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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泰語能願動詞 

在教學上的對比研究 

            中文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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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能願動詞，又稱為助動詞或情態動詞，在能願動詞的使用詞頻表

上，「會」、「能」、「可以」是使用頻率很高的能願動詞，又是對外漢語教

學中最先學習到的能願動詞，同時也是偏誤列表上，偏誤率最高的三個能

願動詞。「會」、「能」、「可以」本身在語義上就有許多重疊的部分，但即

便是語義上的通用，在語用及意願上還是有些微的差距與表意的不同。這

些微的差距，也成為外籍生學習漢語的難點。漢泰能願動詞是具有相對應

又相對封閉的一個語法和語義範疇，因此而具有跨語言的可比性，這種可

比性在語言習得過程中對學習者會產生一定的干擾，進而導致遷移性的語

際偏誤。 

對於習慣接受直接翻譯法學習外語的泰籍學生而言，這三個能願動詞

與泰語的最大對應詞就只有「ได」้（dai）一詞（對應詞不只有「ได」้）。因

為泰語口語中的「ได」้既可以表示能力，又可以表示可能、允許之義，對

應於漢語的「會」、「能」、「可以」，不僅有很多義項，意義又很接近，

要能區辨清楚能願動詞間些微的語義差異，對於泰國學生來說，並非一蹴

可幾之易事。 

本文透過「會」、「能」、「可以」之完整語義架構的整理，與泰文

的「ได」้（dai）進行對比分析，同時蒐集北語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的泰籍

留學生使用「會」、「能」、「可以」的偏誤例句進行分析，探究其偏誤

發生的原因，進而針對泰籍學生的學習歸納、設計出有效的教學策略。 



ii 

A Contras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Thai Modal 

Verbs in Pedagogical Perspectives 
 

Absract 

 

Keywords: Modal verb、Polysemy、Error analysis、Pedagogical grammar、
Zero instruction 

 
The word “能願動詞” in Chinese, we also call them “Auxiliary verbs” or 

“Modal verbs”. On the list of “words using frequency”, “May”, “Can” is the 
model verb which has been used in high frequency, and they are the first words 
of model verbs the foreigner learned. Meanwhile, these three words on the list 
have been misused with high frequency.“May”, “Can” have many parts of 
overlap in the words meaning. Although these words are in common use,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having many differences of the words using and their 
meanings. These differences are to be the difficult for a foreign studen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The meaning of Chinese – Dai verbs include 
correspondence and self-contain characteristic to grammar and meaning. 
Therefore, it is comparable between languages; it will make some interference 
for learner, and lead to language mistakes of its transfer learning. 

    For Thai-students who used to learning foreign language by direct 
translation, these three words have the best correspond to Thai only the word 
“ได”้. (But the correspond words not only “ได”้). The word “ได”้ in oral language 
of Dai means “Ability”, it also can mean have possible or allow. Correspond to 
Chinese “hui4”, “neng2”, “ke3yi3”, it not only includes many items but also 
close to the meaning. Therefore, it is hard to know how to find differing aspects 
between these words. 

    Through this thesis, we sort the complete language model for “May”, 
“Can”; it contrast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ai” and Chinese. Collecting and 
analysis the sample sentences which been misused by foreign students. Finding 
the reason why they caused the misuse, then focus on Thai-students learning; 
figure out the effective strategy of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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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漢語動詞中的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運用，本身在語

意上就有許多重疊的部分，語詞間即便是可以互相通用，根據語言經濟原

則，在語用及意願上還是有些微的差距及表意的不同。這些微的差距，對

於外籍學生的學習就是個學習應用的難點，尤其是對於習慣接受直接翻譯

法學習外語的泰籍學生而言，這三個能願動詞與泰語的最大對應詞就只有

「ได」้（dai）一個詞。當然還有其他單字詞的對應，但是並沒有表示意願

或許可或能力的意義，因此本文僅選取「ได」้（dai）一詞相互對應、比較。

希望經由能願動詞「會」、「能」、「可以」完整的語義架構與泰文「ได」้

（dai）的比較分析，針對泰籍學生的學習，歸納出對泰籍學生的教學策

略，提出可能的教學活動。 

    對於學習漢語的泰籍學生而言，對漢語中的語法認知並不困難，較為

人所卻步的無非就是漢字的學習（這也是多數學習漢語的外籍學生所共有

的問題）、語義的認知及語用表達，尤其是多義詞、近義詞的使用。對泰

籍學生來說，只用最大對應詞「ได」้（dai）來對應漢語的能願動詞「會」、

「能」、「可以」，在學習及語用上是極易造成混淆的。究竟應該如何讓

泰籍學生確實掌握三者語用的時機，是三者並列教學，還是個別學習？是

一次將所有語詞意思全部講解完，還是一次只講解一個常用的意思，最後

再統整三者的意思？對外漢語教學的目的，是要讓學習漢語的外籍學生能

學會如何在適當的時機，運用正確且適合的目的語進行交際，如果只是句

法結構的熟練，就無法達到語言交際的目的了。透過分析及對比，企圖找

出泰籍學生容易接受的理解方式，即是筆者所欲探討的重點。 

雖然對於能願動詞的研究，許多學者都有所著墨，但對於能願動詞一

詞，究竟應該說「助動詞」、「情態動詞」或是「能願動詞」，至今仍然

莫衷一是，支持不同名稱的學者，各有其相關的研究與理論支撐，在此選

用「能願動詞」一詞，是根據其語義為能力或意願的語詞，也較符合本文

在對漢泰兩種語言的能願動詞語義對比上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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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學習漢語這股熱潮席捲全球，中泰雙方交流亦日漸頻繁，泰國學

生學習漢語的比率也每年在增加當中，甚至在泰國的國際學校裡，也將漢

語設為必修的第二外語，在這股瘋漢語的熱潮下，我們卻沒有太多針對泰

國學生學習漢語遇到的難題及漢泰兩種語言間的差異等相關研究可供參

考，這也讓身為對外漢語教師的我們，在教學上顯得力不從心。 

筆者在泰國從事漢語教學工作三年多，前兩年面對的是泰籍大學生，

年紀約在十九到二十二歲左右，這些學生都不是漢語專業，多數是觀光科

系及商業科系的學生，中文是他們的必修課程，但是每星期只有一次，三

堂課，三個小時，在這樣學習時數不多、練習時間不多的情況下，幾乎是

每三個星期就要上兩課，每一課生詞約 20-30個，語法點約 2-4個，很多

情況下，是泰籍學生根本無法消化、吸收這大量的生詞及語詞，在無法充

分了解這些語詞的情況下，對於後續的學習自然造成困難。筆者在課堂上

使用的是鄧進隆的《初級實用漢語課本Ⅱ》，是以泰文翻譯的教材，這是

第二學期所使用的，兩冊共三十課。教材安排「會」、「能」、「可以」

三個字同時出現在第二冊的 26 課，三個字都稱作能願動詞，「會」的泰

文解釋是「ได」้（dai）、「เป็น」（ben）、「สามารถ」（samart）；「能」的泰文

解釋也是「ได」้（dai）、「เป็น」（ben）、「สามารถ」（samart）；「可以」的泰

文解釋是「ได」้（dai）、「สามารถ」（samart）。教材中在句型上只解釋了「請

求允許」用的語詞是「可以、能」；「禁止」用的是「不能」；在語法點的

解釋上，同時列了「會」、「能」、「可以」三個能願動詞，說明能願動

詞經常放在動詞前，表示自己想做某事或自己能做的事。能願動詞前可加

上否定副詞「不」，疑問式除了用「嗎」之外，也可以用「A 不 A」的格

式。另外，對於「會」的解釋，表示一定要學過才會發生的，如：你會不

會游泳？對於「能」及「可以」的解釋，表示以前不能做，但現在學會了

就能了。例如：他現在能看中文雜誌。/我可以翻譯這本書。也可以用來

表示請求或請教或禁止做某事，例如：可以進去嗎？/閱覽室裡不能吸菸。

特別注意的是，「可以」的否定表示禁止用「不可以」，但一般來說，

「能」、「可以」的否定用的是「不能」。這課上完後，課後練習就是一

篇填空的短文，必須將這六個能願動詞填進短文中。筆者發現，語詞填空

的錯誤率很高，但分開測驗單字、單句時比較沒有多大問題，只要三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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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測驗就完全亂了章法，很明顯的學生對這幾個能願動詞的語義沒

有完全理解，也或許與學生的學習態度或老師的講述有關，這也讓筆者不

得不去思考，除了練習的不夠外，語義的理解是他們面臨這三個能願動詞

最大的問題。該用什麼樣的方式教授，他們才比較能理解？對於泰籍學生

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如何習得、可能產生的難點為何、可能產生何種偏

誤、造成偏誤的原因為何……這一連串的問題都引起筆者研究的興趣。 

    因此，本研究擬針對以泰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在學習漢語能願動詞

時，可能遭遇的困難及產生偏誤的原因分析，進行一套可能的教學策略及

建議。除了進行這三個能願動詞的句法結構、語義辨析之研究外，也透過

漢語和泰語的對比分析，以及泰籍學生在學習漢語能願動詞「會」、

「能」、「可以」所出現的偏誤分析，找出學習者的偏誤類型及原因，並

以此進行教學排序及有效的教學策略，希望能幫助學習者清楚分辨漢語能

願動詞「會」、「能」、「可以」真正的使用時機，已達正確有效的學習

策略及運用。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漢語中表示能力和意願類的詞稱為能願動詞，它們是屬於動詞中的一

個次類，有些學者把它們當成助動詞，有些把它們當成副詞類，有些能願

動詞又同時是動詞類的成員。本身具有複雜義項的能願動詞，在泰籍學生

學習漢語複雜的語法結構的同時，再加上許多詞彙的近義詞及多義性，相

信這對學習漢語的泰籍學生來說，都是件不容易的事。 

然而，一詞多義、近義詞的使用現象，漢泰兩者皆然，除了詞彙本身

的意義之外，還有語境及文化生活習慣之不同。就語感而言，我們很難具

體說明一些詞彙使用的時機與意義，這對於正在學習漢語而尚未建立語感

的二語學習者而言，是一個學習上的難點。所謂的語感，任何語言的母語

使用者皆然，第二語言的學習者想要建立這樣的語感，必然要對第二語言

有相當程度的學習或深入第二語言的文化、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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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和泰語存在著跨語言差異性的特徵，本研究將針對以泰語為母語

的學習者，探討「會」、「能」、「可以」與泰語能願動詞的「ได」้（dai）

兩語言，在句法結構及語義功能兩方面的差異性。在句法結構方面，分析

漢泰能願動詞在句中的位置及用法上的差異；在語義功能方面，討論漢語

能願動詞「會」、「能」、「可以」與泰語「ได」้（dai）的相對應程度，

及如何辨別其中的差異。同時，從 Hsk語料庫中收集泰籍留學生的偏誤語

料，探討學生使用「會」、「能」、「可以」的偏誤類型，以及可能發生

偏誤的原因，並試圖針對其可能產生的偏誤進行防堵性教學策略。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二：一是內容分析法，對收集到的語料訊

息進行量化描述；二是偏誤分析，透過北京語言大學所建置的 Hsk動態作

文語料庫的語料收集，進行偏誤分析及研究。 

一、內容分析法 

「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並非直接從研究對象哪裡獲取

研究所需要的資料，資料來源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管道，主要是對所蒐集到

的現有的資料進行分析研究，這些現有文獻資料的來源，大多來自個人文

獻、官方文獻、大眾傳播文獻。而本文所分析的語料，來自北京語言大學

所建置的「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此語料庫是為測試母語非漢語者（包括

外國人、華僑和中國國內少數民族人員）的漢語水平而設立的國家及標準

化考試。本研究將從語料庫中提取「會」、「能」、「可以」三個語詞的

語料文獻，提取的對象為參加漢語水平考試的泰國人。與問卷調查收集到

的語料不同之處，問卷語料是有目的性、針對性，限制填問卷者在一個預

定的、經過設計的框架中回答問題，而 HSK動態作文語料庫中的語料，被

測試的對象是經過思考、理解所寫出的篇章語句，選用詞語的過程中較不

會受到研究者研究設定的影響而改變，所以取得的語料在研究上的呈現較

為客觀，收集的內容也較為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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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先檢索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中，泰籍留學生使用「會」、

「能」、「可以」的所有語料及偏誤語料，接著進行語料分析，對照語料

庫中對偏誤的紀錄與偏誤的整理，最後再分別統計三個語詞的偏誤率。在

比對語料的過程中，有些偏誤紀錄是因為兩岸不同的習慣用法，有些是簡

體字寫成繁體字的偏誤，有些句子重複出現在語料中，這些錯誤在語料比

對的過程中，都將予以剔除，不能列為偏誤語料。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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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和規律。學習漢語的外籍人士，在學習漢語

的過程中，當語感尚未建立時，常以模擬套用的方式進行簡單的推導，這

對於某些對應的語言規則或語詞，不失為一種快捷的學習方式，然而對於

特有的語言現象則常成為導致偏誤的原因。 

泰籍學生在學習漢語時，多多少少都會受到自己母語的影響。例如，

泰籍學生常會把「我在餐廳吃飯」說成「我吃飯在餐廳」。這是因為泰文

介系詞的詞組在句中的位置是在動詞詞組後面，而中文介系詞詞組卻是在

動詞詞組前面，泰籍學生在漢語的習得過程中，常會受到自己母語的負遷

移影響的緣故。因此，有相同母語背景的學習者，在學習同一種外語時，

大致上也會出現類似的錯誤。本研究先利用對語料庫進行偏誤語料的檢

索，歸納泰籍學生在使用能願動詞「會」、「能」、「可以」時發生的偏

誤類型，再根據其偏誤類型進行偏誤類型的探討，分析偏誤產生的原因來

自於內在因素的母語負遷移、語內遷移或學習策略，抑或是外在因素如教

材編排或教師教學不當所引起的。最後藉由偏誤原因的探究，歸納出學生

習得時可能發生的偏誤，期望在教學上進行有效的教學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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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論文架構 

本論文架構共分為七章，第一章為導論，主要在說明本論文的研究動

機與目的、研究中所欲探討的範圍及實施研究的方法，並簡介本論文大致

上的架構。第二章則是對能願動詞的文獻探討，整理各學者專家的文獻，

以「能願動詞」一詞行之，定義「會」、「能」、「可以」的語義、用法

及語用功能，並以此作為後續進行漢泰能願動詞對比分析的基礎。 

第三章是對泰語能願動詞進行基本的研究，釐清泰語能願動詞的基本

結構與用法，比較漢泰能願動詞在語法結構上的異同，同時對漢泰能願動

詞進行語義對應與比較分析。第四章將分析對應語義最大範圍的泰語能願

動詞「ได」้（dai）與「會」、「能」、「可以」的個別語義對比，並根據

對比分析的結果，對泰籍學生在學習漢語能願動詞「會」、「能」、「可

以」時可能發生的偏誤預測。 

第五章則利用內容研究法與偏誤分析，檢索 HSK動態作文語料庫中，

泰籍留學生在使用漢語能願動詞時的偏誤類型、比例，進行統計與歸納整

理，以偏誤理論為基礎，試圖從心理語言學角度推測泰籍學生偏誤的主要

來源及原因之探究。在第六章中，探討漢語能願動詞在教學語法上的應

用，根據困難層次的延伸，兼具語法與結構的排序原則，企圖對能願動詞

的語法排序及教學順序提出教學建議及適合泰籍學生的學習對策，並針對

「會」、「能」、「可以」設計教學活動。最後，在第七章提出本研究之

結論，並說明研究中的限制與未盡之事宜。 

 

第五節  名詞解釋 

1.能願動詞（modal verb）：是動詞中的一個次類，動詞中表示「可能」、

「意願」之類的詞。 

2.多義詞（polysemy）：是一詞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意義，這幾個意義之

間有明顯、必然的聯繫，從一個基本意義或由共同中心概念派生出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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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多義現象中，多義詞的形成不是任意的，是有其內在認知基礎和規律，

是由基本語義或中心概念通過認知的規律思維方式引伸出該詞在不同語

境的各項義項。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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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而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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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學語法（pedagogical grammar）：就是教學法加上語法分析，不是傳

統以經驗為主的語法教學，乃是一定義清楚的理論體系，在語法教學的實

踐與執行背後的一般性的指導架構，相對於理論語法，理論語法是教學語

法的基礎。教學語法的目標：在幫助學習者有效學習，讓學習者習得目的

語，並達到溝通的目的。教學語法不是理論語法的簡化分析，而是融入第

二語語言教學理論，重視語言學習者的個別差異。即兩個不同背景的母語

者，所需要學習的語法列表也不同。 

5.零教學（zero instruction）：是指教師的教學是不必存在、不需要的。

比如某個漢語語法點是不用教，也不需要指導，因為在跨語言的差距上，

這種特定情形表示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幾乎沒有距離。這一類的語法點都

可以標記為「零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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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漢語能願動詞之文獻探討 

何謂漢語能願動詞？關於能願動詞的名稱，目前說法尚未統一，有些

學者稱為「助動詞」，如呂叔湘（1942）、趙元任（1984）、Li & Thompson 

（1983）、胡裕樹（1992）、孫德金（1996）、邢福義（2001）、丁聲樹（2002）、

魯曉琨（2004）、陸慶和（2006）；有些學者稱「情態動詞」，如趙元任（1984）、

謝佳玲（2002）、湯廷池（2006）；有些學者稱「能願動詞」，如劉月華、潘

文娛、故韡（1996）、王力（1987）、馬慶株（1992）、黃郁純（1999）、邵

敬敏（2001）、盧福波（2011）。其中「助動詞」是以這類詞的功能來命名

的，是注重語法特徵的名稱；「情態動詞」是根據說話人的生活經驗主觀

推測的，即是情態表現（魯 p47）；「能願動詞」注重的是語義功能的名稱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多使用能願動詞，且本研究主要在探討的是偏誤率偏

高及語義、語用上易混淆「會、能、可以」與泰語的「ได」้（dai）之對比

關係，據此三者之能願義而採用「能願動詞」為本論文之研究主題與名稱。 

 

第一節 能願動詞的文獻回顧與定義及語法特徵 

一、能願動詞的相關文獻與定義 

關於能願動詞的名稱，各家學者根據其功能、語義等特徵而對其命名

亦有所不同，有些學者稱為「助動詞」，有些學者稱「情態動詞」；有些學

者稱「能願動詞」。我們先從各語言學家文獻中整理出相關名稱、定義與

範圍。 

（一）助動詞（auxiliary verb） 

《馬氏文通》模仿西語的助動詞建立了漢語的助動詞類，稱為「助動

字」。在馬建忠看來，助動字之所以被稱為助動字是「以其常助動字為功

也」，章士釗在《中等國文典》（1907）中將助動字改為助動詞而沿用至今；

黎錦熙在《新著國語文法》中，認為助動詞為「幫助動詞」，並有「前附」

和「後附」的區別；王力的《中國語法理論》認為助動詞的定義為「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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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動詞，以表示行為的性質者」；呂叔湘在《漢語語法分析問題》指出：

按照詞的功能分類，稱為「助動詞」。助動詞這個名稱是從英語語法引進

來的，原文的意思是輔助性的動詞。很多人以為是輔助動詞的詞，那是誤

會。兩者的區別在於「輔助性的動詞」仍是動詞，把助動詞看做動詞的一

個小類或附類，仍具有動詞全部或部分語法特點；「輔助動詞的詞」則可

能是動詞，也可能是其他類詞如副詞、形容詞，某些名詞、數詞也可以輔

助動詞表達情意，但它們均無動詞的語法特徵。（助動詞中最具代表性的

兩小類詞是「可能類」和「意願類」）。 

因此，這裡的助動詞指的是「輔助性的動詞」，是動詞中一個比較特

殊的小類，不同於動作行為類動詞，也不同於一般性的副詞，可見助動詞

是從其結構意義來命名的。 

（二）情態動詞（modal verb） 

情態（Modality）是指說話人對句子所表達的內容的主觀態度，被看

做是說話人對一個狀態或命題的認知上、情感上和意願上的態度。Lyons

（1977）曾論及情態的兩個重要因素：1.主觀性（subjectivity），指說

話人對句子所表達的命題或對句子所描述的情景的觀點或態度；2.必然性

（necessity）和可能性（possibility），說話人保證命題在部分可能世

界為真，即為「可能性」，說話人保證命題在所有可能世界為真，即為「必

然性」。凡表示說話人主觀態度並與「可能性」和「必然性」相關的命題

外成分，所表達的都是情態意義，因此情態意義可以用多種形式來表達。      

Palmer（1979、1986）指出情態的定義為說話者主觀的態度與觀點在

語法上的體現，將情態範疇分為：1.「道義情態」（deontic modality），

涉及對動作、狀態或事件的影響表達一種指令；2.「知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本質上是對命題的真實性做出判斷；3.「動力情態」（dynamic 

modality），與說話人的主觀態度無關，分為兩小類，（1）表句子主語的

能力或意願，如「他能說德語」。（主觀態度）；（2）表一種客觀的可能性

或必然性，如「太陽出來了，對面的山能看見了」。（客觀條件） 

    Perkins（1983）認為情態是一個事件或命題得以成立獲得以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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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處的概念語境，也就是所謂的可能世界，與 Palmer 一樣將情態分為

三類；Quirk（1985）指出情態為一個子句的語義受到某種限定，以便反

應說話者對於命題成立的可能性判斷，將情態態範疇分為「外在情態」（表

可能性、必然性與預測）及「內在情態」（表許可、義務與意願）。 

Bybee,Fleischman 認為情態為語言傳達的一種語義類型，語義範圍涵

蓋很廣，包括命令、願望、意圖、假定、潛力、道義、懷疑、勸告、感嘆

等；將情態分類為認識、施事導向、說話者導向。 

（三）能願動詞 

最早使用這個名稱的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問世的「暫擬漢語語法教學

系統」。李人鑒先生認為此一名稱來源於王力先生的《中國現代語法》中

的「能願式」；呂叔湘先生卻認為助動詞又叫「能願動詞」是由於「助動

詞裡有一部分是表示可能與必要的，有一部分是表示願望之類的意思…」

由於這類詞在語義上有的表可能、必要，有的表願望，因此人們又稱為「能

願動詞」，由此可知，能願動詞是從功能意義方面來稱謂的。 

到目前為止，「能願動詞」雖然不是大家所一致使用的名稱，對其範

疇界定的爭論也很多，但本研究以「會、能、可以」三者對泰語能願動詞

的語義分析對比與使用偏誤為基礎，加上在漢語教學上多使用「能願動詞」

一詞，因此本文採用教學上普遍運用及語義上較為清楚的「能願動詞」。 

二、能願動詞的語法特徵 

趙元任（1968）將動詞劃分為及物動詞跟不及物動詞，主要不是根據

動詞有沒有賓語來決定，而是看他們所帶的是哪種賓語。及物動詞能帶任

何賓語，不及物動詞只帶同指賓語跟可以倒裝做主語的賓語，助動詞則為

其中一類。 

劉月華等（1996）將動詞分為動作動詞、狀態動詞、關係動詞與能願

動詞，能願動詞是一個封閉的類，數目有限，但意義複雜，又具有不同於

一般動詞的語法特徵，所以單獨提出一類出來討論。 

鄧守信（1974）把能願動詞歸為「動詞三分法」中表示性質或狀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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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動詞」，狀態動詞包括心理動詞、能願動詞、形容詞和關係動詞如

「是」等動詞，其主語或受事者（patient）無法控制其性質或條件。比

如，一個人可以決定學（動作）一個語言，但他不能決定知道（狀態）一

個語言。知道一個語言是一種狀態，是由學習語言的動作而來的結果。 

能願動詞是動詞附類，動詞的分類，一般的做法是根據動詞的表義功

用進行分類，也有的動詞分類是根據動詞的句法功能差異。動詞的語義具

有不同特徵，具有不同特徵的動詞往往也會有不同的功能，兩者間是相互

影響且息息相關。有些動詞具有比較強的個性及特徵，雖然數量不多，但

十分重要，因此而被分為動詞附類，能願動詞即是重要的動詞附類之ㄧ。 

關於能願動詞的語法特徵，本論文綜合了劉月華等（1996）陸慶和

（2008）、趙元任（1968）、陶煉（1997）、盧福波（2011）五位學者對

能願動詞的語法描述彙整如下表。  

表二-1各學者描述能願動詞語法特徵表 

                    學者論述 

語法特徵 

趙元任 劉月

華等 

陶

煉 

陸慶和 盧福波 

1.可單獨做謂語，主要出現在答句中          

2.肯定、否定並列的疑問句（X 不 X）           

3.能受某些副詞加強與修飾           

4.能願動詞的賓語是動詞、形容詞及其短

語，不能直接接名詞或代詞 

        

5.能願動詞不接「了、著、過」          

6.可充任謂語、定語，有時作主語       

7.能受否定副詞「不」修飾         

8.沒有重疊式、進行式、完成式、命令式        

9.意義許可時，能願動詞可連用           

10.「不＋A＋不」形式        

   能願動詞的主要用法是充當狀語，與副詞不同的地方是可以單獨做謂

語，與一般動詞的區別主要在於：不能帶賓語、不能重疊、不能帶時態助

詞、大都能用在「X不X」的格式中等，但仍有些許不同與語義差異。其他

語法特徵則在某些特定條件限制下，符合能願動詞的語法結構。 

趙元任（1968）另外提及了表示程度的同指賓語可以跟在第二個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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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而不屬於助動詞。如：能去三年的「三年」，是「去」的賓語，不

是「能」的賓語；表示次數的同指賓語也屬於第二個動詞或整個詞組，而

不單屬於助動詞本身。 

陶煉（1997）認為助動詞能以「A 怎麼樣」提問，較常見的是「A 怎

樣 V」或「AV什麼」問句。如：發了一場大脾氣，又能解決什麼問題？盧

福波表示，能願動詞承擔句子的表意主體，作為謂語時，前面不能用「把、

被、向、給」等介詞構成的狀語，也不能用描寫性狀語，如果句子需要，

這類狀語可以放到後面的動詞前。如： 

我今天能把這項實驗完成。 

＊我今天把這項實驗能完成。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能願動詞的否定之否定並不等於肯定， 

有些在語用及篇章上的應用則有肯定之意。比如： 

不能不去=必須去≠能去      不會不去=肯定去 

不可不去=應當去≠可以去    不可能不去=肯定/必然去 

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主要是否定強度的不同，也與各語詞本身的能願

義有關。能願動詞表示的是其所帶動詞的能力、可能、意向或希望等等，

而「會」、「能」、「可以」三字在語法特徵及語義上又有諸多相似用法

及相近語義，同時也是許多學習漢語的外籍人士的一個語法難點。接下來

即針對「會」、「能」、「可以」三個多義詞的語義與泰語的能願動詞「ได」้

（dai）相互對比其語義及用法，希望能對學習漢語的泰籍人士有所助益。 

 

第二節 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語義分述 

   及語用 

對於能願動詞的研究與著作為數不少，各學者專家也提出了精闢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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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或解釋能願動詞的語義，或探究能願動詞之誤用，或比較能願動詞之

異同，或藉由中介理論之探討，以釐清漢語學習者發生偏誤之因。本研究

將以各家學者對「會、能、可以」的相關語義論述，作為能願動詞「會、

能、可以」的語義理論基礎。 

一、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語義文獻 

本文結合了朱德熙（1982）、趙元任（1968）、劉月華等（1996）、呂

叔湘（1980）、丁聲樹（1961）、周小兵等（2007）、陸慶和（2008）及彭

利貞（2007）等學者對願動詞「會、能、可以」的語義表列及歸納如下。 

表二-2語法學者對「會、能、可以」的定義表 

能願

動詞 
語  義 

丁聲樹

（1961） 

朱德熙

（1982） 

劉月華

等（1996） 

趙元任

（1968） 

呂叔湘

（1980） 

周小兵

等（2007） 

彭利貞

（2007） 

陸慶和

（2008） 

會 

1.懂得做某事，

或經學習後具

備某種能力。 

               

2.擅長做某事。      

作動詞用 

        

3.表示客觀的可

能性。 

               

4.表示可以實

現。（承諾） 

            

能 

1.表示有能力或

有條件做某事。 

          

否：不能 

      

2.表示擅長做某

事。 

        

可加

「很」 

否：不能 

   

3.表示可能性。          

否：不能 

      

4.表示某種用

途。 

       

否：不能 

     

5.表示情理上許

可。 

          

用於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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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否定 

肯定：可

以 

6.表示環境上許

可。 

         

用於疑

問、否定 

肯定：可

以 

      

7.表示具備某種

客觀條件。 

           

8.表意願。         

可以 

1.表示主觀上具

有某種能力。 

             

2.表示客觀上的

能力。 

           

3.表示某種用

途。 

          

4.表示允許、許

可。 

                

5.表可能性。               

6.表值得。             

   「會、能、可以」基本上都是屬於多義詞，綜合以上學者對此三者的

分析歸納後，基本上有以下幾個基本語義項。 

（一）「會」的基本語義 

會 1：表示「能力」，大多是通過後天學習的能力或技能。 

會 2：表示「可能」，表示極高的可能性。 

會 3：表示「善於某事」，朱德熙（1982）、劉月華等（1996）、趙元任（1968）、

呂叔湘（1980）、周小兵等（2007）等學者都認為「會」有擅長做某

事的能力，在「會」之前可以加上「很、真、最」等程度副詞。 

會 4：表示「承諾」，黃郁純（1999）、謝佳玲（2002）、彭利貞（2007）等     

學者認為「會」尚有「保證、承諾」之意，表示說話人對某事成真的

承諾。例如：我說過我會保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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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話人用「會」來表達「保護你」的承諾。彭將「會」的這種意義概

括為「承諾」，即說話者自己承擔某種「義務」。 

（二）「能」的基本語義 

能 1：表示「能力」，主觀上具有某種能力，表示主語（人）具備有能力或

某種條件做某事。 

能 2：表示「善於」，「能」前面常帶有程度副詞「很、真、最」等。 

能 3：表示「可能」，從做某事的條件上來說，有做某事的可能性，一般出

現於疑問句或否定句式中，若表示主觀上或客觀上的可能性時，則不

再此限，語義重心在前。 

能 4：表「用途」，表示某種東西具有的工具性能，此時句子的主語只能是

無生命的主語。 

能 5：表示「許可」，此時的「能」只能出現在疑問句或否定句式中，表示     

說話人禁止聽話人做某事，或請求聽話人給予許可，允許做某事。 

（三）「可以」的基本語義 

可以 1：表示「能力」，「可以」表達的「能力」最接近事件的現實。 

可以 2：表示「用途」，一般是無生命主語具備的某種用途。 

可以 3：表示「值得」，呂叔湘（1980）、劉月華等（1996）人認為「可以」

有「值得」之意，表示值得做某種事情，但魯曉琨（2004）則認為

此種現象只是說話人的提議勸告。 

可以 4：表示「請求許可、准許」，表示說話人與聽話人實現某事的許可，       

也可以是某種社會的規律，分為情理許可和說話人的主客觀條件       

許可。 

可以 5：表示「可能」，「可以」表示廣義的可能，表 NP 具備不妨礙 VP 實       

現的條件，和「能」的替換率很大，約有 90%可用「能」替換。  

筆者根據各學者對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定義及基本語義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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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義項對照表，以說明相同義項下不同能願

動詞的差別。 

表二-3「會、能、可以」的義項對照表 

由上表列可看出，這三個語詞的多義性及複雜性。同一個能願動詞有

多個不同義項，而不同的能願動詞又有相同的義項，表達同一個意義或功

能的幾種不同形式有時甚至可以互換，為了明白三者的語義差別，根據上

述歸納表列，本文將在以下小節對「會、能、可以」三者進行語義重疊分

析。 

二、「會、能、可以」的對應語義分析 

（一）「會」vs.「能」 

筆者整理呂叔湘（1980）、盧福波（2004）、陸慶和（2008）、楊寄洲、

賈永芬等（2003）學者對於「會」及「能」的對應義項分析如下： 

1.表示可能、推測時的區別 

a.表示可能時的「會 2」，語義側重主觀臆測，分為意願的可能性和推測的

可能性，意願的可能性是獨有的意義，既可以表示積極的，也可以表示消

極的，否定用「不會」。如：沒想到他也會生病。另外，「會」可表示動作

完成、實現的結果，也可以在心理動詞充當謂語的陳述句中表示「可能」，

這類陳述句如改成疑問句就可以用「能」表示可能：如：大家都會（＊能）

喜歡她的。大家能喜歡她嗎？ 

b.表示可能的「能 3」，語義側重客觀分析，用於表示積極的可能，否定不

是「不能」。 

2.表能力、善於做某事的區別 

 能力 推估、可能 善於 許可、允許 條件 用途 值得 承諾 

會             

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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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會 1」表示學得某種本領，即後天習得的技能；初次學會某種動作用

「會」。如： 

a-1他會跳舞。 

a-2我會講三種語言。 

b.「能」表示具備某種能力或某種條件做某事，達到某種效率，還可以表

示經過鍛鍊、磨練而生成的能力、承受力、控制力。對於表能力的能，呂

叔湘的例句是： 

b-1我今天能做的事，有許多示過去做不到的。 

b-2他的腿傷好多了，能慢慢兒走幾步了。 

b-3因為缺教員，暫時還不能開課。 

b-4這些困難你能不，能克服？ 

就Hofmann（1993）與黃郁純（1999）的五大語義項 1分類，能力義的

「能」屬於capacity，在capacity下又細分三類ability、circumstance、

capability。所謂「有能力」就是ability（具有某種心智或身體的能力）；

「有條件做某事」就是circumstance（在某情況或條件下才有的能力或可

能性）。b-1 跟b-3的「能」隱含能力之意，是capacity下的circumstance，

指在某些條件下才有的可能與能力，可見「有能力」與「有條件做某事」

有很大的相關性。b-2是指恢復走路的能力，b-4 是指克服困難的能力，

兩者都屬於capacity下的ability。 

    a-1、a-2的「會」必須具備某種知識或訓練才足以表現的能力，強調

經由學習而擁有的能力。b-2、b-4的「能」不強調由學習得到的。就能願

義的強度 2（Hofmann所說的strength）來看，「會」似乎比「能」更強，

因此我們可以總是「會」，卻不一定所有的情況都「能」。像黃郁純（1999）、

                                                 
1
 Hofmann 將能願動詞的語義分為四大類：capacity、generic、deontic、epistemic，黃郁純

比較了 Hofmann 與其他文獻，加上 volition 而成為能願動詞的五大語義項。 
2黃郁純引用 Hofman 的邏輯概念分析各類能願動詞，認為 0-100﹪的能願強度少則分成三

等：necessary、possible、impossible，多則細分為五等：necessary、approximately necessary、

possible、approximately impossible、impossible，甚至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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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叔湘（1980）的例句： 

我會跳舞，可是有好幾個月沒有練習，不知道還能不能跳得好？ 

此例句中的「會」與「能」都是 ability，就 ability 的能願程度來

說，「會」是 necessary（經由學習擁有的能力，一旦你熟練它，該技能就

一直存在），是指「懂得如何做（knowledge of doing something 有

ability）」，「能」是 possible（應該可以表現的能力）。「會」與「能」雖

然都有 ability 之意，但並非完全相通而可以互換的，能願程度可作為它

們之間的差異指標之一。例如： 

跳舞我會是會，可是跳得不夠好。 

他很能團結同志。（句中的「會」與「能」則是不能相通的） 

    黃郁純（1999）引用 Sanders（1992）對北京漢語和台北國語在表達

能願動詞的差異的研究上發現，「innate ability/quality」一類的使用

有滿大的不同。北京漢語使用「能」與「會」的比例是 16：1，台北國語

則是 9：16。Sander 所謂的「innate ability/quality」即相對於「learned 

ability」。由於「會」本身具有複雜語義，使台北國語的「會」比北京漢

語複雜，而北京漢語的「能」與「會」又有所區隔，雖然都屬 ability，

但表達的能力卻不相同。 

「會」與「能」都可以表示善於做某事，可受「很、真、最」等副詞

修飾，但兩字側重的方面不同，如： 

    他真會說。/姐姐最會買東西。（強調動作有很高的技巧性）（無形） 

    他真能說。/姐姐最能買東西。（強調可以表現的能力）（有形實體） 

    但在語用層面上，表能力、善於做某事的「能」與「會」，又有正面

及負面語用的含意，例如：她很會吃。（表示量大方面，此時屬於較為負

面的語用）/她很能吃。（在語用層面上較為正面） 

根據「會」與「能」的個別語義與兩語義間的比較，整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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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4「會」與「能」之語義比較 

語    義 會 能 

1.表示能力、善於做某事 ＋ ＋ 

2.表示推測、估計之可能 ＋ ＋ 

3.表示後天習得的技能 ＋ － 

4.恢復某種能力 － ＋ 

5.達到某種效率 － ＋ 

6.表情理上不允許 － ＋ 

7.有某種用途 － ＋ 

要特別注意的是： 

1.表示可能、推測時，用「會」時估測的語氣更強，肯定句的句末常加「的」，

表示確信的語氣。 

2.表示能力、技能時，「會」側重由後天學習而獲得；「能」則側重與生具

備的能力。 

3.表示善於做某事時，「能」側重於「能量」，體現數字大；「會」側重於

「技巧」、有策略。 

（二）「會」vs.「可以」 

「會」與「可以」語義區別較為明顯，交叉應用的部分較少，一般文

獻上較少提出討論，筆者根據呂叔湘（1980）、劉月華、潘文娛、故韡（1996）

及王艷〈泰國初級學生漢語能願動詞偏誤分析〉（2009）一文，綜合整理

兩者語義比較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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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5「會」與「可以」之語義比較 

語    義 會 可以 

1.表示能力、善於做某事 ＋ ＋ 

2.表示推測、估計之可能 ＋ ＋ 

3.表示許可 － ＋ 

4.表示某種條件或用途 － ＋ 

5.表示意願 ＋ － 

6.表示值得 － ＋ 

此外，根據葉南（2005）對能願動詞的義素結構的分析，「可以」用

於第二、三人稱主語時，有〔＋允許〕、〔＋能夠〕的義素結構，表示允許

條件下的能夠；用於第一人稱主語時，只有〔＋能力〕或〔＋能夠〕的義

素結構（根據後面句法成分的語義決定）。 

（三）「能」vs.「可以」 

呂叔湘（1980：369）與盧福波（1996）皆認為認為「能」以表示能

力為主，「可以」表示可能為主；「可以」有時也表示有能力做某事，但不

能表示善於做某事。此外，「能」可以表示有某種客觀的可能性，「可以」

不行。 

筆者綜合呂叔湘（1980）、盧福波（1996）、楊寄洲、賈永芬（2003），

以及陳玉華（2000）、謝美鈺（1997）等論文，將「能」和「可以」的語

義區別整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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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6「能」與「可以」的語義區別 

（四）、「會」vs.「能」vs.「可以」 

1.表「能力」、「善於做某事」時三者的區別 

a.「會」表示學得某種本領，即後天習得的技能。初次學會某種動作

用「會」，恢復某種能力用「能」，如：小弟弟會走路了。他會下棋了。/

他病好了，能下床了。 

b.「能」表示具備某種能力，達到某種效率，還可以表示經過鍛鍊、

磨練而生成的能力、承受力、控制力。如： 

他能寫一手好字。 

小李 20 分鐘能打掃兩個房間。 

再大的困難，我都能克服。 

「會」與「能」都可以表示善於做某事，可受「很、真、最」等副詞

修飾，但兩字側重的方面不同，如： 

    語    義 可以 能   備   註 

1.表示善於做某事，以能力

為主 

（＋） ＋ 可以，表能力，但不表善於

做某事 

2.表示可能 ＋ （＋） 能，表示某種客觀的可能性 

3..表示情理上、環境上「許

可」之意 

＋ ＋ 1.肯定形式多用「可以」，否

定、疑問形式多用「能」。 

2.「可以」能單獨做句中謂

語，「能」不行。 

4.表示某種用途、條件 ＋ ＋  

5.表示值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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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很會吃。/他真會說。/姐姐最會買東西。（強調動作有很高的技巧

性）（無形） 

他很能吃。/他真能說。/姐姐最能買東西。（強調動作的量很大）（有

形實體） 

c. 表達「能力」的「可以」最接近事件的現實。 

    「可以」用於第二、三人稱主語時，有「＋允許」、「＋能夠」的義素

結構，表示允許條件下的能夠；用於第一人稱主語時，只有「＋能力」或

「＋能夠」（根據後面句法成分的語義決定）。如： 

你今天可以回家了。（允許） 

他可以住在這兒。（允許） 

我可以住在這兒。（能夠） 

我可以開車。（能力） 

2.表「可能」時三者的區別 

a.「會」表示可能時，分為「主觀設定的可能」和「推測的可能」兩種。

前者強調在主觀決定的基礎上，設定某事有施事的可能性，如：你放心吧，

我會去的。後者強調依據某條件進行的推測，如：他會來嗎？ 

b.「能」表示可能時，有客觀可能和主觀可能。客觀可能強調在某條件下

推測事情的可能性，如：你以為你出國就一定能賺大錢？主觀可能則為推

測主體已具備某條件，有做某事的可能性，如：他能回答你。 

c.表示可能的「可以」強調 NP具備不妨礙 VP實現的條件，如：放假了，

可以好好休息了。「放假」是好好休息的必要條件，不妨礙「好好休息」

的可能性發生。 

「會」和「能」在表示依某條件進行推測時，有時是可以互換的，如：

你覺得今天我們能贏/會贏嗎？但「能」較具積極性，不適用於消極性語

義範圍；「會」則具有中性特徵，當說話人表達負面評價時，不能用「能」。

如：只有品行端正的人才能/會受人尊敬，否則就會遭到所有人唾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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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會」與「能」能互換，第二個「會」則不行。 

在表示某種條件下 VP有實現的可能性時，「能」和「可以」多數是能

互換的，如：我今天有空，可以/能陪你去看電影。但兩者有時不能互換

是因為「能」具有積極性特徵，「可以」具有消極性特徵。 

 

第三節 漢語能願動詞的語用研究 

人們在交際活動中，很多時候不使用直接性的言語來表達他們的意

圖，反而使用間接性言語來透露訊息，而間接性言語行為則是言語行為的

的一種類型。Searle（1975：60）認為間接言語是指「通過實施另一種以

言施事行為來間接實施真正意圖中的以言施事行為」。在交際活動中，人

們想要表達的意圖往往比他說出的字面意思要多一些。而此間接性語言的

使用有以下五個目的：  

1.禮貌目的：減輕某些交際行為給面子帶來的威脅。  

2.表達自己的心理狀態：不願直接說明心裡的想法，而以迂迴的方式來表

達。 

3.修辭效果：使語言生動、有力而富有色彩。 

4.避免禁忌語：例如避免涉及性、排泄物或褻瀆的字眼或話語。  

5.排除在場的第三者：由於某些原因，不願讓在場的第三者了解自己與對

方的談話內容。 

所謂語用指的就是人（使用者）在一定環境（語境）中對語言的運用，

其意涵乃是語境的衍生義，本身仍有語義，只是會隨著語境而有不同的意

義（陳俊光，2007：192）。語境在言語的交際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何自然（2004）指出：「語境的重要性，能從指示詞與會話含意、語言行

為等研究中充分顯示出來。」 

一個句子通常可分為命題與情態兩大部分，命題為句子所代表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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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屬語義層面，命題的語義內容恆常不變；情態則代表發話者主觀的

情感或態度，屬語用層面，情態可隨語境而變化。語用學探討的是語言符

號與符號的使用者之間的關係，把語言放在語言與人、語言與人使用語言

的環境的關係中去考察，無論使用何種方法分析，只要被分析的語言現象

放進使用過程中，涉及語言的使用者和使用環境，所進行的就是語用分

析。ㄧ但採取這樣的角度觀察語言，語言在我們的視野中就不再是一個靜

態的詞、短語和句子，而成了人們在一定的語境中說出和聽遍這些詞、短

語和句子的動態行為過程。語言交際的基本單位也不再是句子，還可以表

現於交際溝通時，使發話者和受話者雙方在「合作原則」和「禮貌原則」

等會話規則上，成了請求、敘述、講解、提問、命令、威脅等運用語言的

行為。所以語用分析又稱為動態的分析，以區別於孤立的考察語言單位的

靜態的分析（邵敬敏，2001：265）。 

對外漢語教學時，不僅要教學生具有語言能力，能掌握漢語語音、語

法規則、詞彙使用等，更重要的是能使學習者知道在不同的語境下，如何

能熟練的使用正確的語言進行有效的交際溝通。還有一種常用方式是使 

用能願動詞作為禮貌的問句，如：「你能不能來？」要比「你來嗎？」

以及「你來不來？」來的間接且有禮貌。 

王振來（2002）在〈談能願動詞在句子表達中的作用〉文中探討，能

願動詞能調節句子語氣，為表達語氣的重要手段。所以在不同語體中，亦

要選擇使用不同的能願動詞。現提出以下四點說明： 

1.能願動詞是句子的語義重心---標記信息焦點 

王振來（2002）表示，能願動詞的使用隨著場合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

達功能，它負載著說話者的情緒、態度等，有時語氣緩和，有時能顯示說

話者的態度。信息焦點是指話語內容的中心所在，是說話人所刻意強調的

語義重心，可能為其興趣、態度等主觀的感受。而在能願動詞的句子之中，

能願動詞即為用來表達個人主觀情感、態度。由此得知，能願動詞句的語

義焦點不在後面的動詞上，而在前面的能願動詞上。故其後所接之謂詞性

結構為能願動詞的賓語，而能願動詞就是整個句子語義的重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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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讀書寫字。→對一般情況之描寫 

他能讀書寫字。→表達對客觀環境的某種能力 

因此，能願句中的能願動詞所表達的意義，是會改變整個句子的語義

的。 

2.能願動詞能調節句子的語氣判斷 

多數情況下，漢語除了使用語氣詞體現語氣外，也能透過能願動詞的

使用來呈現語氣的強度，反映說話者對事物可能性，或對所說之事物表達

自己的判斷或態度。Thompson（1996）提及使用情態詞的目的之一是讓所

說的訊息能夠令人信服，說話者如果僅以動詞說明，語氣易過於肯定、主

觀；而在可能義語詞的使用上，也有程度高低之別。選用可能程度較高的

能願動詞，能使聽話者接收說話者正面的意見；可能程度較低的能願動詞

則可維持中立的態度。謝佳玲（2002）認為情態式的表達，也就是「說話

者的態度或觀點」，這牽涉到可能性和必要性的概念，還將情態分為認知

情態、義務情態、動力情態和評價情態四類。Palmer也將此歸為情態，他

對情態概念所下的定義是最廣的，凡是超越命題以上，表達說話者的評價

與態度的即是「情態」，語用時，基於合作原則及禮貌策略，說話者可以

婉轉、間接的方式及語氣表達。 

由於能願動詞可以表達說話者的意願及態度，故能引起聽話者對說話

者的看法進行解讀，這是因為能願動詞的屬性即為起著語氣與情態作用的

語法範疇。不只在陳述句中，能願動詞判斷意義傾向於表示「肯定」，有

時在疑問句中也有這種意義傾向，如下例： 

你能不能幫我一下？→意思是希望得到對方的「肯定」回答。 

另外，能願動詞使用於句尾帶「嗎」的疑問句，與句尾帶「吧」的是

非疑問句，還有反問句所表達的意義不同。例如： 

他能完成這項任務嗎？→表示不確定 

他能完成這項任務吧？→表示傾向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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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他能完成這項任務？→表示完全否定 

上述例子表明說話人因不同語氣而使用能願動詞，有改變疑問性質的

語用功能。 

王振來（2002）針對能願動詞在對話句中的結構，進行語用目的的討

論，以動詞的語義角度出發，表現說話者意願、能力、推測傾向為目的的

語詞，延伸至對話過程中調節給聽者的感覺，使聽者產生其後的行為，已

完成說話者目的的功能。 

3.能願動詞的移位 

    不同的語序有不同的交際功能，說話者會利用不同的語序來傳達自己

在不同環境下的語用信息。能願動詞在句中若是移位，會產生「強調」的

作用，如： 

可以不可以，你給我打電話。 

另一種移位發生於疑問句式「V-not-V」；能不能、會不會等，在句中

本來就可以移位於句首或句尾，如：他會不會去？→會不會他去？（但此

類用法並非臺灣華語的正常用法，估計王振來的論文所述為中國大陸的用

法，在此則不列入參酌範圍。） 

移位的原則是前後語義不變，但在否定句式中，能願動詞移位到否定

詞前後時的意思是不一致的，如： 

我會不知道。≠我不會知道。 

漢語詞序變化表現為句子語義成分配置順序的變化，使強調的成分處

於「非常規」的位置上，成為一種「有標記」的句子。從功能或語用來看，

能願動詞移位的規律，受到語言交際原則的支配，其一為避免誤解的原

則；其二為說話委婉的原則。 

4.能願動詞的使用受語體制約 

根據交際目的的不同，語體可分為公文語體、科技語體、政論語體、

文藝語體等等。把能願動詞放入語言環境中，考察各類語體的能願動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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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況，可發現不同語體使用的能願動詞種類亦不同。如公文語體中多

使用表「許可」的「可以」；而抒情散文的文藝語體則較少使用能願動詞。

王振來（2002）根據考察資料顯示，能願動詞在「對話」中出現的較多，

尤以描寫人的意志、願望等心理層面的情境為最。 

由此可知，能願動詞對語體有選擇性，皆和各類語體發生的客觀事

實、主觀情感有關。 

參考王振來（2002）此論文的論點，可知使用能願動詞的句子，不僅

僅在於表達某種能力或許可的語義，更包含了說話人的語氣、態度、判斷

等語用功能。能願動詞本身即為表示個人主觀情感的詞類，與不同的疑問

詞、語氣詞搭配，亦會產生不同的語義。故「情境」實為使用能願動詞的

主要影響因素。 

 

 

 

 

 

 

 

 

 

 

 

 

 



29 
 
 

  第三章 泰語能願動詞之基本研究 

泰語屬於漢藏語系侗台語族，從語言形態來看，泰語是一種孤立語，

缺乏嚴格意義上形態變化，在句法結構中，靠詞序、虛詞等語法手段，表

現詞與詞的關係或其他語法作用，其詞序的變化也會引起語義的變化。泰

語句法成分的語序與漢語一樣，都是 SVO 的語序，即「主-謂-賓」結構。 

傳統泰語語法根據詞的意義、語法功能以及出現在詞組或句子裡的位

置來分類。以下小節即為泰語能願動詞的一些基本研究與認識。 

 

第一節 泰語基本語法與語序 

一、泰語語法概述 

泰語會話和書寫的順序、基本語序與漢語一樣，都是「主語─謂語─

賓語」結構。裴曉睿（2002）將泰語詞類大致區分為 14 類：名詞、時間

詞、方位詞、代詞、數詞、量詞、動詞、形容詞、副詞、介詞、結構助詞、

連詞、嘆詞、語氣詞；將句法結構分為 5 種：主謂結構、動賓結構、主從

結構（中定結構與中狀結構）、連謂結構、聯合結構。泰語與漢語的最大

區別是修飾語在被修飾語之後，如形容詞應該放在名詞之後，副詞放在動

詞之後。 

泰語在語法上也有許多與漢語相近之處，沒有所有格、人稱、數等詞

形的變化，表達不同含義時，只需加減不同的語詞，或是調整語序，就像

漢語，一個「你」、「我」沒有主格賓格的變化，一個「愛」沒有單數複

數變化，表示疑問就加上疑問詞「嗎」，不用改變其他部分，舉例如下：  

ฉนั   รัก   เธอ 我愛你。（chan lak ther）  

    เธอ  รัก  ฉนั 你愛我。（Ther lak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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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ฉนั ไม ่รัก เธอ 我不愛你。（Chan mai lak ther） 

    เธอ รัก ฉนั ไหม 你愛我嗎？（ther lak chan mai ?） 

特別要注意的是，泰語語詞與漢語語詞一樣具有多義多功能，一個詞

有好幾個意義，好幾個功能，其語義與功能跟它在句中的位置有密切的關

係，如 ได（้dai），可以作動詞、助動詞，也可以是結構助詞。裴曉睿（2002）

則將 ได้ 歸屬於副詞中的小類，表示能願義的語詞。與漢語一樣，泰語中表

能願義的語詞在分類上有其難以區分之點，涵蓋動詞、形容詞及副詞之模

糊點。 

二、 泰語語序及語言類型 

    泰語的基本語序與漢語一樣，有下列幾個重點： 

1.基本語序：主詞--動詞--受詞--補語（SVO）。 

2.「介詞」多為前置詞，且置於其所支配的名詞前面。 

3.形容詞、指示詞、數詞、關係子句等置於其所修飾的名詞之後。 

但泰語句子成分的位置也有很大的靈活性，在符合語法規則的情況

下，泰語的語序變化對語義和語用也產生了一些影響性： 

1.有些句子中的主賓語位置互換，但語義不變。 

2,已知事物往往放在未知事物之前。 

3,在普通陳述句的謂語部分新出現的、被強調的事物或狀態一般放在句

末。 

4,倒裝句中被前置的是強調的部分。 

    在語言類型學中，泰語與漢語最大的差異在於的主要分枝方向
3
的不

                                                 
3主要分枝方向概念由 Lust（1983：138）提出，係指一個語言的主要循環結構，在無標

形式時，具有一致的方向性。主要循環結構的定義包含關係子句、從屬的副詞子句及句

補結構。向左分枝的漢語多適用於名詞短語，向右分枝的泰語則多呈現在動詞短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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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漢語是向左分枝的語言，泰語則是屬於向右分枝的語言類型。主要分

枝方向類型的描述，陳俊光（2007：229-230）指出，分枝方向是中心語

和修飾語的關係，中心語可以指名詞、動詞或主要子句，而修飾語可以是

形容詞性質的定語（如形容詞或關係子句）或副詞性的狀語（如副詞、介

詞組詞或副詞子句）。就修飾語的順序而言，漢語的基本語序是修飾語＋

中心語，即向左分枝的語言；而泰語的基本語序是中心語＋修飾語，定語

在中心語的後面，即向右分枝的語言。例如周小兵等（2007）的例句： 

漢語：我有一個朋友是﹤中國﹥人。 

                    修飾語＋中心語 

泰語：ฉนั      ม ึ         เพ่ือน     หนึง่     คน          เป็น       คน      ﹤จีน﹥ 

                                       中心語＋修飾語 

     （chan  mi  pern  nen   khun  ben  khun     jin   ） 

   （我    有  朋友  一 個  人    是   人      中國 ）                

三、泰語學界對能願動詞的研究 

對於能願動詞（為方便比較，本文統稱為「能願動詞」）的名稱、數

量及分類，泰語研究學者的觀點也都不同。 

泰語傳統語法學者烏巴吉辛拉巴訕（1974）認為，能願動詞是動詞的

一小類，幫助動詞使之完整體現動詞的規則，主要表示動詞的語氣、時態、

語態等。結構語法學者維金．帕努蓬（1987）按照詞在句中的位置，將泰

語詞類分為 26 類，視能願動詞為動詞中的一類。 

語法學家妮塔雅（1988）也認為能願動詞是動詞的一小類，幫助解釋

動詞，使動詞的意義更加清楚。她把這類詞分成五小類：表示推測、估計；

表示應該、需要；表示命令、必須的；表示一般過去的；表示將來的；表

示過去完成的。還有一類詞本身是動詞，但也能作為能願動詞，使表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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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更加清楚明顯，如 ได（้dai 可以、能夠）、เป็น（ben 會、是）、ให（้hai

給）等等。 

綜合以上泰語學者研究觀點，其實泰語語法界對於能願動詞的研究仍

有分歧，與漢語能願動詞一樣，目前仍沒有統一的名稱，也沒有統一的數

量，對於其詞性以及在句中所起的作用也尚未完全認識。 

 

第二節 漢泰能願動詞語法、結構之對比概述 

在學習一門外語的第二語言學習者，總會不自覺的把目標語與自己的

母語進行比較，並習慣性的將母語套用在目標語上，當兩語言在結構用法

上相異時，就容易產生偏誤。呂叔湘在《通過對比研究語法》一文中提及，

教外國學生漢語時，如果懂得他的母語，或他熟悉的媒介語，就能了解他

的需要，提高教學的效率。這是由於二語學習者存在著國別、語種及個別

差異，因此在習得順序、遷移類型及接受程度與速度等各方面皆不相同，

所以，對外漢語教學者，若能進行目標語與母語間的對比認識，將能更有

效的進行教學。 

漢語能願動詞和泰語能願動詞是兩種語言中相對應而又具有相對封

閉性的一個語法和語義範疇，也因為如此而具有跨語言的對比價值，這種

可比性在語言習得過程中對學習者會產生一定的干擾，因而使得泰國學生

在學習漢語產生的偏誤不像其他母語的學生，有其自身的偏誤特點。 

專門研究泰語語法的中文專著很少，目前只看到裴曉睿（2002）的《泰

語語法新編》，他將泰語中的助動詞（能願動詞）歸為副詞中的一小類，

其他學習泰語、漢語的教材中，也沒有對漢泰語能願動詞進行詳細的對

比，對於兩者能願動詞的對比分析，相關文獻只見到張曼倩（1998）對漢

泰助動詞的語法特點進行對比分析，以及周小兵等在《外國人學漢語語法

偏誤研究》（2007）一書中運用一個表格列舉了幾個主要能願動詞的主要

義項的漢泰對比，其餘並未多做解釋，因此漢泰兩種語言對比研究和針對

泰國學生學習能願動詞的教學語法上，在對外漢語教學研究上具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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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意義。 

漢泰語能願動詞方面的比較，主要從下面幾個角度進行對比分析：1.

漢泰語能願動詞在語法方面的比較、2. 能願動詞的肯定否定式結構比

較、3. 疑問句式的比較，以及 4.漢泰語能願動詞詞義方面（此點將於下

節進行分析討論）。 

一、 漢泰能願動詞的語法對比 

本文以張曼倩（1998）的研究為基礎，並參考王艷（2009）等相關論

文，進一步對比漢泰能願動詞的異同。 

（一）漢泰語能願動詞的語法相同點 

1.漢泰語能願動詞都可以修飾動詞、形容詞或動詞性詞組，如： 

漢語：你會說漢語嗎？ 

泰語：คณุ     พดู        ภาษา      จีน    เป็น     ไหม 

     （khun phud phasa jin ben mai） 

     （你    說     漢語   會  嗎） 

漢語：現在學生可以進教室了。 

泰語：ตอนนี ้  นกัเรียน   ทกุ          คน        เข้า    ห้องเรียน         ได้               แล้ว  

（tonnee   nakreiyn thuk khn  khao  hongreiyn  dai    laew） 

（現在     學生     每個  人   進    教室      可以     了） 

2.漢泰能願動詞都可以受副詞修飾，如： 

漢語：我想他一定能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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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語：ฉนั   คดิวา่     เธอ   จะ   ต้อง    สามารถ   ท่ี   จะ มา 

     （chan khid wa ther ja  dong  Samart  thi ja ma ） 

         （我   想      他     一定     能           來）4 

3.漢泰能願動詞都能單獨回答問題，後面的動詞可以不出現，主語也都可

以省略。如： 

漢語 A：你能來嗎？     B：能/不能 

泰語 A：คณุ   จะ   มา    ได้    ไหม         B：ได้/ไม่ได้       

      （khun ja ma dai mai）        B：（dai/maidai） 

       （你     來 能  嗎）   B：（ 能/ 不能） 

4.漢泰語情態類動詞在不同語義範疇內是可以同時共現的，例如能願動詞

與意願動詞 5的連用，而且都有連續連用和間隔連用兩種情況，但光是能

願動詞與能願動詞間是不可連用的，如： 

漢語：可能會下雨，帶著雨傘吧。 

泰語：ฝน      อาจ จะ     ตก   ก็  ได้       ไป       เอ    ร่ม        ไป    ค้วย     

     （fon ardja tok  go dai bai ao rom  bai duai） 

       （雨  可能   下 然後 會  去 帶 雨傘  去 一起） 

5.漢泰語能願動詞的疑問形式都是在句尾加「嗎」；兩者都可以用「A 怎

麼 V」或「AV 什麼」來提問，少數能願動詞可以用「A 怎麼樣」來提問。

如： 

                                                 
4泰語的修飾語一般在中心語之後，例句似違反泰語向右分枝原則，但此處為

สามารถ（samart）的用法，在此則不加以討論。 
5陸慶和（2008）從語義上將助動詞區分為五小類，其中一類即為表示意願的助動詞，包

含要、想、願意、肯，其與法特徵與句法結構與能願動詞相似，也同樣具有多義的複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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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這件事可以怎麼做呢？ 

泰語：เร่ือง           นี ้       ทํา       อย่าง     ไร        ได้ ？ 

   （Reuang ni tham yang rai dai ?）（事  這  做   怎樣 可以  ） 

漢語：能吃什麼？ 

泰語：กิน  อะ   ไร       ได้？（Gin a rai dai ? ）（吃 什麼  能？ ） 

    漢語：結果會怎麼樣呢？ 

     泰語： ผล            ท่ี          ตามมา       จะ      เปีมอย่ํางไร? 

    （phun  thi  tam ma  ja  benyangrai ） 

     （結果     跟隨   會  怎麼樣？） 

6.漢泰能願動詞都不能重疊。 

7.漢泰能願動詞後面都不能直接接名詞。 

（二）漢泰語能願動詞的語法相異點 

透過對比分析，我們認為漢泰語能願動詞的語法差異在否定形式的不

同、疑問形式的不同，以及在句中位置的不同。 

1.否定形式的不同 

    泰語能願動詞的否定形式皆為「否定副詞（ไม่）＋能願動詞」，而漢

語的否定式存在著肯否不對稱的關係，多數能願動詞的否定式是在肯定式

前面加「不」，只有「能、肯、敢」少數能動可加「沒」來否定。此外，

漢語能動的否定式也不全是在肯定式前面加「不」或「沒」，如「可以」

的否定式則為「不能、不行」等等，不同的義項須用不同的否定形式。對

於較為複雜的漢語能願動詞否定式，定會為泰籍學生帶來困擾而形成漢語

能動學習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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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我不可以（不能）告訴你答案。 

泰語：ฉนั        บอก         เธอ        คําตอบ       ไม่           ได้ 

        （chan  bhok ther khamdob  mai  dai  ） 

      （我  告訴  你    答案   不   能） 

漢語中的「不能」、「不可以」，在泰語中的對應用法皆為「ไม่  ได（้mai 

dai）」，學生若不清楚漢語中表示許可時的肯定用「可以」，否定多用

「不能」，而用「不可以」表示禁止之意，僅以母語理解就容易使用錯誤。 

2.疑問式的差異 

漢語疑問式除了「能願動詞+動詞……嗎」形式外，還可以「正反疑

問式」來表示。泰語疑問式除了「能願動詞+ไหม（mai嗎）」外，還有「能

願動詞+เหรอ（reu）」、「能願動詞+ห（ho）」。此外，「ได（้dai）」、「เป็น（ben）」

還可以用「ได ้หรือ ไม่ได（้dai reu mai dai 能還是不能）」、「เป็น เหรอ ไม่ เป็น（ben 

reu mai ben會還是不會） 」來提問。如： 

你能不能再說一次？             

คณุ   พดู  อีกครัง้   ได้  ไหม（khun pu ikhrang dai mai你 說 再一次 能 嗎） 

คณุ   พดู  อีกครัง้   ได้   เหรอ（khun pu ikhrang dai reu 你說再一次能不能） 

คณุ   พดู  อีกครัง้   ได้   ไหม（khun pu ikhrang dai mai?你說再一次可以嗎? ） 

คณุ   พดู  อีกครัง้  คณุ   พดู  อีกครัง้ （khun pu ikhrang khun pu ikhrang 你說再

一次你說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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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คณุ   พดู  อีกครัง้  ได้ ไม่ ได้（khun pu ikhrang dai mai dai你說再一次能不

能 ） 

3.漢泰能願動詞在句中的位置不同 

漢泰能願動詞都是用來修飾動詞或形容詞的，漢語的能願動詞放在動

詞或形容詞前面，泰語能願動詞中表示可能性、情理上需要的、主觀願望

的也必須放在動詞或形容詞前面，只有少數例外。但是泰語中表示具有某

種能力、技能的能願動詞則必須放在中心語後面，如果在謂語動詞前有多

項狀語時，在泰語中須把形容詞、介詞結構等放在中心語後面，程度副詞

則須放在句尾，其排列原則一般都是放在中心語後面。如： 

漢語：不會唱歌也沒關係。 

泰語：  ร้องเพลง      ไม่        เป็น       ไม่เป็นไร 

    （longpen  mai  ben  maibelai）（唱歌   不  會  沒關係） 

二、 漢泰能願動詞的肯定式、否定式結構比較 

1.漢語和泰語的能願動詞在陳述句中的形式與位置不同，即修飾語和中心

與的位置不同。漢語結構為「能願動詞＋動詞/動賓短語」，泰語結構為「動

詞/動賓短語＋能願動詞」。 例如： 

    漢語：大衛能說漢語。 

  泰語：ต้าเวย่        พดู      ภาษา    จีน  ได้ 

                     （dawei  phud phasa jin dai）（大衛  說  漢語    能） 

2.否定形式相同，否定結構在句子中的位置不同，漢泰能願動詞否定形式

都是前加「不」來否定（泰語加否定詞「ไม่」），而否定結構在句子中的位

置不同，漢語為「否定結構＋動詞」，泰語為「動詞＋能願動詞否定結構」，

甚至否定結構往往在句子最後，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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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不能來，我明天有事。 

   泰語：มา  ไม่  ได้    พรุ่งนี ้   ฉนั  มี  ธุระ 

          （ma mai dai, pudni chan mi tula）（來 不 能，明天 我 有 事） 

3.漢語能願動詞有雙重否定的用法，有時雙重否定有肯定的內在含意，比

簡單的肯定形式語氣要強得多。例如： 

    你不能不來。＞你來。 

    泰語中也有加強語氣的用法，但修飾語與中心語的方向不同，也沒有

「不 A不」的形式，上句的泰語應說成： 

    泰語：คณุ   ไม่   มา  ไม่   ได้  

        （khun mai ma  mai dai） 

         （你  不  來  不  能） 

  三、漢泰能願動詞的疑問句式比較 

漢語的疑問形式是「能願動詞＋動詞……嗎？」，也可以是「A 不 A」

短語的肯定與否定形式的並列形式或其省略式。例如： 

漢語：你能來嗎？/你能不能來？ 

    泰語：คณุ         มา  ได้  ไหม？ /     คณุ   มา   ได้   หรือ  เปลา่ 

        （khun ma dai mai? ）/（   khun ma dai reu bao ?） 

        （你  來  能  嗎 ? ）/  （你  來  能  或 不能 ?） 

泰語的疑問句式有兩種，一種是「動詞＋能願動詞＋ไหม（mai 嗎）」，

比如泰語的 สามารถ  เป็น（samart be 會）、สามารถ ได（้samart dai 可以）、สามารถ  

ทาํได（้samart tandai 能）的疑問句中都是這種結構。另外一種疑問句式是

「能願動詞＋動詞＋ไหม（mai 嗎）」。泰語也可以用「動詞＋能願動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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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願動詞＋動詞」短語的肯定與否定形式的並列形式或其省略式表示疑

問，比如： 

泰語：ฉนั  สามารถ  นอน     ได้  ไหม？  /      คณุ   วา่ยนํา้   เป็น  ไหม？ 

   （Chan samart non  dai mai ?）/（khun wainam ben mai ?） 

   （我         睡覺  能 嗎？）/  （ 你   游泳   會 嗎？） 

漢語：我能不能睡覺？/你會不會游泳？ 

對於漢泰能動詞在句法結構上的異同，經由上述的分析後整理如下表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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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漢泰能願動詞在句法結構上的異同表   

語法、結構 泰 語 能 願 動 詞

（ได）้ 

漢 語 能 願 動 詞

（會、能、可以） 

相

同

點 

1.都可以修飾動詞、形容詞或動詞性詞組 

2.都可以受副詞修飾 

3.都能單獨回答問題，後面的動詞可以不出現，主語也可以省略 

4.能願動詞都可以連用 

5.疑問形式都是在句尾加上「嗎（ไหม）（mai）」, 都可以用「A 怎麼 V」

或「AV 什麼」來提問 

6.都不能重疊 

7.後面都不能直接接名詞 

相

異

點 

1.陳述句中位置與形式不同

（中心語與修飾語的位置不

同） 

動詞/動賓短語＋

能願動詞 

能願動詞＋動詞/動

賓短語 

2.否定式不同（但否定結構都

是在能願動詞前面加「不」跟

「ไม่」），在句中的位置不同 

動詞＋能願動詞

否定結構 

否定副詞有「不」

跟「沒」，還有肯否

不對稱關係 

3.雙重否定，但分枝方向不同 有雙重否定的加

強語氣，但分枝

方向不同 

在邏輯語意上含有

肯定之意 

4.疑問式的差異 疑問詞多數使用

「ไหม（mai）嗎」，

還有其他語詞 

除了「能願動詞+動

詞……嗎」外，還

可用「正反疑問式」 

從上述對比中可以看出，漢泰語能願動詞在語義方面並非完全對應，

在語法方面也各不相同，這些都造成了泰國學生學習能願動詞的困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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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中，學生如果對兩種語言的共性及差異性預先了解得越多，就越能在

漢語學習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內容，利用「共性」的有利因素，學會辨析「差

異點」，以便進行正遷移的學習。 

 

第三節 漢泰能願動詞之對應語義 

漢泰語能願動詞兩種語言的語義差異主要表現在其義項對應關係不

完全相同，像漢語中有表示可能、必要、應該、願望和意志等的能願動詞，

如：、要、會、能、可以、應該、得，與泰語的能願動詞 คิด  อยาก(khid yak) 、

อยาก  ตอ้งการ (yak tonggan)、  เป็น （ben）、สามารถ  หาได、้สามารถ ได้（samart ha dai , 

samart dai）、ควรจะ、ตอ้ง (khuanja , tong) (等雖然也有表示相應的意義，但大

都不是一對一的。漢語中一個能願動詞可以表示泰語中幾個能願動詞的意

義，如漢語的「能」翻譯成泰語時，可以是「ได（้dai）」、「ไหว（wai）」、

「สามารถ（samart）」、「จะ  …ได（้ja dai）」；泰語裡一個能願動詞也可以對應

漢語中幾個能願動詞的意義，如「ได」้（dai）翻譯成漢語時，可以是「會」、

「能」、「可以」，在什麼狀況下需要對應什麼語詞，就必須要配合具體的

語境了。 

根據楊漢川編譯的《中華新漢泰字典》（1977）及葉楚光、黃淑環的

《精選漢泰字典》（2007）中對於「會」、「能」、「可以」的泰語解釋及意

義分別為： 

1.會 

1-1ได（้dai）；สามารถ（samart）表能、可以之意。如： 

漢語：他會游泳。 

 泰語： เขา        วา่ยนํา้         เป็น 

                    （kao wainan ben）（他  游泳    會） 

1-2 มีทางจะ（mi tang ja）；อาจจะ（a ja），表示將有、也許、可能之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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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我想他不會不知道。 

泰語： ผม  คดิวา่           เขา      ไม่          มีทางท่ีจะ            ไม่            รู้ 

                   （pon kidwa  kao mai mitantija  mai  ru） 

        （我  想    他  沒  有辦法    不  知道） 

1-3 สามารถ（samart）；มีทางท่ีจะ…（mitantija），表示會、有辦法之意。如： 

漢語：夢想一定會實現。 

 泰語： ความฝัน             ต้อง   เป็น      ความ      จริง 

    （Kuamfan  don ben kuam chin） 

   （ 夢想    一定 會  變成 真的） 

1-4 เก่งในทาง（keng naitang）；ชาํนาญในทาง（cha nai ni thang），表示好、善於、

精通、專業知識之意。如： 

漢語：能說會道。 

泰語：พดูเก่ง     ；พดูเป็น（雄辯、交談） 

     Pud keng ；pud ben 

2.能 

2-1ได（้dai）；สามารถ（samart）；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kuam samart），表能做......、可

以、能力、技能。如： 

漢語：他很有能力。 

泰語：เขา  มี   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    มาก 

     （Kao mi  kuam samart mak） 

     （他  有    能力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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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สามารถ（samart）；ทาํได(้tam dai)，表可以、可能性。如： 

漢語：他能讀大學。 

泰語： เขา   สามารถ   อ่าน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ได้) 

      （Kao  samart  an  mahawitayalai (dai)） 

       （他          讀   大學           能） 

2-3 ควรจะ   พึงจะ(kuan ja , peungja)，表應該。 

3.可以：ได（้dai）；อนุญาต(a nu yad)；ยนิยอม(yin yom)；ยอม(yom)，表可以、

許可證、同意、允許之意。 

ได（้dai）；อาจจะ（a ja）；ไม่เลว(mai lew)；ใชไ้ด(้chai dai)，表示能、也許、不

錯、持久的性能（很能……） 

3-1 แสดงวา่ยนิยอมหรึออนุญาต (sa daeng wa yin yom reu a nu yad) 表示同意、

允許之意，如： 

漢語：可以，你去吧！ 

泰語：ได ้           คุณ   ไป    เถิด     

      （Dai   khun  bai terd）（可以  你     去  吧） 

3-2 เหมาะ (mor)；สามารถ（samart）表示適合、可以之意，如： 

漢語：現在可以穿棉衣了。 

泰語：ตอนนี ้  คณุ    สามารถ    สวมใส่    เสือ้โค้ท 

        （Doni khun  samart  swmsai seiakuth ）    

       （ 現在  你    可以    穿     棉衣  ） 

3-3 เกินไป(keinbai)；ช    ข่างเหลึอเกินจริงๆ(kan he leir kein chin chin)； 

เหลึอกาํลงัจริงๆ( he lu ka lang chin chin)表示太、過分，強調說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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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漢語：這幾天冷得真可以。 

泰語：หลายวนั    มานี ้  หนาว      เหลอึเกิน                 จริงๆ 

    （Lai-wan mani nao he leir kein chin chin） 

         （這幾天  以來 冷   非常         真的） 

3-4 ยงัดี（yang-di）；ยงัพอไปวดัไปวาได；้ยงัพอถูไถไปได（้yang po tutai bai dai ）

表示還不錯、還可以、仍然、仍可能 

這篇文章還可以。 

           เรียงความ                        เร่ือง         นี ้     ยงั           ใช้         ได้       อยู ่

    Riang khwam reuang ni yang chai dai yu  

   （  文章       篇   這  還   用   可以） 

本文整理了楊漢川（2003）、葉楚光等（2007）漢泰辭典中對於漢語

能願動詞「會」、「能」、「可以」三字與泰語能願動詞的對應語義，以下表

示之。 

表三-2「會」、「能」、「可以」與泰語能願動詞的語義對應表 

  泰語 

 

漢語 

ได้ 

（dai） 

เป็น 

（ben） 

สามารถ 

（samart） 

ไหว 

（wai） 

จะ 

（ja） 

จะ  …ได้ 

（ja…dai） 

會            

能           

可以         

由上表可見，漢泰語能願動詞的對應關係很複雜，因為意義無法一一

對應的情形下，給學習漢語的泰籍學生帶來了一定的學習困難。如漢語中

的「會」、「能」、「可以」三者在口語中都可以用泰語的「ได」้（dai）代替，

因為「ได」้既表示「能力」，又表示「允許」，還表示「可能」，幾乎綜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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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會」、「能」、「可以」三個能願動詞的核心義項。本研究選擇泰

語中常用到的語詞「ได」้（dai）與漢語中的能願動詞「會」、「能」、「可以」

進行對比研究，下節為泰語能願詞「ได」้（dai）的研究概述。 

 

第四節 泰語能願動詞「ได」้（dai） 

       的語義研究與分析 

對於泰語能願動詞 ได（้dai）的相關研究，文獻上並不多見， ได（้dai）

在現代泰語中是一個複雜的語詞，不但語義複雜，句法功能也具多樣性，

與漢語能願動詞語義相對應結果，幾乎能同時對應「會」、「能」、「可以」

三個能願動詞的核心義項。與漢語能願動詞一樣，也是一個多義性語詞，

其相關語義整理如下所示。 

一、「ได้」（dai）的語義研究 

泰語能願動詞ได（้dai）既能當動詞 6，也能當能願動詞（助動詞）使

用，關於ได（้dai）的研究，綜合了《Thai Royal Institute Dictionary》

（1999）列出的四種用法，以及徐美玲（2010）的研究論文中根據的Phraya 

Upakitsilapasarn（1974：85-86,135-136）、Banjob Panthumetha（1971：

165-166）、Nawawan Panthumetha（1982：9,30,42,44,46-47）、Tianchai 

Iamworamate（2005：207-208）等語言學者的研究，筆者將ได（้dai）的相

關義項整理歸納如下表示之。 

 

 

 

 
                                                 
6目前對於 ได（้dai）的文獻研究中，可知 ได（้dai）同時具有實義動詞與前附類（指放在

動詞前）、後附類（指放在動詞後）能願動詞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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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3「ได」้（dai）的相關義項表 

         詞類 

學者文獻 
動 詞 能 願 動 詞 

《Thai Royal Institute 

Dictionary》 

1.得到、獲得 

例：Dai rab chai chana

取得勝利。 

Dai rab kaokraw 獲得

消息 

2.到、來臨 

例：Dai wela ook 

deuan tang 到了啟程

時間 

1.表有能力或有條件做某事，放在動詞後面 

例： Kao len piano dai 他會彈鋼琴 

    Wannee kab rod mai dai 今天不能開車 

2.表示達到某種成效 

例：Kao sob kao mahawittayalai dai 

他考到大學 

3.表示許可 

例：Teenee soob buri dai 這兒可以吸菸 

4.表動作已經完成，放在動詞前 

例：Kao dai pai Beijing leaw 他已經去北京了 

Phraya 

Upakitsilapasarn 

1.得到 

例：Kao dai bai 

pragadkiadtikun 

他得到了一張獎狀 

1.表示有做某事的條件，相當於漢語的「能、可

以」 

例：Pom ja sue nangsue lem nee dai jak teenai 

我從哪裡可以買到這本書 

Banjob  Panthumetha 1.獲得機會，其賓語

為動詞 

例：Dai pai tiao 

America laew 有機會

去美國旅遊了 

1.表動作已經發生過，句尾通常有語氣詞「laew（了）」 

例：Dai fang pleang nan laew 聽過那首歌了 

2.表能力，放在句尾 

例：Naiteesud wannee look gor pai rongriam dai laew 兒

子今天終於能去上學了 

Nawawan 

Panthumetha 

1.表神經感觸的動

詞，跟表示感官語義

的動詞一起出現 

例：Kao dai klin a-han

他聞到食物的味道 

1.表示有某種能力或技能，修飾動詞 

例：Kao kab rod dai 他能開車 

2.表事情已經發生，跟語氣詞 laew 一起出現 

例：Kao dai pai chiangmai laew 他去了清邁了 

3.表可能性，在動詞前，修飾動詞 

例：Kao dai pai chiangmai 他有機會去清邁 

Tianchai  

Iamworamate 

 1.表有能力做某事 

例：Pom lensaket maidai 我不會溜冰 

2.表有條件做某事 

例：Kaosalee nai na puennee kiao dai laew 這片田的麥

子可以收割了 

3.表示許可 

例：Tonnee pom pai dai reu yang 現在我可以走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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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 ได（้dai）的動詞義，學者的相關研究並沒有多大差異，此時的 ได้

（dai）多出現在動詞前，在此不多加敘述。至於 ได（้dai）的能願義項則

較為複雜，ได（้dai）可以出現在動詞前，也能出現在動詞後。判斷 ได（้dai）

是一般動詞或是能願動詞（助動詞）的方法，Banjob  Panthumetha（1971）

曾指出，可以 ได（้dai）的輕重音來判斷。泰語中的重音一定在一般動詞

上，若發輕音或短音的則是能願動詞的用法。 

二、「ได」้（dai）的語義分析 

從上表中的文獻及學者的研究來看，多功能多語義的 ได（้dai），可以

是動詞，也可以有能願動詞的用法，基於本論文對於能願動詞的研究及對

比分析，此處暫且不談 ได（้dai）的動詞用法，僅就其能願語義的義項及

用法進行歸納整理如下。 

   泰語能願動詞 ได（้dai），出現在動詞性詞組後，為 Vp＋ได（้dai）結構，

此時的 ได（้dai）具有多種意義。 

1.表示「能力」的 ได（้dai）1：即主語有沒有能力或技能 

（1）表示有能力做某事，大多是人先天具備的能力，此時 dai 之後可加

上副詞，形成 V＋ได（้dai）＋副詞。如： 

泰：พวกเขา   ย่อม   พดู    ภาษา   จีน    ได้   เพราะ   เป็น     ภาษาแม่    ของ    เขา 

   （Puakkao yom pud pasa jin dai phraw pen  pasamae kong kao） 

   （他們   當然  說  語 漢   會   因為  是    母語  的   他） 

    漢：他們當然會說漢語，因為是他的母語 

（2）表示「能力」的 ได（้dai）1有時會與 สามารถ（samart）一起出現，形

成「สามารถ（samart）＋VP＋ได（้dai）」的結構，以表示達到某種效率或恢

復某種能力，或具有能力做某事，主要表達特別突出的能力或體能、特長。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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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เขา    สามารถ    เลียน    เสียง    ร้อง    สตัว์     ได้ 

 （Kao  samart lian siang rong sat   dai） 

 （他           學  聲音   叫  動物  會）  

漢：他會學動物的叫聲。 

（3）ได（้dai）1還可以形成「V＋ได（้dai）＋副詞」的結構，表 ได（้dai）

前面的動詞表示的動作有可能得到的結果，有點類似漢語中「V 得 C」的

結構。（此時的 ได（้dai）不在它能願語義的範疇內，故不加討論。） 

2.表示「條件」的 ได（้dai）2：有條件去做某事。如： 

    泰：เขา   หาย      ป่วย         แล้ว     สามารถ         ไป        เรียน       ได้       แล้ว 

     （Kao  hai buai laew samart bai lian  dai laew） 

（他 不見  病   了         去  上學  能   了） 

    漢：他的病好了，能去上學了。 

3.表示「用途」ได（้dai）3：多指無生命事物本身具有的特性或功能，也

算是事物的一種能力。有時可與動詞「chai（利用）」一起出現，但在口

語中常被省略。如： 

    泰：เปลือก      ส้ม          (ใช้)            ทํา         ยา      ได้ 

     （Pluak som （chai）tam  ya dai） 

  （皮   橘子 （用）  做  藥 能） 

    漢：橘子皮能做藥。 

4.表示「許可」ได（้dai）4：出現在 VP後，為後附能願動詞。如： 

 



49 
 
 

    泰：ผม       นัง่         ด้วย         ได้     ไหม 

     （Pom nung duai  dai mai）（我  坐  一起 可以 嗎） 

漢：（我可以一起坐嗎？） 

5.表示「可能性」ได（้dai）5。如： 

    泰：ฝน   ไม่         ตก      แล้ว            ไป       ได้         แล้ว 

     （Fun mai don laew，bai dai laew） 

    （雨 不  下   了， 走  可以 了。） 

    漢：不下雨了，可以走了。 

現代泰語「ได」้（dai）是一個多功能多意義的語詞，目前對於「ได」้（dai）

的研究成果還不多，也不夠全面，目前僅就已有的文獻中了解，「ได」้（dai）

可以擔實義動詞及前附類、後附類助動詞，接下來就以泰語的「ได」้（dai）

與漢語中的「會」、「能」、「可以」進行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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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漢泰能願動詞「ได้」（dai）       

與「會、能、可以」之語義 

    對比分析 

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是應用語言學的一支，是對第二

語言教學服務的，主要是為了了解學習者在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之間，「語

言遷移」現象的問題而產生的。Lado（1957）認為學習者在學習某種目的

語時，會將自身母語系統的認知、意義、文化帶入目的語系統中。當母語

與目的語有相似的成分如結構、語法時，學習者較容易接受並習得該語

言；當母語和目的語有相異之處時，學習者較不易習得且容易產生偏誤。 

對比分析的目的則在於透過標的語和母語的詳細與深入對比，使教材

中標的語結構的選用語排序達到最佳的效果，為語言教學提供洞察力與啟

示。許余龍（2001:60-66）在對比分析上的定義：一、對比分析是對兩種

或兩種以上的語言對比進行描述。二、對比分析的對象是語言在某一發展

階段的狀態，而非語言的演變。三、對比分析側重語言之間的不同之處。

也就是說，對比分析之任務是在對兩種語言進行共時的比對，描繪出兩語

言間的異同，以便達到如何防堵學習者的偏誤。在對比分析中，語言差異

特別受到強調，周小兵、李海鷗（2004）指出，語言間的對比可透過下列

四個程序，有系統地進行對比： 

1. 描寫（description）：兩種語言的形式描述。 

2. 選擇（selection）：為對比而選擇出一些項目，它們可能是完整的子系

統，或是透過偏誤分析得出的語言學習有難度的範圍。 

3.對比（comparison）：差異點和共同點的認定。 

4.預測（prediction）：認定可能引發偏誤的語言點。 

    透過對比，可以知道學習困難所在，就能有針對性的實施教學，即所

謂預堵的教學策略。 

    語言是一種習慣，學習者將母語的習慣轉移到目的語之上，當兩者接

近時，就會產生「正向遷移」；當兩者差異大時，則會造成「負向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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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lin（1989）提出了四個負向遷移的結果： 

1.運用錯誤：主要又分為三種（1）替代，在目的語中使用了母語的形式；

（2）模仿，以母語結構直接翻譯目的語；（3）結構修改，學習者出現過

度糾正的錯誤。 

2.過度運用：學習者使用簡單的結構簡化目的語的規則。 

3.過少運用：可能因目的語結構與母語差異過大，學習者感到困難而不

用，又稱為「迴避」。 

4.誤解：由於母語結構影響學習者理解了錯誤的目的語規則或結構。 

能願動詞「會、能、可以」在漢語中表達著複雜的語義，翻譯成泰語

後多數又以 ได（้dai）來表示，對於泰國學生來說，一直是個學習難點，

且漢泰兩語言的能願動詞在句中的位置又不盡相同，使得泰籍學生更加難

以掌握用法。雖然兩種語言的語序都是「主語＋謂語＋賓語」，沒有豐富

的形態變化，藉由語序和虛詞表達語法意義，但漢泰語的修飾語位置不

同，泰語的修飾語一般在中心語之後。泰語 ได（้dai）和漢語的「會、能、

可以」是相對封閉又互相對應的語詞，具有跨語言的可比性，因此可比性

與語的多義性，使得語言學習過程中自然產生一定的干擾與偏誤。 

此小節藉由 ได（้dai）與「會、能、可以」的個別語義進行分析比較，

以協助泰籍學生更容易掌握學習重點。 

  

第一節 「ได」้（dai）與「會」之語義比較 

一、「ได้」（dai）與「會」的相同語義 

1.表「主語具有某種能力」，如： 

    泰：น้องสาว          เขา       พดู        ได้      ห้า    ภาษา 

     （Nongsao  kao pood dai ha p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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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他  說  會  五  語言） 

漢：他的妹妹會說五種語言。 

    漢：他不但會作詞，也會譜曲。 

            泰：เขา        ไม่         เพียง       แต ่      แตง่          เพลง        ได้       ยงั           แตง่           ทํา        นอง         

ได้      ด้วย 

      （Khao mai  piang tae taeng pleng dai yang taeng tham nong 

dai duai ） 

       （他  不   但     作曲            會  也   譜曲           

會 一起） 

例句中的 ได（้dai）表示主語具有做某事的能力，漢語「會」也有懂

得做某事或有能力做某事。 

二、「ได้」（dai）與「會」的相異語義 

1.表「經學習或訓練而獲得的某種能力」之相異點，如： 

    漢：他會騎摩托車。 

  泰：เขา          ข่ี          มอเตอร์ไซต์            เป็น 

  （Khao khi mor ter sai ben） 

   （他  騎    摩托車     會） 

漢：以前他不會說漢語，現在會說了。 

泰：เม่ือ     ก่อน     เขา         พดู        ภาษา  จีน         ไม่       เป็น      ตอนนี ้         พดู        เป็น      แล้ว 

（Meua gon khao phud pasa jin  mai ben tonni phud ben laew） 

（  以前    他   說    語 漢   不   會  現在   說  會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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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中的「會」是透過學習而獲得的能力，此時就不能使用 ได（้dai）

直接翻譯，若翻譯成 ได（้dai）可能會讓聽話者認為主語因為手腳沒受傷

所以能騎摩托車，或是主語沒有能力，做不到說漢語這件事。若要強調某

種能力是經過學習而獲得的，在泰語中使用的是「เป็น（pen）」。因此，表

達某種能力是透過後天學習或訓練而獲得的，在漢語中使用「會」，泰語

則使用 เป็น（pen），而不是 ได（้dai）。 

2.表「善於」之相異點 

能願動詞「會」可加上程度副詞「很、最、真、特別」來強調「善於

做某事」，ได（้dai）就沒有這樣的用法。若要表達「會」的此種語義，泰

語中使用的是「เก่ง（keng）」，表很厲害、很能……之意。如： 

    漢：他  很   會   演戲。 

泰：เขา   แสดง ละคร       เก่ง  มาก      

 （Kao sadanglakon keng        mak） 

（他    演戲        會（厲害）  很） 

漢：他真會說。 

 泰： เขา     จริง  จริง     เก่ง    พดู 

（Kao jingjing keng phud）（他  真的  很會  說） 

3.表「可能」之相異點 

「會」可以表示「有可能」之意，表示說話者推測事件成為事實的可

能性很高，此時則不能用 ได（้dai）來翻譯，泰語中若要表達「會」的此

種義項，應該用 จะ（ja）來表示。泰語的 จะ（ja）表示說話人推測某事出

現的可能性，與漢語「會」的「可能」義相對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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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เธอ    ไม ่     ฟัง   อาจารย์    ของ     คําพดู        จะ    ต้อง     ล้ม เหลว   แน่  แน่ 

     （Ther mai fang a-jarn kong kampood ja tong lomlew naenae） 

      （你  不   聽   老師   的   話       會     失敗  的。） 

  漢：你不聽老師的話，一定會失敗的。 

4.表「承諾」之相異點，如： 

    漢：我說過我會保護你！  

 泰：ฉนั   เคย   พดูวา่      ฉนั   จะ    คุ้มครอง      คณุ 

  （Chan  kei  phud waa  chan  ja  khum- khrong  khun） 

 （我    過    說     我   會   保護       你） 

 漢：我會考上大學的。 

   泰：ฉนั        จะ        ต้อง       สอบ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ได้ 

  （Chan  ja  tong  sorb  mahawithayalai  dai） 

    （我 將 一定   考    大學         會） 

針對「ได」้（dai）與「會」的語義異同，筆者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四-1「ได」้（dai）與「會」的語義異同表 

    ได（้dai）與「會」的語義對應上有相同點，也有相異點，從例句上及

上表中可清楚對應出兩字表達語義上的的異同。綜合上述 ได（้dai）與「會」

語     義 ได（้dai） 會 

1.能力     

2.經學習或訓練而獲得的能力、技巧 เป็น（pen）   

3.善於做某事 เก่ง（keng）   

4.可能 จะ（ja）   

5.承諾 สัญญา （ san  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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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對應語義之比較，可歸納說明如下： 

a.ได（้dai）與「會」可以同時表達「能力」之意，但透過學習或訓練而得

到的能力或技巧，則不能使用 ได（้dai）來取代。 

b.可以受程度副詞修飾的「會」，表達「善於做某事」之意，此時的 ได（้dai）

並沒有這種用法。 

c.「會」有「可能」之意，表說話者對某事發生的可能性的推測，而 ได（้dai）

並沒有這種意思。 

 

第二節 「ได」้（dai）與「能」之語義比較 

一、「ได้」（dai）與「能」的相同語義 

1.表「主語已具備的能力」，泰語的 ได（้dai）也具有此意。如： 

    泰： ฉนั     ชอบ   คน  ท่ี     เป็น  หลกั   ให้    เรา    ยดึถือ      ได้ 

（chan chob khun tee penlakk hai rao yeadteu dai） 

（我   喜歡  人       成為        我   依靠  能） 

  漢：我喜歡能成為我依靠的人 

    泰：ลิง     สามารถ    ปีน     ต้น ไม้     ท่ี    สงู    มาก     ได้ 

（Ling  samart  bin  tonmai thi sung mak  dai ） 

（猴子           爬    樹    那  高  非常 能） 

漢：猴子能爬很高的樹。 

2.表「恢復某種能力」，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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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เขา   ไม่         ปวด     หวั         แล้ว       วนันี ้     ไป        ทํางาน    ได้     แล้ว 

     （Kao mai puad hua leaw wannee bai tamngan dai laew） 

 （他 不  疼   頭   了   今天  去   工作   能  了） 

  漢：他頭不疼了，今天能去工作了。 

漢：他病好了，能工作了。 

泰： เขา       หาย       ป่วย    แล้ว    สามารถ      ทํางาน    ได้    แล้ว 

    （Khao  hai buai laew samart tham ngan dai laew） 

    （他   不見 病    了（能）      工作   能   了  ） 

3.表「達到某種效率」：本文中歸納出「能」的核心語義中，雖然沒有單

獨列出此一義項，但呂叔湘指出，「能」可以表示達到某種效率，意指「能

力上能夠達到某種程度」，因此將此義項歸為「能力」的核心語義中。泰

語 ได（้dai）也具有此義項，可單獨使用 ได（้dai），表示能力一般，也可

以「สามารถ（samart）＋VP＋ได（้dai）」方式呈現，表示特別強調在某方面

的能力很強，常用在書面語中或比較嚴肅的場合。如： 

泰：ใน   หนึง่    นาที   เขา   (สามารถ)    พิมพ์ดีด   ได้     ห้า  ร้อย   ตวั  

 （Nai neung natee kao （samart）pimdeed dai  ha roi tua） 

     （內   一  分鐘   他           打字     能   五百   個 ）  

    漢：他一分鐘能（可以）打五百個字。 

    泰：เขา     กิน   เก่ง   มาก   มือ้    หนึง่   กิน   ข้าว    ได้  สี ่   ถ้วย  ใหญ่ 

     （Khao gin geng mak  meu neng gin khao  dai si  thui yai） 

     （他   吃  能   很   餐   一   吃  他    能 四   碗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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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他很能吃，一頓能吃四大碗飯。 

4.表「用途」：指無生命事物的某種用途，可以說是事物具備的一種能力，

而 ได（้dai）也具有此義項。如： 

泰：เปลือก  ส้ม      ทํา   ยา   ได้ 

      （Pluak som tam ya dai） 

     （皮  橘子  做 藥 能） 

漢：橘子皮能做藥。 

泰： ผม      กระรอก        ใช้            ทํา           พู่กนั            ได้ 

  （pon krarok  chai  tham  phuu gan dai） 

  （毛   松鼠    用    做    毛筆     能） 

漢：松鼠的毛能做毛筆。 

5.表「條件」：表主語具備某條件做某事的能力，泰語 ได（้dai）也具有此

語義。如： 

    泰：เขา         เจ็บ       ขา       ก็  เลย          ขบั  รถ        ไม่     ได้ 

      （Kao jeb  ka korloei kabrod mai dai） 

（他  受傷 腿  所以    開車  不   能） 

    漢：他的腿受傷，所以不能開車。 

    漢：只要大家同心協力，什麼困難都能解決。 

    泰：ขอเพียง   ทกุ          คน        ร่วม    แรง         ร่วม      ใจ      อปุสรรค         อะไร       ก็     ฝ่าฟัน     ได้ 

 （Khorpiang thuk khon ruam reng ruam jai ubasak arai gor fafan dai） 

  （只要     每   人   協  力    同 心  障礙  什麼 都  突破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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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ได้（dai）」與「能」的相異語義 

1.表「善於做某事」：表達此義項時的「能」，常受副詞「很、最、真」修

飾，而泰語 ได（้dai）則不具有此義項，此時應使用「เก่ง（keng）」代替（此

在 ได（้dai）與「會」的中比較已分析過）。（強調既能達到的程度很高，

量很大時，也可用「ได（้dai）」，如：Kao pu dai mak 他說能很（他很能

說）。如： 

    漢：他真能睡。 

泰： เขา   นอน   เก่ง   มาก （ khao non keng mak）（他睡能很） 

  泰：เขา    เดนิ        เก่ง       มาก 

   （Kao dern keng mak）  

 （他   走   能   很） 

漢：他很能走。 

2.表「許可」：ได（้dai）與「能」都能表示「許可」之意，但此時的「能」

只能用於否定句和疑問句，且出現在否定句的「能」有表示「禁止」之意，

而 ได（้dai）在否定句、疑問句、陳述句中都可使用，但在否定句中的「ได้

（dai）」並無表示「禁止」之意。如： 

    泰：ฉนั        กิน ข้าว       ของ       เธอ       ได้       หรือ   ไม ่

     （Chan kinkao kong ter dai reu mai） 

     （我   吃飯   的   你  能   或不能） 

    漢：我能不能吃你的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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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他沒參加，不能把獎品給他。 

     泰：เขา      ไม่      ได้         เข้า        ร่วม            ของ          รางวลั          ให้        เขา       ไม่        ได้  

    （khao mai dai khao ruam  khon rangwan hai khao mai dai） 

     （他  沒   有   參加     東西   獎品  給   他  不  能 ）（否

定句中的「能」有「禁止」之意，但「ได」้沒有此意。） 

3.表「可能」：「能」有表示「可能」、「估計」之意，而「ได（้dai）」沒有。

如： 

    漢：今天小劉能到北京嗎？ 

    泰：วนันี ้     เส่ียวหลิว       จะ         ถงึ               ปักก่ิง        ไหม 

     （Wannee xiaoliu ja teung  bakking mai） 

      （今天   小劉   能  到     北京   嗎）  （此時「能」的語義

與泰語的「จะ（ja）」相似，表說話人對某事的推測。） 

針對「ได」้（dai）與「能」的語義異同，筆者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四-2「ได（้dai）」與「能」的語義異同表 

語義 ได（้dai） 能 

1.主語已具備的能力     

2.恢復某種能力     

3.達到某種效率     

4.用途     

5.條件     

6.善于做某事 เก่ง（Keng）   

7.許可     

8.可能 จะ（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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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ได（้dai）」與「可以」之語義比較 

一、ได้（dai）與「可以」的相同語義 

1.表「能力」：「ได（้dai）」和「可以」都能表示「NP 具備無障礙實現 VP

條件」的「能力」之義項。如： 

    泰： รถยนต์       คนั  นี ้          นัง่           ได้        หก      คน 

      （Rodyon kannee  nang  dai hok kon） 

       （汽車   這台    坐  可以  六  人） 

    漢：這台汽車可以坐六個人。 

漢：這間屋子可以住四個人。 

 泰：บ้านหลงั         นี ้        พกั         ได้          ส่ี         คน 

 （Banlang  ni  pak  dai   si  kon） 

  （房子    這   住  可以  四  人） 

2.表「用途」：呂叔湘說，「可以」具有某種用途之意，而泰語的 ได（้dai）

也具有此義項。下列例句的主語所表達的是無生命的，所以並非一般所謂

的「能力」，可以稱之為「物力」，就其意義上來說，「用途」之義可以說

事物的一種能力。如： 

    泰：ร่มคนั     นี ้    กนั    แดด    กนั     ฝน    ได้ 

     （Rom kan nee gan  dad   gan fon  dai） 

 （傘  把  這   防  太陽   防  雨  可以） 

漢：這把傘可以防太陽，也可以防雨。 

漢：棉花可以織布，棉籽還可以榨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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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สําลี  สามารถ ทอ  เป็น ผ้า ได้      เมล็ดฝ้าย    สามารถ     คัน้  เป็น  นํา้มนั  ได้  

（Samli samart   tor ben pa dai maletfai samart  khan ben namman dai）  

（棉花        織成  布可以 棉花種子       榨成  油  可以  ） 

3.表「許可」：漢語否定時用「不能」，「ได（้dai）」也有此意。如： 

    泰：เธอ  อยาก     กิน        เทา่ไหร่         ก็       ได้ 

     （Ter yak kin taorai gor dai） 

      （你  想  吃  多少  都 可以） 

    漢：你想吃多少都可以。 

泰： ใช้           โทรศพัท์           ใน                โรงหนงั              ไม่       ได้ 

 （Chai torrasab  nai   rongnang  mai dai） 

     （用     手機   裡面    電影院   不  能） 

    漢：電影院裡不能用手機。 

    漢：休息室裡可以吸菸。 

            泰： ใน           ห้อง           พกั         ส ูบบหุร่ี             ได้ 

     （Nai  hong  pak  subburi  dai）（裡面 室 休息 抽菸  可以。） 

4.表「條件」：表主語具備某條件做某事的能力，泰語 ได（้dai）也具有此

語義。如： 

泰：เขา         เขียน        การบ้าน    เสร็จแล้ว     เลิก   เรียน    ได้    แล้ว 

     （Khao khian ganban setlaew lerk lian dai laew） 

（ 他    寫   功課    完成了    下課   可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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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他的功課寫完了，可以下課了。 

二「ได้（dai）」與「可以」的相異語義 

1.表「值得」：呂叔湘、劉月華等 3 人都指出「可以」有「值得」之意，

泰語 ได（้dai）並無此義。如： 

泰：พระราชวงัฤดรู้อน                              ทวิทศัน์    สวย   งาม         มาก     คุ้มคา่       ไป        เท่ียว       ชม 

（Prarachawang reudoo ron tiutad suai ngam mak kumka bai tiao chom） 

（頤和園                 風景   優美     很，值得  去  遊覽觀看） 

漢：頤和園風景優美， 很可以去遊覽遊覽。 

泰： ปัญหา  นี ้     คณุคา่     นํา   มา    ศกึษา     สกั    ครัง้ 

    （Banha  ni   khanka  nam  ma  seuksa  sak  krang） 

（問題 這個    值得    拿  來   研究     一番 ） 

漢：這個問題很可以研究一番。 

例句中的泰語對應句 kumka（คุม้ค่า）、khunka（คุณค่า）都表示「值得」義，

表說話人認為值得施行 VP 所要表達的動作。所以，表達「值得」義時的

泰語不用 ได（้dai），而是用 kumka（คุม้ค่า）或 khunka（คุณค่า）。 

2.表「可能」：「可以」表示廣義的可能，表 NP具備不妨礙 VP實現的條件，

和「能」的替換率很大，約有 90%可用「能」替換，有表示「可能」、「估

計」之意，而「ได（้dai）」沒有。如： 

    漢：今天小劉能到北京嗎？ 

    泰：วนันี ้    เส่ียวหลิว    จะ    ถงึ     ปักก่ิง    ไหม 

（Wannee xiaoliu ja terng bakking mai）（今天   小劉    能  到    

北京   嗎）  （此時「能」的語義與泰語的「จะ（ja）」相似，表說話人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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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事的推測。） 

針對「ได」้（dai）與「可以」的語義異同，筆者整理如下表所示： 

表四-3「ได」้（dai）與「可以」的語義異同表 

語義 ได（้dai） 可以 

1.能力     

2.用途     

3.許可     

4.條件     

5.值得     

6.可能 จะ（Ja）   

對於泰語的「ได」้（dai）與漢語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語義比

較，筆者也重新整合如下表所示： 

表四-4 「會」、「能」、「可以」與「ได」้（dai）的義項對照表 

在上節中，我們進行了相關的對比分析。ได（้dai）與漢語的三個能願

動詞的義項對比中，有相異處，也有相同的地方。對於泰籍學生來說，在

義項相異處的學習上較無偏誤發生，在義項相同的地方，就比較容易產生

學習偏誤及負遷移，尤其是漢語的三個能願動詞之間，又存在著語義上重

疊使用的部分，更易造成泰籍學生在此三個能願動詞上的使用偏誤。 

 

 

 

 能力 推估、

可能 

善於 許可、

允許 

條件 用途 值得 承諾 

會             

能               

可以              

ได（้d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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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漢泰能願動詞對比的結果分析          

       與偏誤預測 

一、漢泰能願動詞對比的結果分析 

在上述比較中發現，漢泰能願動詞在句法和語義上有很多相同點，也

有很多不同點。在語法上的相同點，除了「可能義」之外，漢泰能願動詞

都可以連用；漢泰能願動詞都可以用「A 怎麼 V」或「AV 什麼」來提問，

少數能願動詞可以用「A 怎麼樣」提問；多數漢泰能願動詞都可以單獨回

答問題，兩者都可以受副詞修飾。 

語義上，漢泰能願動詞也有很多相同點，泰語能願動詞「ได」้（dai）

可以翻譯成「會」、「能」、「可以」，既可以表示「可能」，又可以表示有某

種能力或技能的意義。兩語言無論在語義上、句法位置及用法上都有相同

性，在二語學習的過程中，發揮很大的「正遷移」作用。 

然而，除了相同點外，兩者還存在著很多不同點，如漢泰能願動詞雖

然都能受副詞修飾，但漢語中修飾能願動詞的副詞要放在能願動詞前面，

而泰語則是放在動詞後面，當有多項狀語時，副詞要放在中心語後面，一

般放在句末。語義上，兩者的對應關係也很複雜，如漢語的「能」對應著

泰 語 的 四 個 詞 「ได（้dai）」、「ไหว（hwai）」、「สามารถ（samart）」、

「จะ  …ได（้ja…dai）」，而泰語的「ได（้dai）」也對應著漢語的「會」、「能」、

「可以」等。學生在學習目的語時，都必須經過和母語的轉換過程，由於

母語和目的語存在著比較複雜的交叉關係，因此更增加了學生的學習困

難，這也是泰國學生在學習漢語能願動詞時出現偏誤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能願動詞的偏誤預測與習得順序 

從漢泰能願動詞的對比分析中，我們根據布拉圖（Prator,1967）的

困難層次模式，列出能願動詞的習得順序，歸納出泰國學生學習漢語能願

動詞的情況，期盼在教學過程中，預測泰國學生學習能願動詞的難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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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選擇及安排合理的教學順序與學習方式，以防止偏誤產生。 

布拉圖將困難模式分為六個層次，是由斯道科威爾（Stockwell）的

「句法系統困難模式」層次簡化而來的。六個困難層次依次向上排列，困

難指數也越來越大。 

圖四-1斯道科威爾的六個困難層次圖 

級別 特質 困難程度 

五級 分裂 零級~~ 五級 

逐漸加深 

頂點 

四級 超差異  

 

 

 

  0 

三級  

二級 差異不足 

一級 合併 

零級 正遷移 

從上圖中可知第一層（零級）是非困難層次，即母語和目的語為完全

對應的關係，在學習上沒有困難，母語可以協助學習者學習目的語，即所

謂的「正遷移」。從第二層（第一級）開始進入難度層，第一級的難度最

小，是母語到目的語的合併，即母語中的兩項合併為目的語中的一項。第

二級為目的語沒有而母語中有的語法項目，必須提醒學生避免使用。第三

級的「再解釋」為母語中的語法項目在目的語中呈現不同的形式及分布，

必須透過學習並重新解釋。第四級的「超差異」，表示目的語中某些項目

在母語中並沒有對應的形式，學生學習起來較困難，常會出現迴避偏誤，

以其他語詞或形式來代替。第五級的「分裂」是指母語中一個語言項目，

在目的語中分裂成兩個以上的學習項目，學生不僅要學習新的語言項目，

還要區別與母語的不同，存在著雙重的習得困難，因此難度最大。 

然而，從漢泰語對比結果來看，漢語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學

習對泰國學生來說，也是屬於難度最大的第六層第五級，因為泰語的「ได้

（dai）」對應成漢語可以分裂為「會、能、可以」，加上漢語能願動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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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可以」及泰語的「ได（้dai）」本身多義性的複雜性，對於泰國學生在

能願動詞等近義詞的學習上，形成很大的干擾及困難度。 

透過漢泰能願動詞的對比分析，對應布拉圖（ Prator,1967）的困難

層次模式，對泰國學生習得漢語能願動詞的情況進行歸類，預測能願動詞

的學習難點及重點，主要在於「近義詞的辨析」與「能願動詞在句子中的

位置」兩方面，而習得的難度等級應為：會＞能＞可以。最難習得的能願

動詞為「會」，最容易習得能願動詞為「可以」。透過兩者的對比與預測分

析，期望在教學過程中，能透過合理的教學順序安排、練習，以防止可能

的偏誤產生。 

對於「會、能、可以」與「ได（้dai）」之間的異同，大致已有了初步

的認識，基於母語負遷移的原因，此節先做一個預測性假設，分析學生在

學習漢語能願動詞時，可能有的難點及容易出現的偏誤： 

1.語義上的偏誤：若是「會」、「能」在表示「能力」時容易出現混淆；表

「推斷」時的「會」、「能」易產生混淆；「可以」容易被誤用為表「能力」

的「會」、「能」。 

2.否定句、疑問句中，能願動詞位置不對；否定形式錯誤，如「可以」的

否定誤用為「不可以」；否定結構錯誤，如出現「來不能」的泰式語法。 

3.其他偏誤如該用的不用，或其他詞、其他用法迴避，不該用的時候亂用。 

當然，造成偏誤的原因很多，因此，偏誤的類型也不僅止於此，下一

章即針對語料偏誤的類型進行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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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果與探討 

    上一章已針對泰籍學生母語的能願詞「ได（้dai）」與漢語的能願動詞

「會、能、可以」進行了比對分析，因為對比分析著重在學習者的母語對

標的語學習的干擾，對於其他學習語言的內在影響因素並無法觀察得知。

因此，本研究透過語義學、對比分析的比較方法的基本概念和理論以及內

容分析法，對漢泰能願動詞的相關語義進行對比，同時針對泰籍學生的書

面語料進行分析，試圖找出泰籍學生使用能願動詞的表現，並分析探討所

有發生偏誤的原因及類型所在，並以此研究所得為基礎，在下一章節中設

計出合適的教學對策。 

 

第一節 研究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內容分析法」為主，內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又稱為文獻分析（ documentary analysis）或資訊分析

（informational analysis），是「對各種訊息交流形式的明顯內容進行

客觀、系統及量化的描述」。「資料來源的不同，它不是直接從研究對象那

裡獲取研究所需要的資料，而是去蒐集和分析現存的、以文字形式為主的

文獻資料。……所謂文獻，指的是包含我們希望加以研究的現象的任何訊

息形式。根據文獻具體來源的不同，我們既可以把文獻資料分為個人文

獻、官方文獻及大眾傳播媒體三大類。」（袁方，2002：386、377）本研

究所分析的語料，來自北京語言大學的「HSK動態作文語料庫」，HSK為漢

語水平考試的縮寫，是為測試母語非漢語者（包括外國人、華僑和中國國

內少數民族人員）的漢語水平而設立的國家及標準化考試。本研究提取的

對象為參加漢語水平考試的泰國人。 

內容分析法是透過個人文獻(作文、造句練習等)所蒐集的語料（本文

所收集的文獻語料則為泰國人參加漢語水平考試的作文），是研究對象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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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思考、理解所寫出的篇章語句，選用詞語的過程中不會受到研究者的影

響而改變，所以取得的語料在研究上的呈現較為客觀。 

二、偏誤分析 

中介語（Inter-language）是指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時，具有某種特

定結構的語言系統，而且這個系統會不斷的變動，逐漸向第二語言系統靠

近。Selinker 認為中介語形成的因素有語際遷移、語內遷移、訓練遷移、

學習策略、交際策略五種。魯健驥（1984）在《中介語理論與外國人學習

漢語的語音偏誤分析》中提及「中介語」和「偏誤」這兩個重要的概念，

他指出，「中介語」是由於學習外語者在學習過程中對目的語的規律性做

出不正確的推論、歸納而產生的一個語言系統，這個語言系統不同於學習

者的母語，也不同於所學習的目的語，它在語音、詞彙、語法、文化等多

方面都有所表現，但此中介語系統並非固定不變，它會隨著學習的發展而

逐漸向正確的目的語形式邁進，同時也開始了在中介語理論下進行偏誤分

析的研究。 

偏誤分析是(error analysis)二語習得中不可缺少的研究領域，其研

究成果對我們認識中介語、理解語言的習得過程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但能

使對外漢語教學更為有效，也能更具針對性地進行教學。 

英國語言學家柯德（S.P.Corder,1967）把語言的錯誤分成失誤

（mistake）和（error）兩種類型。「失誤」指學生在掌握目的語的語法

規則之後，大都能生成正確的句子，但偶而會出現錯誤的句子。這樣的錯

誤可能是因為粗心、意外或是在使用語言時的口誤或是隨便猜想，是因為

沒有正確使用語言系統所造成的。任何人在使用母語或外語時都可能會發

生失誤，學習者是可以自我修正的。「偏誤」指的則是中介語和目的語規

則間的差距，是有規律可循的，只有學習外語的人才會發生偏誤。學習者

學習了目的語的語法規則後，還是無法完全正確的使用目的語，再加上母

語遷移影響而產生的錯誤句子。學習者有時可以自我修正，有時可以察覺

自己的錯誤，但無法解釋錯在哪裡，必須靠教師予以糾正。 

「偏誤」是由於目的語掌握不好而產生的一種規律性的錯誤，它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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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目的語的軌跡，也反映了說話者的語言能力與水平。而偏誤分析是指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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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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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

包括偏誤是怎樣產生的、在不同的階段會發生什麼樣的偏誤、那些偏誤較

多等等。在漢語習得過中，當語感尚未建立或還不夠好的時候，學習者常

以模擬套用的方式進行簡單的推導，這對於某些對稱的語言現象，不失為

快捷的方式，然而對一些非對稱的特殊現象出現時，則常是導致偏誤的源

頭。 

身為華語教師在教學上一定都會注意到外籍學生在學習華語時，或多

或少都會受到自己母語的影響。比如以泰語為母語的學生會把「我在家看

電視」說成「我看電視在家」，這是因為泰文介系詞詞組在句中的位置是

在動詞詞組後面，而中文介系詞詞組卻是在動詞詞組前面，所以泰籍學生

在漢語習得過程中，常常會受到自己母語負遷移的影響。也因為這樣，我

們發現有相同母語背景的學生，在學習同一種外語的時候，大致上也會犯

同樣的錯誤。本章將透過泰國留學生參與漢語水平考試中的作文例句的偏

誤分析與研究，找出泰籍學生在學習漢語能願動詞時會出現何種錯誤類別

及其原因所在為何。 

 

第二節 語料來源與分析 

一、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 

    HSK 是漢語水平考試的縮寫，漢語水平考試是為測試母語為非漢語者

（包括外國人、華僑和中國國內少數民族）的漢語水平而設立的國家標準

化考試。從 1984 年開始研製此項考試，自 1993年的 HSK高等考試，至 1997

年的基礎水平考試，使 HSK 成為測試漢語水平由低到高的一個較為完整的

系統。而「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是高等漢語水平考試中關於作文考試的

答卷語料庫，收集了自 1992 年以來部分外國考生的作文答卷，且有詳細

合理的標注，提供了對偏誤分析與研究一個良好的平台與工具。選擇 H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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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庫中對能願動詞偏誤語料進行分析，原因在於其語料具有真實性與平

衡性，相信分析結果也具有相對的可靠性與權威性。對於 HSK 的考試成績、

證書等級、等級標準與等級標準的描述，可於附錄中查詢。一、語料的處

理方式 

我們從北京語言大學的「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中，檢選了泰國留學

生使用「會、能、可以」這三個能願動詞句的情形，並對其進行統計分析。

在語料庫中，我們按照「字」與「詞」檢索的方式，提取了泰國學生使用

「會、能、可以」這三個能願動詞句的所有例句約 1221 條，再按照「會、

能、可以+字與詞+偏誤+國別」的檢索方式，提取泰國學生在使用這三個

能願動詞的偏誤用例為 191 條（包含繁體字級錯字用例）。但筆者在檢索

的過程中發現，偏誤用例的搜索上並未完全涵蓋所有的偏誤句（也許因兩

岸在用法上的差異），因此筆者在分析、統計語料的偏誤用例時，是將所

有泰國留學生的作文例句同時進行檢選與分析研究。  

偏誤的類型可以從不同角度來探討，在能願動詞的偏誤研究上，多數

以遺漏（omission）、誤加（addition）、誤代（mis-selection）、錯序

（misordering）四大類為研究基礎，在 HSK 語料庫中能願動詞的使用偏

誤大致上也符合此四類，但因為研究語料基礎為 HSK 高等考試的作文語

料，由於題型因素，出現的偏誤不單單只有字義或詞義上的偏誤，還夾雜

了其他如句法結構、篇章、語用等混合型偏誤。因此，除了上述四類偏誤

外，本研究也會將其他偏誤併入四大類偏誤類型中一併討論分析。 

James（1998）提出四種判斷偏誤的標準：1.是否合乎語法:2.是否為

可接受、合乎語境的語言；3.是否正確；4.是否怪異或不合適。根據「偏

誤」的判斷標準，誠如上文在 HSK動態作文的檢選情況，對於語料庫上的

偏誤用例或正確用例，在某些情況下，也許因為兩岸用法上的差異而有所

不同，因此，筆者對於泰國留學生在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中，檢選能願動

詞的使用偏誤標準，遵循了以下幾項標準： 

1.不符合一般能願動詞的使用規則，如語法形式或結構位置。 

2.不符合上下文的語用，包含語義、詞義或語體風格（有時單看句子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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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但卻不符合句意或文意）。 

3.在一般情況下，母語為漢語的人不會使用的。 

二、語料統計結果 

（一）泰國留學生使用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情況用例 

1.「會」的偏誤統計 

在「會+字+泰國」及「會+詞+泰國」的檢索中，共有911條例句，扣

掉雙方重複的例句，再扣掉動詞或名詞如「聚會、社會」等用法，剩下530

條，在530條例句中，共發現100條偏誤用例，扣除29例正體字用法（北語

語料庫中，將正體字用法視為錯誤用例，在此將其剔除），以及4例錯字用

法，剩下67條偏誤用例，其偏誤率為12.6％。 

2.「能」的偏誤統計 

在「能+字+泰國」的檢索中，共有604條例句，扣掉重複收錄的例句

後為512條，再扣除120例名詞使用如才能、能力、本能等用法（在此，筆

者亦扣除「能夠」及「可能」的用例，只進行「能」的統計研究），剩下

392條例句。392例中，共發現59條偏誤用例，扣除15例錯字用法，剩下44

條偏誤用例，其偏誤率為11.2％。 

3.「可以」的偏誤統計 

在「可以+詞+泰國」的檢索中，共有183條例句，在「可以+字串+泰

國」的檢索中，共有229條例句，扣掉雙方重複收錄的例句後剩下201條， 

在201條例句中，共發現27條偏誤用例，扣除14例錯字用法，剩下13條偏

誤用例，其偏誤率為6.5％。 

泰國留學生在 HSK動態作文中使用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檢索

用例中，共搜索了語料總數為 1221 用例，扣除 62條繁體字及錯字用法，

偏誤用例為 129 條，偏誤率如以下圖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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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1泰國學生在 HSK 語料庫中使用漢語能願動詞的情況列表 

 語料總數 正確用例 正確率 偏誤用例 偏誤率 其他偏誤/率 

會 530 430 81.1％ 67 12.6％ 33/6.2％ 

能 392 333 84.9％ 44 11.2％ 15/3.8％ 

可以 201 174 86.5％ 13 6.5％ 14/7％ 

    根據以上能願動詞使用情況列表，筆者將偏誤率圖示如下： 

圖五-1泰國學生在 Hsk 語料庫中使用漢語能願動詞的偏誤統計圖 

從上方圖表所列，在「會、能、可以」三個能願動詞的使用上，偏誤

率最小的是「可以」，占 6.5％，最大的是「會」，占 12.6％，雖然在 HSK

上檢索的偏誤句中，「會」與「能」的偏誤率相差不多，僅相差 1.4％，在

統計數字上來說並沒有顯著的差別，但基本上與第四章第四節的預測結果

大致相符，習得的難度順序為：會≧能＞可以。下節即針對泰國留學生在

HSK語料庫中發生的偏誤類型進行分析討論。 

 

第三節 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偏誤 

       類型分析 

針對偏誤類型的探討，各專家學者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採取的角度

不同，劃分方法、劃分類型就有所不同，如 Dulay 和 Burt（1972,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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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了 145為母語為西班牙語的兒童英語學習者，習得英語中六個結構的

情形，他們計算兒童言語的偏誤頻率，並將其分為四類：1.母語干擾偏誤；

2.發展性的偏誤；3.模稜兩可的偏誤；4.獨特的偏誤。魯建驥（1994）在

《外國人語法偏誤分析》中把偏誤做形式上的分類，並按偏誤的性質把它

們分為遺漏（omission）、誤加（addition）、誤代（mis-selection）、錯

序（misordering）四大類。很多能願動詞的偏誤研究也遵循此一分類方

法，還有其他的偏誤分類為：積極性偏誤與消極性偏誤（祖人植 1990）、

語際偏誤（Interlingual errors）與語內偏誤（Intralingual errors）

（Carl James1998）、顯性偏誤隱性偏誤（Pit Corder）、對比性偏誤與非

對比性偏誤（劉乃華 1992）、整體性偏誤與局部性偏誤等（呂兆格 2003）。

Carl James（1998）及周小兵（1996）另外又添加了另一種誤類型：混合

偏誤（blends），亦稱雜揉偏誤。 

偏誤的發生大約從語義、句法結構、語用三大方向進行分析，依能願

動詞的常用的偏誤性質分類，本文擬從遺漏、誤加、誤代、錯序等四大偏

誤類型進行分析，但偏誤用例中，有些句子不只是能願動詞發生錯誤，有

些還合併其他錯誤成分，所以另外加上混合偏誤一併討論，盡力做到將同

一類偏誤放在一起。分析時將去除與能願動詞無關的句子與成分，而不予

以討論。以下則為 HSK 語料庫中「會」、「能」、「可以」的偏誤用例類型的

統計數與分析描述。 

表五-2泰國學生在 Hsk 語料庫中使用「會、能、可以」的偏誤表 

 會 能 可以 各類 

偏誤 

數量 

   比例 

類型 

數 

量 
總數占比 

數 

量 
總數占比 

數 

量 
總數占比 

誤代偏誤 21 31.3％ 7 15.9％ 2 15.4％ 30 

誤加偏誤 10 14.9％ 16 36.3％ 2 15.4％ 28 

遺漏偏誤 27 40.3％ 18 40.9％ 7 53.8％ 52 

錯序偏誤 9 13.4％ 1 2.2％ 1 7.7％ 11 

混合偏誤 0 0％ 2 4.5％ 1 7.7％ 3 

總數 67 100％ 44 100％ 13 100％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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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偏誤情況列表，其偏誤類型的數量統計如下： 

圖五-2泰國學生在 Hsk 語料庫中使用「會、能、可以」的偏誤統計圖 

能願動詞在語義上發生偏誤，無非是對各能願動詞的語義掌握不佳或

不熟悉所致，但漢語能願動詞本身就具有多義性，有的義項在不同語言中

是共同具有的，不會構成學習上的難點；而有的義項在這個語言裡有，另

一種語言裡沒有，此時就容易發生偏誤。義項間的差異，往往非常的細微，

有的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然而這些微的語義差異即是造成外語教學上的

一個難點，也容易成為外語學習上的難點。 

一、誤代偏誤 

誤代，也稱誤用，誤代偏誤的產生，是從兩個或幾個形式中選取了不

適合於特定語言環境所造成的一種偏誤，這些形式在意義上、用法或形式

上有所關連，可能是意義相近或相同，但用法不同；可能是形式上有某種

共同之處，而意義和用法不同；可能是用法相同，意義卻相反的，這兩個

或幾個形式容易使學習者混淆。 

從一般的語料分析中發現，泰國學生在學習漢語能願動詞的偏誤中，

誤代偏誤占很大部分。誤代偏誤的表現是多樣性的，主要是在能願動詞之

間的混用、能願動詞否定式的混用、能願動詞和動詞之間的混用，以及能

願動詞與動補結構的混用。造成誤代偏誤的主要原因是對近義能願動詞的

辨析存在著困難，以及對於能願動詞的否定式的掌控不佳而引發偏誤，本

文將能願動詞的否定式偏誤，另列否定用法不當的偏誤而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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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能力義」的「會 1」與「能 1」的誤代 

1.這樣除了能擺脫自己眼前的問題外，還*會（能）安心做人。 

2.老師說：「不斷的努力會成功。」我也希望我回國之前，*會（能）提高

我的漢語水平。 

「會」表示具有某種能力時，強調「技能」，這種能力是通過後天學

習而獲得的，具有恆常性。「能」既表示有生命者具有某種能力，也表示

東西的用途、事物的作用。一般認為「能」表示的能力範圍大於「會」，

能夠表示「一般性的技能」、「具體技能」、「體能」「效能」。所以在表示主

觀上具有某種能力或客觀上具備某種條件，應該使用「能」或「可以」，

不該用「會」。混淆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會」也有能力義，但為「經過學

習而具備的技能、能力」。 

例 1不是強調技能，強調在某種條件下具有的能力，例 2 已經學習過

漢語，已具備此能力，因此不用「會」。 

強調某種技能或能力的「會」與「能」，都是學生最先學習的能願動

詞，也是這兩個能願動詞最常使用到的義項。能力「會」翻譯成泰語是

「ได（้dai）」、「เป็น（ben）」、「สามารถ（samart）」，能力「能」翻譯成泰語

是「ได（้dai）」、「สามารถ（samart）」、「ไหว（wai）」，（「สามารถ（samart）」可

以強調技能，也可以強調體能，但主要用在書面語中；強調技能的「會」

也可以用「เป็น（ben）」，本文討論以「ได（้dai）」為主，在此不再加以說

明。）強調某種能力的程度高、效率大的「能」，可以翻譯為「ได（้dai）」

或「ไหว（wai）」。兩者在能力的義項上，都有可以直接對應的詞，因此如

果母語為泰語的學習者，其偏誤率應該會很小，因此筆者認為其偏誤發生

的原因並非受母語影響。 

筆者認為，引發表示能力義的「會」與「能」產生混淆的原因，應該

在於教材上的注釋或語言教學不夠明確所引起的。因為「會」與「能」在

教材上都翻譯為「can」或「ได（้dai）」、「สามารถ（samart）」，但事實上它

們的對應關係是十分複雜的，前文已討論過。加上教師在課堂上的教學語

言多使用英語，解釋詞義或舉例時也多以英語為例，而泰籍學生要先把英語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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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成泰語，再將泰語對應到漢語，這無異是增加了泰籍學生在此能力義上的學習

難度，由於不同語言的思維差異，對應關係的複雜度，因此造成學生習得干擾。 

（二）表「推測義、可能義」的「會 2」與「能 3」的誤代 

3.這些人只想到吸菸的好的方面，並沒有意識到吸菸的惡果：既*能（會） 

傷害到身體又*能（會）影響到社會環境。 

4.如果該困難不*會（能）解決，我們也不應該心灰意冷、放棄生命。 

5.就中國而言，吸菸是很普遍，幾乎到每個角落都*會（能）聞到菸的   

味道。 

研究結果顯示，泰國留學生對於表示「推測、可能」時的偏誤率比較

高，也是比較容易出錯的。 

「能」與「會」都可以表示某種能力、推測、可能，但在表示客觀上

具備某種條件或表示某種可能時，應該用「能」。學生一方面可能受泰語

「ได（้dai）」的影響，因為「ได（้dai）」也有表示「推測、可能」的意思；

一方面是因為「會」表示可能義時，表示說話者的主觀推測，推測某事發

生或存在的可能性，既有積極的可能義，也有消極的可能義，具有中性特

徵；而「能」也表示主觀推測的可能性，包括客觀可能性和主觀可能性，

但只能用於表示積極的可能義，不能用於表示消極義的語義範圍。 

例 3表示說話人認為吸菸會傷害身體、影響環境，因此對吸菸是負面

評價，此時應該使用中性特徵的「會」。例 5 則表示主觀的推測，認為不

管到哪裡都可能聞到菸味；例 4表示說話者自己推測困難無法解決的主觀

條件下，都不應該放棄生命，所以用「會」。 

表示可能義的「能」，泰語翻譯為「ได（้dai）」、「จะ  …ได（้ja…dai）」，

表示推測可能的「會」翻譯為「จะ（ja）」或「จะ  …ได（้ja…dai）」，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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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相信我，我不會騙你的。 

เช่ือ     ฉนั    ฉนั   จะ โกหก      เธอ   ไม่  ได้ 

Chuea chan chan ja  go hok ther mai dai 

相信   我  我    說謊（騙） 你  不  會 

怎麼能不知道呢？ 

            จะ   ไม่    รู้           ได้   อย่าง           ไร    

    Ja  mai  ruu  dai  yang  rai ? 

            不   知道 能   怎樣 

由 於「推 測 、 可 能」的「會」與「能」都 可 以 翻 譯 成

「จะ…ได（้ja…dai）」，在漢語中兩者表示的語義又不盡相同，可能的

「能」具有積極特徵，不能用於消極意義，可能的「會」，既可以表示積

極意義，也可以表示消極意義，具有中性特徵，雖然在語義上有相對語詞

對應，但在其些微語義上的差異，就形成一個無法掌控的難點。這就必須

要靠語感的培養，慢慢習得，對外漢語教師在講授此點時，應設計多種情

境、語境，讓學生設法融入情境中慢慢體會而自然習得。 

6學校*可能（可以）督促學生利用業餘時間來運動。 

7我希望你*會（能）給我機會發揮我自身的才能。 

8我希望你*會（能）考慮我的學歷與經驗，而接受我做貴公司的導遊。 

表示情理或客觀上的許可用的是「可以」或「能」，而不用可能義的

「可能」，例 6 中，「可以」表示廣義的可能，NP 具備不妨礙 VP 實現的

條件，約有 90％可以和「能」相互替換。學生顯然是對於能願動詞語義的

所側重的點掌握不佳，沒有準確的理解句子的意思，在翻譯時選擇了義義

相近的「可能」一詞，「會」、「能」、「可以」雖然都有表示「可能」

的義項，但並不等同於「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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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8 在語料庫中並未被列為偏誤例句，但基於筆者在偏誤的區辨

標準下而提出討論，推測可能因為兩岸用語的差異，所以語料庫中並未列

為偏誤句，但筆者認為，在台灣的普遍用法，求職者希望公司能夠給予機

會做這個工作，因此選擇表示有某種客觀可能性的「能」。 

（三）否定用法不當 

9.我認為如果那天沒見過她，沒跟她說話，*肯定沒選學漢語，又肯定沒

有今天……（肯定不會選學漢語，也肯定沒有今天） 

10.專門經營這些不正當的業務的人若被捕，後果不堪設想，*雖然沒有被

判死刑，但恐怕得坐上監獄。（雖然不會被判死刑） 

使用在動詞或動詞性成分之前的能願動詞，可以表示動作或性狀的一

寫特點，有些句子抽去能願動詞後仍然成立，如以上例句，學生會認為能

願動詞在句中的作用不像一般動詞那樣是必須的，認為可有可無，事實

上，缺了相應的能願動詞，有時語義是不通的。 

能願動詞是句中的信息焦點，是說話內容的中心所在，也是說話人所

刻意強調的語義重心，承載著說話者的情緒、態度、判斷等語用功能。能

願動詞本身就是表示個人主觀情感的詞類，上述例句及缺少了這樣的語用

功能。 

對於漢語的否定形式，泰國學生經常因為沒有掌握完全而容易出錯，

包含否定結構與否定詞的選用，尤其是對於已發生情況的否定式。發生偏

誤的原因，分析應該與漢泰語否定詞的差異有關，泰語中的否定詞通常只

用一個「ไม่（mai）」，而漢語的否定詞有「不」、「沒」、「沒有」，還要根據

已然與未然、過去與將來和語體色彩等不同情況下而有所區別。而且漢語

的相較之下，漢語的「不」、「沒」，翻譯成泰語都是用「ไม่（mai）」，相較

之下，漢語的否定詞比泰語的複雜許多。此外，漢語能願動詞又有肯否不

對稱的問題，例如，表示許可時，肯定用「可以」，否定用「不能」，而不

用「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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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加偏誤 

誤加偏誤是指在句中不該用能願動詞的地方用了能願動詞，這樣的偏

誤往往造成句意不明或句法形式的錯誤。根據語料研究結果顯示，誤加偏

誤包括不需要使用能願動詞和能願動詞的重複使用，其用例偏誤分析如

下。 

1.絕大多數的動物它們只（*能）會餵養它們的孩子。 

2.現在我父母在台灣投資，雖然它是個小小的企業，可是我想我如果能（*

會）說一口流利的中文，也會給父親的企業帶來巨大的希望。 

3.他們都希望我（*能）會說普通話，因此就送我來中國學習。 

4.例如，甲孩子，他父母從他小時候就當小偷，甲天天混在這種環境裡，

以為他父母做的事情是對的，甲將來能（*會）當個好人嗎？ 

5.我想：只要不怕挫折，不畏困難，世上再難的事，都（*會）能做到的。 

6.還有是為了自己，學習漢語對我來說真的是一個很有用的東西，現在我

除了會說泰語、英語，還（*能）會說漢語，回泰國以後，找工作對我來

說並不難了。 

7.他就與公司的老板談道理、（*能）說服老板，公司仍然接收那個工人工

作，做一些打掃的工作，還負責他至他可活的日子。 

8.如果不對男女進行分班的話，學生（*會）容易談戀愛，進一步就會做

愛，然後就不用說了。 

9.所以我認為丈夫幫助妻子自殺的這種方式還是（*能）可取的。 

10.有一天，她的男朋友來等她，公司下班的時間是五點半，但工作多，

她八點多才見她男朋友，男朋友因等了（*可以）差不多三個小時，所以

生氣了。 

11.……面對現實的社會，妻子如果回去照顧家，也應該設法（*可以）在

一些事務上尋找方法，幫助家裡賺一些外快…… 



82 
 
 

12.他們的願望是能看到自己的兒女（*能）在班室裡關心的是自己的學業

成績，而不是顧著對方的愛情。 

13.我所喜歡的歌聲，也就是喜歡那首歌（*能）給我的感覺…… 

能願動詞具有成句的作用，也具有調節語氣的作用，該用時一定要

用，不該用時而亂用，即會引發偏誤，造成語義不明、句法不通。用來表

示能力義、可能義等的能願動詞，在使用上，應根據上下語境而決定要不

要用能願動詞。例 1~5 句中，同時使用了「能」與「會」兩字，估計是因

為無法明確辨析該使用哪個能願動詞，使用了猜測的策略而造成偏誤。表

可能義的例 1，具有中性特徵及恆常性的情況，因此選擇使用「會」而不

用「能」。 

「會」與「能」在表示施事者具有某種本領而不強調其他條件存在時，

二者可以互換，如「我會說漢語」，也可以說「我能說漢語」，只單純強調

「說漢語」這種本領。例 2、例 3 即為此種狀況，學生不知該選用哪個能

願動詞而形成誤加偏誤。但多數情況下，兩者是不能互換的。例 4中表示

可能義時，「能」不能用於消極意義的語義範圍，說話人對全句所表達的

內容具有負面評價時，不能使用「能」，但反問句除外。例 5 中的「能」

表示具備某種能力，達到某種效率，還可以表示經過鍛鍊、磨練而生成的

能力、承受力、控制力。例 6 使用「會」，則是根據上下語境關係而選擇

使用經過學習而具備說漢語的能力。例 7、8、9則是陳述一般事實、現象，

並沒有特指能力或可能、推測之義。例 10、11 並不需要使用能願動詞，

學生使用「可以」只是想表達一種可能性，卻忽略了能願動詞的正確用法。 

14.能為增加知識而樂，今後（*能）在工作中能為祖國服務…… 

15.不怕困難，從早到晚，時時刻刻爭取時間（*只要能）達到自己的願望，

取得事業的成功。 

16.關於一字多解在經過長時間的學習後，（*能）掌握了，較難的一字多

解的聯句也明白了。 

17.現在我第一個理想已經實現了，我（*能）來到北京語言文化大學了，

是個本科生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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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考完後，真沒想到我就 （*能）考及格了。 

19. 學習漢語的呼聲在泰國是近幾年來才（*能）得到泰政府的許可…… 

例 14~18 都是誤加了狀語部分表示能力義的「能」，例 19則是添加了

狀語部分表示許可的「能」。從以上的誤加偏誤看來，學生之所以會產生

這樣的偏誤，除了少數較容易混淆的能願動詞義之外，最主要是因為無法

明確把握句子所要表達的語義，分辨不出句子是否表示能願義，因此而引

發了誤加偏誤。 

誤加偏誤的產生，並不是混淆了能願動詞的用法，而是無法精確掌握

好句子所要表達的語義，不能區辨出句子中是否含有情態語義而發生的偏

誤。 

三、遺漏偏誤 

遺漏偏誤是語料庫中偏誤率最高的部分，應該使用或必須使用能願動

詞而沒有使用的偏誤，稱為「遺漏」。遺漏偏誤是指學習者在語言表達的

過程中遺漏了某些該用的成分所導致的偏誤，有時並不會構成句法上的錯

誤，但是會喪失能願動詞的主觀意願表達，而形成句義不完整的現象。 

1.……青少年跟老人相處，*一定（會）受益頗豐的。 

2.我知道如果我學習的成績很出色的話，*您一定（會）感到自豪，但反

過來說…… 

3.人如果遇到挫折，要想為什麼會發生這問題，……我相信，*他們一定

（會）熱情的幫助你。…… 

4.人在生活或工作中，*一定（會）遇到許多困難或挫折。 

5.……一方面是歌的內容：如果是靠當時環境的動作或是當時社會一般的

情況，*這一種歌曲就不（能）長期流行。 

6.*有時候就（會）發生大問題，就是有的女生懷孕。 

7.但是考試後，我取得好成績，*（會）很高興也很幸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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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現在我可以寫漢字，因為小時候每天都寫漢字，*所以就不（會）忘記

漢字怎麼寫…… 

9.大家或許認為男女分班就不會胡思亂想，*（就會）專心於學業，但是

卻忽略學生的想法。 

10.但是缺點就是，*他們中有一部分（會）早戀。 

11.身為丈夫千萬不可以看不起妻子，如果沒有妻子替你煮飯燒菜……，

那就要忙得更累，*第二天去上班可以（可能）工作也幹不好，*工作的成

績（會）不夠理想的。 

12.現在的社會處於信息時代，男和女學生本人樹立了正確的思想認識水

平，*男女不分班也就不（會）引起社會的不同議論。 

13.漢語一定很有用。如果沒有爸爸，我就沒有今天，*（不能）在北京留

學。 

14.……有些歌曲在一瞬間就成為熱門歌曲，特別流行，*也有不少要經過

一段時間才（能）變成流行歌曲。 

15.我一邊走邊想著，這麼長的長城要用多長的時間和多少人，*才（能）

做出這麼偉大的建築物呢！  

16.到了上大學的時候，男女混合教育就沒有問題了，*當然也不（能）說

百分之百安全。 

17.可是還有一個和尚來，你看三個人都想人多了，*我不做他們當然（會）

做。 

18.選了學漢語，即使我從來沒學過漢語，*而且心裡也沒有想過（會）對

漢語有興趣。 

19.我去過了很多國家，也能用中文和他們交流，所以我想學會中文的人，

*只（會）得到好處，沒有什麼壞處。 

20.他們應該想到這一點，不是只想今天還是今年，*而是要想五年後還是

十年後世界（會）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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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不過，如果一定要把它們排列的話，*我（會）毫不猶豫地把飢餓問題

排在第一位。 

22.*現在的社會每天都（會）見到這個問題，有些就能重新來看…… 

23.現在的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社會，……若我們能夠了解父母的心，*就

（能）融洽成一個美滿的家庭。  

24 女兒在這兒天氣一天必一天暖和了，*而且女兒也（會）注意身體，請

別擔心。  

25.至於我將來的事--，回國後找工作，我也希望能找到跟漢語有關的工

作，*……而且我還（會）堅持不懈的學漢語。 

26. *「代溝」這個問題我覺得自己了解得不（能）再了解了。 

27.父親是個很努力、很勤勞的商人，而且，*是個又（會）關心人又嚴肅

的家長。 

28.如今在公共場所，允許吸菸的地方越來越少，*這（可以）幫助青少年

養成良好的習慣，…… 

29.還有呢，*可算是（可以）給一些男學生增添班裡的色彩吧！ 

例 1、2、3、4 都是放在「一定」後面的能願動詞被遺漏了，副詞「一

定、都」與能願動詞在一起時，學生往往會顧前不顧後，可能是因為學

生看到了副詞在前面已經有表示肯定的「一定」，加強了句子語氣的作

用，就認為這個句子表達的是十分確定的語氣，不能再加上表示推測的

「會」，因此而引起後面能願動詞的缺失。事實上，用「一定」是為了加

強推測實現的可能性。例 1、2、3、4後一分句都表示可能性，必須要加

上表示可能的語詞，根據句子所要表達的句意，表示 NP 根據某條件進行

的主觀推測，所以要加上「會」。 

例 1~22 表示句子的推測性質，強調其可能性，所以必須加上能願動

詞；例 23 表示積極的能力義時，使用「能」，至於能力義及推測、可能義

時的使用語詞，在誤代偏誤處已說明，在此不再贅述。例 24、25 的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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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承諾之意，說話者承諾會好好注意自己的身體，因此要加上表示承

諾、保證的「會」。 

第二、三人稱為主語時，「可以」有「＋允許」、「＋能夠」的義素結

構，表示允許條件下的能夠。例 28、29 即遺漏了代表能夠義的「可以」。

例 27 強調父親雖然嚴肅，但也是個善於關心別人的人，遺漏了狀語成分

的「會」，句意就顯得不夠完整。 

例 26 中，「A 得不能再 A」是一種同語複用的固定結構，一般認為說

話人在對人或事物做評價時採用的結構，賦予了主觀態度，表達的意思是

人或事物「A到極點了」，表示程度很高，因為此結構的意義被賦予了說話

人的主觀色彩，所以，此結構一般用於對或事物的主觀評價。句中遺漏的

「能」，在此固定結構的形式中，對於外語學習者應該不難，不至於造成

形成偏誤，研判應該是偶爾出現的失誤。 

根據上述偏誤分析，我們認為能願動詞的遺漏大都不是由於母語所引

起的偏誤，泰語中也有類似加強推測的語氣、表示推測的可能性。之所以

發生這樣的偏誤，主要是語感問題，無法把握句子表達出的細微意思、體

會明確的語境。 

四、錯序偏誤 

錯序，又稱錯位，由於句中某個或某些成分放錯位置而形成的偏誤，

叫做「錯序偏誤」。語序是漢語重要的語法手段之一，也是漢語與其他語

言有較大差異之處，因此學習者的錯序偏誤非常普遍。其用例偏誤分析如

下：  

1.我父親從小就離開他故鄉中國到泰國去，*他只會說中國話一點點…… 

（……他只會說一點點中國話 เขา  พดู  ภา  ษา  จีน  ได้   เพียง นิด  หน่อย/Khao phut pha 

sa jin dai piang  nit noi/他 說  話 中國 會  只有 一點點） 

修飾語位置錯誤，因為泰語是向右分枝的語言類型，定語在中心語後

面，句中的「一點點」是放在句子的最後，Khao phut pha sa jin dai p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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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t noi，所以在使用中文時容易形成偏誤。 

2.因此，我們會發現每天都有人來搶這個地位，*所以大戰爭天天就會發

生……（……所以天天都會發生大戰爭） 

3.使用的農民每天都要接觸到農藥，*他們的氣管也會多少有問題。（他們

的氣管也多少會有問題） 

能願動詞在受限制範圍或是表示程度低、頻率的「只、剛、才、就、

都」等副詞修飾時，經常會出錯，學生應該是對於漢語的副詞詞意尚未完

全掌握，因此形成偏誤。此外，學生常常無法理解漢語語序的改變而引起

的句意改變，能願動詞與時間詞的易位和否定副詞的易位，都會引起句意

上的改變，學生可能還無法體會這樣的改變，尤其在時間詞的易位上，更

容易形成偏誤。 

4*這種愛好可能為他將來會帶來好處。（ 將來這種愛好可能會為他帶來好

處。） 

5*男女混合班的制度，除了讓男女同學不會用好奇的心來相處，也可以促

進平等……（除了不會讓男女同學用好奇心來相處） 

6*不想會留下給別人什麼問題。（不想給別人留下什麼問題） 

7*因為做為一個老師來說，很可能是不能賺錢太多……（很可能賺不了太

多錢） 

某些情況下，能願動詞是可以連用的，就像「表示可能的+表示可能

的」，這一類表示估計某種情況出現的可能性就可以連用，例如：可能要、

可能會。但是能願動詞的連用是有很多限制條件的，並不是所有的詞都可

以連用，就像例 4 的能願動詞連用，加上學生在學習能願動詞時，大多能

掌握「主語+能願動詞+動詞+賓語」的結構，學生無法同時掌握在中文詞

序引起的詞義改變以及能願動詞的連用情況，因此造成例 4、5、7的偏誤。 

與例 4一樣，能願動詞連用是有限制的，表示對做某事的意願或願望

時可以使用有意願義的能願動詞，如想要、會要，學生可能想強調自己的

意願或義務時，不自覺的連用能願動詞，但對於能願動詞連用的限制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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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確的掌握，因而造成了語義上的累贅，如例 6的「想會」。 

能願動詞要用在動詞或動詞性成分之前，基本上這樣的語序結構，泰

國學生上能掌握，但對於時間狀語、地點狀語、介詞結構等與能願動詞的

位置關係卻不是很清楚。我們認為這可能受到英語的影響，因為英語的情

態動詞一定要放在動詞前面，而對外漢語教師在不一定懂得泰語的情況

下，經常選用以英語注釋的漢語教材，授課時又經常以英語為雙方的溝通

管道，學生在學習上經過二次翻譯後，不但在英語語法上得到增強，也直

間接造成遺漏性的偏誤。此外，初級階段的學生在學習漢語時，教師往往

會特意強調漢語的基本語序，比如時間狀語一般要放在句首或主語後面，

當能願動詞一起出現時，學生自然也會遵循這一語序的原則，因此而無法

靈活的根據語義將時間狀語置於能願動詞之後。 

五、混合偏誤 

混合偏誤 7是指將兩種不同的句式、結構或說法等混在一起的混合性

偏誤。 

1*身為丈夫的千萬不可以看不起妻子，如果沒有妻子替你煮飯燒菜，洗衣

服，你工作累了回到家還要自己弄飯菜，那就要忙得更累，第二天去上班

可以工作也幹不好，工作的成績不夠理想的。（身為丈夫的千萬不能看不

起妻子……第二天去可能工作也幹不好，工作的成績會不夠理想的。） 

2*……說起來都有它的缺點和優點，再過來分班的過度也可避免學生早

戀，但也不是百分他們還能課外校外結交別性的朋友……（分班的過渡期

也可以避免學生早戀，但也不是百分百，他們還是能在課外、校外結交異

性朋友的） 

3*若能把噪聲都換成自己喜歡的聲音，那樣基本上人不能。 

                                                 
7感謝鄧守信教授對於偏誤類型提出的建議，基本上偏誤研究以誤代、誤加、遺漏、錯

序四大類型為研究基礎，應該將否定用法不當及混合偏誤併入四大偏誤類型中，但 HSK

動態作文語料的收集，有些偏誤句並不只有單一偏誤，同一句中可能同時包含誤代、遺

漏或錯序等多項偏誤類型，因此依據 Carl James（1998）及周小兵（1996）等學者資料，

保留了第五種偏誤類型：混合偏誤（blends），亦稱雜揉偏誤，但將「否定用法不當」併

入四大偏誤類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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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 中包含了肯否不對稱的問題，表示許可時，肯定用「可以」，否

定用「不能」，而不用「不可以」。表示可能義的「可以」，強調 NP 具備不

妨礙 VP 實現的條件，如：寫完了，可以放心去玩了。「寫完」是可以放心

去玩的必要條件，不妨礙「放心去玩」的可能性發生。「可能」表示某事

發生的機率很大，因此，使用能願動詞「可能」，較符合例 1 的句意。例 2

屬於多方面句意及結構錯誤，例 3則語焉不詳，不知句意為何，在此則不

加以分析討論。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中，留學生的漢語水平都在中級以上，且囿於考

試的題型與方式，學生的自由發揮空間很大，對沒有把握的語詞和句型往

往會採用「迴避策略」，而選用其他方式表達。能願動詞中，「會」、

「能」、「可以」幾乎是偏誤率最高的三個，因為泰語口語中的「ได（้dai）」

既可以表示能力，又可以表示可能、允許之義，對應於漢語的「會」、

「能」、「可以」，不僅有很多義項，意義又很接近，要能區辨清楚能願

動詞間些微的語義差異，對於泰國學生來說，並非一蹴可幾之易事。 

第四章中，通過漢泰能願動詞的對比討論，對於泰國學生在使用能願

動詞時可能發生的偏誤進行推測，經過本章的偏誤條例分析後，證實了我

們對偏誤可能發生的情況預測，同時發現泰籍學生在學習漢語能願動詞

「會」、「能」、「可以」時的學習難點。 

我們先對語料庫中的偏誤語料進行統計分析，發現其中遺漏偏誤最

多，接著再進行偏誤語料的錯誤分析，具體分析「會」、「能」、「可以」

的常用義項，及與泰語「ได」้的對應關係。對偏誤句進行分析時，發現引

發偏誤的原因是多樣的，除母語負遷移的影響外，主要是詞義的掌握與辨

析不夠，還有教材注釋及教學語言的影響等，都可能是造成偏誤的原因。 

出現類似詞義混淆的問題，主要是因為能願動詞間在某一義項時可以

通用，在其他方面又存在差異，無法清楚明白之間差異，便容易出現錯誤。

從事漢語教學時，應該盡力協助學生弄清楚能願動詞詞義上的差別，以及

使用上的特點，設法引導學生分清楚詞義重疊部分的細微差異，學生在使

用、表達上才能更為精準、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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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偏誤原因探討 

偏誤分析法（Error Analysis）是了解學習者習得過程的一個重要手

段。Corder認為，研究偏誤有三個作用：1.能使教師了解學習者的學習狀

況；2.能使研究者了解學習者是如何學習語言的；3.是學習者賴以發現目

的語規則的工具。對於偏誤原因的探究，是偏誤研究中最難的，卻也是非

常重要的一個環節。從二語習得的角度來看，只有了解偏誤原因，才能真

正把握二語習得的特點和規律。從教學教度來看，弄清楚偏誤來源，才能

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有效的實施具體教學方案。 

劉珣（2006）認為，第二語言學習者偏誤的來源是多方面因素所造成

的，漢語能願動詞的使用頻率很高，詞義及用法又十分複雜，外籍學生在

學習漢語初級，出現能願動詞偏誤的現象還算普遍，有些偏誤是共性，是

因為漢語能願動詞本身的特點和難點所引起的；有些偏誤是某一語種的學

習者所特有的，因為不同的母語，在漢語能願動詞的習得過程中，發生的

偏誤也會不同。在分析能願動詞的偏誤原因時，不但要考慮其偏誤的共

性，也要了解不同語種的學生所發生的偏誤原因。 

第三節在做偏誤分類時，我們就偏誤的可能原因進行了分析討論，又

泰籍留學生在使用漢語能願動詞時，其意義、語用法上多少都與母語有一

些誤用及交叉的關係，造成母語干擾而形成偏誤。普遍上來說，二語習得

的過程中出現的錯誤，有很多是來自於學習者母語的干擾，尤其是在語言

學習的初級階段，是屬於學習者自身的內在因素。至於其外在因素，歸納

主要來自於教師、教材及環境的問題。本節將整理歸納出偏誤的原因，嘗

試使用相關的語言學習理論進行探討。 

一、內在因素 

二語習得是有一定的規律，但也同時表現出學習者的個體因素，只有

充分了解這些因人而異的內在因素，才能針對學習者的特點，對症下藥，

有效的防止和糾正二語習得的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偏誤。 

行為主義語言學習理論的觀點認為，學習者原有的語言知識，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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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母語，是影響二語學習的主要因素。1989年，Odlin對語言遷移下了一

個精確的定義：遷移是指目標語和其他任何已經習得或沒有完全習的語言

之間的共性和差異所造成的影響。語言遷移一般分為兩種：正遷移

（positive transfer）和負遷移（negative transfer）。「正遷移」指

母語與目的語的相同之處會促進第二語言學習，對二語的學習有著積極且

正面促進的作用。「負遷移」即母語干擾，對二語學習有干擾和阻礙的作

用，主要是由於母語和目的語的某些形式結構和系統規則被學習者誤以為

相同所致。 

（一）母語負遷移---語際干擾（interlingual errors）造成的偏誤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發現，學生的學習難點不一定是母語與漢語間有明

顯差異的地方，而是兩種語言在形式或意義上差別較小的地方。通常在初

級階段的學習，由於二語學習的特點，學生往往只憑兩種語言表面上（即

語義）的相同或相似，就簡單的將兩種語言對等起來，因而忽略了兩種語

言間存在的語法特點的差異，因此而產生了偏誤。在能願動詞教學中，我

們應該糾正學生將母語和目的語簡單對等的趨向，針對能願動詞的特殊性

加以強調和實踐，以盡量減少母語可能發生的負遷移作用，並透過語言對

比研究，提高對泰籍學生在學習漢語能願動詞偏誤的預見性，幫助學生克

服母語造成的干擾。在《外國人學漢語的詞語偏誤分析》中，魯健驥指出：

「本族語、本族文化的干擾大致是在下面幾種狀況發生的：目的語的語詞

和母語的語詞，在意義上互有交叉；兩種語言中的對應語詞在感情色彩、

語體色彩、使用場合等方面有差異。」漢泰能願動詞不論在語義上還是語

法上，都存在著諸多差異。 

1.詞義負遷移：由於漢語能願動詞和泰語對應的語詞有很複雜的交叉意

義，這對泰籍學生的學習帶來大的困擾。比如：「會」、「能」、「可以」

在泰語的教材中都翻譯為「ได」้，學生就會以為「ได（้dai）」和「會」、

「能」、「可以」在意義上是可以一一對應的。事實上「會」、「能」、

「可以」雖然都是可能類能願動詞，但具體意義卻有複雜的交叉關係，用

法也不完全相同。在泰語的語詞意義中，「สามารถ（samart）」、「เป็น（ben）」

翻譯成「會」，表示能力、意願的可能、條件用途；表示能力的泰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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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สามารถ（samart）」、「ได（้dai）」，對應的是漢語的「能」；「ได（้dai）」

的核心語義是表示許可、允許，對應的是漢語的「可以」。漢語中，表示

推測可能性的「會」、表示條件、用途、允許、許可的「能」與表示能力、

條件、用途、建議、值得的「可以」中有諸多義項，在泰語中並沒有對應

的義項，當泰國學生要表達這些義項的時候，就可能選用「ได（้dai）」或

「可能」等詞語代替，或者是採用迴避策略。  

兩種語言的詞義不可能完全重合，第二語言學習時通常借助母語，自

然的將兩種語言對等起來，這種先入為主的系統概念就會影響到新語言詞

義的理解。面對漢語能願動詞的多義項難點，泰語能願動詞本身也存在著

多義項的問題，所以，泰籍學生在學習漢語能願動詞時，必定會出現種種

語義理解上的偏誤。 

2.語法規則負遷移：漢泰語沒有時態變化，都是靠語序來表達語法意義，

基本語序是「主語+謂語+賓語」，但泰語的修飾語和中心語的位置與漢語

不同，一般定語在中心語之後，狀語有的在中心語之前，有的在之後，每

種語言都有各自的語法規則系統，在不同的結構中可能用法完全不同，在

目的語語法規則掌握不完全的情況下，泰籍學生自然界住母語的語法規則

來造句、翻譯，因而導致偏誤的發生。 

漢語能願動詞必須放在動詞或動詞性成分之前，泰語中表示意願類、

可能類等的能願動詞也要放在動詞或形容詞之前，但泰語中表示能力、技

能的能願動詞則必須放在中心語後面，如果謂語動詞前有多項狀語時，則

必須把形容詞、介詞結構等放在中心語後面，而程度副詞放在句尾。此時學生

因為在漢語語法規則掌握不完全的情況下，就會認為和泰語能願動詞的位置是一

樣的，而出現像「他只會說中國話一點點」、「這種愛好可能為他將來會帶來

好處」這樣的偏誤。 

（二）語內遷移（intralingual transfer） 

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學習者一點一點的建構自己目的語的知識，

美多學習一個詞彙、語法，語言系統就隨之更新，隨時保持著一種變動詞

的狀態。在新的語言成分加入後，學習者自然會將其與舊有的知識串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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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形成了語內遷移現象。1975 年，泰勒（Barry P.Taylor）發現，在

語言學習的初級階段，語際遷移較佔優勢，學習到一定程度時，語內遷移

就逐漸取代語際干擾而形成語言錯誤的主要因素，而錯誤影響的範圍也變

成由大轉變為小的趨勢，即由語言規則方面出錯較多變為具體詞語方面出

錯較多。 

語言遷移也叫過度泛化（ overgeneralization）或過分延伸

（over-extension），是指漢語知識掌握的不完全，而對學習新的語法現

象的干擾，學習完一種語法格式之後，便按照一樣的句法形式進行不適當

的類推，卻忽略了句法成分的語義制約及句子的表達功能，這種現象普遍

存在於二語習得的過程中，主要表現在相近能願動詞的替換上。例如：「能」

與「會」都可以表示某種能力、推測、可能，但在表示客觀上具備某種條

件或表示某種可能時，應該用「能」。泰籍學生可能受泰語「ได้」的影響，

而產生「會」與「能」的誤代。雖然在能力義上，漢泰語有相互對應的語

詞，照理說受母語正遷移的影響，學習起來應該不難，但仍有偏誤發生，

筆者認為是受到目的語語義掌握不全的影響而造成的偏誤。 

正常來說，漢語水平越高的學生，錯序、遺漏、誤加的偏誤都會減少，

但誤代偏誤仍然很高，主要是因為相近能願動詞間的混用。但在調查、分

析北語的 HSK動態作文語料的偏誤時發現，誤代偏誤率屬於第二高，偏誤

率最高的卻是遺漏，筆者認為是因為測驗題型不同所致，在動態作文中，

學生的自由發揮空間較大，對沒有把握的語詞或句型，往往採用迴避策

略，或是選用其他表達方式，並非像問卷調查式的題型，是屬於「強制性」

的題目，較容易凸顯學生缺失的部分。 

（三）學習策略與交際策略引起的偏誤 

學習策略是指學生為了有效的學習和使用語言而採取的各種行動和

步驟，造成偏誤的學習策略有遷移、泛化和簡化。遷移是學習者在學習時，

過度依賴母語；泛化是學習者把目的語的用法不適當的擴大使用而形成的

負遷移；簡化是指學生在習得困難的語法點時，經常會避難趨易，運用相

對簡單的語詞或句子來代替，故意減少他們認為困難、多餘的部分。。 



94 
 
 

交際策略是指學習者為順利進行語言交際活動，有意識地採取的計畫

措施或方法技巧，是語言使用者交際能力的一部分，主要採用迴避策略。

迴避源於交際中的縮減策略，指的是放棄、簡化某一語言形式或某話題。

在交際策略中使用迴避的情況很多，可以分為形式迴避和功能迴避。在泰

國學生使用能願動詞的情況中，他們常常降低或迴避原來的交際目標，使

用其他相近或相似的語詞進行替換，或是省略、放棄欲交際的某些目標。

學生對能願動詞的用法掌握不佳或理解不夠深入時，往往採取簡化、迴避

策略而造成偏誤。在目的語的習得過程中，主要表現在遺漏偏誤上，如能

願動詞連用時的偏誤。例如：如今在公共場所，允許吸菸的地方越來越少，

這（可以）幫助青少年養成良好的習慣，……。這是由於學生還不能完整

表達語義所造成的。 

二、外在因素 

對外漢語教學中，教材、教師、課堂上的教學和環境的影響也是重要

的因素，這些情況統稱為「學習語境」，認為教師在課堂上不正確的解釋

和引導、教材的編排順序不當等，都會造成學生在學習漢語時發生偏誤。

所以學生在能願動詞的習得過程中發生的偏誤，除了在詞義、否定、疑問

和語法結構等產生的干擾、泛化、迴避等負遷移之外，也有來自於外在因

素的影響，即教材上編排不當或釋義不明，或是教師的講解等問題而產生

的偏誤。 

（一）教材編排 

不同的教材對能願動詞的解釋語編排順序不盡相同，甚至名稱、數量

也不同，這無異加重了學生的學習負擔，缺乏統一而明確的解釋與指導，

不但造成學生的學習困難，也不利於教師教學。 

1.能願動詞的排序不當，對於零起點的學生來說，先學習到幾個常用的能

願動詞實屬合理，但有的分開出現，有的卻安排在同一課文中出現， 試

想，能願動詞的多義項如何解釋？何時出現？同一課文中如何能分清楚各

個內在義項？  



95 
 
 

2.教材釋義有過於簡單化傾向，能願義項只停留在表面，未能深入探討其

隱含語義，教材內容也沒有對兩種語言的相異點加以特別標注或區別。再

加上有些教材是用英文釋義的，無形中增加了學習上的干擾。學生在理解

時，必須先將英語和泰語對應起來，再對應漢語和泰語，經過雙重轉換，

大大增加了偏誤產生的機率。 

在筆者曾經使用過或參考過的教材中，《初級實用漢語課本Ⅱ》（鄧

進隆），初級教材共三十課，作者同時讓「會」、「能」、「可以」三個

能願動詞出現在同一課文中，三個的泰語解釋都有「สามารถ（samart）」和

「ได（้dai）」，在語法點上也同時作了語義說明，認為「會」是經過學習

才能發生的，而「能」和「可以」表示以前不能做，但現在學會了就能了，

也可以用來表示請求允許或請教或禁止某事，也說明了表禁止時，否定用

「不能」。但說明完義項及語法後，作業練習即是三個字的混合短文練習，

從短文練習中的錯誤中了解，學生並不完全理解三個字的義項，也沒有做

過充分的練習，因此無法正確使用這三個能願動詞。在《初級漢語》（任

景文）中，則將這三個字分置於第十三課（會）、二十二（可以）課和三

十四課（能），課文中也解釋了基本義項，並兩兩分別討論，同時在最後

三十四課時，對這三個字個做了一個總練習，而且是條列句練習，並非短

文式練習，但「會」的泰語翻譯並沒有「ได」้這個義項。同樣的字，在不

同教材排序及釋義上就有不同，無異是造成學生的學習負擔。 

母語與目的語的差異，正是教材編寫的難點，對於兩種語言的相似

處，若能適當的類比，自然能夠使學生迅速領悟與掌握，處理不好時則會

適得其反，出現更多偏誤。 

（二）教學不當 

除教材外，教師就是學習環境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主要表現在兩方

面：一是教學過程中，教師太過依賴英語對等語義來進行漢語的詞彙教

學，或是面對初級漢語階段的學習者，教材對語詞的是異常有簡化和對應

詞堆砌的現象，在講解時也常說漢語的某個詞就是學生母語中的某個詞，

在在都反映了詞義解釋簡單化的傾向；二是教師準備不足，造成誘導性偏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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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在教學中可能隨時會提問，對於學生的提問，教師若未經深思熟

慮，只憑藉自己的語感，透過例句來解釋，很可能並未考慮到語法的使用

條件或語境，反而造成誘導性的偏誤。 

對外漢語教學中使用的教學語言一般為英語，教師在借助英語解釋漢

語詞彙時，應先弄清楚漢語和英語間共同或獨特的概念，以預測學生可能

出現的偏誤，在此基礎上重點分析兩者之間的差異，才能使學生正確掌握

並運用。對於教材釋義減化的現象，教師在講解時也必須特別留意其多義

項的複雜性，雖不一定非得在同一課文中完全釋義，但可以讓學生了解某

個語詞的多義性等特殊結構，日後學習更多時再加以整合歸納，同時並給

予充分的練習。對於偏誤類型和偏誤產生的原因兩者之間的關係，我們歸

納如下： 

表五-3偏誤類型和偏誤產生的原因兩者之關係表 

          偏誤類型 

偏誤原因 

誤 代

偏誤 

誤 加

偏誤 

遺 漏

偏誤 

錯 序

偏誤 

混 合

偏誤 

母語負遷移          

語內遷移           

學習與交際策略        

外在因素         

從上表可以看出，能願動詞的不同偏誤類型，產生原因也不盡相同，

而偏誤的產生，也並非單一方面造成的，可能來自於多方面的干擾與影

響。其中，語內干擾的泛化問題影響範圍最廣，初級漢語階段，也許受母

語干擾明顯，但顯而易見的偏誤也較易修正，在語內干擾時，可能來自於

學生對目的語本身詞義、結構、語法上的掌握夠不夠明確，其偏誤就可能

來自於多方面的影響。此時就有賴於教師的教學，除了要熟悉漢語中能願

動詞的特點及用法，根據學生的母語進行對比，找出學生可能出現的偏

誤，嘗試在教材編寫或課堂講授時予以明確的引導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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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漢語能願動詞「會」、

「能」、 「可以」的教學語法與建議 

本章擬針對前述的研究所得，進行能願動詞「會」、「能」、「可以」

的教學活動設計。然而，根據語料收集、偏誤研究所得，泰籍學生在學習

漢語能願動詞時，即便是高等漢語水平的學生，在「會」、「能」、「可

以」這三個能願動詞的使用上，仍然存在普遍的偏誤，而「遺漏」偏誤是

其中最多的偏誤類型。能願動詞的多義性一直是外籍學生學習漢語學習的

難點，而泰語與漢語一樣，也有類似加強推測的語氣、表示推測的可能性、

允許、禁止等能願詞，兩語言間的對應關係十分複雜。根據偏誤原因的探

究，筆者認為能願動詞的遺漏大都不是因母語所引起的偏誤，雖然不排除

造成「遺漏」的原因有部分可能來自母語的負遷移、能願動詞本身的多義

性、近義詞的區辨問題，但筆者認為發生遺漏偏誤的主要原因是語感問

題，因為無法把握句子表達出的細微意思、體會明確的語境。 

漢語能願動詞的多義性及複雜性，在教材中應如何教授？先教哪個語

義或哪個語詞？在筆者使用及參考的漢語教材中，就有不同的排序及泰語

對應翻譯，對於語法的解釋也不盡相同，諸此種種，在在影響學生在二語

習得中的成效。 

外語教學的目的是為了增進學習者語言溝通的能力，因此對外漢語教

學的語法教學重心不在語法知識，而在語言規則的掌握及適切語境的使

用。以外語學習為目標的語言規則，主要體現於教學語法及語法教學兩方

面（鄧守信，2009:8）。教學語法是應用語言學中的一個新興學門，特別

是在第二語言習得與教學這個領域，與對比分析的關係也十分密切。本章

將在教學語法的理論架構下，安排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

教學順序及教學活動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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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教學語法的定義 

鄧守信（2009）認為「教學語法」是貫穿在語言教學過程中的語法，

而語法教學是獨立的教學過程。教學語法的目的是為了教語言，而語法教

學的目的是為了教語法，兩者的目標是不同的。 

在第二語或外語教學領域，「語法」一向是教學的重頭戲，教什麼、

何時教、怎麼教，被認為是教學成效優劣的關鍵。語法教學法是否根據一

到科學性、系統化的操作及排序、累進方式，各家說法眾說紛紜，雖然萬

變不離其宗，但不同的教材就有不同的排序方式，究竟孰先孰後，雖然都

根據了語法難點分析及教學排序方式編排，然而，這不同的編排方式一定

適合來自不同母語學生的學習嗎？就算是根據相同理論所編排的語言教

材，也不見得適合來自不同母語的學習者。語法點的教學沒有一套標準的

教學法，純教學也不適用於所有語法點的教學法。一套棍法行天下的普及

性教材，其內容的適合性堪慮，語言教材應針對不同學習者的母語加以調

整語法點的說明。 

教學語法、語法教學看似一場文字遊戲，但兩者的內涵仍有本質上的

不同。「語法教學」的研究有助於教師了解如何在課堂上執行教學活動，

關心的是語法應如何教授，是以教學語法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內容，如：針

對某一語法點應提供什麼樣的例句給學習者、應進行何種活動給學習者

等。「教學語法」關心在整個語法體系中，什麼樣的語法點應置於什麼時

間點的教學階段，及其時間點的根據與原則。可見，教學語法的的體系架

構，牽涉到不同語法點間的難易排序，以及語法點難易的判定，而語法教

學則是以此為基礎，針對個別語法點進行教學。（鄧守信，2009:14） 

教學語法是根據語法教學的要求所制定的語法系統，具有規範性和穩

定性，他同時側重語法功能的表達與實用，理論的分析並非他的重點。教

學語法的目的是要讓學習者提高語言能力，因此必須考慮「體系的系統

性、適應性、學習者的習得順序」。鄧守信在《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總則》

中明白指出，所謂的「教學語法」，並不僅指第二語言教育的語法教學，

漢語教學語法是一個定義清楚的理論體系，是語法教學的實踐與執行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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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般性指導架構。郭熙（2002）也區分了教學語法和語法教學的不同側

重：語法教學是有目的的向學習者傳授某一階段或特定場合所需要的語法

知識的一種教學活動；而教學語法則是進行語法教學的依據。 

教學語法是為成人語言學習者而設計的語法系統，包含兩個教學語法

的理論要素「教學法」、「語法分析」在內。比較起來，語法分析更接近

教學語法理論的基礎，因為教學語法是以理論語法的分析為其內容，且已

建立指導語法教學方針為目標的語法體系；而課堂上的教學活動屬於教學

法的範疇，要以教學語法建立起來的語法體系為教學活動設計的依據。（鄧

31） 

既然教學語法是一個為學習者學習語法而服務的基礎理論系統，自然

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其存在的理由如下： 

1.時間限制：二語學習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但教學上卻有其時間的侷

限性，因此，二語學習者，尤其是成人，需要人為的語料輸入，使其能在

短時間內建立起目的語的規則，進而加以使用目的語。 

2.獨立學習的必要：由於時間上的限制，二語學習者只能在課堂上學到某

一程度，學習者必須培養自行分析語料、歸納語言或語法的正確規律的自

學的能力，此能力有賴於正式的語法教學。 

3.避免化石化的偏誤：第二語言學習者因為受到母語的規範與制約，無可

避免的會以母語的規則去類推第二語言的規則，結果便是錯誤的歸納與化

石化的偏誤。要減少偏誤或化石化發生的機率，可利用「偏誤分析」的方

式，找出不同學習者學習同一目的語的各種偏誤現象 Odlin（1994），這

將有助於第二語言教師釐清語法教學的重點，以減少使用同一套教法面對

不同學習者的盲目或僵化教學。 

4.提供引導：Odlin（1994）指出，正式的語法教學能讓學習者有意識的

分析語言規則，讓學習者聚焦於語言的形式特徵。 

教學語法規則在運用上應具有語義的預測值，所謂「語義的預測值」

（perdictive value）是指規則的結構或形式本身與語境中所要表達的某

一語義形成對應，即想表達某一語義時，能快速的選用其所對應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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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語法則應具有這種「語義的預測值」。應凸顯學習者的第一語言和第

二語言的相似處及相異處，即是目的語規則與學習者母語的對比。 

教學語法主要關注於語言學習（習得）與語言教學，最終目的不是要

分析漢語語法，而是在學習者的學習過程中助長其漢語語法結構的習得。

針對教學語法的定義、特性及原則，鄧守信曾提出幾項重點，陳俊光（2007）

在《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中將其歸納整理如下： 

1.教學語法為一獨立的領域，有別於理論語法。以對比分析為基礎，循母

語--—標的語的方向進行。 

2.教學語法融入了學習者的觀點（learner’s perspectives）。在教學

語法中，學習者扮演了核心角色，是分辨教學語法和理論語法的關鍵，而

教學語法也正是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語法時的最佳助力。有鑑於此，教

學語法應該以學習者為導向，力求教學內容的簡約（simplicity），與教

學方式的非技術性（non-technicality）（鄧守信，1997；呂文華，1999；

郭熙，2002；盧福波，2003；崔希亮，2003）。以培養學習者溝通能力為

目標的語言教材，應儘量簡化語法項目、減少過度專業性、技術性語法術

語的使用，少講定義，只要學習者能夠理解所敘述的概念即可，以減輕學

習者的負擔。 

3.教學語法是為教學者也是為學習者所設計的。鄧指出，教學語法可以做

為教師教學之用，也可以當成學習者的學習工具， 

4.教學語法與來源語的結構息息相關。 

5.教學語法是由初級到進階逐步累進的。不同的語法點與語法點之間有難

易度的差別，單一語法點內部也存在著難易程度的不同，教學語法就是要

根據語法點的難易程度，安排不同階段的教學。呂文華（2002）也指出，

在安排第二語言的學習活動時，應遵循循序漸進的認知規律，認知規律是

編排語法項目的順序。 

6.教學語法的語法點排序，乃是以頻率、困難度、跨語言差距以及第一和

第二語言習得要素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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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學語法衍生出第二語言教學中的零教學（zero instruction）觀念。

零教學的概念必須建立在語言對比分析上，對於困難度較低的，就可以採

取「零教學」，在處理教材中可以正遷移的語法點時，不必特意強調的教

學或說明，只需要出現及練習就可以了。語言教學的同時也必須建立針對

性，透過對比分析及偏誤預測，語法點的難易度對不同母語的學習者產生

不同的影響與差異，為避免「盲目教學」（將漢語當成一個整體客觀的存

在，在教學時無論教學的對象為何，都採用一樣的教材，完全忽略學習者

可能存在的語言優勢），就可以從兩種語言的對比關係中，掌握二語學習

者可能產生的偏誤，進而安排合適的教學程序與語法安排。 

綜上所述，語法的難易度與教學，基本上與學習者的母語相關，而非

目的語本身複雜結構的特定語詞，但不論是語詞本身的複雜結構或是母語

的負遷移，面對學習者，語言教師必須牢記教學語法的三大原則： 

1.使學習者有效的學習。 

2.使學習者順利的習得。 

3.幫助學習者在溝通時，能成功且順利的應用。 

我們也試圖以此理論研究為出發點，針對泰籍學生在學習漢語能願動

詞時的習得順序，整理出針對泰籍學生學習「會」、「能」、「可以」時

的教學建議。 

 

第二節  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   

    教學排序 

漢語和泰語兩種語言的能願動詞表現在結構上、語義分析上等方面都

有不同的特點。兩者語言的語義或結構相近，直譯的可能性就極高；若兩

者間存在高度的差異性，不但在教學上是一大挑戰，也會增加學習者在學

習目的語的困難度。呂文華（2002）在﹤對外漢語教材語法項目排序的原

則與策略﹥中說明了語法項目的排序包括結構序、語義序、用法序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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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構序：從結構角度排列出由易到難的次序。有以下幾種類型： 

（1）從簡式到繁式，如「買了一本書→買了一本剛出版的英文原版書」 

（2）從有標到無標，漢語是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型態標記的語言，有些語

法意義有形態標記，也些則無，一般來說，有標記的較容易理解即運用。

例如：用「被」表示被動比較，但不用「被」表示的被動，就常常出錯。

（陳俊光（2007,83）認為，此時使用的有標句式和無標句式的區分，是

指形式上是否有外顯的被動標記如「被」、「讓」、「叫」等，至於「有

標」與「無標」，應從上下文來判斷。） 

（3）從基本式到衍生式：有些句是在結構上有相互依存的關係，有些句

式必須在某些句式出現後才能出現。如可能補語，必須在結果補語和趨向

補語出現後才能生成可能補語。只有在教了特指問、是非問、選擇問之後，

才能出現帶疑問語氣詞「呢」的問句。這些都必須遵循語法結構自身的規

律。 

2.語義序：語義序是要由淺入深、由實義到虛化義、由基本義到引申義貨

比喻義等。 

（1）由實義到虛化義：同一個詞語在結構或語義上，可能同時存在著實

義與虛義，通常抽象的虛義比較難學。 

（2）由原型到非原型：原型代表一個句型的典型形式和意義，非原型在

形式上、語義上都會有一些變化，而非原型則是外籍學生較難掌握的。例

如：整個星期天他都被孩子纏住了。→整個星期天都被他花在孩子身上

了。後者的非原型句式，就是較難學習掌握的部分。 

（3）從常規搭配到超常搭配：主要表現在述賓搭配中，漢語在述賓搭配

上有極大的靈活性，在語義上述賓之間可以表現多樣化的關係，這常使學

習者感到困惑。如：吃麵包/吃父母、救人/救火。 

（4）從基本義到引申義：如趨向動詞表示趨向是其基本義，當它表示結

果和狀態時就是引申義。例如：考上（大學）/寫上（名字）、關上（門）；

站起來/包起來、團結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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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從一般義到文化義：如「他喜歡吃油條」和「他是個老油條」中的

「油條」含義就截然不同；「知情/知音」、「白色恐怖」等，必須從漢

文化的歷史典故或民族文化內涵中去理解，否則很難理解 

3.用法序：可以根據下列幾點原則編排其教學順序。 

（1）從常用到非常用：在詞頻統計的基礎上，可以確定出常用句型、非

常用句型、罕用句型出現的頻率高低。在教學上，應該先選擇常用句型，

再教非常用句型。 

（2）從一般用法到靈活用法：例如，數詞表示實在的數目時，是一般用

法，而不表示實在的數目時，則是靈活用法。 

（3）從單個句到相關句的比較：例如：張太太是一個家庭主婦。→張太

太是家庭主婦一個。前句是對主語的說明或判斷，後句是對主語的評價，

有一定的感情色彩，表示評價的對象傾向於弱小、差劣，所以後句往往還

有下文（沒有文化、沒見過世面等）。 

（4）從結構、語義深入到語用：對外漢語教學存在著重結構輕語義，忽

視用法的現象。對於一個語法現象，在結構、語序的掌握上相對比較容易，

進一步要學習掌握語義，最後是要藉由所學習到的句法、結構、語義進行

語言交際。 

有別於其他學者侷限於表層結構的對比觀察，對此，鄧守信（2003）

更將困難度的定義延伸，兼顧語法和語義雙重結構，提出兩個假設，六種

狀況： 

假設一：語言間的句法結構差距越大，對學習者而言，其結構的困難度越高。 

狀況一：第一語言的句法結構在第二語言中也有相對應的。 

狀況二：第一語言的句法結構在第二語言中沒有相對應的。 

狀況三：第二語言的句法結構在第一語言中沒有相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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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二：語言間的語義結構差距越大，對學習者而言，其結構的困難度越高。 

狀況四：第一語言的語義結構在第二語言中也有相對應的。 

狀況五：第一語言的語義結構在第二語言中也有相對應的。 

狀況六：第二語言的語義結構在第一語言中也有相對應的。 

                                           （鄧守信，2003:52~53） 

鄧表示，從遷移的角度看，前述六種狀況的排列順序正表現出「正遷

移」程度的遞減，亦即負遷移程度的遞增。也就是說，前面的狀況是表示

兩種語言間的相對應性越高，對學習者來說，學習第二語言可以借助本身

的母語來進行正遷移的學習效果；相反的，越至後面的狀況代表兩種語言

間存在的相對應性越低，對於學習者來說，學習第二語言反而受其本身的

母語干擾越大，導致學習效果越差。對於句法和語義結構的習得，普遍上

認為句法結構的學習是較為明確且容易掌握的，而語義結構對學習者來

說，往往是模糊的認知且較難掌握的，使僵化的情形更容易發生在語義結

構上，因此而形成學習上的障礙。 

根據語義學理論，詞義有多個層面，如具體意義、引申意義。這些意

義只有在特定的語境中才能體現出來。一個詞的意義在於它的語言中的運

用，只有把詞放在一定的語境中才不會引起誤解（薛秀晶，2009:157）。 

可見，語境和語義是一體兩面的，語義的研究始終脫離不了語境，這

是因為語言的使用總是在一定的語境中進行的。脫離語境的語義研究不能

有效的揭示語義的動態本質，脫離語義的語境研究也同樣不能揭示語義的

動態本質。 

漢泰語都有能願動詞的使用，兩語言在能願動詞的語法上，都能修飾

動詞、形容詞、動詞性詞組；都可以受副詞修飾；都可以單獨回答問題，

主語也可以省略；能願動詞都可以連用；不能重疊、不能直接接名詞等，

就以上這些情況而言，這些語法上的相同點，就屬於前面的狀況，兩語言

的相對應程度高，對於泰籍學生而言，就能形成語言的正遷移，幫助漢語

能願動詞的學習。對於漢泰能願動詞的「肯否不對稱」、「疑問式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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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願動詞在句中的位置不同」等句法結構，就屬於比較難的狀況三了。

由此可知，在泰籍學生學習漢語能願動詞的過程中，可預知學生可能會發

生的錯誤了。至於語義方面，兩語言的對比更為複雜，根據第三章的對比

分析可知，「能」與「ได」้的語義重疊部分有百分之七十五，「可以」與

「ได（้dai）」的語義重疊部分有百分之八十三，而「會」與「ได（้dai）」

的語義重疊部分只有百分之二十，這與筆者在 Hsk 語料庫做的語料偏誤研

究不謀而合，也就是泰籍學生在習得「會」、「能」、「可以」時的習得

難度是會＞能＞可以，「可以」與泰語的「ได」้語義對應最大，是對泰籍

學生來說是最易習得的，而「會」與泰語的「ได（้dai）」語義對應最小，

「會」不但可與泰語的「ได（้dai）」相互對應，也可同時與 เป็น（pen）、เก่ง

（keng）、จะ（ja）相對應，從其對應關係來看，可見其語義上的複雜，超

過其句法關係，所以「會」對泰籍學生來說是三個能願動詞中最不易習得

的語詞。 

呂文華（1999）指出：「對外漢語教學語法體系是指專門為學習漢語

的外國人編寫的書中所使用的語法教學體系。」教學語法的正確與否，要

透過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來檢視，因此教學語法更重視其理論所建立的語法

教學架構對於學習者的學習是否有積極的幫助。但究竟該如何選擇、何時

選擇、如何有效的就某一語法點進行教學，是語言教師的工作，更是教材

編寫時，極需謹慎研究的重要工作。 

根據偏誤原因及難點分析，對於泰籍學生在習得「會」、「能」、「可

以」上，得到以下結論： 

1.語法方面：在學習「會」、「能」、「可以」的基本語法上，對泰籍學

生並不困難，只在能願動詞在句中的位置及肯否不對稱的用法上較容易出

現錯誤，可能是在學習的過程中，教師並未特別強調這樣的用法，而且泰

語本身並沒有這麼多肯定句、否定句的規則，導致學生分不清何時該使用

「不能」，何時又該用「不可以」，或是何時該用「能」，何時又該用「可

以」。至於能願動詞在句中的位置方面，一般泰籍學生多能掌握在動詞前

面的規則，但遇到能願動詞連用或副詞合併使用與簡化時，就容易受母語

負遷移干擾而形成錯誤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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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語義方面：對泰國學生來說，筆者認為這方面是最困難的。因為在學習

漢語時，學生往往只學習到比較簡單的解釋及基本義，如「會」表示通過

學習而得到的技能、能力；「能」表示能力、擅於做某事；「可以」表示

允許、請求，但如果表示「可能、推測」義時，泰國學生就沒辦法掌握，

也很難理解在什麼樣的情境下，該使用哪一個能願動詞。 

3.語境方面：能夠掌握「會」、「能」、「可以」的基本結構、句法外，

再透過語義的分析、練習之後，就是語用的交際功能了。除了語義的了解，

還要考慮上下文和各種不同的場合情況，不只是泰籍學生，相信對學習第

二語言的外籍學生都一樣，語用及語境的掌握並非一蹴可及，短時間內就

能駕輕就熟。 

在教學排序上，鄧守信（2009）認為排序的種類並非只有在前或在後

兩種，「同時教學」也必須納入排序的一個種類，並曾對能願動詞的教學

排序提出建議，認為單獨教「能」可能不如和「會」一起教來得有效，或

者「會」跟「可以」一起教，當然還是需要語境上互換的輔助，在自然對

話中容易同時處理。而筆者所使用的教材即是以此排序方法，同時教授這

三個能願動詞，但似乎成效不彰，為了能更有效的對泰籍學生進行「會」、

「能」、「可以」的教學，筆者綜合上述研究結果，並配合 ได（้dai）的

語義與句法結構，大膽提出可能的教學順序： 

1. 教師教學時要先考慮到「會」、「能」、「可以」三個字之間與 ได（้dai）

的相似點和差異點，可利用以下圖表來表示三者間的異同，在學生初學

階段，先教授三者的基本義，之後教授兩兩語義互相交叉對應部分的練

習，最後是相似語義點的強調說明與加強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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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會、能、可以」三者與 ได（้dai）的語義交叉圖 

2.教師先教授學生三者不同語義的部分，以及三者不同語義部分與 ได（dai）

的對應語義，即「會」可以先教「會 1--後天習得的技能」及「會 4--承諾」；

「能」可以先教「能 2--恢復某種能力、達到某種效率」（此時可與 dai2

語義相對應說明）及「能 5--情理上不允許」；「可以」則先教「可以 3--

值得」之義項。  

3.經過適當的練習後，學生已經能掌握三者語義上明顯的不同點，教師再

 

  

1.恢復某種能力（能 1） 

2.達到某種效率（能 1） 

3.情理上不允許（能 5） 

 

1.能力（dai1/2、會 2 

、能 1、可 1） 

2.可能（dai5、會 1 

、能 3、可 5） 1.後天習得的技能（會 1） 

2.承諾（會 4） 

值得（可以 3） 

 

擅於做某事

的能力（能

2、會 3、dai2） 

1.請求許可、許可（dai3、能 5、可 4） 

2.某種用途（dai4、能 4、可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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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上的相異點 

 

增加三者兩兩對應的共同點，並從中比較其兩兩對應語義間的差異，同時

加入 ได（dai）的相關義項一併與三者對應，如：「會 2」與「能 3」對於

擅於做某事的差異；「能」和「可以」的肯定句和否定句；「能」和「可

以」在准許、許可上的差異及某種用途的用法（此時可與 dai3及 dai4的語

義相對應說明）。 

4.最後，教師才教授學生最容易產生疑惑、困難的共同點，即「可能義」

和「能力義」在「會」、「能」、「可以」及與 ได（dai）之間的相互關

係與差異。 

對於「會」、「能」、「可以」個能願動詞教學的建議順序，可如下

圖表示之。 

圖六-2「會、能、可以」的教學順序建議 

 

 

 

 

 

    以習得的難度來說，會≧能＞可以，教學上，可以從最容易習得的「可

以」先教，接著教「能」，最後再教授「會」，對於個別的義項有了基礎

的認識，加上與泰語ได（dai）互相對比教學後，再加強練習兩兩與ได（dai）

的對應，最後是三者與ได（dai）的相同語義 8對應及語境的充分練習，如

此漸進式的習得，相信泰籍學生對於漢語能願動詞「會」、「能」、「可

以」的應用將能掌握得更好。 

    根據上述的教學建議順序，配合 ได（dai）的對應義項，若單純以「可

以」為例的教學順序則為：「可以」（能願動詞）的句法結構及漢泰語之

語言類型左右分枝的說明    可以 3（值得）   可以 4（請求許可、准許）

                                                 
8「三者與 ได（dai）的相同語義」若按照鄧守信（2009）的說法，應採取「零教學」教

法。但筆者考慮此時是三個能願動詞與 ได（dai）同時練習，其語義對應的複雜性較一對

一教學來的困難，這也是泰籍學生最容易混淆的地方，故在此處將此三者與 ได（dai）相

同語義對應的教學排序在最後，做完整的語義與語境的練習。 

語義上的相同點（此處指三

者之間，加上 ได（dai）在語

義上的相同點。） 

能願動詞的句法

結構（語言左右分

枝的說明） 

語義上的共同點

但有差異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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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dai4的對應說明    可以 2（用途）與 dai3的對應說明    可以 1（能力）

與 dai1的對應說明     可以 5（可能）與 dai5的對應說明。 

此教學建議的排序，雖然不合乎漢語難點分析及語法點排序的理論架

構下要求的使用詞頻、正遷移、零教學，但筆者認為，泰籍學生既然在學

習漢語能願動詞的句法結構上的偏誤，普遍不是很嚴重，對於泰籍學生來

說，因為無法真正了解、掌握「會」、「能」、「可以」這三個語詞本身

近義性及多義的複雜性，加上泰籍學生普遍接受的是直接翻譯的教學法，

尤其是在進行教學的老師不懂泰語的情況下，在課堂上甚至必須透過英語

翻譯，學生得同時對應這英、泰、中這三種語言，無異是增加了泰籍學生

在學習漢語上的困難。所以筆者試圖從三者上差異最大的語義點下手，配

合能願動詞的語法結構練習，先鞏固其用法、結構以及最大的差異點，在

循序漸進練習兩兩對應的語義點，雖為交叉對應的語義，但仍存在些微差

異，讓泰籍學生能進一步掌握這些看似相同卻有些許差異的用語。最後就

是泰籍學生最容易混淆的語義相同點，特別放到最後，是因為學生在這三

個語詞的其他語義點上已經有了基本的了解與認識，相信在一段時間的練

習下，已多能掌握其他語義，此時將重點放在三者語義中最困難、最易混

淆的部分時，也不會影響到之前所學的基本語義與句法結構。 

 

第三節  能願動詞教學活動設計 

本節擬根據前述的理論及分析研究所得，試著進行能願動詞「會」、

「能」、「可以」的教學活動設計。漢語能願動詞是一類「結構困難度」

低，而「語義困難度」高的詞類。這三個能願動詞都各自有多個詞義，這

類語詞的近義性與多義性，無異增加了學習者學習的困難，而且這三個能

願動詞都可以表達「能力義」與「可能義」，但其中又也些微的差異，更

增加了學習上的困難，若同時又與英語或泰語進行直譯，對泰籍學生來

說，肯定是難上加難。再加上學生課堂數的關係，練習時間間不夠，或教

材解釋及編排上的問題，造成學習者在能願動詞的觀念、語義認知上模糊

不清，若只靠單純的記憶背誦，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理解下，恐無法鞏

固學習者對能願動詞的掌握，更別提語用的交際功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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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外語的教學法有語法翻譯法、直接法、聽說法、暗示法、溝通交

際法、任務教學法、合作學習法、沉浸式教學法等，事實上，在語言教學

的過程，對聽、說、讀、寫的語言訓練時，都可能使用不同的教學法針對

不同的學習階段及語言要素來進行教學。對於能願動詞的近義性、多義性

的語義區辨的難點，除了學生需要記憶背誦、充分的練習外，若能將不同

的語義套入不同的情境中，加上動畫、圖片的輔助，帶領學習者進入漢語

能願動詞的語義情境中，讓學習者能清楚了解「會」、「能」、「可以」   

三個語詞的語義特徵，有意識的掌握其中的異同。以下為筆者對能願

動詞的幾個教學策略。 

一、詞彙教學 

詞彙教學是語言教學的基礎之一，也是漢語教學在課堂上的重要組成

部分，且多數的課堂教學也是從詞彙教學開始的，所以對詞彙的認知與記

憶，對於學習者語言能力的培養是很重要的。 

詞彙教學是要將所欲教授的詞彙意義及用法加以解釋，讓學習者了

解。詞的用法包括詞的語法功能及特點、詞在句中的位置、詞的語境義、

詞的搭配及詞的適用範圍等。解釋詞義有很多方法，較常使用的是：以舊

詞釋新詞、根據語素推測語義、表演、利用語境釋義、例句釋義、利用上

下文釋義、近義詞比較、與母語的對比等等。在講解近義詞的異同時，應

釐清語詞間的語義及用法的主要相異點，可能的話，可透過同義詞的對比

分析，利用二語與母語間的相似性，進行正遷移教學，強調近義詞間的主

要差異，視情況進行合宜的教學策略，設計適當的教學活動，有效的利用

與克服母語帶來的遷移現象，掌握近義詞的學習難點，以達事倍功半之效。 

由於能願動詞的詞義複雜特性，除了詞彙教學之外，筆者將利用語境

釋義的方式，輔以圖片、表演，進行能願動詞的教學。 

二、語境教學 

語境是語言環境的簡稱，何兆熊（1987：5）將語境分為兩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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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言內語境：指上下文語境，即上下文之間的關係，彼此互相聯繫、影響，

才能彰顯出它的意義。一般稱為「語言的語境」或「狹義的語境」。 

2.言外語境：分成情景語境和社會文化語境。情景語境包括交際活動的時

間、地點、交際話題、參與者等相互關係；社會文化語境則是指一個民族

共有的社會規範、會話規則及文化傳統等。 

鄧守信（2009:8）也提出，對外漢語的語法教學重心不在於語法知識，

而在於語言規則的掌握及其在適切語境的使用。語境教學的目的是為了能

更理解語義，因為語義的確定是在語境中完成的，而語言的意義則要在語

境中表現出來，所以語義的正確表達是離不開語境的。「有效的語法教學

活動，應為學習者創造出真實的語言情境，誘引學習者不得不使用目的語

的語法與句式，而非單純的操練與模仿。」（鄧守信，2009:p.26）這樣

臻於理想層次的引導式教學，筆者認為並非只適用於語法教學，其他各層

面的語音、語義、句法結構上，相信都能藉由教師在課堂上的教學呈現出

來。 

上一節，筆者對於「會」、「能」、「可以」三個語詞的教學建議上

做了排序，再混合三個語詞的複習教學之前，筆者先針對這三個語詞的個

別教學應用（先教不同的語義），訂出一套詞彙教學方法： 

1.解釋字義及用法：先講解能願語詞本身單純的用法與字義，同時練習否

定式用法，待理解與熟練語詞的用法及意義時，再進行延伸教學，練習疑

問式用法。 

2.利用擴展的詞組（溫故知新）加以分析解釋，在擴展詞組訓練時，透過

反覆不斷的替換與模仿練習，穩固學生在學習能願語詞個別義項時的語義

基礎。 

3.接著利用句子釋義，有了擴展詞組的訓練基礎，將詞組延長為句子，讓

學生了解三個語詞在句子中的應用，以及在句中呈現的不同含意及用法。 

4.熟悉了基礎的詞彙、詞組訓練、延長句子後，再利用情境設計與上下文

釋義，設計一個具體的情景，再試著從情境的理解與推論，了解三個語詞

的語義及語用，透過反覆的練習，學習刺激，讓學生在不同的的語境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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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訓練其語感的掌握。 

在進行以上的詞彙練習時，教師必須掌握現場狀況，務必讓每個學生

都能開口練習，教學過程中，可利用遊戲進行語詞替換，讓每個學生都能

真正練習所學的重點詞彙；在延伸句或語境部分的練習，可針對某一語詞

的語義，做角色扮演，讓學生從他們扮演的角色與情境中，使用正確的能

願動詞。 

此外，針對三個能願動詞的混合複習，設計一套統整教學活動，在此，

僅提出其中幾個語義教學方式示意，也期望對外漢語教師發揮更大的創

意，發想更具啟發、引導的教學方式。 

三、教學活動設計 

（一）教學時間：兩堂課 100 分鐘 

（二）教學對象：漢語水平初級學生（學習漢語約一年） 

（三）教學人數：40-50人 

（四）教具：每人各三種不同顏色（黃色、淺藍色、粉紅色）小立牌、語          

境圖卡 

（五）教學目標：藉由能願動詞「會」、「能」、「可以」的歸納、整理 

與複習，除了語法結構的習得，希望能鞏固其語義區辨的能力，以達到交 

際應用。 

（六）教學流程： 

步驟一：暖身活動 

   教師先發給每個學生三種不同的顏色的小立牌，請學生在粉紅色立牌

寫上「會」，在淺藍色立牌寫上「能」，在黃色立牌寫上「可以」之後，

老師先複習能願動詞的基本句法結構，同時將三個能願動詞的相異語義講

解、複習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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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教學活動 

 1.首先從三者語義的不同處開始，例如「會 1→後天習得的技能」。請學

生從圖卡中提取訊息，回答教師問題。 

 

2.提問 1：老師教你們快一年了，除了會教書外，老師還會很多事情，你    

   們來猜猜看，老師還會做什麼？（以圖卡提示，引導學生回答） 

  學生答：老師會開車、老師會說英語、老師會畫畫、*老師會吃飯…… 

提問 2：你們有沒有發現，老師會的這幾件事情，是不是都要經過學習 

   之後才會的？（引導學生察覺剛剛回答的句子，是不是有不對 

   的地方。）教師歸納：經過學習後才具有的能力或技能，要用 

   「會」。 

  提問 3：你會說日語嗎？ 

  學生答：我不會說日語。            

  提問 4：你會說哪國話？  

  學生答：我會說英語。 

做菜 開車 唱歌  

彈鋼琴 
畫畫 

踢足球  

喝三瓶酒 看電視 
睡覺 吃飯 

主詞＋會 1動詞＋…… 

會 1→後天習得的技能 

例 1：老師會說英語。 

      老師會開車。 

例 2：你會說日語嗎？ 

      我不會說日語。 

      你會說哪國話？ 

      我會說中文、英文。 

例 3：你會_______________？ 

      我會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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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說漢語、泰語等。 

  提問 5：你會不會踢足球？ 

  學生答：我會/不會踢足球 

教師隨機請同學一問一答，練習說出這兩個句式。每個句子的「會」

都要特別強調加重語氣，以加深學習者的印象。最後再安排一個開放性的

問題，教師可先示範一次，接著詢問學生： 

  提問 6：你會_____開車_________嗎？  

  學生答：我會/不會___開車______。 

3.學生回答完畢之後，請他當下一位提問者，並使用另一個動詞造句，隨

機點選下一位同學回答，讓全班輪流問答練習，教師也在學生的問答練習

中確認是否正確。 

4.以同樣的方式，教師列出「會」、「能」、「可以」三個語詞的個別語

義、句式結構上的差異，並讓班上所有同學都能輪流練習造句、問答，以

加深其印象。 

步驟三：綜合複習→舉牌搶答 

教師事先準備好題目，寫在字卡上，請學生拿出之前發的三色小立

牌，說明遊戲規則： 

1.看到題目，請判斷要舉哪一個小立牌，舉錯的扣一分。 

2.教師會數 1-2-3，所有人要同時舉牌，太慢的話也扣一分。 

步驟四：安排作業。 

綜合統整活動是為了要確認學生是否已能了解這三個能願動詞義的

個別語義部分，是否能夠跟根據在哪種情境下，使用哪一個能願動詞。（對

於人數較少的班級，教師也可在黑板上貼出三個字的字的字卡，活動時請

學生站出來，回答問題時，請學生站到他選擇的那一個字卡的那一排。因

為大學生上課時間為兩節課 100分鐘，藉由活動參與拉回學生的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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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能在舉牌的過程中，藉由顏色來快速找出舉錯牌的的人。舉錯牌的

人，教師可再利用圖卡展示說明，讓學生再複習一次能願動詞的語義。藉

由這樣重複練習及活動的方式，加強學習者的印象。 

本教學活動的設計是在泰籍學生學過將近一年的漢語時所作的複習

（每星期只有兩節課連在一起），根據筆者使用的教材，在第二學期就是

第二冊時，就已經學過三個能願動詞，且也做過比較，比較的語義上並不

多，加上課文中的語法解釋是以泰文解釋的，但學生在課後作業的短文複

習時，幾乎完全搞不清，一片混亂。所以，此活動的安排是特意將三個能

願動詞放在一起做一個語義上完整的複習，讓學習者更清楚瞭解在哪種情

況下用哪一個字。將來在面對更複雜的語義、句法結構時，教師應該適時

地引入、複習舊有的知識，搭配新學到的句型結構或更深層的語義、語境，

幫助學習者將舊有的知識與新學到知識建構、連結起來，已真正理解、使

用目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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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  語 

現代漢語能願動詞「會」、「能」、「可以」是初級階段學習漢語的

重點語法，在語法點上被歸類為「同類詞」，同時又具有「多義性」的複

雜特性，這一字多義的特點也成為學習者學習漢語的難點。筆者在從事對

外漢語教學時，發現泰籍學生對這三個能願語詞學習過程中的茫然，也激

起了筆者亟欲挽救學生學習漢語的信心危機。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本研

究對於漢泰能願動詞做了語義與句法結構上的對比，再運用偏誤分析，針

對泰籍留學生參加 Hsk 考試的語料進行檢索、偏誤研究、偏誤原因的探討，

應用教學語法的教學點排序原則，並提出相應的教學策略。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我們先對漢泰兩語言的能願動詞進行句法結構上的對比（見表三

-1），接著對「會」、「能」、「可以」與「ได（้dai）」進行語義對比（見表三

-2），透過語義及句法結構上的對比，展開研究。 

1.運用內容分析法與偏誤分析法，檢索 Hsk語料庫進行泰籍留學生參加漢

語水平考試的相關語料，進行偏誤研究、歸納，並探討產生偏誤的可能原

因。泰籍學生在能願動詞的偏誤類型，主要表現在誤代、誤加、遺漏、錯

序、否定及混合偏誤六種，其中又以遺漏偏誤最多。三個能願動詞的偏誤

率，以「會」最高，依序是會＞能＞可以，可以的語義較為單純簡單，所

以泰籍學生在學習「可以」時，較不容易出錯；而「會」跟「能」在語義

上較為接近，語義重疊的部分較容易讓泰籍學生產生混淆。 

2.我們認為泰籍學生產生偏誤的主要原因是受母語的負遷移和教學語

言、教材編寫、教師教學的影響，加上漢泰語本身複雜的對應關係、教材

釋義的簡單化、教學語言為第三語言等影響，都為學生的習得帶來干擾。 

3.在能願動詞教學過程中，我們透過漢泰語的對比原則，預測教學的重點

和難點，進行針對性的教學。通過對比、偏誤分析，我們認為泰籍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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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會」、「能」、「可以」的難點在於：近義詞的語義辨析、否定用法。 

4.教材編寫上，要有針對性，除了應用漢泰對比，找出學生習得的難易點，

依據學生的習得順序，根據教學語法的語法點排序，對於這三個語詞的  

教學，應循序漸進，由簡到繁的編排、教學 ，並針對不同語義詳加說

明。 

5.透過對比、偏誤研究、語法排序的研究過程中，對能願動詞「會」、「能」、

「可以」提出一套教學策略。除了個別語詞的釋義教學外，也利用語境教

學對容易混淆的近義詞，做一個完整的複習與練習。 

在第二語言的習得過程中，進行兩種語言的對比，確實有利於預知和

解釋由於母語或第一語言的干擾而造成的偏誤。但是，語言的對比並無法

預知和解釋所有偏誤的發生原因，因此，我們還得多方面的對偏誤進行分

析，才不致以偏概全，斷章取義。所以在進行語言對比和偏誤分析時，一

方面要多層面的蒐集學生偏誤的語料，一方面要多角度的總結產生偏誤的

原因。在此基礎上，對偏誤做進一步的分析歸納，進而找出預防偏誤及糾

正偏誤的有效方法和改進教學的途徑。 

 

第二節  建議與省思 

漢語是一種意合的語言，除了語法的使用結構複雜外，還有一字多

音、一詞多義、進義詞的區辨困難，再加上詞義、句義所可能衍生出的指

稱、外延意義或內涵意義等所謂語境的真實意義，及語感的掌握。對學習

漢語的泰籍學生而言，這都可能構成學習上的難點，加上學習者自身母語

的干擾、中介語及環境的交叉影響，都可能是造成偏誤的原因。再加上詞

義、句義所可能衍生出的指稱、外延意義或內涵意義等所謂語境的真實意

義，及語感的掌握。 

本研究是泰語為母語的學習者，在學習漢語能願動詞「會」、「能」、

「可以」時的學習策略與偏誤為基礎來研究，並設計教學活動，礙於現實

環境，確有幾點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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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於泰籍學生使用「會」、「能」、「可以」的偏誤及混淆情形，除了檢索

北語的 Hsk語料庫，收集語料，進行偏誤原因探討，預測泰籍學生的偏誤

之外，若能再配合問卷調查，收集更多學生的語料，兩方對照、統整，想

必能歸納出更符合泰籍學生學習能願動詞的真實情況，但因為泰國從去年

開始，政局一直處於不穩定的情況，有些學校的學生並沒有到校上課，而

是使用網路視訊的方式上課，對於問卷的發放實有困難，因此只採用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進行偏誤分析。 

2.對於「會」、「能」、「可以」的教學排序，本文並沒有按照一般語法及難

點的排序進行教學活動設計，大膽決定先教授三個語詞的個別不同語義

（見圖六-2），企盼因為這樣改變順序的方式，能對泰籍學生在學習這三

個多義詞的複雜語義時，能有效的釐清語詞間的模糊語義。這個教學架構

的建議與實行，也許可以先解決泰籍學生在學習「會」、「能」、「可以」這

三個能願動詞間的誤代問題，至於能不能收效，必須經過驗檢證，進行課

堂觀察、紀錄的行動研究，調整教學順序或方法策略，若有機會能進行實

際的教學觀察及驗證，將能對泰及學生在學習能願動詞時提供更大的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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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中泰籍留學生之偏誤例句 
一、「會」的偏誤（偏誤符號說明，見參考文獻的網路資訊） 
<誤代> 
1.说实话，我第一次见到她就[C]觉[C]得非常喜欢她{CD 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CC 怎 3[C]么}会{CC 是}这[C]样。 
2.我希望您会考虑我的学历与经验，而接受我做{CC 作}贵公司的导游[F 遊]。 
3.我希望您会给我机会发挥我自身{CC 本身}的才能[C]。 
4.但是，{CD 从[F 從]}现[F 現]在想起來，由[B 有]于[F 於]从[F 從]小学{CC1 被 
     培养[F 養]}过[F 過]中文，长[F 長]大以后[F 後]才知道它的用处[F 處]可真 
     是不小，尤其在我们[F 們]泰国{CJ+zxy 的地方}，原本就有很多华人居住  
     {CC 居留}，而现[F 現]在开[F 開]始有很多大公司都需要会{CC1 认[F 認] 
     识[F 識]}中文的人才，这[F 這]都对[F 對]一些{CJ+sy 有}学{CC 读[F 讀]} 
     过[F 過]中文的人有帮助，但是也要看个[F 個]人学[F 學]习的程度，有些只 
     懂得说[F 說]话[F 話]而不 
     识[F 識]字不会[F 會]写[F 寫]，那就比较[F 較]没用，不如再用点[C]心去进 
     [F 進]行更{CC 再}好的一程。  
5.学好了汉语它的乐处是无穷{CJsd}，如：一，它会使会了解[C]了中国历史文化 
     {CJjy}；二，它使我懂[C]了很多知识，{CD 使}我{CJ-zy 可以}使用它作为 
    一门随身武器{CJba}；三，在世界各国到处都有中国{CJ-zxy 人}，大家使用 
    中国话交流，在工作上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 
6.这[C]些事如果让女方感受到了痛苦，无法解决，那就能[C]使她们会想[C]要自 

   杀。  
7.做和尚是出家修道的人，应该[F 該]会比常人或普通老百姓更有修养，不会 

   {CJ-sy 有}太多[C]自私自利的所谓[F 謂]“俗人”的行为[F 爲]吧？ 
8.第一个和尚自己挑水喝，别个和尚[B 上]也是要[C]喝水[BQ。]他们想[C]人多 

   {CJ-zy 都}来挑水的话，水可能会挑完了，将来没有水喝的话[F 話]，他们 
   不能生活，如果{CD 这么}接下去，所以三个和尚在想方法，希望别人不能 
   来这山底下。 

9.老师说：“不断地努力会成功”[BQ，]我也希望我回国之前，能{CC 会}提高我 
   的汉语水平。  

10.{CD 在}这[F 這]社会[F 會]，已是四通八[B 芨]达[F 達]，应[F 應]该[F 該]{CJ-zy 
   和人}有交流，那面对问题{CC 挫折}就可解决，做事就会{CC 得}顺利，不  
   必眉愁苦脸[F 臉]欢欢乐[F 樂]乐[F 樂]的做有成绩的工作，同时[F 時]可使  
   这[F 這]社会是一个[F 個]充满爱心{CJZR}。P}  

11.我弟弟的学校没有采用{CC 进行}男女分班的做法，他还{CD 還}有了这样的 
   想法，那么假如采用{CC 进行}的话，会{CD 有}更糟[BQ。] 

12.这些人只想到吸烟的好{CQ 的}方面，并没有意识到吸烟的恶果{CC 效 
   果}[BQ：]既[B 即]会{CC 能}伤害到身体又会{CC 能}影响到社会的环境。 

13.所以应该让学生从小就学会{CC2 学习到}怎么样为人、[BC，]怎么样对待异 
   性{CC2 对方性}[BD，]才对的{CJsd}。  

14.我认为{CC 以为}如果我[C]那天没见过她，没[C]跟她[C]说[C]话[C]，肯[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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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不会{CC2 没}[C]选[C]学汉语，也{CC 又}[C]肯[C]定没有今天，没[C]有 
   [C]{CJ-by 机会}来北京语言学院[C]学习汉语。 

15.专门经营这些不正当的业务{CJ-zxy 的人}若被捕{CC 扑}，后果不堪设想{CC 
   不堪入目}，虽然不会{CC 没有}被判死刑，但恐怕得坐上监狱。  

16.这对{CC 会}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有重大的意义。 
17.这样除了能摆脱{CC 解脱}自己眼前的问题外，还能{CC 会}安心做人。 
18.如果该困难不能{CC 会}解决，[BC。]我们也不应该心灰[B 恢]意冷、[BC，] 

   放弃生命。  
19.就{CC 在}中国[F 國]而言，吸烟是很普遍{CJsd}，几[B 己]乎到每个角落都能 

   {CC 会}闻[F 聞]到烟的味道。 
 
<誤加> 
1. 我想人生的道路，无论上学{CD 了}、工作还是生活方面，总是会{CD 给你} 

   遇到{CC 受到}挫折的。  
2.不要怕，要忍下去，目前的生活比不上以前的生活，因为现在想要做什么事情，   
     都要靠自己的能力，好好去想，去做，才会把生活下去{CJba}。[BC，] 
3.您{CD 也}会不会生我的气啊！ 
4.现在我父母在台湾投资，虽然它是{CQ 个}小小的企业，可是我想如果我能会 
    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也会给父亲的企业带来巨大希望{CC 潜力}。 
5.他们都希望我能会说普通话，因此就送我来中国学习。 
6.如果年青人想学会抽烟的话，他们不但要省钱买烟，而且{CC2 一方面}还要省  
    一些钱为了免得哪一天会被罚款{CJZR}。 
7.如果不对男女{CQ 进行}分班的话，学生{CD 会}容易谈恋爱，进一步就会{CC1 
    是有}做[B 作]爱，然后就不用说了[BQ。]是哪的{CC 个}问题{CJ+wy 追来}。

8.例如，甲孩子，他父母从他小时候{CQ 就}当{CD 个}小偷，甲天天混在这种环 
    境{CC 境界}{CQ 里}，以为他父母做的事情是对的，甲{CD 的}将来{CC 未  
    来}能{CJ+zy 会}当个好人吗？[BD；] 
9.我想：只要不怕挫折，不畏困难，世上再难的事、都会能做到{CJ+by 成功}的。  
10. 但是，{CD 从[F 從]}现[F 現]在想起來，由[B 有]于[F 於]从[F 從]小学{CC1 被 

培养[F 養]}过[F 過]中文，长[F 長]大以后[F 後]才知道它的用处[F 處]可真是不小，

尤其在我们[F 們]泰国{CJ+zxy 的地方}，原本就有很多华人居住{CC 居留}，而现

[F 現]在开[F 開]始有很多大公司都需要会{CC1 认[F 認]识[F 識]}中文的人才，这

[F 這]都对[F 對]一些{CJ+sy 有}学{CC 读[F 讀]}过[F 過]中文的人有帮助，但是也

要看个[F 個]人学[F 學]习的程度，有些只懂得说[F 說]话[F 話]而不识[F 識]字不会

[F 會]写[F 寫]，那就比较[F 較]没用，不如再用点[C]心去进[F 進]行更{CC 再}好

的一程。 

 
<遺漏> 
1. 我读{CQ 了}这篇文[B 这]章之后，我想到的是世界上所有的资源，它的数量

是有限的，但是人类现在{CC 现[C]代}用{CD 的}资源，不太顾资源将来会用

完的。 
2. 我妈妈担心姐姐的安全，{CQ 才}会[F 會]{CD 有}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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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身为丈夫的千万不可以看不起妻子[L]，如果没有妻子替你煮饭烧[F 燒]菜，

洗衣服，你工作累了回到家还要自己弄饭菜，那就要忙{CD 得}更{CJX}累，

第二天去上班可以工作也干不好，工作的成绩{CQ 会}不够理想的。 
4. 大家或许[F 許]认[F 認]为[F 為]男女分班就不会胡思乱想，{CQ 就会}专心于

[F 於]学业{CC 课[F 課]业[C]}，但是却[F 卻]忽略{CC 疏略}了学[F 學]生的想

法。[BC，] 
5. 可是还有一个和尚来[F 來]，你看三个人都想人多了，我不做他们[F 們]当[F

當]然{CJ-zy 会}做。 
6. 父亲是个很努力、[BC，]很勤劳的商人，[BC。]而且，是个又{CJ-zy 会}关心 

{CJ-by 人}又严肃的家长。  
7.有时候就{CQ 会}发[F 發]生{CD 了}大问[F 問]题，就是有的女生怀孕{CC 生 
   胎}。  
8.总[F 總]而言之，要使家庭和睦，长[F 長]辈[F 輩]要有乐观的态度，青少年也 
   应[F 應]该[F 該]尊敬{CC 看重}长[F 長]辈[F 輩]，因为大人涉世日久，经[F 
   經]验[F 驗]多，青少年跟老人相处，一定{CQ 会}受益[B 业]颇丰{CC 繁多} 
   的。  
9.至于我将来的事---[BC，]回国后找工作，我也希望能找到跟汉语有关的工作， 
   不管在公司工作也好，教书当老师也好，我都愿意，而且我还{CQ 会}坚持不 
   懈{CC4 不停}地学汉语。  
10.[C]选[C]{CQ 了}学汉语，P}即使我[C]从来没学过[C]汉[C]语，而且心里[B 理] 
   也没有想[C]过[C]{CJ-zy 会}对汉语有兴趣。  
11.现[F 現]在的社会处于{CD 开放和}信[C]息时代，男和女学生本人树立了正确 
   [F 確]的思想认[C]识[C]水平，男女不分班也{CD 就}不{CQ 会}引起社会的 
   {CJ+dy 不同}议[C]论[F 論]。[BC，]  
12.但是考试后，我取得好成绩，{CQ 会}很高兴也很幸荣。 
13.我去过了很多国家，也能用中文跟他们交流{CC 交往}，所以我想学会中文的 
   人，只{CJ-zy 会}得到{CD 了}好处，没有什么坏处。 
14.现在我可以写汉字，因为小时候每天都{CD 常}写汉字，所以就不{CQ 会}忘 
   记汉字怎么写，按笔顺，就写对了。  
15.我知道如果我学习的成绩很出色的话，您一定{CQ 会}感到自豪，但反过来说 
   如果我的成绩是不太好的呢！  
16.但是缺点{CC 坏点}{CD 的}就是，他们{CQ 中}有一部分{CQ 会}早恋。  
17.他们应该想到{CC 想得}这一点，不是只想今天还是今年，而是{CC 但是}要 
   想五年后还是十年后世界{CJ-zy 会}有所改变。  
18.不过，如果一定要把它们排列的话，我{CJ-zy 会}毫不犹豫{CC 豪无扰貌}地 
   把饥饿问题排在第一位。  
19.女儿{CC2 女}在这儿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了，而且女儿{CC2 女}也{CQ 会} 
   注意身体，请别担心。  
20.人如果遇到挫折，要想{CD 好}为什么才发生这问题，慢慢想，自己想不出， 
   解决不来，就可以找亲人商量，我相信，他们一定{CQ 会}热情地帮助你。{CP  
   问题解决了，以后再遇到问题也不怕了，因为我们有了经验，能把挫折变成 
   动力.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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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现在泰国的社会每天都{CJ-zy 会}见到这个问题，有些就能重新[B 心]来看{CC 
   视[F 視]}，原因是什么，知道原因了就慢慢改，拿自己的错[F 錯]来磨练{CC 
   修心}自己，改造{CC 改到}成功。[BC，]  
22.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一定{CQ 会}遇到许多困难或挫折。 
23.我去过了很多国家，也能用中文跟他们交流{CC 交往}，所以我想学会中文的 
   人，只{CJ-zy 会}得到{CD 了}好处，没有什么坏处。  
24.自己听自己说，所以每个人应该给自己鼓[Pgǔ]励[Plì]，[BC.]我相信什么问题 
   不会使我失败。  
25.写歌曲的知道这一点，[BC、]所以才会各种各样的流行歌曲。  
26.现[F 現]在的社会处于{CD 开放和}信[C]息时代，男和女学生本人树立了正确 
   [F 確]的思想认[C]识[C]水平，男女不分班也{CD 就}不{CQ 会}引起社会的 
   {CJ+dy 不同}议[C]论[F 論]。[BC，]  
27.现[F 現]在的社会处于{CD 开放和}信[C]息时代，男和女学生本人树立了正确 
   [F 確]的思想认[C]识[C]水平，男女不分班也{CD 就}不{CQ 会}引起社会的 
   {CJ+dy 不同}议[C]论[F 論]。[BC，]  
 
<錯序> 
1. 我父亲从小就离开他故乡中国到泰国去{CC 来}，他只会说中国话{CJX}一点 

点，所以希望他的孩子{WWJ}  
2. 因此，我们会发现每天都有人来抢这个地位，所以大战争天天{CJX}就会发

生，世界和平一天天{CJ+zy 越来越}消失。{CP 如果每个人{CJ-zy 都} 
3. 使用的农民每天都要接触到农药，他们的气管{CC 吸管}也会多少有问题。

{CP 所以如果我们都提倡吃“绿色食品”[BQ，]这不但保护了环境，而且还

保护了我们的身体健康[C]。P}  
4.这种爱好可能为他将来{CJX}会带来好处。  
5.不想会留下{CJX}给别人什么问题，麻烦。  
6.男女混合班的制度，除了让[F 讓]男女同学{CJX}不会用好奇的心来相处[F 處]， 

也可以促进[F 進]平等，不会造成社会的不衡。[BC，]  
7.另外，如果长[F 長]年生活在国外，只有在上课[F 課]的时[F 時]候有机会说[F 
   說]汉语[F 語]，其他的日常生活都是用其他语[F 語]言的话，在运[F 運]用词 
   句{CC 辞[F 辭]句}方面，便{CC 更}会{CJX}常常[C]碰上难题{CC 艰[F 艱]难 
   [F 難]}，发[F 發]生辞[F 辭]不达[F 達]意的情况。  
8.男女混合班的制度，除了让[F 讓]男女同学{CJX}不会用好奇的心来相处[F 處]，

也可以促进[F 進]平等，不会造成社会的不衡。[BC，]  
9. 学习期间内会发生{CC 碰到}一些不成熟而且天真的早恋，{CD 由此}如继续

发展下去，将[C]会造成许多未婚女孩怀孕[C]、堕胎等严重{CQ 的}社会[F 會]

问题，不仅影响学业、[BC，]前途{CD 毁损}，也辜负{CC2 伤}了父母挣钱供

读的一片苦心[BQ，]也{CC 和}辜[C]负了他们的期望{CC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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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能」的偏誤 
<誤代> 

1. 我还记得当时跟我哥哥一块[F 塊]上学期间，当时学校周一至周六开学，在

学校的后侧是人家，他家中{CD 设}有电视机；以前电视机不是每一个家庭

都能{CC1 有本领}买的而且在白{CC 昼}天不{CC1 没有}播放，除非星期六

和星期天。  

2. 这样除了能摆脱{CC 解脱}自己眼前的问题外，还能{CC 会}安心做人。  

3.  老师说：“不断地努力会成功”[BQ，]我也希望我回国之前，能{CC 会}提

高我的汉语水平。  

4.  如果该困难不能{CC 会}解决，[BC。]我们也不应该心灰[B 恢]意冷、[BC，]

放弃生命。  

5.  就{CC 在}中国[F 國]而言，吸烟是很普遍{CJsd}，几[B 己]乎到每个角落都

能{CC 会}闻[F 聞]到烟的味道。  

6.  然而为了解决这个问[F 問]题[F 題]，人们应对农作物进行{CC 的}研究开发，

怎样[F 樣]能{CC 要}提高产量，同时[F 時]不需要施化肥和农药，比如转基

因技[C]术[F 術]，可增加每亩农产品的产量，并[F 並]可使{CC 对}新开发的

种[F 種]子增加自身抵抗能力，比如，[BC、]有害虫[F 蟲]、[BC，]菌[B 茵]

等。  

7.  这些人只想到吸烟的好{CQ 的}方面，并没有意识到吸烟的恶果{CC 效

果}[BQ：]既[B 即]会{CC 能}伤害到身体又会{CC 能}影响到社会的环境。  

8.  不要怕，要忍下去，目前的生活比不上以前的生活，因为现在想要做什么

事情，都要靠自己的能力，好好去想，去做，才会把生活下去{CJba}。[BC，]  

 
<誤加> 

1:  所[C]以[C]我[C]认为丈夫帮助妻[C]子[C]自[C]杀的[C]这[C]种[C]方[C]式还[C]

是[C]{CD 能[C]}可取的。  

2.  负的一面是：如果男女分班，女生就很少能接触男生，以后如果走入社会{CD

中}，因{CC 在}没有对付男生的{CJ+dy 一些}经验，有时遇到不合理的行为，

就不能{CD 做}很好地{CC 的}解决，还会{CC2 并[F 並]}缺乏自信[BQ，]{CD

和}不敢去面对男生，心理上会觉[C]得男生是{CD 一个}很难面对[BQ，]{CJsd}

并{CC 和}有排斥{CQ 男生}的想法，[BC。]遇到问题也不敢勇敢地去面对。  

3. 所以作一个人，每人都有个困难挫折，只是我们有个不愿被打败{CC3 拜倒}

的精神，一定能{CD 到}成功。  

4.  我转学到泰文学校读初中，中文只能{CD 在}晚间课余在家里自习。  

5,  这种状态，有些同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把它克服了，有些则一直都不能{CD

有所}克服{CC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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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时[F 時]时[F 時]刻刻要多加自我检[F 檢]讨[F 討]，是否今日作了不好的事情，

以便{CC 以}加以改正，始能{CD 步步高升}作一个好公[C]民，以便{CC 以}

将[C]来为[F 爲[C]]國家献[F 獻]出一份应[F 應]尽[F 盡]的义务[F 務]。  

7.  例如，甲孩子，他父母从他小时候{CQ 就}当{CD 个}小偷，甲天天混在这种

环境{CC 境界}{CQ 里}，以为他父母做的事情是对的，甲{CD 的}将来{CC 未

来}能{CJ+zy 会}当个好人吗？[BD；]  

8. 她就与公司的老板谈道理{CD 与}{CD 能}[BQ、]说服老板，公司仍然接{CQ

收}那个工人工作，做一些打扫[F 掃]{CQ 的}工作，还负责他至他可活的日子。  

9.  绝[B 决]大多数的动物它们只{CD 能}会喂[B 喟]养它们的孩子。  

10.  能为增加知识而乐[C]，今后[F 後]{CJ+zy 能}在[C]工作中能为祖国服务，{CQ

为}发扬[F 揚]中华文化而献身，{CJ-sy 有}{CQ 所}作为后有贡献{CC 献贡}，

这[C]就是人生之最乐处。  

11.  他们的愿望就是能看{CD 得}到自己的儿女{CC2 男女儿}{CD 能}在班室里

{CD 只}关心{CC 注意}的是自己的学业成绩[BQ，]而不是{CD 顾[C]着}对方

的爱情。[BC，]  

12.  学习汉语的呼[B 乎]声在[C]泰国是近几年来才{CJ+zy 能}得到泰政府的许可

{CJsd}，所[C]以我们这些华裔也因为[F 為]寻[F 尋]根学汉语[BD，]而有机会

{CJ-sy 开展}广阔[C]的学习，真的很幸运[F 運]，特别是[C]有从中国到泰国各

学校任教的{CJ-sy 具有}高深知[B 智]识{CQ 的}教师们，循[B 谆]循[B 谆]善诱

的教导，使[C]学生[L]们得益非浅{CC 轻}，在[C]这里深[B 琛]深地{CC 的}感

激各位老师{CD 们}。  

13.  关于一字多解[C]在经过长[F 長]{CJ-zxy 时间}{CQ 地}学习后{CC

中}[BQ，]{CJ+zy 能}掌握{CQ 了}{CD 之后}，较[F 較]难的[C]一字多解的联

句也明白了，如[BD：][BQ《]中原日[C]报[BQ》]曾[C]登过一对联是这样{CJsd}：

长[F 長]长[F 長]长[F 長]长[F 長]长长长，朝朝朝朝朝朝朝。  

14. 现在我第一个理想已经实现了[BQ，]我{CJ+zy 能}来到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是个本科生了，但是第二个理想我真的不知道这{CD 个}辈子是否能实现。  

15.  我所喜欢的歌声，也就是喜[C]爱那首歌{CD 能}给我的感觉，谈起现在的“流

行歌[C]曲”一词{CC 的词}[BQ，]我的思想就总会往往想起周杰伦[B 俞]的名

字。  

16. 考完后，真没想我就{CJ+zy 能}考及[B 级]格了。  

17.  不怕困难，从早到晚，时时刻刻争取时间{CJ+zy 只要能}达到自己的愿望，

取得{CD 了}事业的成功。  

18.  现在我父母在台湾投资，虽然它是{CQ 个}小小的企业，可是我想如果我能

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也会给父亲的企业带来巨大希望{CC 潜力}。  

19.  他们都希望我能会说普通话，因此就送我来中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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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还有是为了自己，学习汉语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现在我除了

会说泰语、[BC，]英语、[BC，]还能会说汉语，回泰国以后，找工作对我来

说并不难了。  

21.  我想：只要不怕挫折，不畏困难，世上再难的事、都会能做到{CJ+by 成功}

的。  

22  他们的愿望就是能看{CD 得}到自己的儿女{CC2 男女儿}{CD 能}在班室里

{CD 只}关心{CC 注意}的是自己的学业成绩[BQ，]而不是{CD 顾[C]着}对方

的爱情。[BC，]  

 

 

<遺漏> 

1. “代沟”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了解得不能[L]再了解了[L]{CJX}。  

2.  现[F 現]在的生活是一个复[F 複]杂[F 雜]的社会比以往的生活是简单{CJbi}，

所以有许[F 許]多事，父母[D 是]担[F 赡]心我们在外[BD，]遇见[F 見]坏[F 壞]

朋友，若我们能够了解父母的[D 家]心，就能[L]融洽{CJX}成一个美滿{CQ 的}

家庭。  

3.  由三个[F 個]和尚没水喝想到的是分工合作的问[F 問]题[F 題]，不论[F 論]在

人{CQ 的}任何团[F 團]体内，分工合作、相辅相成是不可缺少的条[F 條]件，

唯有大家[C]能献[F 獻]出自己本份之力，[BC、]共同协[F 愶]助团[F 團]体之事，

始能{CJ-sy 形成}完美、进[F 進]步而有力量的整体。  

4. 在最近几年来，中国有了很大的变化，使很多人能够有自己的企业或当个体

户[B 护]，提高了家庭的收入，生活上有了很大的改善，很多家庭都出现了

妻子在家里操持家务或辞掉工作出来帮助丈夫{CJ-buy 现象}.我想说说我的

想法.对于这种现象，在我个人的想法，是不大赞成的，对于一个结婚女人来

说，{CP 如果遇到一位好丈夫，在家里操持家务，教育孩子，一家快快乐乐

的过着美满的生活，可是有几个人能{CJ-wy 有}这和幸福？P}  

5.  虽然七人都{CJX}不是能学得好汉语[BQ，]但是其中一幼[C]女却主动{CC 自

动}要求在大学主修汉语[BQ，]她{CC 女}毕业后还要求能{CQ 在}中国北京[D

语]语言学院继[C]续[C]深造[C]，余的儿女一个个地{CC 的}也很自豪的在卡

拉 OK{CJ-zxy 时}[BD。]大唱汉语歌，[BC。]聚会{CJ+zy 都[C]会}一片欢乐{CD

的}。  

6.  人们的一生中，没有谁{CJ-zy 能}“一蹴而就”，只要努力奋斗，一定{CJ-zy

能}成功！  

7.  爸爸在世时，他盼望我长大后{CC 起}做一个人{CJ-zy 能}为社会、为国家服

务的人，可是他这[C]样的离开我，对我一切都{CJ-sy 有}影响，那时候我整

天痛不欲生，只想要跟爸爸一起走，整天掉下眼淚，呆呆的坐在门口等着爸

爸回来，爸爸是我一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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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一边走边想着，这么长的长城要用{CD 了}多长的时间和{CQ 多少}人，才

{CQ 能}作出这么伟大的建筑物呢！  

9.  流行歌曲是当时受到许多听众热烈欢迎{CJsd}，有些歌曲在一瞬间就成为热

门歌曲，特别流行，也有不少要[C]经过一段时间才{CQ 能}变成流行歌曲。  

10.  汉语一定很有用[BQ。]如果没有爸爸[BQ，]我就没有今天，[BC……]{CQ 不

能}在北京留学。{CQ 也就}  

11.  但他给我的时候，{CJ+zhuy 他}常常告诉我，他小时候怎么苦，想要什么他

的父母亲都没有能力给他，[BC。]只有{CC2 只}靠自己的能力才{CJ-zy 能}

得到想要的东西。  

12.  我看这对我学习汉语很{CC 多}有帮助，{CJ-sy 能}提高自己的听力能力嘛。  

13.  一家人之间应该有很好的关系，能互相帮助，互相了解，有共同语言，只有

这[C]样，才让人{CJ+zxy 的生活}过[C]得很愉快，有意[C]思[C]，{CJ-zhuy 生

活}{CJ-zy 才能}有好前景。  

14.  尤其看到好书[F 書[C]]，心里[F 裏]真是高兴，自己{CJ-zy 能}看懂它，能欣

赏它。  

15  不管是哪种措施只要{CJ-zy 能}让这个世界喜欢抽烟的人们把烟戒掉或让世

上的抽烟者越来越少，我觉得我们世界的自然环境就会变得更好，人的生命

也越来越长。  

16.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男女混合教育就没有问题{CQ 了}，当然也不{CQ 能}说

百分之百安全。[BC，]  

17.  它是有了很触意{CJ？}，一方面是歌的内容：如果是靠当时[F 時]环境的动作

或是当时[F 時]社会一般的情况，这一种歌曲就不{CQ 能}长[F 長]期流行。  

18.  也不知过[F 過]了多少时间[F 間]，我{CJ-zy 才}能朗[B 郎[C]]读[C]一些简[F 簡]

单[F 單]的如信封，地名什么[F 麼]的[C]。  

 

 

<錯序> 

1.  因为做为一个老师来说，很可能是不能赚钱{CJX}太多，只是一个有体面的职

业，但没有钱{CJX}太多。  

2.  {CD 对于[F 於]}我们中国学校有男女分班教育[BD，]和男女混合式教育

[BQ，]{CD 的两方面}说起来{CQ 两者}都有它的缺点[C]和优点[C]，在过来

分班{CJX}的过度也可避免学生早恋，但也不是百分他们还能课外校外结交

别性朋友的{CJ？}，父母也不能二十四小时[F 時]跟{CC 在}儿[C]子{CQ 在}

一起{CD 的}。[BC，]  

3.  若能把噪声都换成了自己喜欢的声音，那样{CC 那么}基本上{CC 即不让}人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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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以」的偏誤 
<誤代> 

1. 现[F 現]在好了，泰国政府允许{CC 开[C]放}教中文，我真的{CJ-zy 很}高兴，

{CP 使我这些年来学[C]习汉语的问题{CC2 苦}可以{CC 有得}解决了[BQ，]有

中国来的教授可以教我们汉语的读音。P}  

2.  学校可以{CC 可能}督促{CC2 催}学生{CQ 利用}{CD 的}业余时间来运动。  

 

 
<可以：誤加> 

1.  身为丈夫的千万不可以看不起妻子[L]，如果没有妻子替你煮饭烧[F 燒]菜，洗

衣服，你工作累了回到家还要自己弄饭菜，那就要忙{CD 得}更{CJX}累，第

二天去上班可以工作也干不好，工作的成绩{CQ 会}不够理想的。  

 有一天，她的男朋友来等她，公司下班[B 办]的时间是五点半，但工作多，她

八点多才见她男朋友，男朋友因等了可以差不多三个小时，所以生气了。  

2.  P}如果为了要使到丈夫能全身心{CC3 全身全心}地投入工作，因而{CD 爱[C]}

做了主妇{CD 生涯}，照顾[F 顧]了家里[F 裡]的孩子，做了家里[F 裡]一切事情，

可能会使[B 便]{CD 到}家庭的生活好了一 X 些[B 此]，但是如果家庭的收入够

用的话，那是很难的事.特别的{CD 就}是如果那些辞职回家只{CC 支}做家事，

看[B 着]孩子，但却被丈夫抛弃的妇女{CC2 话}，她们的生活更加可悲，{CJ-zhuy

她们}受{CC 学}到很大的伤[F 傷]害.{CP 我想{CD 为}面对现实的社会，妻子如

果回家去照顾家，也应该设法{CD 是否}{CD 可以}在一些事务{CC 年[C]务[F

務]}上寻找方法，帮[F 幫]助家里[F 裡]赚{CC 找}一些外快，不是全部等待丈

夫赡养{CC 的养[F 飬]}，这样[F 樣]可能会使{CD 到}家里[F 裡]的生活更好.作

为{CC2 为}心术不正{CC 有心不居正}的丈夫也要有好决定{CJZR}，要如何处

[F 處]理这种事 P}情.  

 

 
<可以：遺漏> 

1.  来京城学地道的汉语是千载难逢的机会，[BC。]也是一举两得，不但天天上

课{CJ-zy 可以}和中国老师见面，和许多外国朋友聊天，还可以在中国旅游，

参观不少名胜古迹。  

2.  现在我可以写汉字，因为小时候每天都{CD 常}写汉字，所以就不{CQ 会}忘

记汉字怎么写，按笔顺，就写对了。  

3.  如今在公共场所，允许吸烟的地方越来越少，这可以[L]帮助青少年养成良好

的习惯，不会被烟所害。  

4.  （那是小成{CJX}一点点），但在[C]这几年起[C]步中也{CJ-zy 可以}{CD 是[C]}

说有点儿[F 兒]收获[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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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学好了汉语它的乐处是无穷{CJsd}，如：一，它会使会了解[C]了中国历史文

化{CJjy}；二，它使我懂[C]了很多知识，{CD 使}我{CJ-zy 可以}使用它作为一

门随身武器{CJba}；三，在世界各国到处都有中国{CJ-zxy 人}，大家使用中国

话交流，在工作上容易找到更好的工作。  

6.  学汉语[C]的今日比昨[C]日好得[C]多，因现代{CC 现}设备先[B 新]进[B 近]，

有各[B 名]种各样[C]{CQ 的}方法{CJ-zy 可以}帮[B 邦]助{CJ-by 学生}，取得了

现在的汉语学习{CQ 的}发[C]展{CQ 和}[BD，]进[F 進]步。  

7.  还有呢，[BC？]可算是{CQ 可以}给一些男学生增添{CJX}班里的色彩吧！  

 

<可以：錯序> 

1.  不过经过了数月的相处，我们终于团结{CC 团圆}了，我终于{CC2 就}可以松

了{CJX}一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