習得，上述結果說明二語成年學習者也遵循這一規律。至於三

組學習者使用直指與非直指時間名詞的比率，並沒隨其學習年級的遞升

而逐漸向母語者的表現靠攏，這一現象需在後續研究再作探討。 

以下列舉母語者與學習者在段首所使用的時間名詞及短語，以了解其

在使用時間名詞及短語以進行時間定位的表現： 

1.1 母語者語料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N6 001 那一天，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1 那一天 

 012 當日一早，他還特地去買了一束玫瑰 2 當日一早 

 019 只是，沒想到他站在她面前時， 3 ……時 

 023 最後他勉強扯出笑容， 4  

 028 回去的路上， 5  

從上例可見，段落一的時間詞「那一天」指示距離較遠的時間，也可

用於敘述以往的事件，把讀者的視角從現在帶到過去，段落二的時間詞

「當日一早」具相若的作用，通常用於敘述距離現在較遙遠的事件；而段

落三的時間詞「……時」，參照時間繼續往前推移，各參照時間隨著敘述

發展，按時間的先後順序排列。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N14 001 有一天，小明路過街上， 1 有一天 

 008 約會當天，他梳妝打理了一番 2 約會當天 

 012 但經過相處之後， 3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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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則從時間線上一個不確定的參照時間「有一天」開始敘述，然後

下一個參照時間推移至「約會當天」，「約會當天」也可用「約會那天」

代替，顯示兩者差別不大。然後參照時間再移至「經過相處之後」，藉著

上下文不同參照時間的推移，體現出連續事件在時間上的先後關係。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N24 003 腦中依舊是女孩的倩影。 1  

 009 這一天，是他倆約好見面的日子， 2 這一天 

 016 但是，一到約會地點， 3  

 024 當天的約會，也不知道是怎麼進行的， 4 當天的 

上例雖然在開首加插回憶片段，但各個參照時間仍然是按照時間順序

排列：敘述從故事男主角寫信這個時間開始，一邊寫信，一邊回想起第一

次遇見女孩的情景；然後參照時間推移至約會的日子，這是相對於寫信時

間而言，距離較近的時間，因此用「這一天」，而同時用以顯示當前敘述

的事件在持續進行，緊接上文，予人身歷其境之感；參照時間繼續推移，

到了約會地點，這是利用空間上的轉換顯示時間的改變；最後以說話時間

或敘述時間為參照時間，談起當天的約會，故事男主角苦笑回應。「當天

的約會」也可用「那天的約會」代替，借指以往或距離較遙遠的事件。 

通過上述例子，我們可以發現「那」、「這」、「當」的時間距離可

排成序列，由遠至近：那天/當天>這天。而從母語者使用漢語指示詞「這」、

「那」以表達時間距離的表現，證明漢語母語者使用近指的「這」指稱時

間距離較近的事物，用於敘述當前事件的持續進行；而「那」則用於敘述

以往的事件，把讀者的視角從現在帶到過去，時間距離較遠。除了指示詞

「這」、「那」以外，漢語母語者還會使用指示詞「當」，根據其在短篇

中的使用情況，其時間距離與「那」相若，用以指示時間距離較遠或是以

往的事件。在學習者短篇中，很少使用這類漢語指示詞以表達時間距離，

指示詞「這」的使用也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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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學習者語料 

學習者在段首所使用的時間名詞及短語，既有直指時間詞，也有非直

指時間名詞：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C1 001 昨天在學校小王看到了很漂亮老師。 1 昨天 

 006 那[所以]今天走{路去}上課， 2 今天 

 012 所以小王去辦公室， 3  

C6 001 他是一個學生， 1  

 009 有一天他更想她{了}， 2 有一天 

 014 去她的辦公室以前， 3 ……以前 

 019 到她的辦公室的時候 4 ……的時候 

學習者 C1 所使用的「昨天」、「今天」是直指時間詞，而學習者 C6

則使用非直指時間名詞，如分句 009 的參照時間「有一天」，然後參照時

間往前推移至「去她的辦公室以前」，然後是「到她的辦公室的時候」，

可見學習者能夠使用並掌握兩類時間表達形式，並將各參照時間按時間

的先後順序排列。 

在二年級學習者短篇中，我們也可發現直指和非直指兩類時間表達的

形式：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B2 001 我弟弟是小學一年級的學生。 1  

 006 昨天晚上他寫{了}一篇信 2 昨天晚上 

 011 所以他今天早上穿着很好看的衣服去學校。 3 今天早上 

B18 001 星期一小王在城市走路[走在路上]。 1 星期一 

 007 星期二他買{了}一很大的花。 2 星期二 

 010 可是他一看見女人， 3  

 017 很多年以後，他們結婚{了}。 4 很多年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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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者 B2 使用直指時間名詞如「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學習

者 B18 則使用非直指時間如「星期一」、「星期二」、「很多年以後」，

是相對的參照時間。 

    在一年級學習者的短篇中，也有使用指示詞「這」並構成非直指時

間名詞的例子：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A10 001 小王一天去飯館兒吃午飯。 1 一天 

 008 這天，到了家以後， 2 這天……以後 

 014 走[去]她家的時候， 3 ……的時候 

    學習者 A10 的敘述從某一不確定的參照時間「一天」開始，然後參

照時間往前推移至到家後的「這天」，「這天」也是相對於「一天」而言

距離較近的時間，顯示當前事件在持續進行。最後參照時間推移至「去她

家的時候」，各參照時間的排列遵循時間的先後順序。 

（二）附屬結構中的時間定位 

 在前一節提到，時間名詞及短語傾向在段首，以及在後景中使用。

而研究問題一的結果也指出，四組在段落首句傾向使用 B1, B2 類和 B1, 

B2, B3 類這兩類後景句，意即這兩類結構的功能為時間定位。在 B1, B2

類，通常使用時間名詞，即僅標記純時間訊息，因此已和隨後片段併作一

句；而 B1, B2, B3 類則使用附屬結構以描述具體事件，本身為一獨立的

小句，因此本部分以 B1, B2, B3 類後景句為分析對象，以了解在這類附

屬結構中的語言形式，即 Smith and Erbaugh（2005）提出的包括時間詞、

詞彙及時貌的三個面向之間如何互動並進行時間定位。 

 附屬結構 B1, B2, B3 主要作用為時間定位，我們可以參照邢福義

（2004）對時間名詞「時點」、「時段」的劃分，將這些附屬結構分為兩

類：一、其後景事件被定位在時間軸上的一個點；二、與前景事件同時發

生，即不指向時間軸上的單個點，表持續進行的某一時段。篇章中的後景

句 B1, B2, B3 類，包括幾種不同語言形式結構，並對所表達的時間為時

 



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107 

點或時段有其不同傾向，四組所使用的 B1, B2, B3 類後景句的次數詳見

下表 4-17： 

表 4-17 四組在 B1, B2, B3 類後景句所使用形式結構的總數 

 N C B A 

 時點 時段 時點 時段 時點 時段 時點 時段 

Tn1 ……的時候/ 

    ……時 9 1 16 9 9 9 12 11 

Tn2 ……以後 9  12  6  8  

Ts1 一……（就） 13  8  9  3  

v+le/v+c 2        

Rel  10       

zhe  3  1  3   

總數 33 14 36 10 24 12 23 11 

合計 47* 46 36 34 

（*註：在 B1, B2, B3 類後景句，少數例子並不表達時間關係，因此不被計算在上

表內。母語者一組有 5 筆，包括原因子句「因為……」、轉折子句「除了……（也

不……）」等。而三組學習者的 B1, B2, B3 類後景句，部分屬偏誤例子，惟仍可

歸入上表所列的各形式類型，且目的主要為了解各組所使用形式結構的分布，因

此將其計算在內，並在研究問題三作詳細的討論分析。） 

四組在附屬結構 B1,B2,B3 後景句所使用的不同語言形式，當中以時

間名詞及短語例如「……的時候」（Tn1），以及「……以後」（Tn2）兩

類，還有瞬時關係時間詞「一……（就）」（Ts1）的使用為最多。時間

名詞及短語「……以後」、瞬時關係時間詞「一……（就）」表達的是時

點，而時間名詞及短語「……的時候」既可表達時點，亦可表達時段。關

係小句（Rel）如「回去的路上」，以及持續貌「着」（zhe）表達的是時

段。持續貌「着」是屈承熹（1998，2006）所提出的四種漢語從屬結構之

一，即非限定動詞形式，它跟關係小句一樣，表達的是與前景事件同時發

生（concurrent）的時間關係，因此擔任後景。 

三組學習者普遍較依賴使用「……的時候」這類時間名詞及短語，根

據尤雪瑛（1990）的研究結果，時間連詞「……的時候」其作用主要為時

間定位。而母語者則能較多使用其他不同的形式進行時間定位，如瞬時關

係時間詞、補語（v+c）或完成貌「了」（v+le），以及關係小句。 

 



漢語母語者及學習者敘述體寫作之前後景研究 

 

 108 

值得注意的是，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所使用的附屬結構 B1,B2,B3 類

後景句，其次數比二年級學習者為多，筆者在研究問題一也曾指出，這說

明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雖然在篇章銜接能力，以及所使用顯性語言形式

的數量上有所不及，但在時間定位上，牽涉這類附屬結構的使用時，其表

現則比較突出。 

2.1 時間短語「……的時候」 

從上表的統計可見，時間名詞及短語（Tn1）既可表達時點，亦可表

達時段，它所強調的是與後一動作或事件同時發生的關係：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語言形式 

B26 016 他們見面的時候， 4 Tn1+v 

 017 澤陽只說出來了[只說出]兩個詞：很高。 4  

N8 030 她答應他的那天， 5 Tn1+v 

 031 天空比過去的任何一天要來得藍， 5  

C11 020 但是看到老師的時候 5 Tn1+c 

 021 他全忘了這個。 5  

B12 012 他到了圖書館門口的時候， 3 Tn1+le 

 013 漂亮的女人{在}等着{他呢}。 3  

上述時間名詞及短語（Tn1）的例子所表達的是時點，可見時點的表

達主要取決於情境類型及視點體的使用，例如「見面」、「答應」為達成

情境（achievement）；「看」為活動情境（activity），需加上補語「到」；

「到」為單音節達成情境，則加上了完成貌「了」。 

在語料中也發現，加上起始動詞如「開始」，以及表將要義的助動詞

「要」，也能幫助時間定位，引入事件起始的時間點：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語言形式 

C7 008 她開始說{話}的時候 3 Tn1+v 

 009 讓他連一個子都說不出來。 3  

B27 013 他要進去的時候， 3 Tn1+yao 

 014 正好他愛的人出門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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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中學習者 C7 加上起始動詞「開始」，在時間短語「……的時候」

中表達的是時點，而省去起始動詞「開始」的話，所表達的則是時段，原

因是其所使用的活動動詞「說話」沒有自然終止點，指涉動作持續進行。

學習者 B27 加上助動詞「要」，則使時間短語「……的時候」所表達的

時點更明確。結構中所使用的達成動詞「進去」為瞬間達成的動作，具有

自然的終止點，本身即可表達時點。 

時間名詞及短語（Tn1）在表達時段時，使用完結（accomplishment）

類的動詞，如「回家」、「去」，而不需加上時貌標記或補語：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語言形式 

B8 001 小梅回家的時候 1 Tn1+v 

 002 就看到他的新老師的照片。 1  

 003 她又擺着球 1  

 004 又笑笑得太可愛。 1  

 005 小梅就到他的家[小梅回家以後] 1  

 006 就要寫一篇信給他的新老師。 1  

A7 014 他去運動場的時候 2 Tn1+v 

 015 {不停地}唱歌。 2  

    上例中學習者 B8 在分句 001 表達的是「回家」持續的過程，而在分

句 005 才回到家，因此在分句 001「回家」不需加上表達動作或事件終止

點的手段形式。學習者 A7 使用完結動詞「去」，表達的也是持續進行的

時段。 

2.2 時間短語「……以後」 

時間名詞及短語（Tn2）則通常表達時點，它所表達的是與後一動作

或事件的先後關係，在結構內「……以後」可代入一蘊含終結點的事件，

例如完結動詞「回家」，而不需補語或時貌標記的輔助：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語言形式 

M3 009 小王回家以後 2 Tn2 

 010 就寫了一個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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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中學習者 M3 在結構「……以後」使用完結動詞「回家」，表達

的是先發生的動作或事件，而後一動作或事件為「寫信」。在時間名詞及

短語「……以後」，動詞若是活動情境則需加上補語，而在補語後或是達

成動詞後的「了」，則是自由隱現：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語言形式 

M7 009 小朋友看到這個情境後 1 Tn2+c 

 010 馬上就愛上了她。 1  

C13 007 寫完了以後， 2 Tn2+c+le 

 008 他{就}去買花。 2  

N3 027 可是遇見了妳之後 3 Tn2+c+le 

 028 
不敢對妳說，在妳我之間有着巨大

的鴻溝， 
3  

    上例中學習者 M7 在結構「……以後」使用活動動詞「看」，需加上

目標補語「到」以表示動作的結果；學習者 C13 使用活動動詞「寫」，

同樣需加上結果補語「完」以表示動作結果。而在補語後，以及母語者 N3

所使用的達成動詞「遇見」後的「了」，則是可省略的。原因是從句「……

之後/以後」本身所表達的是與後一動作或事件的先後關係，因此不需使

用「了」以凸顯其先時性，而從句本身整體的後景功能，也會把完成貌

「了」的前景功能一筆勾消。 

2.3 瞬時關係時間詞「一……（就）」 

瞬時關係時間詞（Ts1），例如「一……（就）」所表達的也是時點，

其時間意義的特點是快速短暫，表示動作行為或狀態變化是在緊靠著參

照時間的瞬間實現的：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語言形式 

B15 008 他回一家[一回家] 2 Ts1 

 009 就開始寫信， 2  

C6 003 他一看， 1 Ts1 

 004 就愛她。 1  

 C6 021 他一發現 4 Ts1 

 022 就停着愛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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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者 B15 的「一回家」，C6 的「一看」、「一發現」，為短時間

內發生、結束的一次事件，而不需借助補語或完成貌「了」，使之成為時

點。原因是漢語裏動詞和名詞一樣可以在前面加數詞「一」使原來表示的

無界動作變為有界動作，例如上例中的「一看」，表示的是一個短暫動作

的「完成或出現」（詹開第，1987；沈家煊，2004）。如果不加數詞「一」，

一般來說，活動情境類動詞如單音節詞「看」或「寫」，都需加上補語，

以表達有界的動作。 

而與瞬時關係時間詞（Ts1）連用的動詞，如活動動詞「看」加上補

語「到」後，表示有界的動作，表達的同樣是時點，但其意涵卻並不相同：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語言形式 

M8 006 他一看到她 1 Tn3+c 

 007 他就愛{上了}她。 1  

    上例中學習者 M8 在結構「一……（就）」使用活動動詞「看」，加

上目標補語「到」，表示動作的結果，同樣為有界的事件。 

2.4 其他形式結構 

附屬結構 B1, B2, B3 的形式還包括完成性短語（v+le/v+c），其作用不

僅可加強篇章的銜接，使主題連貫，同時可把這類結構以附屬的形式，置

於主句之前，為主句提供時間定位，指示某個時間點。單音節達成動詞、

完結動詞需分別加上了完成貌「了」及補語「到」：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語言形式 

N26 014 到了情人節當天， 3 v+le 

 015 他盛裝打扮、 3  

N18 011 來到約定好的時間， 2 v+c 

 012 我帶着一束玫瑰花， 2  

 013 不斷演練見面時要怎麼開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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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例中母語者 N26 在完成性短語「-了」39這一附屬結構進行時間定

位，單音節達成動詞「到」需加上完成貌「了」，使之成為雙音節詞，這

是出於音韻的制約。母語者 N18 所使用的單音節完結動詞「來」需加上

目標補語「到」，使用「V-到」的形式，不僅可表示動作的結果或終點，

同時也是出於音韻補足的要求。 

表達時段的附屬結構 B1, B2, B3，主要包括關係小句（Rel），以及持

續貌「着」（zhe）。僅母語者一組使用關係小句，而學習者多借助時間

名詞及短語（Tn1）類以表達時段：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語言形式 

N6 028 回去的路上， 5 Rel 

 029 才想自己也是傻了， 5  

N10 001 男子昂首看着廣告看板上的金髮女性， 1 zhe 

 002 如果要比喻她， 1  

 003 那就像是拼圖一樣， 1  

    上例中母語者 N6 使用關係小句「回去的路上」，母語者 N10 使用

持續貌「着」進行時間定位，表達的是某一時段。在母語者語料中，處所

名詞以關係小句的形式在句首呈現，即劉月華（1998）所指的四種連接手

段之一「處所詞語」。母語者使用處所名詞，以及時間短語如「……的時

候」的次數是相等的，這反映對母語者來說，兩種時間定位的方式都是他

們所熟練掌握的。而在學習者語料中，時間短語「……的時候」佔附屬結

構 B1, B2, B3 類的大多數，顯示這一時間定位的形式是較容易掌握的，

也是學習者最主要的用以進行時間定位的形式。而由於學習者並沒有使

用處所名詞這類關係小句以表達時段，時間短語「……的時候」也是學習

者用以表達時段的主要方式。 

                                                 
39 此完成性短語「-了」，以及後例的完成貌形式「V-到」，與反指零形主語小句的後景

功能相若，即利用句法上的低範疇等級形式來進行包裝，使之成為從屬結構，充當後景。

若不利用降級的句法手段，原句為「情人節到了」，與後分句的主語「他」未能統一，便

形成等立關係的兩個分句。惟需注意的是，該完成性短語分句「-了」與後續小句中的主

語或主語領屬語並非同指，這是有別於反指零形主語小句的地方。這個問題值得作後續深

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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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見，在附屬結構 B1, B2, B3 類的不同形式中，動詞的情境分

類對時貌標記和補語的運用具不同限制。根據上文所列的例子，整理出下

表 4-18 以作簡單的對比： 

表 4-18 四組在 B1, B2, B3 類後景句所使用形式結構與動詞情境分類的制約關係 

 活動 
(activity) 

*狀態
(state) 

完結 

(accomplishment) 

達成 

(achievement) 

Tn1 ……的時候/ 

  ……時（時點） 

看+到 / / 到+了；答應

見面 

Tn1 ……的時候/ 

  ……時（時段） 

 / 回家、去  

Tn2 ……以後 

看+到、寫+

完（了） 

/ 回家 遇見（了） 

Ts1 一……（就） 看、看+到 / 回家 發現 

v+le/v+c  / 來+到 到+了 

Rel  / （回去）的路上  

zhe 看+着 / /  

（註：本研究所考察語料中並無使用狀態情境的例子，主要原因為狀態情境沒有

終止點，是無界的，因此無法在時間軸上設定位置以作時間定位。） 

在多數附屬結構 B1, B2, B3 類的形式中，在表達時點的情況，活動動

詞如單音節詞「看」或「寫」，單音節完結動詞如「來」，都需加上補語，

而單音節達成動詞如「到」，則需加上完成貌「了」，使之成為有界的雙

音節詞；達成動詞、完結動詞若為有界的雙音節詞，如「遇見」、「回家」

皆不需加上補語或完成貌「了」，而且「了」是自由隱現的。 

通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初步說明動詞情境、時貌，以及補語三者之

間的互動機制對時間定位起重要作用，其中動詞情境的類別是決定動作

有界或無界的首要條件，補語是使動作得以成為有界的優先手段，而完成

貌「了」在這些表達有界事件的優先條件滿足後，其隱現則是相對自由的。 

三、時間推進 

Smith and Erbaugh（2005）說明敘述模式中，推動參照時間的條件是

小句中必須是有界、完成貌，或帶來時間狀語。後時關係時間詞在三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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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所使用的時間詞數量中為第二多，僅次於時間名詞及短語。而在前景

中，四組的後時關係時間詞是使用最多的類別。 

（一）時間推進中的顯性語言形式 

在分析與後時關係時間詞共現的各類顯性語言形式結構之前，我們先

整理出與後時關係時間詞共現的，包括顯性、隱性語言形式結構的使用次

數，以及相關的偏誤數據，呈現如下表 4-19： 

表 4-19 四組在後時分句所使用顯性、隱性語言形式結構及顯性語言形式偏誤的總

數 

 
N C B A 

顯性語言形式結構 29 16 7 2 

隱性語言形式結構40 18 19 20 16 

偏誤（顯性語言形式） / 12 7 8 

總數 47 47 34 26 

這一結果與 Yang（2002）的研究結果相同，Yang 發現隨著學習者目

標語的能力程度提升，他們從傾向使用隱性語言形式過渡到以顯性語言

形式的使用為主。本研究主要探討顯性語言形式結構對前後景設置所起

的作用，因此以下集中討論與之相關的內容，而與顯性語言形式相關的偏

誤，將在第三節研究問題三再作討論分析。 

    在使用後時關係時間詞的分句中，與其共現的各類顯性語言形式結

構在前後景中的使用次數，顯示如下表 4-20： 

 

 

 

 

                                                 
40 本研究在所蒐集語料中，發現與後時關係時間詞共現的隱性語言形式結構，包括動詞

原形、助動詞、起始動詞、動詞重叠等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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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0 四組在後時分句所使用顯性語言形式結構在前後景的分布 

 

N C B A 

BG FG BG FG BG FG BG FG 

c 11 5       

le 4 1 1 2 1  2  

c+le   4 3     

le2 1 5 2 3 2 3   

c+le2  1  1 1    

zhe  1       

總數 16 13 7 9 4 3 2 0 

合計 29 16 7 2 

總句數 47 47 34 26 

比率 61.70% 34.04% 20.59% 7.69% 

在使用後時關係時間詞時，與其共現的顯性語言形式結構，包括補語

（c）、完成貌「了」（le）、句末助詞「了」（le2），持續貌「着」（zhe）。

從顯性語言形式結構的使用情況，我們可以發現各組能力程度的差異：補

語的使用僅在母語者語料中出現，而句末助詞「了」也僅在年級較高的學

習者及母語者的語料中使用，可見補語及句末助詞「了」兩類語言形式結

構的使用是有效的辨識其能力程度的指標。而這兩項語言形式結構也是

實現前景的主要手段。這與 Christensen（1994）的研究結果相符，該研究

發現在中文版《梨的故事》，漢語母語者使用完成貌「了」的分句只佔前

景的一小部份，而以結果補語為前景中最常使用的形式（Yang，2002），

在使用後時關係時間詞的分句中情況亦然。而四組共同使用的語言形式

結構則是完成貌「了」，惟數量較少。由於一年級、二年級學習者所使用

的顯性語言形式相對較少，因此一年級、二年級學習者往往以隱性語言形

式作為時間推進的主要手段。 

通過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不同年級學習者及母語者在後時關係時

間詞分句中所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結構，與其能力程度等級呈現以下分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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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母語者                                              初級學習者 

 

補語 > 補語+完成貌「了」/ 句末助詞「了」 > 完成貌「了」/ 隱性語言形式 

（結果/目標/趨向） 

                

      圖 4-4 顯性時間推進形式在不同能力程度等級的分布 

補語及完成貌「了」共現的例子僅在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的語料中出

現，我們可以視之為該能力程度學習者在向母語者語言表現靠近過程中

的一種「中介語」形式，亦即學習者在尚未掌握單獨使用補語以推進時間

之前的一種替代方式。至於該程度學習者在其他類型的時間推進分句中，

是否有相同表現，則需擴大本研究的語料考察範圍，並以程度較低學習者

的語料作比較，方可為本研究的這一推測提供更強的論證。 

若將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語料中補語及完成貌「了」連用的現象，與

母語者單用補語的情況作比較，我們即可發現兩者在口語非正式語體的

屬性上有其強弱差異，類似於《兒女英雄傳》與王朔小說的比較，單用補

語這一表達形式的口語化程度不如補語及完成貌「了」連用的表達形式

強。而完成貌「了」在補語後的使用，為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短篇「具時

空化」的語法特徵之一，也是其「中介語」的特點之一。而完成貌「了」

的單獨使用，是否構成相同的實現「具時空化」的功能，將在本節第（三）

部分舉例說明。 

從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以及二年級學習者兩組在時間推進分句中使

用顯性語言形式結構的情況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在

這方面的表現（34.04%），跟在 B1, B2, B3 類附屬結構的使用一樣，都

比二年級學習者（20.59%）較為突出。這顯示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在時間

定位、時間推進方面，對有關語言形式結構的掌握較為熟練。由於時間定

位與時間推進所牽涉的並非單個語言形式的使用，而是涉及多項語言形

式、結構，包括動詞情境類型、時貌標記、補語及時間短語等因素之間的

互動及綜合運用，難度相對較高。因此，對於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及二年

級學習者兩組能力差距的問題，需從不同面向作比較，並分別看待：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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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能力及時間表達能力兩方面的發展可能有其不一致之處，兩者並非

直接掛鉤41。 

（二）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的出現位置 

後時關係時間詞可按其在句中出現的位置，即充當句首修飾語或句中

狀語分為「句首連詞」、「句中狀語」兩類，這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可在

段落內的不同位置出現，包括段首、段內及段末，具體分布情況顯示如下

表 4-21： 

表 4-21 四組所使用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在段落不同位置的分布 

 

N C B A 

句首

連詞 

句中

狀語 

句首

連詞 

句中

狀語 

句首

連詞 

句中

狀語 

句首

連詞 

句中

狀語 

段首 8 1 3 1 5 0 0 0 

段內 9 15 12 19 7 13 3 15 

段末 5 9 5 7 4 5 1 7 

總數 22 25 20 27 16 18 4 22 

合計 47 47 34 26 

根據上表情況，我們可以發現一年級學習者對句首連詞、句中狀語的

使用次數，跟其餘三組有明顯的差距：一年級學習者大量使用句中狀語，

但句首連詞的使用數量則很少；其餘三組對這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的使

用數量則相差不大，以句中狀語的使用略多。這說明了一年級學習者在初

級階段，以句中狀語這一類後時關係時間詞的學習為主，並且反映在他們

的短篇寫作上。 

而在段落的不同位置，對這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的使用也有特定的傾

向：在段首，除一年級學習者以外，其餘三組皆較多使用句首連詞的類別；

在段內及段末，四組的語料皆顯示，以句中狀語的類別為較多。由此可見，

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除具不同句法功能，在篇章功能上也有不同。張誼生

                                                 
41 口委李明懿教授指出，二年級學習者在某些語言成分的表現優於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

可能與其所接受教學輸入內容的頻繁度，以及教學所強調的內容有關。另一位口委王萸芳

教授認為，應採取三角論證（Triangulation）（陳俊光，2011），對教師、學生進行訪談，

並結合教材的分析，透過多方資料來相互校正，以對研究結果作更客觀的分析與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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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指出，在篇章中，用於句首的時間副詞都具有承上啟下的銜接功

能，所銜接的是前後兩個段落或是兩個分句；而在段內及段末，以句中狀

語的使用較多，這是因為句中狀語所能連接的僅為前一分句的動作或事

件，或僅修飾句中動作，其銜接範圍遠比句首連詞的為小，因此較常在段

內及段末出現。由此可見，在段首以句首連詞的使用較多，在段內及段末

則以句中狀語的使用為較多，是合理並有其根據的。以下逐項說明上述語

言形式結構與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共現時，對於實現前後景所起的作用： 

2.1 補語 

從上表的數據可見，與後時關係時間詞共現的補語，僅在母語者語料

中出現，而且是母語者使用最多的語言形式。下表 4-22 列出母語者在使

用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句首連詞」、「句中狀語」的分句中，補語在前

後景句，以及段落不同位置的分布： 

表 4-22 母語者在後時分句所用補語在段落不同位置及前後景的分布 

 

N 

BG FG 

段首 段內 段末 段首 段內 段末 

句首連詞 4 2 0 0 0 0 

句中狀語 0 6 0 0 1 3 

總數 4 8 0 0 1 3 

從上表分布可見，在使用句首連詞的分句，與其共現的補語在段首、

段內出現，該分句充當後景。使用句中狀語的分句，與其共現的補語在段

內出現，該分句可充當後景或前景；而與其共現的補語在段末出現時，該

分句則充當前景。這個現象與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的篇章功能有關。由於

句中狀語所能連接的僅為前一分句的動作或事件，或僅修飾句中動作，其

銜接範圍較小，較常在段內及段末出現。而前景句作為「一個片段中語義

上特別重要的一個句子」，多在段落內或是段落末句出現，因此前景句與

句中狀語較容易重合。而句中狀語所在的分句在段內也可能充當後景，究

其原因是後續小句是該動作的目的，或是在後發生的另一動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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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首連詞由於可銜接前後兩個段落或兩個分句，具承上啟下的篇章功

能，較多出現在段落首句，而段落首句一般是後景句，因此句首連詞所在

分句若為段落首句，只能充當後景；而在段內出現時，句首連詞同樣起承

上啟下的功能，意味後句是更強的前景，因此也只能充當後景。句首連詞

只有在段落末句出現時，才有可能與前景句重合，所在分句才能充當前

景。下面列舉補語與句中狀語、句首連詞共現的語料，以作說明：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補語 B/F 

N25 005 隨後小王迅速地回到家中， 1 隨後 到 B1, B2 

 006 馬上 拿出信紙振筆疾書， 1 馬上 出 B1, B2 

 007 寫下對女孩認識的渴望， 1   B1, B2 

 008 
在講[再將]信紙小心翼翼地放

入信封。 
1 再 入 F 

 009 在隔天下班之後， 2   B1, B2, B3 

 上例中的「隨後」為句首連詞，出現在段首，所在分句充當後景；而

「馬上」、「再」為句中狀語，前者出現在段內，所在分句充當後景，後

一分句 007 為動作的結果或目的；後者在段末出現，所在分句充當前景，

後一分句 009 出現時間轉換，為新段落的開始。這些使用後時關係時間

詞的分句皆推進了敘述時間，而與其共現的補語所表達的是完成貌或有

界事件。另外，段落 1 的分句之間，皆以連動關係表達一系列連續發生

的動作或事件，以推進敘述時間，而補語及句子的語序在其中發揮重要作

用，這是母語者最常使用的表達完成貌或有界事件並推進時間的手段。 

2.2 完成貌「了」 

    與後時關係時間詞共現的完成貌「了」，在四組語料中都能找到，顯

示其為一常用的表示完成貌的語言形式。下表 4-23 列出在兩類後時關係

時間詞的分句中，四組所使用的完成貌「了」在段落不同位置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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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四組在後時分句所用完成貌「了」在段落不同位置及前後景的分布 

 N C 

 BG FG BG FG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句首 

連詞 3     1  1    1 

句中 

狀語  1         1  

總數 3 1    1  1   1 1 

 

 B A 

 BG FG BG FG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句首 

連詞 

1            

句中 

狀語 

       2     

總數 1       2     

    從上表可見，句首連詞、句中狀語與完成貌「了」共現時，在前後景

及段落不同位置的分布，情形與補語的分布相似：句首連詞在段首、段內

出現時，該分句充當後景；而在段末使用時，其所在分句則充當前景。而

句中狀語在段內使用時，其所在分句可充當前景或後景；在段末，其所在

分句則充當前景。下面列出在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的分句中，母語者與學

習者所使用完成貌「了」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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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B/F 

N24 005 
那眼神，那微笑，迅速吸

引了他的注意。 
1 迅速 吸引 B1, B2 

 006 

心中對她的仰慕、愛意，

隨著他手上的筆拓印在信

紙上。 

1   F 

 007 
這一天，是他倆約好見面

的日子， 
2   B2 

C10 008 
接著他決定給她寫愛情的

信。 
2   

B1, B2 

 

 009 然後他買了一把花， 2 然後 買 B1, B2 

 010 但是他不知道說什麼。 2   F 

 011 
半路上他先[在]考慮說什

麼， 
3   

B1, B2 

M3 009 小王回家以後 2   B1, B2, B3 

 010 就寫了一個信。 2 就 寫 F 

 011 
里面他寫今天一看見她就

喜歡上了她。 
2   B2 

N23 017 
幸好，女神一點也不在意

身高， 
3   B1, B2 

 018 
後來成為了無話不說的好

朋友。 
3 後來 成為 F 

    上例中母語者 N24 分句 005 的「迅速」、學習者 M3 分句 010 的「就」

為句中狀語，兩個分句皆出現在段內，前者僅修飾句中動詞「吸引」，其

所在分句充當後景，因為後一分句 006 為分句 005 的結果；而後者則與

前句 009 連接，所在分句充當前景，後一分句 011 為補充說明的內容。 

    學習者 C10 分句 009 的「然後」、母語者 N23 分句 018 的「後來」

為句首連詞，前者出現在段內，所在分句充當後景，並開啟下一分句的轉

折關係；後者出現在段末而同時也是篇章的末句，承接上句 017 的事件，

所在分句交代故事的結果並充當前景。劉珠（2016）認為，接續時間連接

成分「後來」除了銜接功能外，還具有前景凸顯功能，母語者 N23 的例

子與劉珠（2016）的看法相符，惟需有更多例子才能證實這個說法，而且

也需視乎連詞「後來」在篇章中所處的具體位置，及其所在分句與前、後

相鄰小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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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補語+完成貌「了」 

 補語與完成貌「了」共現的例子僅在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的語料中出

現。在使用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的分句中，與之共現的補語與完成貌「了」

的分布情形呈現如下表 4-24： 

表 4-24 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在後時分句所用補語及完成貌「了」在段落不同位置

及前後景的分布 

 C 

 BG FG 

 段首 段內 段末 段首 段內 段末 

句首連詞 1 2    1 

句中狀語  1   1 1 

總數 1 3   1 2 

    從上表可見，句首連詞、句中狀語與補語及完成貌「了」共現時，在

前後景及段落不同位置的分布，情形與其他顯性語言形式的分布相同：句

首連詞在段首、段內出現時，其所在分句充當後景；而在段末使用時，其

所在分句則充當前景。而句中狀語在段內使用時，其所在分句可充當前景

或後景，在段末則充當前景。下表列出在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的分句中，

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使用補語與完成貌「了」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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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B/F 

C10 013 可是他很著急。 3   F 

 014 最後他找到了她， 4 最後 找 B1, B2 

 015 但是{他發現]他很高。 4   B2 

M6 009 我寫了一封信， 2   B1, B2 

 010 然後就發給了她。 2 然後 發 F 

 011 
上個星期我們在小廣場決

定見面。 
3   

B1, B2 

M7 009 小朋友看到這個情境後 1   B1, B2, B3 

 010 馬上就愛上了她。 1 馬上 愛 F 

 011 他回家後 2   B1, B2, B3 

M1 004 
有一天他在外面走來走去

的時候， 
1   

B1, B2, B3 

 005 看見了非常漂亮的女生。 1   B1, B2 

 006 大為馬上 愛上了她。 1 馬上 愛 F 

 007 
她在家賣足球用品的商店

工作。 
1   

B 

    上例中學習者 C10 分句 014 的「最後」、學習者 M6 分句 010 的「然

後」，皆為句首連詞，前者與分句中的補語及完成貌「了」在段首出現，

所在分句充當後景，開啟下一分句 015 的轉折關係；後者在段末出現，

所在分句充當前景，下一分句 011 標示時空轉換，為另一事件的開始。

學習者 M7 分句 010、學習者 M1 分句 006 的「馬上」為句中狀語，前者

在段末出現，其所在分句充當前景，後句 011 出現時空轉換，為另一事

件的開始；後者則在段內使用，其所在分句充當前景，後句 007 為描述

補充內容。由此可見，分句在段落所處的位置，與前、後相鄰小句的關係，

以及其所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對於前後景的配置都具重要影響作用。 

2.4 句末助詞「了」 

 與後時關係時間詞共現的句末助詞「了」，僅在二年級、三年級或以

上學習者及母語者的語料中使用。下表 4-25 列出在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

的分句中，與其共現的句末助詞「了」的分布（包括句末助詞「了」與補

語共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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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母語者與學習者所用句末助詞「了」在段落不同位置及前後景中的分布 

 N C B 

 BG FG BG FG BG FG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段

首 

段

內 

段

末 

句首 

連詞      1 1 1      2     

句中 

狀語  1   1 4     3 1  1    3 

總數  1   1 5 1 1   3 1  3    3 

 上表的分布與其他語言形式在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的分布情形相若，

顯示在使用句中狀語的分句，句末助詞「了」在段內出現時，其所在分句

可充當前景或後景。而在使用句首連詞的分句，句末助詞「了」在段首、

段內出現，其所在分句只能充當後景，而在段末出現時其分句則可充當前

景。下面列舉句末助詞「了」與句中狀語、句首連詞共現的語料：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B/F 

N13 021 最後一直到畢業 3   B1, B2, B3 

 022 還是不敢告白， 3   B1, B2 

 023 兩人的緣分就這樣結束了。 3 就 結束 F 

N24 014 但是，一到約會地點， 3   B1, B2, B3 

 015 安安便驚呆了。 3 便 驚呆 F 

 016 女孩的臉蛋，如看板上完美， 3   B2 

 017 
但是，她的身材，卻是高過安安

不少。 
3   B2 

N15 024 小銘嚇得拔腿就跑， 4   B1, B2 

 025 
之後，也就沒再跟美女有聯絡

了。 
4 之後 聯絡 F 

    上例中母語者 N13 分句 023 的「就」、母語者 N24 分句 015 的「便」

為句中狀語，前者在段末出現，其所在分句充當前景，是事件的結果；後

者在段內出現，其所在分句充當前景，後一分句 016 為描述補充的內容。

母語者 N15 分句 025 的「之後」為句首連詞，與其共現的句末助詞「了」

出現在段末，也是篇章的末句，充當前景，交代故事的結局。同時使用句

末助詞「了」及補語的情況，同樣只在二年級、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以

及母語者語料中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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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B/F 

N20 014 突然間出乎小男孩預料之外， 3   B1, B2, B3 

 015 女老師就站在自己面前， 3   B1, B2 

 016 還主動跟他打招呼， 3   B1, B2 

  017 小男孩就這樣嚇到了。 3 就 嚇 F 

B18 010 可是他一看見女人， 3   B1, B2, B3 

 011 就 著急起來了。 3 就 著急 B1, B2 

 012 他決定去他的家[回家去]。 3   F 

 013 
小王有很不好心情。[小王的心

情很不好] 
3   B1, B2 

    上述兩例皆為完整的段落，母語者 N20 的分句 017 為篇章末句，學

習者 B18 的分句 011 位於段落內，兩例所用的後時關係時間詞「就」為

句中狀語，前者所在的分句充當前景，說明故事的結局；後者所在的分句

充當後景，後一分句 012 為在後發生的另一動作或事件。結果與前面的

討論相符。在語料中，並沒有句首連詞與句末助詞「了」及補語連用的例

子。 

2.5 持續貌「着」 

與後時關係時間詞共現並表示非完成貌的語言形式，主要為持續貌

「着」（zhe），僅有一例：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B/F 

N22 017 
且在他們交往後{的}一段時

間， 
3   B1, B2, B3 

 018 他們也結婚了， 3   B1, B2 

 019 
之後也過着幸福快樂的日

子。 
3 之後 過 F 

    上例的後時關係時間詞「之後」為句首連詞，所在分句為篇章末句，

交代故事的結局，在篇章中充當前景。屈承熹（1998，2006）認為持續貌

「着」標記持續性的事件，前景功能最弱，因此在後景中使用。而上例卻

藉著時間詞「之後」，引入一個新的參照時間，推進了敘述時間，使該持

續事件處於敘述主線上，並成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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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較母語者與學習者的顯性時間推進手段 

    通過上述討論，以及表 4-20「四組在後時分句所使用顯性語言形式

結構在前後景的分布」的數據，我們發現補語是母語者最常使用的表達完

成貌或有界事件並推進時間的手段，各分句以連動關係表達一系列連續

發生的動作或事件，以推進敘述時間，補語及句子語序在其中發揮重要作

用，如下例所示：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補語 B/F 

N25 005 隨後小王迅速地回到家中， 1 隨後 到 B1, B2 

 006 馬上 拿出信紙振筆疾書， 1 馬上 出 B1, B2 

 007 寫下對女孩認識的渴望， 1   B1, B2 

 008 
在講[再將]信紙小心翼翼地放

入信封。 
1 再 入 F 

    上例的補語如目標補語「到」、趨向補語「出」及「入」與後時關係

時間詞共現，皆能表達有界事件並推進時間；而分句 007 雖沒有使用時

間詞，然而句中的趨向補語「下」及其句子語序均能實現時間推進。四個

分句皆能推進時間。 

    而三組學習者並沒有如母語者一樣，單獨使用補語推進敘述時間，而

傾向使用完成貌「了」以表達有界事件並推進時間，這在一年級學習者的

語料尤其明顯。學習者在短篇也寫到與上例類似的情節，顯示如下：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B/F 

M3 009 小王回家以後 2   B1, B2, B3 

 010 就寫了一個信。 2 就 寫 F 

 011 
里面他寫今天一看見她就

喜歡上了她。 
2   B2 

 012 
這是第一次他這麼快愛上

了一個人。 
2   B 

    上例中學習者 M3 在分句 010 使用完成貌「了」以表達有界事件並

推進時間，而分句 011 在動詞「寫」後緊接賓語子句，為動詞「寫」的內

容，不能推進時間，分句 012 為作者對事件的評論，同樣不能推進時間。

由此可見，學習者由於對補語的使用和掌握不足，只能依賴完成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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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隱性語言形式結構及時間順序原則，實現時間推進，因此予人過度使

用完成貌「了」的印象。 

通過比較上述兩個例子對類似情節的文字表達，從其所使用的推進時

間的顯性語言形式，我們發現兩者在口語化程度上有其差異：母語者所使

用的補語形式，比起完成貌「了」來說，其口語化程度較弱。因此，單獨

使用完成貌「了」，或是補語與完成貌「了」連用的情況，皆是學習者語

體「具時空化」的主要語法特徵。楊素英等（2000）指出時貌標記使用不

足的現象是和泛用的現象並存的，並且認為時貌標記使用不足是習得者

中介語的特殊現象。本研究認為，除了時貌標記的泛用和使用不足以外，

學習者對完成貌「了」的正確使用，即其單獨使用，以及在補語後的使用，

為其口語語體「具時空化」的主要語法特徵，也是學習者「中介語」的特

徵之一。至於母語者，也有少量單獨使用完成貌「了」的例子，但由於其

在時間推進中所使用的形式是以補語的單獨使用為主，因此其短篇雖具

一定的口語化特點，但總體來說，其口語化程度是比學習者為弱的。由此

可見，所謂「口語非正式語體」的區分，與前後景的劃分一樣，是有其等

級層次的差別，而不能截然劃分的。母語者與學習者在同一體裁（敘述體、

描寫體、說明體和辯論體等），其語體（例如口語與書面語）的程度差別

是受到哪些支配因素影響，及其不同的表現特徵等，當中的變化和差異都

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 

四、小結 

有關研究問題二的結果與討論，本節摘要如下：在各項顯性語言形式

之中，各組以時間詞、連接詞的使用為最多，在母語者，以及年級較高的

學習者短篇中，補語也是使用較多的語言形式。而一年級學習者則較多使

用完成貌「了」。通過檢視時間詞、連接詞在總段落數的覆蓋比率，我們

可以發現四組在段落首句使用時間詞、連接詞的比率遠多於在段落末句

的使用比率，這說明在開啟段落時，往往需使用更多語言標記以標示段落

的開始並進行時間定位。而在段內使用時間詞、連接詞的總比率則偏低。

各項顯性語言形式的使用基本上隨學習年級的遞升而增加，較為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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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二年級學習者所使用顯性語言形式的總數反比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為

多，數據進一步支持三年級學習者篇章銜接能力較弱的說法。 

在時間詞的分類中，時間名詞及短語（Tn）、後時關係時間詞（Ta）

在各組均是使用最多的兩種形式。時間名詞及短語傾向在段首使用，主要

用於後景，功能為時間定位。而後時關係時間詞是四組在前景中使用最多

的時間詞類別，在段末的使用多於在段首的使用，說明後時關係時間詞在

段末，擔任重要的時間推進及設置前景的作用。 

    在段落間，即各段落首句、末句的時間定位，三組學習者使用直指時

間名詞與非直指時間名詞的比率約為 1：2。而在母語者一組，直指時間

名詞的使用極少，與學習者的表現差異極大。從各組較多使用非直指時間

名詞的現象，說明敘述語篇具有時態的延續（continuity）模式，參照點的

設定並不必然受到說話時間限制。 

而在主要作為時間定位使用的附屬結構 B1, B2, B3，其中以時間名詞

及短語「……的時候」、「……以後」兩類，以及瞬時關係時間詞「一……

（就）」的使用為最多。通過語料的討論和分析，我們發現在 B1, B2, B3

類的附屬結構中，活動動詞如單音節詞「看」或「寫」，單音節完結動詞

如「來」，都需加上補語，而單音節達成動詞如「到」，則需加上完成貌

「了」，使之成為有界的雙音節詞；達成動詞、完結動詞若為有界的雙音

節詞，皆不需加上補語或完成貌「了」，在這個情形「了」是自由隱現的。

這說明了動詞的情境分類，對時貌標記和補語的運用具不同限制：動詞情

境的類別是決定動作有界或無界的首要條件，補語是使動作得以成為有

界的優先手段，而完成貌「了」的隱現則是相對自由的。動詞情境、時貌，

以及補語三者之間的互動機制對時間定位起重要作用。 

    在具時間推進功能的分句中，主要使用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句首連

詞及句中狀語，與之共現的顯性語言形式結構，以補語及句末助詞「了」

為實現前景的主要手段。通過檢視語料中的各項顯性語言形式，我們發現

使用句首連詞的分句，在段首、段內出現時，充當後景；而在段末出現時，

則充當前景。使用句中狀語的分句，在段末出現時，充當前景；而在段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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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時，可充當後景或前景。兩類後時關係時間詞的篇章銜接功能，以及

其所在分句在篇章中所處的位置，對於前後景配置具重要的影響作用。 

    四組在時間推進的分句中所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總數，隨其學習年

級的遞升而增加，我們可以發現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在這方面的表現，跟

在 B1, B2, B3 類附屬結構的使用一樣，都優於二年級學習者。這顯示三

年級或以上學習者在時間定位、時間推進方面，對有關語言形式結構的掌

握較為熟練。由於時間定位與時間推進涉及的是多項語言形式、結構之間

的綜合運用，難度相對較高。因此，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的篇章銜接能力

不及二年級學習者；但在時間表達能力方面則掌握得較熟練，這說明篇章

銜接能力及時間表達能力兩者並非直接相關，不能簡單等同。 

    從時間推進中顯性語言形式結構的使用情況，我們發現能力程度的

不同，有其特定使用的顯性語言結構，用以表達完成貌或有界事件並推進

時間：補語僅在母語者一組的語料中使用；而補語與完成貌「了」共現的

例子則僅在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語料中出現；一年級、二年級學習者則較

依賴完成貌「了」，或是使用隱性語言形式以實現時間推進。學習者對完

成貌「了」的單獨使用，以及在補語後的使用，為其「中介語」形式之一，

也是學習者語體「具時空化」，即口語非正式語體的主要語法特徵。不同

年級的學習者及母語者在後時關係時間詞分句中所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

結構，與其能力程度等級呈現特定的分布情形。 

第三節 研究問題三 

  本小節將回應研究問題三：「學習者短篇在前後景設置、時間定位

及時間推進方面有哪些常見的偏誤？」筆者將從三方面呈現統計結果與

語料討論：一、呈現學習者在前後景設置上常犯的偏誤，及其所牽涉的

一些語言形式結構。二、呈現學習者在後景中進行時間定位時所犯的偏

誤，包括段落間的時間表達形式，以及使用附屬結構 B1, B2, B3 類後景

句以進行時間定位時，所使用語言形式的偏誤情形。三、呈現學習者在

時間推進中所使用語言形式結構的偏誤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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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本研究僅計算各組學習者的偏誤筆數，並對偏誤進行質性分析，

而並未對各組學習者正確設置前後景，或正確使用相關語言形式結構的

筆數作全面的統計，為免以偏概全，因此在這個部分不詳細比較、分析各

組偏誤數據的多少，而主要分析其偏誤類型。 

一、有關前後景設置的偏誤 

 根據我們在研究架構提出前後景分類所呈現的三個層級：F > B1, B2 / 

B2 / B > B1, B2, B3 / B2, B3 / B3，以下我們對學習者在前後景設置上出現

的偏誤進行討論。學習者在前後景設置上所犯的偏誤，主要可分為三類：

一、應降低權重而未降；二、不應降低權重而誤降；三、小句內部結構的

分、合問題。第一類偏誤顯示如表 4-26（[...]表示正確的用法；{...}表示

遺漏的內容。）：    

表 4-26 有關前後景設置的第一類偏誤：應降低權重而未降 

B/F C B A 總數 

B1, B2 [B1, B2, B3] 6 8 6 20 

B2, B3 [B1, B2, B3]  1  1 

B2 [B1, B2, B3]  1  1 

B1, B2 [B3]  1 1 2 

B2 [B3]  2  2 

B2 [B2, B3] 1   1 

F [B1, B2]   1 1 

F [B3]  2  2 

  總數 7 15 8 30 

    在第一類偏誤中，最主要的偏誤類型為後景句 B1, B2 未能降低權重

為後景句 B1, B2, B3，共 20 例，並佔總數的 2/3。這類偏誤所牽涉的語言

形式結構，主要是從屬結構如關係小句「……的時候」、「……以後」、

「一……（就）」這類時間短語，作用是引入新的參照時間，進行時間定

位。學習者的語料偏誤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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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B/F 

C14 
018 {可是一}看到那個女生 4 

B1, B2 

[B1, B2, B3] 

019 他就非常怕， 4 B1, B2 

B8 
005 小梅就到他的家[小梅回家以後] 1 

B1, B2 

[B1, B2, B3] 

006 就要寫{了}一篇信給他的新老師。 1 F 

A6 
001 一天小王回家{的時候}。 1 

B1, B2 

[B1, B2, B3] 

002 他看{見}了一位小姐， 1 B1, B2 

    上例顯示三個等級的學習者皆把前後兩個動作或事件按時間先後順

序排列，因此前後兩個分句形成等立關係，其前後景沒有層級上的分別，

如學習者 C14、B8、A6 的分句 018、005、001 皆為 B1, B2。因此需運用

附屬結構如「……的時候」、「……以後」、「一……（就）」，不僅可

作時間定位，也能使後一分句的前景層級更為凸顯。 

    應降低權重的類別還包括前景句或不含 B3 類的後景句，這類偏誤主

要牽涉非限定動詞形式如時貌標記「在」和「着」，以及在後一分句使用

從屬連詞（如「因為」），偏誤多與這類形式結構的漏用有關：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B/F 

A22 

002 他看了[見]李友。 1 B1, B2 

003 李友[在]打了球， 1 B1, B2[B3] 

004 王朋覺得她很高，很漂亮。 1 B1, B2 

B13 

001 今天小王想去城市找一家中國的飯館。 1 B1, B2 

002 半路上看到了一個女。 1 B1, B2 

003 
她在教學樓跟她的朋友們一起討論{着}什

麼。 
1 B1, B2[B3] 

004 她很美， 1 B2 

005 看起來也很聰明。 1 B2 

B24 

019 我一看好[到]她 4 B1, B2, B3 

020 就很怕， 4 F 

021 {因為}也[她]很高。 4 B2[B3] 

022 她肯定不喜歡我， 4 B2 

    以上分句事件由於漏用非限定動詞形式如時貌標記「在」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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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事件主線的發展造成某程度的干擾，為使其他事件或情景更加明顯地

凸現為相對前景，因此需將其層級降級，使之成為附屬結構，作為事件主

線的補充說明。學習者 B24 在後一分句漏用從屬連詞「因為」，由於結

果在原因之前，小句違反了 BFP 原則，從屬連詞「因為」是必須使用的。 

另外，這類偏誤也與轉折連詞、並列連詞等的使用有關。下面例子中

的前景句 F 應降低權重：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B/F 

A20 

001 小王走路的時候 1 B1, B2, B3 

002 見到一張照片。 1 B1, B2 

003 那張照片上有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 1 B2 

004 小王不但覺得她長得很美， 1 F[B1, B2] 

005 而且他馬上愛{上}她了。 1 F 

015 他不知道她是很高， 3 B1, B2, B3 

B19 

016 所以他的心 suddenly 沒有愛{了}。 3 F 

017 可是[因為]小中不喜歡很高的女朋友。 3 F[B3] 

018 小中得找到新女朋友。 3 B2 

019 這不是很容易 3 F 

020 可是[因為]小中是很很小[長得很小]。 3 F[B3] 

 學習者 A20、B19 在前景句 F 錯誤使用並列連詞「不但……而且」，

以及轉折連詞「可是」，致使分句成為前景句。這主要是因為學習者對這

些連詞的掌握不足，錯誤理解分句之間的邏輯關係。刪去並列連詞「不

但……而且」，並將轉折連詞「可是」改為從屬連詞「因為」，即可將前

景的層級降級。第二類偏誤，不應降低權重而誤降的例子較少，顯示如表

4-27： 

表 4-27 有關前後景設置的第二類偏誤：不應降低權重而誤降 
B/F C B A 總數 

B1, B2, B3 [B1, B2] 1 1 1 3 

B [B3]  1  1 

B1, B2, B3 [F]   1 1 

B2 [B1, B2] 1 2 2 5 

B2 [F]   1 1 

B [F]  1  1 

   總數 2 5 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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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類偏誤緣於未能把分句的事件帶到事件主線之中，使之成為相對

的前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敘述的進行，繼而為後文事件建構敘述的基

礎，成為後文事件的後景。以下的偏誤例子顯示後景句 B1, B2, B3 應提

升為 B1, B2 後景句，或後景句 B2 應提升為 B1, B2 後景句，以及 B 類後

景句提升為前景句 F：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B/F 

B16 
014 小王{在半路}碰見{了}媽媽以後， 3 

B1, B2, B3 

[B1, B2] 

015 
她說："你去哪兒？你的作業都做完

了嗎？" 
3 B1, B2 

 A25 

010 可是跟她見面的時候， 2 B1, B2, B3 

011 
{才發現}好看的女人不但[雖然]好

看， 
2 

B2 

[B1, B2] 

012 而且[可是]太高{了}！ 2 B2 [F] 

B5 003 現他看見一位女。 1 B1, B2 

 004 {覺得}這位女很好看。 1 B[F] 

 005 張天明回家{了}。 1 F 

 上例中學習者 B16 錯誤使用附屬結構「……以後」，將分句降級為

從句，而事實上該分句 014 與分句 015 的主語並不相同，兩句並非從句

與主句的關係，因此應將分句 014 從附屬結構提升為 B1, B2 後景句，為

後面的分句 015 建構敘述的基礎。而學習者 A25 在分句 011，以及學習

者 B5 在分句 004，皆漏用意象動詞如「發現」、「覺得」，使兩個分句

僅為下一個事件、情景建構基礎，或僅為描述、補充的內容，而並非處於

敘述主線上。具前景轉化作用的意象動詞，對於把分句升格，使之成為事

件主線的一部份起重要作用。 

李挺（2010）指出，存在句具有高後景性，只有借助有界的即時性意

象動詞，例如「看到」、「聽見」、「發現」等，才能實現轉化。從上述

的偏誤類型，可以發現除了存在句外，意象動詞對一些含狀態類動詞如

「好看」，在學習者 A25 的分句 011、學習者 B5 的分句 004 中也同樣具

有前景轉化作用。 

 屈承熹（1998，2006）則從主題連續性的角度來說明動詞「看到」或

 



漢語母語者及學習者敘述體寫作之前後景研究 

 

 134 

「發現」在小句間所起的作用。他用這個例子，「昨天在看報紙，這個門一

直都是黑的。」說明主題連續性的缺乏所造成的問題。他解釋這句話的說

話者一直在抱怨大家都在衛生間看報紙，手上沾的油墨把門弄得髒髒的。

但即使有了這個背景知識，這番話還是沒有主題，因為兩個小句間沒有什

麼共同的東西。如果在第二個小句加上達成動詞「看到」或「發現」就可

解釋為：這個動詞與第一個小句共用一個施事，句子的連貫會得到加強。

如果把「黑的」改為「油墨手印」，那麼第一個小句中的「報紙」和第二

個小句中的「油墨」之間就有了詞彙銜接，這句話的連貫性也會得到改進。

從篇章連貫的角度可說明動詞「看到」或「發現」對小句銜接所起的作用，

而從前後景的理論則可說明其對相對前景的轉化作用，兩者並行不悖。 

 第三類偏誤是與小句內部結構的分、合有關，例如分句內的介詞短語、

名詞短語應與原來分句脫離，或是與引介句有關的偏誤，偏誤筆數顯示如

表 4-28： 

表 4-28 小句內部結構的分拆問題 

 C B A 總數 

介詞短語、

名詞短語 
2 1 1 4 

引介句 6 2  8 

總數 8 3 1 12 

下面是分句內的介詞短語、名詞短語應與原來分句脫離的例子：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B/F 

A6 

001 一天小王回家{的時候}。 1 
B1, B2 

[B1, B2, B3] 

002 他看{見}了一位小姐， 1 B1, B2 

003 {長得}很美。 1 B2 

004 [回到家裏]他在家寫了信， 1 B1, B2 

005 寫他要請她，認識她。 1 B2 

 C8 

 001 
昨天我在窗戶看到了一位票亮的女

兒。 
  1    B1, B2 

002 我就愛生[上]了[她]。 1 F 

003 {到了}晚上我決定了寫她愛信。 2 F 

 這類偏誤的出現往往與段落之間的時、空轉換有關，學習者由於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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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標示時空轉換的語言形式，例如可使用完成性短語或「-了」小句這類

與反指零形主語小句相若的形式來進行時間定位，因此往往以介詞短語

如「在家」，以及時間名詞「晚上」來代替。學習者 C8 的分句 003 為新

段落的開始，出現時間的轉換，應使用完成性短語「到了晚上」，其作用

與反指零形主語小句相若，即利用句法上的低範疇等級形式來進行包裝，

使之成為從屬結構，充當後景。另外，也可使用「那天晚上」這類非直指

時間表達，其作用為轉換時間，使話題不連續（Chui, 2002）。而在段落

內出現時空轉換時，也需使用附屬結構形式表達，並連接上下文。學習者

A6 在分句 004 使用表示處所的介詞短語「在家」，這是內嵌形式，在篇

章中未能起銜接的作用。因此需改用完成性短語「回到家裏」這類反指零

形主語小句，或是時間短語「回家以後」以連接上下文。 

下面是與引介句有關的偏誤：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B/F 

B14 001 
那一天{有個}小孩子看見了他的世界

愛。 
1 

B1, B2[B2] 

 

C13 001 
{有}一個小男生看見{了}一位很美的

女生。 
1 

B2 

 

 學習者在分句中遺漏動詞「有」這一偏誤，也可用前後景的層級理論

解釋。潘文（2003；2006：194-196）歸納存現句在篇章結構中的作用，

皆擔任敘事語篇中後景的功能。學習者 B14 需使用引介句，原因是在篇

章的開首，即主要事件「小孩子看見了他的世界愛」之前應有一後景作基

礎，使主要事件得以突顯出來，因此需使用動詞「有」以構成引介句。 

 還有一些偏誤則與小句內部結構的整合有關，後景句 B1, B2, B3 應

降為介詞短語，與後一分句緊縮為一句，偏誤筆數顯示如表 4-29： 

表 4-29 小句內部結構的整合問題 

 C B A 總數 

*B1, B2, B3 2 1 1 4 

    下面是後景句 B1, B2, B3 應降為介詞短語，與後一分句緊縮為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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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例子：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B/F 

M3 
015 走路的時候[在路上] 3 

B1, B2,B3 

[B1, B2] 

016 他還買了一些花 3 B1, B2 

 學習者 M3 使用從屬結構如關係小句「……的時候」，其作用為引入

一個表示同時的時間點，分句 015 中的「走路」為持續進行的動作，而主

要子句 016 的事件為「買了一些花」，兩者一般不會同時發生，因此時間

名詞及短語 Tn1 應以介詞短語形式「在路上」來表達，並納入後一分句。

而且介詞短語「在路上」可置於句首，有助於篇章的銜接，並顯示空間的

轉換。小句內部結構的整合偏誤反映出學習者並沒注意副詞子句和主要

子句兩者所表達動作或事件的時間關係，以及對一些介詞短語可置於句

首以標示空間轉換這一手段並不熟悉，因而過度使用時間短語「……的時

候」而產生偏誤。 

上述三類有關前後景設置的偏誤，與劉月華（1998）從篇章銜接連貫

的角度，所歸納出敘述體篇章的四種連接手段，可以互相參照，包括：時

間詞語、處所詞語、邏輯關係連接成分，以及帶小句賓語的謂語動詞等。

劉月華指出，敘述體由於是敘述動作行為事件的進行和發展，所以邏輯關

係連接成分用得不多，常用的如「而且」、「終於」、「結果」、「於是」

等等，而這類「邏輯關係連接成分」，即本研究中所劃分的、與前後景設

置有關的時間詞及連接詞。 

帶小句賓語的謂語動詞在篇章研究中，其重要性同樣不可忽視。廖秋

忠認為篇章管領詞語有三類：謂語動詞、狀語、連接成分。所謂連接成分

即篇章連接成分，所謂狀語包括時間詞語、處所詞語以及某些介詞短語，

而在敘述體中可帶小句賓語的謂語動詞主要有：表述動詞如「說」、感知

動詞如「看見」、「聽見」、存在動詞如「有」，由於這類動詞後邊的賓

語可以是一個小句、幾個小句，有時甚至是一個段落甚至篇章，所以劉月

華認為可將之歸入篇章連接成分。從上述有關學習者在前後景設置所犯

的偏誤，顯示這類帶小句賓語的謂語動詞，對學生來說不易掌握。由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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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無論從篇章銜接連貫，還是從前後景設置的角度，我們都可以發現上

述四種連接手段是篇章研究的重點之一。 

上述三類有關前後景設置的偏誤，也反映出從屬結構作為降低權重的

語言使用手段，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在教學時，需加強學習者對從屬

化手段的認識，對主句、從句的概念有基本的認識和掌握，例如時間短語

「……的時候」，完成性短語如「到了……」，以及可置於句首、具銜接

功能的介詞短語如「在路上」等，都標示時空的轉換，但這三種句法層級，

即主句、從句、句首介詞短語之間可如何轉換，以及不同句法層級在篇章

中所起的作用，這些概念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是學習者能否恰當配置前後

置、加強篇章銜接的關鍵。 

二、有關時間定位的偏誤 

 有關時間定位的偏誤，分兩個部份討論：一、在段落間進行時間定位

時出現的偏誤；二、在附屬結構 B1, B2, B3 後景句中使用不同形式結構

以進行時間定位時所犯的偏誤。 

（一）段落間的時間定位 

 學習者在段落首句使用時間名詞以進行定位時，出現了一些偏誤，包

括混用直指時間名詞與非直指時間名詞，以及敘述中的參照時間無法排

成合理的序列。混用直指時間名詞與非直指時間名詞的情況在三組學習

者語篇中皆能找到例子：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C11 001 小王是一個中學的學生。 1  

 007 有一天他下課{的}時候 2 
有一天…

{的}時候 

 013 明天[第二天]他去學校{以}前 3 
*明天[第二

天] …{以}前 

 016 但是{在}他離學校很近的時候， 4  

 020 但是看到老師的時候 5  

  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C11，在段落 2使用非直指時間名詞「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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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段落 3 卻誤將直指時間名詞「明天」當作參照時間，致使事件時間

晚於敘述時間（或說話時間），而其所敘述事件實為已發生事情而並非想

像估計或將來計劃，違反敘述體中事件時間通常早於敘述時間發生的常

理，因此應改用非直指時間名詞「第二天」。也有先使用直指時間表達，

後混用非直指時間表達的例子：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B5 001 今天是星期三， 1 今天 

 006 張天明很愛她， 2  

 009 星期四晚上給她買{了}一花。 3 *星期四晚上 

 012 正好他看見{了}她， 4 
 

 二年級學習者 B5 在敘述開首使用直指時間名詞「今天」，在後文卻

混用非直指時間名詞「星期四晚上」，同樣致使事件時間晚於敘述時間，

造成事件之間的時間關係出現混亂。另外，在敘述中也有幾個參照時間無

法排成合理序列的例子：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B9 001 小高很喜歡他的新老師。 1  

 008 明天快{到}了。 2 明天 

 014 幾分鐘以{後}小高碰見了她的新老師。 3 幾分鐘以{後} 

 023 現在小高很不高興， 4 現在 

 二年級學習者 B9 使用直指時間名詞「明天」開始敘述，以「現在」

結束敘述，敘述中的參照時間從「明天」跳回到敘述時間「現在」，無法

排成合理的序列。 

（二）附屬結構中的時間定位 

 除了在段首使用時間名詞及短語進行時間定位，時間定位還可以藉

著附屬結構 B1, B2, B3 類的不同形式結構來表達，其中某些結構例如

「……的時候」在學習者短篇中的使用為最多。以下分析、整理這些形式

結構在進行時間定位時所犯的偏誤類型及筆數，顯示如表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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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附屬結構中有關時間定位的偏誤類型及總數 

 C B A  

 時點 時段 時點 時段 時點 時段 總數 

Tn1……的時候/  

   ……時 1 1 4 3 7 1 

 

17 

Tn2…以後   2  1  3 

Ts1 一……（就）   4  1  5 

zhe    2   2 

總數 1 1 10 5 9 1 27 

    學習者在使用附屬結構 B1, B2, B3 類來進行時間定位時，所犯偏誤

主要牽涉的形式結構，包括時間名詞及短語、瞬時關係時間詞，以及持續

貌「着」。學習者的偏誤主要集中在一年級、二年級學習者的語料中出現，

並可歸納為兩類：漏用完成貌「了」或補語，以及補語與完成貌「了」之

間的誤用。 

2.1 遺漏：時貌標記或補語 

 學習者在使用時間名詞及短語 Tn1 及瞬時關係時間詞 Ts1 以表達有

界事件時，主要偏誤是並未加上視點體或補語，使事件成為有界。這類漏

用在與單音節動詞連用時尤其明顯：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A23 006 小王看{到}她的時候， 2 Tn1+*c  

B10 012 到{了}購物中心的時候， 3 Tn1+*le  

B13 014 一看{到}女， 3 Tn3+*c  

    上例中學習者 A23、B10 所使用的附屬結構是時間名詞及短語「……

的時候」，結構中的單音節活動動詞「看」需加上補語「到」以表示動作

的結果，而單音節達成動詞「到」則需加上完成貌「了」，使之湊成雙音

節詞。學習者 B13 則使用附屬結構「一……（就）」，結構中的活動動

詞「看」同樣需加上補語「到」以表達動作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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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誤代：以完成貌「了」代替補語、使用錯誤的補語 

  在時間名詞及短語 Tn1 及瞬時關係時間詞 Ts1，偏誤包括誤把完成

貌「了」作為補語使用，或是使用錯誤的補語：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A21 010 他看了[到]她的時候， 2 Tn1+*le+*c 

B24 019 我一看好[到]她 4 Tn3+*c 

B26 004 他一看了[見]她 1 Tn3+*le+*c 

B17 014 可是女孩一來了[到] 3 Tn3+*c+*le 

    上例的偏誤主要為以完成貌「了」代替補語「到」或「見」使用，如

學習者 A21、B26 及 B17，顯示學習者對於補語優先於完成貌「了」的使

用這一原則並不熟悉。而學習者 B24 則使用錯誤的補語，以結果補語「好」

代替目標補語「到」。 

2.3 其他偏誤 

     學習者在使用時間名詞及短語 Tn1 以表達時點或時段時，出現以下

偏誤：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A13 005 他回家的時候[以後]， 1 Tn1 

 006 他給小常寫了一張信， 1  

M3 015 走路的時候[在路上] 3 Tn1 

 016 他還買了一些花 3  

B20 001 張天去了[在]咖啡館的時候 1 Tn1+*le 

 002 看見了一個很美的女人。 1  

 對於「……的時候」這一結構，學習者並沒注意到動詞的不同情境類

型，影響該結構對時點或時段的表達。上例學習者 A13 所使用的「回家」

為完結動詞，使用「……的時候」這一結構，表達的是時段而非時點，因

此要將之變成時點的表達，需加上補語「到」，或使用另一時間短語「以

後」。學習者 M3 的「走路的時候」，表達的是時段，指某一具體活動「走

路」在持續進行，然而後一分句的事件「買了一些花」是另一活動，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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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會同時發生，因此應改用介詞短語形式「在路上」來表達某個時間

點，並將之納入後一分句。學習者 B20 在結構中使用完成貌「了」，所

要表達的是時點，是有界的事件，惟形式使用不當，應以介詞短語形式

「在咖啡館」來表達某個時間點。 

 學習者在使用時間名詞及短語 Tn2 所犯的偏誤，包括誤加完成貌「了」，

以及錯誤使用完結動詞「來」，且並未加上完成貌「了」使之成為雙音節

詞：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時間名詞及

短語 

A15 008 他回家了以後， 2 Tn2+*le 

 009 就寫了一封信給她。 2  

B1 014 小李來[到了]外邊以後， 2 Tn2+*le 

 015 小王{就}很要[想]回家了。 2  

上例中學習者 A15 在完結動詞「回家」後誤加完成貌「了」，而學習

者 B1 則錯誤使用完結動詞「來」，應將之改成「到」並加上完成貌「了」。 

 學習者對於持續貌「着」用以表達無界事件的功能並不熟悉，因此偏

誤主要為漏用：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B/F 

B14 020 和他只站{着} 3 B1, B2, B3 

 021 {都}不{知道}說什麼。 3 F 

    上例中學習者漏用持續貌「着」，該句為後景句，作用為鋪設背景，

以突出前景句「不知道說什麼」。 

    通過上述有關附屬結構 B1, B2, B3 偏誤類型的討論分析，我們可以

發現在進行時間定位時，必須考慮到動詞的情境分類，並且需要使用一

些表達有界事件的語言形式手段。有關內容可整理如下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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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1 附屬結構中有關時間定位的偏誤類型整理 
 活動

(activity) 

狀態
(state) 

完結 

(accomplishment) 

達成
(achievement) 

Tn1……的時候/ 

……時（時點） 

看{到} 

看*了[到] 

/ / 到{了} 

Tn2……以後/直到  / 回家*了 到{了} 

Ts1 一……（就） 

看{到} 

看*了[見] 

/ 來*了[到] / 

zhe 站{着} / / / 

    從上表所整理的附屬結構 B1, B2, B3 類後景句中有關時間定位的偏

誤，我們可以發現學習者的偏誤主要是因為未能恰當使用完成貌「了」或

是補語這些表達有界事件的語言形式手段，以及對於補語優先於完成貌

「了」的使用原則並不熟悉，以致出現以「了」代替補語使用的偏誤。其

中也反映出音韻限制對「了」的使用具有強制性，在這幾類附屬結構中，

單音節達成動詞如「到」，後面的完成貌「了」都是強制使用的，而遺漏

往往造成偏誤。 

三、有關時間推進的偏誤 

 學習者在後時關係時間詞分句中，所使用顯性語言形式結構的偏誤類

型及筆數，整理如下表 4-32： 

表 4-32 後時分句中所用語言形式的偏誤類型及總數 

 C B A 

*le 3 3 2 

*le2 3  2 

*c 1 1  

*c+le 5 3 2 

*c+le2   1 

*le+le2   1 

總數 12 7 8 

 學習者在使用後時關係時間詞的分句，即在篇章的時間推進中，所犯

偏誤在三組學習者語料中皆能找到，其中以牽涉完成貌「了」的偏誤為較

多。以下舉例詳細討論學習者所犯偏誤，偏誤類型可分為三類：完成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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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誤加、漏用，句末助詞「了」的漏用，以及補語與完成貌「了」

的連用問題： 

（一）完成貌「了」 

1.1 誤加 

完成貌「了」的偏誤包括誤加，在動詞「發現」、「知道」後誤加完

成貌「了」：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偏誤 

M1 015 
就發現了，這個女生的個子非常

高，比他高得多！ 
3 就 發現 了* 

B4 017 
就知道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

個女性比他高兩倍！ 
4 就 知道 了* 

  例子 M1 的「發現」和例子 B4 的「知道」是感知動詞，其後不能接

「了」。原因是該動作「發現」或事件「知道」與其賓語內容並無時間順

序的劃分，所以不能加上「前後排序」的「了」。而從信息角度來看，上

述分句的賓語內容為信息焦點，而非該動作「發現」或事件「知道」，因

此其後不能加「了」。 

 完成貌「了」的偏誤還包括在同一分句內，兩個先後發生的動作或事

件之間，即連動句結構內的誤加：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偏誤 

A26 007 然後買了花去她家。 2 然後 買花去 了* 

 008 到了她家， 3    

 分句 007 中的「買花」、「去她家」為先後、連續的動作，其排列已

顯示出其時間順序，即時間順序原則（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中

所指的「兩個句法單位的相對次序決定於他們所表示概念領域裡的狀態

的時間順序」（Tai, 1985），因此不需使用「了」來標示動作的先後順序。

而且，「買花」與「去她家」這兩個動作的排列可構成「動作──目的/

意圖」的關係，即高增霞（2003）所劃分的典型連動式，兩個動作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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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較緊密，因此不能在兩個動作中間加插完成貌「了」。 

 類似的偏誤不僅在同一分句內出現，也發生在兩個分句之間，如下例：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偏誤 

B23 010 後來他走了[去]那個商店， 2 後來 走[去] 了* 

 011 覺得可以在那看見她。 2    

 同樣，學習者 B23 在分句 010、011 的兩個動作或事件「走那個商店」

與「覺得」並無截然分明的時間順序劃分，分句 011 所表達的是前一分

句的目的或意圖，兩相比較，分句 011 在篇章中的位置比前一分句 010 更

具前景的作用，因此前一分句 010 中的動詞不可加「了」。由此可見，類

似連動句的結構也在兩個分句的關係中體現出來，而學習者的偏誤皆是

在第一個動詞後加「了」，顯示學習者對連動句結構的認識掌握不足，從

而引起語內偏誤的「過度類化」，將同一分句連動結構中的偏誤，也套用

在具連動關係的兩個分句之中。 

1.2 漏用 

在後時關係分句中，完成貌「了」的偏誤還包括漏用：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偏誤 

A17 004 他回家以後 2    

 005 就寫{了}一封信給李友。 2 就 寫 {了} 

 006 好像李友喜歡去出， 2    

 007 所以他到商店去買一把花。 2    

上例中分句 005 的動詞「寫」是活動動詞，如果不帶「了」或結果補

語，就無法表示其動作結果或意圖，這裏顯示完成貌「了」與表過去事件

的單音節動詞的連用是強制性的。在某些情況下，完成性短語後的「了」

是不省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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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M4 011 最後小王看到{了}這位女人， 3 最後 看 

 012 
他就知到[知道]對他來說，這位

女人太大， 
3   

B25 014 接著他看見{了}她， 4 接著 看 

 015 
可是如果這位女孩兒很高，[他

發現這位女孩兒很高] 
4   

在學習者 M4、B25 的語料，完成性短語「看到」和「看見」後需加上

完成貌「了」，原因是這些完成性短語為該分句的信息焦點，後接賓語為

已知信息，並非焦點所在。因此，完成貌「了」的作用是標記動作「看到」、

「看見」為信息焦點。完成貌「了」在此處的使用，也起銜接的功能，使

前後兩個分句之間的時間先後關係及轉折關係能夠突顯出來。隨著敘述

推進，完成性短語所在的兩個分句成為後景，因此完成性短語「看到」所

在的分句更可加上「……的時候/……以後」，使之成為從句，在這個情

況，「了」則是自由隱現，可用可不用的。 

 完成貌「了」與句末助詞「了」連用時，也會出現偏誤如下例：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偏誤 B/F 

A22 008 
可是他看{到}她{的時

候}， 
    

B1, B2 

[B1, B2, B3] 

 009 就忘[了]什麼想說了！ 2 就 忘 
{了}+

了 2 
F 

    上例兩個分句的動作「看到」、「忘」具時間的先後關係，而前一分

句 008 應加上「……的時候」以表達時點，並降級成為附屬分句，使後句

009 更突顯成為前景；後句 009 中的動詞「忘」為單音節完結動詞，因此

後接「了」是強制性的，這是出於音韻上的限制。 

（二）補語 

    補語單獨使用時的漏用偏誤較少，多為補語與完成貌「了」共現時的

偏誤，包括補語的漏用、補語後完成貌「了」的漏用，或是補語與完成貌

「了」同時缺漏，另外還有以完成貌「了」誤代補語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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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漏用 

    補語與完成貌「了」同時缺漏的問題，在三個組別的學習者語料中皆

能找到，反映此問題的普遍性，是學習者的難點之一。以下是補語與完成

貌「了」同時缺漏的例子：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偏誤 

M2 003 
馬上談了戀愛。[馬上愛上

了她]  
1 馬上 

談

*[愛] 
了 [上] 

 004 走路想， 1     

 005 家里想， 1     

 006 終於決定給她寫封信。 1     

M8 007 他就愛她。                  1 就  愛 {了} {上} 

 008 他很高興。 1     

B26 005 就愛上了{她}。              1 就 愛 {她}  

 006 回家的時候[以後] 2     

A11 003 就愛{上}{了}她。 1 就 愛 {了} {上} 

 004 可是他一句話{都}沒說。 1     

A25 002 他就愛{上了}她， 1 就 愛 {了} {上} 

 003 所以他想{要}跟她出去。 1     

    在上述例子中，學習者 M2、M8、B26 的分句 003、007、005 為前景

句，及後的分句或為狀態句「想」（M2：004）、「高興」（M8：008），

或出現時空轉換（M26：006），顯示「了」在這些分句中起高峰標記的

作用。而學習者 A11、A25 的分句 003、002 則為後景句，及後的分句或

具轉折關係（A11：004），或是具因果關係的主句（A25：003），因此

兩個分句實為從句，這些分句中的「了」具先時性，即「前後排序」的篇

章功能。而實際上，相對於其前句，這些後時關係分句是相對前景，完成

性短語「愛上」後需加上完成貌「了」以標示信息焦點，「了」在這個情

況也是「高峰標記」。 

2.2 誤代   

   補語的偏誤包括錯用完成貌「了」代替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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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偏誤 

M3 003 
就看了[到]一個非常票亮的美

女。 
1 就 看 了* [到] 

    在上例中，學習者 M3 用完成貌「了」代替補語「到」使用，反映出

學習者對補語優先於完成貌「了」的使用這一原則並不熟悉。 

（三）句末助詞「了」 

 句末助詞「了」的主要功能為顯示事件、狀態的改變，或作為篇章結

束標記。學習者的偏誤主要為句末助詞「了」的漏用： 

編號 
分句

編號 
分句 段落 Ta 動詞 偏誤 

C2 010 最後我跟她見面{了}， 3 最後 見面 {了 2} 

C13 018 他馬上回家{了}。 3 馬上 回家 {了 2} 

C15 015 
然後{就}去他的家[回

家]{了}。 
2 然後 *去[回家] {了 2} 

A25 014 小朋就不愛她{了}。 2 就不 愛 {了 2} 

A16 009 他就沒[不]喜歡她{了}， 2 就 喜歡 {了 2} 

    C2 的分句為段落的開首句，作用為顯示事件、狀態的改變；而 C13、

C15、A25、A16 的分句皆是篇章的結束。加上句末助詞「了」，可使該

句的意義更加完整，並且明確標示篇章的結束。 

四、小結 

 學習者在前後景設置上所出現的偏誤，主要有三類：一、應降低權重

而未降；二、不應降低權重而誤降；三、小句內部結構的分、合問題。第

一類偏誤所牽涉的語言形式結構主要是從屬結構，如「……的時候」、

「……以後」、「一……（就）」這類時間名詞及短語的使用，另外也包

括非限定動詞形式如時貌標記「在」和「着」，以及從屬連詞如「因為」、

轉折連詞、並列連詞等的使用。第二類偏誤所牽涉的語言形式結構則是具

前景轉化作用的意象動詞，例如「發現」、「覺得」等的漏用。第三類偏

誤與分句內的介詞短語、名詞短語，以及引介句的使用有關，並牽涉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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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句和主要子句兩者所表達動作或事件的時間關係。此三類有關前後景

設置的偏誤，與敘述體篇章的四種連接手段具密切的關係。另外，偏誤也

反映出從屬結構作為降低權重的語言使用手段，有其不可忽視的重要性，

而其與主句關係的準確理解和把握，是學習者能否恰當配置前後置、加強

篇章銜接的關鍵。 

學習者在段落間進行時間定位時所犯的偏誤，包括混用直指時間名詞

與非直指時間名詞，以及敘述中的參照時間無法排成合理的序列。而在附

屬結構 B1, B2, B3 後景句中進行時間定位時所犯的偏誤，牽涉的形式結

構包括時間名詞及短語、瞬時關係時間詞，以及持續貌「着」。學習者的

偏誤主要集中在一年級、二年級學習者的語料中出現，可歸納為兩類：漏

用完成貌「了」或補語，這在與單音節動詞連用時尤其明顯。第二類偏誤

為補語與完成貌「了」之間的誤用，偏誤通常為以完成貌「了」代替補語

使用，顯示學習者對於補語優先於完成貌「了」的使用這一原則並不熟悉。

因此在進行時間定位時，必須考慮到動詞的情境分類，並且需要使用一些

用以表達有界事件的語言形式手段。 

 學習者在時間推進中所使用語言形式結構，其偏誤類型可分為三類：

完成貌「了」的誤加、漏用，句末助詞「了」的漏用，以及補語與完成貌

「了」連用時的問題。通過對完成貌「了」使用偏誤的討論和分析，我們

歸納出完成貌「了」的使用實際上受到音韻、語義、句法及篇章多方面的

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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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學啟示與結論 

    本章利用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探討此研究結果對篇章教學、語法教

學及教材編排的啟示，並提出研究結論。本章分為四節：第一節以本研

究學習者所使用的華語教材為依據，整理出與本研究相關的課題及語法

要點，並作評析。第二節針對篇章教學及語法教學，提出實際可行的教

學建議。第三節依序歸納研究結果，以及這些研究結果如何回應第一章

所提出的研究問題。第四節說明本研究之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第一節 教材評析 

    《中文聽說聽寫》（Integrated Chinese）（劉月華、姚道中等，2010）

是現時在海外應用較廣泛的華語教材，也是本研究學習者所使用的教材。

三組學習者所接受的教學輸入，涵蓋的教學內容主要涉及 Level 1 Part 1 

& Part 2 兩本教材。因此，下表 5-1 列出兩本教材共二十課內，與本研究

相關的課題及語法要點，各語法類別以不同顏色標示： 

 

         表示與完成貌「了」、句末助詞「了」相關的語法項目 

         表示經驗貌「過」、起始貌「起來」、持續貌「着」相關的語法項目 

         表示與補語相關的語法項目 

         表示與時間詞相關的語法項目 

         表示與句式、篇章相關的語法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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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教材中與本研究相關的課題及語法要點 

課題 語法 

L4 
1. Word order in Chinese：    

Subj+Time+V+Obj 

L5 
5. The Particle 了（I） 

6. The Adverb 才（Not until） 

L6 
6.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I）：（進/回）來、去 

L7 

3. The Adverb 就（I） 

9. The use of Nouns & 

Pronouns in continuous 

discourse 

L8 

1. The position of Time-When 

Expressions 

2. The Adverb 就（II） 

3. 一邊…一邊 

4. Series of Verbs/Verb Phrases 

5. The Particle 了（II） 

7. The Adverb 正在 (be doing) 

L10 

1. Topic-comment Sentences 

3. 先…再…(first…, then…) 

5. 每…都（every） 

L11 
2. The Particle 了（III）：了
as 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L12 

3. 剛 vs 剛才 

4. Resultative Complements (I) 

5. 好 as a Resultative 

Complement 
 

課題 語法 

L13 

5. The dynamic particle 過 

7. Resultative Complements (II) 

8. 一…就…(as soon as… 

then…) 

L14 

3. Verbal phrases & subj-

predicate phrases used as 

attributives 

4. Time duration 

5. 還（still） 

L15 
3. 起來 indicating the beginning 

of an action 

L16 4.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II) 

L17 
1. Verb+了+Numeral+ Measure 

Word+Noun+了 

L18 

1. Duration of Non-Action 

Time Expression+沒+V+（了） 

3. 下去 Indicating Continuation 

4. Duration of Action 

5. The Particle 着 

L20 
2. …的時候 and …以後 

Compared 
 

（註：語法欄內數字與教材中該課題的語法點序號對應） 

    從上表可見，教材採取的是遞進式編排法，在對語法點內部等級切分

的基礎上，按不同學習階段將語法學習劃分為若干個週期，以螺旋式遞進

的方式由淺入深、由簡及繁地組織學習（呂文華，1994）。以下主要從兩

方面對教材作出評析：一、以完成貌「了」為代表的語法教學；二、與篇

章教學相關的語法項目。 

 

 

 



第五章 教學啟示與結論 

 

 151 

一、語法教學評析 

    完成貌「了」與句末助詞「了」的教學分別見於第 5 課、第 8 課、第

11 課，先教完成貌「了」的運用，進而到句末助詞「了」；然後從第 14

課開始引入較複雜的句型結構，牽涉完成貌「了」與句末助詞「了」較複

雜的使用，例如完成貌「了」與時間的持續、與量詞及句末助詞「了」的

同時使用等，逐步引入相關的學習點並作深化。下圖 5-1 是教材有關完成

貌「了」、句末助詞「了」，以及結果補語的遞進式編排： 

 

圖 5-1 教材中相關語法項目的遞進式編排 

（*註：教材在第 6 課、第 16 課均介紹趨向補語，其學習重點及所舉例子不在本

研究語料範圍內，因此不討論教材中有關趨向補語的說明） 

    遞進式編排法的好處是可有效地控制學習量並使難點分散，也可使

語法點在不同階段多次重複、再現，加深學生的理解。這是教學語法點之

間的縱向編排。然而，相關語法項目之間的橫向連繫和統整，對於學習成

效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教材中卻較為缺乏，這個問題值得教材編寫者與

教師更多的關注。 

    通過第四章中學習者在時間定位及時間推進方面的表現及所犯偏誤，

我們發現以時間線組織起來的敘述篇章，包括動詞的情境類型、補語、完

成貌「了」、時間詞之間具互動制約關係，因此在教材編寫和教學組織上，

L5, L8

L11

•完成貌「了」

•句末助詞「了」

L12, L13
•結果補語*

L14

•完成貌「了」+時間的持續/量詞

•了1+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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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點除了以「螺旋式上升」為編排原則，即把某些已經介紹過的語法項

目在更高的層次進一步加深拓展以外，還需注意多項知識點、相關度高的

語法項之間的橫向聯繫教學。以下以完成貌「了」及相關句式、句末助詞

「了」，以及補語在教材中的語法說明為例，分析語法項目之間的橫向連

繫和統整問題。下圖 5-2 是第 5 課關於完成貌「了」的語法說明： 

  

 

 

圖 5-2 教材中第 5 課關於完成貌「了」的語法說明 

    教材首先引入的是完成貌「了」的兩個意義：一、某動作或事件的發

生、完成；二、某情景的出現。教材提醒學生勿將完成貌「了」與英語的

過去式標記混淆，指出其使用通常與過去有關，但亦可用於將來時間的表

達。而完成貌「了」與時間詞、數量成分、專有名詞的共現，教材也約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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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而在第 8 課，除了介紹完成貌「了」在篇章中的出現位置，在同一

課，還有副詞「就」及連動式的語法說明，如圖 5-3 所示： 

 

 

 

 

 

 

圖 5-3 教材中第 8 課關於完成貌「了」、副詞「就」及連動式的語法說明 

    教材指出完成貌「了」在篇章中的出現位置，即在一系列動作或事件

中，「了」通常出現在最後一個動作。而在副詞「就」的說明，指出副詞

「就」可連接兩個動作，並用以表示第二個動作在第一個動作結束後旋即

發生，部分例子在時間定位結構「……以後」，即第一個動作後使用完成

貌「了」，顯示其表示「完成」的功能。而事實上在從句「.......以後」中

的「了」在上述例子的情形是可省略的，教材並沒有清楚說明「了」在這

些情況的使用並非強制。在連動式的語法說明中，僅指出這些動詞的排列

顯示動作發生的先後順序，而並未清楚說明在這類兼表「動作──目的」

關係的典型連動句中，「了」是不可使用的。而在第 5 課的例子（4）「明

天我吃了晚飯去看電影」，為僅表時間先後順序的次典型連動句，用以說

明完成貌「了」表示某動作或事件發生、完成的意義。兩種連動式有何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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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教材也沒有指出並提醒學習者。這些語法說明及所舉例子，都可能讓

學習者誤以為完成貌「了」通常在第一個動作完成後使用，因此造成第四

章所顯示，在時間定位如時間名詞及短語，以及在後時關係時間詞所在分

句中誤加完成貌「了」的情形。從上述教材的語法說明及例子，我們可以

推測學習者的偏誤來源之一是由教材所引發的，即由於教材本身的例句

或規則的不當說明而誤導學生並引起偏誤。除了教材外，教師倘若並沒注

意到教材中的語法說明及所舉例子可能造成學生誤解，並作出釐清提點，

則很容易會因為忽略了這些學習難點而無法避免或減少學習者的偏誤形

成。 

    在第 11 課，則引入句末助詞「了」的語法說明，指出句末助詞「了」

表示的是狀態的改變或是新情景的實現。如下圖 5-4 所示： 

 

 

 

 

圖 5-4 教材中第 11 課關於句末助詞「了」的語法說明 

    而補語相關的語法項目相對較少，這個階段主要學習的是趨向補語

和結果補語，其中結果補語在第 12 課引入，即編排在學生已學習完成貌

「了」與句末助詞「了」之後，語法說明如下圖 5-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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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5 教材中第 12 課關於結果補語的語法說明 

    教材對結果補語的說明，僅指出其性質為形容詞或動詞，置於某動詞

之後，用以說明動作的結果。而結果補語「好」的說明也比較簡短。這是

教材首次引入結果補語的學習，然而結果補語與完成貌「了」的差別、兩

者在動詞後的位置，以及使用上的優先次序，兩者同現的句子結構、語言

情景等，都沒有作進一步說明。而在第 13 課介紹結果補語的第二部分，

也僅羅列出更多結果補語的例子，如下圖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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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從略…… 

 

圖 5-6 教材中第 13 課關於結果補語的語法說明 

    教材說明指出動補的搭配並非任意，以及結果補語分別可與動詞、主

語、賓語產生語義指向。在第 12 課和第 13 課所舉例句，多使用句末助

詞「了」，少數例子使用完成貌「了」，但並沒有足夠語境，例如對話或

文字段落，讓學生了解它們之間的差別、共現的條件，以及對時間表達的

作用。由此可見，教材對於補語教學的重視並不足夠，與補語在實際使用

的重要性並不相符。 

    從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發現目前教材遞進式的語法編排，雖能基本照

顧不同學習階段由淺入深、由簡至繁的學習需要，然而這種縱向編排與實

際語言使用，尤其是在最常見最簡單的敘述篇章中的時間定位及時間推

進，所牽涉的動詞情境類型、補語、完成貌「了」、時間詞之間的互動制

約，即各相關語法項目之間的橫向聯繫，並沒有任何著墨，教材的語法編

排與實際語言使用兩者之間仍存在較大落差和距離。透過分析教材中相

關語法項目的教學說明，我們可以發現學習者在時間定位、時間推進所使

用語言形式的偏誤，與教材編排及教學輸入具有密切的關係。 

二、篇章教學評析 

    在教材中，與篇章教學相關的語法項目以時間詞為主，包括時間名詞

及短語、時間副詞，在篇章中起銜接連貫的作用，而且在學習者短篇中是

大量使用的語言形式。教材中直接提到的篇章教學項目是極少的。有關時

間詞及篇章教學項目的分布情形，可參見表 5-1。 

 



第五章 教學啟示與結論 

 

 157 

    與篇章教學相關的語法項目，也是以遞進法編排，由淺入深、由簡及

繁地組織學習，控制學習量並將難點分散，在這階段所學的都是交際中最

基本、最典型、最必需的語言現象。然而，這些語法知識同樣以獨立、割

裂的形式出現，相關語法點之間缺乏適量的橫向聯繫整合，或是有機的銜

接和貫通。以第 7 課關於名詞、代詞在連續篇章中的使用，就是一個孤

立抽離地學習單個語言項目的例子，詳細語法說明顯示如下圖 5-7： 

 

圖 5-7 教材中第 7 課關於篇章連貫的語法說明 

    這是教材首次引入代詞省略在連續篇章中的作用。漢語作為一種代

詞脫落的語言，以零代詞來回指前文。但是遇到特殊的情況，漢語也可以

捨零代詞，改以人稱代詞來進行指涉功能，主要原因有三項：一、避免語

義混淆；二、標記敘述時間的改變；三、標記新事件的產生（陳俊光，2011：

245）。教材中的例子使用零代詞，除了如教材所指可加強語句的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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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原因是代詞脫落在這個例子不會造成語義混淆，而教材並沒有

指出這個原因。因此，在教材中的語法說明，宜從正、反兩面指出某個語

法項目使用或不使用的原因並適當舉例，透過對比，學生才能得到較整

全、全面的概念和理解。而在非首次引入，或在較後的學習階段重現時，

這些語法知識應與相關語法項目加強整合貫通、反覆練習，讓學生了解它

們之間的關係及所使用的情境。這是教材編寫者，以及使用初級教材實施

教學的教師需特別注意的地方。 

第二節 教學啟示及建議 

    通過上述對教材中有關完成貌「了」的語法教學，以及篇章教學的評

析，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在教材編排，以及實際教學應用，除了要注意各

語法項目由淺入深、由簡及繁的縱向連繫，還需更多注意在初級學習的較

後階段，加強相關語法項目之間的橫向連繫，並且引入篇章的概念，加深

學習者對特定語法項目的掌握、理解。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時間表達和前後景的理論為軸，將各相關語法項

目連繫起來。與時間表達有關的時間定位、時間推進的語言形式，牽涉動

詞的情境類型、完成貌、補語、句末助詞「了」、各類時間詞等，以及這

些語言形式在不同句式結構之中的使用，將它們結合起來，並置於篇章之

內，都能提供一個更具體、豐富的語言使用條件和語境，讓學習者更清楚

了解並掌握各語法項目的使用規則及其語法意義，突破目前語法教學專

注於句法結構教學的困境，將篇章語法教學更早應用於初級階段的學習

之中。 

一、語法教學建議 

    從一年級、二年級學習者在進行時間定位時所犯偏誤，包括漏用完成

貌「了」或補語，或以完成貌「了」代替補語使用，都顯示學習者對這些

表達有界事件的語言形式手段並不熟悉，也不了解它們之間的差別。我們

以完成貌「了」的語法教學為例，說明在教學中需引入「有界」的概念，

如下圖 5-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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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8 有關完成貌「了」語法教學的主要概念 

    「有界」的概念牽涉動詞情境類型、補語、完成貌「了」，以及時間

詞之間的互動制約，因此在教學時，教師可在時間定位、時間推進兩方面，

例如在時間名詞及短語，以及在使用後時關係時間詞的分句中，舉例說明

動詞情境、完成貌「了」及補語如何互動並構成有界事件。而且，為了讓

學生能夠正確地使用各種語言形式以進行時間定位、實現時間推進，動詞

情境的知識應該納入教材及課堂教學之中。關於完成貌「了」在前二十課

的教學，可分為三個階段，如圖 5-9 所示： 

 

圖 5-9 初級教材中有關完成貌「了」語法教學的三階段 

    階段一要說明完成貌「了」的基本概念「完成義」，以及強制使用完

成貌「了」的語言情境，例如單音節動作/達成動詞、動詞後有數量成分；

動詞情境 

完成貌「了」 補語 

有界                  

時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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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結果補語的教學後，需明確說明補語優先於完成貌「了」的使用原則。

在階段二，需說明通常不使用完成貌「了」的情況，包括：感知或思維動

詞後接賓語子句、表示「動作目的」關係的連動句。當學生都掌握這些使

用規則以後，在階段三教授補語與完成貌「了」同時使用的情況，並引入

「先時性」、「頂峰標記」的概念。例如在使用時間連詞如「最後」、「終

於」的分句，完成貌「了」的篇章功能為「先時性」；而在使用時間副詞

如「就」、「馬上」的分句中，完成貌「了」既有「先時性」的篇章功能，

即其後所接句子為另一較後出現的動作或事件；也可以是篇章的「頂峰標

記」，若其後接句子在時間上並無轉變，或只是一些描寫、補充內容的添

加。因此，學習者對前景、後景的概念需有基本的認識。 

二、篇章教學建議 

    在篇章教學方面，可以在初級階段引入前後景的一些重要概念，指出

前景、後景的基本定義及兩者與時間的關係，例如：前景描述的是按順序

發生的事件或情景，而後景則描述靜止的狀態和事件，或是補充說明的內

容，在時間上是靜態持續的，並且常出現在前景之前。這些有關前後景的

最重要、最基本的概念，都可以向學生舉例說明。 

    另外，也需加強學習者對漢語從屬化手段的認識，讓學習者了解主

句、從句的差別，兩者之間可如何轉換，以及不同句法層級在篇章中所起

的作用。崔頌人（2003）引述屈承熹（1998）的看法，認為漢語篇章語法

必須能對那些既可用於句法但又與篇章有關的語法標記，作出合理、有說

服力的解釋說明，包括體態標記、代詞化（pronominalization）和從屬化

（subordinalization）等。在傳統上，這些都只被看成純語法手段而極少注

意到它們的篇章功能。在屈承熹（1998，2006）所提出的三種語言使用關

係，其中 B3 類的附屬結構是最具體明確的分類，讓學生掌握從屬句的特

點及其和主句之間的關係，有助他們了解運用相關語言形式時需注意的

地方。從第四章有關學習者的偏誤整理及分析，我們都可以發現不僅前後

景設置，還有語言形式如完成貌標記「了」的隱現與否，都與從句、主句

的制約具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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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篇章教學中的銜接連貫手段，多針對中高級階段的學習。而通過第

四章有關三類前後景設置偏誤的分析，我們發現這些偏誤，可與劉月華

（1998）在敘述體篇章所歸納出的四種主要連接手段互相參照，這說明在

漢語學習的初級、中級階段，敘述體篇章中銜接手段的教學是同樣不可忽

視的。這四種連接手段包括：時間詞語、處所詞語、邏輯關係連接成分，

以及帶小句賓語的謂語動詞等，從篇章銜接連貫或前後景設置的角度，我

們都可以發現這四種連接手段是篇章研究的重點之一。 

    劉月華（1998）提出可以用改「病文」的方式，綜合訓練學生使用並

掌握多種篇章連接手段。她以學生的一篇作文為例，示範如何教學生運用

一些連接句子的成分，包括時間詞語（忽然或這時候、最後、……以後）、

處所詞語（在路上）、關聯詞語（還、就）、可以帶小句賓語的動詞（看

見/有、發現）等，把句子連成段落、篇章： 

    有一天，一個小和尚走路。                    兩隻鳥在他的周圍飛來飛 

    有一天，一個小和尚在路上走着，忽然（看見）有兩隻鳥在他的周圍飛來飛 

去，路上  有一個烏龜。                                 小和尚摔倒了。    

去，路上還有一個烏龜（或：還看見了一個烏龜）。走了一會兒小和尚摔倒了。最 

  小和尚爬山到一個庙。            他                給菩薩磕頭了。 

後小和尚爬過一座山來到了一座庙前。他走進庙裏以後，先給菩薩磕了一個頭， 

    水缸裏沒有水。    他拿起兩個水桶，一條扁擔，去到湖邊兒挑水。 

發現水缸裏沒有水，於是就拿起兩個水桶一條扁擔，去（到）湖邊兒挑水。水挑回 

        他把水倒在水桶和花瓶。                  花瓶裏花花了。 

來以後，他把水倒在水缸裏，然後往花瓶裏倒了一些水，花瓶裏的花開了。就這樣 

他每天去挑水，念經，工作很好。 

他每天去挑水，念經，工作很好。 

（註：單數行為學生原文，雙數行灰底字為改寫內容） 

    上述示例適合程度較高的學生，教學時可因應學生程度調整難度，作

出適當的改動，例如每個練習僅集中訓練使用某類連接成分，待學生熟練

掌握各類連接成分後，才提供綜合練習。除了改「病文」以外，劉月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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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還可以把文章的連接成分刪去，讓學生填上連接成分，這種填空練習同

樣可設計成單項練習、綜合練習，以配合不同程度學生的需要。  

第三節 研究結果 

   本研究於第一章提出三項研究問題，現逐項說明研究結果並作回應： 

（一）漢語母語者與學習者的短篇在篇幅、前後景分布上有何差異？ 

針對第一個研究問題，本研究結果發現漢語母語者短篇在分句總數及

平均數，構成各短篇的段落數，以及各段落內的分句數，均比學習者為多，

其篇章擴展、舖陳能力為最強。母語者和學習者四組的短篇篇幅，基本上

隨其學習年級的遞升而增加。 

    在前後景分布上，母語者的前景句平均數在四組中是最低的，在段落

末句使用前景句的比率是最高的，其表現最為符合後景向前景推進的

BFP 原則，並與學習者的數據具很顯著的差異。關於前景句、後景句最常

出現的位置，我們發現四組的前景句接近或超過一半在段落末句出現，而

較少在段落首句使用。而後景句的分布則呈現相反的情形：較少在段落末

句出現，主要分布在段落首句、段落內，兩個位置的比率合計超過 90%，

顯示後景句的作用為推進其後出現的前景句作鋪墊。 

    後景句的六個分類，在語篇內有其通常出現的位置，並具特定的篇章

功能。其中 B1, B2 類是最普遍使用、較容易掌握的後景句類別，它和 B1, 

B2, B3 類一樣，最常出現在段落首句，顯示其與時間定位具密切的關係。 

（二）敘述篇章的前後景設置與時間表達的關係：（1）在前後景設置中，

以哪些顯性語言形式的使用為最多？（2）在後景句中的時間定位，主要

使用哪種時間表達形式？其所使用的形式結構主要受到哪些制約？（3）

在時間推進中，顯性語言形式在前後景中呈現的分布情形，以及三者之間

的互動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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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第二個研究問題，在各項顯性語言形式之中，以時間詞、連接詞

的使用為最多，在前景中的情況亦然。在時間詞的分類中，時間名詞及短

語、後時關係時間詞在各組均是使用最多的兩種形式。時間名詞及短語傾

向在段首使用，主要用於後景，功能為時間定位。而後時關係時間詞是四

組在前景中使用最多的時間詞類別，在段末的使用多於在段首的使用，說

明後時關係時間詞在段末，擔任重要的時間推進及設置前景的作用。 

    研究進一步檢視兩類使用最多的時間詞分類：時間名詞及短語、後時

關係時間詞，前者以後景句 B1, B2 類後景句的形式，在段落間，即段首

及段末進行時間定位，結果發現三組學習者使用直指時間名詞與非直指

時間名詞的比率約為 1：2，而母語者一組則大量使用非直指時間名詞。

另外，本研究也考察了 B1, B2, B3 類後景句的不同形式結構，以實例說

明在進行時間定位時，動詞的情境分類，對時貌標記和補語的使用具不同

制約關係：動詞情境的類別是決定動作有界或無界的首要條件，補語是使

動作得以成為有界的優先手段，而完成貌「了」的隱現則是相對自由的。 

    在時間推進方面，主要考察使用後時關係時間詞的分句，結果發現兩

類後時關係時間詞；句首連詞及句中狀語，與其在段落所處的位置，對前

後景配置具重要影響作用。在各項顯性語言形式的討論分析中，均得出此

一結論。 

（三）學習者短篇在前後景設置、時間定位及時間推進方面有哪些常見

的偏誤？ 

 關於第三個研究問題，首先說明學習者在前後景設置所出現的偏誤，

主要有三類：一、應降低權重而未降；二、不應降低權重而誤降；三、小

句內部結構的分、合問題。此三類有關前後景設置的偏誤，與敘述體篇章

的四種連接手段具密切的關係。 

 學習者短篇中的時間定位可分兩點說明：一、在段落間進行時間定位

時，偏誤包括混用直指時間名詞與非直指時間名詞，以及敘述中的參照時

間點無法排成合理的序列。二、使用附屬結構 B1, B2, B3 類後景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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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定位時，偏誤牽涉的形式結構包括時間名詞及短語、瞬時關係時間

詞，以及持續貌「着」，偏誤類型包括漏用完成貌「了」或補語，以及補

語與完成貌「了」之間的誤用。 

 學習者短篇在時間推進中，偏誤類型可分為三類：完成貌「了」的誤

加、漏用，句末助詞「了」的漏用，以及補語與完成貌「了」連用時的問

題。通過討論分析完成貌「了」的使用偏誤，我們歸納出完成貌「了」的

使用，實際上受到音韻、語義、句法及篇章多方面的制約。

    最後，本研究利用研究成果對現時使用較為廣泛的一本對外華語教

材進行檢視分析，並根據研究結果提出一些教學建議，以期促進語法教

學、篇章教學兩者的結合貫通，提升教學效益。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展望 

    本研究以前人提出的前後景及時間表達理論為基礎，並以語料庫的

語料實證為本，試圖驗證屈承熹（1998，2006）所提出的三種用以實現前

後/後景配置的語言使用關係，其操作是否具體可行。此外，通過比對漢

語母語者和不同組別學習者的短篇，檢視四組在進行時間定位、實現時間

推進時最常使用的語言形式結構以及各組之間的差異，從而探討這些語

言形式結構對實現前後景配置所起的作用，它們之間的互動機制及制約

條件。最後通過分析學習者短篇在前後景設置、時間定位及時間推進上所

犯的偏誤，對現有教材進行審視並提出教學建議。研究的不足之處，包括

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究企圖涵括前後景及時間表達這兩個相關的理論，以收互相援引、

闡發之效，由於筆者對相關理論的認識不足、理解淺陋，對於兩者相通相

合之處，未能精確掌握揉合，致未能直指問題核心，討論分析時掛一漏萬、

顧此失彼。

二、研究嘗試運用前後景中三種用以實現前景/後景配置的語言使用關係，

將分句編碼，並探討這些不同編碼組合在前後景設置上所起的作用，及其

與時間表達的關係，為一嶄新嘗試，結果說明基本上是一可行的做法。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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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時間及人力，對於前後景的劃分、判斷，與指導教授討論釐清準則後，

僅由筆者一人裁決，而並未交由他人審視核實，某程度上失於客觀。

三、本研究僅蒐集敘述體短篇為語料，對於口語與書面語在前後景設置、

時間表達上的表現有何差異，並未作探討研究。本研究在後時分句中，除

了發現漢語能力程度不同者有其特定使用的顯性語言結構，也在學習者

敘述體寫作中，發現其所使用的某些語法特徵體現出口語的特點。口語與

書面語兩種語體特有及共有的語法特徵，在不同母語背景、不同語言能力

程度者的輸出上有何具體表現，這個課題也值得作深入的研究。而不同體

裁，包括敘述體在內的語類之間的比對，也值得作為未來的研究方向。 

四、本研究通過比較漢語母語者和不同年級學習者的短篇，發現他們在多

方面的表現均與其學習漢語時間的長短成正比。例外的情況發生在二年

級學習者、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這兩組。由於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這一組

混雜兩個不同的群體和來源，他們的能力程度參差不齊，變項太多，造成

語料有欠純正，影響研究結果。為避免出現這個問題，其中一個可行方法

是先對學習者群體施行語法能力測驗，按其表現歸入不同能力組別。口委

王萸芳教授也指出，應在蒐集語料前對學習者施行標準化的華語水平能

力測驗，並以測驗成績為分組依據。王萸芳教授並且提出應採取「三角論

證」，對教師、學生進行訪談，並結合教材的分析，透過多方資料來相互

校正，以對研究結果作更客觀的分析與解釋。 

五、本研究的範圍並不包括習得過程中，學習者所使用語言形式結構的發

展特點，然而通過比較漢語母語者與學習者在前後景設置、時間表達（包

括時間定位、時間推進）兩方面的表現，卻可發現兩者的能力發展並非必

然直接掛鉤。前後景設置的表現與篇章銜接能力具密切關係，而時間表達

則牽涉多種語言形式結構之間的互動制約，兩方面的能力發展各有其軌

跡，這一課題值得後續研究作深入探討。另外，不同能力程度的學習者在

後時分句中所使用的顯性語言形式，具中介語的特點，這個問題也值得作

更全面深入的後續研究。由於本研究並不牽涉跨語言學習者比較，因此無

法就學習者的母語背景對於他們在前後景設置、時間表達上所造成的影

響和作用進行探討，因此在解釋和分析研究結果時會有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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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研究以前後景設置、時間定位及時間推進為主軸，惟各主軸仍有許

多地方值得作深入討論分析，例如前後景分布、段落構成與篇章整體結構

之間的關係，不同群組的敘述風格有何同異之處；短篇中的顯性語言形

式，除時間名詞及短語、後時關係時間詞的討論較充分外，其他顯性語言

形式都未能作更全面深入的考察，尤其是時間詞的其他分類，如先時、同

時關係時間詞。而對於共現的多個時間副詞及連詞，本研究的處理方法是

選取句中首個副詞/連詞作分析，並未對共現的時間副詞及連詞所可能造

成時間意義或時間關係上的改變進行探討。另外，本研究也將隱性語言形

式排除，它們在前後景設置、時間表達上所發揮的作用，未能與顯性語言

形式作一對比。這些都是後續研究可進一步探討分析的方向。 

七、有關時間定位、時間推進的討論分析，本研究對動詞情境、完成貌

「了」、補語等語言形式的使用條件，及其與時間定位及時間推進之間

的互動制約，僅作粗淺簡單的探討，所下結論未夠全面。將來的研究可

將研究範圍擴大，作全面的檢視和考察，相信能夠對動詞情境、完成貌

「了」、補語及其他語言形式在語義、句法及篇章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作更全面準確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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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四格漫畫寫作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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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多重比較」統計結果 

 

Multiple Comparisons 

Dependent Variable： 前景句數目與其總句數的比例 

Scheffe   

(I) 

Level 

(J) 

Level 

Mean 

Difference (I-J) Std. Error Sig. 

95% Confidence Interval 

Lower Bound Upper Bound 

A B .03444210 .01670673 .242 -.0130750 .0819592 

C -.01258499 .01721135 .911 -.0615373 .0363673 

N .06277301* .01686361 .005 .0148097 .1107363 

B A -.03444210 .01670673 .242 -.0819592 .0130750 

C -.04702709 .01705767 .061 -.0955423 .0014881 

N .02833092 .01670673 .416 -.0191862 .0758480 

C A .01258499 .01721135 .911 -.0363673 .0615373 

B .04702709 .01705767 .061 -.0014881 .0955423 

N .07535800* .01721135 .001 .0264057 .1243103 

N A -.06277301* .01686361 .005 -.1107363 -.0148097 

B -.02833092 .01670673 .416 -.0758480 .0191862 

C -.07535800* .01721135 .001 -.1243103 -.0264057 

*. The mean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at the 0.05 level. 

 

 

附錄三：漢語母語者及學習者語料 

母語者語料（N1-N25） 

[N1]  001 有一天，我遇見了一個女孩，002 她站在窗邊，003 長髮披肩，004 臉上

掛着明媚的笑容，005 手裡捧着一顆籃球，006 那瞬間，我羨慕那顆球，能被她捧

在手心裡。007 於是，我提筆寫下對她的滿腔愛意，008 希望她能明瞭我的心情。

009 我挑了一束美麗的花，010 想將美好的東西都捧到她眼前。011 一路上，心情

很是激動不安，012 不斷在心裡默念着：「很高興認識你……」013 忽然，遇見了

那個她，014 因為太過突然太過驚訝，015 我不小心嚇掉了手上的那束花，016 腦

子一陣空白，「很高…很高…」，017 我毀了精心準備的告白。 

 [N2]  001 有一天小明放學{以後} 002{在}去圖書館的路上，003 在體育館的窗邊

看到小美，004 驚為天人！005 被小美的外表深深地吸引，006 所以決定約她出來

打球，007 打算在小美面前秀一手，008 贏得美人心。009 於是小明直衝回家 010

文思泉湧 011 寫了一封深情款款、文情並茂的邀請函，012 搭配一束玫瑰花 013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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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給小美來個直球。014 隔天小明再次去圖書館的路上[往圖書館的方向走] 015 埋

伏在小美班門口 016 打算來個轉角遇到愛，017 嘴裡還在練習他的開場白。018 但

就在遇到小美的當下，019 小明心碎了，020 她知道她秀不起來，021 對方竟然是

個 213 公分的高個兒，022 小明知道自己失戀了，023 嘴裡唸着很高…很高…。024

頓時間着[覺得]天旋地轉 025 甚至腳軟，026 唉，因為他有懼高症。 

[N3]  001 在沒有什麼特別的這天，002 我像往常一樣穿着西裝去上學，003 一樣

的天氣、004 一樣的道路、005 一樣的衣著、006 一樣的我......和妳！007 尋常的路

上居然出現不尋常的妳，008 高挑的身軀頂着小波浪捲髮，009 纖細的手臂捧着一

顆籃球，010 妳喚了喚我，011 我走近一點 012 好聽清楚妳說的話，013 妳說，014

圍繞着好聞味道的妳說：「要不要加入籃球隊呢？」015 剎那間有一股電流 016 從

頭頂竄到腳底刮搔着我的腳底板，017 我說不出半句話 018 便急忙忙奔回家，019

寫那一封代替我說不出口的情書。020 偶像劇中告白總少不了浪漫鮮花，021 我挑

了束象徵愛情的紅玫瑰，022 將情書妥妥的放在左胸的口袋裡，023 離我的心臟非

常近，024 急切慌忙的重拍，每一拍都打在情書上，025 這心意希望妳能接收到。

026 已經想好遇見了妳要說些什麼，027 可是遇見了妳之後 028 不敢對妳說，029

在妳我之間有着巨大的鴻溝，030 身高確實是個距離，031 我要如何跨越呢？032

學弟加入籃球隊吧！  

[N4]  001 還記得那年的夏天，002 蟬鳴奏起的交響曲透過門廊緩緩流淌着，003

而尚未換季的我穿着冬季的制服，004 經過一扇有個 {畫}着 Nike 標誌的窗戶旁，

005 那是我第一次遇見她。006 上帝有言：當我為你關閉一扇門時，你可以自己找

窗跳。007 在我最低潮時 008 彷彿命運一般，009 還沒鼓起勇氣跳躍的我，遇見了

就這樣帶着明媚笑眼出現在我面前的她。010 為我的世界帶來光明，011 藉着那一

顆在窗外撿到的以為是歸屬於我的排球。012 想表謝對她的感謝 013 以及當時經

過她身邊出現的那聲「叮響」，014 她──是我的命中注定。015 於是乎帶着滿心

的期待與她相約，016 卻從未發現她除了擁有一雙明媚的雙眼 017 還有着令我震

懾的身高，018 幾乎驚嚇得我往後跌坐。019 世界總是不斷給人驚喜與驚恐，020

幾翻思量後，021 長短腳之戀不足為懼！022 就像她在我諸事不順時 023 用那微

笑給了我力量般，024 我亦會為了某天能夠成為她的後援而努力。 

[N5]  001 那天，我在窗外看到一個女孩。002 她對着我微微一笑，003「噗通～噗

通」的聲音清晰入耳，004 原來是我的心跳聲。005 忍不住提起筆，006 寫下我對

她的愛意。007 我知道我們互不認識，008 她可能會覺得我是變態，009 但還是必

須試試看。010 穿着我最隆重且帥氣的衣服，011 買束漂亮的玫瑰花，012 帶着忐

忑不安的心，走向約好的地方。013「哎呀～我的老天鵝啊！她怎麼這麼高？」掩

飾不住內心的驚訝脫口而出。014 她又對我展開那笑容，015 我再度輪陷，016 忘

了這身高的差距，017 把我的花和寫着深深愛意的情書遞給她。018 我想，以後我

們孩子的身高會高人一等吧！  

[N6]  001 那一天，他{在}下班回家的路上，002 他遇見了她。003 他為她艷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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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顏所深深吸引，004 回到家 005 他上網搜尋了她的資訊 006 才知道她是國內的

女籃新星，007 作為新生代 008 加上外表 009 深得大眾喜愛，010 她近期配合籃

球協會的推廣活動參與演出，011 他心動得開始準備給她的告白信。012 當日一早，

他還特地去買了一束玫瑰 013 想親手獻給她，014 往會場的路上，015 他準備着台

詞，016 口中喃喃念着：「很高興認識你，很高興認識你，很高……」 017 雖然憋

不出什麼話，018 但他仍然相當期待與她相見的時刻。019 只是，沒想到他站在她

面前時，020 驚愕出聲：「很高……」 021 她的高大令他錯愕得跳起，022 連花束

也失手掉在地上。023 最後他勉強扯出笑容，024 撿起花束交給了她，026 支支吾

吾地說幾句話塘塞過去，027 幾乎羞恥的下台而去。028 回去的路上，029 才想自

己也是傻了，030 籃球選手還能像自己一般高嗎？  

[N7]  001 趁着出差的空閒午後，002 我走訪當地知名的精品街，003 經過 NIKE

的店門前，004 我眼睛為之一亮，005 出窗內~「多美的女郎阿!!」006 那張臉龐是

如此的氣質出眾，007 笑靨動人，008 舉手投足都散發迷人的風采。009 我忍不住

心跳加速，010 回到下榻的住所，011 腦海裡還是他動人的身影，012 我突然興起

一個瘋狂的念頭。013 我立刻拿來紙筆，014 盡吐愛慕之意，015 再將它小心翼翼

的收進信封，016 貼着心窩。017 我在鄰近的花店挑了象徵熾烈愛情，一束紅紅火

火的玫瑰花，018 並一次次的練習我的開場白，019 我的心噗通噗通跳得厲害，020

仿佛裝了擴音器般的在我的耳裡反覆敲擊。021 就在我一遍遍的深呼吸，試圖平復

緊張心情時，022 那個她迎面而來，023「天啊！她在對我微笑」、「天阿！她朝

我揮手呢！」我慌張的想將準備的[了]千百遍的開場白擠出我的牙縫，024 但卻發

現我說不出話來，025 因為我發現我們是如此的天差地別，026 那令她出眾的絕不

僅僅是她的美麗笑貌，027 還有她鶴立雞群般的身高。028 哀~可惜了我一段艷遇，

029 還沒開始 030 就結束了。 

 [N8]  001 男孩默默地走在路上，002 兩旁的紫藤微微垂落，003“不知不覺她已

經離開我一年了”男孩心想，004 過去在紫藤花下曾相互傾訴的話語歷歷在目， 

005 一切彷如昨日。006“如果可以重來，007 我絕不會……”008 男孩走到了佈告

欄前，009 這是他第一次遇見她的地方，010 那日海報上的她沐浴在日落前灑落的

最後一抹陽光下，011 既耀眼 012 又彷彿帶着一絲憂傷，013 就是那一瞬間，014

他愛上了她。015 此後他傻傻的寫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給女孩，016 女孩從不知所措 

017 到接受他的邀約，018 他告訴女孩會帶着一束她喜歡的滿天星在車站前等她。

019 她來了, 020 出乎意料的是，她竟比他高上十幾公分，021 他滿心期待的心情瞬

間被潑了冷水，022 心想她不會失望了吧！023 她泰然自若地走了過來，024 問道

“是你嗎？給我寫信的人”025 他們一同去看電影、吃飯，026 並定下下次的約會。

027 漸漸地，他們的生活被對方佔據，028 一天、兩天、兩年、三年，直到發現再

也無法與對方分開，029 他向她求婚了。030 她答應他的那天，031 天空比過去的

任何一天要來得藍，032 直到某天，天空忽然變成了磚紅色。033 醫院裡，男孩孤

單地躺在病床上，034 嘴角帶着一絲微笑，035 像作着一場永遠不會醒的美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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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  001 愛德華自大學畢業後 002 自行創業打拼，003 每日忙碌而充實，004 公

司也漸漸步上軌道，005 由虧轉盈，006 在業界小有名氣。007 對於這樣的成績，

愛德華很滿意，008 但說不上為什麼，009 生活總還有些空洞。010 這天，他突然

想自行外出吃午餐，011 街道上大幅廣告吸引了他的目光，012 那是有着陽光笑容

的美麗女性溫妮蒂，013 帶着籃球充滿自信的神情，觸動了愛德華，014 也許那就

是所謂一見傾心。015 那天之後的每個日子，溫妮蒂的身影不時浮現在腦海，016

那是愛德華從沒有過的經驗，017 朝思暮想雖不至於影響工作，018 但愛德華明白

若不踏出第一步彼此認識，019 裹足不前是不會有奇蹟發生的。020 抱持着這樣的

信念，021 愛德華寫了人生第一封情書 022 寄給溫妮蒂。023 幾天後收到見面答

覆，024 這樣愛德華像個孩子般雀躍不已。025 精心策畫浪漫約會，026 挑選最帥

氣的服裝，027 反覆練習擬定好的開場白：「妳好，我是愛德華，很高興認識你！」，

028 帶着緊張興奮的心情，029 愛德華捧着一束玫瑰前往約定的餐廳。030 遠遠的

一位長腿美女踩着輕快步伐向他走來，031 那自信的神態，爽朗陽光的笑容，正是

愛德華朝思暮想的溫妮蒂，032 正{想}開口時 033 卻被溫妮蒂過人的身高震驚了， 

034 一句「很高興認識妳」竟硬生生卡住，035 脫口而出的只剩下「很高……」，

036 溫妮蒂也不覺得受冒犯，037 爽朗的打了招呼，038 便領着愛德華進入餐廳， 

039 開始美好的約會時光。  

[N10]  001 男子昂首看着廣告看板上的金髮女性，002 如果要比喻她，003 那就像

是拼圖一樣，004 眉眼、鼻子、嘴唇分開來看時，005 沒有特別引人注目的地方，

006 唯有湊在一起 007 才彰顯光彩。008 男子很欣賞她，009 決定在信中字字句句

寫下真誠的話語，010 不冒犯、不唐突、有禮的，011 只希望收到信件的女子能明

瞭自己的心意。012 某天，在一個活動中，他親眼見到心儀的女子，013 女子的身

高比預想中的還高，014 面貌也與看板中的有些出入，015 男子並不是特別介意，

016 心底卻覺得有些奇怪，017 有個感覺 018 如細針戳入泡泡，019 一下消失不見。

020 原來，我想像中的妳，才是最美好的。 

[N11]  001 今天早上國文系的小明經過運動街口時，002 看見女籃明星布萊克泥

妠的最新看板廣告，003 剎那間，被她驚為天人的外貌吸引，004 小明馬上運用自

己國文系的文字專長，005 寫了一封文情並茂的情書 006 寄給她，007 女籃明星果

然被小明的情書打動，008 並約好時間、地點一起切磋球藝。009 到了約定時間，

010 小明一路上很緊張的練習自我介紹的台詞，011 還買了一束玫瑰花，012 心想

要[想要]展現自己的好口才與球衣。013 結果，小明一見到布萊克泥妠，014 被她

異於常人的身高嚇到，015 因此，小明完全講不出一句話來，016 身體瞬間僵硬 017

也無法與布萊克泥妠打籃球{了}。  

[N12]  001 那天，我以為我在路上遇見了真愛 002──那個看板上微笑到令我融

化的運動型女孩。003 我用紙筆寫下我的愛戀，004 期待字字句句可以打動女孩的

心， 005 期待總有一天可以不必只是在夢裡相遇。006 我興高采烈地捧了花一束，

007 內心的蝴蝶在飛舞，008 我要去見她一面，009 這場景似乎在夢裡展演了幾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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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010 但，女孩完美到超乎我的想像，011 過於高挑的身材拉開了我倆的距離…

012 我曾以為遇見了真愛。  

[N13]  001 有位高中生，002 下課時經過某間教室，003 看到有位新進的體育老

師，004 一開始只是覺得那位老師很漂亮，005 每天經過那間教室時 006 都會忍不

住看一眼老師，007 漸漸的他發現他喜歡上了老師，008 但是他個性很害羞 009 不

擅於表達，010 想說寫封告白信給老師，011 接著到{了}情人節當天，012 他很開

心的穿上西裝 013 梳着油頭，014 嘴裡不斷的念着等等[等會]要說的話，015 但一

碰到老師 016 反而整個思緒卡住，017 緊張到說不出任何的話，018 只能害羞地跑

走，019 每次下定決心想告白 020 都因為太害羞而膽怯，021 最後一直到畢業 022

還是不敢告白，023 兩人的緣分就這樣結束了。  

[N14]  001 有一天，小明路過街上，002 偶然間看見窗內有位氣質非凡的女孩 003

讓他十分頃心。004 由於他渴望想更進一步認識這個女孩，005 於是他鼓起勇氣想

約這位女孩出去見面 006 並且*寫了一封信，007 並且*表明他的愛意。008 約會當

天，他梳妝打理了一番 009 並且帶着忐忑的心情去赴約，010 當他再次見到那個

女孩時，011 他被他們的身高差距嚇了一跳，012 但經過相處之後，013 他也被這

女孩開朗大方的個性打動，014 於是身高不再是他們的問題，015 他與這位女孩一

同進入[墮入]愛河中。  

[N15]  001 小銘從小就是一個活潑、外向、熱愛運動的男孩，002 但有一天，他卻

不小心把他最心愛的籃球用[弄]丟了，003 心急如焚的他開始沿着回家的路尋找，

004 日復一日還是找不到他的籃球，005 正當他在失意的同時[時候]，006 忽然間

有一個溫柔的聲音傳了過來：「同學不好意思，請問這是你的籃球嗎？」007 小銘

回過頭來看，008 除了看到他心愛的籃球，009 還看到了一個長髮飄逸的美女，010

心中突然一陣小鹿亂撞，011 臉紅着說聲謝謝 012 就迅速把球給拿走；013 後來，

美女的畫面深深的烙印在小銘的腦海中，014 每個早上、中午、晚上都會時不時{浮

現}美女對着小銘笑的畫面，015 小銘這才知道原來是戀愛了，016 於是，小銘開

始寫信追求美女，017 而美女也答應可以跟小銘見面，018 收到回信的當下，019

小銘更是雀躍，020 穿好西裝、021 打好領帶、022 拿着一大束的花衝了出去，023

但殊不知原來美女如此的高挑，024 小銘嚇得拔腿就跑，025 之後，也就沒再跟美

女有聯絡了。  

[N16]  001 有一天我走在熟悉的街道上，002 路過遇到了一位令人驚為天人的女

子，003 在我與她四目交接的瞬間，004 有着無法言語的感覺，005 從我身上直衝

腦門。006 回到家裡之後 007 我發揮了我在學校所學的國文造詣，008 將我最好的

一面跟最棒的文學寫在了信里。009 隨後我去花店買了一束牡丹花，010 她就有如

牡丹花一樣，011 百花之王即使在花園裏面 012 也可以呈現出她的清晰脫俗，013

我一邊想着該如何將這第一次正式見面完美的呈現在她眼前 014 一邊走到我與她

相約的地點。015 再見面的瞬間，016 我將我最美好的一面呈現在她面前，017 但

直到我甜美的笑容結束，018 才發現原來，我比她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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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7]  001 在一個美好嬉鬧的黃昏，一個踢着球自得其樂的小男孩一不小心，002

將球踢上他家的陽台。003 屋裡的女孩撿起了球 004 在窗邊張望着，005 小男孩因

此為那窗邊倩影深深著迷。006 男孩回家後的晚上 007 決定寫下他的痴迷，008 並

連同花束贈予女孩。009 隔天，他滿心期待的抱着花束和表白信，010 緊張而興奮

地鎮鎮有詞的複頌[複誦]着他準備好的那句：很高興認識你。011 不料，當他見到

女孩時，012 因為過度緊張及女孩高挑的身型，013 除了「很高……」 014 他什麼

也說不出口。015 然而，此時女孩卻說：我最喜歡矮的男生了，那你呢？016 男孩

深吸了口氣，017 看着她，堅定地說道：很高，的你。  

[N18]  001 風和日麗的傍晚，我走在大街上 002 散着步，003 被一幅運動廣告的

看板深深吸引住了。004 看板上的女孩手上拿着籃球，005 笑靨如花，006 充滿着

陽光健康的氣息。007 自那天起，我開始寫信給她。008 慢慢地，女孩也開始回信，

009 我們分享彼此美好的生活，010 終於她答應和我見面。011 來到約定好的時間，

約定好的時間，012 我帶着一束玫瑰花，013 不斷演練見面時要怎麼開口……。014

當她站在我面前，015 我卻呆住。016 她的身高遠遠超過我許多，017 將我擋成一

塊陰影，018 但她依然如照片上漂亮。019 我們聊了一整個下午，020 談論着運動

和各種有趣的話題，021 並約好下次見面！022「當你鼓起勇氣踏出第一步，023 一

定會有好事發生！」024 直到現在，我還是很慶幸我有寄出{了}那封信！  

[N19]  001 早晨，椿崇因投籃失準而讓球滾遠了，002 正當他向球的軌跡追去，

003 一位長髮人士將球撿起，004 並走近拿給他。005 雖只是一面之緣，006 椿崇

卻感到怦然心動，007 並嘗試寫信表達愛意與謝意。008 寫了一封又一封，009 也

撕了一次又一次，010 椿崇最後終於帶着自認文筆還行的書信與特地挑選的花束

到球場。011 雖只是想碰運氣拿給那貴人，012 路上仍既期待又緊張地反覆認真演

練即將上演的應對，013 沒想到正念念有詞的同時，014 卻被對方的一聲：「嗨！」

給中斷，015 甚至連花束都因驚喜而沒拿穩。016 覺得丟臉至極的椿崇逃之夭夭，

017 到家後，018 如何再次鼓起勇氣見面成了他朝思暮想的難題。  

[N20]  001 有一天有個小男孩走在路上 002 經過一間教室，003 他看見窗內有一

位女老師 004 拿着球在講解，005 女老師長的[得]很可愛，006 聲音也很好聽，007

小男孩就這樣一見鐘情了。008 回到家 009 小男孩開始寫信，010 希望能夠認識這

位女老師。011 隔天小男孩買了一束花 012 一邊練習開場白，013 一邊走着，014

突然間出乎小男孩預料之外，015 女老師就站在自己面前，016 還主動跟他打招呼，

017 小男孩就這樣嚇到了。 

[N21]  001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晨，小明開心的在路上散步，002 忽然路邊的廣

告板吸引了他，003 是個身材好、外貌出眾的運動員，004 因此小明決定要寫一封

情書給她 005 並約她見面，006 沒想到這位美女居然答應了他，007 小明開心的買

一束花，008 口裡還念着等等[等會兒]要對她說的話，009 既興奮 010 又期待，011

一見面，012 小明愣住了，013 這位美女很高，014 以致於她必須彎着腰跟他說話，

015 小明覺得很不好意思，016 於是拔腿就跑，017 獨留她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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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22]  001 小王在路上走着走着，002 突然往旁邊的看板上一看，003 看到看板上

的那位女生，004 他覺得他的外貌，另[令]人印象深刻，005 那樣外型的女生是他

喜歡的類型。006 小王在一次的同學聚會上和他朋友提到這件事，007 他朋友告訴

他那位女生是他國中同學，008 且對小王說他可以助他一臂之力。009 於是小王的

朋友幫小王約和那位女生一起出去，010 小王也為了這次的見面，用心做了一些準

備，011 而且還在要去[去見面地點]的途中 012 練習要和那位女生說的話，013 剛

開始見面的時候，014 因為女生比較高，015 還嚇了一下，016 但是這對他們來說

並沒有造成阻礙，017 且在他們交往後{的}一段時間，018 他們也結婚了，019 之

後也過着幸福快樂的日子。  

[N23]  001 年過 30 的小豪，002 西裝筆挺，003 剛跟母親過完六十大壽的餐會，

004 母親總是逼問着小豪結婚喜事是否近了，005 讓他困擾不已。006 走往公車站

的路上，007 小豪深怕一輩子也無法遇到心儀的對象。008 忽然，站牌廣告上的籃

球女星瞬間勾住了他的心，009 回家{後} 010 馬上將滿滿愛意化為文字，011 寄給

令他心動的女神。012 幾天後，如[獲]上帝眷顧，013 籃球女神和小豪約在附近的

籃球場見面，014 捧着一束花，015 踩着輕盈的步伐去碰面，016 但身高的落差，

讓小豪頓時失去了自信。017 幸好，女神一點也不在意身高，018 後來成為了無話

不說的好朋友。  

[N24]  001 腦中依舊是女孩的倩影。002 安安沒有停下手上寫信的動作，003 不禁

想起頭一次看見女孩的時候：004 那是在一個廣告看板上，005 那眼神，那微笑，

迅速吸引了他的注意。006 心中對她的仰慕、愛意，隨著他手上的筆拓印在信紙上。

007 這一天，是他倆約好見面的日子，008 安安不斷叨念着前一夜想好的說詞，009

也想像着朝思暮想的對象，到底是怎樣完美的模樣。010 穿着最正式的禮服，011

捧上一束花，012 再將信紙摺好插在花間，013 他自信自己做足了見女孩的準備。

014 但是，一到約會地點，015 安安便驚呆了。016 女孩的臉蛋，如看板上完美，

017 但是，她的身材，卻是高過安安不少。018 慌亂感襲上心頭，019 安安差點跌

坐在地，020 只見女孩友善的問候着他，021 他卻腦中一片空白。022 當天的約會，

也不知道是怎麼進行的，023 只知道，當向安安問起時，024 他只會苦笑地回一句，

「好尷尬啊！」 

[N25]  001 某日，正當小王下班在回家的路上[小王在下班回家的路上]，002 經過

社區的體育館，003 他的目光瞬間被館內的一位打籃球的女子吸引，004 女子在球

場上的一舉一動無不被小王注視着。005 隨後小王迅速地回到家中，006 馬上拿出

信紙 006 振筆疾書，007 寫下對女孩認識的渴望，008 在講[再將]信紙小心翼翼地

放入信封。009 在隔天下班之後，010 小王先繞到的社區附近的花店買了束玫瑰花，

011 並把信放在花上，012 口中唸唸有詞且重複地說着：「很高興認識你」。013

就在小王邊走邊唸着想表達的台詞時，014 一個恍神，突然就發現女孩站在他面

前，015 小王驚嚇地[得]只說出「很高」兩個字，016 花束也從手中不知(被?)拋向

何處。017 看來小王確實也被女孩真的「很高」與突然出現在他面前[女孩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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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突然出現]給嚇個正著！  

[N26]  001 情人節將近，002 街上熙來攘往，003 許多人正忙着準備與購買各式的

禮物，004 唯獨小明一人在路上行走。005 人稱「光棍」的他，正尋找着人生的第

一春。006 返家途中，007 無意看見旁邊的廣告，008 突然靈機一動，009 想寄封

情書給廣告中的運動明星，010 打算圓一個夢想。011 出乎意料的是，女星竟然回

信 012 並求見一面。013 小明非常高興，014 到了情人節當天，015 他盛裝打扮、

016 背好台詞，017 一到了餐廳門口，018 忽然有一龐然大物，019 拔山倒樹而來，

020 原來是那位明星。021 小明受到了極大驚嚇，022 使得他往後的人生終生不娶。 

 

 

一年級學習者語料（N1-N25） 

[A1]  001 今天的天氣很好。002 小王從學校回家。003 每天他都走{路}。004 他

到看一個小且。005 小王很喜歡這個小且[姐]，006 因為她是他的菜。007 小王寫

{了}一篇信，008 還買{了}花。009 他穿{着}黑色的衣服。010 小且讓小王很緊張。

011 小王不知道什麼說，012 因為他沒有小且[姐]那麼高。  

[A2]  001 他看{見}她。002 她很高。003 他最喜歡她。004 先寫日己。005 再買些

花。006 在公園他看她[他跟她見面]。007 她就說很高興認識你。008 他不可說。

[他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009 她也喜歡他。  

[A3]  001一個天[一天]小毛看了女孩子的照片。002她很漂亮 003和{喜歡}打球。 

004 小毛覺得她很{有}意思，005 所以他想認識她。006 小毛寫了一封信 007 和想

請她吃晚飯，008 希望她{會}回寫[信]。009 女孩子回寫[信]了 010 和{說她}想去

011 開會以後[見面以前] 012 小毛很緊張，013{一直}準備{跟女孩子說的話}：很

高興認識你。014 見面的時候 015{他覺得很}不好意思，016 因為女孩子比小毛高

得多。017 沒事兒，他們{很}高興{能}認識一起。 

[A4]  001 他看{到}女人的照片。002 他{就}愛{上}她了，003 所以他寫短信。004

她{想}要面他[跟她見面]。005 明天[第二天]他{去}買花。006 覺得[考慮]什麼他想

說。007 可是他看了[到]他的高[她很高以後] 008 和{就}去回家{了}。  

[A5]  001 王朋愛李友。002 他每天{都}到城市的中心去看她。003 可是她讓他很

緊{張}。004 今天王朋給她一封信。005 他想請她喝咖啡。006 王朋{還}買了她一

個禮物。007 下午二[兩]點他出去了。008 可是說跟小姐讓他緊{張}。009 王朋想

李友，010 可是她很高[太高了]，011 所以王朋{就}回家{了}。  

[A6]  001 一天小王回家{的時候}。002 他看{見}了一位小姐，003{長得}很美。 

004 他在家寫了信，005 寫他要請她，認識她。006 她回寫[信]，說：我也要認識

你。明天下早我們去公園。007 小王明天[第二天]買{了}大花 008 就去公園。  

[A7]  001 上個星期天王朋去買東西。002 他去商店的時候[在商店]，003 看了[到]

一個好看的她生。004 她說：王朋，我們可以去打球。005 王朋說他們可以去打球。

006 回來的家的候[回家的時候]，007 王朋很高興{能夠}認識她。008 他開始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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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信，009(因為)他覺得她愛他。010 他們約的時間[他們約了見面的時間，] 011 他

們一起去打球。012 王朋買了一把花，013 因為他覺得她生喜歡他。014 他去運動

場的時候 015{不停地}唱歌。016 上個星期天他看了[到]她在她的家，017 他不知

道她很高。018 可是現在{發現}她她像高多。019 王朋不很高興，020 因為他比她

[女]生不高[矮]。021 他不會說[什麼話也說不出來]。022 他不喜歡她{了}。  

[A8]  001 上個星期我看{見}了最漂亮的女孩子。002 我就寫了她一封信 003 約她

去公園聊天。004 我買了一把花 005 想給她。006 我那兒來[到]的時候，007 她一

經[已經]{在}等我了。008 我看她清楚以後，009{發現}她比我高得多。 

[A9]  001 今天早上王朋去學校，002 可是他看了[到]一張照片。003 在這張照片

[照片上]是[有]女人。004 王朋覺得她非常漂亮！005 他和道[知道]：這是我的愛人！ 

006 所以他沒去學校，007 但是去宿舍。008 在宿舍他寫了一封信。009 星期三女

人給王朋打電話！010 她請王朋出去。011 王朋買了一把花，012 可是他很緊張。 

013 他想說很高興認識你，014 可是他忘了。015 王朋不和道她真[那麼]高，016 所

以不和道什麼[怎麼辦]。 

[A10]  001 小王一天去飯館兒吃午飯。002 走路的時候，003 他到了[經過]一個運

動商店。004 在那個商店，一個小姐在買東西呢。005 小王看見她，006 就覺得我

很愛她，007 我得請她跟我吃午飯。008 這天，到了家以後，009 他就用一支筆寫

信。010 第二天，他跟大家說話[聊天]。011 一個人告訴他那個小姐 zhu4 的地方， 

012 所以小王先去花店買一把花，013 再去小姐家的地方。014 走[去]她家的時候， 

015 小王在想[心]裏說：很高興認識你，很高興認識你。016 可是他沒看路。017 然

後，小姐跟他見面，018 告訴他[跟他說]你好，019 可是小王忘了他的話。  

[A11]  001 一個小先生看見{了}一個很好看的女孩子。002 他一看{見她} 003 就

愛{上}{了}她。004 可是他一句話{都}沒說。005 回家以後，006 他開始寫一封信。 

007 他的愛很大，008 很信[真]。009 他買了一把花，010 帶着信，011 也穿{上}新

的衣服，012 但是他還很緊張。013 他不知道這位小姐很高，014 他以為她跟他一

樣高。015 他們見面的時候，016 他吓了[一跳]。017 他覺得很不高興，018 因為小

姐太高了，019 讓他非常緊張。020 太麻煩了！021{然後}她說：您好！022 可是

{他}不能說[什麼話也說不出來]。023 我希望下次他要跟一個小女孩子見面！ 

[A12]  001 小王正在走{路的時候}，002{他}看完[到]一個女孩子。003 他覺得她

很好看。004 他想{要她當他的}女朋友 005 所以小王寫{了}一封信，006 說他愛她。 

007 他{先}買一把花，008 然後去認識她。009 可是女孩子不想[喜歡]他。010 她給

小王告話[說]他又不高又不好看。011 小王真[很]不高興。  

[A13]  001 上個星期三小明去商店買東西。002 他來[到]{那兒}的時候，003 他在

看到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004{她}叫小常。005 他回家的時候[以後]，006 他給小

常寫了一張信，007 約她去一家中國飯館兒吃晚飯。008 上個星六[這個星期六]他

去買{了}一把花 009 就去小常家。010 可是他看到小常 011 就知道小常不太小了。

012 他看到她的時候，013 他說："很高，很高…太高了！" 014 最後他逃走，015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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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得很快[跑得很快]。  

[A14]  001 今天晚上小王去商店買一件襯衫。002 那的[個]時候，他看到{一個}好

看的女，003 就想認識她。004 他寫了一封信，005 買了一把花。006 他在公園[去

公園]想見面。007 她來{到}的時候 008{打扮得}很好看，009 也很高{可是她長得

很高}。010 小王不高興，011 因為她比小王高得多。  

[A15]  001 每天都王朋去商店買東西。002 昨天他買東西的時候，003 他約[看到]

一個女人。004 她很漂亮。005 可是她在桌子的後面，006 所{以}王朋看見好[以為

她很好] 007 太錯了。008 他回家了以後，009 就寫了一封信給她。010 今天晚上他

請她去中國飯館兒吃晚飯。011 出去跟那麼漂亮的女人讓他很緊張。012 他買到[了]

一把花給她。013 他進來飯館兒了{的時候}，014 沒認識她[沒認出她來]。015{因

為}她不但很高，016 而且很老。  

[A16]  001 很久以前，一位先生看了[見]一位很漂亮的女人。002 他覺得她很可愛， 

003 和寫了一封信。004 他還買了些花 005 和去了她家。找她聊天兒。[去她家找

她聊天兒] 006 走{路}的時候，007 他很緊張。008 可是他看到了女人的時候，009

他就沒[不]喜歡她{了}，010 因為她很高。  

[A17]  001 小王很愛李友。002 下個星期[上個星期]看{了}她的照片，003 覺得[想]

請她去日本餐廳吃午飯。004 他回家以後 005 就寫{了}一封信給李友。006 好像李

友喜歡去出，007 所以他到商店去買一把花。008 星期二他們要一起見面{了}。009

小王覺得一點兒緊張。010 穿{上}他最喜歡的衣服讓他{很}舒服。011 他們一起見

面{的時候}。012 小王沒[才]知道李友太高了。013 小王不很高興。  

[A18]  001 前天我看見一個女孩子。002 她真漂亮。003 以後[之後]我在家寫完[了]

一封信，004 因為我喜歡她。005 晚上我到她家去給她我買的花。006 我跟她見面

的時候，007 我看{見}她太高了！008 我不知道什麼說。 

[A19]  001 小王很喜歡小美。002(因為)她不但打球打得很好，003 而且她很漂亮， 

004 可是她不知道小王喜歡她，005 因為她不認識小王。006 有一天小王想告訴小

美他喜歡她，007 所以他給小美寫{了}一封信，008 買{了}一把花。009 明天[第二

天]他去小美家 010{想}給她一封信和一把花。011 他以前沒見面[見過]小美，012

他只看{過}她的照片，013 所以小美讓他很緊張，014 他不知道小美很高。015 小

美比小王更高。  

[A20]  001 小王走路的時候 002 見到一張照片。003 那張照片上有一個很漂亮的

女孩子。004 小王不但覺得她長得很美，005 而且他馬上愛{上}她了。006 小王回

家以後 007 給她寫信，008 小王約了她去公園聊天。009 那天小王給她買{了}一把

花。010 他覺得有點兒緊張，011 所以他練習什麼說[說什麼]。012 他一見到她 013

就覺得非常緊張，014 因為她比小王高得多！ 

[A21]  001 小王看{見}了一個好看女孩子。002 他{就}快了回家[快快地回家]。 

003 他開始寫一封信。004 他的字很好看。005 小王想給她這封信。006 除了一封

信以外，他還想買一把花。007 除了一封信以外，他還想買一把花。008{然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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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找她。009 小王想告訴她"很高興認識你" 010 他看了[到]她的時候，011 他忘了

說。012 她很高。013 她比小王高多了。014 他還是快了回家[快快地回家吧]。  

[A22]  001 昨天王朋到運動場去。002 他看了[見]李友。003 李友[在]打了球，004

王朋覺得她很高，很漂亮。005 他寫了一封信："李友，我愛你！" 006 他想給她封

信，一把花，007 和告訴她："很高興認識你"，008 可是他看{到}她{的時候}，009

就忘[了]什麼想說了！010 真不好意思…  

[A23]  001 昨天小王看{見}了很漂亮的女。002 他{就}寫{了}一封信，003 因為他

愛她。004 他也買了一把花，005 再他想送她一封信和一把花。006 小王看{到}她

的時候，007 他{就}不喜歡她{了}，008 因為她比小王更高。  

[A24]  001 小王一邊去書店買書[的時候]，002 一邊看刻[到]{了}很美的女亥子。 

003 他覺得這個女亥子很美，004 所{以}他{想}要認識她。005 小王{想}寫一封信

給她。006 小王寫信寫得很快。007 他先寫{完}這封信，008 再去商店買一把花。 

009 他要見面這個女亥子[要跟這個女孩子見面]，010 要{跟她}說："很高興認識你

"，011 可是他一看刻[到]女亥子 012 就真[很]不好意思，013 因為她比小王高。  

[A25]  001 小朋一天看{見}了一個很好看的女人。002 他就愛{上了}她，003 所以

他想{要}跟她出去。004 他買了花，005 也寫了一本信。006 她就寫[回信給]小朋

{說}他們可以出去。007 小朋很高興，008 走{去}公園的時候 009{他快樂地}唱

{着}"很高興認識你…"，010 可是跟她見面的時候，011{才發現}好看的女人不但

[雖然]好看，012 而且[可是]太高{了}！013 她比小朋高的多！014 小朋就不愛她

{了}。  

[A26]  001 小王走{路去}工作的時候，002 看{到}一位小姐。003{一}看{見}她， 

004 他就覺得這位小姐很漂亮。005 回家以後，006 他寫了一封信。007 然後買了

花去她家。008 到了她家，009{他才}知道他沒有小姐大。  

 

 

二年級學習者語料（B1-B27） 

[B1]  001 作[昨]天早上小王看過[到]非常美的女人。002 他覺得他愛她，003{他}

知道這個女人叫小李。004 小王要寫小李一個愛信。005 他寫了全的晚上。006 他

不知道買小李花或者買他電腦。007 他知道小李要一台電腦，008 可是沒有那麼多

錢，009 所以下個天[第二天]早上他買了花。010 下午{就}去小李的家看她。011 小

王很高興地走{去找小李}，012 很要[想]認識小李。013 小王到了她的家。014 小

李來外邊以後，015 小王{就}很要[想]回家了。016{他}不知道小李那麼高，017{他}

不喜歡高女人，018 因為小王不高。019 現在他覺得不愛小李{了}。  

[B2]  001 我弟弟是小學一年級的學生。002 他最喜歡的課是體育 003 因為他們的

老師又很好看又好玩兒。004 他每天都去學校場打球 005 希望季老師也在那。006

昨天晚上他寫{了}一篇信 007 要送給她，008 也[還]買{了}一把很漂亮的花。009

弟弟想告訴李老師她是最好最漂亮的女。010 我弟弟是很可愛。011 所以他今天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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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穿着很好看的衣服去學校。012{在}學校旁邊他跟老師見面{了}。[他在學校旁邊

跟老師見面] 013 她說："哎，你有這麼漂亮的花，你要送給誰？" 014 我弟弟不好

意思得[地]說，是送給我媽媽！015 和[然後]他{就把花}抱回家{了}。  

[B3]  001 小王是個大學一年級的學生。002 他昨天碰見{了}他的大學新的指導教

授。003 她叫李小姐，004 美極了。005 小王在家裏寫{了}一篇信給她。006 信裏

說她很好看，他愛她。007 下個天[第二天]小王去商店，買了一個花。008 他去教

室，009 想給李老師這些東西，010 準備他會[要]說什麼。011 因為他很喜歡李小

姐，012 他著急得很。013 他走{去}了學校的時候 014 碰見{了}李小姐 015 她說：

"你好，你好嗎？" 016 小王不知道說什麼好，017 他根本沒想到他會碰見李老師在

這兒！018 他不[沒]說什麼，019{就}快快地跑回家去了！  

[B4]  001 過節以前 002 購物中心的商店打折，003 所以小王決定{去}那個購物中

心買東西。004 他什麼都沒買，005 但在一個商店看見了世界上最美的女性，006

他一下子{就}愛{上}{了}她。007 然後小王給她寫一封戀愛的信，008 告訴[說]她

那麼票亮，009 想跟聊天什麼的。010 最{後}小王{還}約她去玩一下。011 過了一

個星期 012 小王收到了那個女性的信，013{說}她明天下午在公園見。014 小王很

高興地買{了}一些花，015 準備了約她{見面}。016 在公園看見她 017 就知道了有

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個女性比他高兩倍！018 這個消息讓他一個詞不能說。  

[B5]  001 今天是星期三，002 張天明在學校的遠動場看籃賽。003 現他看見一位

女。004{覺得}這位女很好看。005 張天明回家{了}。006 張天明很愛她，007 可是

她不知道。008 所以張天明給她寫好了一信。009 星期四晚上給她買{了}一花。010

以後[之後]他去學校遠動中心找她。011 他準備{了}一些句。012 正好他看見{了}

她，013 她說：張天明，你好，你好嗎？014 張天明恐怕[怕]她不會愛他。015 她給

天明很大的壓力。016 他不知道說什麼。017 所以他決定很快快地回家。018 張天

明不很高興以後[之後]。  

[B6]  001 林白龍喜歡走路，002 他常常亂走來走去。003 昨天他看見{了}一個打

籃球的小姐。004 白龍一看{見}她 005 就覺得她是最漂亮小姐。006 結果[於是]他

決定送給她一封信，007{在信裏面}寫下來[寫了]："我愛你"。008 以後[之後]他買

了一把花{給她}，009 去給她聊天。[然後去找她聊天] 010 一邊走路，011 一邊高

高興興地唱歌。012 他們約好了在學校門口見面。013 這個小姐告訴他："認識你

我很高興"。014 可是林白龍就[卻]不高興，015 這個小姐又高興 016 又特別高。

017 現在他不喜歡這個女孩{了}。 

[B7]  001 昨天晚上高文中去了一個很有名的飯館兒吃飯。002 他看見最票亮的女。 

003 高文中覺得他愛這個女。004 他寫{了}很張的信。005 他想說[告訴]她：我愛

你，很高興認識你。很高興認識你。006 星期五高文中買了花。007 高文中覺{得}

這個花比較貴，008 可是希望女很喜歡花。009 很多女{都}喜歡花。010 所以星期

五高文中去看他喜歡的女。011 他也買了新的衣服。012 高文中看見這個女{的時

候} 013 可是他不知道她比較高。[才發現她比較高] 014 高文中沒有她高。015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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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減定[決定]回家。  

[B8]  001 小梅回家的時候 002 就看到{了}他的新老師的照片。003 她又擺[拿]着

球 004 又笑笑得太可愛。005 小梅就到他的家[小梅回家以後] 006 就要寫{了}一篇

信給他的新老師。007 他寫{到}他很喜歡她 008 和他覺得她是最美滿的老師。009

下個早上[第二天早上]他在花商店買了一些紅色的花。010 他以後[之後]把這篇信

和這些花要老師的家拿[要把… 拿到老師家] 011 他一邊走路 012 一邊唱笑笑得歌 

013 他路線中陪[他在半路]碰見{了}他的老師。014 老師給小梅說：你好，這些是

給誰？你在走哪兒呢？015 小梅一會兒[一下子]不會說{話} 016 就說："對不起我

快得去"。017{說完}就跑得快了[快快地跑了]。  

[B9]  001 小高很喜歡他的新老師。002 她很好看，003 也很開朗。004 小高決定送

給她一把花兒。005 小高也(還)寫了很長愛信，006 這封信非常好 007 也可愛*得

多。008 明天快{到}了。009 小高從晚到早想一想什給老師說。[從早到晚都在想要

跟老師說什麼] 010 他一點兒著急，011 但是也很高興。012 他也走路到學校的時

候 013{還}唱着歌呢。014 幾分鐘以{後}小高碰見了她的新老師。015 小高並沒想

到她在公園，016 她一看見小高 017 就說：小高，早上好。018 可是小高著急起來

了。019 他甚至一句子都不會說，020 所以他哭起來了。021 然後他回家{去}了。 

022 連上課{都}沒來了。023 現在小高很不高興，024 因為他不會跟他的老師說話！  

[B10]  001 小王每天下課以後 002{都}看到一個廣告。003 廣告上有一個非常漂

亮的女生，004 她手裏拿着一個足球。005 小王以為他愛她，006 一天他回家的時

候[以後] 007 把一封信寫下來。[寫了一封信] 008 信裏有小王的心："我愛你。你很

漂亮。我要認識你，如果你同意跟我見面的話，請你還給我信來"。009 幾個星期

以後，小王很高興地打開一個信封。010 漂亮的女生寫{到}："親愛的男孩子，我

這個星期六在購物中心簽名我的照片。我們在那兒可以見面。" 011 星期六小王很

高興地買好了一把花兒。012 到{了}購物中心的時候，013 他才發現了：他漂亮的

女生比他高得很！014 回家的時候 015 他覺得[想]：我最好別愛上還沒自己看見的

女孩子。  

[B11]  001{有}一個男的 002{他}沒有女朋友。003 可是想有。004 星期天看至[到]

了一個照片。005 在這有一個很漂亮的女的。006 男的發{給}她一封信。007 你們

約好{了}一個面試[見面]。008 男的現在真[很]高興，009 安排得很好，010 甚至買

了一把花兒。011 可以說，他愛她。012 他買了新的衣服，013 洗{了}澡了，014 就

去了。015 今天他要認識這個可愛的女的。016 她到了的時候，017 男的就想快快

地回家，018 因為女的體高不好。019 她太高{了}，020 可是男的太短[矮]了。021

他不知道了，怎麼做。022 我們也不知道，023 肯定回家{以後} 024 肯定不在乎她

的體高，025 因為她的性格很好，很開朗。  

[B12]  001 張天明上個星期天早上看到一個女人，002 她漂亮極了。003 他覺得他

跟這個女人可以交朋友，可以交愛人。004 那天晚上他寫信寫得[了]四個小時。005

他寫了[到]他想跟她聊天兒，見面。006 他們決定星期五晚上在圖書館門口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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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這[那]天張天明去了商店買{了}一把化。008 他這天穿着他的最好看，最貴的

衣服。009 他走路，[走路去找那個女人] 010 一路[上]他回[都在說]一個句："很高

興認識你"。011 張天明著急得很。012 他到了圖書館門口的時候，013 漂亮的女人

{在}等着{他呢}。014 實際上女人比張天明高得很。015 但是他們不在乎體高，016

他們在乎愛好。  

[B13]  001 今天小王想去城市找一家中國的飯館。002 半路上看到了一個女。003

她在教學樓跟她的朋友們一起討論{着}什麼。004 她很美，005 看起來也很聰明。 

006 他想到非她，生活不可。007 但是為什麼她有籃球嗎？008 無論為什麼 009 小

王決定他要介紹一下。010 但是不要今天。011 要寫一個信，對！012 連[還]要買

一把花。013 兩天以後跟[帶着]一把花和信去學校。014 一看女，015 就說很高興

認識你。016 這是她！017 站着在這兒。018 看起來她看見我{了} 019 哎呀！她太

高{了}！020 當然，是因為她打籃球。 

[B14]  001 那一天{有個}小孩子 002 看見了他的世界愛。003 他一看見她，004 就

知道她是最美女。005 所以他決定寫她一個信。006 他整天{都}很高興 007 和他的

心都{是}滿{的}。008 他覺得他肯定成他的女朋有。009 所以他買了一個花。010

以後[之後]他決定去找他的世界愛。011 他走了都時間[走路的時候] 012 唱[歌唱得]

很高興，013 他買的花比他{還}高。014 他要找到她 015 和給她信和高花。016 難

到[道]她就是[在]前邊 017 和{在}說你好。018 他沒等她{來到}前邊，019 小孩子

不知道做什麼 020 和他只站{着} 021{都}不{知道}說什麼。022 他希望這天忘 023

因為他覺得她不如他老和美。  

[B15]  001 小王很喜歡打籃球 002 他每天從早到晚都{在}打球。003 上個星其[期]

五他在球場打球 004 可是他把球提在[到]他的老師家{了}。005 他的老師送[還]給

他的球，006 他很高興 007 以為[因為]他好久喜歡她。[他喜歡她很久了] 008 他回

一家[一回家] 009 就開始寫信，010 他想把信送給老師。011 在信上他寫{到}{他覺

得}老師很好看 她的性格很好 她也很開朗[性格很好，很開朗] 012 他決定明天到

她家去給信 013 除了信以外 014 他還買{了}一把花 015 他去老師的家{的時候} 

016 一邊唱歌 017 一邊走{路} 018 跟他很高興 019 可是他沒想到他碰見老是{在}

離她家很附近{的地方} 020 他想告訴他的事{都}忘得一干二淨 021 他對老師沒說

什麼 022 只說您好 023 以為[因為]他不敢說什麼。  

[B16]  001 小王不能去打球，002{因為}他媽媽告訴他："你先得寫你的功課。" 003

所以小王得待他的家。004 但是他不能{專心}做作業，005 因為他的心裏{只}有他

新的同學李哲。006 他不是{在}寫功課，007 而是寫美滿的詞。008 然後他打算買

花給她。009 小王很高興地去商店。010 他解決[思考]什麼東西給李哲應該說。011

他穿着新的牛仔褲，012 也穿着新的毛衣，{去找李哲} 013 可是媽媽害得[破壞了]

他的安排。014 小王{在半路}碰見{了}媽媽以後，015 她說："你去哪兒？你的作業

都做完了嗎？" 016 結果小王再應該待家。017 這天小王不高興，018 也[因為這天]

不美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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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7]  001 今天早上八點張天明去公司工作。002 半路上他看見了一個很大的廣

告。003 廣告上有一位很有名的女孩，004 他覺得她可愛的很，005 所{以}他決定

寫她一封愛的信。006 天明想來想去，007 兩個小時以後他的信才寫完了。008 下

天[第二天]早上他買了一把花兒{想}送給她，009 下天[第二天]早上他買了一把花

兒{想}送給她，010 所以他到底可以找找她[他去找她]，011{想}告訴她"我愛你"。 

012 半個小時以後到了她的辦公室，013 很高興地等着她。014 可是女孩一來了 015

張天明{的臉}就{變}成百色的{了}。016 她的格子太高了！017 他們不可以當小兩

口。018 張天明哭着{跑了}出去。 

[B18]  001 星期一小王在城市走路[走在路上]。002 他在一個照片看見{了}一個很

票亮的女人。003 他{就}開受[開始]{喜歡}這個女人。004 小王跟她{想}要結婚， 

005 所以他寫{了}一篇信。006 在這篇信他寫{到}：你是很要亮，我跟你要結婚。

我們一起住在我的家，行嗎？007 星期二他買{了}一很大的花。008{然後}他{去}

找女人 009 他要給她花跟信。010 可是他一看見女人，011 就著急起來了。012 他

決定去他的家[回家去]。013 小王有很不好心情。[小王的心情很不好] 014 可是他

要這個女人得很，[可是他很愛這個女人] 015 所以他考慮新的打算 016 怎麼樣他

可以結婚她起來。017 很多年以後，他們結婚{了}。018 小王跟女人很高興。  

[B19]  001 小中昨天看{見}了他的新老師。002 他的心 fall in love,[他愛上了她] 

003 他{想}要去{跟她}說"您好"，004 可是他不可以去。005{所以}他寫{了}一封

信。006 小中寫了[到]他愛她。007 今天是星期三 008 小中覺定[決定]去和說我愛

您。009 走路{的時候} 010 小中[不斷在]說：很高興認識你，很高興認識你…… 011

他是很著急。012 他又說來說：很高興認識你。013 他碰見他的老師{的時候} 014

和他的花 fell[跌]{了}一下。015 他不知道她是很高，016 所以他的心 suddenly 沒

有愛{了}。017 可是[因為]小中不喜歡很高的女朋友。018 小中得找到新女朋友。 

019 這不是很容易 020 可是[因為]小中是很很小[長得很小]。  

[B20]  001 張天去了咖啡館的時候 002 看見了一個很美的女人。003 天明想認識

她，004 可是害怕[怕]她不會說話跟他，005 因為天明不太高也沒有錢，006 說不

定他可以寫一篇愛的信。007 在信上說，他們會見面的地方。008 天明買見面的以

前[跟她見面以前] 009 他買了花 010 以為[因為]他想告訴她，她很喜歡他。011 快

樂地唱[着]歌，很高興認識你。012 可是{後來他發現}女人很高，013{他覺得}很糟

糕，014{因為}天明{長得}很小。015 天明想來想去{應該}怎麼辦。016 最後他著急

地笑了，017 告訴她：我喜歡你。018 他很高是高，019 可是很美，020 天明覺得

他會[可以]適應一下。 

[B21]  001 張天明想交女朋友。002 昨天走路的時候 003 他看見{了}一位很美的

女人。004 回家以後 005 就寫起來一個愛的信。[就寫起一封情信來] 006 他希望他

可以認識女人。007 他問女人想不想一起去電影院。008 幾天以後他們約好八點在

電影院門口見。009 張天明給她買了很漂亮的花。010 他很高興。011 他想來想去

{要}說什麼話。012 他著急[擔心]女人不要[會]喜歡他，013 認識[見面]的時候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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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知道[發現]女人比他高。015 可是女人很喜歡他。016 她最喜歡張天明的情格[性

格]，017 她覺得張天明很好看。 

[B22]  001 張天明在一張紹片着[看]見{了}一個女人。002 他很喜歡她，003 所以

馬上在家跑步[跑回家]。004 他{要}給那個女人寫一個信。005 他也賣[買]了一個

花。006 這個花太[真]美，007 真大 008 也很貴。009 他{想}要給她這些東西。010

他走來走去，011{然後}他碰見{了}這個女人。012 她說：你好，你叫什麼名字？ 

013 可是張天明不能說一個東西[什麼都說不出來]。014 他覺得這個女人太美{了}， 

015 他跟她不會約會。[她不會跟他約會] 016 在家張天明哭了得很[哭了很久]。017

他得找別的女朋友。018 所以他在網上找{了}一個，019 可是別的女人不好看，020

張天明不喜歡她們。021 所{以}他得自己住。  

[B23]  001 小林是個球迷 002 特別是[喜歡]籃球。003 昨天他在商店裏看見了他

最喜歡打籃球的女人[他喜歡的，一個打籃球的女人]。004 他決定跟她交[個]朋友， 

005 所以他寫了很長的信。006 他把他的感覺寫{在}紙上 007 他買了一把花 008

覺得很不錯。009 他準備了要說什麼。010 後來他走了[去]那個商店，011 覺得可

以在那看見她。012 可是他一看見了她 013 就覺得不好主意[意思]。014 因為她比

小林高得很，015 不行不行，如果跟她交朋友 016 就[那麼]小林的朋友們都要{會}

笑{他}。017 長短[高度]不夠，對不起。  

[B24]  001 我三年沒有女朋友。002 我不高興。003 我常常一邊哭 004 一邊聽音

樂。005 我不知道在哪兒可以找一個很好的朋友。006 現在我在大學學習中文，007

所以我沒有時間找一個。008 上個星期我在運動場看到了一個很好看的女人。009

現在我不停想她。010 下個星期日我打算請她在中國飯館兒吃中國飯。011 所以我

又寫{了}一篇愛信 012 又買了一把好看的花。013 我覺得她喜歡紅色的。014 我去

掊[找]她的時候，015 我一邊唱歌 016 一邊跳舞。017 現在我很高興。018 可是我

來至的時候 019 我一看好[到]她 020 就很怕，021{因為}也[她]很高。022 她肯定

不喜歡我，023 結里[果}我要去中國找一個女朋友。  

[B25]  001 小王是小男孩子。002 他每天{都}去外面跑步，003 因為他覺得運動對

你的健康有好處。004 但是今天他見到了最漂亮的女孩。005 他馬上上愛{了}她。 

006 在家[回家以後/回到家裏]他決定給她{寫}愛情的信。007 他一邊想念她，008

一邊寫信。009 然後半路上他考慮來考慮去[不斷考慮]怎麼會開始他的說話。010

他想告訴她很高興認識你，011 因為他覺得這是好的辦法。012 一前[見面以前]他

買了一把花。013 一前[見面以前]他買了一把花。014 接著他看見{了}她，015 可

是如果這位女孩兒很高，[他發現這位女孩兒很高] 016 他只告訴[說]{了}她，很高… 

017 別的詞都沒有。  

[B26]  001 故事有一個小朋友，002 他叫王澤陽。003 有一天從學校到家裏的路上

他看見了一個女孩兒。004 他一看了[見]她 005 就愛上了{她}。006 回家的時候[以

後] 007 他{就}寫起信來。008 他覺得好不容易才寫完。009 他想和她見面，010 所

以他{又/就}出去{了}。011 半路上他的心情好極了。012 跟她見面的時候 013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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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她說很高興認識你。014 他也買了一個禮物 015 想送給她。016 他們見面的時

候，017 澤陽只說出來了[只說出]兩個詞：很高。018 實際上他說的對 019 因為她

比他高得很。020 很難過的故事，哈哈。  

[B27]  001 張天明的生活標準是有很高的生活，[張天明的生活標準很高] 002{要}

有一個漂亮的女朋友。003 一天他在商店外面看見了一廣告。004 廣告上有一個辣

妹。005 他一下子就去家[他馬上回家] 006 寫一下一封信。[給女生寫封信] 007 他

真[想]要跟她一起去飯館兒，008 跟她一起住。009 他知道在外面看見的小姐是把

家商店的售貨員。010 所以他買了一些漂亮的花給她。011 可是他跟人聊天兒的時

候 012 也很著急。013 他要進去的時候，014 正好他愛的人出門了。015 張天明不

太高興了，016 因為他不如他愛的小姐高，017 他低[矮]得很，018 因為他才八歲

啊。 

 

 

三年級或以上學習者語料（C1-C15；M1-M9） 

[C1]  001 昨天在學校小王看到了很漂亮老師。002 他愛上了[她]。003 他不知道做

什麼，004 他決定寫一封信，005 他{想}要認識她。006 那[所以]今天走{路去}上

課，007{想}要送給她他的愛信。008 他走得很快，009[樣子]很高興。010 他很多

長時間找老師[他找老師找了很長時間]，011 以為[因為]小王找不到了。012 所以

小王去辦公室，013 那太好，女老師在那兒！014 小王很著急，015 要給老師花， 

016 但是他看到了女老師，017 他認識她很，很高！018 小王怕了很多[小王很害

怕]，019 他跑得很快回家[他很快地跑回家]。020 女老師不知道他有什麼事，021

她哭了很多。  

[C2]  001 星期天的時候我去商店。002 那裏我想買籃球的球。003 但是我一看商

店的女生，004 我新[就]愛上了她。005 我覺得應該給她寫一個信。006 下個天[第

二天]我從家裏出去了。007 馬[在]路上的時候我覺定[決定]想說什麼。你好，我很

高興認識你，我覺得你真得很漂亮。008 我也買了幾個化，009 我想把它送給那個

女生。010 最後我跟她見面，011 啊我沒想一想她那麼高！012 我以為她比我小。

013 怎麼辦？014 可能她可以等我長大一點兒。015 但是這是前的故事，016 先在

[現在]我真[已經]長大了，017 我已經二十三歲[了]。018 我也愛上了別的女生。  

[C3]  001 一天，一個男生學校裏面看到很美麗的女。002 他看到這個女的時候 003

真[就]喜歡她。004 每天想認識很她說。[每天都想認識她，跟她說話] 005 每天想

認識很她說。[每天都想認識她，跟她說話] 006 可是至[只]能寫一二張多愛信。007

三個星期候[以後]他[買了]一個花，008 想給她。009 一直走她的學校，010{想}{跟

她}見面給她花。011 對自己說我很喜歡你，我很高興認識你，我興高見面你，一

關的說話。012 但一走他在公園兒見面他[他在公園跟女生見面]。013 這個女生知

道[認識]他。014 她從學校裏面很多次看到他。[她在學校裏面看到他很多次了] 015

笑笑[地]拍着他說你好。016 男看着她 017 都不會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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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001 作[昨]天小裴智去了學校，002 他見面[到]一個很好看的女生，003 突然

很愛[喜歡]她。004{雖然}沒[不]知道她的名字，005 但是{還是}給她發{了}一個信。 

006 然後買了九個花，007 她讓我很高興，008 我覺得我愛她，009{想}認識她 010{讓

她}變我的生 011 說很可能跟我想有很多女兒，兒子。[很可能她會說想跟我有很

多女兒、兒子] 012 希望她不在乎我對她太小呀，013 她讓我覺得{自己}很高的， 

014 心裏很高高興興的！015 我得給我媽媽打電說[話]，016 她會也很高興！017 今

天晚上媽媽做很好吃的菜，018 這個好看的女生也可以…… 019 不、不、不！不

是真的！020 她真的很高！  

[C5]  001 作[昨]天{有}一個小孩字[子] 002 看到一個女生 003 她在商點賣足求。 

004 他覺得她很美 005 想跟她一起去元[玩]兒。006 他寫{了}一個信 007 想給她， 

008 他買{了}花 009 想給她，010 想對她說他很高興認識她。011 可是，他見到這

個女生{的時候}，012 他看到這個女生比他高很多。013 以後[之後]，他覺得不太

好，014 不太高興認識這個女生。[認識這個女生讓他不太高興] 015 男子比女生小

不好。  

[C6]  001 他是一個學生，002 有一天他第一次看到他的新的體育老師，003 他一

看，004 就愛{上}她{了}。005 除了他每天想她以外，006 他還寫她愛情的信。007

但她不回信。008 學生覺得[想]也許她不收到他的信。009 有一天他更想她{了}， 

010 他想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人，011{想}跟她聊天兒，012 自己{去}認識她，013 那

[所以]他決定給她一把花兒。014 去她的辦公室以前，015 他先去賣花店買一把花

兒，016 他選擇{了}買紅色的玫瑰，017 因為這個花是浪漫的花 018 與[還有]他想

給她很好的印象。019 到她的辦公室的時候 020 他看得出來[到]她比他很高，021

他一發現 022 就停着[止]愛她，023 因為他沒有辦法接吻她。  

[C7]  001 一個先生很喜歡一個比他高的女生，002 但是他不知道怎麼跟她開始說

話。003 他發現最好的辦法可能是寫關於他的愛情的一封信。004 寫好了以後 005

他決定去外面買一些花給她。006 他在他的頭裏再一次再一次說[練習]他的說話， 

007 沒聽{到} 他可能遇 他喜歡的女生。008 她開始說{話}的時候 009 讓他連一

個 子都說不出來。010 想哭。  

[C8]  001 昨天我在窗戶看到了一位票亮的女兒。002 我就愛生[上]了[她]。003{到

了}晚上 004 我決定了寫她愛信。005 我寫了為什麼我愛她、也為什麼她可以愛我。 

006 如果她愛我，007 我們可以在一起去飯館兒吃飯，008 還可以去別的好玩兒的

地方。009 我終於寫完了這封信和 010 決定了明天我要送給她 011 跟[還有](送)一

把美利的花兒。012 到了第二天 013 我去跟她見面。014 我很著急 015 再[在]自己

說"很高興認識你…" 016 突然我看見了她，017 發現了她的身體很高！018 我比她

很[還]小 019 我怕這樣不可以…… 020 我突然不愛她{了}。  

[C9]  001 一天{有}一個小男人走路了[在走路]，002 就看到一個太票亮的女孩兒。 

003 小男人覺得她的頭髮顏色像金色。004 小男人不停得[地]繼續走路。005 回家

以後 006 他開始寫一封愛信。007{在}這封信裏他寫了他非常喜歡她，要跟她約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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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唱卡拉 OK。008 她收到那封信，009 讓她[覺得]很高興，010 所以回達了[回信

說]要約會。011 小男人買了一些花兒 012 就去見面她。013 走{路}的時{候} 014

他很著急，015 所以再練習說認識你很高興。016 見面[到]她{…的時候/…以後} 

017{他}才知道她那麼高。 

[C10]  001 昨天小王看見了一個漂亮的女孩兒，002 她是小王的新老師。003 他每

天{都去}看她，004 因為他愛上{了}她。005 小王覺得她是非常可愛的人，006 但

是每天她站著在窗戶[前]，為什麼？007 然後在家他想來想去，008 接著他決定給

她寫愛情的信。009 然後他買了一把花，010 但是他不知道說什麼。011 半路上他

先[在]考慮說什麼，012 他想認識她，013 可是他很著急。014 最後他找到了她， 

015 但是{他發現]他很高。016 小王很著急得{地}說："很高…" 017 但是別的詞都

沒有。018 一下子[突然]她跟小王說："你好" 019 但是突然他發現這就是他的夢…  

[C11]  001 小王是一個中學的學生。002 他很帥，003 也很聰明，004 但是他有一

個自己覺得[自以為]的壞處。005 他身體比別的學生比較小，006 所以他覺得不太

帥。007 有一天他下課{的}時候 008 看到{了}體育老師，009 他非常喜歡這個老

師，010 覺得他很漂高，很高。011 回家{的}時候 012 他覺定[決定]應該把一封愛

包的信寫給她。013 明天[第二天]他去學校{以}前 014 買了一些花 015 想給她。 

016 但是{在}他離學校很近的時候，017 他前面看到很大的影。018 是他喜歡的老

師。019 他全時間[頓時]覺得她{會}告訴他她也喜歡小王，020 但是看到老師的時

候 021 他全忘了這個。022 所以他然後真[很]生氣。  

[C12]  001 那個小孩子[有個小孩子] 002 一天走路的時候 003 看到了一個喜歡足

球的*很美的*女人。004 所以他當下[就]愛{上了}那個女人。005 小孩子決定了給

那個女人一個信。006 也[還]買了很美的花，007 跟一個信送給他愛的女人。[想把

信跟花送給他愛的女人] 008 所以某天他到女人的家去送給她兩個禮物，009 去得

很高興的，010{想}要請她去電影院看某個電影。011 可是半路上他見到女人，012

是因為她也當下愛{上了}小孩子，013 要跟他去某飯店 014 變成他的愛人。  

[C13]  001{有}一個小男生 002 看見{了}一位很美的女生。003 他很喜歡這位小

姐，004 所以他覺定[決定]寫給她一張信。005 他想寫她很美，006 想跟她去飯館

兒吃飯。007 寫完了以後，008 他{就}去買花。009 那[所以]他就拿{着}花和信，去

找她。010 他那麼[很]緊張，011 所以他在他的腦一之[一直]都{在}覺得：很高興認

識你，很高興認識你，很高興認識你。012{一}見到她 013{他}就很怕。014 這位

小姐特別高，015 可是這位男{卻}很小。016 他覺得他真的不能跟那麼高的小姐一

起去。017 不能交這麼高的女朋友。018 他馬上回家{了}。  

[C14]  001 有一天下課後 002 王李回家的時候 003 看到了一個非常可愛和好看

的女生。004 他就開始愛她。005 但是怎麼辦呢？006 怎麼告訴她？007 終於王李

覺得[決定]了寫一封信 008 告訴這個漂亮的女生他喜歡她，009{想}要跟她見面。 

010 幾天後那個女生也寫了他[寫信給他] 011 說她沒問題跟王李去吃飯。012 王李

很高興，013 也有點兒怕。014 王李給她買花 015 希望她也會喜歡他。016 去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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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見面她{的時候}，017 王李準備他要說什麼：你好！你怎麼樣？很高興認識你等

等。018{可是一}看到那個女生 019 他就非常怕，020 停{止}喜歡她{了} 021 因為

她比王李高多！022 他不在乎她很漂亮，023 他馬上都[就]忘了，024 很快就走了。  

[C15]  001 今天{有}一個小兒子 002 看{見}了一個女兒。003 他覺很[得]這個女兒

很好看。004 所以他覺定[決定]，他給她寫一個喜歡的信。005 他不知道她是什麼， 

006 他太[只]知道她真好看的。007 他帶來這個信和 008 所以這樣他覺定[決定]他

要認識這個女兒。009 他準備他看女兒的時候的說什麼："很高興認識你"。[他準備

看到女生的時候，要說的話："很高興認識你"] 010 他去{了}很多時間。011 他看

{到}好看的女兒的時候，012 他忘{了}他要說什麼。013 也他覺得她是最好看的女

兒的。014 他給她一個信和花，015 然後{就}去他的家[回家]{了}。 

[M1]  001 有一個男生叫大為，002 雖然他比較帥，003 可是他沒有女朋友。004

有一天他在外面走來走去的時候，005 看見了非常漂亮的女生。006 大為馬上愛上

了她。007 她在家賣足球用品的商店工作。008 為了得到她的愛，009 大為給她寫

了一份表示愛的信，010 還買了又好看又很香的花。011 他心里準備好以後，012

就向那家商店出發了。013 他心里想："我要和她說很高興認識你！" 014 大為到那

邊的時候，015 就發現了，這個女生的個子非常高，比他高得多！016 他嚇了一跳， 

017 她只笑了一笑。  

[M2]  001 有一天小利路過運動商店，002 在里面看見了美女，003 馬上談了戀愛。

[馬上愛上了她] 004 走路想，005 家里想，006 終於決定給她寫封信。007 寫完了， 

008 他再看了一眼，那封信，009 覺得這個方式有點兒老。010 那就給她買鮮花吧。 

011 他很高興地去花店，012 買了昂貴的花 013{然後}去找那個美女。014 小利連

要跟她說什麼，015 他越走越覺得緊張，016 他越走越覺得緊張，017 但小利的特

點是，他一決定做什麼，肯定會做到。018 快要到商店前，019 他遇到了那個美女， 

020 嚇一跳，021 他突然不知道該怎麼辦。022 美女先跟他說了…… 023 後來他們

變成了男女朋友，024 現在打算結婚。 

[M3]  001 有一天小王去商店買運動服。002 他一進去，003 就看了[到]一個非常

票亮的美女。004 她的目睛大大的，005 頭髮長長的。006 她在賣籃求。007 小王

覺得她票亮，008 想跟她認識。009 小王回家以後 010 就寫了一個信。011 里面他

寫今天一看見她就喜歡上了她。012 這是第一次他這麼快愛上了一個人。013 小王

決定再去商店跟她見面，014 給她寫的信。015 走路的時候[在路上] 016 他還買了

一些花 017 想[希望]那位美女會喜歡它們。018 整個路上小王{都}在想一個句子：

很高興認識你。019 但是他逐漸看了美女 020 他吃[了]驚了。021 美女這麼高！ 

022 因為小王不太高，023 所以他沒說一句話 024 還是離開了。  

[M4]  001 小王下課的時候 002 看到了一位女人。003 他認為這位女人特別美。 

004 在家里[回到家里]小王要寫一封信給他的夢想女人。005 後來他要去賣[買]給

這位女人一些東西。006 他好好想一想他給女人要說什麼，007 可能他會說他很高

興認識她 008 小王學得[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如[開始]。009 可是當馬信和賣[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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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時，010 萬沒想到這位女人多大。011 最後小王看到{了}這位女人，012 他就

知到[知道]對他來說，這位女人太大，013 可能她此小王大十五歲。014 由於這個

問題，015 小王不能愛這位女人。 

[M5]  001 有一天，{有}一位男人 002（他是我的朋友，003 但是請別說[告訴]其

他人們我知道他）004[他]看得到非常漂亮的女生。005 當他看見她的時候，006 他

愛上了[她]。007 但是怎麼辦呢？008 這位女生是非常有名的歌手。009 啊呀！可

是他的朋友跟他說了：別放棄啊！010 所以他覺定[決定]寫給她一封信。011 他還

買了鮮花，012 穿了漂亮的衣服，013 然後他覺定[決定]跟他的愛情歌手見面。014

他非常高興，015 可是見面她的時候，016 他突然知道，她的個子非常高。 

[M6]  001 三個星期一前[以前]，我去過城市中心買一些東西。002 走路[的]時候， 

003 我在廣告上看過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美女。004 她可能是體員，005 因為在她手

面有一個球。006 回到家裏，007 我意識到我不會停止想她，008 所以我一定要見

面她！009 我寫了一封信，010 然後就發給了她。011 上個星期我們在小廣場決定

見面。012 我買了幾個魅魅，013 準備告宿[告訴]她"我很高興認識你"。014 但是第

一次見面她的時候，015 我發現了她比我高一米，016 只說了"很高"。017 以後，

我們離開了，018 再沒有見面。 

[M7]  001 有個無名的城市裏 002 住過一個男性的小朋友。003 他很喜歡出去玩。 

004 有一次他出門時 005 在路上見過一個很漂亮的女人。006 那時她在超市的玻

璃窗放一個球，007 按裝[安裝]得很不錯，008 很有看覺。009 小朋友看到這個情

境後 010 馬上就愛上了她。011 他回家後 012 馬上來給她寫一封信給美女 013 表

示信舉。014 第二天早起奔跑商店買一朵花[去買花]。015 第二天早起奔跑商店買

一朵花[去買花]。016 當然沒忘記拿着前天寫的一封信。017 他很急張去找那位美

女。018 小朋友到超市時 019 美女剛下班出門。020 小朋友一看見她 021 就下[嚇]

死了。022 那位美女本來[原來]高於他一米多。023 從那時候小朋友再次[再]也沒

愛上美麗的女人。  

[M8]  001 王先生是一個很小的人。002 這是他的最嚴重的問題，003 因為沒{有}

女人喜歡他。004 星期五早上他去工作的時候，005 他看到一個女人很美。006 他

一看到她 007 他就愛她。008 他很高興。009 王吧很多文童寫約他的新愛人。010

他想她兩天{了}，011 然後星期一早上王和美女見面了。012 王先生還很高興 013

他首先[一開始]不看看她非常高，014 他們的面會很好。015 他們說再見的時候， 

016 他紛紛看他新女朋友非常高。  

[M9]  001 有一個男孩子。002 他回家的時候 003 看見一位女性{在}打球。004 他

完全不能忘記她。005 最後男孩決定給她寫信。006 在信裏面，孩子說明自己的感

情：一眼變愛。007 但是連女性的名字他也不知道。008 他打算回到運動場見面她。 

009 見面之前 010 去買禮物。011 孩子在路上想象他要說什麼，012{想像}他們兩

人的關係會怎麼樣。013 孩子一旦到了運動場，014 就決得[覺得]驚奇。015 理想

的女性身體比他的高。016 此後他發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