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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比分析的對比分析的對比分析的對比分析及教學應用及教學應用及教學應用及教學應用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漢語表示處所介詞「在」、 「在＋處所詞」不同句式的用法、泰

語表示處所的系統、漢泰對比分析、教學語法 

 

本論文主要基於「格語法（Case Grammar）」、認知語法的「句式

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以及「意象圖式（Image schema）」這

些理論來探討解釋「在＋處所詞」語意句法及篇章兩個層次。本文圍繞

「在＋處所詞」出現在句中不同位置而組成不同的句式類型這個概念將

「在＋處所詞」的句式分爲三類基本句式來討論，句首（主語前）、句

中（動詞前）、句尾（動詞後）。然後分析討論「在＋處所詞」各個相

關構式的語意及句法功能特徵。本文探討的「在」本身為「介詞」，本

身不具有實在意義，但並不是無義，由其本義引申出來的「存在」、

「所在」義。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按照語義格可以將「在＋處所詞」

所引進的賓語分為「處所格（Locative）」與「終點格（Goal）」。正因

爲「在＋處所詞」本身具有複雜語義特徵和多重語法功能，加上學者受

到母語的干擾 ，致使泰籍學習者使用介詞「在＋處所詞」時有很高的偏

误率。偏誤類型主要有:错序偏误（errors of ordering）、遺漏偏誤（errors 

of omission）、誤加偏誤（errors of addition）、誤代偏誤（errors of 

selection）四類。 

對於介詞「在」在泰語中的形式，詞彙上的功能對等於泰語介詞

「thi」是最爲恰當的。但通過「在＋處所詞」介詞短語的漢泰對比分析

屬於「多對一」的形式。最後，本文以「結構複雜度」、「語義複雜

度」、「跨語言距離」三個平面為標準列出對泰籍漢語學習者「在＋處

所詞」的教學排序並提出相應的教學對策。 

我們之所以以這些為基礎，主要是爲了給泰籍學習者漢語學習者在

學習「在＋處所詞」前，對這個語法點有個初步的概念，減少他們學習

「在＋處所詞」的各個方面困難與干擾，包括種種類型的使用偏誤，從

而提高對「在＋處所詞」的掌握度,以使他們能正確運用「在」的各種語

義功能。 



 

II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and Pedagogy Application of 「「「「zai 
＋＋＋＋ locatives」」」」 in Modern Mandarin and Thai 

Abstract 
Key words: Mandarin locative preposition 「zai」, 「zai ＋ locative」sentence pattern, Thai 

locative system, contrastive study of Mandarin and Thai, Grammar Pedagogy 

 

This research is mainly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 Case Grammar 」 , 

「Construction Grammar」 , and 「 Image schema」  to investigate the syntactic 

meaning and discourse of 「zai＋locative」.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used 「zai＋

locative」 in different sentence locations and patterns to discuss the sentence front 

(subject front), sentence middle (verb front), and sentence end (verb end). Further to 

analyze the constructive meaning and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of 「zai＋locative」. 

The 「zai」 in this research is a preposition. It has no concrete meaning, but does not 

mean it has no meaning. The 「zai」 that this research observe is the core meaning 

that circulate itself, which is 「existence」 and 「being」.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shows in semantic case, the object in 「zai＋locative」 can be 「Locatvie」 and 

「Goal」 . The reason being 「zai＋ locative」  itself has complicate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and multiple grammatical function. Moreover, the influence by ones 

native language can lead to numerous language errors. The four common types of 

errors found in Thai native learners are: 「 errors of ordering」 , 「 errors of 

omission」, 「errors of addition」, and 「errors of selection」.  

 Preposition 「zai」can be refer to as 「thi」 in Thai language, as they both 

has the similar lexical function. But, through the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zai＋locative」,it appeared to be a 「multiple to one」 figure. Lastly, based 

upon the 「constructive complicity」, 「semantic complicity, and 「crosslinguistic 

rang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some suggestions are offered for improving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The reason we focuse on these basics were to give Thai learners 

some precautions in using 「zai＋locative」. Also, to reduce the difficulties and 

interference they face while learning 「zai＋locative」. As well as, aim to prevent all 

other types of usage errors in 「zai＋ locative」 . Hopefully in the future, Thai 

learners can extend their language usage of the preposition of 「zai」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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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十 5-7】 對「ˈtʰîi」所具有的語義 ..................... 164 

【表  三 十 一  5-8】Pornthip Kitsombat 對泰語介詞「ˈtʰîi」在泰國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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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在收集泰籍學習者對介詞「在」的使用情況時的某個晚上，無

意間看到一個泰國學生在我臺灣朋友的 facebook 上留言「老師工作在哪

兒？我現在學習中文在臺灣」和「老師您好，我很高興見你在

facebook」。看到這些病句，增加了筆者對介詞「在」研究的好奇心。衆

所皆知，介詞「在」是現代漢語中最常用的語法點之一，使用頻率極高
1，洪于惠（2007）指出「在」是使用頻率極高的一個介詞，高佔詞頻排

                                              
1 
1）根據《教育部四部電子辭典 1998 年版，1997 年版》。教育部建置的口語語料庫與

書面語料庫1中的「在」字在常用介詞句中的排序數據口語序為 6，書面語序為 2。在

常用介詞中排序第一。表列如下：（資料來源：陳立元 2005；3） 

【表 1.1】 

常用介詞在教育部口語語料庫與書面語料庫中前 500 個詞的排序
1
 

介

詞 在 到 對 為 讓 跟 給 被 把 用 將 從 使 叫 受 

口

序 6 14 27 32 55 65 67 80 91 108 132 140 183 238 251 

書

序 2 8 35 7 80 278 127 67 111 96 36 62 122 609 146 

 

2）根據北京語言文化大學 1986 年版的《現代漢語頻率辭典》（取自陳立元：漢語把

字句教學語法，2005 年，第 3 頁），前 50 個常用詞中語法詞的排序，「在」字句出現

的頻率排序是 6。序表如下： 

【表 2.1】 

詞 的 了 是 不 在 個 著 和 也 來 都 還 

序號 1 2 3 5 6 9 13 17 19 25 26 27 

詞 把 去 又 要 能 得 兩 甚麽 從 沒 自己  

序號 28 29 30 32 34 38 43 45 46 47 50  
 

3）根據朱學鋒等（2004）（取自陳立元：漢語把字句教學語法，2005 年，第 3 頁）針

對 1998 年全年 2,600 萬字《人民日報》基本標註語料庫的分析計數據資料，顯示「在

字句」的排序佔所有介詞的第二。數據如下：「在」字的介詞性「在字句」，使用頻

率是 154,646，比率佔 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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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榜的第四位。對於泰籍學生而言，介詞「在」是他們從初級班就必須

學的詞語，同時「在」也成為教學上一個基礎而必要的語法點。 

（1） a）*他在醫院死。   b）他死在醫院。 

（2） a）*小安在書櫃後躲。  b）小安躲在書櫃後。 

（3） a）他在食堂吃飯。   b）*他吃飯在食堂。 

（4） a）媽媽在國際學校教泰文。 b）*媽媽教泰文在國際學校。 

（5） a）*妹妹在椅子上坐。  b）妹妹在椅子上坐著。 

（6） a）*他在醫院裏死。   b）他在醫院裏死了。 

目前「漢語熱」在泰國興起，使學習漢語的泰國人數急劇增加。針

對上述筆者所列出的例句，爲什麽（1a）、（2a）句不能成立，但換成

（1b）、（2b）句法後就合語法了，而（3）、（4）句却相反呢？，再

加上像（5a）、（6a）的病句，加上了「著」與「了」後，（5b）、

（6b）就能成立了。為什麼同是動詞或同是名詞，有的能進入該格式，

有的就不能進入該格式？筆者一直認爲「在＋處所詞」的使用規則一直

是困擾漢語學習者的關鍵點，並且這類偏誤在華語學習與教學的過程中

也不斷地出現，筆者當初參考關於泰籍學習者使用「在＋處所詞」介詞

短語的偏誤研究文獻後，也發現泰籍學生在學習漢語過程中出現這類偏

誤的頻率也極高。 

Chowvanich（2002）提出泰籍學習者在句中經常把「在+處所詞」結

構放在不應該出現的位置,造成語序錯位的偏誤。李茜（2009）與

Maneekanjanasing（2000）發現泰籍學習者在使用「在＋處所詞」短語時

經常出現謂語與「在＋處所詞」的位置錯誤現象。李珊（2008）也同樣

指出泰國學生使用「在＋X」時出現的偏誤主要有遺漏偏誤、誤加偏誤與

錯序偏誤。李（2008）指出有不少的泰國學生使用帶有方位詞的「在+處

所詞」短語時,錯誤地省略介詞「在」或省略方位詞，甚至兩者都省略。

同時也有一部分學生不理解「在＋處所詞」短語出現在動詞後的這種句

式。因此，筆者認爲「在＋處所詞」對泰籍學習者來說是有一定難度

的，對「在＋處所詞」不同句式的特徵不夠瞭解也是他們學習中一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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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特點。而且這種現象足以證明介詞「在」對泰籍學習者來説是一個

有相當難度的語法點。這些偏誤，尤其是「錯位」類之偏誤，顯示泰籍

學習者對「在＋處所詞」的不同句式沒有完全掌握，筆者從這些偏誤上

得到啓發。換言之，泰籍學習者對「在＋處所詞」的使用偏誤證明他們

對「在+X」處所短語還處於理解不深的狀態,這些是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出

發點。 

從另一方面來説，對泰籍學生而言，現代漢語介詞「在」無論是詞

性、用法或詞彙本身的意思都與泰語中表處所的介詞「thi」 完全相同，

兩者語義與結構難以分析，因此泰籍學習者都把「在」注上為泰語

「thi」。若查漢泰詞典或許多泰語的漢語教材等，筆者發現這些工具書

都會使用泰語介詞「thi」來對應於漢語介詞「在」。漢語介詞「在」是

否與泰語介詞「thi」屬於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呢？問題在於，若現代漢語

介詞「在」之各種層面真的完全可對應於現代泰語介詞「thi」的話，那

麽當泰籍學習者使用介詞「在」加上了處所名詞組合成「在＋處所詞」

短語時，爲什麽會反覆產生上述的偏誤呢？實際上，漢語介詞「在」與

泰語的 ที�「thi」的意義和用法有同有異。在泰語中，能夠對應於漢語「在

＋處所詞」介詞短語的形式相當多元，漢語介詞「在」除了可翻譯成泰

語介詞「thi」之外，還能以其他形式來對應。因此，一般認爲漢語介詞

「在」相等於泰語介詞「thi」的看法，並不能反映語言事實。此現象是

否反應了泰籍學習者對「在＋處所詞」的語義及句法的層次上還不夠了

解？综上所述，可以說現代漢語「在＋處所詞」短語對泰籍學習者來講

具有一定的難度。並且，到目前爲止尚未有人深入研究過 「在＋處所

詞」與泰語相應句式，對漢泰對比這部分還缺乏比較細緻、深入地研

究，並以此題目進行深入地對比分析。因此， 筆者從這些偏誤上得到啓

發，換言之，這些泰籍學習者對「在＋處所詞」的使用偏誤是本論文主

要的研究動機，也是筆者很想研究的問題。 

筆者希望能透過泰籍學習者掌握 「在＋處所詞」介詞短語的過程，

找出介詞「在」的核心功能，及其在語義句法及篇章平面所起的作用，

並找出泰語中相對應形式，進一步深入探討現代漢語「在＋處所詞」短

語與泰語表處所相應句式在語義句法語篇章等方面進行對比分析，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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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兩種語言之間潛在的異同之處，包括引借對比分析的結果來考察偏

誤情形以及偏誤產生的原因，針對泰籍學習者設計出最適當的教學法，

幫助泰國學生學習「在＋處所詞」短语。同时期待本研究會對泰國華語

教學起到一個參考作用，對未來的相關研究工作有所幫助。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方向與範圍研究方向與範圍研究方向與範圍研究方向與範圍 

本論文的研究主題為“現代漢語「在+處所詞」介詞短語與泰語表處

所中相應形式的對比分析與其教學應用”。本文主要只考察現代漢語後

接引處所、地點、方位詞等名詞的介詞「在」，組合成「在+處所詞」介

詞短語結構，至於現代漢語動詞及進行態標記的「在」都不屬於本論文

的研究範圍之內。 

研究範圍注重對比分析漢語「在+處所詞」介詞短語與泰語所相應形

式。以現代漢語「在+處所詞」及泰語相應句式為研究對象。論文從「在

＋處所詞」短語的不同句式本體出發，探討「在+處所詞」的語義句法及

篇章兩個層面，在繼承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相關文獻的基礎上，把「在＋

處所詞」在句中的幾種分佈進行歸納總結，透過對比分析找出泰語表處

所中對應於現代漢語「在+處所詞」的形式及用法。 

研究範圍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其一找出現代漢語「在+處所詞」介詞

短語不同句式之特徵與功能以及現代泰語相應形式。二是觀察泰籍學習

者使用偏誤現象，進行漢泰對比分析，借引對比結果來解釋漢語「在+處

所詞」分佈在不同位置時如何與泰語相對應形式表現？再加上探討兩種

語言異同之處如何影響到學習者的使用狀況，如何產生使用偏誤，引借

對比分析的結果解釋其偏誤原因。三將對比分析與偏誤分析的結果應用

在教學上，強調泰籍學習者該注意的事項，爲了能夠使泰籍學習者學習

「在+處所詞」的效果更好，也爲了便於對比，筆者以「在+處所詞」的

各個方面爲主要對比項目。將「在+處所詞」與泰語相應形式在語義句法

和篇章層次的表現，包含語法意義、句法結構、篇章功能等方面進行對

比，討論漢泰兩種語言中的異同之處、使用條件的差異，並且考察泰語

的分佈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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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爲本文是從泰籍學習者對「在+處所詞」短語不同句式的偏誤出

發，筆者發現雖然漢泰「在」在詞彙上的意義及用法相同，但泰籍學習

者總會在句法層面上產生偏誤。因此筆者以不同句式的「在+處所詞」為

出研究出發點進行分析語義句法與篇章層面，涵蓋功能性的對比。與泰

語相對應形式對比分析中筆者注重在句法層面上以偏誤項目進行對比，

分析其偏誤並借此對比結果解釋導致偏誤的原因。論文最後以討論漢泰

對比分析的結果，透過對大量相關文獻進行分析考察及結合泰籍學習者

對表處所的「在+處所詞」所犯的偏誤類型及原因。本研究不涵蓋統計或

數字的分析，只以對比分析的結果加上前人研究過的結果，推論歸納各

種類型的偏誤的情形及其原因，引借兩種語言之間的異同點分析泰籍學

習者對「在+處所詞」所犯的主要偏誤及原因。對比分析的結果能讓我們

對偏誤有所瞭解，也可以由此说明對比分析結果的異同之處與泰籍學習

者犯的偏誤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論文共分爲八章 

第一章 緒論 

说明本文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方向與範圍以及研究架構等

内容。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文獻探討的部分針對介詞「在」與「在＋處所詞」介詞短

語的基本概念和相關理論，回顧較具代表性的語言學家們對現代

漢語介詞「在」的研究語義、句法和篇章不同層面進行討論。最

後的文獻探討還包括泰籍學習者「在＋處所詞」使用偏誤研究的

相關文獻。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本文説明研究架構、語料來源、範圍，研究工具與過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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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代漢語「在＋處所詞」之界定 

本章内容注重在「在＋處所詞」介詞短語的語義、句法及

篇章分析，根據文獻探討及實際語料中所獲得的資料，按照現

代漢語「在」字不同語義及句法形式，將其用法重新分類。並

針對各項用法從其語意句法及篇章層面做一深入討論。 

第五章 現代泰語表處所的形式 

第五章為現代泰語所對應於介詞「在」的語義句法與功能

之探討，整理出過去學者們對與漢語介詞 「在」之泰語的對應

形式「thi」以及泰語其他表處所相關形式的討論。 

第六章 現代漢語「在＋處所詞」介詞短語與現代泰語表處所的對應

形式的對比分析 

本章將对漢泰兩種語言進行語義句法層面以及篇章層面各

項的對比分析。另一方面也會探討泰籍學習者偏誤產生類型並

分析偏誤產生原因。 

第七章 針對泰籍學習者「在＋處所詞」的教學排序與教學對策，教

學應用 

根據第四章至第六章所討論的結果，討論如何將本研究的

結果應用到教學層面上，找出泰籍學習者學習現代漢語「在＋

處所詞」的教學排序與教學對策，并做教学设计。 

第八章 結論 

本章展示本論文的研究内容與研究結果，並指出本研究的

不足與省思以及後續研究。 

 

 

 

 

 



現代漢語「在」與泰語相應形式之對比分析及教學應用 

7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  

8 

 

 

 

 

 

 

 

 

 

 

 

 

 

 

 

 

 

 

 



現代漢語「在」與泰語相應形式之對比分析及教學應用 

9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理理理理論與論與論與論與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很多漢語學者已經對「在＋處所詞」結構做過深入的研究，筆者首

先通過前人對「在＋處所詞」結構的研究，將與現代漢語「在＋處所

詞」介詞短語有關的相關文獻在本章更進一步整理歸納，以作爲往後研

究討論的参考。 

本章主要討論的内容可以分爲四部分：第一節討論「在＋處所詞」

中，「在」的基本概念與一般性原則，包括「在」的歷時語義發展、

「在」的詞類、「在」的共時語義。第二節為探討有關「在＋處所詞」

的相關理論。第三節擬就漢語語言學者對「在＋處所詞」各個層面做文

獻回顧。筆者主要整理較具代表性的漢語學者對「在＋處所詞」的看

法，再歸納出研究成果。第四節為泰籍學習者使用「在＋處所詞」常見

偏誤的相關研究。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基本概念與一般之基本概念與一般之基本概念與一般之基本概念與一般

性原則性原則性原則性原則 

衆所周知，現代漢語介詞「在」使用頻率很高。無論從哪個角度來

看，介詞「在」都是很重要的語法點。因此本節筆者先以介詞「在」為

出發點，將介詞「在」的一般性原則弄清楚再進行下節的研究，討論

「在＋處所詞」介詞短語的基本概念。本節内容包括「在」的語義引申

概念、歷時語義發展、處所的概念、「在」的詞類、共時語義功能等内

容。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的語義引申概念的語義引申概念的語義引申概念的語義引申概念  

處所介詞「在」本身是一個虛詞， 「虛詞」一般都不表示實在意

義，但並不是完全「無義」。它主要起輔助造句的作用，用來表示某種

文法意義或文法關係。因此若我們要探討介詞「在」的原意，應從實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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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說起。對於「在」的語意變化現象，《說文解字2》解釋「在」是

個形聲字，從土，才聲。張國憲（2010：484）進一步説明「在」表示草

木初生在土上，認爲「可見其本義表示生存、存在等，是一個存在動

詞」。例如： 

（7） a 子曰：父母在，不遠游，游必有方。 （《論語·裏仁》） 

b 熊率且比曰：「季梁在，何益？」 （《左傳·恆公六年》） 

張（2010）認爲（7a）句是「存活、健在」之義；（7b）句則是「存

在」之義。由於存在與處所休戚相關，常常帶上「處所賓語」，以表示

人或物處於某處。例如： 

（8） a 時莊宗遣明宗襲據鄆州，文矩以父母在鄆，一旦隔越，不知存

  亡，為子之情，戀望如灼，遂閒路歸鄆，尋莊宗。   

       （《舊五代史·列傳七》） 

b 賀孫錄云：「古人之廟不遷。」如太王廟在岐，文王廟在丰。 

       （《朱子語類》） 

張國憲認爲，物化構式的顯著變化是「物」充當句子主語的現象屢

現於文獻中，表述「物」存在於何處，如（8b）。張指出，這一現象違

背構式及物化的常規。因爲按照演化規則，隨著構式及物化程度的提

高，句子主語的生命度和施動力也會隨之增強。但事實上，雖然構式的

及物性得以提高但句子主語的生命度和施動力反而弱化。張認爲，這與

「在」的高頻語義由「存在、健在」轉變為「存在」以及隨之而引發的

構式的賓語是「處所」不無關係，也正是這種句子主語的生命度等級與

構式的及物化程度的扭曲促發了構式形式的進一步複雜化，以建構更爲

複雜的連動結構。就事件類型而言，這類構式的句子主語無論是「人」

還是「物」，表述得都是一個靜態事件，其關注的焦點在於處所。可

                                              
2
 取自說文解字：

http://www.shuowen.org/index.php?kaishu=%E5%9C%A8&pinyin=&bushou=&bihua=&jiegoulei

bie=&jiegou=&xuxuanfanqie=&juans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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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動詞「在」經歷了一個及物化的過程，而由動詞「在」充任謂語的

構式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其軌跡可以描述如下：（張國憲，2010：484） 

 

 

 

 

【【【【圖圖圖圖  1    2222----1111】】】】從動詞從動詞從動詞從動詞「「「「在在在在」」」」變成後引處所之演變變成後引處所之演變變成後引處所之演變變成後引處所之演變 

    

一般來説，人們經常隨著客觀事物的多樣化和人們對客觀事物認識

的深化，就很自然地借用原有的一些詞來表示其它相關事物和認知的内

容，進而造成了「一詞多義」（polysemy）的現象，因此出現多義詞是語

言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多義詞經過「隱喻」（metaphor）和「換喻」

（metonymy），從一個「核心意義」（core meaning）發展衍生其它相關

的「引申意義」（extended meaning）（邊琯植 2007；19）。這種現象可

以解釋「在」的「引申意義」（extended meaning）情形，「在」作爲

「動詞」，其原意表示「存在」、「所在」；作爲介詞與處所詞組成短

語可表所在空間，這類語義本質上都還是與原意相關聯，是「在」表示

空間中存在、所在此原意之擴張（洪于惠，2007：62）。 

 

二二二二、、、、介詞介詞介詞介詞「「「「在在在在」」」」之歷時語義發展之歷時語義發展之歷時語義發展之歷時語義發展 

黃宣範（1978）認爲現代漢語中的很多介詞如「在、向、對、從」

等在古代漢語裏就擔任介詞的责任了。根據張赬（2002）的看法，從先

秦時期就已經發現引進場所的介詞了，由「於」佔了絕大部分，其次是

「自」。據説，介詞「在」在先秦時期已經出現，但使用頻率低，只有

零星用例，先秦時期只收到 31 個用例。「在＋處所詞」位於動詞之後，

引進動作的歸結點如「亡在草莽」、「越在他竟」，或引進滞留的場所

如「附在我身」、「藏在盟府」。同時可受「在＋場所」修飾的動詞也

有限，主要是表示事物存在於某處及表示移動、離開義的兩類動詞，前

 

N＋在 � N＋在＋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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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動詞有「著、藏、附、戴」等，後一類動詞有「出、去、反、走、

從、越」等。張指出先秦時期值得注意的特殊的現象就是，先秦時期的

引進場所的介詞組一般位於中心成分後，「在＋場所」基本位於中心成

分後，不過有少數「在＋場所」個別用例位於動詞前的句子，也被認爲

是介詞。例： 

（9）主人在右再拜。    （《仪禮。聘禮》）  

（10）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論語。子罕》） 

（11）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 （《史記 1658》） 

到了東漢時期「在＋處所詞」修飾的 VP 不再局限於表示移動或位於

某處的動詞，還有很多表示其他意義的動詞，例： 

（12）我時亦共在其中學。   （《道行般若經 432》） 

（13）如不可食之物誤葅中。  （《論衝二〇》） 

這樣的動詞有「沐浴、被、求、得、學、說、增、誤」等。這個時

期，介詞「在」的使用頻率也有了提高，佛經中「在」佔引進處所介詞

總數的 12%，《論衡》中佔 4%，《史記》中佔 0.1%，佛經中這一變化

體現得更明顯。與前一時期相比，最明顯的變化是使用頻率增多了，用

例的數量也有所增加。這一時期「在＋處所詞」從分布上看，既有位於

中心詞前的，也有位於中心詞後的。位於 VP 前時表示 滯留的場所、存

在的場所、發生的場所。例如： 

 （14）今者何故在門求通。  （《修行本起經 464》） 

 （15）如是菩薩已在船若菠蘿蜜中住。 （《道行般若經 426》） 

 （16）何以故，在王遍有威力故。 （《道行般若經 435》） 

 「在門求通」説明發生的場所，「在船若菠蘿蜜中住」説明滯留的

場所，「在王遍有威力故」説明存在的場所。位於中心成分後時表示滯

留的場所、發生的場所、動作的歸結點。例如： 

（17）身流在道，心囘鄉内。  （《論衡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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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王宿願人，今系在獄  （《中本起經 152》） 

（19）不遇退在下流。   （《論衡一》） 

（20）處在空中。    （《道行般若經 155》） 

「身流在道」説明發生的場所，「今系在獄」説明滯留的場所，

「退在下流」、「處在空中」説明動作的歸結點。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處所詞」除含有前面的語義以外，還有表

示動作的起點的用法，这一用法是在這一時期才出現的。魏晉南北朝時

期「在」的使用頻率大大提高了，非佛經類文獻中「在＋處所詞」的用

例佔引進場所介詞詞組縂用例的 14%，佛經類文獻中這一筆率為 16%，

由此可見「在」已迅速而廣泛地被使用。張（2002）顯示這時期「在＋

處所詞」位於中心成分前後均可，但位於 VP 前的用例多一些，「在＋處

所詞」由主要位於中心成分後變爲主要位於 VP 前，這是魏晉南北朝時期

「在＋處所詞」與中心成分詞序上的一個重要變化。 

同樣，「在＋處所詞」在中心成分前後表示的語義不同，表示動作

的歸結點時只能位於中心成分後，如： 

（21）致心頂禮，卻在一面。   （《雜寳藏經 464》） 

表示發生的場所、動作的起點時一般位於 VP 前，如： 

（22）於是須達，在外行經。   （《雜寳藏經 459》） 

表示滯留的場所時位於中心成分前後均可，如： 

（23）正在如來左邊力。   （《雜寳藏經 497》）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在」產生了引進動作的起點、引進對象

的用法。「在＋處所詞」已開始大量前移，介詞詞組在中心成分前後已

開始形成語義對立，表示動作歸結點的「在＋處所詞」不能位於 VP 前，

表示動作起點或發生場所的「在＋處所詞」位於 VP 前。「在」引導的介

詞詞組位於中心成分後的用例比位於 VP 前的要少，這是這一時期的一個

發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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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唐五代時期，「在＋處所詞」按照所表示的語義的不同而分別

位於中心成分前或後的規律大致形成，受介詞詞組修飾的中心成分比以

前要複雜得多。「在」的主要用法是引進發生的場所、之流的場所或動

作的終點，引進動作的起點或經過的場所的例子很少見。這一時期

「在」引進場所佔引進場所介詞詞組總用例的 18%，比魏晉南北朝時期

略有提高。此外，張還提出「在＋處所詞」位於 VP 前已佔很大優勢。 

張提出「在＋處所詞」既可位於 VP 前也可位於中心成分後，位置不

同所表示的語義大致有不同的分工。位與 VP 前表示發生的處所、滯留的

處所、動作的起點等，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未見表示動作歸結點

的介詞詞組位於 VP 前的用例，如： 

（24）有一上座在山下住。   （《祖堂集十六》） 

（25）相公每日下朝，常在福光寺内聼道安講經。    

       （《敦煌變文集 178》） 

位於中心成分後表示動作的歸結點或滯留的場所，如： 

（26）招慶落在什麽處？   （《租堂集十》） 

（27）恐衣冠親情持勢隱在私家。  （《唐五代卷 167》） 

張（2002）總結出「在＋處所詞」的位置與語義的關係為，表示動作的

起點、發生的處所、存在的處所的介詞詞組要位於 VP 前，表示動作的歸

結點要位於中心成分後，表示滯留的場所、動作的方向位於中心成分前

後均可。張（2002）將「在＋處所詞」的這種分佈規律概括為「介詞詞

組的位置與其所表示的意義相對應」，這一規律也就是現代漢語中的

「在＋處所詞」的分佈規律，唐五代時期這一規律已經確立，只有很少

的用例不符合這一規律。 

「在」引導的介詞詞組在中心成分前或後時還有一個明顯的區別，

即「在＋處所詞」位於中心成分後時 VP 大多數為光棍單音動詞，而位於

VP 前時 VP 大多數都不是光棍單音動詞。張指出 161 例「在＋處所詞」

後置的例句中的 VP 為光棍單音動詞的有 140 例，192 例「在＋處所詞」

前置的例句中 VP 為光棍單音動詞的有 42 例。此外，他指出 VP 帶真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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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介詞詞組大多位於 VP 前，VP 帶補語時除有個別引進方向的介詞詞組

位於是中心成分後外，基本都位於 VP 前，VP 帶准賓語或其他成分時

「在＋處所詞」全部位於 VP 前，這些與現代漢語的情況基本一致。 

宋代「在＋處所詞」的用法與以前一樣。這一時「在」的使用頻率

上升，成爲除「於」以外最常用的介詞。這個時期「在＋處所詞」位於

中心成分前後均可，介詞詞組的位置與它所表示的語義基本對應，位於

VP 前表示發生的處所、存在的場所、滯留的場所、經過的場所、動作的

起點，位於中心成分後表示動作的歸結點、滯留的場所。這種語義上的

對立可從下面兩組例句的對比中看出。 

（28）公卻只管在這裡說到如何理會。  （《朱子語類 2934》） 

（29）若裏面有屈曲處，聖入亦必說在上面。 （《朱子語類 2934》） 

（30）每日只在門外走。    （《朱子語類 2919》） 

（31）走在什麽處去。     （《宋代卷 70》） 

 A 組「在裏邊說道」表示發生的處所，「說在上面」指出動作的歸

結點。B 組「在門外走」表示發生的處所，「走在什麽處去」表示動作的

歸結點。 

 元明時期使用最多的介詞就是「在」。「在」還是同樣引進發生的

處所、存在的處所、滯留的處所或動作的歸結點、引進動作的起點的用

法要少一些，但在各類文獻中均有用例，説明當時「在」仍保留著引進

動作起點的用法。這一時代「在」位於 VP 前的用法更为常见。 

 

三三三三、、、、「「「「在在在在＋＋＋＋處所處所處所處所詞詞詞詞」」」」短語中内部短語中内部短語中内部短語中内部關係關係關係關係 

介詞起標記作用，依附在實詞或短語前面共同構成「介詞短語」。

前面我们探讨過有關介詞「在」的一般性原則，現在開始探討能與介詞

「在」組合成「在＋處所詞」之空間處所語義所謂「處所詞」的概念。

首先我們來界定什麼是處所詞，筆者爲了把這一點弄清，針對「在＋處

所詞」語義内容一般性原則，介紹一些可充當「處所」成分詞語或短語

的相關資料，作爲基礎的考察參數，爲了可以在下一節進一步的深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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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 Thompson（1983）解釋以及將「在＋處所詞」表處所短語的内

部結構如下解釋：
3 

 

 

 

【【【【圖圖圖圖  22222----2222】】】】「「「「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内部結構之内部結構之内部結構之内部結構 

 

（32）他們在房子後面修理電視機。 

（33）我把鉛筆插在瓶子裏頭。 

全部畫底線的部分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處所詞」部分，仔細分析

結構會看到「處所短語」包括三個部分，介詞「在」、名詞、方位詞。

此外，黃婉梅（2002） 「在＋處所詞」短語中的「處所詞」基本上以屬

於方位詞結尾的體詞性結構。根據 Li & Thompson（1983）與黃婉梅

（2002）的解釋，「方位詞」是出現在名詞後面的成分，包括很多格式

如顯示的下表所示： 

 

 

 

 

 

 

 

 

 

                                              
3
 在 + noun phrase（NP） – (locative particle) 

 

在  ＋ 名詞組 （方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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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一一一一  2-1】】】】Li&Thompson 解釋方位詞之總表解釋方位詞之總表解釋方位詞之總表解釋方位詞之總表 

 邊 面 頭 

上 上邊 上面 上頭 

下 下邊 下面 下頭 

裏 裏邊 裏面 裏頭 

外 外邊 外面 外頭 

前 前邊 前面 前頭 

後 後邊 後面 後頭 

旁 旁邊   

中間/當中    

左 左邊 左面  

右 右邊 右面  

東部 東邊   

南部 南邊   

西部 西邊   

北部 北邊   

這兒/這裡 這邊 這面 這頭 

那兒/那裏 那邊 那面 那頭 

 

關於「在＋處所詞」短語中所謂「處所詞」的概念，到底「處所」

指明的是什麽類型的詞語呢？。劉月華（1983）（取自陳靜子：2004

年，63 頁）總結出處所構成種類，並指出所謂的處所詞語就是「名詞＋

方位詞」，劉的此説法與 Li&Thompson（1983）大致相同。這裡指的名

詞就是表示空間方位的參照物，而方位詞指的是表示以參照物為准的方

向和相對位置，按照構成特性可分爲單純方位詞和合成方位詞。劉月華

（1983）將「在＋處所詞」中的「處所詞」構成分爲以下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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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位詞，如：上、下、前、後、外、左、右等 

2. 表示地方的專有名詞，如：中國、北京、天安門廣場、北京大學等 

3. 表示處所的代詞和一般名詞，如：圖書館、學校、門口、附近等 

4. 表示處所的名詞短語，如：報上、身旁、橋下、天上等。 

 除了多數學者對處所詞語提出看法之外，筆者主張將陳靜子

（2004）對「處所詞」的定義，爲了了解得更詳細明瞭，下面舉例來进

行補充討論。陳（2004）參考了劉月華的分類方式，並進一步將與介詞

「在」搭配的處所語義範疇的「方位詞」指稱擴大，陳（2004）指出，

在此通稱方位詞成分通指與介詞「在」詞組中，除了參照物以外，具有

指示方位和位置功能的語詞。並將「方位詞」分成六類如下： 

1．單純方位詞。指的就是由單音節構成的方位詞，是最基本的方位詞，如

「上」、「下」、「裏」、「外」、「前」、「後」、「左」、「右」等。

如： 

「四周除了風聲之外就是沙，鎊鎊地在空氣中飛揚著。」 

2．合成方位詞。單純方位詞前加上「以」或「之」，或是後邊加上

 「邊」、「面」、「頭」等構成合成方位詞如「上邊」、「下頭」、

 「前面」、「北方」等。如： 

「我們在石塊後面看得膽戰心驚。」 

3．處所代詞。亦即代表處所的代詞，如：「這裡」、「哪裏」、「附

 近」等。如： 

「等這個女人蹲在那裏突然唱起歌時，我忍不住哈哈大笑。」 

4．名詞＋方位詞。這裡的名詞為一單音節貼著詞素，一般不能單獨存在 於

句子中，而與方位詞組合成一個新的詞語，與劉月華所說的「一般名 詞

＋方位詞」不同。如：「門口」、「街上」、「身上」、「背後」等。如： 

「我在鎮上買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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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搭配方式。也就是說與介詞「在」搭配的不是方位詞，而是其他成

分，例如直接作爲介詞「在」賓語的「一起」。如： 

「原來是一付駱駝的頭骨，慘白的骨頭完整地合在一起。」 

6．零形式方位詞，亦即介詞「在」詞組中，除了介詞「在」以及表示處所

的名詞外，沒有任何的方位詞及搭配方式，故意次稱之。如： 

「況且我就是去了，大半的時間也會在各處旅行。」 

總而言之，對於「何謂處所詞？」的問題，到現在應該有了一定的概

念。筆者認爲朱德熙（1982）對「處所詞」所下的定義很適合解答該問

題，朱認爲「處所詞」是能做「在／到／往」的賓語並且能用「哪兒」

提問，用「這兒／那兒」指代的體詞」。根據朱（1982）的這個定義我

們可以很容易地解答「何謂處所詞？」。 

最後，從上述所提到的參考文獻中發現，充當「NP」成分的詞或短

語豐富多樣。黃婉梅（2002）認爲，實際上，其中「NP」成分有一个共

同點，即在語義上，句中使用的「在 NP」的這個義項屬「空間」這個大

語義場。當然空間的類型可點可綫，可面可體，也可大可小，可具體可

抽象。例如： 

（a） 在終點/在跑道上  （點/綫型空間） 

（b） 在黑板上/在大廳裏  （面/體型空間） 

（c） 在針尖上/在天地之間 （小/大型空間） 

（d） 在屋裏/在記憶深處  （具體/抽象空間） 

筆者在此引借洪于惠（2007）對「在＋處所詞」中之「處所詞」成

分解釋來作結語： 

「如此可見，充當「處所詞」成分的範圍很廣， 從詞性的概念「處所」可

以是名詞、代詞、方位詞等，從空間範圍的形象，「處所」也可包括「非三

維空間」和「三維空間」，即從空間的體型「處所」也可分爲點、綫、面、

體，大、小、具體、抽象等豐富多樣。」 （洪于惠，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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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相關理論之相關理論之相關理論之相關理論  

 本研究參考的相關理論範圍分爲三：一為認知語言學的意象圖示

（image  schema），二為「在」的相關句式研究，三為「在」的格語法相

關語義研究。 

 

一一一一、、、、意象圖示意象圖示意象圖示意象圖示（（（（image  schema））））與與與與「「「「在在在在」」」」的的的的「「「「空間空間空間空間」」」」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據説，空間介詞在漢語語言應用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介詞不是

實詞，介詞作「虛詞」本身沒有意義，表示兩個實體之間的關係。因此

如果我們只從介詞本身的語義來探討其語法，就无法解释它 的用法与特

征。對於這種現象，我們可以依靠認知語言學的「意象圖示」。意象圖

式是一種高度抽象的類比。因為意象圖式是通過空間關係經過高度抽象

而獲得的，因此絕大多數意象圖式可以用線條等簡單圖形表示。這種圖

式在解說時可以給人一種具體的感覺。就像 Langacker（1987）曾經論

説：「imagery can be an essential aspect of meaning even if it is insufficient 

by itself.」4
。 

根據 Langacker（ 1987）的意象圖式，主要由射體（ trajector，

TR）、陸標（landmark，LM）和路徑（PATH）三部分組成，表現的是

TR 與 LM 之間某種不對稱的關係，TR 為這一不對稱關係中的主體，其空

間方位有待確定，LM 為參照物，為主體的方位確定提供參照。TR 所經

過的路徑稱為 PATH。意象圖式既可表示 TR 與 LM 之間的靜態關係，也

可表示二者之間的動態關係。當所表示關係為靜態關係時，PATH 為零。

意象圖式結構雖然是確定的，但它們是動態的，它的動態性主要體現在

兩個方面：一方面，意象圖式是一種能動性結構。它來自經驗，但不是

被動容納經驗的容器。另一方面，它是相對靈活的，可作適當的調整以

適應于同一圖式上的不同情境。所以意象圖式的動態性對解釋詞彙的多

義現象有重要的作用（王新建 ，2008）5。 

                                              

4 《认知语法基础（Ⅰ）·理论前提》，1987 by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Leland Stanford 

Junior University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9 月影印版 

5 《例如：從認知角度看介詞 out of 句式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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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 

LM 

LM 
TR 

a.容器隱喻圖示 b.路徑隱喻圖示 

 Johnson（1987） 6提到一般常見的意象圖示結構包含容器圖式

（Container）、路徑圖式（Path）、力一動力圖式（force-dynamic）等。

爲了掌握地更清楚，筆者在此引借了洪于惠（2007）提出的例句來解釋

此理論，若以「他在圖書館裏」這個句子為例，我們便能用容器圖示理

解之，也就是把抽象的容器概念投射到空間的區域上。句中的「他」為

TR，「圖書館」為 LM，而 PATH 為零，TR 和 LM 間是靜態關係，表示

TR 存在於容器 LM 中。至於路徑圖示則有起點和終點，如「他走出房

間」，「他」為 TR，「房間」為 LM，且包含 PATH，以 LM 為參照

點，TR 產生位移，TR 和 LM 間是動態關係。 

 

 

 

 

 

 

【【【【圖圖圖圖 32222----3333】】】】引借引借引借引借「「「「意象圖式意象圖式意象圖式意象圖式」」」」解釋解釋解釋解釋「「「「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在在在在」」」」」」」」與與與與「「「「位移位移位移位移「「「「在在在在」」」」」（」（」（」（一一一一）））） 

    

對於出現在狀語、補語及定語位置的介詞，洪亦利用第二節中出現

的一些句例，以意象圖示來解釋，結果發現出現在狀語、定語位置的

「在」可引介所在，即以容器圖示理解，如：「他在桌上寫字」，「寫

字」為 TR，「桌上」為 LM，而 PATH 為零，TR 和 LM 間是靜態關係，

表示 TR 存在於容器 LM 中，「寫字」這個事件發生在「桌上」；另外，

「在」還引介終點/所至，出現在動後作動詞補語的「在」表「終點」，

而引介終點的「在」也僅能出現於動後位置，例如：「字寫在桌上」，

「字」為 TR，「桌上」為 LM，且包含 PATH，以 LM 為參照點，TR 產

生位移，TR 和 LM 間是動態關係。（洪于惠，2007：62-65） 

                                              

6  取自洪于惠《「在」之語料庫分析及其教學語法》碩士論文，臺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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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42222----4444】】】】引借引借引借引借「「「「意象圖式意象圖式意象圖式意象圖式」」」」解釋解釋解釋解釋「「「「位置位置位置位置「「「「在在在在」」」」」」」」與與與與「「「「位移位移位移位移「「「「在在在在」」」」」（」（」（」（二二二二））））    

 

簡單的說，表處所介詞「在」句式的意象圖式既可表示物體之間（TR 和

LM）空間關係的動態關係，又可表示靜態關係。 

筆者認爲我們可以利用其意象圖式和相似聯想，通過對介詞「在」

句式隱喻和認知語義分析討論，找出潛在的語義功能與其特徵，揭開用

法复杂的介詞「在」的使用之谜。 

 

二二二二、、、、「「「「在在在在」」」」的的的的「「「「構式語法構式語法構式語法構式語法」」」」理論之理論之理論之理論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一般來説，介詞主要表達事物與事物之間的關係，它反映在句子結

構上就是一種句式。對漢語語法教學而言，現代漢語介詞短語「在＋處

所詞」有著繁華多樣的用法，所以學習者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不知所

措、混淆使用。據筆者觀察，當外籍學習者學習「在＋處所詞」介詞短

語時，最感到困惑的地方為介詞「在」各句式所表达的不同語義。換言

之，介詞的語義特徵表現在不同的句式表現。然而泰籍學生對表處所介

詞「在」的複雜性還缺乏深刻的理解。這種現象會影響到他們對「在＋

處所詞」的理解掌握，甚至導致使用的偏誤。本文固引用認知語法理論

  

TR 

LM 

a.容器隱喻圖示 

TR 

LM 

 

 

b.路徑隱喻圖示 

「在＋處所」作狀語 

他在桌上寫字。 

在院子裏有一只狗。 

「在＋處所」作補語 

字寫在桌上。 

書掉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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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構式語法」7（Construction Grammar ）的觀點來探討「在＋處所詞」

介詞短語，應用了認知理論的兩位學者，Goldberg （1995）與沈家煊

（1999）對於介詞「在」相關句式之看法，我們往下繼續討論。 

    

（（（（一一一一））））Goldberg（（（（1995）））） 

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由 Goldberg（ 1995）和 Kay

（1995）等人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創立，以 Goldberg 為代表人物。該語

法理論源於 C.J.Fillmore（1982）的「框架語義學」，其認識論、方法論

與認知語言學一脈相承。後來，Goldberg（2006）把其構式語法稱作認知

構式語法。 

上面說了，構式語法理論是根據 Fillmore 的框架語義學的理論思想形

成的。Fillmore 用「框架」這個詞涵蓋了諸多「圖式」（schema）、「腳

本 」（ script ） 、 「 情景 」 (scenario) 、 「觀 念 框 架」 （ ideational 

scaffolding）、「認知模式」 (cognitive model)、「民俗理論」（ folk 

theory）等概念。顯然，「構式語法」理論是以認知語言學為理論背景

的。 

Goldberg（1995：4）對「構式語法」提出理論的觀點
8
： 

「假如說，C 是一個獨立的構式，儅且僅儅 C 是一個形式（Fi）和意義

（Si）的對應體，而無論是形式或意義的某些特徵，都不能完全從 C 這個構

式的組成成分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構式推知。」
9 （取自陸儉明： 「句式語

法 」理論與漢語研究，中國語文 2004 年第 5 期） 

                                              
7 「Construction Grammar」 亦被譯為「句式語法」、「架構語法」、「框架語法」、

「構塊式語法」等不同的稱法 。 
8 取自陸儉明：「句式語法 」理論與漢語研究，中國語文 2004 年第 5 期 
9
 「C is a CONSTRUCTION iffdef  C is a form-meaning pair <Fi, Si> such that some aspect of Fi  or 

some aspect Si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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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Goldberg 所解釋的看法，我們可得知，構式的範圍不僅包括一般

所說的句式，還包括成語、複合詞、語素等。構式語法對語言現象的分

析不是從語言的組成成分入手，而是採取「所見即所得」的功能主義方

法，將詞彙、語法、語義、語用視爲一個整體，凡是構式，無論簡單複

雜都有自己獨立的形式、語意或功能。構式語法的觀點認爲：語言的功

能使語言的形式得以形成或改變，因此對語言的形式研究離不開對意義

和功能的審視。形式和意義是密不可分的結合體，任何一種語言形式，

只要不能從其組成成分或結構中預測出意義就可以稱爲構式。 

從句式這個平面說，按 Goldberg 的構式語法理論來説，句式有獨立

的語義，強調構式的獨立性，即「一個意義一個構式」，語言形式和意

義之間存在一對一的映射關係，因此一個句子的意義，並不能只根據組

成句子的詞語的意義、詞語之間的結構關係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句式所

能推知，句式本身也表示獨立的意義。換句話說，不同的形式必然具有

不同的意義。 

Goldberg 以構式（construction）的論元結構為研究中心，認爲動詞不

能決定句子的生成，並否定構式内部和構式之間存在轉換關係，構式的

意義才是構式生成的關鍵，因此語言就無所謂層級性和遞歸性。 

根據構式語法理論的看法「一個句子的意義，並不能只根據組成句

子的詞語的意義、詞語之間的結構關係或另外的先前已有的句式所能推

知，句式本身也表示獨立的意義」。因此本文受了上述看法的啓發，而

引用該看法去討論本文的研究對象「在+處所詞」不同句式所表達的功

能。 

 

（（（（二二二二））））沈家煊沈家煊沈家煊沈家煊（（（（1999）））） 

沈家煊（1999）發現 「在 x」 可以在各句式中的分佈部一，沈在

《 「在」字句和 「給」 字句》主張把「在 x」 在句式可能出現的位置分

成 Z1、Z2、Z3 和 Z4（Z 句代表「在」字句），同時也包括 Z2′和 Z4′

（Z2′和 Z4′是 Z2 和 Z4 的壓縮形式）。沈提出一個觀點，不同的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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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代表不同的句式，但是句式並不等於此類序列。一個句式是一個

「完形」（Gestalt），即一個整體結構。 

所謂「完形」，有人稱之爲「圖式」（schema， Rumelhart 1975），

「框架」（frame， Fillmore 1982），「理想化的心理模型」（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Lakoff 1987）等，名稱雖異，但都是一個整體性的心理

意象，沈認爲只有把握句式的整體意義，才能解釋許多分詞類未能揭示

的語法現象，才能對許多對應的語法現象作出相應的概括。句式整體意

義的把握跟心理上的「完形」感知一致，都受一些認知原則的支配，

「完形心理學的重要原理是，整體大於部分之和，因此句式的整體意義

不等於各組成部分的就簡單相加。整體可能有這樣一些屬性，它們不是

從對組成部分的分析中推斷出來的，因此不能通過對各部分的分析來認

識整體的全部性質。沈家煊以認知原則來討論介詞「在」有關的各句式

的整體意義，筆者將沈對「在」的說明加以整理，如下【表 2－2】 所

示： 

 

【【【【表表表表 二二二二 2-2 】】】】：：：：沈家煊對沈家煊對沈家煊對沈家煊對介詞介詞介詞介詞「「「「在在在在」」」」有關的句式之分類表有關的句式之分類表有關的句式之分類表有關的句式之分類表 

 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整體意義整體意義整體意義整體意義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Z1 在 xSVO 在某處所發生某時間 在黑板上我寫了幾個字 

Z2 S 在 xVO 
在某處所發生某動作 

我在黑板上寫了幾個字 

Z2′ S 在 VO 我在寫字 

Z3 SVO 在 x 
動作作用下事物達到某處所 

動作和達到是兩個分離過程 
我寫了幾個字在黑板上 

Z4 SV 在 xO 動作作用下事物達到某處所 

動作和達到是一個統一過程 

我寫在黑板上幾個字 

Z4′ SVxO 我放桌上一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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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將沈對 Z1、Z2、Z3 和 Z4 的部分提出探討。沈認爲句式的整

體意義由基本認知原則在不同的概念域中反復地起作用的，首先他藉由

認知語法的「順序原則」
10
來說明以上句式 Z1、Z2 和 Z3 的整體意義。                        

沈認為「在 x」在動詞前表示預定的目標（goal）；而在動詞後表示

達到的終點（destination），目標總是在行動前先行設定，理應位於動詞

前；而終點總是在動作之後才能達到，理應位於動詞之後。此一觀點，

與戴浩一（1988）的「時間順序原則（PTS）」
11
一致。 

除了「順序原則」之外，沈亦指出 「Z1：在 x ＋ S ＋ V ＋ O」和

「Z2：S ＋ 在 x ＋ V ＋ O」兩句式的意義為「在某處所發生某事件」和

「在某處所發生某動作」，差別是施事主語 S 在不在「在 x」的包容範圍

内。對於「Z1」和「Z2」的區別，沈用「包容原則」12來說明這兩個句

式的差異。 

                                              
10
沈家煊（1999：97）對 「順序原則」的定義如下：

 

 A  B  C 

 
如果 B 在 A 之後，C 在 B 之後，那麼 A、B、C 是一個序列，而不是一個無序列。在

空間域是一個序列，在時間域和其他的概念域也是個序列，例如我在畫這個圖時，順

序是先畫 A，其次 B，最後 C，這就叫做「順序原則」。 
11
漢語在一般的情況下，是遵循「時序律」或稱「時間順序原則」（PTS）。「時序

律」是由 Tai[戴浩一]（1985：50；1988）率先提出並定義為：「兩個句法單位的相對

語序，是由其在概念世界中所代表的時間順序狀態所決定的」。「時序律」乃是「像

似性」的具體呈現之一，將認知的先後順序反映在語序上。漢語的「像似性」還可以

體現在「因果律」和「範圍律」上。（陳俊光：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 

 
12
沈家煊對（1999：97）「包容原則」的定義如下：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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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包容原則」的例句。沈引介笵繼淹（1982）在《論介詞短語

「在＋處所詞」》提出的看法來解釋此原則。笵繼淹（1982）提出 A

式：PP＋(NP＋VP)這種句式 PP 是外層結構，可稱爲外層處所短語（outer 

locative）。語態變化由 NP＋VP 承擔，結構上 PP 只是全句附加語義，不

影響表達語態的句法手段。另一種句式 B 式：NP＋(PP＋VP)，結構上 PP

屬於 VP，是 VP 的擴展，不是全句的附加。PP 屬於 VP 的内層結構，是

内層處所短語（inner locative）。介詞和動詞同屬 VP 這個層次，句法上

就起了變化。因此沈所講的「事件」與「動作」的區別主要是：一個事

件包括動作和動作的全部參與者，尤其要包括施事（S），不帶 S 的 VO

只能代表一個動作，不能代表一個完整事件；例如，「他打我」是一個

事件，「打我」只是一個動作。SVO 能代表一個事件，在 Z1 裏這個事件

在某處所發生；在 Z2 裏只是動作 VO 在某處所發生。以下引介范繼淹

（1982）中的例子説明包容範圍引起的差別：  

（34） a.  在院子裏，爺爺在乘涼，媽媽在洗菜。 

  b.  爺爺在院子裏乘涼，媽媽在洗菜。 

（35） a.  在第三頁上我刪了兩句話。 

  b.  我在飛機上看見了長江大橋。 

（34 a）爺爺在乘涼和媽媽在洗菜都發生在院子裏，（34b）乘涼一定發

生在院子裏，媽媽洗菜不一定發生在院子裏，另需説明的是，這裡是指

事件或動作發生的處所，與事件或動作參與者的處所無關。（35a）

「我」不在第三頁上，是「我刪了兩句話」整個事件發生在第三頁上。

（35b）長江大橋不在飛機上，是「看見長江大橋」整個動作發生在飛機

上。 

最後，沈指出認知語法的「相鄰原則」13可以説明 Z3 和 Z4 的區別。

Z3 動作和達到是兩個分離的過程，所以動詞 V 和「在 x」不相鄰，中間

                                                                                                                                  

如果 B 包容在 A 之内，那麽 A 就不可能包容在 B 之内。「容器」和「内容」的關係是

認知上最基本的關係之一。 
13
所謂「相鄰原則」就是：相鄰的兩個成分傾向於組成一個單位。相鄰的兩個成分傾向

於組成一個單位。我們看到的不僅僅是 8 條孤立的平行綫，而是兩兩成對的 4 對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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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著一個 O；Z4 動作和達到是一個統一過程，所以動詞 V 和「在 x」相

鄰，「V 在」幾乎組合成一個復合動詞，「在」可以讀輕聲。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上所述，根據認知語法理論的「構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認爲各句子都是基本式，就是各有其不同的功能以及認知上

的表述根本意義也不同。因此本文承接了「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這基本的概念為基礎進行討論「在+處所詞」在不同的句式

所表現的語義句法及篇章功能。 

 

三三三三、、、、「「「「在在在在」」」」的相關語義研究的相關語義研究的相關語義研究的相關語義研究————「「「「格語法格語法格語法格語法」」」」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漢語的介詞與其賓語組成的介詞词組與動詞結合之後產生論元關

係。漢語的介詞词組所起的主要作用是修飾謂語。馬貝加（2003）曾指

出，在漢語中，介詞一開始就是表示「格」的重要手段，而且介詞是標

誌語言結構中實詞和實詞之間的關係的詞。介詞的賓語透過介詞與主要

動詞發生論元關係。其語義關係能以「格語法」（case grammar/roles）來

表示。對於介詞與動詞之間關係的「格語法」，有許多學者早就進行了

熱烈的討論了。以下本文將介紹具有代表性學者的著作。 

    

    

                                                                                                                                  

綫這樣一個完形。也就是說，「4 對」這個整體知覺不是 8 條綫簡單相加的結果，這是

因爲人在認知上傾向於把相鄰的兩個成分看成一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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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Fillmore 

格語法（Case Grammar）是美國語言學家 C.J.  Fillmore（1971）所提

出一種著重探討句法結構與語義之間關係的語法理論和語義學理論。

Fillmore 指出，句子在基礎結構中包含一個動詞或幾個名詞短語，每一個

名詞短語以一定的格關係和動詞發生語義關係。語義角色概念的產生及運

用反映了語言學家對句法結構與語義角色關係的關注。Fillmore 解釋他的

語義格是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中的語義現象，每一個名詞片語在深

層結構中都擔任一定的「格角色」14（case role），這些「格」經過一定的

線性化過程後，才會在句型的表面結構體現出主語、賓語等不同的功能。

所以格語法是動詞中心論，句子 S（sentence）由一個動詞 V 及與其相關

的多個「格」（case）構成，透過「格」可將名詞和介詞的功能標注出

來。在 Fillmore 的格語法裏，先後共提出了十多種語義「格」，他在 1996

年認爲命題中需用的「格」包括 6 種： 

（1）施事格、（2）工具格、（3）承受格/與格、（4）使成/役格、（5）方

位格、（6）客體格。後來，他在語言分析時又補充了一些「格」：（7）受

益格、（8）原點格、（9）終點格、（10）伴隨格。 

根據馬貝加（2003）的看法指出，基本上漢語中的介詞一開始就是表

示「格」的重要手段，而且雖然介詞本身是虛詞，不過它是標誌語言結構

中實詞和實詞之間的關係的詞。湯廷池（1978）對介詞作了分類，主要是

根據其賓語與動詞的語義關係：（一）引介施事者，（二）引介受事者，

（三）引介受惠者，（四）引介關係、對象或範圍，（五）引介工具，

（六）引介起點或距離，（七）引介終點或方位，（八）引介處所或時

間，（九）引介依據，（十）引介原因或目的。例如： 

（36）我們用筷子吃飯。  （引介「工具格」（instrument）） 

（37）你到這裡來做什麽。   （引介「終點格」（goal）） 

                                              
14  格角色有著不同的稱謂，其中包括「語義角色（semantic role）」、「題元角色

（ Thematic Role）」、「語義關係（ semantic relationship）」、「格關係（ case 

relationshi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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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我們穿上新衣，向長輩拜年。 （引介「終點格」（goal）） 

本研究討論介詞「在」之語義可利用格語法中處所格（location）與終

點格（goal）兩個概念。Fillmore 其中把「方位格」與「終點格」解釋如

下： 

� 方位格（Locative/L）表示由動詞所確定的動作或狀態的方位或空間方

向，例如：He is in the house（L）. 

� 終點格（Goal/G）表示由動詞確定的動作所作用到的事物的終點或發

生位置變化過程中的終端位置。例如：John sold a book to Mary（G）. 

 

    

（（（（二二二二））））鄧守信鄧守信鄧守信鄧守信 

    鄧守信（1975）參照 Fillmore、Halliday、Chafe 三種語法理論來研

究漢語的格關係。他於 1975 年在加州大學出版了「A Semantic Study of 

Transitivity Relations in Chinese」（《漢語及物性關係的語義研究》），

鄧守信修正了 Fillmore 名詞中心的格語法論，建構了以動詞為中心立體化

的鄧格語法。特別著重於語義格與語法兩個層次的相互關係。他提出

「動、名關係的層次性」（Hierarchy of Verb-Noun Relations），力求漢語

名詞、動詞的互動性，突顯句法與語義的界面，將該兩組與動詞的關

係，即格範疇分為「核心格」（ transitivity roles ）和「周圍格」

（ circumstantial case）兩組。「核心格」和動詞的關係是「及物性

（transitivity relations）」的，「周圍格」和動詞的關係是「疏狀性、狀

語性（circumstantial relations）」的。前者以動詞為中心，不受介詞支

配；後者則受介詞支配，即，這些深層格在表層結構中帶有介詞做標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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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核心格」（transitivity roles） 

施事（agent）、受事（patient）、範圍 （range）、目標（recipient） 

B 「周圍格」（circumstantial case） 

工具（ instrument ）、方位（ locative ）、起點（ source ）、終點

（goal）、受惠（benefactive）、夥伴（comitative） 

鄧（1975）表示：A 組範疇的選擇從屬於動詞的論元結構，但 B 組範疇

不是選擇而是由動詞特徵指明的。A 組範疇能確定「合格性」（well-

formedness）；而 B 組範疇不能，因為後者在多數情況下是任選

（optional）。此外，他明確利用介詞將名詞格分爲兩類：使用介詞的名

詞格與動詞之間是「狀語性關係」，不使用介詞的名詞格與動詞之間是

「及物性關係」。他是第一位利用介詞作爲格標進行漢語語義格研究的

學者。 

對於鄧（1975）的周圍格，袁毓林（2002）另外提到環境論元這個

概念，他解釋環境論元一般為動詞所表示的事件設定外部的空間條件。

也就是說，在跟動詞的語義關係方面，環境論元可能比借論元更爲外

圍，借論元和環境論元作爲外圍論元，他們共有的語義特徵是：既不具

有使動性，也不具有受動性，這是它們的核心論元，可以列表如下： 

【【【【表表表表 三三三三 2-3】】】】袁袁袁袁毓毓毓毓林林林林（（（（2002））））的環境論元之概念表格的環境論元之概念表格的環境論元之概念表格的環境論元之概念表格 

 使動  受動 自立 附庸 位移 變化 

處所 — — ＋ — — — 

 

【【【【表表表表  四四四四2-4】】】】同時袁同時袁同時袁同時袁毓毓毓毓林林林林（（（（2002））））還將環境論元分爲場所還將環境論元分爲場所還將環境論元分爲場所還將環境論元分爲場所、、、、源點和終點三種角色源點和終點三種角色源點和終點三種角色源點和終點三種角色：：：： 

語義角色 語義功能 

場所（location，簡稱 L） 動作、行爲發生的處所 

源點（source，簡稱 So） 動作、行爲開始的地點或時間 

終點（goal，簡稱 Go） 動作、行爲結束的地點、時間或狀態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  

32 

袁毓林（2002）最後將場所、源點和終點三種論元角色分別與不同

介詞搭配，主要跟處所相關，可以總稱為處所論元，介詞「在」能引進

「場所」、「終點」兩種語義功能的特徵。 

【【【【表表表表 五五五五  2-5】】】】袁袁袁袁毓毓毓毓林林林林（（（（2002））））的場所的場所的場所的場所、、、、源點源點源點源點、、、、終點三種輪圓之介詞搭配終點三種輪圓之介詞搭配終點三種輪圓之介詞搭配終點三種輪圓之介詞搭配 

 「在」之賓 「從」之賓 「往」之賓 話題化 述題化 

場所 � � � � � 

源點 � � � � � 

終點 � � � � � 

 
根據筆者搜集到的文獻不分，發現有不少數的學者引用了「格語

法」的概念來討論了「在+處所詞」。洪于惠（2007）利用格語法來解釋

此類動詞「在」的功能。洪認爲討論介詞「在」之語意可利用格語法中

處所（location）與終點（goal）兩個概念。洪（2007）按照格語法分析動

前與動後的「在」之後，發現動前的「在」所引介的處所皆為動作發生

的地點，即所在；而動後的「在」所引介的則為主語（施事或受事）受

動作支配後到達之處，即所至。以句子構成成分皆同但排列次序不同的

例句。如： 

（39）他跳在桌上。 

（40）他在桌上跳。 

洪指出（39）中的介詞短語位於動後當補語，「桌上」為施事主語

進行動作「跳」之後所至的終點處所；（40）句的介詞短語位於動前當

狀語，處所「桌上」為施事主語進行動作之所在。此外，洪（2007）還

主張「在」引介所至/終點不可出現在主要動詞前，與出現在動前引介處

所的不同，她認爲「在」的介詞短語若出現在表處所的動前位置，句子

就不合語法了，如： 

（41）*車在樹下停。 

洪認爲動前的介詞「在」引介處所/所在（location），表示的是句中

動作發生的處所。除了引介「處所（Location）」這類動前「在」表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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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cation），洪（2007）指出在語義上，還有動後的「在」表所至

（arrived location）。 

（42）他坐在椅子上。 

（43）車停在樹下。 

（42）主語為施事，（43）主語為受事。（42）句在結構上，上述

句子中的介詞短語出現在主要動詞後作補語。如：「在椅子上」，他們

在句中作爲謂語成分「坐」的補語，主語為施事，介詞短語中「在」所

引介的處所為主語之所至。（43）句中的「車」為某施事施行動作

「停」的受事，「樹上」為主語「車」受動作支配後存在的處所，此處

所為格語法中的終點。這類主語為受事的句子都可變換為把字句/處置

式，如，「我把車停在樹下」。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筆者認爲若要對介詞「在」做較完整的闡釋，除了從認知語言學的

「構式語法」理論上探討，必須全面觀察與「格語法」有關的方面討論

涉及到「在+處所詞」所表現的語意功能。綜合上述我們所探討的文獻得

知，透過「格」可將名詞和介詞的功能標注出來，從各語法的角度來

説，介詞「在」有兩種語義格，一為「處所格」，即：「方位格」，一

為「終點格」。因此本研究討論「在+處所詞」之語意就基於及利用格語

法中「處所（location」與「終點（goal）」出發。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之之之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處所處所處所處所詞詞詞詞」」」」句法分佈位置句法分佈位置句法分佈位置句法分佈位置 

 本文筆者固將前學者所對漢語「在＋處所詞」介詞短語的用法分類

作爲基礎參考，爲了初步了解 「在＋處所詞」的概念，了解一些問題的

提出，以便於下一節進一步探討本文採用的基本研究理論時更加清楚。

以下是前學者對介詞「在＋處所詞」的語義句法分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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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王還王還王還王還（（（（1957、、、、1980）））） 

王還認爲「在＋處所詞」結構位於動詞前和位於動詞後具有不同的

語義功能，他較早把「在＋處所詞」按照句式分爲含有三種不同语意的

三類，即置於動詞前、動詞後及位於動詞前或動詞後皆可这三種情形。

王指出： 

（1）若「在 L」（本文的「在＋處所詞」）只能置於動詞前，不能置於動

詞後，「在 L」表示動作發生的地點。如：「我在詞典裏查不着這個字」、

「他在口袋裏掏來掏去」 

（2）相對于「在 L」不能置於動詞前，只能置於動詞後， 「在 L」 表示動

作的施事或受事通過動作的結果達到什麽地點，但用在「睡、站」等動詞等

後面也可以表示狀態存在于什麽地點。如：「她倒在床上」。 

（3）最後，若「在 L」指的是動作發生的地點，並且是受事通過動作到達

的地點時，這個時候「在 L」即可置於動詞前也可置於動詞後。「在＋處所

詞」用在動詞前表示動作發生或狀態存在的處所，用在動詞後表示人或事物

通過動作達到的處所」
15 。如：「在黑板上寫字」、「字寫在黑板上」、

「把字寫在黑板上」。 

 

（（（（二二二二））））呂叔湘呂叔湘呂叔湘呂叔湘（（（（2005）））） 

呂提出介詞「在」用來表示處所，可歸類為以下三種情況： 

a )  指動作發生或事物存在的處所，‘在…’用在動詞、形容詞或主語

前。例，「在休息室裏，大家談得很高興」、「在黑板上寫字」。 

b )  指出生、發生、產生、居留的處所，‘在…’可在動詞後或前。例，

「在北京出生」、「出生在北京」、 「生長在廣東」、「事情發生在老張

家裏」。 

c )  指動作達到的處所，‘在…’用在動詞後。例，「平躺在床上」、

「看在眼裏，記在心上」、「陽光照射在水面上」。 

                                              
15
 王還。說「在」。中國語文，1975。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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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如果帶受事賓語，賓語要有數量詞，否則要用「把」字句或賓語前

置句。如： 

（44）寫一個名字在上頭。 

（45）把名字寫在上頭。 

（46）*寫名字在上頭。    

動詞如帶有後附成分，「在」只能用在動詞前面。如： 

（47）在屋裏坐著。 

（48）*坐著在屋裏。 

（49）在上面寫清楚。 

（50）*寫清楚在上面。 

    

（（（（三三三三））））劉月華劉月華劉月華劉月華（（（（1996）））） 

劉（1996）將表示處所的「在」解釋為：介詞「在」與表示處所或

方位的詞語組成的介詞短語用在動詞前，是用來説明動作發生的處所，

可以分成兩類情況： 

（一）動作者也在該處所。如：彼得在海員俱樂部工作。「彼得」也在「海

員俱樂部」。 

（二）動作者不在該處所。如：我走進他的房間，他正那只接活的手在一塊

紅布上綉「友誼」兩個字。「他」不在「紅布上」，而只是在「綉字」。 

以我們上述所參考的資料來看，基本上王還（1957）、呂叔湘（2005）

與劉月華（1996）對「在＋處所詞」短語的分類及解釋大同小異。雖然

王、呂和劉對「在＋處所詞」所解釋的語意功能及用法有不同之處，不

過筆者發現三位學者所提到的「在＋處所詞」的各個方面都與「在＋處

所詞」所出現的位置具有非常緊密的關係，這表明諸多學者都發現「在

＋處所詞」短語的不同的句式會影響到語義及用法。這使筆者想起張國

憲（2009：347）層說過的看法「縱觀以往的研究，無論是給出語意功能

還是分析語法意義都是對位置關係所作的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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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還（1957）和呂叔湘（2005）同樣將「在＋處所詞」短語分成位

於述語前、述語後以及兩個位置都可以的这三种情形，這三者各有不同

的語法意義及用法。劉月華（2006）對「在＋處所詞」介詞短語，只探

討出現在動詞前的「在＋處所詞」此位置，並沒有提到位於其他位置的

「在＋處所詞」。此外，劉主要注重動作的施事主語是否出現在該處

所，未討論到「在＋處所詞」的核心語義。 

研究「在＋處所詞」在句中的相關位置的文獻豐富多樣，很多學者

對「在＋處所詞」句式與句法結構不斷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很多文獻中

對「在＋處所詞」都使用不同稱謂及寫法16，本文中選擇使用 「在＋處所

詞」為代表詞語。綜觀語法學史，很多漢語語言學家都不斷的研究「在

＋處所詞」的各個方面，不過筆者發現，無論是「在＋處所詞」的語義

功能、語法功能、變換關係、動詞的制約原則等方面，各種特徵很多都

是從「在＋處所詞」出現在句中的「位置」這一點出發。 

一般而言，「在＋處所詞」處在不同分佈会形成不同的句式類型及

結構特點。王一平（1999）曾指出「在＋處所詞」出现在不同的位置上

會有很多不同，由於句法平面是強制性的，「在＋處所詞」的位置便只

能這樣安排，不能隨意變更，否則所構成的句法結構就不合法。至今爲

止，還有很多學者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把「在＋處所詞」出現在句中的

位置分爲兩類、三類、四類和五類等。以下，筆者分別探討主要的漢語

語法學家對「在＋處所詞」的句式類型。 

除了王還早（1957）早對「在＋處所詞」在句中的位置提出看法，

把「在」字句分爲兩種基本句式：「在＋NL＋V＋NP」；「NP＋V＋在

＋NL」，即「在＋NL」位於動詞之前及動詞之後兩種位置。還有許多學

者如朱德熙（1978）和戴浩一（1981）跟王還（1957）也同樣將「在＋

處所詞」分成位於述語前的「在＋處所詞」和位於述語後的「在＋處所

詞」兩種情况分别討論「在＋處所詞」的語法意義。 

                                              
16 「在＋處所」、「在 ＋ NP」、「在 NL」、「在 L」、「在 X」、PP 等六種不同的

稱謂，都是指表示處所的「在」字介詞短語，其句法構成事「在」加上「處所詞」，

即本文使用的「在+處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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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王（1957）、戴（1981）和朱（1978）等學者將「在＋處所

詞」的基本句式分爲兩種， 

一、「在＋處所詞」處在動詞之前， 

二、「在＋處所詞」處在動詞之後。 

後來大部分的語言學家都接受這兩種基本句式的存在。筆者把上述提

到的兩種句式整理如下： 

【【【【表表表表  六六六六  2-6】】】】往前學者將往前學者將往前學者將往前學者將「「「「在在在在+處所處所處所處所詞詞詞詞」」」」之句式分類之句式分類之句式分類之句式分類 

句式 例句 備註 

「在＋處所詞」＋V＋NP 在黑板上寫字 「在＋處所詞」置於動詞前 

NP＋V＋「在＋處所詞」 字寫在黑板上 「在＋處所詞」置於動詞之後 

 

對於這兩者不同位置的句法語義，戴浩一（1975）將這兩種句式如下探

討。 

    

二二二二、「、「、「、「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認知語法之認知語法之認知語法之認知語法的角度的角度的角度的角度 

（（（（一一一一））））戴浩一戴浩一戴浩一戴浩一（（（（1985）））） 

戴浩一（1985）考察了漢語中的一些次序，提出了「時間順序原

則」（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即兩個語法單位的相對次序由它

們在所反映的現實世界裏的時間順序決定，綜合這些考察，戴認爲這是

漢語中最普遍的詞序原則。戴對「在＋處所詞」的位置作了考察，考察

結論是「在＋處所詞」位於動詞前時表示發生的地點，即先位於某地再

發生某事，位於動詞後表示動作的參與者受動作的影響所處的位置，即

先施行某一動作再位於某地，他指出「前置處所短語的功能指動作本身

的處所、事情發生的地點，後置處所短語的功能指動作參與者受動作影

響後所居的處所」 這和朱德熙的觀點是一致的。
17
 

                                              
17
 戴浩一。時間順序和漢語的語序。國外語言學，1988。P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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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這一點，戴浩一（1988）詳細用時間順序原則來區分動前與動

後的「在＋處所詞」的語意，即漢語的相對詞序反映了在人的理性世界

中事情發生的時間順序。即，是先發生的事情出現在句子的前邊，後發

生的事情出現在後邊。如： 

（51）他掉在水裏。 

（52）我在廚房裏做飯。 

（51）句「掉」的狀態先於而且終於「在水裏」的狀態，所以「在

水裏」必須排在動詞之後；（52）句「我」一定先「在廚房裏」，然後

才「做飯」，所以「在廚房裏」必須排在動詞之前。因此戴浩一指出：

「在＋處所詞」出現在動詞之前表示事情發生的地點；「在＋處所詞」

出現在動詞之後表示事情過後參與者所處的位置。戴認爲這一規律與漢

語語序的時間順序原則相一致。 

對於此現象，陳俊光(2007)對漢語無標語序補充看法：由於漢語是孤

立語，動詞無形態變化，故須採用語序來傳達發話者的意念。因此，語

言成分的排列順序往往就代表了時間發生的順序，故常以無銜接手段

（如連詞）的達動式或兼語式來表示，如下所示。 

（53）他跳在馬背上    

（54）他在馬背上跳。 

（55）青蛙跳在荷葉上 

陳(2007) 認爲這個句子組合亦是遵循「時序律」，即依據時間軸上事

件的發生順序，先發生的動作便先出現在句子中。（53）表示先開始

「跳」然後才「落在」馬背上，（54）則表示先「站在」馬背上，然後

才開始「跳」。（55）句的「青蛙」先要「跳」，然後才能到達終點

「荷葉上」。  

在戴浩一認識到現代漢語中算是非常重要的「時間順序原則」之

後，筆者研究「在＋處所詞」有關的語義研究擴展很多。陸續有學者認

同考慮到戴的時間順序原則的作用來解釋「在＋處所詞」的位置與其語

義。戴浩一認爲「在＋處所詞」在動詞前後的分佈是對立互補的，動詞



現代漢語「在」與泰語相應形式之對比分析及教學應用 

39 

前表示發生的地點、動詞後表示因動作而到達的地點。不過戴浩一用時

間順序原則對「在＋處所詞」詞序規律这一主张，有些漢語學者認爲是

不全面的。筆者往下進一步探討： 

    

（（（（二二二二））））范繼淹范繼淹范繼淹范繼淹（（（（1982）））） 

范繼淹（1982）對戴浩一（1985）的時間順序原則提出不同的看

法，戴浩一的結論是「在＋處所詞」在動詞前後的分佈是對立互補的關

係，範則認爲「在＋處所詞」在動詞前後的分佈既有對立也有重合。 

范繼淹（1982）認爲很多學者對動後的「在＋處所詞」解釋為「參

與者受動作的影響之後所居的處所」的語義的説法不能成立，並提出陳

重瑜（1978）評戴文討論 C 式的觀點： 

（56）病人昏迷在手術臺上。 

（57）他死在廚房裏。 

（58）糖溶化在水裏。 

（59）你去吧，我留在家裏。 

（60）云兒飃在天上。 

（61）少先隊員走在隊伍的前頭。 

陳（1978）認爲以上各例的人或事物，都不是通過句中動詞所指動

作而達到某處，（56）句的「病人」不是昏迷後才移到手術臺上，該是

要先上手術臺而後昏迷。（57）句的「他」並非受動作「死」的影響後

而居於「廚房裏」，一定是先到了廚房裏，然後才死。（58）句的

「糖」也是因爲放入水中而後溶化。（59）表示説話者已先在家裏，

（60）「云」不是通過「飃」而達到「天上」，（61）未走時已經列隊

在前了。以上各例的人或事物，都不是通過句中動詞所指動作而達到某

處，因此範（1982）主張戴浩一（1975） 「動作參與者受動作影響後所

居的處所」、王還（1980）「人或事物通過動作達於某處所」、朱德熙

（1980）「人或事物所在的位置」或其他學者的論點都無法解釋動後「C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  

40 

式」的「在＋處所詞」諸種説法都不足以概括，難以成立，所以用時間

順序原則是不全面的。並指出「C 式」的「在＋處所詞」確指「動作達到

的處所」或「狀態呈現的處所」兩種意義。 

范繼淹（1982）將「在＋處所詞」在句中分爲三個位置描寫分析，

構成三種不同的基本句式（以 NP 代表名詞短語，VP 代表動詞短語，PP

代表介詞短語），如三式以下例子： 

A 式：PP ＋ NP ＋ VP。（介詞短語在主語前） 

在院子裏我種了幾棵菊花兒。 

B 式：NP ＋ PP ＋ VP。（介詞短語在動詞前） 

我在院子裏種了幾棵菊花兒。 

C 式：NP ＋ VP ＋ PP。（介詞短語在動詞後） 

我種了幾棵菊花兒在院子裏。 

范繼淹（1982）提出了 A 式之後，就成爲這三分法的代表。範指出

介詞短語「在＋處所詞」在句中出現在不同的位置，會影響到語義内

容，範解釋的三式「在＋處所詞」的語義所指可以圖示如下： 

 

 

 

 

 

 

【【【【圖圖圖圖 52-5】】】】范繼淹范繼淹范繼淹范繼淹（（（（1982））））對對對對「「「「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三分法之三分法之三分法之三分法 

綜上述所討論過的内容，筆者發現，以往，很多學者（王還，

1957；朱德熙，1982；戴浩一，1981；喻詠梅，1999 等）等人都不注重

討論出現在「A 式」的「在 1」，大都只談 B、C 兩式，未及 A 式（范繼

淹，1982）。諸多學者不認同「A 式」之存在。他們總會把「A 式」語序

AAAA 式式式式：PP＋（NP＋VP）              BBBB 式式式式：NP＋（PP＋VP）     CCCC 式式式式：NP＋VP＋PP 

 

事件發生 

的處所 

動 作 發

生 的 處

所 

狀 態

呈 現

的 處

所 

動 作

達 到

的 處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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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所詞」視爲「B 式」的語用變序。不過也有不少的學者
18
認爲

「Ａ式」與「Ｂ式」兩種句式語義功能並不完全相同，語法功能也不一

致，而且不是所有的「Ｂ式」都能因語用轉爲「Ａ式」，也就是說不是

所有的「Ｂ式」中的「在＋處所詞」都能移至句首。實際上， A 式大量

存在，並且具有與 B 式不同的語法意義和語用意義，有不少語法現象值

得重視。例如： 

【【【【表表表表 七七七七    2-7】】】】「「「「A 類類類類」」」」轉換成轉換成轉換成轉換成「「「「B 類類類類」」」」之病句顯示表之病句顯示表之病句顯示表之病句顯示表19 

B 式 A 式 

62a.  他在櫃子裏放衣服。  62b.  *在櫃子裏他放衣服。 

63a.  我在這兒住。  63b.  *在這兒我住。 

64a.  他在這所學校當老師。  64b.  *在這所學校他當老師。 

65a.  我在網上查資料。   65b.  *在網上我查資料。 

上述例句，「B 式」62a、63a、64a、65a 句變換成「A 式」的 62b、

63b、64b、65b 之後，句子就無法成立。此種句法特徵引起了語法學家的

爭議。對於這一點，范繼淹（1982）在《論介詞短語「在＋處所詞」》

主張提出 A 式：PP＋NP＋VP 跟簡單句式 NP＋VP 相比，句首多了一個

介詞短語。 

范繼淹（1982）指出，A 式中的「在 NL」在句法上屬於内層結構，

是 VP 的狀語，在語義上表示動作發生的處所或狀態呈現的處所；而 B 式

中的「在 NL」在句法上屬於最外層結構，是全句的狀語，語義上表示整

個事件發生的處所，也可以是後面多個事件的共同處所（范繼淹，

1982）。因此從上述的例句以及所提到的理論，可以推出這兩種句式不

完全一樣，不符合喻詠梅（1999）所說的「Ａ式語序為 B 式的語用變

序」此看法。 

                                              
18
 王一平、齊滬揚、齊煥美、范繼淹、張漢民與徐赳赳等學者不贊同此較籠統的看法 

19
例句來源：林齊倩《暨南大學文學院學報》，〈「NP＋在 NL＋VP」與「在 NL＋NP

＋VP」〉，2006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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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圖示，除了「A 式」、「B 式」和「C 式」的句式結構不

一樣，語法意義也不相同。範（1982）的圖示讓我們清楚「A 式」、「B

式」和「C 式」的語義内容雖然有某些交叉，但是大部分有區別。此外，

同時「在＋處所詞」的「B 式」與「C 式」語義有交叉，交叉在於：B 式

可以表達狀態呈現的處所（她在路上死了/他在床上坐著），C 式也可以

表達狀態呈現的處所（他死在路上/他坐在床上）。因此當「在＋處所

詞」表示狀態呈現的處所時位於動詞前後均可。如： 

 （66）他在路上死了。  （67）他在床上坐著。 

 （68）他死在路上。  （69）他坐在床上。 

範提出 A 式：PP＋NP＋VP 跟簡單句式 NP＋VP 相比，句首多了一個介

詞短語，範以 NP＋VP 表示進行而使用副詞或助詞解釋此結構： 

（70）他在看書。 

（71）我們正在討論。 

（72）小紅正玩兒著呢。 

範認爲各例若刪除副詞和助詞「在」、「正在」、 「正...著」，就

無法表示進行之意，句子就會變成簡單句式（他看書/我們討論/小紅玩

兒）。範文中指出 A 式與此現象完全相同，句首的 PP（在＋處所）沒有

改變 NP＋VP 的表達手段。結構上 PP 是全句的附加成分。範文中指出 A

式與此現象完全相同，如無介詞短語「在＋處所詞」，句子就會變成簡

單句式「NP＋VP」，就無法表示處所。句首的 PP「在＋處所詞」沒有改

變 NP＋VP 的表達手段。結構上 PP 是全句的附加成分，如以下圖示： 

 

 

【【【【圖圖圖圖 62222----6666】】】】「「「「A 類類類類」」」」之結構特徵之結構特徵之結構特徵之結構特徵    

範指出：此句式的「在＋處所詞」是外層結構，可稱爲外層處所短

語（outer locative）20
，句法上屬於最外層結構，是全句的狀語。簡單地

                                              
20
 請參看第二章第四節范繼淹的部分 

 

 
NP＋VP   PP＋（NP＋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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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A 式」的「在＋處所詞」在句法上是修飾 NP＋VP 這個主謂結構，

語態變化由「NP＋VP」承擔，「PP」只附加語義，不影響表達語態的句

法手段，因此 PP 是全句的狀語。例如： 

（73）在花壇的中央，我們裝了一個噴泉。 

（74）在臉收欄上，你要簽個字。 

另一種句式 B 式：NP＋PP＋VP，這種句式介詞「在＋處所詞」置於

動詞前。結構上 PP 屬於 VP，是 VP 的擴展，不是全句的附加： 

 

 

 

【【【【圖圖圖圖 77772222----7777】】】】「「「「B 類類類類」」」」之結構特徵之結構特徵之結構特徵之結構特徵 

    

範解釋此句式 PP 屬於 VP 的内層結構，結構上是内層處所短語

（inner  locative）。介詞和動詞同屬 VP 這個層次，只是句法上起了变

化，因此 PP 是 VP 的狀語，而不是全句的狀語。例如： 

 （75）小明在地上畫圈兒。 

（76）他在樹上砍了一刀。 

這一點除了范繼淹之外，很多學者（劉寧生 1984、沈星怡 1984）都

認同範的觀點。此外，範（1982）解釋 C 式：NP＋VP＋PP。本式 PP 在

句法上屬於 VP 的内層結構，是 VP 的補語。 

 

 

 

【【【【圖圖圖圖 82222----8888】】】】「「「「C 類類類類」」」」之結構特徵之結構特徵之結構特徵之結構特徵 

 

 

 
NP＋VP       NP＋（PP＋ VP） 

 

 
NP＋＋＋＋VP            NP＋（＋（＋（＋（VP＋＋＋＋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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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VP ========= > NP＋（VP＋PP） 

（77）我一下打在窗戶上了。 

（78）你做個記號在茶缸上。 

根據沈家煊（1999）的看法， 「事件」和「動作」的區別之一是：

一個事件包括動作和動作的全部參與者，尤其要包括施事，不帶施事的

VP 只能代表一個動作，不能代表一個完整的事件（沈家煊，1999）。據

沈（1999）的説法，我們可看出，這三个種類的句法結構對語義功能及

用法有著一定的關聯性。 

范繼淹（1982）指出 A、B、C 三種基本句式中，「在＋處所詞」的

語義内容各不相同，並提出，A、B、C 三式的及物動詞句中 「在＋處所

詞」無確指動作參與者所在處所的功能，不及物動詞句的 PP 一般也就是

動作者或狀態呈現者所在的處所。簡單地說，語義上，若動詞是及物動

詞，A 式確指整個事件發生的處所，至於事件的參與者所居的處所和位

置，本式的 PP 不能確指，要有環境決定，例如： 

 （79）在飛機上，我看見了長江大橋。 

 （80）在第三頁上，我刪了兩句話。 

 （81）在八號車廂裏，我找到了小王。 

 （82）在電話裏，我告訴了老張。 

 從上述的例句，可以看出各例所表達的「在＋處所詞」是整個事件

發生的場所，可未確指參與者是否在該處所，例：（79）句的「我」處

於「飛機上」，不過「長江大橋」並不在「飛機上」等。相似的就是不

及物動詞句中，PP 同樣指正個事件發生的處所，但不同的就是不及物動

詞句中因爲只有一個事件參與者，因此一般也指事件參與者所在的處

所。例如： 

 （83）在路上，他突然病了。 

 （84）在青島，咱們休息幾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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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84）句中的「在＋處所詞」同樣表示整個事件發生的處

所，同時也指時間參與者所在的處所。B 式的動詞也同樣分成及物動詞和

不及物動詞兩類。 及物動詞句的「在＋處所詞」指動作發生的處所，不

能確指動作參與者的處所，例如： 

 （85）他在小船上拉著我的手。 

 （86）他在門口向我點了點頭。 

 不及物動詞句又可分爲動作動詞句和狀態動詞句，動作動詞句的

「在＋處所詞」表示動作發生的處所，居於處所的是動作者，即施事。

如： 

（87）小芳在臺階上跳。 

狀態動詞句中的「在＋處所詞」表示狀態呈現的處所，居於處所的

是呈現某種狀態的人或事物。如： 

（88）孩子在床上醒了。 

 C 式中的「在＋處所詞」指動作達到的處所或狀態呈現的處所。範

又把能進入 C 式的動詞分成及物動詞和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句中的

「在＋處所詞」的語義核心是動作本身達到的處所，無表示動作參與者

所在處所的意義。此外，不及物動詞句中的「在＋處所詞」又分成瞬時

動作動詞句、連續動作動詞和狀態動詞句三類。瞬時動作動詞句的「在

＋處所詞」表示動作達到的處所，居於處所的是施事，這類句子的動作

參與者通過動作而達於某處。連續動作動詞句的「在＋處所詞」表示狀

態呈現的處所，居於處所的是施事，這類動詞所指的動作連續不斷，全

句表述呈現一種狀態，其中動作參與者往往不是通過動作而達到「在＋

處所詞」所指的處所。狀態動詞句中的「在＋處所詞」表示狀態呈現的

處所，居於處所的是當事，當事往往不是通過這種狀態的發生而達到

「在＋處所詞」所指的處所。 

還有關於「在＋處所詞」的一些特殊句式，如：李臨定（1988）

「在＋處所詞」置於動詞帶賓語的後面的「NP＋V＋O＋在＋NL21」黃

                                              
21
 有些文獻使用「述語＋Ｎ（受）」的格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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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梅（2003）等學者還針對「在＋處所詞」的另外一種格式來討論，黃

把「V 在了 NP」 NP＋V 在了 NP NP＋VP＋在＋了＋處所。這種表

示已然與帶賓語，是很详细的分類方法。 

以往的學者都對 A、B、C 這三種句式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大部分都

認爲「在＋處所詞」基本上能出現在此三類位置。不過學者們經過研究

也有新的發現，有學者提出「在＋處所詞」在句中也可以出现在其他位

置。根據以往漢語學者對 「在＋處所詞」在句中的位置的研究，包括上

述所討論過的文獻，筆者認爲范繼淹22（1982）對「在＋處所詞」三種句

式的語法功能的研究總結比较全面清晰，因此筆者以範文中提到的内容

為主要參考文獻。只探討範文中提出「在＋處所詞」的三種句式，不含

另外兩類。筆者認爲那樣的區分過於詳細，因爲李（1988）提出的第四

項就是 C 式中特定條件的句式。嚴格地說，筆者認爲 D、E 兩式是 A、

B、C 的變換體，是基本句式的特定條件下的句式。因此本文只討論 A、

B、C 三式，不涉及其 D、E 兩式。 

因此，綜合上述理論與文獻探討，筆者大致將「在＋處所詞」按照

不同的句法位置、不同的語義特徵與用法，格語法、構式語法分佈標記

為「引進處所」與「引進終點」的「在＋處所詞」，並總結出「在＋處

所詞」在句中大概有三種格式，即句首、句中、句尾三大類句法結構。

 除了上述諸多學者將研究重點注重在「在＋處所詞」不同位置與語

義的分類。不同句式的「在＋處所詞」與動詞限制語義特徵之探討也受

搭配學者們的重視。不少學者曾指出動詞與「在＋處所詞」句法結構的

關聯（范繼淹 1982，張赬 1997），提出動詞與「在＋處所詞」之間語義

選擇限制還是十分嚴格的。漢語的介詞與其賓語組成的介詞組與動詞結

合之後產生論元關係。 

    

    

                                              
22
參閲《語言研究》〈論介詞短語「在＋處所」〉 （第 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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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之之之事件事件事件事件結構結構結構結構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一一一一））））崔希亮崔希亮崔希亮崔希亮（（（（1997）））） 

崔希亮（1997）在此基礎上提出「在＋處所詞」論元不同位置關係

表現在論元的語義角色上。他根據朱德熙（1989）對 2898 個常用動詞進

行的考察，從語義、配價、論元之間的關係等幾個方面探討這兩种基本

表現形式的語義，發現動詞内部的語義特徵對於其角色的影響是很直接

的。崔説明凡是不能用於「在」字句的動詞都具有「靜態動詞」的特

徵，能進入「在」字句的動詞具有「動態動詞」的特徵，能進入「在」

字結構的又可分爲四類：只能出現在動前的「在＋處所詞」中、只能出

現在動後的「在＋處所詞」、兩者都能出現以及兩者都不能出現。最後

崔希亮總結出以下的結論： 

 

【【【【表表表表 八八八八  2-8】】】】崔希亮崔希亮崔希亮崔希亮（（（（1997））））對對對對能進入能進入能進入能進入「「「「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B 類類類類」」」」與與與與「「「「C 類類類類」」」」結結結結

構的動詞語義特徵構的動詞語義特徵構的動詞語義特徵構的動詞語義特徵 

句

式 

 動詞所具有的語義特

徵 

動詞的句法上 表達的語義焦點 

B 式 

動

態

動

詞 

［＋主動］或［＋自

發］，如：聼、唱、

叫、哭、補習、參觀

等 

不自足的，動詞後

邊還要加上一些成

分（第二個必有論

元或數量詞語） 

側重於動作的具體

動態表現 

C 式 ［＋被動 / 受損］或

［ ＋ 自 發 ］ ， 如 ：

愛、喜、関、分散、

出身、保管等 

自足的，後邊不能

再加別的成分 

側 重 於 動 作 的 結

果，此時動詞所指

涉 的 動 作 已 經 結

束，表現為一種持

續態 

兩

者

都

可 

［＋自發］或［＋主

動 ］ 或 ［ 被 動 / 受

損］，如：活、死、

陪、佈置、發表等 

- - 

兩

者

都

不

可 

靜

態

動

詞 

如 ： 閉 、 迴 避 、 後

退、遲到、充滿、補

助、好像、尊重、仇

恨、治理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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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指出如果是一价動詞施事只能是當事；如果是二价動詞，「B 式」

與「C 式」有不同的語義解釋，句法形式具有變換關係，但在語義上不具

有等值關係，此時「B 式」通常是有歧義的，因爲在這裡動詞的兩個必有

論元與 NL 之間的關係具有不確定性。如： 

 （89）a.我在東京住   b.我住在東京 

 （90）a.*他逛在街上  b.*他在海外死 

例（89）句（a）和（b）兩句都合語法，但是兩句不完全相同，（a）句

的重點落在動詞「住」，（b）句則重視處所部分「東京」，語義上不具

有等值關係。與例（89）相反的就是（90）句（a）、（b）兩句，此兩句

都不合語法，這是因爲（a）動詞「逛」對於「他」來説具有［＋主動］

的語義特徵，因此「在＋處所詞」應該適合放在表現動態的「B 式」。

（b）句中的「死」對於「他」來説具有［＋被動/ 受損］的語義特徵，

因此不能用於「在」字結構的動詞在語義上没有動態。 

    

（（（（二二二二））））張國憲張國憲張國憲張國憲（（（（2009）））） 

 張（2009）構式自身的語義，動詞的標量取值，結果發現動前式中

的動詞表述無界動作，即在時間軸上沒有起點和終點，或只有起點沒有

終點，是一個可伸延的動作，在時間上對動作進行任意切割，取其任意

一點都具有同質性，其語法屬性是活動動詞；而動後構式中的動作獲得

了有界的性質，即在時間軸上有一個起點和終點，是一個「個體」的或

「有界」的不可伸延的動作，時間上的任何增加或減少都將不再是同一

動作，具有異質性，其語法屬性是事件動詞。 

 張還主張提出動詞標量會產生不同的意義浮現，出現在動詞前面的

「在＋處所詞」具有重複性、意願性和進行性，出現在動詞後面的「在

＋處所詞」具有非重複性、非意願性、非進行性等。 

1．重複性動作與非重複性動作。張提出構式與動作的語義識解存在

著{在＋處所＋動詞≈重複性動作}、{動詞＋在＋處所≈非重複性動作} 這

種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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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a.幾個白人兒童和黑人兒童在馬路邊扔飛盤。 

  b.他三把兩把將小本子撕了個粉碎，扔在地上。 

（92）a.在蛋糕上插蠟燭  b.蠟燭插在蛋糕上 

（91a）「B 式」通常會被理解為重複性動作，（91b）「C 式」則會被理

解為非重複性動作。當構式中的動詞以無標記形式出現時，通常都可以

作如是識解。許多學者認爲因爲（92b）含有「附著」特徵，而（92a）則

不存在。可以說這種「附著」特徵的感悟正是聼者對動作重複性與非重

複體驗的結果，因爲「動作完成就變成了狀態」（呂叔湘，1990） 

2．意願性動作與非意願性動作。張指的意願性主要是從句子主語

（Sentence subject）的角度來考慮的，即在有些動作事件中，動詞所表述

的動作情景對於句子主語而言是有意的、可控的目的性行爲。張提出構

式與動作的語義識解存在著{在＋處所＋動詞≈意願性動作}、{動詞＋在

＋處所≈非意願性動作} 這種對應關係。 

 （93）a.在院子裏玩   b.*玩在院子裏  

 （94）a.*在院子裏倒  b.倒在院子裏 

張指出通常「B 式」的「在＋處所詞」會被視爲意願性動作，而「C

式」的则剛好相反。例（93）的動詞「玩」是使然型動詞，這類動詞表

述的事件出自行者的一種意願性行爲，是一種行者意欲達成的人爲事

件，所以這種意願性正好對應著動前構式。與例（94）句恰好相反，

「倒」是自然型動作，這類動詞表述的事件並不來自施動者的意願，而

是由外部原因引發的結果，是一種施動者無力控制的偶發的自然事件，

因此（94）句選擇了動後構式。 

3．進行性動作與非進行性動作。范繼淹（1982）曾指出「B 式」表

已然、未然、進行的三種語態，都可以用動詞的光棍形式，相對於「C

式」沒有進行式，只能表已然與未然。張提出構式與動作的語義識解存

在著{在＋處所＋動詞≈進行性動作}、{動詞＋在＋處所≈非進行性動作} 

這種對應關係。 

 （95）a.她的右手在他臉上慢慢的擦，左手輕輕的放在他的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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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樹人把手掌上的汗擦在大褂上。 

(95a)通常會被理解為進行性動作，（95b）則會被理解為非進行性動作。

張將構式的語義浮現描述為： 

 

【【【【表表表表 九九九九    2-9】】】】張國憲張國憲張國憲張國憲（（（（2009））））對對對對「「「「B 類類類類」」」」句式與句式與句式與句式與「「「「C 類類類類」」」」句式的語義浮現表句式的語義浮現表句式的語義浮現表句式的語義浮現表 

語義浮現 構式流向
23232323
 

動作的重複性 「動詞＋在＋處所」>「在＋處所＋動詞」 

動作的意願性 「動詞＋在＋處所」>「在＋處所＋動詞」 

動作的進行性 「動詞＋在＋處所」>「在＋處所＋動詞」 

  

張认爲「在＋處所詞」的句位義對動詞標量有很大的影響，不同句

式的「在＋處所詞」可以賦予動詞不同的標量值，動詞的標量取值主要

是「在＋處所詞」的句位被動所引發的語意後果。從上述講道德語義複

綫，張總結出漢語的「在＋處所詞」構式和事件表述之間存在著下屬關

聯。 

    

 

    

【【【【圖圖圖圖  92222----9999】】】】「「「「B 類類類類」」」」句式與句式與句式與句式與「「「「C 類類類類」」」」句式的語義浮現表句式的語義浮現表句式的語義浮現表句式的語義浮現表    

 

（96） a.小王在盥洗室洗衣服呢  *衣服洗在盥洗室 

  b.*鑰匙在盥洗室落了  要是落在盥洗室了 

從這個例句，張解釋「洗衣服」是一個動作事件，「鑰匙落了」則

是一個狀態達成事件，二者選擇完全不同的構式來表述。總之，對張國

                                              
23
 「>」表示「優於」 

「在＋處所＋動詞」≈ 動作事件 

「動詞＋在＋處所」≈ 狀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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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的考察與描述，顯示狀語的基本句位義是可控、主觀、乙/未然的交

集，典型補語的基本句位義是非可控、客觀和已然的交集。前者影響著

對動前構式中動詞的重複、意願和進行的識解，後者則影響著動後構式

中動詞的非重複、非意願和非進行的認知。「在＋處所詞」所處的句法

位置的句位義和動詞的語義表現共同構筑了句式意義，並整合和延伸出

動態和靜態等句式情狀意味（張國憲 2009；356） 

  （97）a.*在床上平躺   b.平躺在床上 

  （98）a.在床上平躺著   b.*平躺著在床上 

張國憲（2010）説典型的「在＋處所＋V」構式所對應的是一種動作

事件，而典型的「V＋在＋處所」構式所對應的則是一種狀態達成事件。

即「在＋處所＋V」構式與「動作事件」是無標記配對，「V＋在＋處

所」構式與「狀態事件」是無標記配對。（97）句的「平躺」表示狀態

的成分，因此出現在自然表「動態」的（97a）「在」字句就反映的是異

性的，表明其構式與語義不合乎，而（97b）「V＋在＋處所」表現的是

「狀態事件」，因此反應則恰好相反。「B 式」表述狀態是一個有標記的

構式，因此應該增加狀態度，（97a）加上「著」成爲（98a）就可以合語

法，因爲「著」是一個標誌詞，以明示「狀態」事件。而對於無標記的

（98b）句並不需要「著」的參與。 

    

四四四四、、、、現代漢語現代漢語現代漢語現代漢語「「「「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 篇章角度之研究篇章角度之研究篇章角度之研究篇章角度之研究 

對於「在＋處所詞」的研究，以往研究這部分内容的為數不多，前

學者大致都把研究重點注重在「在＋處所詞」的銜接功能與管轄範圍兩

個方面： 

（（（（一一一一））））王一平王一平王一平王一平（（（（1999）））） 

王一平從話語銜接、話語連貫與「在＋處所詞」短語本身的「長

度」、「複雜度」三個平面來進行觀察「在＋處所詞」的篇章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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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話語銜接的需要 

王（1999）指出，語篇中，若後繼句中有「在＋處所詞」與前接句

中的成分同指或部分同指時，在心理上往往要求這兩個同指成分在空間

距離上盡可能靠近一些，這時爲了話語銜接的方便，後繼句中「在＋處

所詞」有置於句首的傾向。如： 

（99） 小河的那邊，有一小片幽靜的樹林。一早一晚，小鎮上的人們喜

歡到林中去散散步。在這兒，空氣和心靈都得到了淨化 

（100） 他乾脆不大到“車口兒”上去；哪裏沒車，他放在哪裏，在偏僻

的地點，他可以從容地講價。 

從上述兩個例句可看出，例（99）句中的「在這兒」與前接句中的

「幽靜的樹林」同指。例（100）句中的「在偏僻的地點」與前接句中的

「哪裏沒有車」在意義上同指。因此按照王的説法，這些「在+處所詞」

的前置，加強了上下句之間的銜接，使語篇結構顯得更緊皺。（王一

平：1999） 

王還指出，當後續句中有動詞與前接句中的動詞同指或部分同指時，

也要求兩個同指成分盡可能靠近，這時後續句中「在＋處所詞」則傾向

於後置，如： 

（101） 我不在老地方住了，現今住在北長街。 

王還主張說話語銜接對於「在＋處所詞」位置的制約雖然不是強制性

的，卻是引導性的，至少提供了一種最佳的傾向。違反這一傾向，雖然

未必就錯，但會影響表達效果。 

2．話語連貫的需要 

語篇中，話語連貫時，上下文相互照應，常採用相同或趨同的結構

來展開話語。在這種情景下，一組並行句中「在＋處所詞」的位置安排

也不再是孤立的、任意的，往往會出現要前都前，要後都後的統一格

局，這時「這種次序竟是強迫性的或半強迫性的」，否則便會造成話語

結構的混亂，影響表達效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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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祥子在前面走，高媽在後邊嘮叨，一同進了書房。 

（103） 你在家呆著，我上山勞動，不會叫你受苦的。 

（104） 外面，人生地疏；在這兒，四鳳有鄰居張大嫂照應她，我自然不

帶她走。 

王認爲，語篇中，話語連貫時還常採用先設定共同的環境背景，再

依次展開的方式，由於表示環境背景的成分「在＋處所詞」是多句共有

的，所以，「在＋處所詞」傾向於前置。 

（105） 在那片國土上，你白天可以走路，晚上可以點燈，做你喜歡做的

  事，得到你應該得到的東西。    

3．「在＋處所詞」短語本身的「長度」、「複雜度」 

王提出，當「在＋處所詞」短語本身結構複雜或長度過長時，爲了

句子結構的平衡，同時也爲了不使句子的主語和謂語動詞被隔得太遠而

影響對句子的理解，傾向於將此類較長、較複雜的「在＋處所詞」置於

句首。如： 

（106） 在燈火通明的地鐵車廂裏，她靠著我的肩頭睡着了。 

除了上面三項，王一平（1999）還補充： 

1．當句中的動詞重疊或者動詞後面出現了賓語、動態助詞、各類補語時，

這些成分與「在＋處所詞」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動詞後面，因此「在＋處所

詞」只能放在動詞前面。如：「在主人的床上躺躺」、「在醫院住了大半

年」、「在床上睡着了」、「不能在這兒呆下去了」。 

2．當「在＋處所詞」出現在「把」字句、「被」字句或受事主語句中時，

由於句中動詞的受事成分已經提到了動詞的前面，這些成分與「在＋處所

詞」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動詞前面，「在＋處所詞」只能放在動詞後面。如：

「把名字寫在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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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張國憲張國憲張國憲張國憲（（（（2010）））） 

張國憲（2010）指出「B 類」與「C 類」句式具有不同的焦點，前者

的自然焦點在「V 狀」，後者的自然焦點在「處所」。換言之，「在＋處

所＋V 狀」關注的是動作狀態，「V 狀＋在＋處所」關注的是事物狀態達

成的處所。而且張還指出作爲獨立的事件結構，「在＋處所＋V 狀」的敍

述性要高於「V 狀＋在＋處所」，後者更傾向描寫句來使用。例如： 

（107） a．貓是早知道它的來意的，一跳，便上了樹，老虎卻只能眼睛睛

地在樹下蹲著。 

b．房主人不在家，房子裏有一個衣服破舊、頭髮蓬亂、約莫三十

來歲的衣嫂坐在沿上懷裏奶著嬰兒，臉部彩色，身上兮兮，另有

一個兩三嵗的小男孩趴在他的膝上。 

張指出（107a）句用「在＋處所＋V 狀」結構 對老虎的動作狀態進

行敍述，猶如一段錄像；而（107b）句則用「V 狀＋在＋處所」結構對屋

裏的人物姿態進行描繪，宛如一幅靜物寫生。 

（108） a。別在床上躺著！    b。別躺在床上！ 

（109） a。別在床上躺著抽煙，要抽煙坐起來。 b。別躺在床上抽煙，要 

       抽煙沙發上去。 

從上述的例句，張（2010）指出：例 108、109（a）句否定的是狀態

「躺著」，（b）句則否定處所「床上」。可看出自然焦點，即句尾焦點

對於不同的句法結構的「在＋處所詞」都落在不同部分。換言之，「B

類」與「C 類」凸顯不同的表述信息。 

除了上述討論的兩部内容，張國憲（2010）還從語篇的視角審視

「在＋處所詞」的前景後景功能，張指出漢語「C 類」「V 狀＋在＋處

所」構式的語篇功能主要在於提供一個背景事件，為後敍的主體事件引

入事件發生的空間處所。相對於「B 類」「在＋處所＋V 狀」的語篇作用

在於表述言者談及的主體論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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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a.   奇怪的是，他自己也並不去坐床，而是在我面前以稍息姿態站

著，雙手背到身後，面上掛著客氣的微笑，似乎在等待我提出什

麽問題，打算耐心地回答我。 

b.   躺在旅店的床上，我似乎仍能感覺從那裏帶囘的香味，不露肚

皮的女人們像一團火一樣，仿佛仍在眼前扭動、歡跳，活色生香

的肉體如同甜膩，散發出誘人的馨香。我攤開雙手，想讓自己躺

得更舒服一點兒，卻感覺有個硬硬的東西……… 

張（2010）指出（110b）句的「躺在旅店的床上」是擔任背景功

能，但後面所叙述的是一個重要的事件，這時候「在旅店的床上」像擔

任後面那一串話的狀語，指出都發生在「旅店的床上」。不同於（110a）

句「我面前以稍息姿態站著」表述的是一個獨立的事件，而其後面「雙

手背到身後，面上掛著客氣的微笑」並非作爲獨立的事件而存在，是對

前句或基本小句的某一成分給以進一步的説明、評論或舉例。 

從張國憲（2010）文中，筆者將他對「在＋處所詞」的篇章功能總

結列出如下的表： 

【【【【表表表表  十十十十         2-10】】】】張國憲張國憲張國憲張國憲（（（（2010））））對對對對「「「「表示狀態呈現的處所表示狀態呈現的處所表示狀態呈現的處所表示狀態呈現的處所」」」」之兩類之兩類之兩類之兩類「「「「在在在在+處所處所處所處所

詞詞詞詞」」」」結構之篇章層面綜述結構之篇章層面綜述結構之篇章層面綜述結構之篇章層面綜述 

  在＋處所＋V 狀 V 狀＋在＋處所 

事件表

述 

關注動作狀態 關注事物狀態（狀態達成的處

所） 

交際功

能 

敍述性 描寫性 

語篇功

能 

表述前景性的主體事件 引入主體事件的空間處所（提

供一個背景事件） 

例子 張百順回家吃了中午飯，回來，那

個人還在椅子上坐著，望著湖水。 

在後來的日子裏，我幾乎整日

坐在椅子上，感覺著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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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張漢民和徐赳赳張漢民和徐赳赳張漢民和徐赳赳張漢民和徐赳赳（（（（1992）））） 

張漢民和徐赳赳總結出 「在＋處所詞」結構在句子和篇章中經常出

現在以下三個位置，分 A、B、C 三類： 

A．位于小句句首，後接主謂齊全的小句。例如： 

在北京，我採訪了著名專家和「導弹教導隊」中的許多人。（《當

代》，1990 年第 1期） 

B．位于句中，在謂語之前。也可以包括出現在動詞性非主謂句句首的，例

如： 

他在進站口仔細的檢查每件行李，並耐心地向乘客宣傳攜帶易燃、易爆

物品的危害。（《人民日報》，1991 年 2 月 8 日） 

C．位于動詞之後。如果這個動詞是雙音節的，通常把「在＋處所詞」看作

介詞短語作補語。例如： 

俄傾，頭目招了招手，一隊紅衣人擁著少夫人和娃崽漸漸消失在綠色的

草叢裏。（《中篇小説選刊》，1991 年第 1期） 

張和徐指出的 A、B、C 三項基本上就是範（1982）所提出的句式。

除了「在＋處所詞」出現在句中的位置外，他們還比較三類「在＋處所

詞」管界的大小，認爲 A 類的管界最大，C 類的管界最小，可以寫成如

下序列：A 類 > B 類 > C 類。張和徐最後總結說「在＋處所詞」 結構在

句中和篇章中的位置同管界的大小有密切關係。 

1）由於「在＋處所詞」結構在句中和篇章中所出現的位置不同，因此表現

出不同的特性。 

2）「在＋處所詞」結構的出現，受到句子、篇章結構、語義、語用的因素

的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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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2-11】】】】張漢民和徐赳赳張漢民和徐赳赳張漢民和徐赳赳張漢民和徐赳赳（（（（1992））））在在在在篇章層面篇章層面篇章層面篇章層面上上上上討論討論討論討論「「「「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三種三種三種三種

句式句式句式句式的分佈狀況的分佈狀況的分佈狀況的分佈狀況 

別  A 式 B 式 C 式 

特

點 

分

佈 

1．幾個地點位於同一「在＋處所詞」結構之中。 

（111）在上鋼三厰、鉄合金厰等一個個工廠企業，戰

士們補上缺位，頂班勞動；………。 

2．幾個地點分別組成幾個「在＋處所詞」結構，並列

使用，主要功能是增強了語勢和節奏感，使敍述或描

寫更具感染力。 

（112）在哥本哈根，在奧斯胡市，在奧登基市，我們

都感受到了這樣一種友好之情（張漢民與徐赳赳） 

3．兩個或幾個「在＋處所詞」結構隔開使用。這種情

況主要的功能是爲了取得結構的工整，造成對比關

係，從而使要表達的幾個方面更加鮮明突出。例如： 

（113）在團委組織的舞會上，我這種人身份價值最

高，而在另一種舞會上，我可能狗屁都不是，這都很

自然。 

（114）在老人眼裏，他是尊敬師長的好孩子；在孩子

心中，它是可敬可愛的好爸爸；在部隊，他是忠於職

守的好幹部；在地方，他是樂於助人的好心人。 

 

出除了直接位

於動詞之前，

也還可包括出

現在動詞性非

主謂句句首的

「 在 ＋ 處 所

詞 」 結 構 。

如： 

（115）在上海

這塊具有光榮

傳 統 的 土 地

裏，深深扎根

著一顆參天的

尊 民 團 結 之

樹。 

「在＋處

所詞」位

於動詞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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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2-12】】】】張漢民和徐赳赳張漢民和徐赳赳張漢民和徐赳赳張漢民和徐赳赳（（（（1992））））在篇章層面上討論在篇章層面上討論在篇章層面上討論在篇章層面上討論「「「「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三種三種三種三種

句式的停頓狀況句式的停頓狀況句式的停頓狀況句式的停頓狀況    

別  A 式 B 式 C 式 

特

點 

停

頓 

1．A 類的停頓有兩種一種是

「在＋處所詞」結構内部的停

頓，如例（44） 

2．此外，還有另一種是「在＋

處所詞」結構外部的停頓，即

「在＋處所詞」結構與其後面主

謂小句間的停頓。如： 

（116）在河堤上，看見梅姑娘

眼裏落下一串淚珠；淚珠無聲地

濺落在黃土地上，印了一地痲

坑。 

3．也有「在＋處所詞」結構後

沒有停頓。如： 

（117）在西藏我交了許多好朋

友。我雖然年歲大了，還想同我

的夫人再去西藏看看。 

1．B 類「在＋處所詞」結構後趨

向不停頓，這與 A 類的「在＋處

所詞」相反，A 類「在＋處所詞」

結構後趨向停頓。 這可能是 B 類

的管界往往到後面的動詞爲止，而

A 類的管界不只限於後面的一個主

謂小句。 

2．張與徐將小句「在＋處所詞」

與 VP 前後停頓的情況分成四類，

（1）前庭頓，後步停頓（2）前不

停頓，後停頓（3）前後都停頓

（4）前後都不停頓。結果顯示 B

類「在＋處所詞」結構在小句裏停

頓情況統計，前後都沒有停頓的佔

了絕大多數，次要的是前停頓，後

不停頓。 

動詞和「在

＋處所詞」 

之間沒有停

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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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2-13】】】】張漢民和徐赳赳張漢民和徐赳赳張漢民和徐赳赳張漢民和徐赳赳（（（（1992））））在篇章層面上討論在篇章層面上討論在篇章層面上討論在篇章層面上討論「「「「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三種三種三種三種

句式的管界狀況句式的管界狀況句式的管界狀況句式的管界狀況 

別  A 式 B 式 C 式 

特

點 

管

界 

它的管轄範圍可大可小，可以是一個

小句，也可以是幾個句子，一個段

落，甚至整個篇章。 

（118）一天放學回家，他突然接到姐

夫的電話，要他即刻趕到國立醫院

去。在那兒，{他看到姐姐纏滿綳帶，

面目全非。躺在病榻上一動不動，聽

任那些一生、護士在她身上接導管、

測儀器………}原來姐姐在高速公路上

突然車禍，人事不醒，深度混遠，幾

近成了廢人。（張漢民與徐赳赳） 

（119）就在那村子裏，{我找了戶普

通人家落腳。……我完完全全地醉倒

了，……醉倒在稠稠的鄉情中…… 

 就在那天深夜，我起床找水喝

的時候，……那神情，虛誠得很，似

是在……，又像是在傾訴。} （《光明

日報》，1991 年 2 月 6 日） 

B 類「在＋處所詞」的管界

不僅止於它所在的小句，也

能管轄多個小句。若由多個

動詞組成的句子裏（内含若

干個小句）「在＋處所詞」

結構的位置越往句首移，其

管界便越大，反之，其管界

便越小。如： 

（120）騎自行車，是陳強

的一大健身之樂，遇到沒事

的時候，他常騎著車在樓下

轉悠，踫到腿腳不霛的老

人，就非得要拉著人家走。 

管轄範圍小於

A、B 式，通

常只限於它前

面的動詞這一

總 的 傾 向 。

如： 

（ 121）他常

常一個人跑到

河坡裏，靜靜

地 躺 在 樹 蔭

下，兩眼望天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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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泰籍學習者使用泰籍學習者使用泰籍學習者使用泰籍學習者使用「「「「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常見偏常見偏常見偏常見偏

誤的相關研究誤的相關研究誤的相關研究誤的相關研究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介詞的偏誤「在」是常見的偏誤類型之一。

Becker 和 Carroll（1997）認爲，外語學習者對空間介詞語義的掌握很大

程度上是一個對母語的空間概念系統的重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學習

者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母語和外語的空間概念系統的雙重影響。崔希亮

（2003）在他的調查中發現，留學生以及漢語母語者在解詞的使用中，

介詞「在」的使用錯誤率最高。 

基於上述的看法，筆者這一章主要針對泰籍學習者使用「在＋處所

詞」常見偏誤进行研究。本章固搜集前學者對泰籍漢語學習者對「在＋

處所詞」常犯的偏誤之相關研究，總結而預測出哪種類的偏誤在泰籍學

習者使用「在＋處所詞」存在的較高頻率，爲了便於漢泰對比分析探討

的部分。 

    

（（（（一一一一））））Susadee  Maneekanjanasing 

Maneekanjanasing（2000）考察泰國朱拉隆功大學中文系三四年級的

學生，她提出的偏誤主要針對句法語序的錯位的問題，謂語與「在＋處

所詞」短語的錯位偏誤。如： 

（122） *我上小學在清邁。 

我在清邁上小學。 

（123） *中午我們吃飯在食堂。 

中午我們在食堂吃飯。 

（124） *不知道他等我在哪裏。 

不知道他在哪裏等我。 

（125） *我爸爸工作在彭世洛府。 

我爸爸在彭世洛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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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第十三屆亞運會舉行在泰國曼谷法政大學運動場。 

（127） *那個可愛的娃娃在水裏掉了。 

從 Maneekanjanasing 的考察結果，可以總結出偏誤主要出現在「在＋

處所詞」短語在句子中的錯置類別上。Maneekanjanasing 指出漢語中「在

＋處所詞」介詞短語能出現的位置有二，一為動詞前，二為動詞後。因

此以上述兩類的位置爲主要規定，Maneekanjanasing 總結表處所「在＋處

所詞」短語出現在句中的位置分成三組不同語義和用法，第一組都可以

置於動前與動後的位置，表示人或事物存在的場所，第二組只能置於動

詞前面，表示動作發生的場所，第三組只能置於動詞後面，表示動作的

趨向。研究結果最後指出泰國學生最常犯的偏誤是經常把「在＋處所

詞」介詞短語放在動詞之後或句尾的位置。Maneekanjanasing 的研究結果

很明顯的表示泰籍學習者對「在＋處所詞」的句法結構不夠了解。 

    

（（（（二二二二））））Pensuda  Chowvanich   

Chowvanich（2011）針對泰國朱拉隆功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漢語使用

的普遍偏誤。關於介詞「在」的使用偏誤部分，Chowvanich 提出對泰國

學生來說，介詞「在」的常見偏誤主要有二，一為該用的地方不用，二

為不該用的地方而用，Chowvanich 提出的這兩點主要討論在跟介詞

「從」和「到」混用。 

 （128） *我從臺上跳完舞以後就回來喝水。  

   我在臺上跳完舞以後就回來喝水。 

（129） *他看見那個中年人坐到後面。 

   他看見那個中年人坐在後面。 

（130） *我的腳差一點踩到一個男人的身上。 

   我的腳差一點踩在一個男人的身上。 

（131） *實際上，我不想在中國去，可是別人都要去。 

   實際上，我不想到中國去，可是別人都要去。 



第二章   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  

62 

（128）、（129）和（130）句例子的偏誤原因是使用介詞「從」與

「到」替代介詞「在」，換言之，此類偏誤出現在漏用「在」。（131）

句為學生誤加介詞「在」的偏誤，Chowvanich 指出此現象是泰籍生詞對

詞直接翻譯過來的，學生直接把「在」翻譯成「thi」，筆者認爲是個非

常特別的偏誤，因爲这表明學生对介詞「在」的概念不夠了解。 

上述可見 Pensuda  Chowvanich 對泰籍漢語學習者介詞「在」的實用

偏誤的研究結果集中在介詞「在」與介詞「從」和「到」的混用，卻沒

有提到「在＋處所詞」的「錯序」偏誤。 

 

（（（（三三三三））））李珊李珊李珊李珊 

李珊（2008）提到「在＋處所詞」也是泰籍學習者的一個難點。研

究結果發現泰國學生在使用介詞「在」時經常出現的偏誤主要有：

「在」的遺漏方位詞偏誤、「在」的誤加偏誤、由「在」組成的介詞短

語的錯序偏誤、「在」的誤代偏誤四種類型。 

1.「在」的遺漏偏誤：李珊提到的「遺漏偏誤」主要表現在遺漏方

位詞上。 

  （132）*如果什麽東西不必用不要放在車。 

  （133）*他在本子寫上名字。 

 2.「在」的誤加偏誤，解釋為例： 

  （134）*在曼谷有哪些值得遊玩的地方？ 

  （135）*在夏天天氣很熱。 

  （135）*我覺得在普及的風景很奇特也很美麗。 

3. 由「在」組成的介詞短語「在＋處所詞」的錯序偏誤 

  （137）*我們買了幾件衣服在北京路。（狀語後置） 

  （138）*天氣在廣州不太好。（定語後置） 

4.「在」的誤代偏誤，主要表現為兩類，一為「在」誤代其他介詞

的偏誤，二為介詞「在」與動詞「在」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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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他從書上寫名字。（「在」誤代為「從」） 

  （140）*我在曼谷十五年了。（介詞「在」與動詞「在」混淆） 

 李珊發現泰國學生使用「在＋處所詞」的偏誤主要有四種類型。做

了統計之後，從李統計的表格可以看出泰國學生在「在＋處所詞」结构

中偏誤比率最高的為誤加偏誤，佔百分之五十，其次為錯序偏誤，佔百

分之三十。這些偏誤説明泰籍學習者對「在＋處所詞」的形式與用法了

解的不透徹。 

 

【【【【表表表表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2-14】】】】李珊李珊李珊李珊（（（（2008））））顯示泰籍生對顯示泰籍生對顯示泰籍生對顯示泰籍生對「「「「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的使用偏誤頻率的使用偏誤頻率的使用偏誤頻率的使用偏誤頻率 

偏誤類型偏誤類型偏誤類型偏誤類型    遺漏遺漏遺漏遺漏    誤加誤加誤加誤加    錯序錯序錯序錯序    誤代誤代誤代誤代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    18 54 30 6 108 

佔總數比例佔總數比例佔總數比例佔總數比例    16.7% 50% 27.8% 5.5% 100% 

  

（（（（四四四四））））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以上學者的研究，筆者發現泰籍學習者使用「在＋處所詞」介

詞短語會產生以上的偏誤，這種現象顯示：漢泰兩種語言从表貌上來看

很多地方相同，但實際上在語言使用上有很大的差异。兩種語言的這些

差異，或多或少都會導致漢語學習者犯偏誤。但是却很少有学习者意识

到自己對「在＋處所詞」介詞短語掌握的不好。本文基於此偏誤，在對

比分析的部分進行分析探討。 

從上述提到泰籍學習者使用「在＋處所詞」偏誤的資料，筆者把三

位學者對泰國漢語學習者使用「在＋處所詞」的偏誤列出以下的表格： 

【【【【表表表表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2-15】】】】相關研究對介詞相關研究對介詞相關研究對介詞相關研究對介詞「「「「在在在在」」」」之偏誤分類之偏誤分類之偏誤分類之偏誤分類    

 遺漏 誤加 誤代 錯序 

Susadee Maneekanjanasing � � � � 

Pensuda Chowvanich � � � � 

李珊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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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論文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論文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論文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論文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論文架構論文架構 

一一一一、、、、本文分析本文分析本文分析本文分析「「「「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的基本理論的基本理論的基本理論的基本理論 

Ellis（1985：288-289）提出語言對比分析需要從形式到功能（form 

→ function analyses）和從功能到形式（function → form analyses）雙向對

比。前者指一個特殊的句式表示什麽樣的功能，後者指某一種功能可以

以不同形式的句子來表示24。因此本文爲了能夠进行符合標準程度的對比

分析，除了从語義句法結構上進行對比之外，也納入了功能性的對比。 

本論文試圖在認知心理學的「意象圖式」、「構式語法」理論以及

語義相關的「格語法」的背景下考察和探究「在＋處所詞」語義、句法

及篇章兩個層面的内容。本文採納鄧守信（1975）的「格語法」理論框

架探討介詞「在」的「語義格」，也是引用「格語法」理論説明介詞

「在」與其後面緊接的「處所詞」之間的語義關係。採用認知語言學的

「意象圖式」的概念解釋句中空閒範圍的形式與「在＋處所詞」不同句

式之間的關係與使用限制。再進一步引用認知心理學的「構式語法」的

「完形」（gestalt）之基本概念，將「在＋處所詞」根據不同的語義及句

法分佈個別进行分析討論。總而言之，本研究主要以認知語言學的「格

語法」、「意象圖式」與「構式語法」貢獻為主要研究理論，分析探討

「在+處所詞」此構式的語義句法及篇章層次之功能。作爲分析討論「在

＋處所詞」的參照依據。 

    

    

    

    

                                              
24
 取自清尾奈津子（200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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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本研究架構本研究架構本研究架構本研究架構 

 對於本研究架構的部分，筆者以下面的樹狀圖解釋如下： 

    

【【【【圖圖圖圖  103333----1111】】】】本論文之研究架構本論文之研究架構本論文之研究架構本論文之研究架構 

    

「「「「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 

「在+處所詞」的語意及句法

結構分析討論 

「在＋處所詞」與泰語表處

所相應形式的對比分析 

「在＋處所詞」的教學應用 

「在 1」 「在 2」 

形式對比 篇章功能 

語義句法 篇章功能 

語義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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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架構如上述樹狀圖所呈現的。本文主要沿著「在＋處所詞」

的語義及句法結構與功能性篇章這兩層次進行分析探討。爲了觀察漢語

「在+處所詞」所表示的句式語法意義在功能和結構上如何對應到泰語語

言系統中，筆者必須要先將「在＋處所詞」根據不同的語義及句法分佈

做個別的分析討論，然後將「在＋處所詞」的分析結果與泰語表處所相

應形式對比分析，到最後再將漢泰所對比分析的結果引用納入到教學應

用的部分。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對於本文所採用的研究工具主要有二，一為問卷調查方式，二為語

料蒐集方式，詳細解釋如下： 

一一一一、、、、問卷問卷問卷問卷 

（一）目的 

 本文重點在探討漢語「在＋處所詞」與泰語的對應形式，因此爲了

找出現代漢語介詞「在」的泰語相對應形式，本文除了檢查漢泰詞典中

「在＋處所詞」翻譯情況之外，爲了更加准確地找出功能對應於現代漢

語「在＋處所詞」的泰語代表詞，筆者還選擇採用「問卷」方式尋找泰

語中對應的形式，檢視泰籍漢語學習者翻譯對等情形。 

因爲過去的漢語學習者或漢泰詞典中主張所謂漢語介詞「在」的對

應形式是泰語中的「thi」，本問卷目的是爲了檢查這種説法，證明兩者

之間是否真正能夠畫上等號？，並檢視且獲知在泰語中有哪些形式可以

與「在＋處所詞」介詞短語對應。因此列出一套總共 67 題出現在不同的

位置的「在+處所詞」，然後請泰語母語者進行漢譯泰翻譯對照，找出與

漢語「在+處所詞」對應的泰語形式。 

（二）對象 

 因爲本問卷的主要目的是尋找泰語中與現代漢語介詞「在」及「在

+處所詞」介詞短語的對應形式，因此受試者必是以泰語為母語者的泰籍

漢語學習者。問卷填寫的受試者主要是高級程度的漢語學習者，目前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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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都使用漢語作为主要的语言交际工具，如：在中國念中國文學的博士

生、中國研究中心的研究員、漢語大學任職教師、漢語記者等。筆者以

選擇上述的對象為受試者，是因爲認爲高級的漢語學習者該能夠掌握漢

翻泰的翻譯情形、具有泰語母語的語感，翻譯的結果正確率较高。 

筆者如何分辨學生是高級程度呢？因爲學習華語的泰國人大部分都

參加過 HSK 漢語水平考試25，因此筆者以漢語水平考試 HSK 來做為泰籍

漢語學習者學習能力程度分析根據參考。所謂高級學習者就是以 HSK

（高等）適用於具有高等漢語水準的漢語學習者，也就是接受過 3000 學

時和 3000 學時以上的現代漢語正規教育的學習者（包括具有同等學歷

者）26 

（三）方法 

 本研究問卷使用的是單向翻譯對等語料
27
，選擇出現在「中央研究

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的句子。筆者設計了共六十七題的問卷，讓泰

籍漢語學習者直接對照翻譯成泰語，收回問卷之後筆者作出翻譯實驗的

分析總結，引用到本文第五六章的部分。題型分配為一種類型，是將漢

語句子翻譯成泰語。問卷題目皆為開放性的造句，問卷中的題型按照

                                              
25
中國漢語水準考試(HSK)是為測試母語非漢語者(包括外國人、華僑和中國少數民族考

生)的漢語水準而設立的國家級標準化考試。中國漢語水準考試(HSK)由北京語言大學

漢語水準考試中心設計研製,包括基礎漢語水準考試〔簡寫為 HSK(基礎)〕,初、中等漢

語水準考試〔簡寫為 HSK(初、中等)和高等漢語水準考試〔簡寫為 HSK(高等)〕。中國

漢語水準考試(HSK)每年定期在中國國內和海外舉辦，凡考試成績達到規定標準者,可獲

得相應等級的《漢語水準證書》。 
26
 來源：HTTP://www.hsk.org.cn/intro/summary.html 。原文如下：HSK（基礎）適用於具

有基礎漢語水準的漢語學習者，也就是接受過 100-800 學時現代漢語正規教育的學習者

（包括具有同等學歷者）。HSK(初、中等)適用于具有初等和中等漢語水準的漢語學習

者,也就是接受過 400-2000 學時現代漢語正規教育的學習者（包括具有同等學歷者）。

HSK（高等）適用于具有高等漢語水準的漢語學習者,也就是接受過 3000 學時和 3000

學時以上的現代漢語正規教育的學習者（包括具有同等學歷者）。 重點是：基礎 100-

800 學時,初中等 400-2000 學時,高等 3000 學時。
26
 

27
 翻譯對等語料可區分為兩類，一為單向翻譯對等語料，一為雙向翻譯對等語料

（Filipovic1984）單向翻譯對等語料包括母語的原文和標的語的譯文，或是標的語的原

文和母語的譯文。另外，有些雙語或多語的語料庫同時包括以上兩部分，則更能反映

出兩種語言的實際使用情況，稱爲雙向翻譯對等語料（引自陳俊光 2007；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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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處所詞」分別為不同的語義、句式、功能設計本問卷，具有各種

不同的特點。 

    

二二二二、、、、語料蒐集語料蒐集語料蒐集語料蒐集 

 因爲本研究針對漢泰語兩種語言的對比，因此分析討論部分必須蒐

集漢語及泰語的實際語料。所謂「語料庫」
28
是屬於實例語料庫（corpus-

based data）。爲了達成本文語料分析的目標，漢語語料蒐集的部分，本

文選擇「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29」，爲了達到以上所述的研究

目的，筆者只挑選現代漢語介詞「在」後與「處所名詞組」搭配。輸入

了 5,000 筆的不同語式、文體、輸入、媒體、主題搜尋範圍的過程。 

 至於泰語的語料蒐集，筆者通過「泰國國家語料庫」（Thai 

National Corpus ：TNC）30
，泰國國家語料庫（TNC）是泰國朱拉隆功語

言所所設置的語料庫，搜羅現代泰語現代及古代泰語的語料，分析

「thi」的語義句法及篇章功能。 

【【【【表表表表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3333-1】】】】泰國國家語料庫泰國國家語料庫泰國國家語料庫泰國國家語料庫（（（（Thai National Corpus ：：：：TNC））））所蒐集到所蒐集到所蒐集到所蒐集到

「「「「thi」」」」之語料庫之語料庫之語料庫之語料庫 

 TotalTotalTotalTotal    FictionFictionFictionFiction    NewspaperNewspaperNewspaperNewspaper    NonNonNonNon----AcademicAcademicAcademicAcademic    AcademicAcademicAcademicAcademic    LawLawLawLaw    MiscMiscMiscMisc    

ที�(thi) 335,442 116,004 30,009 49,758 63,775 29,318 46,578 

 

 此外，爲了將泰語所提到的每個例句拼音念法，筆者採納 the 

SEAlang Library Thai Dictionary Resources31 的國際 IPA phonetics 系統給泰

語例句標音。 

 

                                              
28
是指從語言實際使用中蒐集來的語料。（許餘龍 2000；46）。 

29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 http://db1x.sinica.edu.tw/cgi-bin/kiwi/mkiwi/mkiwi.sh 

30
 泰國國家語料庫（Thai National Corpus ：TNC）：http://ling.arts.chula.ac.th/tnc2/ 

31
 the SEAlang Library Thai Dictionary Resources ： http://www.sealang.net/t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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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核心在於指明在進行漢泰兩種語言的對比上，

本文如何選擇而採納其工具與方法。因此本文研究方法的部分，主要描

述本論文中研究结構與本文所使用的研究工具。研究结構一張主要介紹

本論文所引用的基本研究理論與研究结構。研究工具採用問卷調查與語

料分析兩種。總之，第三章為本文説明研究结構、語料來源、範圍，研

究工具與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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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在在在在＋＋＋＋處所處所處所處所詞詞詞詞」」」」之界定之界定之界定之界定 
萬事都有开頭，本章節的内容可以算是本研究極重要的开頭，也是

本文的分析架構。第一節大致介紹本章如何將「在+處所詞」語義及句法

分類，綜合文獻探討的結果，列出表格做為本文分析的理論根據。第二

節分析討論本文引進「處所」之「在 1」。第三節為分析後帶「終點」的

「在 2」。最後一節主要是「在+處所詞」的篇章分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語義分類和語義分類和語義分類和語義分類和句法句法句法句法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本文從語義句法兩方面探討分析介詞「在」的用法。「在+處所詞」

即使是同一個語義功能的介詞「在」，也可以有不同的句法形式，並且

不同的句式能表現的語法意義或其它特徵、限制也有所不同。雖然深層

語義相同，但表層上都有所差異。筆者認為，華語學習者对介词「在」

的用法最不容易理解之处應該是多種語義和句法多重對應的複雜关系。 

本章節以上一章文獻探討的結果為基礎，在語義層面根據臺灣中研

院平衡語料庫提供的語料，並將介詞「在」的傳統語義功能重新分為兩

大類。在句法方面，歸納前輩學者所提出與「在+處所詞」的相關三種基

本句式後，加以整理擴展。最後語義句法兩方面綜合討論介詞「在」在

相關的三種句式中所語義特徵，以便作為本章將要探討的「在+處所詞」

其語義分類和句法功能的理論依據。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處所處所處所處所詞詞詞詞」」」」的的的的語義語義語義語義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根據第二章我們參考過的文獻探討及語料庫32中所獲得的實際資料，

本文將「在」的語義分為兩類。因爲本文討論的介詞「在」的主要作用

                                              
32 語料來源為臺灣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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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引出空間概念的「處所詞」，因此筆者認爲若要探討介詞「在」的語

義，就應該從介詞「在」所引介出的不同類的地點或受事來區別分類探

討，此種方法分類更能清楚地表現出「在」的不同語義特徵。因此筆者

將「在」的語義概念重新整理後區分為以下兩類，如下表【表 4-1】所

示，即「處所」與「終點」之義： 

【【【【表表表表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4-1】】】】「「「「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的相關語義分類的相關語義分類的相關語義分類的相關語義分類    

分

類 

語義 受

事 

格語法 例句 

在
1
 

表「處於」、「存在於」

之義 

處

所 

處所格、位

置句 

爸爸在一家外貿公司

工作。 

在
2
 

相當「到」、「到達」之

義 

終

點 

終點格、位

移句 

麗麗倒在地上。 

    

    

二二二二、「、「、「、「在在在在＋＋＋＋處所處所處所處所詞詞詞詞」」」」之句法功能之句法功能之句法功能之句法功能 

【【【【表表表表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4-2】】】】介詞介詞介詞介詞「「「「在在在在」」」」的相關句式分類表的相關句式分類表的相關句式分類表的相關句式分類表 

分佈 分佈 句式 分類 語法意義 

位於動詞前

面 

介詞短語位於

主語前 

「在+X」—SVO 

在＋處所＋NP＋VP 

在院裏，他又看見

了那個姑娘。 

A 類 
引介整個事件發

生之處所 

介詞短語緊接

在動詞前 

S—「在 X」—VO 

NP＋在＋處所＋VP 

他在汽車上讀報。 

B 類 

引介某動作發生

之處所 

引介某狀態呈現

之處所 

位於動詞後

面 

介詞短語在動

詞後 

SVO—「在 X」 

NP＋VP＋在＋處所 

青蛙跳在荷葉上。 

C 類 
引介某事物達到

之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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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介詞「在」的句法分類，我們基本上按照「在+處所詞」出現在

句中的不同位置来分類，不同的分类会形成不同的語言用法特徵及語法

意義。每種句法結構的特徵主要因素也由句法結構表現，筆者將上一章

范繼淹（1982）、沈家煊（1999）和文獻討論中的諸多學者所提出

「在」的三種基本句式重新歸納成表【表 4-2】：我們所要討論「在+處

所詞」的相關句式將按照「在+處所詞」所出現在句子當中的位置三類，

即句首、句中、句尾。句式中的 S 指句子的主語，V 指句子的謂語，X 

指句子的介詞賓語，即我們定義與分類的「處所詞」，O 指句子的動詞賓

語。對於不同句式具有的語法意義，按照「A 式」、「B 式」與「C 式」

三類「在+處所詞」在句子當中所出現的位置，可將語法意義非為四種如

上表所示。可看出「引介某狀態呈現之處所」此類語法意義，同時跨「B

類」和「C 類」句式，原因就是「引介某狀態呈現之處所」，如「B 類」

的「他在路上了」與「C 類」的「他死在路上」。雖然「B 類」與「C

類」同樣可「引介某狀態呈現之處所」之意義，但兩者還是具有著不同

之處，此部分的内容會在下面的部分一一討論。 

 

三三三三、「、「、「、「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介詞短語介詞短語介詞短語介詞短語的的的的綜合分類表綜合分類表綜合分類表綜合分類表 

本研究針對「在＋處所詞」的語義句法、功能性的語篇層面。因爲

筆者意識到「在＋處所詞」的用法、語意及句式具有非常緊密的關係，

每種「在」字句法功能和句法、語義都各不相同，因此不適合分開討

論，陸儉明（2004）曾提出：有些語詞的語義特徵都是結合具體的語法

格式概括得到的，而非單純從詞義的角度分析得到。 

按照上述的理由，根據本文所參考的基本理論，引用「格語法」、

認知心理學的「構式語法」、「意象圖式」，包括前學者給出的分類以

及實際語料做重新分析，依據「在＋處所詞」介詞短語在句中出現的分

佈情況，並試圖將其分爲以下的分佈，用以說明在某個句法格式中的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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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4-3】】】】「「「「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介詞短語之綜合分類表介詞短語之綜合分類表介詞短語之綜合分類表介詞短語之綜合分類表 

語 義

格 

句式語義 分佈 句式 分

類 

處 所

格 

引介某事件發

生之處所 

介詞短語位

於主語前 

A：PP—NP—VP 

「在＋處所詞」＋［名詞組＋動詞］ 
在

1A
 

引介某動作發

生之處所 介詞短語緊

接在動詞前 

B：NP—PP—VP 

名詞組＋「在＋處所詞」＋動詞 
在

1B
 

 
引介某狀態呈

現之處所 

介詞短語在

動詞後 

C：NP—VP—PP 

名詞組＋動詞＋「在＋處所詞」 

在
1C

 

終 點

格 

引介某事物達

到之處所 
在

2C
 

  
四四四四、、、、動詞的語意特徵之分類動詞的語意特徵之分類動詞的語意特徵之分類動詞的語意特徵之分類 

經過一番斟酌，筆者發現與動詞較難搭配的「在+處所詞」結構是

「B 類」與「C 類」兩種句法。筆者受了前學者對動詞的語義特徵研究作

品的啓發，總結出能進入各句式「在+X」的動詞語義特徵。筆者試圖採

用林齊倩（2004）與崔希亮（1997）對動詞的分類法，綜合後列出動詞

項目。所能出現在「B 類」與「C 類」句式的動詞語義特徵，筆者重新劃

分以及補充了兩類句式的語法意義，更方便清晰，更容易了解，便於我

們下一章分析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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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4444----4444】】】】與與與與「「「「BBBB 類類類類」、「」、「」、「」、「CCCC 類類類類」」」」其搭配動詞的語義特徵其搭配動詞的語義特徵其搭配動詞的語義特徵其搭配動詞的語義特徵    

句 式 類 型 及       

語法意義 
「B 類」 「C 類」 

動詞語義特徵 狀態持續的 動作發生的 狀態呈現的 達到的處所 

瞬間動詞 

Va 

— — — 如：扔、射、

摔、丟、照、

倒、落、碰等 

兼瞬間動作和

狀態持續 

Vb 

動詞後面必要

加上「著」，

如：坐著、放

著、躲著、留

著等 

— 如：坐、躲、

躺、蹲、放、

藏、関、停、

擺、插、存、

留、拿等 

如：坐、躲、

躺、蹲、放、

藏、関、停、

擺、插、存、

留、拿等 

兼連續動作和

狀態持續 

Vc 

動詞後面必要

加上「著」，

如：掛著、寫

著等 

如：畫、綉、

寫等 

如：寫、畫、

刻、秀、鋪、

逢、貼、掛等 

如：寫、畫、

刻、秀、鋪、

逢、貼、掛等 

連續動作 

Vd 

— 如：跳、走、

飛 、 跑 、 出

生、住、哭、

工作、休息、

吃、喝、閙、

咳嗽等 

— 如：跳、走、

飛、滾、跑、

游等 

狀態持續 

Ve 

動詞後面必要

加上「著」，

如：插著、畫

著、坐著、寫

著、擺著、漂

著等 

— 如：漂、飃、

浮、呆等 

— 

狀態變化 

Vf 

如 ： 死 、 消

失、段、醒、

醉等 

— 如 ： 死 、 消

失、段、溶化

等 

— 

出生、產生、   

居留 

Vg 

如 ： 住 、 出

生、產生、居

留、生活、生

長等 

— 如 ： 住 、 出

生、產生、居

留、生活、生

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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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現代漢語現代漢語現代漢語現代漢語「「「「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語料分析與之語料分析與之語料分析與之語料分析與

驗證驗證驗證驗證 

本節探討的内容主要先介紹語料蒐集的初步結果，並進行語料分析

與驗證。試圖從「在+處所詞」出現在句子當中不同位置而產生不同的句

式、句法語義以及篇章功能的角度來確認「在+處所詞」的不同句式之功

能。本文從中研院平衡語料庫其中搜索得到 5000 筆語料，擷取語料中其

中前 836 筆的「在+處所詞」介詞短語來進行統計、分析與佐證，其中

「在+處所詞」出現數為「A 式」198 次，「B 式」為 474 次，「C 式」為

164 次。漢語「在+處所詞」介詞短語總共出現次為 836 次。本研究結果

顯示，漢語「在+處所詞」介詞短語在不同句式的表現分不頻率如下（詳

細數據參見附錄總表）。 

各類「在＋處所詞」 「A 式」 「B 式」 「C 式」 

總數 198 474 164 

百分比 23.68% 56.70% 19.62% 

【【【【表表表表  214-5】「】「】「】「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各句式各句式各句式各句式出現頻率之分析表出現頻率之分析表出現頻率之分析表出現頻率之分析表 

 

語料來源中「在+處所詞」的各類分佈的總數，出現頻率最高是「B

式」，第二是「A 式」和第三是「C 式」。本文以下【圖 4-1】呈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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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20.00%

40.00%

60.00%

「「「「A式式式式」」」」

「「「「B式式式式」」」」

「「「「C式式式式」」」」

「「「「A式式式式」」」」 23.68%

「「「「B式式式式」」」」 56.70%

「「「「C式式式式」」」」 19.62%

句式類型句式類型句式類型句式類型 

 

【【【【圖圖圖圖  114-1】】】】「「「「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三類句式出現頻率三類句式出現頻率三類句式出現頻率三類句式出現頻率百分比總表百分比總表百分比總表百分比總表 

 

從以上的圖表看來，顯明語料庫中出現漢語「在+處所詞」的不同句

式的頻率實在差異很大，出現的狀況，三種「在+處所詞」句式並差異很

大。不同句式中出現的「在+處所詞」，「在+處所詞」出現的頻率最高

的句式為位於動詞前主語後的「在」，即「B 式」，佔 56.70%；第二是

「A 式」佔 23.68%，而第三出現頻率最低為「C 式」佔了 19.62%。 

 

根據本文上面的「在＋處所詞」相關語義分類，得知「在」具有不同

的語義特徵，因此本研究將「在＋處所詞」的語義功能大致分爲兩類，

表示「處所」與「終點」之義，即使用「在 1」與「在 2」代替如下表

【表 4-6】所示： 

 

 

 

【【【【表表表表 224-6】「】「】「】「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語義特徵之出語義特徵之出語義特徵之出語義特徵之出現頻率現頻率現頻率現頻率 

 

 「在
1
」 「在

2
」 

總數 784 52 

百分比 93.78% 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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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在+處所詞」，表示「處所」及「終點」之義的語料來源的出

現總計為，「在 1」784 次，「在 2」52 次。進一步説明「在
1
」其中的一

部分包括與「在 2」同句式的「在 1C」，佔 112 筆，即 13.40%。換一種説

法表示「處所」之「在 1」的 784 筆語料中可細分爲，198 筆的「A 類」

句式，474 筆的「B 類」句式，及 112 筆的「C 類」句式。分析結果為：

語料庫中，於表示「處所」之義的「在 1」出現的頻率最高，而出現頻率

最低的是在表示「終點」之義的「在 2」，關於「在+處所詞」的語義分

類之出現狀況，本文以【圖 4-2】 呈現如下： 

 

0.00%

50.00%

100.00%

「「「「在在在在1」」」」

「「「「在在在在2」」」」

「「「「在在在在1」」」」 93.78%

「「「「在在在在2」」」」 6.22%

語義特徵語義特徵語義特徵語義特徵

 

【【【【圖圖圖圖  124-2】】】】兩類兩類兩類兩類「「「「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語義特徵百分比總值語義特徵百分比總值語義特徵百分比總值語義特徵百分比總值 

從上述可得知，中研院語料庫中，兩種具有不同語義特徵的「在+處

所詞」出現頻率最高為表示「處所」之議的「在 1」，它佔了 93.78%；其

餘為表示「終點」之議的「在 2」，佔了 6.22%。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的語義句法界定的語義句法界定的語義句法界定的語義句法界定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 1」」」」的的的的語義句法功能語義句法功能語義句法功能語義句法功能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在 1」，是引介「處所（Locative）」即「處所

格」的「在+處所詞」，我們將這類「在+處所詞」標記為「在 1」或「在

L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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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們從「在」的核心義來看，其本義表示「生存」、「存在」

等（張國憲 2010：484），表示物體停留以及運動的空間，而不是表示物

體於某空間運動的方向和移動，因此可以說介詞「在」的句子是一種位

置句（陳靜子 2007：57） 

（141） 他二十五年時間就躲在深宮之內不見外人的面，完全不理國事。 

（142） 在圖書館旁，很多人將進行「粉筆彩繪」活動。 

（143） 我在山西境內旅行。 

 從上述語料例句可看出，「在 1」所引介的名詞都是表示某事件某

動作某人或某物所存在的「處所」。筆者引用「意象圖式」理論來討論

此「處所」的概念，發現從諸多語料中的多數物體，即「射體」

（Trajector，TR）會保持著一種狀態，如（141），即「絕對位置句
33」，但同樣也有不算少數的「動體」TR 在運動的，如（142）、

（143），即「相對位置句34」。不過筆者反復觀察發現，無論「射體」

（Trajector，TR）在運動或者保持狀態，「動體」（Trajector，TR）都是

居於該處所「陸標」（Landmark，LM），沒有位移進出超越該處所的範

圍。因此筆者總結本文標記為「在 1」無論其構式如何，都表示一種相對

靜止的空間位置（齊滬揚 1994，22）。 

綜合上述討論過的内容，若我們將所探討的「在 1」的核心空間關係

通過靜態意象圖示來表示，無論「射體」（Trajector，TR）如何，該圖示

的具體含義用基本構成要素來描述就是射體處於「陸標」（Landmark，

LM）的邊界内。我們進一步以下圖「意象圖式」直接描述解釋「在」的

靜態意象圖示的主要結構特徵其内在關係。 

（144） 在溫哥華，艾裡克森興建了西蒙、斐斯大學的館舍。 

                                              
33
齊滬揚（1995）從物體運動的時空一致性特點再進一步地闡述位置句的意涵。物體的

運動不但要經歷空間上的變化，也要經歷時間上的變化。如果空間和時間都處於初始

狀態的，稱之爲「絕對位置句」在空間上處於初始狀態，而在時間上處於運動狀態

的，稱之爲「相對位置句」（同上） 

 
34
在空間上處於初始狀態，而在時間上處於運動狀態的，稱之爲「相對位置句」（同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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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參與者使用彩色粉筆在地面上作畫。 

（146） 其實單秀榮女士長期居住在北京，見過很多世面，並不孤陋寡

  聞。 

 

 

 

 

 

 

【【【【圖圖圖圖  134444----3333】】】】表述處所表述處所表述處所表述處所「「「「在在在在
1
」」」」之之之之「「「「意象圖式意象圖式意象圖式意象圖式」」」」    

 

我們可以從以上各句所表達的概念中找到該句的「射體」

（Trajector，TR）和「陸標」（Landmark，LM）的關係。在例（144）

中，射體（TR）「興建」與「艾裡克森」處於陸標（LM）「溫哥華」之

内。例（145）TR「作畫」與「參與者」也皆是處於陸標 LM「地面上」

之内。例（146）TR「居住」與「單秀榮女士」也同樣是處於陸標

（LM）「北京」之内。「在」在例（144）-（146）中皆單純表達了射體

（Trajector，TR）所面對的處所，本身不帶有位移的涵義。例（144）的

「興建」、（145）的「作畫」、（146）的「居住」都是完全沒有位移

進出「陸標（Landmark）」的「射體（Trajector）」。這類例句都是屬於

靜態圖示的關係。這種「處所」與「物體」之間的概念，齊滬揚

（1998）曾經提出，如果空間軸上表現為「0」，而不管時間軸上表現是

「0」（靜止的），或者表現為「1」（運動的），我們都把他們歸位位

置句（齊滬揚 1998：61）。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在 1」是名符其實的「引介處

所介詞」，我們由此推得，可以標記「在 1」的語義特徵為［+處所］，

具有引進「處所格」的特徵。雖然「A 類」、「B 類」及「C 類」不同句

艾裡克森興

建了西蒙、

斐斯大學的

館舍 

LM = 溫哥華 

      居住 

 

      單秀榮女士 

 

LM = 北京 

TR 

    作畫 

 

     參與者 

 

LM = 地面上 

TR 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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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結構的「在 1」語義特徵皆為［+處所］，但語義注重點卻有差異。因

此按照功能語法的觀念，句法形式的任何差異都是語義層面意義波動的

折射（張國憲 2010；484）。本文將引進「處所（Locative）」的「在 1」

根據「構式語法」理論之下，將「在 1」出現在不同位置的句式，分佈為

「在 1A」、「在 1B」、「在 1C」一一討論。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 1A」」」」的語義句法功能的語義句法功能的語義句法功能的語義句法功能 
    

（（（（1111））））引介某事件發生引介某事件發生引介某事件發生引介某事件發生處所處所處所處所的的的的「「「「在在在在
1A1A1A1A

」」」」    

本節將要開始討論的是位於主語前的「在 1A」的語意及句法功能。

在討論語義格的「在 1A」之前，先提出本文對以「在 1A」構成的「A

類」整體意義的假設。「在 1A」的基本句式表現為「在+處所+SVO」，

本文將這種句式簡稱為「A 式」，「A 式」的句法特徵為「在＋處所詞」

短語出現在句子的主語前面，即句首。筆者將引進「在 1」的「A 類」句

式與「B 類」、「C 類」應當分開。「A 類」的「在 1」，即為「在 1A」

所要表達的是「某事種件發生在某種處所」語法意義。「在 1」加上「處

所詞」組合成「在 1A」位於整句的句首，即主語之前，充當整個句子的

狀語，因此「在 1A+處所詞」修飾的不是句子的「動詞」，不是句子的

「主語」或「賓語」，而是整個句子「主語—動詞—賓語（SVO）」所

表現的修飾語。「A 類」的結構裡「在」的受事成分為一個句子，而不是

一個動詞成分，其所發生在該處所的不是「某一個動作」，而是「某一

事件」。這樣一來，「A 類」中的「在 1」所引進的「處所詞」也不是一

個動作發生的處所，而是某種事件發生的處所。無論「在 1A+處所詞」的

語義指向、語意功能如何，A 式中的「在＋處所詞」表示的都是它後面整

個事件發生的處所，「在 1A」引介的語義範疇是「整個事件發生的處

所」，而不僅僅是單個動作發生的處所。比如，以下（ 147）、

（148）、（149）提出的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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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在 1家裡，張永康在看報紙，林慧在看電視，陳偉在做菜。 

         （自造） 

（148）在 1銀行，他總能踫到張老師。   （自造） 

（149）在 1廚房裡，哥哥掛了一幅畫。   （自造） 

我們先討論例（147）句，後面包括「張永康在看報紙」、「林慧在

看電視」和「陳偉在做菜」三個子句，這三個子句之間毫無關係，各個

都是具有完整語義的句子。不過例（147）句一將「在家裡」處在這三個

字句前面，整個句子的語意就發生關係，表示張永、林慧與陳偉不同的

人物所施行的不同的活動都發生在「家裡」同一個處所。例（148）句的

「在 1A 銀行」是「他總能踫到張老師」這個事件發生的處所。（149）句

「在廚房裡」所表達的是「哥哥掛了一幅畫」這個事件所發生的處所。

可看出「在 1A」所引介的語義範疇是「整個事件發生的處所」，而不是

單個動作發生的處所。 

（150） a. 在 1A
廚房裡， 哥哥把畫掛好了。 

b. 在
1A
廚房裡， 畫已經掛好了。 

c. 在
1A
廚房裡， 畫已經掛了兩個月了。 

d. 在
1A
廚房裡， 畫一直掛著。 

（151） a. 在 1A
泰國，性別可以自己選擇。 （中研院語料庫） 

b. 在 1A
泰國，只要新台幣十三萬元，就可以讓一個男人變成女

 人。      （同上） 

（152） a. 在 1A
中國，貪污不是問題。如何貪法怎樣污法、要多少以及怎

  樣要才養肥了中國，使她長成一個世界超級貪污強國，睥睨港臺

  蒼生。     （中研院語料庫） 

b. 在
1A
中國，貪污真的不是問題，反倒是一種權力的體現、實踐

 和驗證。 

  c. 在
1A
中國，不給賄款，什麼也做不成。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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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提出的例（150）可看出雖然謂語動詞通過「掛」來表達，不

過我們可以看出這四個句子具有不同的事件意義，整個表達的是不同的

「事件」所發生在該「廚房裡」。（150a）至（150d）這種模式和實例

（type and token）的關係表示一種語義内容可以用多種句法形式表達（范

繼淹 1982）。範（1982）指出這種在表層結構中不只表示某一句式和另

一句式之間的變換關係，實際上不同語態表達手段使句子的内在語義有

所不同，即存在著不同的事件。（151）與（152）句也同樣不難看出

「在 1A 泰國」與「在 1A 中國」所引介的不是句中的動詞，而是整個句子

所表達的「事件」。 

若我們從上述的説明來看，會發現有兩個關鍵詞「動作」與「事

件」出現。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在於「一個事件包括動作和動作的全部參

與者，尤其要包括施事（S），不帶施事（S）的「VP」只能代表一個動

作，不能代表一個完整事件」（溫鎖林，2001）。此説法可根據沈家煊

（1999）引用「包容原則
35
」來說明這兩個句式的差異。以下筆者引介范

繼淹（1982）中的例子説明包容範圍引起的差別：  

（153） a.  在院子裡，爺爺在乘涼，媽媽在洗菜。 

  b.  爺爺在院子裡乘涼，媽媽在洗菜。 

（153a）爺爺在乘涼和媽媽在洗菜都發生在院子裡，（153b）「乘

涼」的確發生在「院子裡」，但「媽媽洗菜」不一定發生在「院子

裡」。換句話說，（153a）「在院子裡」是指事件發生的處所，而

（153b）「在院子裡」則指動作發生的處所。 

觀察語料庫中的筆者發現一些可吸引筆者的著眼，就是説筆者所蓃

集到的語料超過一半的「在 1A＋處所詞」引進的是描述性類之「某事

件」。 

 

 

                                              
35
 關於「包容原則」請參看本文第二章第二節沈家煊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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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在 1畫室中，維持不動的十五分鐘，便是感覺身體的時候。 

        （平衡語料庫） 

（155）在 1 澳洲，超過四十歲以後應徵工作很少被雇用，尤其是外國移

  民。      （中研院語料庫） 

（156）在歐美國家，大學教授除教學、學術研究外，也要兼有社會服

  務。      （中研院語料庫） 

（157）在民俗神話區，吳大仁先生將示範以白笈、拓包、刷子、宣紙、

  墨汁等器材，拓印刻在石上的碑文，讓小朋友認識中國文字的奧

  妙和金石之美。    （平衡語料庫） 

上述例（154）至（157）句。可以證明位於句首的「在 1A」語義範

圍超越了「動作」的概念，語意表達範圍不僅談到「動作」或「狀

態」，而「在 1」的核心主要落在「某個完整的事件」這一點上。因此在

句中通常擔任引介新話題，或是「整個描述性事件」所發生的處所的作

用。例（154）、（155）句的「在 1A」引介一串敍述性句群，強調的是

後面那整個句群發生的事件都處於「畫室中」與「澳洲」的。（156）與

（157）也是一樣的解釋「大學教授除教學、學術研究外，也要兼有社會

服務」此事件都發生在「歐美國家」。「吳大仁先生將示範以白笈、拓

包、刷子、宣紙、墨汁等器材，拓印刻在石上的碑文，讓小朋友認識中

國文字的奧妙和金石之美」這麽長的事件，也是全都發生在句首的「在
1A民俗神話區」。 

 

（（（（2））））「「「「在在在在
1A1A1A1A

」」」」句法上的特徵句法上的特徵句法上的特徵句法上的特徵    

很多漢語學習者通常都會認爲「在 1A」與「動詞」好像沒有什麽搭

配上的限制。對於「在 1A」可否與動詞搭配的問題。首先，請觀察以下

的例句： 

（158） *在醫院她當護士。 

（159） *在美國，我們休息。 

（160） *在這兒我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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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在廁所裡，她哭。 

 王一平（1999）認爲「A 類」對於動詞的限制很少，一般動詞都能

進入。同樣於林齊倩（2004）曾經對能進入三類句式的「在＋處所詞」

的動詞提出「A 式」、「B 式」、「C 式」三類作比較的話，對動詞的限

制「C 式」多於「B 式」、「B 式」多於「A 式」，也就是說能用在「B

式」、「C 式」兩式的動詞都包含於能用於「A 式」的動詞。換言之，幾

乎所有動詞都能進入「A 式」，只有那些本身要求帶處所賓語的動詞36

（林齊倩，2006：43）。根據以上兩位學者所提到之看法，那麽爲什麽

例（158）至（161）句都不能成立而成爲病句呢？ 

范繼淹（1982）指出「A 式」表示已然、未然和進行，大都要借助於

副詞、助詞或動詞的其他複雜形勢，只有表示未然的及物動詞句可以用

動詞的光棍形式（bare form）（范繼淹，1982：73）當謂語是光杆動詞或

一個簡單的動賓結構的短語，無任何附加成分時，「在 1＋處所詞」不能

位於主語前。從以上的例句中可以看出，謂語成份都是以光棍動詞出

現。據筆者觀察可以總結出「A 類」中的動詞一般不會單獨出現，往往要

借助動態助詞「了」、「過」，或一些能源動詞動詞、副詞以及一些補

語等，組合成複雜性的動詞短語。如： 

（162）在這所醫院她當過兩年護士。 

（163）在這兒我住了一陣子了。 

（164）在美國，我們休息幾天。 

（165）在廁所裡，她哭了很久了。 

 因此「A 類」中的「VP」大都以複雜形式出現，如（162）、

（163）、（164）、（165）四個例句。不過在一些情況「A 式」也可以

跟光棍動詞結合起來，像林齊倩（2006）指出對比句中可以用動詞的光

杆形式，如： 

 

                                              
36
如「到達」、「回來」「上去」等，以爲這類動詞表示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

方，該動作不是在某個地方發生的，所以不能進入乙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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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在美國我們休息，而在英國我們就要加倍努力。 

（167）在學校她當護士，在家他當一個非常可愛小孩的爸爸。 

（168）在這兒我住，在那兒他住。 

這種情況主要的功能是爲了造成對比關係，從而使要表達的幾個方

面更加鮮明突出。筆者認爲這種用法自然會让讀者產生一種自然的對比

感。有時，後續句與前接句的主題相同，並未發生改變，但所表達的語

義相反或相對，表示同一人或事物在不同的處所表現出不同的狀態，後

續句一般以轉折連詞開頭，這時後續句中的「在＋處所詞」一般置於主

語前，來突出強調轉折焦點。 

 

（169）在團委組織的舞會上，我這種人身份價值最高，而在另一種舞會

  上，我可能狗屁都不是，這都很自然。    

       （張漢民與徐赳赳，1992） 

（170）在老人眼裡，他是尊敬師長的好孩子；在孩子心中，它是可敬可

  愛的好爸爸；在部隊，他是忠於職守的好幹部；在地方，他是樂

  於助人的好心人。   （張漢民與徐赳赳，1992） 

 綜上所述，幾乎所有動詞都能進入「A 類」。只有那些本身要求帶

處所賓語的動詞，如「到達」、「回來」、「上來」等不能進入「A

類」，因爲這類動詞表示從一個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該動作不是在

某個地方發生的，所以不能進入 A 類。有少數動詞如「坐落、投身、淩

駕、着重」等不能進入「A 事」。 

 

（（（（二二二二））））「「「「在在在在 1B」」」」的語義句法功能的語義句法功能的語義句法功能的語義句法功能 

本文要討論的「在 1B」的句式以「NP+在 X+VP」」表現，即「在

X」位於主語後面、動詞前面的位置，本文將此類句式標記為「B 類」。

對於「B 類」句式的「在 X」諸多學者（王還 1980、范繼淹 1982 等）提

出「B 類」句式的語意概括為「表示動作發生的處所」或「狀態呈現的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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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本文先探討「表示動作發生的處所」，然后再分析「表狀態呈現

的處所」的「在 1B」。 

 

（（（（1111））））表達表達表達表達「「「「動作發生動作發生動作發生動作發生的處所的處所的處所的處所」」」」的的的的「「「「在在在在
1B11B11B11B1

」」」」    

我們現在討論的「在 1B」一樣是表「處所」，可它與我們討論過的

「在 1A」與下一個討論的「在 1C」最主要不同之處在於，「在 1B」引進

的處所不是「事件發生的處所」，也不是「狀態呈現的處所」，而是

「某動作發生的處所」。例如： 

（171）張藝謀在這裡拍攝了傑出的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  

        （平衡語料庫） 

（172）我在山西境內旅行。    （平衡語料庫） 

（173）剛開始我在臺大教書。   （平衡語料庫） 

例（171）句動作「拍攝」發生在「這裡」，例（172）句「旅行」

也施行在「山西境内」，例（173）句説話者要傳達的信息是「教書」，

行爲是發生在「臺大」这个地點。可見我們討論的「在 1B」的確具有引

介「動作發生的處所」的功能，此動作可能是在運動的，但是沒有超越

該處所的邊界，每個動作施行的都是處在該處所。擧個例子： 

（174）山谷裡，長滿了萋萋綠葉的葛和覃，黃鳥在灌木中飛來飛去地歌

  唱。       （平衡語料庫） 

（175）至於他在車上吐檳榔汁或罵政府，那是他的自由，他應該自己去

  負責。      （平衡語料庫） 

（176）他在畫面上畫蝦蟹、青蛙、蝌蚪、掃帚、犁田的牛、小雞、稻 

  穗。       （平衡語料庫） 

第（174）項的黃鳥，雖然它的動作是「飛來飛去」的，但不管怎樣

它的此動作都會發生在「灌木中」这个範圍内。例（175）中的動作「吐

檳榔汁」與「罵政府」這些動作，也都是發生在「車上」，沒有下車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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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站在馬路上別的處所。同樣於例（176）的「畫」是主語所施行在「書

面上」而不是在地上或在紙上。 

 

（（（（1.1.1.1.1111））））與與與與「「「「表動作發生的處所表動作發生的處所表動作發生的處所表動作發生的處所」」」」的的的的「「「「在在在在
1B11B11B11B1

」」」」所搭配的動詞語義特徵所搭配的動詞語義特徵所搭配的動詞語義特徵所搭配的動詞語義特徵    

從本文第一節的【表 4-4】顯示，能進入「B 類」句式而表達「動作

發生的處所」的動詞只有兩類動詞，包括 Vc（兼連續動作和狀態持續）

（如：畫、綉、寫等）與 Vd 連續動作（如：吃、休息、跳等）。據筆者

的觀察，這些動詞的語義特徵，基本上具有[＋連續]之義，但這個[＋連

續]詞意義都是指「動作」的連續，而不是「狀態」的持續。 

（177）*我在椅子上坐。 

（178）*杯子在地上摔。 

上述兩句都是病句，因爲其出現在句子的動詞都不屬於能進入「在
1B1」的「表動作發生的處所」的范围。實際上，例（73）句加上「著」

在動後成爲「我在椅子上坐著」句子就合乎語法了，不過這種用法及意

義不在「在 1B」的範圍内，它是屬於我們下一个題目要討論的「狀態呈

現的處所」的「在 1B」的用法。因爲兩者的語法意義及用法有所不同，

因此對動作的限制也是不同的。 

這些動詞都可以以光棍式表現，因爲它本身的起始點和終結點在時

軸上有明顯的距離，換言之，這些動詞本身可以持續很長時間（林齊倩

（2004：14）。關於這一點，齊滬揚（1994）認爲「B 類」句子的物體都

是運動著的，然而這種運動在時間軸上有所表現，在空間軸上，物體卻

依然處於初始狀態。他提出「走著」是「動作的持續」，這種動作持

續，始終在「路上」進行的。「走著」使物體「一群人」產生出一種行

爲動作的持續，也就像林齊倩（2004）主張提出這類句型的表現不是

「狀態持續」而是強調「動作的持續性」。加上「著」並不表示「狀態

持續」則是「動作的持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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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表達表達表達表達「「「「狀態呈現的處所狀態呈現的處所狀態呈現的處所狀態呈現的處所」」」」的的的的「「「「在在在在
1B21B21B21B2

」」」」 

引進「狀態呈現的處所」的「在 1B2」的句式跟「在 1B1」的句式一

樣，即「在＋處所詞」位於謂語動詞前面，但兩個结构表示的意義不相

同。「在 1B1」所探討的核心是「動作」，「在 1B2」則關注「狀態」。我

們「狀態呈現的處所」，就俞光中（1987）所提到的「靜感」的語義。

齊滬揚（1999）將這類「在」歸納為「表示靜態位置的狀態」「在」字

句，齊這裡提到的「某種狀態」可以指「狀態的持續」，也可以指「狀

態的變化」的概念。本節要討論引介「處所格」的表示「狀態呈現的處

所」的「在+處所詞」，可將分開標記為「在 1B2」與「在 1C」。在此本文

先從「在 1B2」分析探討，下一個題目在說到「在 1C」。 

總之，我們本節將要討論的介詞「在 1B2」屬於狀態「在」字句。在

空間位置系統中，此類「在」都表示「呈現某種狀態的物體在某一位置

的留存」。從上述【4-4】表，可見能與「在 1B2」搭配的動詞為 Vb、

Vc、Ve、Vf、Vg 類的動詞，我們不難看出這五類動詞都包含了「狀態持

續」或「狀態變化」的語義特徵。 

   （179）麗麗在門背後躲著。   

 （180）玫瑰花在花盆裏插著。 

 （181）老師的貓在路上死了。 

 （182）他在沙發上醒了。 

例（179）與（180）「麗麗」是「躲」這個動作的施事者，而「玫

瑰花」是「插」這個動作的接受者。「躲」與「插」的動作結果使「麗

麗」與「玫瑰花」在空間位置「門背後」與「花盆」呈現出一種「躲

著」與「插著」的持續狀態。齊滬揚（1994）認爲這一類句子中的物體

既無空間軸上的運動，又無時間軸上的運動。換言之，「麗麗」與「玫

瑰花」對「門背後」與「花盆」來説，是絕對靜止的。簡單的說，物體

運動方式「躲」與「插」結束後的結果，產出一種狀態的持續。這類例

子若變換成靜態的存在句，它的語義特徵也是沒有變化的。如：「門背

後躲著麗麗」、「花盆裡插著玫瑰花」。這種變換關係可以證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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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B2」是具有表述「狀態呈現的處所」之功能。就像齊滬揚（1999）

曾指出「S＋在 NL＋V＋著」是「瞬時動作、狀態持續—表示動作完成後

的持續狀態。此類動詞，是表示動作完成后的狀態，然後就保持著這個

狀態不變。」換言之，就是動作完成后的狀態。動作的狀態在某處呈現

或動作在某處所的持續。顯然，第（179）與（180）的例句皆沒有表現

什麽動作，現在的情況是持續了以前動作的結果。這種「著」與跟可以

重複的動詞如「吃著」、「唱著」、「走著」類的連用的用法不同，那

種是強調動作的持續性，而不是狀態的持續。它不像「坐著」、「蹲

著」、「放著」類意義，這些「著」使動作消失變成狀態。例（181）、

（182）中的動詞屬於「狀態變化動詞」如：「死、溶化、去世、醒、

醉」。就像齊滬揚（1999）指出「S＋在 NL＋V＋了」表示施事狀態變化

的處所，動詞為「表示狀態變化的狀態動詞」。 

 

（（（（三三三三））））「「「「在在在在 1C」」」」的語義句法功能的語義句法功能的語義句法功能的語義句法功能 

我們現在要討論的話題是「在 1C」。之所以被本文標記為「在
1C 」，是因爲這類「在」屬於「在 1 」類所引介的就是「處所

（Locative）」，而它在句子中所出現的位置是位於動詞後面，主要句式

與「在 1B」一致為「SVO+在+處所詞」。但不同於其他類型「在」的特

徵是「在 1C」在語義上表達「某人某事物在某地保持一種狀態不變」，

它引介的是「狀態呈現的處所」、「狀態發生變化的處所」或「狀態持

續的處所」之類意義，與上述論過的表達「狀態呈現的處所」的「在
2B」相似。這種我們要討論的「在 1C」就是俞光中（1987）指的是「靜

感」義的「C 類」的「在+處所詞」介詞短語，指動作所表示的狀態在某

處的呈現或動作在某處的持續，即表示的是一種靜止的狀態。 

（183） a. *我工作在泰國南部。 

  b. *我中午喝了一杯咖啡在 Starbucks。  

  c. *我買菜在菜市場。 

 上述例句不合語法的原因是什麽？本文第一節研究結構部分顯示

「C 類」結構的「在」可表達「動作所表示的狀態在某處所呈現」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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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某物通過動作的位移到達某處所」兩種語法之義。該句式本身沒有表

達「動作發生的處所」的功能。 

本文將「在
1C
」引進「狀態呈現的處所」之概稱，概括爲「狀態呈

現的處所」、「狀態變化的處所」、「狀態持續的處所」類似的語義。

從本句式的語法意義來看，相關的動詞應該提供[+狀態持續]、[狀態變化]

之類語義特徵。因此我們要討論的「在
1C
」是以「在

1
」形成的「C 類」

其中的動詞語義功能大部分以「強調動作趨向（位移）的動態過程以及

某人某物通過動作到達的終點」的「在
2C
」完全不同。 

（184）許多的界限和限制是隱藏在在在在地底，並未顯現。 （平衡語料庫） 

（185）一個學院或是一個系的理想往往關在在在在自己的象牙塔裏，缺乏與外

  界的交流。      （平衡語料庫） 

（186）這幅名畫早就收藏在在在在加拿大大使館中最有名的美術品。  

         （平衡語料庫） 

（187）宗教神話與玄學解除了武裝，我重新以人的立場，站在地面上，

  而不是飄在半空中，面對真實。   （平衡語料庫） 

（188）絕不沈醉在資本主義的溫柔鄉，不隱蔽在在在在學院和團體的保護傘 

  下，不陷溺在自瀆的泥淖中。   （平衡語料庫） 

（189）我是生長在在在在臺南的望族，但是因為我不是媽媽親生的女兒，因此

  在家中根本沒有地位。    （平衡語料庫） 

（190）其實才長期居住在在在在北京，見過很多世面，並不孤陋寡聞。 

 上述筆者列出的語料中「在＋處所詞」，為本文討論的「在 1C」。

例（184）的「在地底」、（185）的「在自己的象牙塔裏」、（186）的

「在加拿大大使館中最有名的美術品」、（187）的「在半空中」、

（188）的「在資本主義的溫柔鄉」、「在學院和團體的保護傘下」、

「在自瀆的泥淖中」所表達的是「某種狀態呈現在某種處所」。（186）

所表達的是「臺南的望族」這個位置點上，留存有呈現「生長」這種狀

態的物體「我」。例（190）句也可以做同上解釋，處所「北京」是主語

「單秀榮女士」呈現的這個「居住」這個狀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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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狀態呈現的處所狀態呈現的處所狀態呈現的處所狀態呈現的處所」」」」的的的的「「「「在在在在
1C1C1C1C

」」」」與與與與「「「「在在在在
1B1B1B1B----2222

」」」」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之間的關係    

 論過的「在 1B-2」與「在 1C」的一致標誌「某種狀態呈現於某種處

所」。語義上既無空間軸上的運動，又無時間軸上的運動（齊滬揚

1994，21）。它們句法結構的差異會不會影響到兩者之間的語意及用

法，到底兩者之間是否相同呢？這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問題。 

 （191）*張家的全家照片在墻上掛。 

 （192）*媛媛在新買的沙發上躺。 

 （193）*樹葉在水面上浮。 

可見上述例（191）至（193）句的「B 類」結構都是病句。爲何这五

句都不能成立呢？根據筆者收集的語料發現，雖然「B 類」與「C 類」的

構式皆為「表示狀態呈現的處所」，但是它們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

張國賢（2009）曾經指出「在+處所+V 狀，（在 1B2）」是一種關注「動

作狀態」的構式，凸顯的是動作行爲；而「V 狀+在+處所，（在 1C）」

是一種關注「事物狀態」的構式。張（2009）認爲從上古到近古「C 類」

構式中的動詞基本上都是狀態動詞，而「B 類」句式中的動詞以動作動詞

為常。換言之，其實這些靜態特徵都來自於古代那時候「C 類」常表「狀

態」的構式語義。而動作特徵都來自於古代，那時候「B 類」常表「動

作」的構式語義。從上古伊始，「C 類」就主要是表述狀態的，而且這種

構式意義經歷了幾千年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張（2009）還主張補充從

體驗的角度描述了認知主體在選擇「B 類」和「C 類」句法構造時的心智

經歷（mental experience），認爲「B 類」和「C 類」是共時並存的兩個

不同的語法構式，各自映射著不同的事件模型，典型的「B 類」句式所對

應的是一種動作事件，而典型的「C 類」構式所對應的則是一種狀態達成

事件。因此「B 類」與「動作事件」是無標記配對，「C 類」與「狀態事

件」是無標記配對。 

    （194）張家的全家照片在墻上掛著。 

 （195）媛媛在新買的沙發上躺著。 

 （196）樹葉在水面上浮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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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例（191）至（193）句與上述我們提到的例（194）至

（196）的差別只在於後者的謂語後面附上了個「著」，然後不合語法的

句子就變成能夠成立的句子了。此現象能告訴我們什麽？表述動作是「B

類」的主流構式語義，而表述狀態「C 類」仍然是主流結構語義。換句話

來説，「狀態呈現的處所」的「在 1B2」是表述狀態的一個有標記的構

式。那麽爲什麽一加上「著」在動詞後面之後，句子就變合法呢？ 

張國賢（2009）認爲使聼者獲得「狀態」意象的方法就是加上一個

標誌詞，以明示説話者的「狀態」表述效果。既然「B 類」表述狀態是一

個有標記的構式，凡是用「B 類」表述狀態大致都會出現「著」緊接在謂

語后面的现象。因爲「著」正是一個標誌詞，以明示言者的「狀態」表

述意圖。「著」可以有效地提高構式的合法度，「著」的使用是言者運

用語法手段明示「狀態」的語言行爲，言者為了凸顯動作的狀態。這種

加上標誌詞「著」的用法同如鄧守信（1985）提出，後加成分「著」標

明動作是一種狀態類型，即動作消失（鄧守信，166）。因此對於無標記

的「C 類」構式而言並不需要「著」的參與。如： 

（197） 張家的全家照片掛在墻上。 

（198） 媛媛躺在新買的沙發上。 

（199） 樹葉浮在水面上。 

與上述類似的問題，（197）與（199）即是不合語法的例子，因爲

少了標誌詞「了」。 

（200） *李叔叔的貓在路上死。 

（201） *Peter 在酒吧醉。 

（202） 李叔叔的貓在路上死了。 

（203） Peter 在酒吧醉了。 

（204） 李叔叔的貓在路上死了兩天了。 

（205） Peter 在酒吧醉了幾個小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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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句的動詞是「狀態變化動詞」如：死、消失、斷、溶化、

醒、醉等，這類動詞進入了「B 類」都不用加「著」，而是要加「了」或

一些「數量詞」爲了強調動詞的變化性，因爲「B 類」本身是「狀態變化

動詞」。加上「了」 或「數量詞」就可以強調狀態變化，表示已經完成

那個動作了。就像呂叔湘（1982）的解釋「動作完成就變成狀態。因此

凡是敍述句的動詞含有‘已成’的意味的，都兼有表態的性質」。或

「數量詞」就可以表示動作完成後狀態持續的時間（林齊倩，2004：

13）。因此我們會常見表示「狀態呈現的處所」的「在 1B-2」動詞後續會

緊接著標誌詞「著」、「了」加強狀態特徵。 

綜上所述，可得知，雖然「B 類」的「在 1B2」與「C 類」的「在
1C」都是能表述「狀態呈現的處所」，但是兩者之間也存在著差異。「B

類」關注了動作事件，是表示動作的主流句式，是表狀態的一種有標記

形式，C 類則為表述狀態的無標記句式，因此如果以「B 類」表達「狀

態」時，必要加上一些狀態標記詞在動詞後面，爲了增強狀態的程度。

如林齊倩（2004）指出「將位於動後的「在+處所詞」移置到動詞前，動

詞的動作性就大大減弱了，整個句子的語意重新發生改變，即從強調動

作趨向（位移）的動態過程轉變成強調動作完成後的靜止狀態。可見，

弱化謂語動詞的動作性，增強其靜止的狀態性是將「在＋處所詞」從動

詞後移置到動詞前的一個語用原因，而上述「了」、「著」、「時量補

語」等附加成分則是使這一轉換得以實現的必要條件（林齊倩，2004：

13）。從上述可以總結出「在 1B」與「在 1C」可以互相變化，但是要在

一定的條件之内。 

 

二二二二、「、「、「、「在在在在 2」」」」的的的的語義句法功能語義句法功能語義句法功能語義句法功能 
    

（（（（一一一一））））標誌標誌標誌標誌「「「「終點格終點格終點格終點格（（（（goalgoalgoalgoal）」）」）」）」的的的的「「「「在在在在
2222」」」」    

本研究主要以格語法分類，即涉及到「在 2」所引介的介詞賓語的語

義角色（thematic roles）。Fillmore（1971）把「終點」定義為「動作、

行爲結束的地點、時間或狀態」。鄧守信（1983）可將「終點格」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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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表層結構中需要籍由介詞做標誌。以下為鄧守信對終點格的解釋為

定義（取自洪于惠 2007；56）：  

  「在最基本又很明顯的層次上，我們可以把一個物體想象為靜止的，或

是經歷了一個位置上的變化（即移位）。當它經歷了一個位置的移動，我們

便可以談到起始位置和終端位置。我們把前者叫「源點（source）」（即起

點），而把後者叫「目標（goal）」（即終點）。物體經歷了這個變化，是

受事（patient），其定義與變化動作動詞的受事相一致。譬如，例句：

（a）「球從桌上滾到地上」、（b）「他把球從桌上推倒地下」中，（a）

與（b）句中的「球」是受事，「桌」是源點，「地」是目標。」（鄧守

信，1983：159） 

根據鄧守信（1983）對「終點格」的解釋，可以將總結為「某個個

體經歷移位後所到達的地點」。筆者認爲「C 類」句子中的「在
2
」所引

介的賓語是符合鄧守信所提到的「目標地」，因此我們此節要討論「在
2
」在句子裡擔任引介在周圍格（Circumstantial ）中的「終點格」

（goal）的角色。若以「意象圖式」來解釋「在
2
」的語義，可看出它的

含義與「在
1
」的語義有所不同，我們會很清楚得看出這兩者具有很大的

差異： 

 

 

 

    

    

 

【【【【圖圖圖圖  14 4-4】】】】表述終點之表述終點之表述終點之表述終點之「「「「在在在在
2
」」」」之之之之「「「「意象意象意象意象圖式圖式圖式圖式」」」」 

 

 

LM（馬背上） 

 

 

TR（小猴子） 

LM（靶子上） 

 

 

TR（箭） 

LM（水裡） 

 

 

TR（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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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我們所畫出「在
2
」的「意象圖式」跟上一小題討論過的「在

2
」的「意象圖式」有著很大的差異。「在

1
」的「意象圖式」為「靜態意

象圖式」，而「在
2
」則是「動態意象圖式」。「在

2
」的空間動態圖式

在告訴我們什麽？在動態意象圖示中，「射體（Trajector，TR）」和「陸

標（LandMark，LM）」之間為動態關係，其基本語義可以概括為由於力

的作用，經過一定的「路徑（PATH）」，以 LM 為參照物，發生一定的

位移關係。「在
1
」與「在

2
」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在

1
」的「路徑

（PATH）」為零，「在
2
」則相反，它包含了 PATH 標量，TR 產生位

移。以圖式解釋如下： 

（206） 小猴子跳在馬背上。 

（207） 箭射在靶子上。 

（208） 手機掉在水裡。 

在例（206）句中，射體（TR）「小猴子」它可能從「樹上」、「河

邊」某處所，然後在自身力的作用下進入陸標（LM）「馬背上」中。在

例（207）中，TR「箭」在外力的作用下進入了陸標「靶子上」中。同上

的例（208）射體（TR）「手機」本來可能處於「包裡」或主人的「身

上」，但因通過了這個「掉」的外力而達到陸標（LM）「水裡」。總而

言之，「在 2」的動態意象圖示的主要結構特徵及其内在關係可用以上筆

者畫出來的圖式直接描述。「射體（Trajector，TR）」由於力的作用處在

「陸標（Landmark，LM）」之外或射體（TR）由於力的作用從陸標

（LM）的内部移動到外部。小猴子（射體，TR）從某個地方，箭（射

體，TR）從某個地方，而不是在這個靶子上。 

此説明能再次總結出「在 2」不同於「在
1
」，「在

1
」它本身沒有路

徑圖式（Path），TR 和 LM 之間是靜態關係，表示 TR 存在於容器 LM

中，「在
2
」它本身受到動力的影響，路徑（Path）不是零，所以圖式包

含 Path，TR 產生位移，TR 和 LM 之間是動態關係。因此「在
2
」呈現的

是具象的位移事件，完全與「在
1
」不同。如齊滬揚（1995）所說的，當

在空間佔有一定位置的物體在這個位置上相對於物體的運動的處所來説

是運動著，這個運動是有方向的，這個位置稱之爲動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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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引介某動作達到發生處所的引介某動作達到發生處所的引介某動作達到發生處所的引介某動作達到發生處所的「「「「在在在在
2C2C2C2C

」」」」    

本文將要開始討論表達「終點（Goal）」義的「在
2
」的主要位置是

位於句中謂語動詞後面，它的主要句式為「SVO+在+處所」，本文將這

類句式簡稱為「C 式」，因此本文將出現句尾即表示「終點（goal）」的

「在
2
」標記為「在

2C
」。「在

2C
」的句式與「在

1C
」相同，即「SVO＋

在＋處所詞」」表現。雖然兩者所表現出的句式結構大致相同，但它們

之間語義有差異。「在
1C
」的語義標記為「方位格」，而「在

2C
」則為

「終點格」，引介「某種事物因通過動作而到達該處所的」。「在 2C」

引介的語義範疇包括前學者所列出的「動作達到的處所」、「某人某物

所達到的處所」、「某事物因爲通過某動作而達到該處所」，本文將各

個「在 2C」的各個語法意義視爲同一個，表「終點（Goal）」之義。 

筆者從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5000 筆中之 836 筆的「在」的語料

中，蒐集到 52 筆「在 2C」的用法，任選其中一些例句開始如下分析討

論： 

（209）他一屁股就坐在地上去了   （平衡語料庫） 

（210）歷史學家們只能推斷他坐在煙榻上抽了二十多年的鴉片煙！ 

        （同上） 

據説，漢語的介詞與其賓語組合成的介詞組之後與動詞結合起來產

生了論元關係。介詞的賓語透過介詞與主要動詞自然發生論元關係。其

語義關係能以「格語法」（Case grammar / roles）來表示。區分「在
1C
」

與「在
2C
」的差別有時候可能要依靠文章中的語境來判斷。例如筆者上

述所提出的例句，例（209）的「在」表「終點（Goal）」之義，即「在
2C」，但例（210）句的「在」則是語義標記為「方位格」的「在 1C」。

例（209）的處所賓語「地上」所引介的語義角色表達終點（goal）義的

概念，語義上是涵蓋了動作「坐」「達成」的處所賓語之後，使句中的

人物「他」能處在該處所。但例（210）「煙榻上」是動作「躺」與主語

「他」所存在的處所，即表「方位格（Locative）」之義。 

據説，我們現在討論的「在 2C」的句式樣貌上與「在 1C」的句式一

致，但意義包含上有所差異。「在 2C」的語義格框是「SVO+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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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S 為句子的主語，可為施事者（Agent），也可為受事者

（Patient）。總之，「在 2C」中的動詞（V）可以是及物動詞，也可以是

不及物動詞。主語（S）可以是施事格（agent），也可以擔任受事

（patient）。我們先觀看句子中主語（S）為施事的例句： 

（211） 老闆一聽大事不好，立即跪在雷履泰面前，求他千萬別撤分號，

雷履泰最後只得說：起來吧！  （平衡語料庫） 

（212） 春天的太陽，總是閃耀的，正好照在床邊的植物上。  

        （平衡語料庫） 

（213） 看他的朋友，見面的時候，沒講多少話，只是伸出友情的手，搭

在朋友的肩膀上。    （平衡語料庫） 

（214） ……於是找一位年輕美麗的女子去送飯，趁送飯時就坐在和尚腿

上，並熱誠的擁抱和尚。少女依計而行，但和尚毫無…… 

       （平衡語料庫） 

從上述所列出的例句該可看出，若主語為施事者（Agent），「在

2C」的語義功能通常指向施事「終點」，指明施事主語到達的處所。我

們討論施事主語語義角色，例（211）的「老闆」、例（212）的「太

陽」、例（213）的「手」、例（214）的「女子」 ，主語本身因爲執行

不及物動詞「跪」、「照」、「搭」、「坐」此動作所以到達「雷履泰

面前」、「床邊的植物上」、「朋友的肩膀上」與「和尚腿上」目的處

所，即是「終點」。現在我們從主語為受事的例句來討論，該次我們試

圖從一些及物動詞參考。 

（215） 高級主管送公文給他批，他拿起筆一批，隨後往往迅速將筆摔丟

在在在在桌上，這位企業主並不知道他這種態度相當損傷部屬的自尊

心。      （平衡語料庫） 

（216） 筷子一放在在在在水裡，我們就發現筷子是彎的，筷子怎麼是彎的？彎

的話怎麼用來吃飯。    （平衡語料庫） 

（217） 妳要用新鮮的桂花，以三比一的比例放在在在在茶罐裡，因為茶葉會吸

取桂花的香氣，桂花自然會乾去，…… （平衡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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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215）至（217）的例句，受事「筆」、「筷子」及「桂花」

是因爲得到了「他」、「我們」與「妳」自發的外力來促使使其運作

的，最後達到了「桌上」、「水裡」及「茶罐裡」此終點。這種及物動

詞，主語為受事主語，語義通常指向受事，語義功能為受事「終點」，

整句意義指出「受事通過動作而達到的處所」。筆者觀察的語料中，語

義指向受事「終點」的實際語料相當多，其中出現前面加上「把」字的

用法。說到這裡，筆者在此引介俞泳梅（1999）所提到的受事「終點」

與「把」字共用，她認爲在「C 類」句式使用「把」字表現物體的空間位

移，並強調動作行爲的執行，並強調動作行爲的執行，具有明確的目的

性。參看以下例句： 

（218） 要吃荷包蛋最簡單，把蛋打在在在在屋外的任何地方，馬路、車頂、石

頭，一下子就熟了。    （平衡語料庫） 

（219） 在鳳凰城很有名的太陽茶，就是早上出門上班時，把一壺冷水放

在在在在窗邊，裡面放一包茶袋，下午回來就泡好了，滋味還挺不錯

的。      （平衡語料庫） 

（220） 要帶四隻小碗準備墊在在在在龕的上面，裝水別讓螞蟻、昆蟲爬上來。

        （平衡語料庫） 

（221） 師父，我不行了，我死後，請您把我埋在在在在能看見月牙兒的地方，

我要天天看著月牙兒…            （平衡語料庫） 

可見，我們上述所討論的「在 2C」可證明句子當中的 TR 與 LM 之間

具有動態型的關係。就像俞光中（1987）所指的「動感」義，表示「某

人/某物通過動作到達某處所」的語法意義。 

從上述我們討論過的「在 2C」。可能使讀者產生一種疑問「爲什麽

「在 2」違反了漢語典型介詞位置，而放在動詞之後？」。俞泳梅

（1999）一文中曾指出「在＋處所詞」的語序不能不與漢語語序的普遍

性制約原則相關。諸多例句能顯示「C 類」句式與「在 2」所表達的「終

點（Goal）」義有著其密切無比的關係。戴浩一的「時間順序原則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PTS）」可以解答這種「在 2C」位於句

尾即東後此句式類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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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已做好決勝負的準備，然後脫下外褂，小心摺疊好，再將扇

子放在在在在上面。     （平衡語料庫） 

（223） 我走在在在在這幅畫前，然後就一直停在那邊不動。（平衡語料庫） 

（224） 你不要寫在在在在那書上哦。 

（225） 你幫我把蓋子蓋在在在在那上面好嗎？ 

 「上面」、「這幅畫前」、「書上」、「那上面」皆是句中施事者

（Agent）「我」、「你」先施行「放」、「走」、「寫」、「蓋」這些

動作之後，例（222）的「扇子」、例（223）的「我」、例（224）的

「字」、例（225）的「蓋子」才到達的地點。可看出這類句式這些語義

功能的確受「時間順序原則（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PTS）」等

相似性（iconicity）原則的影響。就像戴浩一（1985）主張「在「終點」

句中，「終點」在概念結構裡，相對於動詞的動作來説，與動詞的強制

性語義範疇具有一種繼時性的時序關係」。因此筆者認爲時間順序原則

（PTS）仍然可以解釋「在 2C」語序規律可靠的非常重要手段。 

綜上所述，「在 2C」主要的的語義包括「引介某動作達到的處所」

或「引介受某動作的影響而使物體位移達到的處所」之義。若按照我們

在上述中對終點格的定義，句子中的「處所詞」就是「動作所到達的處

所，施事者施行某一動作行為時所讓物體受到影響後位移到該處所達到

的處所」。通過上述我們將「在 2C」語料分析與討論，筆者由此推論

「在 2C」的語義標記亦為「終點格」。 

 

（（（（三三三三））））與與與與「「「「在在在在 2C2C2C2C」」」」搭配的動詞的特徵搭配的動詞的特徵搭配的動詞的特徵搭配的動詞的特徵    

根據【表 4－４】顯示，能夠與「表示終點格（Ｇｏａｌ）」的「在
２Ｃ

」搭配的動詞包括：Ｖａ（瞬間動詞，如：扔、射、摔、碰等）、Ｖ

ｂ（兼瞬間動作和狀態持續，如：放、坐、藏、停等）、Ｖｃ（兼連續

動作和狀態持續，如：寫、畫、刻、綉等）、Ｖｄ（連續動作，如：

走、跑、游、跳、飛等）。以以下的語料例句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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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百花川入口的大燈，只要調整角度，將光往下壓，照在在在在地上，避

免直接打在行人臉上，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平衡語料庫） 

（227）車子正停在在在在紅燈前，她的手仍握著方向盤，聲音出奇冷靜：「我

  先生已經……」      （平衡語料庫） 

（228）於是找一位年輕美麗的女子去送飯，趁送飯時坐在在在在和尚腿上，並

  熱誠的擁抱和尚。少女依計而行，但和尚毫無……  

         （平衡語料庫） 

（229）陸游只能將心中的眷戀忿懣寫在在在在沈園的牆上，這便是前一首詞。 

（230）我還置身臺北上班族中典型的忙碌生活，時間未隔半天，我卻走

  在在在在恬靜幽雅的校園，預備向一群高中生吐露人生箴言。  

顯然，動作本身的語義特徵可以給予［＋位移］之義，可表達詞動

態是從某地移位到某地，使整句句有「動態之感」。如：（226） 光可能

從太陽哪兒找在地上，（227）車子可能從遠方的另一處所但位移到紅燈

前，（228）那個女子先從站著的那個地位再通過坐這個動作是本身移位

在和尚腿上此地方，（229）的主語我有可能人先處於辦公室，之後通過

此動作帶動到恬靜幽雅的校園。 

可看出，表上列出來的動詞項，那些表示［狀態呈現］、［狀態變

化］或Ｖｅ、Ｖｆ、Ｖｇ的最後三類動詞搭配，因爲會違反「漢語時間

順序原則，ＰＴＳ」，產生不通順的語義表達。如： 

（231）他同事昨天死在美國。 

（232）他出生在泰國。 

我們要解釋上述（231）和（232）兩個例句，不是他同事先死後才

位移到達美國，而是先處在美國而死亡，「美國」是「死」此狀態呈現

的地方，「美國」引進「處所格」而不是表「終點格」。同樣與（232）

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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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在在在在
2C2C2C2C

」」」」與與與與「「「「在在在在
1C1C1C1C

」」」」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的關係 

對於「C 類」句式的考察，筆者將分爲「在 2C」與上一節的「在

1C」兩部分來討論。本文所討論的「在 2C」與「在 1C」因爲具有相同的

句式，都位於句子的後面，即「ＶＰ＋在Ｘ＋ＮＰ」此結構。俞光中

（1987）曾經對「C 類」句式大多數有歧義。它可以表示「動感」與「靜

感」兩種語義
37
。「在 2C」本義與「位移」情形有關，它表達的是「某事

物因通過動詞而達到的處所」，即「終點格（Ｌｏｃａｔｉｖｅ）」之

義。而「在 1C」則表達「某狀態呈現於某處所」之義。但因爲兩者的基

本句式相同，有些句子很容易產生歧義。實際上，產生歧義的原因是

「在 2C」與「在 1C」之間具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233） 爸爸躺在沙發上。 

（234） 字寫在紙上。 

例（233）句可以理解為（一）爸爸施行躺這個動作，一瞬間因爲通

過躺而處在沙發上該處所，（二）一處於沙發上之後，就表示持續著躺

這個狀態在該處所。因此對於（233）例我們可以以以下句子爲了了解地

更清晰： 

（233） a.爸爸一回到家，就馬上躺在沙發上了。 

  b.爸爸躺在沙發上很久了，你去叫他過來吃東西！ 

同樣的（234）句也可分爲兩類不同語義内涵。 

（234） a.不要寫在書面上，要寫就把它寫在紙上。 

  b.那些寫在紙上的字是誰寫的，是你寫的嗎？ 

很明顯，（233）與（234）句的（a）項關注的是位移的動態概念，

而（b）項所表達的重點在於狀態持續的概念。其實這類動詞可表達一個

很完整的語義過程，但較難判斷語義重點。依據上下文語境提供就比較

容易判斷語義。 

                                              
37
 俞文所指的「動感」義，即是「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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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麽同一個句式同一個動詞的「在 2C」與「在 1C」會包含兩種不

一樣的語義，而產生這種歧異現象原因在於，這類句式的動詞具有表

「從動到靜」語義的特徵。本類動詞具有「動詞本身一到達該處所之後

動作就變成靜態的狀態保持著在該處所」之義。換一種説法，一方面可

表「動態感」，一方面也可表「靜態感」。可見，在【表 4－４】此類動

詞都是兼類動詞的Ｖｂ與Ｖｃ，Ｖｂ中是兼瞬間動作和狀態持續類，Ｖ

ｃ是兼連續動作和狀態持續類，可看出這兩類動詞都可表「動作」同時

也可表「狀態持續」。顯然，這種動詞的過程中表現為「先強調動態過

程以及事物通過動作而到達的終點（這時表終點）之後才關注在動作的

結果變成狀態持續在該處所（這時表處所）」，即含有[+持續]及[+位移]

之義「動態後的狀態持續結果」。因此以下的例句都不會產生歧義： 

（235）爺爺死在醫院裏。 

（236）冰塊溶化在車上。 

 例（235）中的句子「醫院裏」怎樣都不會被認爲是「終點格

（Goal）」或不會解釋為爺爺通過死詞動作而達到醫院裏，因爲「死」著

動詞為變化動詞，表「狀態變化」，沒有涉及到動態位移的意義，因此

不會產生歧義。例「236」句也同上解釋。就像李監定（1990）指出現代

漢語中除了「醉、醒」等幾個有限的單純狀態動詞之外，其他的狀態動

詞都有相應的同形動作動詞，也就是說一個動作屬動作動詞和狀態動

詞，即漢語中的狀態動詞基本上都是動作/狀態動詞。因此構式的合法來

自於對動作的識解，而不合法則來自於對狀態的認定，這同樣是構式標

記現象的句法反映。 

 

 

 



第四章          「在＋處所」語料分析與討論 

104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以上本文所討論過的「在＋處所詞」之語義句法界定的部分，筆者

將用以下的表格來總結上述那豐富的能容，把三個「在」在語義和語法

再總結一次，並附上定義和例句： 

【【【【表表表表 234-7777】】】】現代漢語介詞現代漢語介詞現代漢語介詞現代漢語介詞「「「「在在在在」」」」之語義及語法的總結表之語義及語法的總結表之語義及語法的總結表之語義及語法的總結表 

類別 「在 1」 「在 2」 

語義 表「處所」、「存在於」之義 相當「到」、「到達」之

義 

格語法 處所格、位置句 終點格、位移句 

定義 「在」引進的是「處所格」，即表示某事件、動作、狀

態所發生以及呈現的處所。 

「在」引進的是「終點

格」，表示的是某種事物

通過某動作而到達該處。 

各「在」 「在 1A」 「在 1B」 「在 1C」 「在 2C」 

語法意義 引介整個事件發

生的處所 

引介某動作發生

之處所 

引介某狀態呈現

之處所 

引介某事物達到之處所 

句式 「A 式」 「B 式」 「C 式」 

分佈 介詞短語位於主

語前 

介詞短語緊接在

動詞前 

介詞短語出現在動詞後 

「在 +處所詞」

在句中出現的位

置 

「在+處所詞」

+NP+VP 

NP+ 「在 + 處所

詞」+VP 

NP+VP+「在+處所詞」 

例句 在院子裏，爸爸

種了很多粉紅色

的花。 

媽媽在廚房裏煮

麻辣鍋。 

爺爺在醫院裏死

了。 

外婆在沙發上躺

著。 

青蛙跳在荷葉上。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的篇章功能的篇章功能的篇章功能的篇章功能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的管轄範圍的管轄範圍的管轄範圍的管轄範圍 

 從筆者的觀察下發現，對「在＋處所詞」的語義管轄範圍來説，一

般管界範圍可大可小，這取決於「在＋X」在句中所出現的位置。根據很

多學者的研究。張漢民和徐赳赳（1992）也曾經指出「在＋處所詞」出

現在句中不同的位置的三項基本句式的管轄域範圍大小不同。根據筆者

收集到的語料，可見當「在＋處所詞」在單句中，不管出現在句首、句

中或句尾，其語意轄域與謂語部分具有直接的關係，最起碼「在＋處所

詞」都會管轄到句中的動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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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有一次，臺視來採訪我，採訪車停在在在在我家門口，引來了一大堆村

  民圍觀。     （平衡語料庫） 

（238） 由於當時本地人仍以教室隔成房間，他自己也時常將桌椅拼一拼

  將就著睡，天冷就躲在在在在壁櫥中，生活過得很艱苦。  

        （平衡語料庫） 

（239） 最大動力是，商家發現牛肉麵可為，於是各出奇招，把家鄉味加

  在在在在麵中，因而造成各家百花齊放的現象。（平衡語料庫） 

（240） 一個小小的生命初到人世，是我們成人對生命的要約，當孩子抱

  在在在在父母的懷裡，我們看到的總是充滿生命活力的笑容。 

        （平衡語料庫） 

（241） 他讓座是因為老師在在在在旁邊站著，讓座的時候希望老師知道他是什

  麼學號，給他加分。   （平衡語料庫） 

（242） 有時客人在在在在店裡翻我的書，我看了很心疼。（平衡語料庫） 

（243） 這一天她到學校，老師也說他在在在在學校常有不乖的行為，因此下午

孩子放學回家，她即責打他。   （平衡語料庫） 

筆者從上述收集到的例子中發現，「在＋處所詞」其語義轄域最少

只管界到同一句子的前後動詞或小句那麽大的範圍結束，無法跨句修

飾，這種管界範圍常見的是「在＋處所詞」的「C 類」句式。像例

（237）至（241）句子，例（237）「我們家門口」管界範圍只在前面的

「停」這個動作爲止；（238）動詞「躲」發生的處所在於「在壁櫥中」

管界範圍沒有延伸到其它分句；同樣於例（239）句的「在麵中」語義範

圍也是只管界到動詞「加」的；例（240）句的「在父母的懷裡」管界範

圍只限定在「抱」這個動詞，語義只指向而限於它前面的動詞，下一句

「我們看到…」沒有發生在「父母的懷裡」的範圍内。例（241）也可做

同樣解釋。 

不僅是位於動詞後的「在＋處所詞」，「B 類」句式結構的管界範圍

大多也限定在緊接著出現在後面動詞成分所表示的動作發生的處所的范

围内。如例（242）、（243）顯明，「翻我的書」與「常有不乖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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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分別是「在店裡」與「在學校」的管界範圍内發生的處所。張漢民

和徐赳赳（1992）指出「C 類」管轄範圍小於「A」、「B 類」，通常只

限於它前面的動詞這一總的傾向。「C 類」的「在＋處所詞」位於「動

詞」之後，因此最廣可包括它前面的動詞本身語義修是動詞本身。筆者

從語料庫收集中發現「在＋處所詞」越往句尾移，其管界範圍越小。因

此通常位於句尾動詞之後的位置「C 類」的「在＋處所詞」的管界範圍比

其他兩類的「在＋處所詞」小。 

不過實際上，「C 類」能管轄到其他動詞的情況雖然極率很少，但也

可以見到。此外，語料中除了「B 類」與「C 類」結構的「在＋處所詞」

的管界明確範圍為它所緊跟著「動詞」之外，這裡的「在＋處所詞」不

在少數管轄範圍延伸到第二或離「在＋處所詞」本身更遠的動詞組，甚

至到下個小句，換言之，更廣，如： 

（244） 她們斜倚在沙發上微笑注視著我，彷彿有些什麼記憶隨著這首歌

又回到了。      （平衡語料庫） 

（245） 他坐在僅容一人的書堆裡忙碌地看幻燈片寫文章，並不時從書海

中準確地捉出參考書翻到查閱的章節頁數，「希望在公元兩千年

能完成《大屯火山博物誌》，但似乎不太可能，」他苦笑著。 

        （平衡語料庫） 

（246） 作者楊寬指出，允許兩邊人戶各自佔有街道十分之一，在門 

 前種樹、掘井、蓋涼棚，此舉同時可以使街道綠化。   

        （平衡語料庫） 

（247） 子女和子女的子女在在在在地上翻滾著快樂的臉兒唱聖詩說英語吃感恩

節火雞。      （平衡語料庫） 

从以上我們所指出的例子可看出「在＋處所詞」所指的意義範圍不

只限於緊跟著它的動詞，如：例（244）的動詞「斜倚」與動詞「注視」

所表示的動作都發生在同一個處所「在沙發上」。例（245）「在書堆

裡」除了是「坐」所發生的處所，也還是「看幻燈片」、「寫文章」與

「捉出參考書翻到查閱的章節頁數」這些活動所發生的處所。例（246）

句處所「在門前」的管界範圍延伸到「種樹」、「掘井」、「蓋涼」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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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分句。在複句中，一個句子由多個分句構成，且多個分句共帶同一個

主語，後續的主語承接前一句的主語而來，統領、管轄其他分句，其語

意轄域可以控制後續的活動，包括各分句出現的同指名詞的代詞化和省

略。「在＋處所詞」這種置於主語後、動詞前，一般指向緊隨其後的動

作發生的處所。「在＋處所詞」出現在承前省主語的分句中，「在＋處

所詞」自然放在動詞前、分句的開頭，表示緊跟其後動作發生的處所。

同一個主語所做的動作都發上在同一個處所「在門前」 。例（247）所指

的動作「翻滾」、「唱聖詩」、「說英語」、「吃感恩節火雞」都發生

在同一個處所「在地上」。可見這裡「在＋處所詞」的管轄範圍可延伸

到所在的小句或下個小句結束。就如張漢民和徐赳赳（1992）所說的，

實際上 「在＋處所詞」的管界不僅止於它所在的小句，也能管轄多個小

句。若由多個動詞組成的句子裡（内含若干個小句）「在＋處所詞」結

構的位置越往句首移，其管界便越大，反之，其管界便越小。 

除了上述論過的例子，筆者從語料中竟然發現有一些例子情況比較

特殊，如以下的例句： 

（248） 前些時，我在在在在電視裡看到有關中央圖書館，修補古書的報導。一

位老先生，已經朽爛，那位老先生該怎麼分辨前後次序？又如果

他能識字，在這數十年修補的過程中，他該能親炙多少偉大的篇

章？       （平衡語料庫） 

（249） 有一天，她在報上讀到一則令人心驚的新聞：嘉義市民族國小四

年級學生，偷她的錢買玩具，也曾逃學。  （平衡語料庫） 

像（248）、（249）上述情況不在少數，從語料庫中出現類似這些

例句的頻率為 46 次，佔了「B 式」的 9.75%。例（248）「在電視裡」管

界範圍之大於「看到」「有關中央圖書館，修補古書的報導」，然後從

「一位老先生」整個事件都是因爲主語「我」所在「電視裡」看到的事

情。例（249）的「嘉義市民族國小四年級學生，偷她的錢買玩具，也曾

逃學」也全是因爲「她」所在「報上」讀到的内容。這類管轄範圍的

「在＋處所詞」與「A 類」結構相似。如： 

（250） 在家裏，林慧在洗衣服，陳永康在打電動。 



第四章          「在＋處所」語料分析與討論 

108 

（251） 在民俗工藝區，張慶彰先生將在在在在現場以傳統的手法和材料，製作

早期的掃帚。      （平衡語料庫） 

（252） 在在在在民俗神話區，吳大仁先生將示範以白笈、拓包、刷子、宣紙、

墨汁等器材，拓印刻在在在在石上的碑文，讓小朋友認識中國文字的奧

妙和金石之美。     （平衡語料庫） 

（253） 我邀請那位女同學到辦公室聊天，還請她和陪她來的同學午餐。

在在在在餐桌上，我問她：「相信妳在學校的作文成績一定很好。」未

料 ，她淡淡一笑：「很爛！」………她很坦然的說：「讀書？誰

不會讀？那裡不能讀？又何必在學校裡讀？以後哪一天我想念

書，都可以！」話是沒錯，但我也………  （平衡語料庫）  

上述我們所列出的例子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在+處所詞」的指向範圍

不只在小句子之内，它也管辖到其他句子的動詞，甚至管轄範圍跨越了

整個篇章。從上述可見，例（250）是有兩個分句構成的，且分句的主語

也不一緻，不過這兩個事件都發生在「家裡」這個處所。例（251）句

「張慶彰先生」所施行的活動與事件全都發生在「民俗工藝區」。例

（252）同於例（251）解釋。兩個例句的管轄範圍，都是管辖幾個小

句。应该注意的是例（253），它顯示了「在+處所詞」管轄範圍廣泛到

整個對話，超越了段落，可看出「我問她」、「她淡淡一笑」包括還沒

結束的對話整串對話都連續處於同一個範圍内的處所「在餐桌上」，處

所短語範圍波及整個篇章。 

最後，在我們討論「在+處所詞」的管轄功能部分。筆者想要提出一

項例，该例句可以顯示「在+處所詞」的篇章層面管轄範圍，此功能可以

大到超越段落或篇章。就像張漢民和徐赳赳（1992）曾指出：「在+處所

詞」能夠管轄到一個相對完整的小故事，一個或幾個相對完整的情節

（episode）。 

（254）  「「「「在在在在回程的火車上，父親為朋友們輕聲唱了一首蒙古民謠，那曲

調的智慧！這生來就優雅高貴的少女，想必是一般平民的子弟只

能在夢裡深深愛慕著的人兒罷。然後父親開始一句一句地教我

唱：「采熱奈痕查干那！查日布奈痕拿日英那！…」。起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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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有點手忙腳亂，又要記曲調又要記歌詞，還不時要用字母或

者注音符號來标记。不過，學習的過程倒是出奇地順利，在萊茵

河畔父親的公寓裡，前年夏天，我只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就學

會了一首好聽的蒙古歌。回到臺灣之後，好幾次，在宴席上，我

舉起杯來，向著或是從北方前來做客的蒙古客人，或是在南方和

我一起成長的漢人朋友高高興興地唱出這首歌。令我自豪的是沒

有唱錯過一個字，也没有唱走调一個音。 

去年春天，和姊妹們約好了在夏威夷团聚一次，有天晚

上，我忍不住給她們三個唱了這首歌。是在妹妹的公寓裡，南國

春日的夜晚慵懶而又溫暖，窗外送來淡淡的花香。她們斜倚在沙

發上微笑注視著我，彷彿有些什麼記憶隨著這首歌浮现在眼前。

姐姐就說：「是姥姥！姥姥很愛唱這首歌。我記得那時候她都是

在早上，一邊梳著頭髮一邊輕輕地唱著這首歌的。」原來，答案

在這裡！姐姐的記憶，填補了我生命初期的那段空白。我想，在

我的幼年，在那些充滿了陽光的清晨，當姥姥對著鏡子梳頭的時

候，當她輕輕哼唱著的時候，依偎在她身邊的我，一定也曾經跟

著她一句一句唱過的罷？不然的話，怎么可能學得這麼容易、這

麼快？我忽然安靜了下來，原來，答案藏在這裡！轉身慢慢走向

窗前，窗外花香馥郁，大地無邊靜寂，心中不知道是悲是喜。一

切終於都有了解答。原來，此刻在長路的這一端跟著父親學會的

這首歌，我在生命初啟程的時候曾經唱過。 

可看出例（254）中的「在回程的火車上」是人物「我」所處於的處

所，當「我」回想到以前發生過的那些很多事情，「我」還是都一直處

於「回程的火車上」該處所沒有位移。可見，在這個例句的最後一段事

情都又返回到「火車上」。這個例子明確的指出「在+處所詞」能夠管轄

到一段落或超過一段落的長度，尤其是「在 1A」句式。 

綜上所述，「在+處所詞」的管轄範圍可大可小，可以是一個小句，

也可以是幾個句子，一個段落，甚至跨越了段落的邊界管轄到整個篇

章，這取決於「在+處所詞」所出現在句中的位置。筆者同意張漢民和徐

赳赳（1992）的看法，他們認爲「A 類」的「在+處所詞」的管界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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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類」的管界最小，可以寫成如下序列：「A 類 > 「B 類」 > 「C

類」。因此本文認爲「在＋處所詞」 結構在句中和篇章中的位置同管界

的大小有密切關係。 

 

二二二二、、、、信息焦點信息焦點信息焦點信息焦點 

漢語在語言類型的區分上是屬於主題突出型的語言。根據漢語的信

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我們可將句子分爲主題（話題）與述題

（説明）。一般而言主題（Theme）會位於述題（Rheme）的前面，是整

個句子内容述説的對象（what the sentence is about），傳達了「舊信息」

或「已知信息」，而述題則是位於主題的後面，是講述主題的部分，傳

達了「新信息」或「新知信息」。從上述的解釋可得知，句子中的主題

通常位於句首的位置，而述題則處於句子的尾部。（趙元任，1968） 

漢語中出現在句首的成分代表的是「舊的信息」，而出現於句尾的

成分則大多表示「新的信息」，這種原則可稱之爲「從舊到新（from old 

to new principle）」的原則。依照此原則，我們可以總結出主題經常出現

於述語之前，即句首位置；而有時候評論可以包含主語，所以主題又經

常出現於主語之前38。這是漢語的信息排序原則。带着以上的总结，我們

来看以下的例句： 

（255）在在在在電腦前小朋友望著綠色大恐龍。  （平衡語料庫） 

（256）林政宏在在在在他們公司設計了三套軟體。 （平衡語料庫） 

（257）弟弟睡在在在在母親親手編織的搖籃裡。  （平衡語料庫） 

上述例（255）至（257）句顯示了不同句式的「在＋處所詞」在信

息結構上都具有不同的話題與述題的成分这个信息。例（255）句是「A

式」構式，其句式結構為「在 X＋NP＋VP」，從信息結構的視角來説，

「在 X」是整個句子的話題，「NP＋VP」是對話題的評述，是述題。因

此，這個例句的「在電腦前」是主題，傳達了舊信息，後敍成分「小朋

                                              

38 湯延池，《漢語詞法句法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10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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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望著綠色大恐龍」則是述題，傳達了新信息。顯然（255）句中的「在

電腦前」是「小朋友望著綠色大恐龍」整個句子内容述説的對象。例

（256）句是「B 類」的「在＋處所詞」，這個句子中「林政宏」是已知

信息，「在他們公司設計了三套軟體」是新知信息。例（257）「NP-弟

弟」是話題，後敍「VP＋在＋處所詞」「睡在母親親手編織的搖籃裡」

的部分是對這個話題的評述，即述題。 

據説，主題常出現於句首，因此「A 類」的「在＋處所詞」就自然具

有「主題標誌」（topic marker）的功能，筆者在蒐集語料中發現，多半

「A 式」的「在＋處所詞」經常是多個分句共同的話題，充當後敍分句内

容述説的對象。如趙元任（1968）曾指出主題是談話的話題，通常為句

子的主要陳述（main predication）提出空間、時間的背景。出現於句首的

時間或處所狀語應視爲主題，因爲這些狀語具備了主題的一切要件（趙

元任，1968）。這種「A 類」句式有利於敍事地點的確定，並且可以引出

話題，例如： 

 

（258） 在大陸，人家總愛和你聊臺灣，這說好說壞都有顧忌，真是彆

扭 極了。     （中研院語料庫） 

（259） 在印尼，華人會和印尼人通婚的情形並不多見，一方面是許多華

人結婚後如何養家活口，未來小孩的生養、教育經費更是問題。

       （中研院語料庫） 

（260） 在辦公室裡，這種品質成本可能更高。因為我們沒有用心第一次

就把事情做對，所花費在與品質有關事項的成本，我們必須要創

造出２倍到３倍的營業額。   （中研院語料庫） 

（261） 在報平安的電話中，線路那頭的石太太忍不住表達了她的不平：

你孩子都不要了跑回臺灣，我在加拿大受了那麼多苦，結果還被

別人懷疑，真是荒謬。   （中研院語料庫） 

（262） 在民俗工藝區，張慶彰先生將在在在在現場以傳統的手法和材料，製作

早期的掃帚。     （中研院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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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a．他在火車上遇見了張漢明。 

  b．在火車上，他遇見了張漢明。 

上述的例句很明顯的指示，「A 類」句式的「在＋處所詞」的確利於

敍事地點的確定，並且可以引出話題。如例（258）句的「在大陸」、例

（259）句的「在印尼」、例（260）句的「在辦公室裏」、例（261）句

的「在報平安的電話中」與例（262）句的「在民俗工藝區」都自然具有

「主題標誌」（topic marker）的功能，是引出後段分句的信息的話題，

是充當後敍分句内容述説的對象。表明「A 類」句式的「在＋處所詞」具

有「主題標誌」（topic marker）的功能得更清楚的例句就是例（263）

句，可看出第（263）例的（a.）句之「在火車上」在句中只扮演動詞

「遇見」的狀語，即修飾動詞「遇見」，但（b.）句的「在火車上」則當

整個句子的談話對象，是主要陳述（main predication），為整個句子提出

空間範圍的背景，被視爲主題。 

漢語的信息排序遵守「從已知到新知」、「從舊到新」這個原則。

根據功能語法的信息焦點原則（informational focus），焦點（focus）是

新信息中最重要的部分。若我們按照「從已知到新知，從舊到新」的原

則，那麽通常最新的信息就位於句尾的位置，這就是句子的焦點。這就

是自然焦點，即句尾焦點（end focus）。 

「在+處所詞」不同的句式的確有著不同的焦點。「B 類（在

+X+VP）」被關注的焦點在於「VP」成分，而「C 類（VP+在+X）」突

出的自然焦點是「處所」。換句話說，「B 類」的「在+處所詞」的焦點

處於「動作行爲」，而「C 類」的焦點則關注在「某事物或某動作行爲所

達到的處所」。這種「在+處所詞」不同句式不同焦點是篇章中傳達信息

的一個重要手段。 

（264） 「有時客人在在在在店裡翻我的書，我看了很心疼，」林漢章表示，舊

書相當脆弱，許多人都有這種「不良嗜好」，沈默寡言的林漢章

通常只能「看在眼裡，痛在心裡」。  （平衡語料庫） 

（265） 最起碼，那不是寫在在在在桌子和紙上，而是刻在在在在心上啊！  

         （平衡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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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同時由於環境很單純，百餘位師生整天生活在在在在山上，空氣新鮮，

又沒有來自外面世界的誘惑，自然能夠全心……   

        （平衡語料庫） 

（267） 爸爸要我們仔細看，到底是哪裡畫得好。我站在在在在這幅畫前面一直

看、一直看，蒙娜麗莎也一直對我笑。  （平衡語料庫） 

 

例（264）句可看出林漢章覺得「心痛」就是因爲客人「翻他的書」

而不是因爲客人「在店裡」，因此這句話採用了突出「動作（VP）」的

「B 類」構式。接著討論例（265）句凸顯「處所」的「C 類」句式，發

話者所要傳達的信息就是否定「某處所」，然後説明了另一個「處

所」。例（265）句的焦點落在「處所」上，不是動作。兩個對照的分句

否定語域在於處所「桌子和紙上」。爲了了解的更清晰，我們將例

（265）句重新編寫為「不是在桌子和紙上，而是在心上！」這樣就是説

話人所要表達的信息。因此這句話説話人的確關注的是「動作行爲達到

的處所」，因此採用了「C 類」結構。繼續看第（266）的例句。爲什麽

例（266）句採用「C 類」的「生活在山上」而不是「B 類」的「在山上

生活」呢？和後面「空氣新鮮，又沒有來自外面世界的誘惑，自然能夠

全心」相呼應，所以就要強調前敍焦點處所「山上」，這就是要敍述處

所「山上」的好處，可見這句話的選擇「C 類」爲了能表達一個完整的自

然焦點「處所」。（267）句也是一個相當有趣的例句，可看出前一句是

爸爸讓他仔細看蒙娜麗莎這幅畫，因此他才要走到蒙娜麗莎畫前面。這

句子使用了「C 類」句式也是爲了強調「地點」的位置。我們現在討論最

後兩個例句： 

（268） 祖先就在石板下魯凱和排灣族一樣都是行室內葬，顧名思義就是

把死人埋在在在在石板屋底下，他們傳統的觀念認為，「自己的祖先又

不是動物，為什麼要葬在在在在野外，任其受風霜之苦」歐威尼解釋。

埋葬的方式是把死人朝日落處，因為魯凱族人相信，人的死亡有

如太陽西下。墳墓就在石板底下，儘量挖深以免臭氣外洩而致家

人對死者的不滿。    （平衡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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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其實，具體而微的經驗我也在在在在臺灣遇過，二十年來，年年都會赴

陽明山的花季，但只有一次—也許每年就只在幾天間，適逢櫻花

與杜鵑怒放，一棵棵集有千萬朵花的大叢杜鵑，散處在在在在櫻花林

下，置身其中，竟發覺那絢爛風華會使人如飲醇酒般，有再也沒

見過這種情景了。    （平衡語料庫） 

 上述例（268）這一段從「行室內葬」這個話題開始。可見，整段

落都是在討論爲什麽不把屍體埋在「在野外」，而埋在「石板屋底下」

这个處所。很明顯的就是「把死人埋在石板屋底下」與「為什麼要葬在

野外」兩個句子關注的焦點是「處所」，因此有必要使用突出句尾焦點

「處所」的「C 類」。例（269）中的前句「我也在臺灣遇過」此句子的

焦點的確處於「遇過」，強調的是動作行爲。「在臺灣遇過」一方面是

要展開「我」曾經「遇過」什麽樣的事情。主語是將要準備敍述一種讓

他记忆深刻的情景，因爲他「遇過」。接下來，後句的「散處在櫻花林

下」突出了句尾焦點「櫻花林下」，焦點在於説明某物到達的地點「櫻

花林下」，而不是落在別的地方或沒有漂走。它與前敍「一棵棵集有千

萬朵花的大叢杜鵑」产生了關係，爲了下一句説明最讓他感到心動的。

然後進一步描述那片櫻花林的魅力讓他難忘。爲了引介説話者的感覺。 

經過一番研究我们可以總結出，「在＋處所詞」不同的構式分別具

有不同的表達信息焦點功能。「A 類」句式通常由舊的信息充當句子的主

題，焦點落在後面整個分句的事件；「B 類」「在＋X＋VP」句式的自然

焦點處於「動作（Verb Phrase）」；而「VP＋在＋X」的「C 類」結構則

關注突出的「處所」。 

 

三三三三、、、、前景與背景前景與背景前景與背景前景與背景 

背景和背景指示表達功能，跟語義焦點不是一回事。在一個句子

裡，除非要表達言外之意，一般只有一個最重要的信息，那個最重要的

信息就是句法上的前景，其他的信息都是背景信息。換言之，顯著程度

越高的語義角色就越傾向於前景，越低則越傾向於背景。本文中接著探

討「在+處所詞」在語篇中具有的前景与背景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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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分析討論「在+處所詞」在篇章功能过程中不斷地發現，句式結

構不同的「在+處所詞」會影響到它本身所擁有的獨立功能。「A 類」與

「B 類」通常表述前景性的主體事件，「C 類」通常引入主體事件的空間

處所，提供一個背景事件。我們進一步以陳忠（ 2005）、陳昌來

（2000）和湯廷池（2007）的观点来解釋爲什麽通常帶著舊信息的主題

標記「A 類」句式具有表述前景功能。他們指出，在一般情況下，出現在

句首為的主語，以名詞性成分最為常见，為小句中的前景，這點由觸發

後續動作的施事最能明顯看出。小句中的主題雖然是舊的信息，但做為

整個小句談論的對象，而成為前景。若小句中出現了信息焦點標誌，表

示作者採用了有標的方式將強調的焦點標示出來，因此這類型的小句以

焦點標誌所強調的成分為前景（陳韻竹，2008：43）。以下我們一步一

步地觀察「在+處所詞」的篇章中前景背景的功能。 

 

（270） 人生來就是悲，受苦比享樂的時間還多，不管在生時風光﹑落

魄，最後的結局都一樣。終其尾躺在地上一定有人為你哭。 

        （平衡語料庫） 

（271） ……「我少說了十歲的年紀」，聲音洪亮的李太太笑著說。只看

李阿躍在在在在一旁緊張地解釋「我沒騙妳，我說的年是民國，不是公

元」。       （平衡語料庫） 

（272） 爸爸要我們仔細看，到底是哪裡畫得好。我站在在在在這幅畫前面一直

看、一直看，蒙娜麗莎也一直對我笑。  （平衡語料庫） 

（273） 我們開始輕鬆閒聊，聊到去年她們全家郊遊，回家掃墓，在在在在高速

公路上被開罰單。當車子行駛在在在在信義路上，碰到黃燈，爸爸猶豫

了一下，快速通過，小瑛笑了。   （平衡語料庫） 

（274） 由於當時本地人仍以教室隔成房間，他自己也時常將桌椅拼一拼

將就著睡，天冷就躲在在在在壁櫥中，生活過得很艱苦。  

        （平衡語料庫） 

（275） 此刻的我，站在在在在原鄉的土地上，喝著原鄉的酒，面對著原鄉的

人，我忽然非常…     （平衡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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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 其實，具體而微的經驗我也在在在在臺灣遇過，二十年來，年年都會赴

陽明山的花季，但只有一次—也許每年就只在幾天間，適逢櫻花

與杜鵑怒放，一棵棵集有千萬朵花的大叢杜鵑，散處在在在在櫻花林

下，置身其中，竟發覺那絢爛風華會使人如飲醇酒般，有再也沒

見過這種情景了。     （平衡語料庫） 

（270）「C 類」的「在+處所詞」作爲連動結構的前件成分出現時，

提供背景信息。此例句「躺在地上」是句子的背景，突顯的前景才是

「一定有人為你哭」是發話者有意傳達的目的。同樣是連動結構的句子

的例（271）的「躍在在在在一旁」與（272）的「站在在在在這幅畫前面」是背景信

息，而「緊張的解釋」與「一直看」是前景信息。現在接著看例（273）

句。例（273）句的前一句最凸顯的確是「在高速公路上被開罰單」，它

是前句的前景，表達了具有獨立的事件性，因此這句使用「B 類」表述前

景性的主體事件是合適的。例（273）的後一句「當車子行駛在信義路

上」使用「C 類」結構表達。據説，「C 類」構式的語篇功能主要在於提

供一個背景事件，為後敍的主體事件引入事件發生的空間處所。可見，

這句的「行駛在在在在信義路上」是背景景，明顯地給後敍「碰到黃燈，爸爸

猶豫了一下，快速通過，小瑛笑了」提供補助信息，相當于後敍的修飾

語成分，表示因車子行駛在在在在信義路上整個後面的事情才發生，「碰到黃

燈，爸爸猶豫了一下，快速通過，小瑛笑了」都是前景。 

繼續討論例句中的其他句子，第（274）例句「躲在廚房中」提供的

是背景信息，其主要的語篇功能是補助一個評述，爲了引入主體事件的

空間處所「生活過得很艱苦」。可看出其實例（275）「此刻的我，站在

原鄉的土地上，喝著原鄉的酒，面對著原鄉的人」這一段都是前景，它

引進了「我忽然非常……」这个所要抒發感情的主要事件，在這個例子

的「此刻的我，站在在在在原鄉的土地上，喝著原鄉的酒，面對著原鄉的人」

充任前景信息，相当于後序狀語。張國憲（2010；429）曾指出，作爲獨

立的事件結構「B 類」句式的敍述性要高於「C 類」，「C 類」比較傾向

於作爲描寫句及陳述句來使用。例（276）中的「在臺灣遇過」很明顯表

述前景性的主體事件，主要是要表示這種所要講的事情他也曾經「遇

過」，一方面展開「我」曾經「遇過」什麽樣的事件。後句的「散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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櫻花林下」與前句「一棵棵集有千萬朵花的大叢杜鵑」产生了關係，爲

了下一句説明最讓他感到心動的事件。「散處在櫻花林下」而沒有漂走

或滿花開在樹上。然後進一步描述那片櫻花林的魅力讓他難忘，的確起

到了引入後面主體事件的空間處所的作用，提供一個背景信息。 

 

陳忠（2005：287）列出了充當句法前景的語義角色的優先順序，如

下： 

施事＞感事＞工具＞終點／起點／處所＞對象＞受事 

 

陳忠（2005）、陳昌來（2000）和湯廷池（2007）等都認爲具備空

間信息（如處所、地點）的小句按照八項前景背景特徵進行比較，具備

較多前景特徵的名詞性成分為前景。其餘的小句則以名詞性成分的語義

角色及和動詞之間的關係為標準。總之，在單一小句「在＋處所詞」在

句子成分中具有非常態表前背景的功能。當在敍事語篇中在具體語篇中

常態充當「前景」。這與屈承熹（2009）的看法大致相同。屈指出，在

現代漢語中，狀語總是背景信息，而補語總是前景信息。在語義上，根

據表達需要，背景信息也可以成爲焦點信息。因此位於前置位置上的介

詞結構是背景部分，而位於後置上的介詞結構的前景部分。例如以下

（277a）「在床上」為「前景」，例（277b）「在床上」為「背景」。 

（277） a．他在床上躺著。 

  b．他躺在床上。 

總而言之，我們分析討論實際語料後發現，「在+處所詞」在句中出

現在不同位置，會影響到篇章中前景與後景的功能。如張國憲（2010）

指出在不同句式中「A 類」與「B 類」語篇作用在於表述说话者談及的主

體論題，即表述前景性的主體事件。而「C 類」通常引入主體事件的空間

處所即提供一個背景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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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的銜接與連貫功能的銜接與連貫功能的銜接與連貫功能的銜接與連貫功能 

本文現在要从系統功能語言學（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视

角來分析討論其語篇上的「在+處所詞」的銜接與連貫功能。 

在篇章分析過程中，銜接（Cohension）和連貫（Coherence）是語篇

研究中兩個重要概念。銜接性體現在篇章的表層結構上，語句以某種方

式前後連接，銜接屬於形式方面的問題，是有形的、存在於篇章表層

的；連貫性是構成篇章的語句在邏輯意義上要前後貫通，連貫屬於語意

方面的問題，它不僅僅是意义的连接，更是意义一致性的体现，是無形

的、隱匿於篇章深層的，連貫性被認為是使文章獲得統一性的重要前提

條件。 

Halliday（2000）認為銜接包括兩大類：語法銜接（grammatical 

cohesion ） 和 詞彙 銜接 （ lexical cohesion ）兩 種 。前 者 通過 照應

（ reference），替代（ substitution），連接（ conjunction），和省略

（ellipsis）五種常用的連接手段實現；後者則包括（reiteration），同義性

（synonymy），上下義（hyponymy）和搭配（collocation）三种。四種常

見的連貫手段分別是篇章指示語、詞彙連貫、篇章類型和篇章模式。換

言之，語篇銜接是通過明顯的詞彙和語法手段等來連接一連串的句子或

話段表層結構形式實現的，而連貫是通過句子或語（utterance）之間的語

義或功能關係實現的（苗興偉，1998）。 

總之，銜接與連貫的作用都是保障語篇內容的自然流暢。銜接在連

接句子的同時，也產生連貫的重要條件。 而連貫則是語篇或話語內深層

的語義或功能關係。如 Halliday&Hasan（1976）所認爲銜接只是實現連貫

的一種典型手段，有銜接不一定會產生連貫，它只是必要條件，而不是

充分條件；但連貫的語篇必然是銜接的，不銜接的語篇必然不會連貫。 

我们發現「在＋處所詞」可以起到在篇章中上下銜接與連貫的作

用。根據我們上述的論點，「A 式」的「在＋處所詞」通常是句子的主

題，自然是後面整個句子的話題。據筆者的觀察，之所以句首「在+處所

詞」是整個話題鏈的起點，是後面多個行爲、事件發生的共同處所，是

因爲此句首的「在」的管界範圍能管界到一個單句、複句、整個語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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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跨越段落的邊界，可以充當共同的環境背景，是一個事件、多個事件

或多種情況發生的共同處所。因此通常「A 類」的「在＋處所詞」統領各

個分句，起到管界作用，其語意轄域可以控制整個話題鏈。此管界作用

使「A 類」的「在+處所詞」具有敍述性，起到敍述的作用。這種功便於

敍述描寫，因此從語料庫中會經常發現以「A 類」這種方式来进行的敍

述。如： 

（278） 在榮家裡，一個房間四張床，來自東南西北，進入榮家之前又各

自 …………，聲音一大往往就起衝突。 （中研院語料庫） 

（279） 在大陸，人家總愛和你聊臺灣，這說好說壞都有顧忌，真是彆

扭 極了。另外好的衣服、飾品也不能穿、不能戴，還是在臺灣輕

鬆多了。     （中研院語料庫） 

（280） 在冠縣，最流行的禮品是女子買紅背心送給哥哥或弟弟，據說這

樣可以為兄弟消災。黑龍江的哈爾濱也流行這類「商業謠言」。

       （中研院語料庫） 

（281） 在印尼，華人會和印尼人通婚的情形並不多見，一方面是許多華

人結婚後如何養家活口，未來小孩的生養、教育經費更是問題。

       （中研院語料庫） 

（282） 在台灣，社會上對教授的需求很大，如商界、政界等，都常需

要 有三種調配時間的方法，一是把上課進度加快，把上課內容在

有限時間內抓重點、多作說明；二是調整上課時間…………；三

是與同學溝通，把課調到大家有空的時間。（中研院語料庫） 

從信息結構上看，漢語信息排列原則「從舊到新」，A 式中的「在
1+處所」成了整個句子的話題，「NP+VP」是對話題的評述，是述題，

句首「在
1+處所」作爲話題，可以成爲後面幾個小句的話題。「A 類」

的「在+處所詞」引進的是新信息。「在+處所詞」後面引出新信息、新

主題，擴展新的内容範圍，前後主題轉換。篇章中「在+處所詞」放在句

首有「引起話頭」和統領後句的作用，如上述討論過的例句。用「A 式」

的「在+處所詞」來表示這一幕發生的一連串事件都在這個處所發生。因

此句首表處所短語「在+處所詞」就可以起到引進新話題，加強上下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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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銜接的作用。前接句中的主題，後續句的主題轉換為新的主題。

如： 

（283） 在民俗工藝區，張慶彰先生將在在在在現場以傳統的手法和材料，製作

早期的掃帚。另外，在在在在民俗神話區，吳大仁先生將示範以白笈、

拓包、刷子、宣紙、墨汁等器材，拓印刻在在在在石上的碑文，讓小朋

友認識中國文字的奧妙和金石之美。在在在在民俗童玩區，還有謝金鑑

先生教小朋友製作蝴蝶風箏等………………。（平衡語料庫） 

（284） 今天在中國大陸，佛教、道教或天主教等宗教都是被允許的信

仰，然而宗教與迷信之間，大陸政策基本上是不禁止卻也不鼓

勵。因此在福建、廣東等閩南省份之外的媽祖廟，大多仍是荒廢

無香煙祭拜 。    （中研院語料庫） 

「在＋處所詞」統領各個分句，起到管界作用。兩個「在＋處所

詞」，通常比較小的處所處於範圍比較大的處所之内。如以下句子： 

（285） 明代以後，在江南城市中，一般市民在狹小的空間一樣追求園林

的情致，也使園林長久來美化與保護了水源，開闢為公園、遊覽

勝地，常常成為百姓同樂之處。  （中研院語料庫） 

（286） 在福州，人們在地上灑水驅熱，但高溫之下，水一落地就化為蒸

氣。      （中研院語料庫） 

筆者研究多條語料發現篇章中銜接的作用，就是句中採用同類的句

式，一方面是讓句子整齊，一方面爲了突出強調表達句式焦點效果。此

種用法自然地使讀者心理產生了一種對照的感覺，因此自然起到對照作

用。 

（287） 廿四小時營業的牛肉麵店，生意不惡。而來來飯店的牛肉麵不放

在在在在川菜館，卻放在咖啡廳。   （中研院語料庫） 

（288） 快來吧，讓紅插在在在在你頭上，那堵牆；讓綠穿在在在在你身上，那片瓦。

      （中研院語料庫） 

（289） 看在在在在眼裡，痛在心裡。   （中研院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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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 做了七年的教育訓練工作，站在台上這麼久，早已忘了坐在在在在台下

的感覺，這三天的課程又重拾七年前剛由部隊退伍時的感覺。 

       （中研院語料庫） 

（291） …竟都可以成為一種迎接季節風華來臨的準備，而生命也在這最

美的季節，將積蓄一年的能量化成最動人的生活樂章。於是，在在在在

大草原上蒙古人詠嘆天地，既歌且舞；在在在在楓紅櫻海中，日本人風

流倜儻、飲酒賦詩。    （中研院語料庫） 

（292） 結婚前，我就知道他在臺灣是作苦工的，不是什麼大老板。他在在在在

飯店當清潔工，在大廈當管理員，住的是違章建築。  

       （中研院語料庫） 

（293） 你可以和家人或朋友組隊，一起在在在在地上用粉筆臨摹名畫，或者只

是在在在在旁觀賞。     （中研院語料庫） 

顯然，這種採用相同的構式來描寫的用法，會強調上下文之間產生

相互照應、對立的感覺，結構上的同一種類會發揮重要的話語銜接的作

用，也間接地使讀者產生了節奏感。 

我們在平衡語料庫中觀察到以下例句。筆者要說的這種篇章功能使

用情況是，在句中提起多次話題，重複擧提相同的話題，但後敍展開的

是不同的新信息，不斷的提供了新信息。此類銜接作用使整個篇章的語

義連貫起了強調性作用，多使用在「A 類」句式。這種現象體現了「A

類」的「接續性功能」。 

（294） 在在在在泰國，性別可以自己選擇。在在在在泰國，只要新台幣十三萬元，就

可以讓一個男人變成女人。   （中研院語料庫） 

（295） 在在在在中國，貪污不是問題。如何貪法怎樣污法、要多少以及怎樣要

才養肥了中國，使她長成一個世界超級貪污強國，睥睨港臺蒼

生。在在在在中國，貪污真的不是問題，反倒是一種權力的體現、實踐

和驗證。所以，在那裡，權大官大的大貪，權小官小的小貪，身

繫絕對權力的更是要緊，還有千千萬萬個陳希同會站起來。那位

荷蘭先生說得對，在在在在中國，不給賄款，什麼也做不成。  

       （中研院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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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在在在在辦公室裡，所有產出的產品也需要「供應者」在工廠裡，我們

要靠供應商提供原料、零件或是服務才能製造產品。在在在在辦公室

裡，這些原料則是由內部「供應者」以資訊、文件、物資訓練或

是專業服務（如電腦程式運算）等方式來提供。同樣地，在辦公

室 的 供 應 者， 必 須按 照 下 游 「客 戶 」的 需 要 ， 提供 正

確…………………………。   （中研院語料庫） 

（297） 有一些顧客會帶諾可去鄰近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旅遊，在在在在

那裡，她很快樂，因為這給了她一個機會去領略東南亞現代化多

元豐富的社會面貌，而在在在在那兒她也能利用一個新的身份去展開一

個新的生活。     （中研院語料庫） 

除了上述的例句，語料中還顯示了一種類似的篇章中的功能。就是

「在+處所詞」的話題轉換（topic-switching／ending）。這種轉折功能起

對比性作用。这里說的「話題轉換」指的是，語義不同的句群連接在一

起，其自然起相對作用，整個語段在語義上密切關係，結構上相互關

聯，組成一個整體。筆者觀察后發現，這類用法中會出現轉折詞「而

在」、「但在」這種詞語在「在+處所詞」之前，是爲了轉折銜接上下文

而展開新的話題，又爲了起到標誌變化的作用，使读者感覺到上下文有

了變化。 

（298） 由於她經常在在在在美國世界日報寫作「海內海外」專欄，而「我看女

性」也在該報轉載，所以兩人一談起話來非常契合。  

      （中研院語料庫） 

（299） 在歐美國家，大學教授除教學、學術研究外，也要兼有社會服

務。而在台灣，社會上對教授的需求很大，如商界、政界等，都

常需要 有三種調配時間的方法，一是把上課進度加快，把上課內

容 在 有 限 時間 內 抓重 點 、 多 作說 明 ；二 是 調 整 上課 時

間…………；三是與同學溝通，把課調到大家有空的時間。 

       （中研院語料庫） 

（300） 「資賦優異的學生為什麼在國內的教育環境中，常備受挫折？到

了國外才能開花結果？」這許多關心教育人士，尤其是許多資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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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父母一致的問題；但在美國，許多資優班的老師也同樣的好

奇：「為什麼資優班的學生………  （中研院語料庫） 

根據筆者的了解，後續轉折内容，或使用表示轉折的連詞，前後語

義同一個範圍内表示相反，突出強調轉折焦點，起對比作用。 

有時候在語篇中話題相同的或者主語相同的情况下，就可以省略主

語，話題自然展開。簡單的說，後續句的主語承接前一句的主語而來。

這類情況，通常主語是放在第一分句中，管轄到後續的分句，這麽一來

就可以直接省略這個已知信息的主語了。如以下例子： 

（301） 從事運輸業的何先生，一九八九年進入大陸，（）在在在在桂林投資旅

館業、又在北京投資運輸業。  （中研院語料庫） 

（302） 現切牛腿肉，（）放在在在在煮好的麵上，沖上由雞骨、中藥、蝦油、

魚露等熬成的高湯。    （中研院語料庫） 

（303） 幼稚園中，坐在小椅子上的新加坡孩子，（）在在在在電腦前望著綠色

大恐龍；中學教室裡，學生透過網路，查資料、在在在在海灘、養老院

中，學生認真清掃，用行動培養關懷與合作；新加坡如何在在在在教育

中培養下一代？明天的新加坡孩子。 （中研院語料庫） 

可看出以上的例句，其語意轄域可以控制整個話題鏈，包括在句中

省略的同指主語，這種作用便於統領及管轄其分句。 

我們以下要接著探討就是「在＋處所詞」的關聯作用。這指的是在

自然段開頭的「在＋處所詞」即承接上文又引出下文，使上下文銜接，

從而使文章顯得緊奏这个特点。既是對上文所提到的事情的總結，又是

引起下文的題頭，起著承上啓下的作用，以位於兩句之間或尾句句首爲

宜。如： 

（304） 有一些顧客會帶諾可去鄰近的國家如馬來西亞、新加坡旅遊，在在在在

那裡，她覺得很快樂，因為這給了她一個機會去領略東南亞現代

化多元豐富的社會面貌。   （中研院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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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花崗岩雕刻的媽祖、關公、觀音神像，或坐或站地等待買主。在

東沙村裡，村民趕著小型的馬隊往城裡跑去，在這兒從前就以製

作神明出巡時載放神明牌位用的神馬著名。（中研院語料庫） 

（306） 女子中學更將學生與資訊科技的關係，由接觸提升到相處。在在在在女

中新遷的校園中，不僅有網際網路連線供學生使用，還有電腦，

而且所有的教室都有和學校圖書館連線的電視螢幕。老師只要在

教室按個鈕，圖書館的科學、戲劇影片，就出現在教室前方的螢

光幕上，成為課程的一部份。  （中研院語料庫） 

（307） 石滋宜本來不想讓遠在加拿大的太太知道他辭職之事，但是世界

日報卻把它登出來了。在報平安的電話中，線路那頭的石太太忍

不住表達了她的不平：「你孩子都不要了跑回臺灣，我在加拿大

受了那麼多苦，結果還被別人懷疑，真是荒謬。」         

       （中研院語料庫） 

（308） 新加坡總是要求學生早點起跑。為了不輸在在在在跨入資訊科技世紀的

起點上，多數新加坡學校都提早為學生暖身助跑。許多小孩從幼

稚園就開始和電腦打交道。在在在在馨樂園幼稚園，教數學的助理，是

電腦教室裡的綠色大恐龍。   （中研院語料庫） 

从上述的例句可见，主題可以承接前面的話題，如我們所知，信息

結構的信息排序為「從已知到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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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由上可見，「在+處所詞」具有以上幾項的篇章功能。本文主要在

「管轄範圍」、「信息焦點」、「前景與背景」及「銜接與連貫功能」

四個層次為討論參考。本文大致以下圖所示。 

管轄範圍管轄範圍管轄範圍管轄範圍

信息焦點信息焦點信息焦點信息焦點

前景與背景前景與背景前景與背景前景與背景

銜接與連貫功能銜接與連貫功能銜接與連貫功能銜接與連貫功能

 

【【【【圖圖圖圖 154-5】「】「】「】「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篇之篇之篇之篇章功能總結章功能總結章功能總結章功能總結圖表圖表圖表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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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現現現現代泰語處所表代泰語處所表代泰語處所表代泰語處所表達達達達法法法法探討探討探討探討 
    

本章的主要探討泰語處所的表达方式,找出與現代漢語「在＋處所

詞」介詞短語的对应形式，为了便於进一步探讨，笔者在本章第一節首

先探討現代泰語表處所用法的系统特徵。第二節再進一步找出現代泰語

對應於現代漢語介詞「在」的語意與功能的概念，以現代漢泰詞典、泰

漢詞典以及泰泰詞典為主要參考書目，找出現代漢語「在＋處所詞」介

詞短語在泰語中的对应词语。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論説現論説現論説現論説現代泰語表處所形式與類型之界定代泰語表處所形式與類型之界定代泰語表處所形式與類型之界定代泰語表處所形式與類型之界定
————————以介詞以介詞以介詞以介詞「「「「ˈ̍̍̍tʰîi」」」」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本文討論現代泰語表處所形式與類型之界定，針對泰籍漢語學習者

編寫的《漢泰詞典》、《泰漢詞典》等，發現詞典中都是把介詞「在」

翻譯為泰語介詞「ˈtʰîi」。介詞「ˈtʰîi」被視爲泰語中最具代表性的表處

所的介詞，並且是對應於現代漢語介詞「在」的介詞。在筆者考察的文

獻中發現，在漢語中，皆為以「在＋處所詞」為主要表現形式，以泰語

來翻譯的漢語「在+處所詞」字句，大部分的句子並非是用「ˈtʰîi+處所

詞」來應於「在+處所詞」，泰語中各個相應形式差異不大，大致集中在

以幾種不同的形式來對應漢語「在+處所詞」的结构。因此在本節討論泰

語表處所形式的語義句法，在「現代泰語表處所的形式」軸上盡量找出

泰語中表處所的方式，也分析漢語「在」對應泰語非「ˈtʰîi」的情況。但

爲了便於分析討論，會視「ˈtʰîi」為主要討論對象的代表，同時主張以介

詞「ˈtʰîi」為出發點進行分析，並且會將以介詞「ˈtʰîi」視爲泰語表處所

的代表稱法，在本文針對探討泰語表處所形式的部分。 

綜合上述，本文將在第一節試圖探討現代泰語所用於表示處所的形

式的語義功能與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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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泰語表處所形式之特泰語表處所形式之特泰語表處所形式之特泰語表處所形式之特徵徵徵徵 

 討論前，本文先介紹泰語介詞的一些情形，以便於了解泰語介詞的

特徵，能更深入探討泰語表處所的狀況及用法。 

 

（（（（一一一一））））泰語所謂泰語所謂泰語所謂泰語所謂「「「「介詞介詞介詞介詞」」」」的的的的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Sumittra Angwatanagul（1966）認爲泰語口語中只有 38 個介詞，泰

語介詞的一個特徵是它後面一定要接名词，如果沒有名詞出現在介詞後

面，介詞就不能單獨出現在動詞之後。  

相似於 Kamchai Tonglor（1987）的看法。Tonglor 指出介詞經常出現

在名詞、代詞、動詞、形容詞和句子的前面。他認爲介詞具有四个特

點： 

一、介詞起標記作用，需要依附在實詞或短語前面，與後面的詞語

共同構成 「介詞短語」，不能單獨使用； 

二、與位於介詞的後面的論元角色的關係； 

三、介詞本身沒有實在意義，本身不表現實意，主要意義落在位於

介詞後面的詞語上，表示某種文法意義或文法關係，具有指出位於介詞

前面與介詞後面之間的關係的功能，表示出現在後面的名詞跟動詞的關

係； 

四、若省略介詞之後的句子意義沒有改變，就該盡量省略介詞。 

（309） a．*เขา              ทาน           ข้าว         กบั 

         ˈkʰáw*  ˈtʰaan   ˈkʰâaw  ˈkàp 

                          他            吃             飯          和 

  b．เขาทานข้าวกบั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 

             ˈkʰáw*  ˈtʰaan   ˈkʰâaw  ˈkàp  aaˈjaan  ˈtʰîi prʉ̀kˈsǎa 

                        他            吃             飯          和     老師           指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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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เขา             มา     จาก      จงัหวดั           ชมุพร       เขา         ทํางาน        หา      เงิน     เพื�อ    ลกู 

        ˈkʰáw* ˈmaa ˈjàak jaŋˈwàt cʰumˈpʰɔɔn ˈkʰáw* tʰamˈŋaan ˈhǎa ˈŋən*ˈpʰʉ̂a ˈlûuk 

          他           來      自       府      Chumporn    他          工作           賺    錢    爲了    小孩 

  d．เขา            เป็น          ลกูจ้าง           (ของ)           รัฐบาล 

        ˈkʰáw* ˈpen   lûuk ˈjâaŋ   ˈkʰɔ̌ɔŋ   rát.tʰaˈbaan 

           他           是         聘僱             的               政府 

   

（309a）表明如果介詞「กบั/ˈkàp/跟」單獨使用不帶後面的詞語，句

子就不能成立。（309b）「อาจารย์ที�ปรึกษา/指導老師/aaˈjaanˈtʰîi prʉ̀kˈsǎa」與

介詞「กบั/跟 /ˈkàp」之間具有論元角色的關係。（309c）介詞「เพื�อ/為

/ˈpʰʉ̂a」本身在句中沒有表達实际意義，主要意義處於緊接在後面的「ลกู/

小孩/ˈlûuk」的位置。（309d）句雖然不帶介詞「ของ/的/ˈkʰɔ̌ɔŋ」，但整句

意義表達的還是很清楚，因此就应该省略介詞。這些例句的確顯示了泰

語中介詞的特徵。 

PrayaUpakijsilpasarn 認同进而補充了 Kamchai Tonglor（1987）的看

法，他提出：介詞起標記作用，依附在實詞或短語前面
39
共同構成「介詞

短語」，整體主要修飾、補充謂詞性詞語，標明跟動作、性狀有關的時

間、處所、方式、原因、目的、施事、受事、對象等。介詞的語法特徵

是：不能單獨作句法成分，縂要構成介詞短語作狀語。介詞本身不具有

任何意義，實在的意義是由接在介詞後面的詞語来表达的，而且兩者之

間具有非常緊密的關係。例如： 

（310） ฉัน                  ทํางาน                   เพื�อ           เขา 

    ˈcʰǎn    tʰam ˈŋaan   ˈpʰʉ̂a   ˈkʰǎw 

我               工作         為      他 

我為他工作。 

                                              
39
 常用在名詞性詞語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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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บตุร                ของ              นาย      แดง             เรียน             เก่ง          มาก 

   ˈbùt      ˈkʰɔ̌ɔŋ   ˈnaay ˈdɛɛŋ     ˈrian     ˈkèŋ*  ˈmâak 

  兒子   的的的的     紅先生    學習    好   很  

紅先生的兒子學的很好。 

從以上例句顯示，例句（310）介詞「เพื�อ/為/ˈpʰʉ̂a」指明動詞「ทํางาน/

工作/ tʰam ˈŋaan」和「เขา/他/ˈkʰǎw」之間的關係，產生了兩者之間的論元

關係；例句 (311) 介詞「ของ/的/ˈkʰɔ̌ɔŋ  」指出「บตุร/兒子/ˈbùt」是「นายแดง/

紅先生/ˈnaay ˈdɛɛŋ     」所擁有的，不是別人的。 

 

（（（（二二二二））））泰語中表處所的泰語中表處所的泰語中表處所的泰語中表處所的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據説，介詞起標記作用，依附在實詞或短語前面共同構成「介詞短

語」，整體主要修飾、補充謂詞性詞語，標明跟動作、性狀有關的時

間、處所、方式、原因、目的、施事、受事、物件等。 

泰語中有很多種短語，也就是本論文的出發點，即核心内容「處所

短語」。Direkchai Mahattanasin（1980）將「處所短語」解釋為： 

「所謂「處所短語」就是一種名詞組，這種名詞組前面能否帶介詞

都可，不過這種短語一定可以回答「在哪裏」的問題，還要充當句子表

處所的狀語或引導補語分句的。處所名詞組的特徵是「前面能否加介詞

都可，並且能回答「在哪兒？」的問題」
40
。 

（312）問答： กิน        ข้าว                ที�ไหน 

    kin  ˈkʰâaw     tʰîi ˈnǎy 

    吃     飯          在  哪裏 

    在哪裏吃飯？ 

                                              

40  ดิเรกชยั  มหทัธนะสิน,  「การศึกษากลุม่ประโยคในความเรียงภาษาไทย」  (วิทยานิพนธ์ปริญญามหาบณัฑิต  

ภาควิชาภาษาไทย  คณะบณัฑิตวิทยาลยั  จฬุาลงกรณ์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  ๒๕๒๓),  หน้า ๓๐ ๓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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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บ้าน             เพื�อน 

    ˈbâan   ˈpʰʉ̂an 

    家         朋友 

    在朋友家吃飯。 

 

（313） 問答： หนงัสือ                  วาง      ไว้               ที�ไหน 

    naŋˈsʉ̌ʉ*  ˈwaaŋ  ˈwáy   tʰîi ˈnǎy 

    書                 放      著      在 哪裏 

    書在哪裏放著？ 

  回答： ที�                  ชั ?น         หนงัสือ 

    ˈtʰîi   ˈcʰán   naŋˈsʉ̌ʉ* 

    在      櫃子      書 

    在書櫃上放著。 

例句（312）是沒帶介詞的處所短語，例（313）句是有帶介詞的處

所短語，不過這兩個例句的答案都是在回答「在哪裏」的問答題。因此

「บ้านเพื�อน/朋友家 /ˈbâan  ˈpʰʉ̂an 」與「ที�ชั ?นหนงัสอื/在書櫃上 / ˈ tʰîi  ˈ cʰán  

naŋˈsʉ̌ʉ*」兩者都屬於 Mahattanasin（1980）所說的「處所短語」。 

從上述我們討論過的内容可得知从用法角度泰語中表示處所大致有兩

類：一、有處所標記（Marker），二、沒有處所標記（Marker）。這裡所講

的「標記」就是「表處所介詞」。換言之，有處所標記的就是帶有介詞

在前面組合成的「介詞短語」，沒有標記的就是省略介詞的结构，單獨

使用名詞加上光棍動詞。以下我們討論泰語中表處所方式的界定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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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泰語表處所介詞的泰語表處所介詞的泰語表處所介詞的泰語表處所介詞的語義分類語義分類語義分類語義分類 

（（（（一一一一））））泰語中帶有表處所功能的介詞的語義功能泰語中帶有表處所功能的介詞的語義功能泰語中帶有表處所功能的介詞的語義功能泰語中帶有表處所功能的介詞的語義功能    

Sumittra  Angwatanagul（1966） 指出現代泰語口語中所出現的介詞

共有 38 個，按照介詞所引進的名詞種類能夠分成多種語義。Nanthaka  

Phaholayuth（1983）進一步对 Sumitra  Angwatanagul 所提出的 38 個介詞

进行延伸研究，並指出泰語中引介處所名詞的介詞有很多介詞，如：ในˈ

nay（裏面）、 กลางˈklaaŋ（中間）、 ใกล้ˈklây（附近）、 ไกลˈklay（疏

遠）、 ข้างˈkʰâaŋ（旁邊）、 ตรงˈtroŋ（的地方）、 ใต้ˈtâay*（下面）、 นอก

ˈnɔ ̂ɔk（外面）、บนˈbon（上面）、 รอบˈrɔ̂ɔp（周圍）、 ริมˈrim（邊）、 

หน้าˈnâa（前面）、 หลงัˈlǎŋ（後面）、  等，這些介詞從素可泰、阿育陀耶

時代就已经使用直到現在。 

PrayaUbakijsilpasarn（1971）在参考泰文經典語法書《泰文語法》的

基础上把「引進處所的介詞」細分爲以下五類： 

1．表示大概的處所：在這一題 PrayaUbakijsilpasarn 只指出「ที� / ˈtʰîi」這個

字。比較廣的處所，沒有限定事物處於某處所的哪個位子。 

2．表示專指的處所，如：บน / ˈbon（上）、ใต้ / ˈtâay*（下）、ใน / ˈnay

（裏）等 

3．表示處所的距離，如：ใกล้ / ˈklây（附近） 

4．表示出發點或者事情的原因，如：tɛ（自從）、ˈjàak（從）等 

5．表示到達或目的的處所，如：ถึง / ˈtʰʉ̌ŋ（到達）、ยงั / ˈyaŋ（往）、กระทั�ง / 

kraˈtʰâŋ（甚至）包括 ที� / ˈtʰîi（在）。這種介詞經常與本身含位移義動詞一

起出現。 

上述五類引介處所名詞的詞語都可以充當介詞，出現在處所名詞之

前。可見（1）與（2）項的介詞都具有引進「處所」的意義，不過兩者

之間也有差異。PrayaUbakijsilpasarn（1971）等泰語語言學者（Banchob  

Panthumetha ， 1971 ； Sumittra  Angwattnakul ， 1966 ； Nawawan  

Panthumetha，1982）把上述（一）類泰語介詞歸納為「引進處所的介

詞」 如：「ˈtʰîi」，不同於 （二）類的 kang（旁邊）、nai（裏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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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k（外邊）、bon（上邊）、na（前邊）、lang（後邊）、glang（中間）

等介詞屬於「特指的處所介詞」。請參看下列的例句： 

（314） a.      ของ           ที�             ตู้   b. ของ             ใน              ตู้ 

      ˈkʰɔ̌ɔŋ     ˈtʰîI      ˈtûu       kʰɔ̌ɔŋ   ˈtâay*ˈ    ˈtûu  

       東西       在在在在        櫃子       東西       下下下下         櫃子 

  放在櫃子的東西。    櫃子下的東西 

從以上的例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314a）句指的櫃子是泛指櫃子的

周圍，沒有詳細的指櫃子在哪個位置，有可能是指櫃子的上面，也有可

能是裏面，這表示説話者不確定。但（314b）句的「ใต้/ tâay*/下面」則是

特指在櫃子裏面。（314a）句表示的范围較廣、較大，（314b）則相反。

Kamchai Thonglor（1987）認爲這類介詞同樣也有標記作用，表示出現在

後面的名詞跟動詞有表地點、處所的關係，依附在名詞前面，引介的是

處所名詞。 

 （315） ไอแพด       ของ           ฉัน        ละ่ ? 

   Ipad    ˈkʰɔ̌ɔŋ    ˈcʰǎn    ˈlâ 

   Ipad       的         我      呢? 

我的 ipad 呢？ 

 （315a） วาง            อยู ่      ที�        ทีวี          มั ?ง  

   ˈwaaŋ  ˈyùu   tʰîI     TV      maŋ   

放          著       在    電視      吧 

（315b） วาง            อยู ่        บน        ทีวี          มั ?ง 

   ˈwaaŋ  ˈyùu    ˈbon     TV      maŋ 

   放         著        上     電視      吧 

 與上述相似的例句（315）句以問答句「我的 ipad 呢？」開頭，

（315a）回答的内容是指「ipad」放在「電視/TV」的地方，卻沒特指電

視的什麽地方。（315b）則指明「ipad」所存在的處所是在「電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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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因此（315a）的「ˈtʰîI」與（315b）的「บน/ˈbon/上」同樣表

明句中動詞「วาง/ˈwaaŋ/放」與「TV」具有表處所的關係。 

 綜合上述討論過的内容，可發現泰語中表示處所或標明地點的用法

的主要功能，主要由介词来实现，不同的介詞標記不同的處所類型，具

有不同的語義功能及語法意義。 

 

（（（（二二二二）「）「）「）「ˈ̍̍̍ttttʰiiiî̂̂̂iiii」」」」的的的的語義分類語義分類語義分類語義分類    

在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文學院語言學係的現代泰語語料庫—

Concordance 的語料中，現代泰語「ˈtʰîi」在約兩千三百萬字書面語語料

中使用次數為 551,249 次，占所有语料的 0.021796%，是使用频率最高的

词。本節首先把語言學者對「ˈtʰîi」提出的大概語義列出來。 

據説，PrayaUbakijsilpasarn（1971）41
認爲泰語介詞「ˈtʰîi」是表處所

中最爲代表性的詞語，並將介詞「ˈtʰîi」的語義分爲兩種：一、表示大概

的處所，二、表示到達或目的的處所。通過分析語料後，筆者按照「格

語法」来分析介詞「ˈtʰîi」與其後面的成分之間的關係，而將現代泰語介

詞「ˈtʰîi」大致分爲兩種語義格來探討：一、為引進處所格，二、為引進

終點格。 

1. 「具有標誌處所格之功能」的「ˈtʰîi」，此類「ˈtʰîi1」的使用頻率

在語料庫中明顯高於其他語義類型。具有標誌處所格的功能。 

（316）a． เขา              นั�ง              อยู ่             ที�             หน้า               ประต ู          ห้อง              

      ˈkʰáw*   ˈnâŋ     ˈyùu     ˈtʰîI     ˈnâa     praˈtuu  ˈhɔ̂ŋ*   

     他           坐        著    在           前     門     房間 

   

                                              
41
PrayaUbakijsilpasarn 把「引進處所的介詞」細分爲五類如下。 

表示大概的處所，如：ที� / ˈtʰîi 
表示專指的處所，如：บน / bon（上）、ใต้ / dai（下）、ใน / nai（裏）等 

表示處所的距離，如：ใกล้ / glai（附近） 

表示出發點或者事情的原因，如： dae（自從）、jak（從）等 

表示到達或目的的處所，如：ถึง / teung（到達）、ยงั / yang（往）、กระทั�ง / gratang

（甚至）包括 ที� / ˈtʰîi（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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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ไมไ่ด้              เข้า            มา            ข้างใน   

   mây dây     kʰâw   ˈmaa      kʰâŋ ˈnay  

             沒有           近     來         裏面 

   他在門前坐著沒進來。 

 

b．  พอ่                  วา่                ลกู               ด ู               หนงัสือ 

   ˈpʰɔ̂ɔ       ˈwâa    ˈ  lûuk     ˈduu      naŋˈsʉ̌ʉ    

我      覺得       你        看        書 

   อยู ่               ที�                ชั ?นลา่ง             นี�          ไปก่อน 

ˈyùu      tʰîI    cʰán ˈlâaŋ  ˈnîI   pay ˈk ɔn           

                          在            樓下        這      先      

   我覺得你先在這樓下看書等著我吧。 

 

  c． 「กลบับ้าน                      เรา              เถอะ         นะครับ」                  

   ˈklàpˈbâan    ˈraw    ˈtʰə̀ʔ    ˈná  ˈkʰráp   

  回     家         我們       吧          男生尾詞              

เขา               กระซิบ                 ที�                       ข้าง               ห ู

             ˈ kʰáw*      kraˈsíp      ˈtʰîI          ˈkʰâaŋ    ˈhǔu 

   他           耳語         在          旁邊    耳朵 

   他小聲地在我耳旁講説「回我們的家吧」。 

 

d．   ฉัน                เกิด                  ที�                 เมืองไทย 

ˈcʰǎn      ˈkə̀ət             tʰîI       mʉaŋ ˈtʰay 

   我          出生       thi          泰國 

我出生在泰國。/ 我在泰國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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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ก่อน           ที�            ผม          จะ               เข้าคกุ             เธอ                ยงัคง        

ˈkɔ̀ɔn  ˈtʰîi  ˈpʰǒm   ˈjàʔ   ˈkʰâw ˈkʰúk   ˈtʰəə      yaŋ ˈkʰoŋ   

       先               我     將要         坐牢        她         依然          

      ใช้ชีวิต                    อยู่            ที�              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cʰáy cʰiiˈwít       ˈyùu     tʰîi      tàaŋ praˈtʰêet 

           過生活             住      thi          外國 

    

f．        แม ่          สง่         ลกู             ที�           บ้าน                    ก็แล้วกนั              นะ   

   ˈmɛ̂ɛ     ˈsòŋ  ˈlûuk    ˈtʰîI   ˈbâan       kɔ̂ ˈlɛ́ɛw ˈkan  ˈná 

       我       送       你       thi     家                吧 

   我在我們家這邊送你好了。 

可看出接在「ˈtʰîi1」後面的名詞組都是指「地點」，每項「ˈtʰîi1」

都是用来表處所的，如：（316a）「門前」是指他「坐」的處所，

（316b）「樓下」是小孩「看書」的處所，（316c）「耳朵旁邊」是「耳

語」這個動作所發生的「處所」，（316d）「我出生」此事件發生就是

在「泰國」發生的，（316e）「外國」此處所指的是她「過生活」此事件

發生的處所，（316d）「告別」就是發生在「家裏」的。 

總之，PrayaUbakijsilpasarn 指出「ˈtʰîi1」表示大概的處所，它具有較

廣的處所，沒有限定事物處於某處所的哪個位置。因此這類表示「處

所」的介詞，若需要更詳細的傳達信息内容或特指處所對象，通常會引

用 PrayaUbakijsilpasarn 提出的表示專指的處所，如：บน / ˈbon（上）、ใต้ / 

ˈtâay*（下）、ใน / ˈnay（裏）等這類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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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表示「到達或目的的處所」或「終點」之義。此種語義類型「ˈ

tʰîi」的使用頻率在分析語料庫之後發現，其特徵為後面總是出现代表示

趨向義的詞語，如：「去」、「來」、「回」等，或帶自身含有位移義

的動詞，如：「送」、「追」、「去」、「來」42等。具有標誌終點格的

功能。 

 

（317） a． พอ่            ขี�               รถจกัรยานยนต์                      มา          สง่         ลกูสาว       

             ˈpʰɔ̂ɔ      ˈkʰìi   rót jàk krà yaan yon    ˈmaa  ˈsòŋ   lûukˈsǎaw 

    爸爸     騎           機車                      來     送      女兒          

ที�            หน้า           บ้าน              ก่อน           จะ           กลบั            ไป 

  ˈ tʰîi       nâa     ˈbâan       ˈkɔ̀ɔn    ˈjàʔ       klàp   ˈpay 

             thi     前       家         先      就        回     去  

 

  b．            「ไอติม」                       เรียว                        ร้องเรียก                 และ              วิ�ง    

               ayˈtim                  ˈriaw                 rɔ́ɔŋ ˈrîak       ˈlɛ̀ʔ        ˈwîŋ  

      Idim（人名）   Riaw（人名）   呼叫          並           跑 

ตาม              ฉัน                ออก        มา            ที�           หน้า          โรงเรียน 

   ˈtaam       ˈcʰǎn         ˈɔ̀ɔk  ˈmaa     ˈtʰîi   ˈnâa       rooŋ ˈrian 

     追        我        出     來      在     前        學校 

 

 

 

 

 

                                              
42
 「去」、「來」皆可以是動詞，同時也可以是表趨向詞語，「去」説話者觀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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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พดู              จบ          ฉัน         ก็         สะบดัหน้า               ใส ่          เขา   

              ˈpʰûut       ˈjòp    ˈcʰǎn  ˈkɔ̂ɔ   saˈbàt ˈnâa    ˈsày   ˈkʰǎw   

        說        完        我     就       回頭          對      他      

   แล้ว           เดิน        กลบั          ไป        ที�           ห้อง             ทนัที 

ˈlɛ́ɛw   ˈdəən     klàp   ˈpay  ˈtʰîi     ˈhɔ̂ŋ*     tʰan ˈtʰii  

   然後     走      回       去     thi    房間      馬上 

 

  d．    เมื�อไหร่                พี�ชาย              จะ         กลบั          มา           ที�           เมืองไทย 

   mʉ̂aˈrày       pʰîiˈcʰaay  ˈjàʔ      klàp   ˈmaa  ˈtʰîi     mʉaŋ ˈtʰay 

   什麽時候      哥哥       將       回        來      thi       泰國 

   哥哥什麽時候將要回來泰國呢？ 

 

例（317a）中動詞「送」與介詞「thi」搭配在一起，使此句子的

「nâa ˈbâan /หน้าบ้าน/家門口 」表「終點」或「送」的目標地。（317b）句

中「學校門口/ˈnâa rooŋ ˈrian/หน้าโรงเรียน」就是「ˈriaw/เรียว  」施行「วิ�ง/ˈwîŋ/

跑」然後停止的地方。（317c）的「她」走路回到最終點「房間」，因此

這裡的「房間」指的是目標地。例（317d）也同样，説話者說出這個

「什麽時候哥哥回泰國」的泰語對應句式出現了介詞「thi」後面引介了

地名「เมืองไทย/mʉaŋ ˈtʰay/泰國」，這裡的「เมืองไทย/mʉaŋ ˈtʰay/泰國」是説話

者表示「กลบั/klàp/回」的對象，因此它含有「終點」之義。 

可看出這種介詞「thi」表示的不是「處所」義，而是「終點」義，

並經常與本身含位移義動詞一起出現。除了介詞「thi」能表達此類語

義，還有其他介詞同樣可引進「表終點」的受事賓語。如：「ถึง / ˈtʰʉ̌ŋ

（到達）」、「ยงั / ˈyaŋ（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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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終點之表示終點之表示終點之表示終點之“thi”

表示處所之表示處所之表示處所之表示處所之“thi”

表示終點之表示終點之表示終點之表示終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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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圖圖圖圖 165-1】】】】泰語介詞泰語介詞泰語介詞泰語介詞「「「「thi」」」」語義特徵之語料庫中出現次數圖表語義特徵之語料庫中出現次數圖表語義特徵之語料庫中出現次數圖表語義特徵之語料庫中出現次數圖表    

 

 

 表示處所之“thi” 表示終點之“thi” 

總數 383 93 

百分比 80.46% 19.54% 

【【【【表表表表 245-1】】】】泰語介詞泰語介詞泰語介詞泰語介詞「「「「thi」」」」語義特徵之語料庫中出現次數表語義特徵之語料庫中出現次數表語義特徵之語料庫中出現次數表語義特徵之語料庫中出現次數表 

 

從上述【圖 5-1】與【表 5-1】可得知，我們所搜集到的泰語語料

「 thi」之語義類型真的具有兩種語義特徵，一為表示「處所」之

「thi」，二為表示「終點」之「thi」。從上述數據不但顯示表示「處

所」的介詞「 thi」佔了最高的出現頻率，並且還高於表示「終點」

「thi」的四倍。這可以顯示泰語中的泰語「thi」大多以表示「處所」之

義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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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泰語表處所介詞泰語表處所介詞泰語表處所介詞泰語表處所介詞的的的的語法特徵語法特徵語法特徵語法特徵 

（（（（一一一一））））論説論説論説論説「「「「ˈ̍̍̍tʰî̂̂̂i」」」」與其他表處所標記與其他表處所標記與其他表處所標記與其他表處所標記之詞性之詞性之詞性之詞性 

Vichintana Phanuphong 在 《 Inter-Sentence Relations in Modern 

Conversational Thai》中提出泰語介詞一般位於名詞前面或動詞與名詞之

間的位置。此外介詞也可以出現在代詞、名詞組、量詞、時間組、時間

量詞的前面。此外，Phanuphong 還提出證明哪個詞語充當介詞的方法。

下面的句子是試驗句子，哪個詞語可以填入以下兩個句式的其中之一，

才算是「介詞」。 

 

 

 

 

 

 

 

【【【【圖圖圖圖  17171717    5555----2222】】】】泰語介詞的語義框式泰語介詞的語義框式泰語介詞的語義框式泰語介詞的語義框式 

    

(318) a. โทรศพัท์                   วาง               อยู ่                 ใน             ครัว 

   tʰoo.raˈsàp      ˈwaaŋ        ˈyùu            ˈnay       ˈkʰrua 

   手機                  放              著              裏         廚房 

   手機在廚房裏放著。 

b.     น้องชาย               เพิ�ง              ทํางาน              ที�             บริษัท               ซีพี 

   nɔ́ɔŋ ˈcʰaay     ˈpʰə̂ŋ*     tʰam ˈŋaan     thi       bɔɔ.riˈsàt       CP 

   弟弟                    剛            工作        ˈtʰîi        公司           CP 

   弟弟剛在 CP 公司工作。 

名詞＋動詞助詞＋不及物動詞＋___________＋名詞 

或 

名詞＋不及物動詞＋動詞助詞＋___________＋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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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พี�สาว               กําลงั             เดิน            ไป            ที�              ห้องสมดุ 

   pʰîi ˈsǎaw     kamˈlaŋ     ˈdəən     ˈpay      ˈtʰîI    ˈhɔ̂ŋ saˈmùt 

      姐姐             正在          走路     去      ˈtʰîi      圖書館 

    姐姐正走路去圖書館。 

 

從上述（318a）句，專指處所詞彙「  ใน /ˈnay/裏面」能夠出現在名詞

組前面與名詞、動詞助詞、不及物動詞的後面，就符合上述的語法结

构。同樣的例（318b）這個句子一共有四個位置，「น้องชาย/nɔ́ɔŋ ˈcʰaay/弟

弟」是「動前名詞」，「ทํางาน/tʰam ˈŋaan/工作」是「謂語動詞」，「บริษัท

ซีพี / bɔɔ.riˈsàt CP /CP 公司」是「動後名詞」，「ˈtʰîi」可位於「動詞」與

「動後名詞」之間的位置。（318c）也是一樣。從以上的規則我們考察了

「ˈtʰîi」包括其他表處所詞語如「ˈnay」等，發現現代泰語介詞「ˈtʰîi」

與其他表處所詞語能出現在這兩個位置，因此可以證明「ˈtʰîi」屬於介詞

類。 

總而言之，Tonglor（1987）對介詞所提出的四項特徵，相同於湯延

池（1977）對介詞的解釋——「介詞亦不能單獨存在，即介詞不可以與

其賓語分離。」因此能證明現代泰語介詞「ˈtʰîi」為「介詞」。」 

 

（（（（二二二二））））泰語介詞與其他詞泰語介詞與其他詞泰語介詞與其他詞泰語介詞與其他詞类的区别类的区别类的区别类的区别    

Jarasdao  Intaratat（1996）43提出現代泰語動詞與介詞区別的規則，現

代泰語的動詞與介詞的區別在於：介詞不能直接加上否定詞。現代泰語

的動詞組絕對不能出現在否定副詞的後面。因此，通过是否可以在前面

加否定副词，來區動詞與介詞。如下面的例句所示，泰語介詞「ˈtʰîi」前

面不能帶上否定詞「maidai」。 

 

 

                                              
43
 取自許秀珠：2007，第 59-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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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 泰： เมื�อคืน       เขา      ไมไ่ด้     นอน      ที�     บ้าน 

    昨晚      他     沒有     睡     在    家 

漢： 昨天晚上他沒有在家睡覺。 

（320） 泰： *เมื�อคืน       เขา      นอน      ไม่ได้       ที�     บ้าน 

    昨晚        他       睡      沒有    在    家 

漢： 昨天晚上他沒有在家睡覺 

上述的例句證明，「ˈtʰîi」可以在前面加上否定副詞「mai」，卻不

能加上否定副詞「maidai」，符合現代泰語介詞的特徵。對於是否能單獨

存在，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在泰語裏，若需要否定介詞組，则否定詞

與介詞組之間必須帶上繫詞，如： 

 （321）泰： คณุ     จะ      ไป    นอน    ที�      ไหน     ก็       ได้       แต ่    ไม ่    ใช่        ที�     บ้าน    นี ? 

   你  要  去  睡  處  哪  就  行  但  不  是  在  家  這 

 漢： 你要在哪裏睡覺都行但不要在這個地方（房子）。 

 根據 Intaratat（1996）的解釋，筆者赞同湯延池（1977）對現代漢

語動介詞区分的規則，從上述討論過關於泰語介詞的基本概念，也同樣

跟諸多泰語學者的看法相同，現代泰語的介詞亦不能單獨存在，即介詞

不可以與其賓語分離。因此能證明現代泰語介詞「ˈtʰîi」為「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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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現代泰語介詞現代泰語介詞現代泰語介詞現代泰語介詞「「「「ˈ̍̍̍ttttʰiiiî̂̂̂iiii」」」」與其他表處所標記與其他表處所標記與其他表處所標記與其他表處所標記的句法結構的句法結構的句法結構的句法結構    

關於「 ˈ tʰîi」與其他表處所標記出現在句子中的位置，Ratree  

Tanwarachorn、Sumittra  Angwattnakul 和 Nanthakha  Phaholyuth 指出泰語

「ที�/ˈtʰîi」最常見的句式為： 

 

 

 

 

【【【【圖圖圖圖  18  5-3333】】】】泰語介詞泰語介詞泰語介詞泰語介詞「「「「thi」」」」之典型位置之典型位置之典型位置之典型位置 

請參看下列的例句： 

 

【【【【表表表表  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 5-2】】】】泰語表示方位介詞之典型句法結構泰語表示方位介詞之典型句法結構泰語表示方位介詞之典型句法結構泰語表示方位介詞之典型句法結構 

主語 動詞助詞 動詞 賓語 
動詞助

詞 ที�/ˈtȹi ̂i 處所 

1
ˈpʰɔ̂ɔ /爸爸 

kamˈlaŋ /在
3 

ˈtàak /曬 ˈsʉ̂a/衣服 - ˈtʰîi/在 cʰán ˈbon /樓上 

พอ่กําลงัตากผ้าที�ฉันบน/爸爸在樓上曬衣服。 

2
ˈcʰǎn /我 - ˈpʰák /住 - - ˈtʰîi/在 rooŋ ˈrɛɛm /賓館 

ฉันพกัที�โรงแรม/我住在賓館。 

3
ˈkʰǎw /他 ˈpay/去 ˈtʰam/作 

raay ˈŋaan/報
告 

 ˈtʰîi/在 
ˈbâanˈpʰʉ̂an/朋友

家 

เขาไปทํารายงานที�บ้านเพื�อน/他到朋友家作報告。 

4
ˈcʰǎn /我 ˈkʰoŋ /可能 

ˈlʉʉm /忘
記 

kunˈjɛɛ /鑰匙 ˈwáy /著 ˈnay/裏 ˈrót /車 

ฉันคงลืมกญุแจไว้ในรถ / 我可能把鑰匙腊在車子裏了。 

5

wɛ̂n ˈtaa/眼
鏡 

ˈtʰùuk/被 ˈsɔ̂ɔn/藏   
ˈtâay*/下

面 
ˈmɔ̌ɔn/枕頭 

แวน่ตาถกูซอ่นไว้ใต้หมอน/眼鏡被藏在枕頭下。 

 以上述的例句為依據，可知泰語表處所的介詞（包括介詞「ˈ

tʰîi」）最常出現的位置是句尾，即通常處於句中謂語、賓語部分的後

面，這是泰語的自然詞序。如（1）、（2）、（3）句的介詞「thi」都是

 

S ＋ （動詞助詞） + V ＋ （賓語）+（動詞助詞） ＋ ที�/ˈtȹi ̂i ＋_____處所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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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位於「ตากเสื ?อ/ˈtàakˈsʉ̂a/曬衣服」、「พกั/ˈpʰák/住」、「ทํารายงาน/ˈ tʰam 

raay ˈŋaan/作報告」的後面，例（4）的介詞「ใน/ˈnay/裏面」與例（5）

「ใต้/ˈtâay*/下面」也是位於謂語句中句尾的位置。 

此外，Angwatanagul（1966）认为泰語介詞「ˈtʰîi」跟動詞有很密切

的關係，「ˈtʰîi」屬於可以黏在所有种类的動詞後面的介詞，這些動作包

括不及物動詞、及物動詞和雙賓語動詞。例如： 

 A： 放在不及物動詞的後面： 

    น้อง                 นอน              ที�           เตียง 

    ˈnɔ́ɔŋ       ˈnɔɔn      ˈtʰîi     ˈtiaŋ 

                  妹妹        睡        thi       床 

  妹妹睡在床上。 

B： 放在及物動詞的後面： 

     เขา                อา่น           หนงัสือ                ที�            ไหน 

               ˈkʰáw*      ˈàan       naŋˈsʉ̌ʉ*    ˈtʰîi     ˈnǎy 

    他         看           書            哪       裏 

他在哪裏看書。 

C： 放在雙賓語動詞的後面： 

              ครู                สอน                    ภาษาองักฤษ                      เด็ก           ที�            โรงเรียน 

               ˈkʰruu     ˈsɔ ̌ɔn       pʰaaˈsǎa aŋˈkrìt     ˈdèk    ˈtʰîi    rooŋ ˈrian 

           老師        教              英語            小孩子    在       學校    

  老師在學校教小孩子英文。 

以上我們討論的「thi」不管是出現於及物、不及物或雙賓語動詞之

後，都說它是出現在謂語後面的句子成分。此外，除了介詞「ˈtʰîi」最常

出現在句尾，它還可以位於句首（Preposing），後接主謂齊全的句子。

這種放在句首的「ˈtʰîi」所控制的範圍可大可小，可以是一個小句，也可

以是幾個句子，也可以是一個段落，甚至是整個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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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hin Panuphong（1985）指出句中表處所的修飾部分44有一個值得

注意的特徵：即每種修飾部分能夠自由出現在句首或句尾，句子的意義

不變，不同之處在于若置於句首则起強調作用。 

（322）       （ใน      ครัว）        ไฟ      สวา่ง               ดี               ใน         ครัว 

  （ˈnay    ˈkʰrua）     ˈfay       saˈwàaŋ      ˈdii     （ˈnay  ˈkʰrua）  

     （裏     廚房）    電燈         亮               好        裏          廚房 

在廚房裏，燈很亮。  

   

（323）   （ที�        บ้าน）     เด็ก               เยอะ              ที�            บ้าน 

（ˈtʰîI   ˈbâan）    ˈdèk        ˈyə́ʔ      ˈtʰîI     ˈbâan 

          （thi     家）      小孩子    很多   （thi       家） 

在家裏來了很多小孩子。 

 

（324）   （บน     สะพาน）              รถ   ตาย          บอ่ย           （บน      สะพาน） 

  （ˈbon    saˈpʰaan）   ˈrót    ˈtaay    ˈbɔ̀y*  （ˈbon      saˈpʰaan） 

   （ 上        橋）          車        坏掉   常常   （ 上      橋） 

  車經常在橋上坏掉。 

泰語表處所介詞短語經常置於句尾這種句式，可以以語言類型分类

來解釋。因爲泰語是「向右分枝方向」的語言，其修飾語（如：介詞短

語成分）是向中心語的右邊分出（陳俊光：2007，229）。表處所的介詞

短語置於句首通常語義縂比置於句尾的位置更有強調意味，起到引起話

題的作用。 

                                              
44
 Vichin Panuphong（1985）認爲泰語句子中分成兩個部分，一、基本成分，包括主語、

賓語、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雙賓語等，二、修飾部分，共有三類，特別修飾語、

表處所修飾語與表時間修飾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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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的討論，筆者試圖從語料庫搜集了一些實際語料，發現泰

語中介詞「thi」最佔高頻率的出現位置次數為「句尾」371 次，第二的是

位於「句首」的位置 105 次。如下表與圖所示： 

 

 句首 句尾 總數 

總數 105 371 476 

百分比 21.98% 78.02% 100% 

【【【【表表表表  265-3】】】】泰語介詞泰語介詞泰語介詞泰語介詞「「「「thi」」」」出現在句中的位置總表出現在句中的位置總表出現在句中的位置總表出現在句中的位置總表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句首句首句首句首

句尾句尾句尾句尾

句首句首句首句首 21.98%

句尾句尾句尾句尾 78.02%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圖圖圖圖 195-4】】】】表示泰語介詞表示泰語介詞表示泰語介詞表示泰語介詞「「「「thi」」」」出現在句中的位置圖出現在句中的位置圖出現在句中的位置圖出現在句中的位置圖 

 

從上表可得知，泰語介詞「thi」在句子當中最常出現的位置是在

「句首」，算是佔了全部語料中的 77.94%，等於多餘「句尾」三倍。這

可證明泰語介詞在句中以「句首」的位置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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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介詞介詞介詞介詞「「「「ˈtʰîi」」」」與其他介詞組合成介詞組與其他介詞組合成介詞組與其他介詞組合成介詞組與其他介詞組合成介詞組（（（（合成介詞合成介詞合成介詞合成介詞））））的情形的情形的情形的情形    

    

 

 

【【【【圖圖圖圖  20    5555-5】】】】泰語介詞之内部結構泰語介詞之内部結構泰語介詞之内部結構泰語介詞之内部結構 

上部分我們討論過的是泰語表處所介詞結構的概念，可看出泰語表

處所時會引用各個方位介詞來引出處所詞。現在接著探討介詞組合成

「介詞短語」進入句法結構之後的特徵。所謂「介詞短語」， Vichin  

Phanuphong（1985）給出這樣的定義：「介詞」加上「名詞組」組合成

「介詞短語」，充當句子的修飾語，對於介詞（P）的部分可以單一使用

或最多三個合成起來變成合成介詞一起引介名詞組。 Phanuphong

（1985）這種説法與 Sumittra Angwatanagul（1966）曾主張提出的看法一

致，Angwatanagul 認爲除了使用單一介詞加上名詞組，一般泰語中還可

以由介詞組加上名詞組組合成「介詞短語」，整體主要修飾、補充謂語

性詞語,標明跟動作、性狀有關的時間、處所、方式、原因、目的、施

事、受事、物件等。介詞词組可以分成一下兩種： 

1．由兩個介詞組合成介詞词組加上名詞词組 

2．由三個介詞組合成介詞词組加上名詞词組 

如： 

 

 

 

 

 

 

 

    

介詞介詞介詞介詞（（（（PPPP））））    ＋＋＋＋    名詞組名詞組名詞組名詞組（（（（NPNPNP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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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七5-4】】】】泰語表方位介詞之合成形象泰語表方位介詞之合成形象泰語表方位介詞之合成形象泰語表方位介詞之合成形象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一個介詞 ใน/ห้องรับแขก（ˈnay / ˈhɔ̂ŋ/ ráp /ˈkʰɛ̀ɛk） 

裏/客廳（客廳裏面） 

บน/โต๊ะ （bon / ˈtóʔ） 

上/桌子（桌上） 

兩個介詞 ที�หน้า/บ้าน（ˈtʰîi nâa ˈbâan） 

前面/屋子（屋前） 

ตรงหน้า/บ้าน（ˈtroŋ nâa ˈbâan） 

前面/屋子（屋前） 

三個介詞 ที�ตรงหน้า/ตกึใหมน่ั�น（ˈtʰîiˈtroŋ nâa ˈtʉ̀kˈmàyˈnân） 

前面/那新大樓（那新一座大樓） 

ตรงข้างหลงั/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ˈtroŋ kʰâŋ ˈlǎŋ ˈrooŋ pʰa.yaaˈbaan） 

後面/醫院（醫院後面） 

 

像是合成方位介詞這種構詞現象在泰語中是比較自由的，Ratree 

Dhanvarjor（1991）提出泰語中語素的組合經常出現在同一類詞性復合式

合成词中，可以由兩個到四個一樣詞性的詞素構成，但是要求後一詞根

跟前一詞根是同類詞性，包括名詞、代詞、動詞、副詞、形容詞數量

詞、連詞和介詞45。合成介詞的作用是加強語義，使傳達的内容更清楚明

瞭。上述合成介詞實在意義相同，這些方位介詞除了單獨使用，還能夠

彼此搭配組成方位介詞組，一起引進處所名詞，加強語義，更確定處

所。 

該注意的就是，引介處所名詞的介詞，從素可泰時代至今都一直存

在单纯介词单独使用和组成复合介词词组的现象。 

 

                                              
45
 Ratree 指的包括：名詞跟名詞組成、代詞跟代詞組成、動詞跟動詞組成、副詞跟副詞

組成、形容詞跟形容詞組成、數量詞跟數量詞組成、連詞跟連詞組成與介詞跟介詞組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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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5-5】】】】泰國三個時代的單純介詞與合成介詞之出現情況泰國三個時代的單純介詞與合成介詞之出現情況泰國三個時代的單純介詞與合成介詞之出現情況泰國三個時代的單純介詞與合成介詞之出現情況 

 素可泰 阿育陀耶 曼谷時代 

單純 � � � 

合成介詞組 � � � 

 

就上述我們論過的内容来看，所有表處所的方位介詞都可以彼此搭

配組合成介詞词組來引進處所詞。介詞「ˈ tʰîi」也不例外，Nanthaka  

Phaholayuth（1983）也認爲「ˈtʰîi」可以單獨引介處所或跟其他介詞組組

合成介詞組，使後面的處所名詞表達得更明瞭。在素可泰時代就出現「ˈ

tʰîi」跟其他介詞聯合使用的现象了，使處所專指更清晰，增加特指處所

方位的功能。到了現代，泰語介詞「ˈtʰîi」也跟前兩個時代一樣引進處所

名詞的介詞，為了加強語義、確定處所介詞「ˈtʰîi」開頭的介詞組，主要

有 11 介詞能出現在「ˈtʰîi」的後面，如以下「glang（中）」、「kang

（旁邊）」、「kangnai（裡面）」、「drong（的地方）」、「dai

（下）」 、「nok（外）」、「nai（裡）」、「bon（上）」、「rim

（邊）」、「na（前）」、「lang（後）」、「nuae（上）」、「glai

（附近）」、 「tam-glang（之中）」、等介詞前面，組合成「ˈtʰîi-glai

（在…附近）」、「ˈ tʰîi-drong（在…地方）」、「ˈ tʰîi-dai（在…

下）」、「ˈtʰîi-tam-glang（在…之中）」、「ˈtʰîi-nai（在…裡）」、「ˈ

tʰîi-bon（在…上）」等方位介詞組，爲了增強引進處所名詞的功能。 

 

（（（（五五五五））））省略省略省略省略「「「「表處所表處所表處所表處所的的的的介詞介詞介詞介詞」」」」的介詞短語的介詞短語的介詞短語的介詞短語    

從 Direkchai Mahattanasin（1980）對泰語「處所短語」的解釋文中46

可得知，泰語中無標表處所形式除了帶上「介詞」之外，還可以自然地

省略「介詞」，使用光棍名詞來表示處所。這種類型就是省略標記處所

                                              
46
 「所謂「處所短語」就是一種名詞組，這種名詞組前面能否帶介詞都可，不過這種短

語一定可以回答「在哪裏」的問題，還要充當句子表處所的狀語或引導補語分句的。

處所名詞組的特徵是「前面能否介詞都可，並且能回答「在哪兒？」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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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介詞，換言之，若句子語義通暢，表處所介詞可以不出現，即省略掉

（ Nawawan Phanthumetha ： 1911 ） 。 筆 者 認 爲 就 很 多 泰 語 學 者

（Kamchai，Ubakifsilasarn 等）對這種省略處所標記（Marker）現象提出

的看法符合「語言的經濟原則」。 Kamchai Tonglor （ 1987 ）跟

Ubakifsilasarn 的看法相同， 他們認爲若省略介詞之後的句子意義沒有改

變，就可以盡量省略介詞。原因如 Tonglor 對介詞特點中提到的：「介詞

本身沒有實在意義，主要意義落在接在介詞後面的詞語上」。

Ubakijsilapasarn 也同樣認爲一般的介詞主要功能是把介詞前面與後面的的

詞語連在一起，形成完整地意義，因此主要的意義不是在介詞本身，而

要落在位於介詞後面的那個詞語上，介詞只擔任顯示及表明依附在後面

的處所詞語的作用，使處所名詞能夠表示更清晰的意義，主要成分是介

詞後面的處所名詞，而不是介詞本身。位於介詞後面的詞語本來就具有

要表達的意義了，因此若處所名詞具有很明顯、很廣的意義事，我們就

不需要使用介詞了。Ubakijsilapasarn 強調省略介詞是我們泰語的普遍性，

例如： 

（325） ： อยู ่      （ที�）      บ้าน  

   yùu  （ˈtʰîi）  ˈbâan  

住      （在）      家  

在家   

（326）： นั�ง          （บน）      เก้าอี ?  

ˈnâŋ  （ˈbon）     kâwˈîi 

坐     （上）     椅子  

坐在椅子上 

（327）： นอน           （บน）   เตียง 

   ˈnɔɔn  （ˈbon）   ˈtiaŋ 

    睡      （上）    床 

   睡在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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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วา่ย           （ใน）     นํ ?า 

   ˈwâay （ˈnay）ˈnáam* 

   游       （裏）       水 

   游泳 

從例句可得知，例（325）、（326）「ˈbâan 」和「kâwˈîi」跟「ˈ

yùu  」和「ˈnâŋ」搭配時，能表達完整的意義，因此就能夠省略介詞「ˈ

tʰîi」與「ˈbon」。「ˈbâan」就是表處所的詞語，如果想要表達的更仔

細，就可以用介詞「ˈnay」、「ˈklây」或其他介詞來搭配，「kâwˈîi」意

思明瞭，不需要加介詞「ˈbon」，常时间这样搭配使用的词组有的后来

就變成「合成詞」了。例（327）也是同上句法整體應該是「ˈnɔɔn  ˈbon   

ˈtiaŋ」，但省略了介詞「ˈbon」之後，意思也不會改變，表達依然很清

楚，因此泰語中就會切掉介詞「ˈbon」，即說「ˈnɔɔn  ˈtiaŋ」。有些句子

就這樣省略介詞變成「合成詞」如例（328）「ˈwâay ˈnáam*」，後來就

永遠不加介詞「ˈnay」。Sumittra  Angwattakul 在《Prepositions in Thai》

也同樣指出雖然泰語介詞必須要出現在名詞前面（也包括在代詞、名詞

組、量詞、時間組、時間量詞的前面）和動詞後面，不過有十個介詞在

句子中可以省略，省略時句子的語義功能還是不變的，Angwattakul 提出

的這些十個介詞，都是表處所的標記介詞，其中包括「ˈtʰîi」。請參看以

下的例句： 

【【【【表表表表     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    5555-6】】】】表終點介詞與省略介詞之用法表終點介詞與省略介詞之用法表終點介詞與省略介詞之用法表終點介詞與省略介詞之用法    

泰語動詞 
例句 

（完整句子） 
省略介詞「ˈtʰîi」 漢語可對應句子 

ไป（bai）/ 去 bai ˈtʰîi rongrien bai rongrien 去學校 

มา（ma）/ 來 ma ˈtʰîi rongrien ma rongrien 來學校 

ถึง（tueng）/ 到 teung ˈtʰîi rongrien teung rongrien 到學校 

กลบั（glab）/ 回 glab ˈtʰîi rongrien glab rongrien 回學校 

อยู（่yu）/居留 yu ˈtʰîi rongrien yu rongrien 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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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上述諸多學者的看法，可看出介詞「thi」隨時能省略，可用可

不用。雖然同一個句子中可以選择用在動詞的後面加或不加介詞「ˈ

tʰîi」，若比較起來通常帶著介詞是較正式的，而省略介詞則較口語而非

正式表达，所以使用「動詞 ＋ ˈtʰîi」時比使用單一介詞時較合乎正式的

表達以及書面語的表达习惯，算是比較完整的句子。此外，加了個「ˈ

tȹi ̂i」或其他引進處所介詞在「動詞」後面之後時，則偏向注重「地點所

在」。若是「ฉนัมาที�โรงเรียน/ ˈcʰǎn ˈmaa ˈtʰîi rongrien/我來學校」此句子表示説

話者強調的是地點或處所，在「學校」，而非在家或電影院。 

Ubakijsilpasarn（1971）提出介詞「ˈtʰîi」除了在句中含有表處所的意

義，「ˈtʰîi」還具有動作達到「終點」之義，此現象取決於句中擔任謂語

的動詞，簡單的說，動詞一定要有「位移」的意義。這類的「thi」也可

以省略。對於這個語法點的解釋，筆者曾經提過介詞「ที� / ˈtʰîi」的一些語

法特徵，借此把它跟這類表處所的形式詳細地解釋一下。泰語中的動詞

放在「處所」前面，一般都要放介詞「ที� / ˈtʰîi」或其他標記在動詞的後面

爲了讓句子完整。除非那些動詞本身可以表示「引進位置」的概念，或

蘊含「達到處所」義。換言説，關鍵在於動詞的類別，如果它可以透過

「升格」（promotion），直接引介「方位」，可以擔任該劇中的介詞「ที� 

/ ˈtʰîi」，這麽一來這些動詞就不需要介詞「ที�/ˈtʰîi」來引介「方位」了。

例如：ไป/ ˈpay（去）、ˈmaa/มา（來）、ˈtʰʉ̌ŋ/ถึง（到）、ˈyùu/อยู（่在）

等，就可以省略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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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現代漢語介詞現代漢語介詞現代漢語介詞現代漢語介詞「「「「在在在在」」」」的功能意義與泰語的功能意義與泰語的功能意義與泰語的功能意義與泰語

相對應詞語相對應詞語相對應詞語相對應詞語 
    

一一一一、《、《、《、《現代漢泰詞典現代漢泰詞典現代漢泰詞典現代漢泰詞典》》》》對對對對「「「「在在在在」」」」之泰語對應詞語之泰語對應詞語之泰語對應詞語之泰語對應詞語 

筆者認爲找出現代泰語介詞「在」的最簡單明瞭的一個方法就是查

阅《現代漢泰詞典》，这样我們大概知道泰語中能對應於介詞「在」的

词语有哪些。《現代漢泰詞典》是泰國最有权威、词量最丰富的一本詞

典，很多學習漢語的泰國學習者都使用此詞典。楊漢川（2002）在《現

代漢泰詞典》將現代漢語「在」解釋為七種意義。 

1．存在；生存：  

漢： 祖母已經不在了。 

泰： คณุยา่                        ไม ่               อยู่           แล้ว 

    /ˈkʰunˈyâa/     /ˈmây/      /ˈyùu/      /ˈlɛ́ɛw/ 

       奶奶                不             在           了 

 

2． 表示人或事物的位置 

漢： 我今天晚上不在家。 

泰： คืนนี ?                        ผม           ไม ่          อยู่           บ้าน 

  /ˌkʰʉʉnˈníi/      /ˈpʰǒm/     /ˈmây/     /ˈyùu/      /ˈbâan/ 

  今晚                    我            不            在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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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留在；在職 

漢： 在職 

泰： อยู่ในตาํแหนง่ 

  /ˈyùu/       /ˈnay/      /tamˈnɛ̀ŋ*/ 

     อยู ่               ใน             ตําแหนง่ 

   在         裏           職業 

 

3. 參加（某團體）；屬於（某團體）  

漢： 在組織 

泰： อยู่ในองค์กร 

/ˈyùu/      /ˈnay/      /oŋ kɔɔn/ 

  อยู ่               ใน               องค์กร 

  在      裏             組織 

 

4. 在於；決定於   

漢： 學習好，主要在自己努力。 

泰： การศกึษาจะดีหรือไมน่ั ?นขึ ?นอยู่กบัคว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ของตนเป็นสาํคญั 

/ˈkaan sʉ̀kˈsǎa/     /ˈjàʔ/    /ˈdii/    /rʉ̌ʉ ˈmây/     /ˈnán/   /ˈkʰʉ̂nˈyùu ˈkàp/    

      學習             將要       好       是否              那            取決於 

/ˈkʰwaam pʰa.yaaˈyaam /             /kʰɔ̌ɔŋ ˈton/         /ˌpen sǎmˈkʰan / 

        努力                                    自己的                      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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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和「所」連用，表示強調，下面多連「不」 

漢： 在所難免。 

泰：  ยาก           จะ       หลกีเลี�ยง 

  /ˈyâak/  /ˈjàʔ/  /lìik ˈlîaŋ/ 

  很難        就       避免 

 

6.  表示時間、處所、範圍、條件等 

漢： 他們在禮堂裏開會 

泰： พวกเขา                    ประชมุ             ที�           ห้องประชมุ            ใหญ่ 

  /pʰûak ˈkʰáw/        /praˈcʰum/       /ˈtʰîi/   /ˈhɔ̂ŋ praˈcʰum/     /ˈyày/ 

  他們           開會       在           會議室             大 

 

漢： 標語貼在墻上 

泰： ติด          คําขวญั             ที�         บน           กําแพง 

  /ˈtìt/  /kʰam kʰwǎn/     /ˈtʰîi/     /ˈbon/     /kamˈpʰɛɛŋ/ 

  貼          標語           在        上面         牆壁 

 

7.  正在  กําลงั 

漢： 姐姐在做功課，你別打擾她。 

泰： พี�สาวกาํลังทําการบ้านอยู่  หนอูยา่ไปรบกวนพี�เขา 

  /pʰîi ˈsǎaw/      /kamˈlaŋ/        /ˈtʰam/        / kaan ˈbâan/      /ˈyùu /     

  姐姐        正在       作      作業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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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在」的義項來看，楊漢川（2002）將現代漢語「在」字分

爲八類語義，此八類語義又可分爲：動詞「在」、介詞「在」以及時態

標記的「在」 三種詞性。我們可以把楊漢川提出的「在」各種語義現象

視爲「一詞多義」。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種語義在实际运用中的翻译，楊

翻譯三種功能「在」的時候，分別對應泰語中的：「อยู/่ ˈyùu」、「ที�/tee」

和「กําลงั/ kamˈlaŋ」。第(1)到第(5)項的例句漢語「在」兼動詞，從這些泰

語的例句中來看都會出現「อยู/่ ˈyùu」，泰語對應於現代漢語動詞所具詞

語義概念「在」為「อยู/่ ˈyùu」。到了楊第(7)項中的例句是介詞「在」，

指動作發生或事物存在的處所，楊使用泰語中的「ที�/ˈtʰîi」詞來代替。最

後使用「กําลงั......อยู/่ kamˈlaŋ…… ˈyùu」來對應於時態詞「在+動詞」的概

念。 

總之，從楊漢川（2002）上述所論到的介詞「在」之義項，其中能

對應於現代漢語介詞「在」只有一個與本文探討中的介詞「在」最爲恰

當，即第七義項。因此筆者試圖從楊漢川對介詞「在」的泰語翻譯形式

為出發點，僅对泰語中的 「ที�/ˈtʰîi」進行分析。爲了更深刻理解現代泰語

介詞「ˈtʰîi」的語義概念，筆者進一步在下一小題針對《泰漢詞典》與

《泰泰詞典》兩者進行考察泰語中「ˈtʰîi」真正的語義功能。 

 

二二二二、、、、從泰漢詞典探討現代泰語從泰漢詞典探討現代泰語從泰漢詞典探討現代泰語從泰漢詞典探討現代泰語「「「「 ˈ̍̍̍tȹȹȹȹîi」」」」的功能語義的功能語義的功能語義的功能語義 

接著上述我們討論過的結果進一步考察《泰漢詞典》與《泰泰詞

典》有關現代泰語「ˈtʰîi」的語義以及相關例句。 

 

（（（（一一一一））））蔡文星蔡文星蔡文星蔡文星    

A．名詞 

(1) 地，地方，地點，處所 

(2) 地皮，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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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連詞   

(3) 關係代名詞 

 

（（（（二二二二））））蕭少雲蕭少雲蕭少雲蕭少雲    

A．．．．名詞名詞名詞名詞 

1.  地， 土地 

泰：   ที�          รกร้าง 

  /ˈtȹi ̂i/   /rók ˈráaŋ/ 

   土地      荒 

漢： 荒地 

 

2. 處，處所，場所，地方，地點 

泰：  ที�           อา่น         หนงัสอื 

  /ˈtʰîi/   /ˈàan/    /naŋˈsʉ̌ʉ*/ 

  地方    讀      書 

漢： 閲覽處，看書的地方 

 

B．．．．代詞代詞代詞代詞 

1. 關係代詞，的（表示專指） 

泰：  ที�คณุพดูมานั ?น  ผมเห็นด้วย 

/ˈtʰîI   ˈkʰun  ˈpʰûut  ˈmaa  ˈnán/    /ˈpʰǒm      hěn ˈdûay/     

                       你    講  出來  那   我（男生）  同意 

漢： 你所說的，我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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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副詞副詞副詞副詞 

1. 關係副詞，表示原因等 

泰： เขา          ด ุ          ที�         ฉนั           มา     สาย 

ˈkʰǎw   ˈdùʔ    ˈtʰîI       ˈcʰǎn    ˈmaa  ˈsǎay 

 他    罵           我     遲到 

漢： 她責備我遲到 

 

2. 序數詞前：第 

泰： ที�        ห้า 

ˈtȹi ̂I   ˈha ̂a 

 第    五 

漢： 第五 

 

D．．．．介詞介詞介詞介詞 

1. 在（表示處所） 

泰： ที�                สนามบิน 

ˈtȹi ̂I       sa.nǎam ˈbin 

           飛機場 

漢： 在飛機場 

 

（（（（三三三三））））楊漢川楊漢川楊漢川楊漢川    

1．地，土地，陸地 

泰： ที�                ภเูขา 

  ˈtʰîI       pʰuu ˈkʰǎw 

           山 

漢： 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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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體等表面的）特定位置 

泰： ที�        ปวด       ตาม       เท้า 

ˈtʰîI   ˈpùat   ˈtaam   ˈtʰáaw* 

     酸痛  大概   腳 

漢： 腿上痛處 

 

3． 處，居，社 

泰： ที�      จําหนา่ย        ตัHว 

tʰîI   jamˈnàay   ˈtǔa 

      賣    門票 

漢： 售票處 

 

4． 處，處所，場地，地方，地點，位置 

泰： สถานที�              ประชมุ 

sa.tʰǎan ˈtʰîI    praˈcʰum 

地點         開會 

漢： 開會地點 

 

5．  關係 

泰： มาตภุมูิ                        ที�         ยิ�งใหญ่      ของ         เรา 

  ˈmaa.tù ˈpʰuum   ˈtʰîI      yîŋ ˈyày   kʰɔ̌ɔŋ  ˈraw 

  祖國                偉大    的   咱們 

漢： 我們偉大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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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代名詞 

泰： ที�         ดนั     ก็        ดนั        ที�      ลาก      ก็        ลาก 

ˈtʰîI   ˈdan ˈkɔ̂ɔ  ˈdan       ˈtʰîI   ˈlâak  ˈkɔ̂ɔ  ˈlâak 

           推  就   推         拉   就   拉 

漢： 推的推，拉的拉 

 

7． 表示感情詞的原因或行動詞的目的 

泰： ตดัสนิใจที�จะไป 

  tàt sǐn ˈjay   ˈtʰîI    ˈjàʔ  ˈpay 

     決定          要   去 

漢： 決定要去 

 

8． 第 

泰： ที�หก 

  ˈtʰîI    ˈhòk 

  第    六 

漢： 第六 

 

9． 在…；在…上 

泰： ที�บ้าน 

  tʰîI    ˈbâan 

   家 

漢： 在家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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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泰國王學會泰語詞典泰國王學會泰語詞典泰國王學會泰語詞典泰國王學會泰語詞典》（》（》（》（1982198219821982））））    

和以上兩位學者的研究相类似，《泰國王學會泰語詞典》（1982）

中也標記現代泰語介詞「ˈtʰîi」為「表示處所」，例如： 

 

A．「ˈtʰîi」是名詞，解釋為四種語義； 

（1）處所、地方、住處、地區、區域 

泰： ที�                        ทํามาหากิน 

 /ˈtʰîi/  /tʰam ˈmaa hǎa ˈkin/ 

  地方       謀生 

漢： 謀生處 

 

（2）場所、地點 

泰：    ที�                  ประชมุ 

 /ˈtʰîi/    /praˈcʰum/ 

  地點     開會 

漢： 開會地點 

   

（3）位置、方位 

泰：  เอา                แวน่                วาง                   ไว้                 ที�                 โต๊ะ 

 /ˈaw/     /ˈwɛ̂n*/    /ˈwaaŋ/     /ˈwáy/   /ˈtʰîi/     /ˈtóʔ/ 

 把       眼鏡     放      著      在     桌子 

漢： 把眼鏡放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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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土地 

泰： ซื ?อ              ที� 

/ˈsʉ́ʉ/   /ˈtʰîi/      

買    土地  

漢： 買土地 

   

（5）器皿、盛器 

泰： ที�                      เขี�ย              บหุรี� 

 /ˈtȹi ̂i/     /ˈkȹìa/   /buˈrìi/ 

 器皿    扒      煙 

漢： 煙灰碟 

  

B.「ˈtȹi ̂i」是量詞，指套型的東西 

泰： ที�นั�ง           3     ที� 

 /tȹi ̂i ˈna ̂ŋ/  /ˈsa ̌am/ /tȹi ̂i/ 

 座位       三    個 

漢：     三個座位  

 

C.「ˈtȹi ̂i」是關係代詞 

泰： เดก็        ที�       ฉลาด 

/ˈdèk/    /tȹi ̂i/   /cȹaˈlàat/ 

 孩子    tȹi ̂i       聰明 

漢： 很聰明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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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ˈtȹi ̂i」是形容詞，指順序、次序、次第，可以對應於漢語「第」字 

泰： ที�   1 

/tȹi ̂i ˈnʉ̀ ŋ/ 

第   一 

漢： 第一 

 

E.「ˈtȹi ̂i」是介詞 

泰： อยู่         ที�       บ้าน 

/ˈyùu/   /ˈtȹi ̂i/   /ˈba ̂an/ 

住             在          家 

漢： 住在家裏。 

 

（（（（五五五五））））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综上所述，所有我们參考的詞典都顯示：泰語中與漢語介詞「在」

在語義概念上相似的即是介詞「ˈtʰîi」，它具有標記方位或存在的處所之

義。因此可以說泰語中所語義概念對應於現代漢語介詞「在」就是介詞

「ˈtʰîi」。泰語介詞「ˈtʰîi」是介詞中使用頻率最高的一個47。筆者發現在

漢語裡有不少的詞語跟泰語介詞「ˈtʰîi」一樣，屬於 「一詞多義」現象。

以下筆者將「ˈtʰîi」的語義及用法之分類如下表： 

 

 

 

 

 

                                              
47
泰國國家語料庫（Thai National Corpus ：TNC） 



第五章         現代泰語處所表达法探讨 

164 

【【【【表表表表  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5555----7777】】】】    對對對對「「「「ˈ̍̍̍ttttȹȹȹȹiiii ̂̂ ̂̂iiii」」」」所具有的語義所具有的語義所具有的語義所具有的語義    

ที�/ ˈ

tʰîi
的語

義 

土

地 ；

陸地 

特

定

位

置 

處 ；

居 ；

社 

場

地 ；

地

點 ；

地

方 ；

位置 

器

皿 

關係

副詞 

關係

代詞 

 

量

詞 

表 示

感 性

詞 的

原

因 ；

行 動

詞 的

目的 

第 介詞 

在…；

在…上 

蔡文

星 
� � � � � � � � � � � 

蕭少

雲 
� � � � � � � � � � � 

楊漢

川 
� � � � � � � � � � � 

泰國

王學

會泰

語詞

典 

� � � � � � � � � � � 

: 表示含有此語義 

: 表示没有此語義 

從上述蔡文星（1999）、楊漢川 (2002) 與蕭少雲 (2003) 對「ˈtʰîi」

的語義解釋，只有一條意義將 「ˈtʰîi」 解釋為我們本文研究對象的介詞

「在」：即蕭少雲所解釋的 D 項、楊漢川的第（9）項與《泰國王學會泰

語詞典》的（E）項。 

 

三三三三、、、、現代泰語現代泰語現代泰語現代泰語「「「「ˈ̍̍̍tʰîi」」」」的功能語義延伸情形的功能語義延伸情形的功能語義延伸情形的功能語義延伸情形 

文獻中顯示，「ˈtʰîi」從素可泰時代就擔任介詞的功能，此功能直

到阿育陀耶、吞武裏时代，至今也沒有改變。Nanthaka  Phaholayuth

（1983）主張探討關於介詞「ˈtʰîi」在三個時代的語義發展歷史，發現

介詞「ˈtʰîi」早在泰語創造文字那時候起就充當「介詞」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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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可泰素可泰素可泰素可泰（329）พระอินทร์      จงึ      ไป    เล่น          ที�       สระ     นั ?น     สนกุนิI      นกั 

      pʰráʔ ˈin    ˈjʉŋ   ˈpay  ˈlên*  ˈ̍̍̍tʰî̂̂̂I  ˈsàʔ* ˈnán   saˈnùk  ˈnák 

  Yin 神    就   去   玩   thi   池   那  好玩   很 

      所以 Yin 神就去那個水池玩得很開心。 

 

（330） เลือด       ที�       ใน         อก         ของ            แม่          นั ?น          ก็        

  ˈlʉ̂at     ˈtʰîI             ˈnay    ˈòk    ˈkʰɔ̌ɔŋ   ˈmɛ̂ɛ   ˈnán   ˈkɔ̂ɔ      

  血     thi    裏  胸部   的   母親  那   就     

   กลายเป็น            นํ ?ามนั             ไหล       ออกมา 

klaay pen   námˈman    ˈlǎy   ˈɔ̀ɔk ˈmaa 

變成       油     流    出來 

在母親胸裡的血就變成油流出來。 

 

阿育陀耶阿育陀耶阿育陀耶阿育陀耶（331） ธ                 เสดจ็              ที�               ใน           วงั              อนั            รโหฐาน 

       tʰaʔ     saˈdèt    ˈtʰîi    ˈnay   ˈwaŋ    ˈan   rá hǒo tʰǎan     

       火王    去   thi      裏   皇宮    的    壯大 

國王走進壯大的皇宮裡。 

 

（332） เอา       รถ      มา         รับ          ที�           ใน            กําแพงเมือง                นั ?น 

              ˈaw   ˈrót  ˈmaa   ˈráp   ˈtʰîi    ˈnay   kamˈpʰɛɛŋˈmʉaŋ  ˈnán 

   把   車   來   接    thi    裏面     城牆        那 

   讓車子在城牆裏接人。  

     

 

 



第五章         現代泰語處所表达法探讨 

166 

吞武裏吞武裏吞武裏吞武裏 （333） แม่              ให้            เงิน        น้อง                ที�          บนัได  

               ˈmɛ̂ɛ      ˈhây    ˈŋən*   ˈnɔ́ɔŋ     ˈtʰîI    banˈday 

       媽媽   給    錢    弟弟  thi    樓梯 

媽媽在樓梯給弟弟錢。 

上述五個例句，「thi」後面接的是表處所的名詞词組。若從語言歷

時探討現代泰語介詞「ˈtʰîi」的來源，介詞「ˈtʰîi」字是現代泰語表達

「處所」时經常使用的詞語。泰語「ˈtʰîi」語義多樣，参考上述提到的关

于蔡文星、蕭少雲和楊漢川的研究資料，我们發現每項「ˈtʰîi」的語義皆

與「土地」、「地點」、「場所」；即「place」之類的意義有關，然後

慢慢地從具體的語義延伸到較抽象的意義。Pornthip Kitsombat 總結了泰

語「ˈtʰîi」詞語在泰國三個時代的用法及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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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 5-8】】】】Pornthip Kitsombat 對泰語介詞對泰語介詞對泰語介詞對泰語介詞「「「「ˈ̍̍̍tʰîi」」」」在泰國三個時代的用法在泰國三個時代的用法在泰國三個時代的用法在泰國三個時代的用法

及功能的縂表及功能的縂表及功能的縂表及功能的縂表 

「ˈtʰîi」之用法 素可泰 阿育陀耶 卻克里至今 

（1）充當名詞 � � � 

（2）引導補語分句，變成    

            a.名詞短語 � � � 

            b.名詞短語之成分 � � � 

            c.動詞短語之成分 � � � 

（3）引導動詞短語    

            a.引導動詞短語 � � � 

            b.引導短語動詞的名詞 � � � 

            c.引導補語分句，變成名詞    

                短語 
� � � 

（4）充當介詞 � � � 

（5）複合詞 � � � 

（6）與「ja」組合成動詞短語之成分 � � � 

（7）引導句子的話題（Topic） � � � 

�表示含有此語義 

�表示没有此語義 

從【表 5-8】所顯示「ˈtʰîi」的語義延伸情形，發現泰語中的介詞「ˈ

tʰîi」是由古代泰語中的名詞虛化而來，其用法與意義多變，一個字身兼

數種詞類，虛化之後各種詞性的語義十分相似，与原詞的意思具有共同

點，也有相異點，这点在研究泰語的學習歷史上，也是一个值得探討的

題目，在研究汉泰语言对比分析上也是十分有参考价值的。 

對於這一點，Diller（1994）（曾經研究泰語的語言歷史演變）他總

結出泰語名詞「ˈtʰîi」以增加語義（elaborated）的方式，將原有的詞語語

法化，增加了「ˈtʰîi」的新語義、功能及用法，成為現代實用的介詞「ˈ

tʰîi」，有「處所」或「地方」（place (where)…）的意思。這種現象叫做

「多義現象」，詞的這種性質叫做「詞的多義性」，一個詞兼屬兩類時



第五章         現代泰語處所表达法探讨 

168 

說它可歸入兩個功能系統。一個詞有複雜的多方面的意義是詞的一般特

徵，幾乎各種語言裡都是如此。 

 像是根據上述泰語「ˈtʰîi」的歷時語言學的文獻可得知，泰語介詞

中的「ˈtʰîi」一開始為名詞表示「土地」之義，而後經歷漫長的時間演

變，經過素可泰、阿育陀耶、吞武裏、至現代，最後穩定下來，具有了

標記「地方」的介詞用法、「帶出一處所，空間」之義（Nanthaka  

Phaholayuth，1982、Sumitra  Angwatanagul，1966）；而漢語的介詞

「在」也是如此，起初為動詞，而後經過時間演變擴展成現今介詞

「在」（帶出一處所、地點、空間等），「在」的動詞的意義現今仍存

在使用，與介詞「在」並存。 

對於「一詞多義」現象的產生，Nawawan  Panthumetha （1911 :  11-

16） 認為此現象產生在泰國中的原因是因為「泰語對詞性界定不嚴謹，

以前同一类詞性的詞在另外一個地方也可以有其他功能，不必改換成其

他生詞，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詞多義」的現象。從古代的研究資料中

我们发现，很早就可以看到很多詞跟現代的詞词义相同，詞性不同的現

象」。像泰語「ˈtʰîi」字，本身是個名詞，随着时间的演變，有了其他功

能及語義。Panthumetha（1911）認爲依據語言類型學，泰語屬於「孤立

語」（isolating language），因為孤立語的特色並不像黏著語一樣具有鮮

明的語法規則，所以一旦經過長時間的演變，語言便會有所改變，根據

許多語言學者的觀點來看，孤立語最初往往因為「借代」、「借用」的

方式，而最後取代或是演變出新的意義（Nawawan  Panthumetha，

1911）。 

以上是泰語「ˈtʰîi」在素可泰、阿育陀耶和吞武裏三個時代的用法，

本文只討論充當介詞的「ˈtʰîi」，其他功能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内。上述

可見，從素可泰、阿育陀耶時代以來至今，泰語介詞「ˈtʰîi」都一直可擔

任介詞，即引進處所名詞短語的作用，爲了專指某處所發生了某事情，

到了現代介詞「ˈtʰîi」跟前兩個時代之用法大同小異，都置於具有「處

所」義的名詞或名詞組的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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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泰籍學習者所用來翻譯泰籍學習者所用來翻譯泰籍學習者所用來翻譯泰籍學習者所用來翻譯「「「「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介詞短語的泰介詞短語的泰介詞短語的泰介詞短語的泰

語形式語形式語形式語形式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部分是泰籍学生對「在+處所詞」的翻譯現

象，筆者將一部分（一共二十五位）泰籍生對「在+處所詞」整體的翻譯

語料總結如下： 

【【【【表表表表  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二 5-9】】】】 泰籍學習者翻譯泰籍學習者翻譯泰籍學習者翻譯泰籍學習者翻譯「「「「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介詞短語之現象介詞短語之現象介詞短語之現象介詞短語之現象 

所指定翻譯的例句 

泰籍生之翻譯情況 

譯

成 

頻率 譯成 頻

率 

譯成 頻

率 

1．在（介詞） ˈtʰîi 100%     

2．在家（介詞組） ˈtʰîi 100%     

3．在家裏（介詞組） ˈtʰîi 4% ˈnay 80% ˈtʰîiˈnay 16% 

4．他在学校学汉语。 ˈtʰîi 100%     

5．他出生在泰国。   ˈtʰîi 100%     

6．他在这所学校当老师。 ˈtʰîi 88% ˈnay 12%   

8．在沙发上，他躺了半个小时

了。  

ˈtʰîi 8% ˈbon 8% ˈtʰîi 
ˈbon 

84% 

9．他在门背后躲着。   ˈlǎŋ 44% ˈdâanˈlǎŋ 8% ˈtʰîiˈlǎŋ 48% 

10．他在门前种树。  ˈnâa 52% ˈtʰîi ˈnâa 48%   

11．在火车上，他遇见了张

东。 

ˈtʰîi 4% ˈbon 92% ˈtʰîiˈbon 8% 

12．車停在門口。 ˈtʰîi 20% ˈnâa 44% ˈtʰîiˈnâa 36% 

13．树叶落在地上。 ˈbon 100%     

14．她躺在床上。 ˈbon 92% ˈtʰîi ˈbon 8%   

15．树叶浮在水面上。  ˈbon 100%     

16．被子摔在地上。 ˈtʰîi 16% ˈbon 56% ˈtʰîiˈbon 28% 

從筆者初步觀察發現，有些資料以及獲得的結果較出乎了筆者的意

外，諸多我們參考的辭典與泰籍學習者對「在＋處所詞」的翻譯實際語

料所選用的詞語都有差異。根據辭典與六十七題的問卷調查實際語料分

析（如：1、2 項），與漢語介詞「在」相對應形式的泰語詞彙的確是介

詞「ˈtʰîi」。問卷結果顯示當介詞「在」帶上「處所詞」組合成「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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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詞」短語進入了句子结构之後，在泰語中的對應形式就變得豐富多

樣、較爲自由。因此我們所獲的的翻譯結果，介詞「ˈtʰîi」有的出現，有

的沒有出現，大多数翻譯結果為單一介詞，有些翻译结果是合成介詞。

實際語料告訴我們無論是引介「處所格」或「終點格」的「在」，翻譯

成泰語表處所時，方式及形式較爲靈活，沒有限制在某个固定詞語上。 

總之，本文認定對應於現代漢語介詞「在」的泰語詞語為介詞「ˈ

tʰîi」，但「在+處所詞」進入了句法结构之後，使用的介词就不只是介詞

「ˈtʰî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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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漢泰對比分析漢泰對比分析漢泰對比分析漢泰對比分析 
以前面的闡述和研究为基础，本章開始進行漢泰「在＋處所詞」介

詞短語的對比分析。爲了凸出漢語介詞「在」在語義、結構與其功能上

如何與泰語語言系統产生联系，我們需要兼顧兩種語言，在進行對比過

程中對照分析亦詳盡的討論兩種語言「漢語「在」和泰語對應形式的整

體分佈情況」。本章第一節探討對比分析的基礎理論，包括從語言類型

學的角度探討漢泰兩種語言的異同之處。第二節針對形式層次上探討

「在＋處所詞」與其泰語所對應形式功能性翻譯對等。第三節是基於語

義句法層面上將每個「在＋處所詞」不同分佈進行對比於泰語所對應形

式。第四節再從篇章層面試圖對比分析。第五節為漢語泰籍學習者對

「在＋處所詞」的使用偏誤的探討。第五章為小結。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漢泰對比分析的基本概念與理論漢泰對比分析的基本概念與理論漢泰對比分析的基本概念與理論漢泰對比分析的基本概念與理論 

一一一一、、、、對比分析的依據與對比範圍對比分析的依據與對比範圍對比分析的依據與對比範圍對比分析的依據與對比範圍 

雖然在語義或語法曾面漢語中介詞「在」跟泰語所對應的詞語可算

是很相似的，不過根據對比分析的理論，陳俊光（2007）提出對比分析

(contrastive analysis)是注重差異性的研究，對比語言學或對比分析的研究

重點既然是对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進行詳細的對比描述，那么僅從一個

語言的角度來對比另一語言，則容易流於主管的認定或本位主義。換言

之，對比分析突顯出了「同中取異」的概念，即對兩種語言或兩種語言

以上的語言之間差異的描述必須在相同架構下進行，包括普遍性的範疇

或屬性、語言的可比性以及功能性的對比。不同於側重「異中取同」概

念的比較語言學（comparative analysis）。有對比才有鑒別。通過對比分

析，在兩者的差異中發現泰語給漢語教學帶來很多干擾。筆者發現爲了

清除兩種語言的異同點，必須要通過對比分析方式。就像朱德熙

（1985）曾經指出「特點是通過對比而顯示出來的，沒有對比就無所謂

特點」  （朱德熙，1985，P.2）。從上述讨论中可看出，對比分析

（ contrastive analysis）的主要目的是為語言教學提供洞察力與啓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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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ing insights and having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teaching）（陳俊

光 2007：109-110）因此有益於其透過目标語與母語的對比，找出教學中

最佳的語言選用與排序。 

本文的對比範圍主要針對現代漢語引進處所詞之義的介詞「在」，

將深入讨论過的不同分佈的「在＋處所詞」介詞短語與現代泰語所對應

形式進行對比分析。陳俊光（2007：113）提到了若僅從語言的結構做形

式性對比，結果可能較易顯示不足之處。因此對比分析應涵蓋功能性的

對比（陳俊光 2007：129）。按照陳（2007）的提出，筆者基於「在＋處

所詞」不同的分佈和泰語對應詞語的性質，將進行對比的語言層面，按

照語義句法層面和篇章層面来进行。 

 

二二二二、、、、漢泰對比的基本概念漢泰對比的基本概念漢泰對比的基本概念漢泰對比的基本概念 

（（（（一一一一））））漢泰的語系與語序類型漢泰的語系與語序類型漢泰的語系與語序類型漢泰的語系與語序類型    

依據語言類型學
48
，孤立型語言（另稱分析語；isolating  language）49

是指詞形不變，語法功能由語序50和功能詞（虛詞）表示的一種語言。這

種類型的語言包括亞洲諸囯，以及一些南太平洋島國與西非國家等（陳

俊光 2007，214）。 

以往的諸多學者（楊彩賢 2009、舒歡歡 2010、王素華 2008、江竹青

2008、華玉明 2000 等）都同樣認爲漢泰兩種語言同屬於漢藏語係（Sino-

Tibetan Family）及孤立型的語言（isolating  language）。泰語是漢藏語係

中的「侗傣語族」的傣語枝，以單音節的詞語爲主，缺乏詞的形態變

化。因此泰語跟漢語一樣靠虛詞和詞序等語法手段來表達意義，更換虛

                                              
48
 語言類型學是語言學的一個分枝，亦稱爲類型語言學。本學科注重在研究各種語言體

系中的結構相似性，並按其特徵進行分類。此研究成果，可適切地運用於應用對比分

析，如第二語言教學、翻譯與雙語教育等方面（取自陳俊光 2007：213） 
49
 德國語言學家 Von Schlegel（1847）將世界語言按照語詞内在結構的複雜性，分爲孤

立型語言、屈折型語言，以及黏著語言三類。（取自陳俊光 2007：214） 
50
語序是語言單位排列組合的先後次序而言的，詞序的排列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是孤立型語言

最重要的語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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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或是詞序，常常影響到句子的意義，這是兩種語言的基本概念。解釋

為以下例子： 

【【【【表表表表 三十三三十三三十三三十三 6-1】】】】漢泰語漢泰語漢泰語漢泰語屬於孤立語屬於孤立語屬於孤立語屬於孤立語語系類型語系類型語系類型語系類型表表表表 

 語言類別語言類別語言類別語言類別    主主主主    動動動動    賓賓賓賓    

A 

漢語 張三 打 李四 

泰語 จางซาน/ˈjaaŋsaan ตี/ ˈtii หลี�ซื�อ/liˈsʉ̂ʉ 

a 

漢語 李四 打 張三 

泰語 หลี�ซื�อ/ liˈsʉ̂ʉ ตี/ˈtii จางซาน/ˈjaaŋsaan 

B 

漢語 狗 咬 貓 

泰語 หมา/ˈmǎa กดั/ˈkàt แมว/ˈmɛɛw 

b 

漢語 貓 咬 狗 

泰語 แมว/ˈmɛɛw กดั/ˈkàt หมา/ˈmǎa 

C 

漢語 媽媽 煮 飯 

泰語 แม ่/ˈmɛ̂ɛ หงุ/ˈhǔŋ ข้าว/ˈkʰâaw 

c 

漢語 飯 煮 媽媽 

泰語 ข้าว/ˈkʰâaw หงุ/ˈhǔŋ แม/่ˈmɛ̂ɛ 

D 

漢語 爸爸 種 樹 

泰語 พอ่ /ˈpʰɔ̂ɔ ปลกู/ ˈplùuk ต้นไม้/tôn ˈmáay 

d 

漢語 樹 種 爸爸 

泰語 ต้นไม้/ tôn ˈmáay ปลกู/ ˈplùuk พอ่/ ˈpʰɔ̂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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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中列出此四對例句可以更清楚地補充及解釋对「孤立型語言」

所下定義。泰語（A）、（a）與（B）、（b）兩對是漢語的翻譯對等形

式，（A）、（a）之間與（B）、（b）之間是主賓交換。我們先從前兩

對討論，從（A）與（a）這兩句來看，（a）句的「張三」為施事主語

（agent）实施「打」这个动作，受事賓語「李四」（patient），相對於

（a）句的施事主語（agent）為「李四」，「張三」則是受事賓語

（patient）。可看出，句中詞序改變，施事（agent）與受事（patient）就

不同，而影響到整個句子的意義有所改變。（B）與（b）此例句也跟

（Aa）對例句可做同樣的解釋，「狗咬貓」跟「貓咬狗」雖然句中所組

成的詞語一樣有「狗」、「咬」、「貓」三個詞，但兩句所表達的意義

完全不同。現在我們輪到（Cc）與（Dd）兩對，這兩對例句會讓我們對

孤立語型的「語序」特徵了解地更清楚。可看出（C）句與（D）句在語

意句法上就很自然，不過主語（Subject）與賓語（Object）交換之後，

（c）、（d）兩句就成爲病句。可看出雖然（c）與（d）在句法結構上完

全合乎語法，但語義方面卻不通順，在認知心理上這種説法是沒有道

理、不合實時的，所以（c）、（d）兩句是不能成立的。。 

這可證明語序對漢泰這種孤立型語言來説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會

控制及影響到句子的語義。換言之:語序、位置與語義具有非常密切的關

係。 

除了上述我們討論過的結論能總結出語序對漢泰這種孤立語有著非

常密切的關係之外，还可推出及證明漢語和泰語皆同屬「SVO」語序類

型51。我們指的「SVO」語序類，通常就是以「NP1—VP—NP2」的第一

個名词爲施事主語（Subject），第二個名詞視爲受事賓語（Object）的类

型。換言之，「SVO」語序類型的傾向是「施事（Agent）—動作

（ Verb ）—受事（ Patient ）」這個順序的結構。（ Li ， Bates 和

                                              
51
 美國語言學家 Greenberg（1996）將世界五大洲三十種語序分類為 SOV, SVO, VSO, 

VOS, OSV, OVS 六種，S 代表主語，V 代表動詞，O 代表賓語。「SVO」是世界上語言

分佈第二廣的語序（最廣的語言分佈為「SOV」），佔 35%，是世界上使用的人口最

多的語序。有的使用前置詞。大部分語言的形容詞都在名詞後（如泰語），但也有的

在名詞前（如漢語）。（陳俊光，2007：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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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Whinney1993：鄭麗玉 2006）52
。總之，上述這種現象顯示，漢語和

泰語都同樣屬於「SVO」語序類型的語言。 

    

（（（（二二二二））））主要分枝方向與中心語參數主要分枝方向與中心語參數主要分枝方向與中心語參數主要分枝方向與中心語參數    

雖然漢泰語同樣是孤立語，語序類型也同屬「SVO（主語—謂語—

賓語）」类型，但兩者修飾成分的語序相去甚遠。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内

容與「主要分枝方向」及「中心語參數」這兩個關鍵詞有關，它們是兩

個不同的語言類型，但都涉及到「中心語」的概念。「中心語參數」53指

的是一個短語或句子的中心成分，它決定了短語或句子中其它成分的一

致或支配關係。「中心語參數」類型描述的是中心語和賓語的關係。中

心語可以是「動詞」或「介詞」，因此賓語可以是動詞的賓語（即動

賓）與介詞的賓語（即介賓）。「中心語參照」可分爲：一、中心語在

前的語言，二、中心語在後的語言。前者語序包括了所謂的動賓結構

（VO）與前置詞（介賓結構—PO）的使用，包括部分的 SVO 語言與全

部的 VSO 語言。如：漢語、泰語、英語、法語。後者其語序包括了所謂

的賓動結構（OV）與後置詞（賓介結構—OP）的使用，包括大多數的

SOV 語言。如日語、韓語。對於漢語和泰語來説，兩者都屬於「中心語

在前」的語言類型。請參看以下的圖示： 

 

 

 

 

 

    

    

                                              
52
 取自陳俊光《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2007，P223 

 
53
 編自陳俊光 228-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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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16666----1111】】】】主要分枝方向與中心語參數主要分枝方向與中心語參數主要分枝方向與中心語參數主要分枝方向與中心語參數    

    

上述的圖示可如下解釋，漢語中介詞短語「在學校」中的中心語是

介詞「在」介賓是「學校」，動詞短語「唱歌」的中心語是動詞「唱」

動賓是「歌」。可看出介詞「在」出現在它賓語「學校」的前面，動詞

「唱」也同樣位於它賓語「歌」之前，這樣的關係與位置，我們可以稱

爲「中心语在前」的語言。泰語也同樣。因此我們可以總結出漢語及泰

語兩者皆屬於「中心语在前」的語言。 

另一種語言類型「主要分枝方向
54
」的概念，筆者由 Lust（1983：

138）率先提出並定義如下： 

「主要分枝方向係指一個語言的主要循環結構，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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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從屬的副詞字

句， 以及句補結構。」（陳俊光 2007：229） 

                                              

54 同上 

     漢語漢語漢語漢語                    泰語泰語泰語泰語 

                  PP                                                                  PP 

           

PP    P  NP   P  NP 

             在在在在                       學校          ที�                       โรงเรียน                                  
t                                                ˈtʰîi                    rooŋ ˈrian                      在在在在                學校  

VP                VP      VP  

    V  NP   V  NP 

                                                    唱唱唱唱  歌   ร้อง            เพลง              

arn                                                                 rɔ́ɔŋ                   ˈpʰleeŋ   讀書                       唱唱唱唱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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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主要分枝方向」這個語言類型也涉及到「中心語」的概念，

卻不同於「中心語參數」所提到的中心語。主要分枝方向類型所描述的

是「中心語」和「修飾語」的關係。這裡的中心語可以是名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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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詞組或副詞子句）。「主要分枝方向」可

分爲兩類，一為向右分枝方向的語言（英語、德語、越南語、阿拉伯語

和泰語），二為向左分枝的語言（日語、漢語和漢語）。總之，「主要

分枝方向」的概念就注重於修飾語和中心語的順序而言，即漢語通常是

「修飾語＋中心語」順序。而泰語通常是「中心語＋修飾語」這個順

序。簡單地說，漢泰語是分屬兩個不同語言類型的「主要分析方向」，

漢語屬於「向左分枝語言」類，而泰語屬於「向右分枝語言」類。 

（334） 漢語：白菜 

  泰語：     ผกักาด          ขาว 

   pʰàk ˈkàat   ˈkʰǎaw 

                        菜           白 

（335） 漢語：汽車 

  泰語：รถ         ยนต์ 

   rót     ˈyon 

   車        汽 

（336） 漢語：很胖 

泰語：   อ้วน      มาก 

   ˈûan    ˈmâak 

   胖          很 

（337） 漢語：雞肉 

泰語：   เนื ?อ        ไก่ 

   ˈnʉ́a     ˈkày 

     肉         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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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漢語：泰國人 

泰語：  คน         ไทย 

   kʰon    ˈtʰay 

    人      泰國 

 可看出上述筆者畫出雙底綫的成分是短語中的中心語，很明顯的就

是漢語中心語都是處於後面，而泰語是相反的，中心成分在前面。因此

我們可總結出，漢泰兩種語言的「主要分枝方向」完全是不同的。這種

「主要分枝方向」的差異很容易使泰籍學生产生「爸爸工作〈在公

司〉」這樣的偏誤。 

 

（（（（三三三三））））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合上述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來分析探討漢語及泰語兩種語言的研

究，我们得知漢泰語在結構上屬於孤立語型語言，都無詞形變化主要籍

語序和功能詞來表示。在基本語序上，漢泰兩種語言屬於 SVO 類的語

言，也是同樣中心語在前，具有動賓、介賓的結構。不同的就是漢語是

向左分枝的語言，而泰語則是向右分枝類的語言。筆者以下列出兩種語

言在語言類型學的角度的異同。 

漢語漢語漢語漢語：向左分枝（＋語詞＋短語＋子句）、中心語在前（＋短語） 

泰語泰語泰語泰語：向右分枝（＋語詞＋短語＋子句）、中心語在前（＋短語） 

 

【【【【表表表表 三十四三十四三十四三十四6666----2222】】】】根據語言類型學之漢泰分類比較表根據語言類型學之漢泰分類比較表根據語言類型學之漢泰分類比較表根據語言類型學之漢泰分類比較表 

 漢語 泰語 

語系 孤立語 孤立語 

語序類型 SVO SVO 

主要分枝方向 向左分枝方向 向右分枝方向 

中心語參照 中心語在前 中心語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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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功能性功能性功能性功能性對比對比對比對比與與與與形式形式形式形式對比對比對比對比 

崔希亮（2001）曾指出，在諸多不同語言裏，空間方位使用不同的

手段來表達。有的語言用介詞來標引空間方位，如英語、泰語；有的語

言用介詞加上方位詞來標引空間方位，如漢語；有的語言用格助詞來標

引空間方位，如日語；還有的語言用介詞加上名詞的曲折變化（格尾）

來標引空間方位，如俄語；還有的語言用名詞加上方位詞尾來標引空間

方位，如芬蘭語。 

本節需要探討的内容就是漢語「在＋處所詞」與相對應形式的泰語

在「形式上」的對比。我們可以總結以上崔希亮（2001）所提出的看

法：在漢語裡，空間方位關係的表達主要依靠介詞、處所名詞和方位詞

來實現。而泰語空間方位系統則以各種方位介詞來標引空間方位。我們

現在繼續討論。綜上所述，可知漢語中「在＋處所詞」介詞短語與泰語

其對應形式，如果在表示同一語義時，在形式上漢泰語最大的差異主要

來自於以下兩個方面： 

（1）「在＋ 處所詞」介詞短語中，「名詞」加上「方位詞」構成處

所詞作爲「在」字賓語的情況較為常見，這與泰語形式的表現方式不

同。泰語中一般名詞可直接作方位介詞的賓語，換言之，泰語除了對應

於現代漢語介詞「在」的「thi」之外，還可以以不同的方位介詞引進處

所名詞。因爲兩種語言對於此點用法的差異，學習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

偏誤是漏用方位名詞，如：*他躺在沙發、*媽媽廚房裏旁做菜、*張老師

去在印度等偏誤。 

（2）現代漢語「在＋處所詞」介詞短語的位置相當靈活，它可以出

現在句子中很多位置。泰語中與其對應的語言形式的方位處所介詞的結

構位置相對固定，常位於句尾，即動後的位置，前置或句首的位置通常

是擔任句子的話題的作用。漢語中，「在＋處所詞」短語可用在動詞前

做狀語或放在動詞後做補語，甚至出現在句子主語的前面總共三個位

置。而在泰語中，作狀語的方位介詞一般用在句尾。因爲此類差異，導

致學生混淆使用漢語「在＋處所詞」，並有可能出現如下的偏誤如：*弟

弟在靶子上射箭、*我常吃飯在 Siam Paragon 等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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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我們本節要討論的核心内容處於漢語「在＋處所詞」與

泰語相應形式的形式上對比。我們提到的上述那兩項形式上最爲明顯，

但在本節的範圍只要先對（2）項短語進行形式對比。至於（1）項句法

結構之對比等到下一節句法語義對比分析的部分再進行討論。 

本研究所探討的「在＋處所詞」在句中所對應於泰語形式。泰語中

沒有像漢語這類框式的介詞短語，而僅有「處所方位介詞（locational 

preposition）＋NP」組成。如下面漢泰對照的例子： 

 

（339） 漢語：他在操場練球。 

  泰語： เขา          ซ้อม        บอล          ที�              สนามกีฬา 

  ˈkʰǎw  ˈsɔ́ɔm    bɔɔn    ˈtʰîI   sa.nǎam kiiˈlaa 

    他       練習    足球     在           操場 

（340） 漢語：他在船上唱卡拉 OK。 

  泰語： เขา          ร้อง         คาราโอเกะ        บน          เรือ 

   ˈkʰǎw   ˈrɔ́ɔŋ  卡拉 OK   ˈbon  ˈrʉa 

    他  唱    卡拉 OK     上    船 

 

可看出，我們所討論的漢語空間表處所系統中「在＋處所詞」介詞

短語，每一個泰語對照句，無論漢語中的「處所詞」是否帶「方位詞」

成分，泰語对应句都是以「處所方位介詞（locational preposition）＋NP」

這樣的結構表現。若漢語中像例（339）句沒帶上方位詞（Localizer），

泰語对应句通常使用介詞「thi/ที�」引進處所名詞。但是如果漢語像例

（340）句以「在＋NP＋方位詞（Localizer）」此結構表現時，泰語也是

依然以「處所方位介詞（locational preposition）＋NP」這個結構呈現出

來，但使用的方位介詞不一定是介詞「thi」了。那此特性又與泰語的何

種形式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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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漢語：在沙發上 

  泰語： บน         โซฟา 

   ˈbon       sofa 

   上    沙發 

（342） 漢語：在沙發下 

泰語： ใต้             โซฟา 

   ˈtâay*   sofa 

   下  沙發 

（343） 漢語：在沙發旁 

泰語： ข้าง           โซฟา 

   ˈkʰâaŋ   sofa 

   旁邊  沙發 

（344） 漢語：在沙發後 

  泰語： หลงั       โซฟา 

   ˈlǎŋ    sofa 

   後邊  沙發 

「在＋處所詞」與漢語中的方位詞構成「在＋ NP ＋方位詞

（Localizer）」框式結構，如：「在～上／下／中／裏／前／後」等，在

泰語中可直接使用單一方位介詞「บนˈbon／ใต้ˈtâay*／กลางˈklaaŋ／ในˈnay／หน้า

ˈnâa／หลงัˈlǎŋ」等方位介詞對照，如上述例（341）句至例（344）句。此

外，除了使用單純方位詞引進名詞表處所，泰語還能加上其他方位介詞

以兩三個介詞組合成爲合成方位詞55，爲了更確定方位關係。其中這些合

成介詞基本上與單一介詞語義表達沒有很大的差異，只是更加強處所方

位之義，如常見的介詞「thi」會出現在其他方為介詞前面，強調處所方

位意義。請參看以下的表格： 

                                              
55
 在第五章中詳細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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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三十五三十五三十五三十五6666----3333】】】】漢泰表述方位介詞組對照表漢泰表述方位介詞組對照表漢泰表述方位介詞組對照表漢泰表述方位介詞組對照表 

漢語短語 泰語對照形式 介詞組 

在____裏 nai____ ˈtʰîi nai 

在____上 bon____ ˈtʰîi bon 

在____後面 lang____ ˈtʰîi lang 

在____前面 na____ ˈtʰîi na 

在____下 dai____ ˈtʰîi dai 

在____中間 glang____ ˈtʰîi glang 

在____旁邊 kang____ ˈtʰîi kang 

在____那兒 drong____ ˈtʰîi drong 

在____之外 nok____ ˈtʰîi nok 

在____上 nuea____ ˈtʰîi nuea 

在____旁邊 rim____ ˈtʰîi rim 

 

總而言之，相同的空間方位觀念，泰語用介詞短語放在名詞前頭表

示即可，但是要用不同的介詞來分別。結構上泰語只是以「介詞＋名

詞」這樣的結構表現，如：บนโต๊ะˈbonˈtóʔ / ในตู้ˈnayˈtûu。漢語則除了用介詞

「在」放在名詞前面以外，還要加上方位詞放在名詞後面，就是説漢語

裏介詞相同，要靠不同的方位詞來分別。漢語是「介詞＋名詞＋方位

詞」此結構，如：在桌上、在櫃子裏。總之，對母語為泰語的學習者而

言，泰語和漢語「在」對應的情況是「多對一」的，即普遍以介詞

「thi」對照。總之，我們可以簡單的總結漢泰兩種語言在短語結構上的

表處所介詞「在＋處所詞」與泰語相對應形式為： 

 

【【【【表表表表  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 6-4】】】】漢泰漢泰漢泰漢泰介詞短語内部結果介詞短語内部結果介詞短語内部結果介詞短語内部結果 

漢語 泰語 

在＋X＋方位詞 方位介詞＋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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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與泰語相應形式語義句與泰語相應形式語義句與泰語相應形式語義句與泰語相應形式語義句

法對比分析法對比分析法對比分析法對比分析 

如同上一節的結語顯示，泰語和漢語表示處所介詞「在」相對應屬

於「多對一」的情形。因此在第三章我們所要深論的重點就不注重詞彙

上的對比了。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 1」」」」的語義語法對比的語義語法對比的語義語法對比的語義語法對比 

我們要開始討論的「在 1 」，根據格關係是引進「處所格

（Locative）」的「在＋處所詞」介詞短語，總的來說此「在 1」的賓語

的論元角色為處所。本章節為了探討及對比「在 1」與泰語其對應形式的

情形，將前置詞「在 1」做為方位性格標記，根據出現在句中不同位置而

產生了不同的功能及用法，分佈順序「在 1A」、「在 1B」及「在 1C」對

泰語所相應形式一一進行對比。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
1A1A1A1A

」」」」與泰語所對應形式的對比分析與泰語所對應形式的對比分析與泰語所對應形式的對比分析與泰語所對應形式的對比分析    

本研究的「在 1A」是指明出現在句首，即主語前的位置的「在 1」，

引介及表示「事件發生的處所」之義。現在我們來一起解释泰語擔任相

同功能的介詞短語。 

（345） 漢語：在裙子上，她綉了朵小花。 

泰語：後置（84%）เธอปักดอกไม้เล็กๆบนกระโปรง 

   ˈtʰəəˈpàk dɔ̀ɔk ˈmáay ˈlék ˈlék ˈbon kraˈprooŋ 

泰語：前置（16%）（ที�）บนกระโปรง  เธอปักดอกไม้เล็กๆ 

     ˈtʰîi ˈbon kraˈprooŋˈtʰəəˈpàk dɔ̀ɔk ˈmáay ˈlék ˈlé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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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漢語：在沙发上，他躺了半个小时了。16% 

泰語：後置（84%）เขานอนอยูบ่นโซฟามาครึ�งชั�วโมงแล้ว 

   ˈkʰáw*ˈnɔɔnˈyùuˈbon sofa ˈmaa ˈkʰrʉ̂ŋcʰûa ˈmooŋ ˈlɛ́ɛw 

泰語：前置（16%）（ที�）บนโซฟา  เขานอนมาครึ�งชั�วโมงแล้ว 

     ˈtʰîi ˈbon sofa ˈkʰáw*ˈnɔɔn ˈmaa ˈkʰrʉ̂ŋcʰûa ˈmooŋ ˈlɛ́ɛw 

（347） 漢語：在山上，他们盖了座房子。 

泰語：後置（80%）พวกเขาสร้างบ้านหลงัหนึ�งบนภเูขา  

   pʰûak ˈkʰáw ˈsâaŋˈbâanˈwáyˈlǎŋˈnʉ̀ŋ ˈbon pʰuu ˈkʰǎw 

泰語：前置（20%）（ที�）บนภเูขา  พวกเขาสร้างบ้านไว้หลงัหนึ�ง 

     ˈtʰîI ˈbon pʰuu ˈkʰǎw pʰûak ˈkʰáw ˈsâaŋˈbâanˈwáyˈlǎŋˈnʉ̀ŋ 

（348） 漢語：在火车上，他遇见了张东。20% 

泰語：後置（80%）เขาพบจางตงบนรถไฟ 

   ˈkʰáw*ˈpʰóp ˈjaaŋtoŋˈbon rót ˈfay 

泰語：前置（20%）（ที�）บนรถไฟ  เขาพบจางตง 

     ˈtʰîI ˈbon rót ˈfay ˈkʰáw*ˈpʰóp ˈjaaŋtoŋ 

（349） 漢語：在路上，爷爷突然昏倒了。20% 

泰語：後置（80%）คณุปู่ เป็นลมล้มลงกลางถนน 

   ˈkʰunˈpùu pen ˈlom ˈlóm ˈloŋ ˈklaaŋ tʰaˈnǒn 

泰語：前置（20%）（ที�）บนถนน  คณุปู่ หมดสตล้ิมลง 

   ˈtʰîI ˈbon tʰaˈnǒn ˈkʰunˈpùu pen ˈlom ˈlóm ˈloŋ 

上述五個例句是筆者從本文設計的問卷當中挑選出來进行討論的，

可看出例（345）至（349）句的漢語為處在句首的「在 1A」的檔案。泰

籍生对這些例子进行翻譯的時候，我們可以观察到，表示處所介詞短語

都分爲兩派，一位於句首，二位於句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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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們都知道泰語的無標記語序是要將方位介詞短語處在句尾，

不過有時也能處於句首的。就像第五章我們所提到泰語表述處所的介詞

短語的特徵，泰語語言學者如 Vichin Panuphong（1985）指出句中表處所

的修飾部分56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特徵，每種修飾部分能夠自由出現在句首

或句尾，句子的意義不變，不同之處在於強調，置於句首起強調作用。

一般來説，「標記理論」中的標記性是指當有相對的形式時，無標形式

通常出現的頻率較高、較規律性，語言類型上分佈的較廣（可在較多的

語言中找到），在認知心理上較易處理（或稱爲加工），以及最先被第

一語言的兒童学习的（Hyltenstam1987；Kellerman1983；Prideaux 和

Hogan1993；Zobl1983；Celce-Murica1971，1983）57
。 

上述例（345）與（346）句學習者將介詞組放在句首的佔百分之

16，另外 84%還是選擇按照泰語的常態語序將方位介詞短語處在句末。

例（347）、（348）與（349）也是相似的，20%的泰語對照句選擇將介

詞短語跟漢語一樣放在句子的最前面，其他 80%則將位於句尾。這種对

应現象顯示，雖然泰語中具有像是「在 1A」的用法，但是泰籍生還是以

表示處所介詞短語處在句尾為常態表現構式。從本文的問卷調查中發

現，可以總結出出現在句首的「在 1A」能對應於泰語中句尾的位置。換

言之，對於「表示事件發生的處所」的「在＋處所詞」，泰語出現兩種

位置，一句首、二句尾，雖然例句中顯示句首的用法存在，但是這種對

應用法还是很少的，不是泰語的普遍用法。筆者詢問二十五位受試者爲

什麽明明看到漢語是具有前置的「在＋處所詞」但還是一樣將他處在句

尾。他們認爲這樣的用法是會讓句子不通順、不舒暢，甚至不合乎泰語

的規則。超過一半的受試者都覺得處在句首的方位介詞短語不是真正泰

語的用法，他們然為此類句式偏向外文的文筆。 

雖然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泰籍生對出現在句首的「在 1A」找出對

照句時，會以泰語常態處於句尾的語序為主。但是問卷中出現了突出顯

                                              
56
 Vichin Panuphong（1985）認爲泰語句子中分成兩個部分，一、基本成分，包括主語、

賓語、及物動詞、不及物動詞、雙賓語等，二、修飾部分，共有三類，特別修飾語、

表處所修飾語與表時間修飾語。 
57
 取自陳俊光《對比分析與教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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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應該注重的问題，因爲泰籍生選用與漢語結構一樣的前置方位介詞短

語的頻率相當高。 

（350） 漢語：在泰国，性别可以自己选择。 

  泰語：前置（96%） 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สามารถเลือกเพศเองได้ 

     ˈtʰîI pra.tʰêet ˈtʰay sǎaˈmâat ˈlʉ̂ak ˈpʰêetˈeeŋ ˈeeŋ 

  泰語：後置（4% ） สามารถเลือกเพศเองได้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sǎaˈmâat ˈlʉ̂ak ˈpʰêetˈeeŋ ˈeeŋ ˈtʰîI pra.tʰêet ˈtʰay 

（351） 漢語：在梦里，我看见了我的弟弟。 

  泰語：前置（48%） ในฝัน  ฉันเห็นน้องชายของฉัน 

     ˈnayˈfǎn ˈcʰǎnˈhěn nɔ́ɔŋ ˈcʰaayˈkʰɔ̌ɔŋˈcʰǎn 

  泰語：後置（52% ）ฉันเห็นน้องชายของฉันในฝัน 

     ˈcʰǎnˈhěn nɔ́ɔŋ ˈcʰaayˈkʰɔ̌ɔŋˈcʰǎnˈnayˈfǎn 

如果從上述兩個例句來看,很明顯的就是例（350）句，句中使用前置

的「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在泰國」这样的顺序高達 96%，而後置的用法則仅佔全部

的 4%（一個人）而已。例（351）也是如此，泰籍生使用出現在句首的

句式佔百分之 48%，剩下 52% 出現在句末。可得知，如果將上述兩句的

表示處所介詞短語放在句子的最後面，即泰語常態用法，句子就不通

順。我們從上述兩個句子總結出，適合前置的表處所泰語介詞短語應該

是具有描述性的「事件」，而不是一般的「動作」陳述性。  

總的來說，雖然泰語中表處所的標記能夠出現在主語前面，即為句

首，但是也有諸多學者認爲那是爲了增加話題化的功能。一般來説，从

句法層面的來看，表示處所的方位介詞組通常都出現在句末，即動詞後

面，尤其是一般的陳述句。問卷結果顯示，述語的謂語越複雜，有可能

出現在句首的方位介詞短語的頻率越高。簡單的說，泰籍學生總會把謂

語複雜的處所短語放在句子前面的頻率高於述語簡單的句子。應該注意

的就是問卷中的第（350）與（351）句，超過一半的受試者都將「ที�ประเท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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ไทย/在泰國」與「ในฝัน/在夢裏」放在句子前面，因爲便於後敍的敍述，這

不同於是一般的陳述句子。 

    

（（（（二二二二）「）「）「）「在在在在
1B1B1B1B

」」」」與泰語所對應形式的對比分析與泰語所對應形式的對比分析與泰語所對應形式的對比分析與泰語所對應形式的對比分析    

我們現在要進一步對比的對象是漢語表示處所介詞「在 1B」，出現

在動詞前，即「B 類」構式的「在+處所詞」。「在 1B」所引進的賓語的

論元角色同樣為「處所格（Locative）」，其句式意義表示「動作發生的

處所」或「狀態呈現的處所」。 

（352） 漢語：Surin 在廚房裏面做菜呢！ 

泰語：สริุนทร์           ทํา             กบัข้าว                  อยู ่        ใน      ครัว 

   suˈrin    ˈtʰam    kap ˈkʰâaw    ˈyùu   ˈnay   ˈkʰrua 

   Surin      作           菜               著      裏     廚房 

（353） 漢語：Somchaii 在院子裏給樹澆水。 

泰語：  สมชาย          รดนํ ?า            ต้นไม้              อยูใ่น           สวน 

   ˈso ̌m ˈcȹaay   rótˈnáam   to ̂nˈmáay   ˈyùu  ˈnay   ˈsu ̌an 

   Somchai     澆水        樹木        裏        院子 

（354） 漢語：Kluay和 Bua今晚在印度料理餐廳聚餐。 

泰語： กล้วย    และ   บวั     นดั    กินข้าว          กนั        ที�       ร้านอาหาร      อินเดีย     คืนนี ? 

   ˈklûay   ˈlɛ̀ʔ  ˈbua  ˈnát  kin ˈkʰâaw  ˈkan    ˈtʰîI  ˈráan aaˈhǎan  inˈdia  ˌkʰʉʉn ˈníi 

    Kluay  和  Bua  約   吃飯    一起      在    餐廳      印度      今晚 

（355） 漢語：Fon每天下班之後都在三倫公園跑步。 

泰語： ฝน          วิ�ง        ที�         สวนลมุ             ทกุวนั          หลงั         เลิกงาน 

   ˈfǒn    ˈwîŋ   ˈtʰîI   ˈsǔanlum     tʰúk ˈwan    ˈlǎŋ     ˈlə̂ək ˈŋaan 

   Fon    跑步  在   三倫公園     每天    之後     下班 

（356） 漢語：外婆在花園裏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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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語： อามา่       นั�งอยู่             ใน                สวนดอกไม้ 

  ˈyaay   ˈnâŋ ˈyùu     ˈnay     ˈsǔan dɔ̀ɔk ˈmáay 

   外婆    坐著     裏         花園 

經本文所不斷地強調以及文獻探討包括前述對漢語「在＋處所詞」

的語意句法功能分析，應可得知，現代漢語介詞「在」分佈在不同的位

置具有不同的語義功能，而其中「B 類」可算是一個最常見的漢語介詞的

典型用法。而泰語句法中的「在」的位置则主要處於句子尾段、動詞之

後。例（352）指明「做菜」這個動作是發生在「廚房裏」，給出空間範

圍的概念，同屬於泰語「ในครัว/ˈnayˈkʰrua」語義指向動作「ทํากบัข้าว/ˈtʰam    

kap ˈkʰâaw」，而且還包括句子中的主語「สริุนทร์/Surin」，這個方位介詞

「ˈnay」是特指處所詞「裏面」的位置。例（353）句也可以做同樣的解

釋。例（354），介詞「在」與「thi」同樣引進處所名詞「印度料理餐

廳」和「ร้านอาหารอินเดยี/ˈráan aaˈhǎan inˈdia」，表示「聚餐」、「ทานข้าว/ kin 

ˈkʰâaw」此動作發生的處所。第（355）例句的主語「ฝน」所施行的動作

「跑步/วิ�ง/ˈwîŋ」是發生在「三倫公園/สวนลมุ/三倫公園」，這裡的介詞「ที�」

主要的語義除了指向「跑步」，還是指明主語「fon」也處在該處所。相

似的例（356）句「坐著/นั�งอยู/่ˈnâŋ ˈyùu」，此狀態是「外婆/อามา่/ˈyaay」在

「花園裏/สวนดอกไม้/ˈsǔan dɔ̀ɔk ˈmáay」，此處所呈現的。我們接著討論以下例

句： 

（357） 漢語：我的問號吸引了不少山西朋友，他們陪著我在在在在太原一家家

  書店的角角落落尋找有關資料。   （平衡語料庫） 

（358） 漢語：黃鑒暉先生所著的《山西票號史》是我自己在在在在一個書架的

  底層找到的。     （平衡語料庫） 

（359） 漢語：他每天在在在在車上聽我講這講那，知道了我的需要。 

         （平衡語料庫） 

（360） 漢語：他依稀聽說，父親決心，到陝西、甘肅一帶苦苦尋找、打

  聽。整整找了三年，最後在在在在酒泉街頭遇到一個山西老人，竟是他

  從未見面的父親。     （平衡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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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漢語：禮物在在在在抽屜裏藏著。 

（362） 漢語：地圖在在在在墻上掛著。 

（363） 漢語：他在在在在操場裏走著。 

（364） 漢語：小狗在在在在籠子裏関著。 

（365） 漢語：他哥哥在在在在英國死了。 

（366） 漢語：他在在在在酒吧裏醉了。 

上述我們討論過的例句，再加上例（357）至（360），我们可得

知，泰語的情形也是如此，標引空間方位關係的介詞結構幾乎總是居於

句子的末尾。泰語著眼於動詞，因此泰語的掃描方式是先考慮動作行為

或者活動，再考慮活動的場所。漢語则有些不同。漢語的掃描方式是先

看到「TR」與「LM」的位置關係，然後才是行為動作本身，場景的描述

與泰語是不同的。泰語是先把動作行爲確定下來，然後再推及「LM」處

所。 

此外，從筆者所收集到的語料中我们發現泰籍生總會附加標記詞

「อยู/่ˈyùu」表示「某種狀態呈現或持續著」或「某種動作連續不斷」，偏

向類似漢語「著」的功能。如例（361）至（364）句顯示泰語對應句式

會見到「อยู/่ˈyùu」附加在謂語的後面。 

 

（（（（三三三三））））「「「「在在在在
1111CCCC」」」」    

本章中標記「在 1C」之語義功能是引進「狀態呈現之處所」，句法

中是出現在動詞之後，即句尾的位置，它主要構式為「V+在+處所詞」。

呂叔湘（1982）曾經指出：「動作完成就變成狀態。因此凡是敍述句的

動詞含有 「已成」的意味的，都兼有表態的性質。」 「一個動作連綿下

去，也就成爲一種狀態」58 

                                              

58 取自張國賢（2010）《「在+處所」狀態構式的事件表述和語篇功能》，林齊倩（2004）

《介引處所的介詞短語「在 N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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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語中表述某種狀態呈現或保持一種狀態的狀況通常會附加一些表

示「狀態持續」的標記詞在謂語後面，尤其是標記詞「อยู/่ˈyùu」在動詞後

面與方位介詞短語前頭之間的位置。如： 

（367） 泰語： นอน      อยู ่          ที�        บ้าน 

   ˈnɔɔn   ˈyùu   ˈtʰîi   ˈbâan 

     躺       著       在      家 

漢語：躺在家裏。 

（368） 泰語 ：นั�ง         อยู ่            บน        พื ?น 

   ˈnâŋ    ˈyùu      ˈbon    ˈpʰʉ́ʉn 

    坐       著          上      地板 

漢語：坐在地上。 

（369） 泰語： แขวน            ไว้            ที�        ผนงั            ห้อง 

   ˈkʰwɛ̌ɛn    ˈwáy   ˈtʰîi   pʰaˈnǎŋ   ˈhɔ̂ŋ* 

      掛        住        在     牆壁    房間 

  漢語：掛在墻上。 

（370） 泰語： ทิ ?ง           ไว้         ที�        นี� 

   ˈtʰíŋ    ˈwáy   ˈtʰîi   ˈnîi 

   留        住    在   這 

  漢語：留在這裡。 

 

「อยู/่ˈyùu」除了表示狀態持續，還可以表述動作的繼續性。「ไว้/

ˈwáy」比較偏向不在時間軸上運動，表示某個狀態留存而持續在某些地方

不變。從泰籍生所做的翻譯對等問卷顯示，大部分的學習者都是用這些

標記詞來表述「狀態」的「在+處所詞」。此外泰語中若需要表達某處所

存在著某種狀態，我們經常補充或加上數量詞在「ไว้/ˈwáy」或「อยู/่ˈyùu」

這些標記詞的後面，爲了表述時間的連續，強調狀態的特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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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泰語：  ไมรู้่         รถ     ใคร      จอด     ไว้        ที�      หน้าบ้าน         เรา      สามวนั       แล้ว 

   ˈmâyˈrúu ˈrót ˈkʰray  ˈjɔ̀ɔt  ˈwáy  ˈtʰîI  ˈnâa ˈbâan  ˈraw  ˈsǎamˈwan ˈlɛ́ɛw 

   不知道  車   誰   停   著   在  前   家  我們   三天    了 

  漢語：不知是誰的車，在我們家停了三天了。 

（372） 泰語：นอนอยูใ่นห้องตั ?งสองชั�วโมงแล้วยงัไมต่ื�นอีก 

  漢語：在房間裏睡了兩個小時了還沒醒來。 

 不過實際上，泰語這種表處所的介詞短語，有時候不靠上下文或沒

有語境也是很難判斷他在表示「處所」還是「終點」，如： 

 

（373） 泰語： นั�ง       ที�       เก้าอี ?        อยา่     นั�ง         ที�    พื ?น 

   ˈnâŋ  ˈtʰîI  kâwˈîI   ˈyàa  ˈnâŋ   ˈtʰîI  ˈpʰʉ́ʉn 

     坐     在     椅子       別    坐       在    地板 

  漢語：坐在椅子上，別坐在地板上。 

（374） 泰語： ตาก    ไว้          ที�        หน้า   บ้าน 

   ˈtàak  ˈwáy   ˈtʰîI    ˈnâa ˈbâan   

      曬     著       在      前     家 

  漢語：曬在家門口。 

 總的來說，通過對比分析之後，應可看出泰語表處所介詞的位置比

較單一，用法比較簡單，不像漢語的「在+處所詞」那麽靈活及複雜。泰

語表方位介詞如「thi」「bon」「nai」若是一般的情況以出現在句尾為典

型的構式，不管語義指向什麽，這些表示處所方位詞始終都能處在句子

的最後面。這類以簡單及單一的結構表示較豐富的語意，有可能會使泰

籍生學起漢語具有規則性的「在+處所詞」時遇到很多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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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在在在在
2222
」」」」的語義語法對比的語義語法對比的語義語法對比的語義語法對比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
2C2C2C2C

」」」」    

對於「ที�」表「終點格」之功能，筆者認爲它之所以表示這樣的意

義，可與句中的主要詞彙意義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很多表移位的動

詞，能讓介詞「thi」突出了「那動作達到了某處所」之義。筆者認爲這

類的「thi」，語義突顯「thi」之前面的動詞。 

(375) 泰語：จะไปที�ไหนก็รีบไปซกัทีเถอะ  จะมายืนคยุกนัอยูต่รงนี ?ทําไม  เสียเวลาเปลา่ๆ 

ˈjàʔˈpaytʰîiˈnǎy ˈkɔ̂ɔˈrîipˈpay ˈsáˈtʰii ˈtʰə̀ʔ  ˈjàʔ ˈmaa ˈyʉʉnˈkʰuyˈkanˈtroŋˈníi 

tham ˈmay sǐa weeˈlaa ˈplàaw*ˈplàaw* 

  漢語：現在要去哪裏就趕快去啊，幹嗎還在這邊聊天，太浪 

  費時間了啦！ 

(376) 泰語： พอ่        ไป      สง่       หน ู       ที�        โรงเรียน           ได้ไหม           คะ 

   ˈpʰɔ̂ɔ   ˈpay  ˈsòŋ   ˈnǔu   ˈtʰîI    rooŋ ˈrian   ˈdâayˈmǎy   ˈkʰá 

   爸爸     去     送       我     在         學校              可以嗎？ 

  漢語：爸，你可以送我到學校嗎？ 

(377) 泰語：A：เอาไว้เจอกนัพรุ่งนี ?นะ  วนันี ?ฉันต้องรีบกลบั     

   A：ˈawˈwáyˈjəəˈkan pʰrûŋˈníiˈná   wan ˈníiˈcʰǎnˈtɔ̂ŋ*ˈrîipˈklàp 

B：กลบัไปที�ไหน 

B：ˈklàp ˈpay  ˈtʰîIˈnǎy 

  漢語：A：明天見哦，今天我趕時間要回去了。  B：要回哪裏？ 

(378) 泰語：ถึงที�สถานีรถไฟหรือยงั  

   ˈtʰʉ̌ŋˈtʰîI sa.tʰǎaˈnii rót ˈfay ˈrʉ̌ʉ_ˈyaŋ 

   漢語：你到火車站了嗎？ 

從上述的例子，應可看出「thi」在句中是引進後面的名詞，即標記

「終點」之義。很明顯的就是主要影響到這四個例句中「thi」的功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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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處於介詞「thi」前面的那些動詞。例（376）「สง่ที�โรงเรียน/ˈsòŋ ˈtʰîI rooŋ 

ˈrian   /送到學校」  表明學校是「送」的「目標地」，很明顯的就是此動

作「送」不是在「學校」發生的，但是「學校/ rooŋ ˈrian/โรงเรียน」是動詞

「送/ˈsòŋ  /สง่」的「目標地」，例（377）句子的主語所要「回」到的地

方就是他的「目標地」，例（378）「到」的「賓語」是終點的「火車

站」。因此可看出這四個例句都有介詞「thi」標記「事物到達的處所」

之義，但同時也是因爲這四個句子中的動詞「送」、「回」、「達

到」、「去」都是含有「位移義」，所以才使「thi」能夠顯示「標記終

點格」之功能。這些實際語料可以證明 PrayaUbakijsilpasarn 的論點「泰

語很多表述處所或方位介詞，同時也可以表示終點，但是需要以一些位

移之義的動詞或謂語成分來提升此所在功能」。 

我們所討論的這類方位介詞都要依賴移位動詞才能表達「終點」之

義。簡單的說這些含有「+位移」之義的動詞，或者是標記趨向的詞語，

如「去、來、下、上」等，因爲這些表趨向詞語它助於提升了句子的

「動感」。根據本文泰語語料分析，與實際翻譯問卷發現，泰籍學習者

通常附加「ไป/去」、「มา/來」、「ลง/下」、「ขึ ?น/上」這些有方向的動詞

在「在 2C」的泰語對等句式。如： 

（379）泰語：เขานั�งลงที�พื ?นอยา่งเงียบๆ  ไมพ่ดูไม่จากบัใครทั ?งสิ ?น 

ˈkʰáw*ˈnâŋ ˈloŋˈtʰîiˈpʰʉ́ʉnˈyàaŋˈŋîapˈŋîap  ˈmây pʰûut ˈmây ˈjaa ˈkàp ˈkʰray 

tʰáŋ ˈsîn 

 漢語：他靜靜的坐在地上，不跟其他人講話。 

 （380）泰語：แม ่       เพิ�ง           เดิน       ไป         ที�         สวน      เมื�อกี ?            เอง 

   ˈmɛ̂ɛ   ˈpʰə̂ŋ*    ˈdəən   ˈpay    ˈtʰîI   ˈsǔan    mʉ̂a ˈkîI    ˈeeŋ 

   媽媽      剛      走路    去     在    院子     剛才       而已 

  漢語：媽媽剛剛才去院子那兒呢。 

 可看出（379）若沒有「ลง/下」，這句話的「thi」引進的馬上就變

成「處所名詞」，而不是「終點名詞」了。「เขานั�งที�พื ?นเงียบๆ」意思就是

「他在地上靜靜地坐著」，而強調「動作位移後到達該處」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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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於第（380）例句。「媽媽剛剛才往花園那邊去」這就這句子的實

意，這裡的「สวน」是媽媽有意要達到的「處所」，因此在這句子介詞

「thi」也是同樣引出「終點」。但反過來看，如果例（380）中不帶

「ไป」意思會如何。「แมเ่ดินที�สวน」少了一個「ไป」，意思就會變成「媽媽

在花園裏走著」的表示「處所」之義。 

上述所討論的可算數泰語中的一個特點，可以隨時省略介詞，並不

需要介詞來引介終點，因爲光引用「+位移」動詞就能夠表達的夠清晰。

抽象概念的移動事件更是如此，就能取代，便不用介詞。語義的趨勢相

當明顯，因此對照漢語、泰語當終點概念與動詞義或其他句衝突時，終

點義就可能會被取代。 

 但是這種差異有可能影響到學習者使用「在+處所詞」的，學習者

有可能受到母語的習慣，而隨時省略句中的「在」或「方位詞」，造成

了學習很大的困擾。 

綜上所述，泰語表處所方位介詞的用法，在語義及句法都是比漢語

中相對應形式之「在+處所詞」簡單多了。因此這些漢泰兩種語言的差異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使泰籍生使用「在+處所詞」以及學習「在+

處所詞」不斷地產生偏屋。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漢泰篇章對比分析漢泰篇章對比分析漢泰篇章對比分析漢泰篇章對比分析 

本文討論的範圍有關漢語和泰語篇章對比分析。首先筆者要説到泰

語位於句首的「thi」。根據我們討論過的第五章結果顯示，泰語表處所

介詞短語最常出現的位置就在句尾，這是泰語的典型詞序。不過除了介

詞「thi」最常出現的位置是在句子的句尾，它還可以位於句子的句首

（Preposing），後接主謂齊全的句子。 

（381） 泰語： ที�    โรงเรียน         ทกุคน      ตั ?งใจเรียนกนัมาก （語料庫） 

   ˈtʰîi  rooŋ ˈrian  tʰúkˈkʰon  tâŋˈjay   ˈrian  ˈkan  ˈmâak 

    在     學校         大家       努力      學習   一起   很 

  漢語：在學校，大家都很用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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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泰語：ที�เมืองไทย  ผมได้เรียนรู้ธรรมะและศาสนาพทุธในมมุที�กว้างมาก （語料庫） 

  ˈtʰîI mʉaŋ ˈtʰayˈpʰǒmˈdây_rian ˈrúu dharma ˈlɛ̀ʔsàat.saˈnǎa ˈpʰút ˈnay ˈnay 

ˈtʰîI ˈkwâaŋ ˈmâak 

漢語：在泰國，我學到了很多佛教。 

（383） 泰語：ณ ที�แหง่นี ?  หลอ่นได้รู้จกักบัเพื�อนใหมห่ลายเชื ?อชาติหลากภาษาแตใ่จเดียวกนั  หลอ่นไมรู้่ 

   หรอกวา่วนัข้างหน้าจะเป็นอยา่งไร  แต ่ณ ที�แหง่นี ?หลอ่นรู้สกึอบอุน่ใจอยา่งที�ไมเ่คยเป็นมา 

   ก่อน      （語料庫） 

  漢語：在這裡，她認識了很多新朋好友。她不管將來會變成什麽

   樣子，她只知道，在這裡，能充滿了她的幸福溫馨。 

根據我們所討論過的問題可得知。這種「thi」之句式如果是單一小

句子或謂語動詞是光棍形式，句子就不能成立了。如：「*ที�บ้าน เขาฟังเพลง / 

在家她聼歌」、「*ที�โรงเรียน พอ่มารับ / 在學校爸爸接」，這兩句在句法層面都

是泰語的病句不合語法的。筆者主張提出一個看法，之所以採用位於句

首的表示處所之介詞「thi」，大致都會是起了篇章的功能有關，由上下

文連接，或起了對比作用。像上述的例句（381）、（382）、（383）引

進了連貫的句群或某些描述性的事件。（381）ที�โรงเรียน 提供了背景信息，

爲了引出後面的新信息「ทกุคนตั ?งใจเรียนกนัมาก/大家很努力學習」。例（382）

「ที�เมืองไทย/在泰國」是説話者提出了一個背景，讓聽話者有共同的一個話

題，爲了繼續描述後面的「ผมได้เรียนรู้ธรรมะและศาสนาพทุธในมมุที�กว้างมาก/我學到了

很多佛教。」例（383）連用了多次「ณ ที�แหง่นี ?/ 在這裡」，先給了聽話者一

個信息是整個句群要表達的信息，即句子的焦點 ณ ที�แหง่นี ?หลอ่นรู้สกึอบอุน่ใจอยา่งที�

ไมเ่คยเป็นมาก่อน。不難得看出，筆者提出的這些例句位於句首的「thi」主要

是充當小句，或句群的話題，主要功能是爲了展開新話題，提供新信

息。Vichin Panuphong（1985）提出處於主語前的表方位介詞具有起強調

作用的功能。 

句式的動詞大多是沒有什麽搭配限制，只是要以複雜形式表現。我

們發現泰語光棍動詞，若套在「T1」句式句子就不合語法，需要以複雜

形式表現。除非用在對比的作用。筆者認爲這與「主題」有關，即指發

話人將句子内部的某個成分前移，以便引起受話人的高度重視，從而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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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著此一主題進行陳述或討論。換言之，置於句首意思的縂比置於句尾

更強調，而引進了句子的焦點。我們泰語主要的功能就是，主位部分當

話題，爲了引出新信息。起了對比作用、強調作用。在一些敍述性的文

章或小説我們都經常看到這樣的用法。 

 

（384） 泰語：บนโต๊ะเขาเขียนรูปอยู ่ เธออยา่ไปกินข้าวตรงนั ?น 

   bon ˈtóʔˈkʰáw*ˈkʰǐan ˈrûup ˈyùu  ˈtʰəəˈyàa_ˈpay kin ˈkʰâaw troŋ ˈnán 

漢語：在桌上他在畫畫，你不要在那邊吃飯。 

（385） 泰語：ที�นี�เธอพดูได้  แตท่ี�โรงเรียนห้ามพดูแบบนี ?เดด็ขาด 

tʰîi ˈnîI tʰəə ˈpʰûut ˈdây  tɛ̀ɛ tʰîI rooŋ ˈrian rooŋ ˈrian ˈpʰûut ˈbɛ̀ɛpˈníi dèt 

ˈkʰàat 

  漢語：這裡你可以說，不過在學校千萬不能這樣講。 

 可看出（384）與（385）若只出現前面「บนโต๊ะเขาเขียนรูปอยู ่ /在桌上他

在畫畫」與 「ที�นี�เธอพดูได้ /這裡你可以說」句子就非常不通順，是一個很奇

怪的泰語，但是一出現了哪兩句的後續小句，就變成一個句法及語義完

整的句子了。這種銜接與連貫的功能與我們在第四章討論過的「在 1A」

很相同。 

該注意的一項是位於句末位置的泰語的典型表方位介詞通常管界範

圍很小，我們可以把它視為「C 類」的「在+處所詞」對比。可見在篇章

中「C 類」是在三類句式中管界範圍最小的，它的管轄領域大致只能管界

到位於它前面的主要動詞以及謂語成分。此現象跟泰語表處所介詞短語

之典型位置的一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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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泰語：แมค่ะ ส้มชวนหนไูปเที�ยว  แตห่นไูมค่อ่ยอยากไป  เลยอา่นหนงัสืออยูท่ี�ห้องทั ?งวนัเลยคะ่ 

漢語：媽，Som 要我陪她，但我不想出門，所以一整天都呆在房

  間裏了。 

 （387）泰語：จะไปที�ไหนก็รีบไป  มายืนคยุกนัทําไมให้เสียเวลาอยูไ่ด้ 

ˈjàʔˈpay tʰîi ˈnǎy ˈkɔ̂ɔˈrîip ˈpay  ˈmaa ˈyʉʉnˈkʰuy ˈkan tham ˈmay ˈhây sǐa 

weeˈlaa ˈyùu ˈdây 

 漢語：要去就去，不要再站在這裡聊天了。 

這可跟句首的「thi」不同，句首的管界範圍可大可小，可以是一個

小句，也可以是幾個句子，一個段落，甚至是整個篇章，或許也可以管

界超越段落或篇章的長度，像我們上述討論過的。總之，放在這個位置

的「thi」就跟張漢民和徐赳赳提到的「在+處所詞」在句子中最常見位置

其中的 A 類相似。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泰籍學習者使用泰籍學習者使用泰籍學習者使用泰籍學習者使用「「「「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介詞短介詞短介詞短介詞短

語的偏誤語的偏誤語的偏誤語的偏誤 

本小節，筆者將以上文漢泰對比分析的結構分析，再加上泰籍學習

者的使用常見的偏誤類型59為基礎，統計列出偏誤產生原因，然後提出防

患性教學建議。根據崔希亮(2003)統計的資料項「外籍學習者漢語介詞使

用頻率排序」，介詞「在」位居第一，佔據百分之 33.7。 

Corder（1981:36）將第二語言習得學習者的中介語類型分為四項：

錯序偏誤（errors of ordering）、遺漏偏誤（errors of omission）、誤加偏

誤（errors of addition）、誤代偏誤（errors of selection）等，本文對「在

＋處所詞」的偏誤分類也是沿用此標準（林春霞，2007）。 

    

                                              
59
 本文所依據的偏誤類型之來源為收集到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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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錯序偏誤錯序偏誤錯序偏誤錯序偏誤（（（（Misordering）））） 

我們前面讨論過漢、泰語的語言類型，提到漢泰語由於都缺乏詞的

内部形態變化，語法關係主要靠語序和虛詞等語法手段表示，兩者都屬

於孤立語，其基本句型都是「主謂賓（SVO）」格式，但修飾成分與中

心成分的關係不同，不論是詞、短語或是句子，漢語與泰語的語序正好

相反。漢語是向左分枝方向類，泰語則是向右分枝方向類的。這于我們

所要開始討論的「在＋處所詞」的泰籍學習者「錯序偏誤」有著非常緊

密的關係。 

漢語標引空間方位「在＋處所詞」的成分在句子中大致有三種格

式。從我們所觀察到的語言文獻來看，「在＋處所詞」語序上的錯位现

象有相當高的偏誤率，對泰籍學習者來説是最常見的一類偏誤。原因是

介詞「在」本身的困難度较高，它不但能出現於動詞前面，即漢語介詞

典型順序，還可以出現在動詞後面，充當句子的補語，位置不同主要取

決於句中的句法及語義特徵。相比之下，在泰語中無論語義句法特徵爲

何，表處所的方位介詞必須出現於動詞後面，即句子末尾的位置，這是

泰語表處所介詞標記無標型。再加上學習者對「在＋處所詞」介詞短語

的位置掌握不好，導致了很高的偏誤率。陳俊光（2007）指出「泰國學

生較易出現類型 C 的「主要分枝方向」偏誤，傾向將詞語或短語的修飾

語放在中心語（名詞或動詞）的右邊（如「看書在圖書館」）。陳還指

出在不少的漢語作爲第二語言習得的文獻上，亦記載了外國學生因主要

分枝方向的不同，所引起的漢語偏誤現象。如： 

（368）*我們常常吃飯在餐廳。  vs. 我們常常在餐廳吃飯。 

（369）*他看書在圖書館新。 vs. 他在新圖書館看書。 

本文對錯序偏誤的探討，主要注重泰籍學習者對「B 類」與「C 類」

兩類格式的使用混淆方面的。句法層面上泰語以「T1」格式的表處所為

典型結構，漢語主要則以「B 類」與「C 類」兩種句式來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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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三十七三十七三十七三十七6666-5】】】】漢泰句法結構之對比表漢泰句法結構之對比表漢泰句法結構之對比表漢泰句法結構之對比表 

漢語 泰語泰語泰語泰語    

「B 類」 NP＋在 X＋VP 「T
2
」 NP＋VP＋thiX 

「C 類」 NP＋VP＋在 X 「T
1
」 thiX＋NP＋VP 

 

若不考慮相似漢語「A 式」與泰語「T1
」的句式，泰語所表達處所空

間的句式與漢語相比，句法結構上的使用現象應屬於「一對多」，因泰

語中沒有像漢語位於動前作狀語的位置「B 式」，因此泰籍學習者剛開始

學習「在＋處所詞」的「B 類」句式時會感到困難，甚至將泰語的語序直

接套在目標語上，把「在＋處所詞」應該出現在「B 類」句式直接放在動

詞後面的「C 類」位置。但過了一段時間後可能會產生「過度使用」的情

形，因爲教師教學上強調「B 類」的語法點或其他原因，開始分不清何時

該用哪類格式來表現的现象。這顯示學習者對漢語「在＋處所詞」的「B

式」與「C 式」的使用混淆现象非常常见。综合上述的原因，筆者在此將

錯位偏誤類型分爲兩類如下： 

（一）該用「B 類」句式時，而用「C 類」句式 

（二）該用「C 類」句式時，而用「B 類」句式 

 

（（（（一一一一））））該用該用該用該用「「「「BBBB 類類類類」」」」句式時句式時句式時句式時，，，，而用而用而用而用「「「「CCCC 類類類類」」」」句式句式句式句式    

「在＋處所詞」大致能夠在句中分佈在三個位置上：句首、句中、

句尾。因为漢語中介詞短語典型的位置一般是中心語前，是無標用法。

這與泰語表處所標記介詞的位置完全不同，泰語絕大部分表處所介詞短

語作狀語，位於中心語之後，這是我們泰語的無標用法。進一步地説

明，在泰語中，狀語作為修飾語一般位於被修飾詞的後面，其基本結構

模式是：中心語十狀語。泰語的主要分枝方向為「向右分枝方向」，而

漢語是「向左分枝方向」，因此泰語所修飾成分都出現在中心語的右

邊。換言之，泰語沒有出現在動詞前面的表處所介詞短語的用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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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介詞短語必須位於句尾，無法出現在動詞之前，這是我們泰語的無

標型。 

 根据上述分析，我們就很容易理解泰語學習者「該用「B 類」句式

時，用「C 類」句式」這類偏誤的原因。泰國學生所出現的狀語介詞短語

修飾語錯序偏誤的主要就原因在于他們受母語泰語負遷移的影響。筆者

認爲此現象在漢語初級學習者的學習過程中表現的尤為明顯。學習者把

母語的語序生硬地套用到目的語中，把應該出現在動前的「在＋處所

詞」放在中心語的後面，這恰恰與漢語的語序相反，所以很容易就會產

生語序混亂這樣的偏誤。相如以下的例句： 

 

【【【【表表表表  三十八三十八三十八三十八6666-6】「】「】「】「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錯序偏誤表之錯序偏誤表之錯序偏誤表之錯序偏誤表（（（（一一一一）））） 

偏誤 糾正 

（370）*張老師吃飯在食堂。 張老師在食堂吃飯。 

（371）*我現在學習漢語在師大。 我現在在師大學習漢語。 

（372）*我休息在宿舍。 我在宿舍修理。 

（373）*她哭了很久了在房間裏。 她在房間裏哭了很久了。 

（374）*我意外地碰見了張經理在 7-11。

  

我在 7-11 意外地碰見了張老

師。 

「在＋處所詞」擔任句中的狀語，都表示「處所」之義。在泰語

裏，「thi＋處所詞」或其他表處所的方位介詞充當狀語通常放在句尾。

而這類「在＋處所詞」则相反。據筆者的觀察，此類偏誤大部分產生在

剛開始學習漢語的泰籍漢語初級學習者，因爲他們對漢語表處所空間位

置系統概念還沒有很清楚地了解。因此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習慣了母

語的語序，就很容易受到母語「泰語」的干擾而產生偏誤，直接將母語

泰語「thi」的句法轉換成漢語，故將「在＋處所詞」一律擺在動詞後

頭，就把母語的狀語和漢語的補語相淆起來，所以在表達漢譯時，常出

現這類把漢語句中的「B 類」「在＋處所詞」出現在補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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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該用該用該用該用「「「「CCCC 類類類類」」」」句式時句式時句式時句式時，，，，而用而用而用而用「「「「BBBB 類類類類」」」」句式句式句式句式    

 筆者認爲這類偏誤與上述我們討論過的偏誤有所不同，首先我們先

看泰籍學習者對這類偏誤的例句： 

【【【【表表表表  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6666-8】「】「】「】「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錯序偏誤表之錯序偏誤表之錯序偏誤表之錯序偏誤表（（（（二二二二）））） 

偏誤情況 糾正 

（375）*她的身影在遠方消失。 她的身影消失在遠方。 

（376）*他在床上倒。 她到在床上。 

（377）*箭在靶子上射。 箭射在靶子上。 

（378）*小狗在籠子裏関。 小狗関在籠子裏。 

（379）*樹葉在地上落著。 樹葉落在地上。 

不難看出，上述這類「在＋處所詞」的正確句式是介詞短語出現在

句尾，即謂語動詞的後面。那麽這種位置不是與泰語介詞短語的自然結

構一樣嗎？若句法結構上相似的話，爲什麽此偏誤還會存在於泰籍學習

者的學習過程中呢？鄧守信（2003）指出搭配限制越嚴格，困難度越

高。據本文探討過的結論可得知，「在＋處所詞」的「C 類」句式是搭配

限制最爲嚴格的，它本身的句法結構具有一定的難度。因此光是「C 類」

本身的困難度，也使泰籍學習者造成了很多這類偏誤。 

除了上述的例句顯示了泰籍學習者受「在＋處所詞」本身的難度的

影響而導致偏誤之外，筆者還認爲偏誤產生的主要原因在於教學上原

因。筆者發現在泰國目前對与「在＋處所詞」有關的教材，或是教授

「在＋處所詞」的課程中對作狀語的表處所介詞「在」，即「在＋處所

詞」的「B 類」句式過分重視，教材中與教師通常強調「B 類」的用法，

而忽略了「C 類」的存在，完全沒有「C 類」格式的概念。這樣會让學習

者誤認爲泰語的介詞短語沒有主要動詞前置這樣的用法，容易使學生對

「B 類」句式作狀語的語法規律的使用過度泛化，讓學生以為在漢語中介

詞短語「在＋處所詞」只能出現在動詞前作狀語，而不知道「在＋處所

詞」可以放在動詞後作補語此位置。這種情況筆者用「過度類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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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generalization ）
60
」和「語言訓練的轉移（ transfer of second 

language）61
」來解釋此類偏誤的產生理由。「在＋處所詞」位於動詞後

的「C 類」，若學習者以為漢語介詞「在」都可以放在動詞後面，就會犯

如上述的錯誤，對第二語言規則的過度系統化(overgeneralization)。 

 

二二二二、、、、遺漏偏誤遺漏偏誤遺漏偏誤遺漏偏誤（（（（Omission）））） 

本文多次強調本研究的一個目的，就是探究對應於現代漢語表處所

介詞「在」在泰語中是否是介詞「thi」。簡單地說，泰籍學習者以泰語

介詞「thi」代替現代漢語表處所介詞「在」為常。多數學習者都把母語

介詞「thi」的用法套在目标語「在」的用法上。然後根據我們第五章對

現代泰語表處所的角度提出，泰語介詞基本特徵的其中之一，若省略了

句中介詞後語義還是很完整，介詞就應該省略掉，爲了符合語言的經濟

原則。此類母語的用法與特徵是使泰籍漢語學習者對「在＋處所詞」造

成這類「遺漏偏誤」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將「遺漏偏誤」如以下

討論： 

【【【【表表表表  四十四十四十四十6-9】「】「】「】「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遺漏偏誤表之遺漏偏誤表之遺漏偏誤表之遺漏偏誤表    

偏誤情況 糾正 

（380）*麗麗廚房裏幫媽媽做菜。 麗麗在廚房裏幫媽媽做菜。 

（381）*你好友被関家裏做功課呢。 你好友被関在家裏做功課呢。 

（382）*林老師黑板上寫字。 林老師在黑板上寫字。 

（383）*媽媽在盆洗衣服。 媽媽在盆裏洗衣服。 

（384）*他在火車遇到黃經理。 他在火車上遇到黃經理。 

（385）*你坐椅子吧。 你坐在椅子上吧。 

 

                                              
60
 是迴避相反的現象。Ellis（1994：717）將「過度使用」定義為「學習者使用某個第二

語言結構的頻率超過母語的一般使用趨勢，可能源自母語和標的語之間的不同。過度

使用可能以過度類化的偏誤形式呈現，或僅是偏好使用標的語的某一語言形式，而將

其他的可能形式除在外。」（取自陳俊光 2007；65） 
61
 多於中級學習者使用的策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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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述 的偏誤例句，可將這種「遺漏偏誤」分爲兩類： 

（一）介詞「在」遺漏偏誤、 

（二）方位詞遺漏偏誤。 

 從上述筆者列出的例句顯示，泰籍學習者使用「在＋處所詞」介詞

短語表示處所時，最常犯的偏誤之一就是「遺漏偏誤」。以上筆者初探

了泰籍學習者把介詞「在」對應於母語的介詞「thi」，而認爲介詞漢語

介詞「在」也具有與「thi」的特徵，在使用「在＋處所詞」的時候，會

受母語的干擾而犯錯誤的现象。他們會按照母語的習慣，所以使用帶有

方位詞的處所詞部分的 「在＋處所詞」短語时，會不自覺地省略介詞

「在」或緊接在處所詞中的「方位詞」，這也是跨語言差異所致，由此

看出泰語中表處所的方位介詞較爲靈活。因爲泰語僅以單一的某一個方

位介詞（thi、nai、bon、dai 等）與名詞組成介詞短語就能夠完整的表達

意義了，但是漢語不是這樣的。上述例（380）、（381）、（382）顯示

泰籍學習者遺漏介詞「在」的情形，而剩了短語中的方位介詞「裏」與

「上」。泰籍生把介詞「在」與其它方位詞如「上」、「裏」、「前」

看作是泰語的「方位介詞」，因爲泰語短語中具有合成介詞的話，可以

選擇省略掉其中的某一個，甚至全部省略。例（383）、（384）、

（385）也是相似的，短語中缺漏了「方位詞」，我們可以借用同樣的理

由來解釋此偏誤。泰籍生把介詞「在」錯代其他方位詞的意義引進處所

詞，而省掉其他方位詞，因爲他們覺得兩者其語義衝突，不符合語言經

濟原則。可看出跨語言的差異與學習者造成的偏誤有著非常密切的關

係。 

 

三三三三、、、、誤加誤加誤加誤加偏偏偏偏誤誤誤誤（（（（Addition）））） 

（一）誤加介詞「在」 

（386）*我去在學校。 

   （387）*普及島位於在 PP 島的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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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加方位詞 

（388）*我在英國裏念碩士。 

（389）*他在市場裏旁邊賣豬肉。 

這類出現在上述病句的「在」都是表處所介詞「在」，筆者發現如

果把上述這四個例句對等翻譯成泰語的話就完全正確。不難看出，這些

偏誤的產生是受到泰語母語的習慣及影響。像例（386）及（387）誤加

介詞「在」類，因为泰語中的動詞若要表述處所，通常會加上介詞

「thi」，在動詞後面再加名詞，不管是什麽動詞，幾乎都能加上標記處

所介詞「 thi」，如（386）中的動詞「去」、（387）中的動詞「位

於」，這點跟漢語不同。從上述例句來看，動詞「去」很清楚的表明位

移方位動詞，動詞「位於」表示事物所處的處所，可看加了介詞「在」

之後意思就會衝突。 

 我們認爲此偏誤的導致原因就是泰籍生受到了母語的負遷移影響。

我們繼續看（388）與（389）例句，例（388）漢語中這種地名緊跟在介

詞「在」之後就不能再加上任何方位詞了，但是如果是泰語的話，就可

以這樣對照句就可以加上方位介詞「裏/nai」，或說例（389）句。可看

出最大的偏誤在於學習者使用了重複的方位詞，這種用法不合語法，但

泰語中，如我們前面的討論，除了單項使用，方位介詞還可以放在一起

組合成復合介詞組一起引進處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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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誤誤誤誤代代代代偏偏偏偏誤誤誤誤（（（（overrepresentation）））） 

 

【【【【表表表表  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一6-10】「】「】「】「在在在在＋＋＋＋處所處所處所處所詞詞詞詞」」」」之誤代偏誤表之誤代偏誤表之誤代偏誤表之誤代偏誤表 

偏誤情況 糾正 

（390）*我看見那個中年人坐到後面。 我看見那個中年人坐在後面。 

（391）*我從臺上跳完舞以後就回來喝

水。 

我在臺上跳完舞以後就回來喝

水。 

（392）*她不小心踩到我的腳了。 她不小心踩在我的腳了。 

（393）*我這週末人不在泰國，我在印

度去了。 

我這週末人不在泰國，我到印

度去了。 

（394）*我昨天就回在家了。 我昨天就回到家了。 

（395）*我們在郵局走到銀行。 我們從郵局走到銀行。 

 

本文現在要討論的「誤代偏誤」指的是，某種介詞與某種介詞的相

互錯用的偏誤。綜觀上面敍述，若我們將例（390）至（395）的漢語句

子翻譯成泰語時，發現了句中介詞的語義，「thi」都可以擔任該句中的

介詞，即可以翻譯成「 thi」。此現象能说明什麽？按照我們對介詞

「thi」的研究，泰語處所介詞「thi」除了可以表「方位」（locative），

也還可以表示「終點」（goal）之義。這種偏誤顯示泰語為第一語言的漢

語學習者學習漢語的時候難以分別「終點」和「方位」之間的差異，也

很難判斷句子中真正要表述的意義。 

例（390）至（395）句等都顯示了泰籍生習慣將其他介詞取代介詞

「在」，尤其是介詞「到」，這種混淆的使用表明泰籍生對「在」與

「到」的潛在語義概念理解不透徹。即由於不了解「在」與「到」的語

義差別而產生的偏誤。漢語中「到」和「在」在句子裡的功能不同，前

者引介「終點」，後者引介「方位」（locative），雖然這裡的語義表述

「終點格（goal）」，但是兩者所側重的語義不同，但泰語的「終點」和

「方位」都歸類於「處所格介詞」，兩者之間的差異很模糊。 「在」強

調是的含有「達到那個處所之後而停留著」之意，「到」則強調方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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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的那刻時間或位移過程。換言之說泰籍生受到兩者之間語義潛在的

影響，在這裡介詞「在」與「到」都能表「終點」，「在」與「到」之

間的語義衝突。如果在這個情形，「thi」就含有「在」與「到」之義。 

對於漢泰對比分析的研究，筆者認爲泰籍學習者對「在＋處所詞」

的使用偏誤是與漢泰跨語言差距有著非常密切而直接的關係的。是泰籍

學習者掌握較差的語法點。 

我們可以更進一步的討論，本論文前面提出我們的發放對象為高級

泰籍生學習者，問題在於，若是高級學生，爲何會犯初中級學生的錯誤

呢？第二語言學習過程，大致上是母語趨向目標語前進，然後在這趨向

的過程中，就是所謂的中介語，程度高級的學生，仍可能會犯這樣簡單

的錯，那是因為受到母語背景的影響，母語影響是不可能消失不見的，

第二語言學習者的目標以趨向母語者為進，但過程中還是難免會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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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第七章 教學排序與教學内容教學排序與教學内容教學排序與教學内容教學排序與教學内容 
本章擬針對前述研究所得，以上文對介詞「在1」與「在2」的語義功

能之分類和「在＋處所詞」出現在句中不同位置的語法結構之分析結果

為基礎，分別針對介詞「在」的語義層面和語法層面與泰語可對應的形

式進行對比分析，測試在泰國華語學習者對介詞「在」其不同語義和句

法的實際使用情形，藉由對比分析結果探討學習者在句法和語義上的學

習難處。最後本章將本以上研究之對比分析成果與教學語法原則結合起

來，試圖為泰籍者提出「在」的適當教學内容與建議。本章第一節初探

教學語法的原則。第二節評定「在」的各個層次的難度與出現頻率，試

圖設計「在」針對泰籍者的教學排序。本章固定將對比分析結果的相關

情形，透過整理分析對比結果以及前人研究過的偏誤分析結果的方式進

行整理說明為基礎參考資料。並結合介詞「在」的語義複雜度和「在」

的語法難度提出適合泰籍學習者的教學排序。因爲筆者一直認爲適合韓

籍日籍或美籍學習者的教學方法，並不一定適合泰籍學習者，因此筆者

從此概念試圖在第三章建設對泰籍學習者的現代漢語介詞「在」及「在

＋處所詞」介詞短語之教學内容與教學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教學語法教學語法教學語法教學語法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的基本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教學語法（Pedagogical Grammar）屬於應用語言學中第二語言教育的

成分，一邊有助於華語教師在教學上執行有效的教學，另一邊也有助於

為學習者確掌握語法點，因此簡單地說，教學語法是為教學者也是為學

習者所設計的。就像 Odlin (1994)對「教學語法」(Pedagogical grammar)下

的定義是「為了第二語言學習者的需要而設計的語法分析和教程
62
」。這

顯示教學語法的語法規則內容是以學習者為導向，專為學習者而設計。

Odlin （1994）曾提到教學語法規則編寫的原則如下： 

                                              

62 「the term pedagogical grammar usually denotes the type of grammatical analysis and 

instruction designed for the need of second language students.」 (Odlin 199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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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具體性（concrete），語法解說清楚。 

2．簡易性（simple），語法內容越簡單越好。 

3．非專業化（non-technical），儘量使用生活用語來解釋。 

4．累進式（cumulative），使語法點能在最後階段達到百分之百的學習目

標。 

 

鄧守信（2003）參考 Westney (1994)討論教學語法的規則(rules)時提

到了 80 年代的學者對語言規則的一些大類原則：具體性(concrete)、簡易

性(simple)、非專業化(non-technical)、累進式(cumulative)等等；90 年代的

學者則特別強調真實性(truth)、清晰性(clarity)、簡易性(simplicity)、以及

第一與第二語言的關連性(relevance)等等(Westney 1994: 72)。鄧（2009）

強調了「教學語法是階段性的、纍進性的，………結構上如何排序的問

題。排序的依據與基礎可分爲兩類：一是結構困難度，一是語義困難

度，另外還有語言的使用頻率、偏誤分析及跨語言的差距」。後來，鄧

(2003)以其理論架構作爲基礎，提出了一系列有關漢語教學語法的指導原

則，認為教學語法的內涵(properties)應當是： 

1. 教學語法以學習者為導向。(PG is learner-oriented.) 

2. 教學語法同時以第一語言和第二語言為導向。(PG is L1: L2 oriented.) 

3. 教學語法具有累進式的系統。(PG is cumulative.) 

4. 教學語法具有纍進性的系統。(PG is sequential.) 

5. 教學語法是自主性的領域。(PG is autonomous.) 

 

從「累進式」（cumulative）和「序列性」（sequential）兩項內涵中

我們可以發現，鄧（2003）對於語法點排序的重視。鄧（1998）提到教

學排序不應該只根據教師的經驗，而應當採用科學化的依據，也就是從

語言本身和語言學習中的種種變因來考慮。對於教學語法之排序原則，

鄧（1998）認為影響語法點序列的因素包括以下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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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頻率（frequency count）： 

o 若A的頻率高於B，則A在B之前。 

（2） 結構和語義的複雜度（formal and semantic complexity）： 

o 若A的結構比B複雜，則A在B之後。 

o 若A的語義比B複雜，則A在B之後。 

（3） 結構間的依存性（structure-dependent sequencing） 

o 若A的相互作用力比B大，則A在B之後。 

（4） 跨語言距離（inter-language distance） 

o 若A的跨語言差距比B少，則A在B之前。 

 

此外，所謂「複雜度」（complexity），根據鄧守信 (2003) 把它擴展為困

難（difficultness），鄧所提供對外漢語語法點困難度界定的原則分爲以下

五項原則： 

（1）結構：結構愈複雜，困難度愈高。 

（2）語義：語義愈複雜，困難度愈高。 

（3）跨語言：跨語言差距愈大，困難度愈高。 

（4）類化（系統化）：愈不易類化這，困難度愈高。 

（5）語用（互動義）：語用功能愈強，困難度愈高。 

       （鄧守信，2003） 

總的來說，鄧（2003）認爲語法點的困難度低的語法點有以下特

徵：習得較快、使用頻率高、不易化石化，以及病句出現頻率較低。而

困難度高的語法點則有以下特徵：習得較慢、使用頻率低、易化石化、

常迴避使用，以及病句出現頻率較高。這些特徵在以漢語為第二語言的

學習者身上可直接觀察到。 

據上述鄧守信所提到的「困難度」在本文只選取與本文有關的原則

（1）、（2）、（3）來討論現代漢語「在＋處所詞」介詞短語之教學排

序，至於其他原則不在於本文研究範圍之内，所以在此論文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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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對於教學的排序性，鄧守信（2003）曾將各語法點的難

易度做了分級並假設，鄧指出語法點的複雜度越小則應先教，反之，其

複雜度越大則應後教。可以簡單地說，教學語法點的排序原則是以困難

度而定的。教學中困難度較低的語法就應較早出現，若困難度較高的語

法卻應該較晚出現。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漢語漢語漢語漢語「「「「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介詞短語對泰籍學介詞短語對泰籍學介詞短語對泰籍學介詞短語對泰籍學

習者的教學排序習者的教學排序習者的教學排序習者的教學排序 

衆所周知，「在＋處所詞」本身具有複雜語義特徵和多重語法功

能。本文爲了幫助泰籍學習者找出適於泰籍學習者學習「在＋處所詞」

在不同語義及句式之恰當。因此本文就採納「結構複雜度（strucural 

complexity）」、「語義複雜度（semantic complexity）」、「跨語言距離

（inter-language distance）」三個平面為標準列出對泰籍漢語學習者「在

＋處所詞」的教學排序。從本文所討論過的上述内容得知「在＋處所

詞」此介詞短語至少具有兩種不同的語義功能，包括標記「處所格

（Locative）」與「終點格（Goal）」，而相關的句法結構亦有三種，包

括句首、句中及句末的位置，而每種句式之間具有異同之處的功能與特

徵，並且會影響到其用法。爲了研究及探討現代漢語「在＋處所詞」介

詞短語各個層次的教學排序，筆者盡力引用之前對現代漢語介詞「在＋

處所詞」的語義及句法結構之界定以及其與現代泰語對比分析的結果，

套用於上述的教學語法排序原則。 

 

一一一一、、、、結構結構結構結構：：：：結構愈複雜結構愈複雜結構愈複雜結構愈複雜，，，，困難度愈高困難度愈高困難度愈高困難度愈高。。。。 

對於結構困難度（strucural complexity），本文在討論結構複雜度中

埰選鄧守信（2003）提出了四種評定「結構」複雜度的規律如下：

（一）來源語與母語對應，（二）搭配限制，（三）詞組結構，（四）

典型與否。這四項介詞特點是我們用以評定「結構困難度」的標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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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四項當中本文主要引用採納「典型與否」與「搭配限制」為探討手

段。 

鄧（2003）所提出的「典型與否」規律，把結構分成兩類層次，一

典型（canonical）詞序、二為非典型（non-canonical）詞序。對於教學排

序的 視 角 來看 ， 非典 型 （ non-canonical ） 詞 序 困難 度 高， 典 型

（canonical）詞序困難度低。換言之，所謂「典型與否」指明無標結構易

於有標結構。 

衆所周知，介詞的典型位置以及語法特點就是它一般必須處於主要

動詞前面的位置。據説，本文中所探討的「在」屬介詞範疇。對於它的

結構問題，本文之要討論對象「在＋處所詞」短語在句中所建出的結構

可分爲：前置（出現在完整句子的句首）即本文的「A 式」，如「在院子

裏，爸爸種了一棵樹」、中置（出現在主語後面、動詞前面的位置）即

本文的「B 式」，如「她在師大學漢語」、後置（出現在句中謂語動詞的

後面）即標記「C 式」，如「她坐在椅子上」三個位置結構。 

可見，符合介詞典型的位置特點就是「B 類」句式。不過同時「在＋

處所詞」也會出現於主要動詞之後。從第四章及六章中本文所不斷地強

調討論的「在＋處所詞」介詞短語來看，若只能按照介詞典型位置的介

詞特點探討，就不符合「在」之用法，因爲可知「在」不只可以位於動

詞後面，但在句中還可以位於主要動詞後面的位置，這並不表示「到
2
」

在句中的位置是任意的。我們已說明過「C 類」的句法位置實際上符合戴

浩一（ 1985）的「時間順序原則（PTS，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之原則。 

從我們多次討論過的内容，漢語介詞組一般位於句中謂語動詞之前

充當狀語的功能，這種用法是典型介詞。因此我們可看出「B 式」的「在

＋處所詞」是典型介詞位置。但相反之「C 類」句式，它所出現位置是位

於謂語動詞後面充當補語之功能。與「C 類」相比，「B 類」句式具有典

型介詞的特徵，就是説「B 類」句式所出現在句中的位置在於動詞的前

方。因此對於結構的複雜度「B 類」是符合典型介詞的原則。因此在結構

上來說，「在
3
」具有一定的複雜度，因爲它是非典型介詞位置。因此，

可看出非典型結構困難度高於典型結構，因此由上句式「典型與否」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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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可得知：「在 1B」的「B 類」句式結構困難度最低，可以預料泰籍學

習者對「B 類」句式的「在 1B」結構困難度為最低，最容易掌握；其次是

「在 1A」的「A 類」句式結構與「C 類」句式結構之困難度排名同為第

二。筆者將介詞「在 1」與「在 2」中的「B 類」構句式困難度標記為最

低的排序。 

除此之外，本文結構困難度（strucural complexity）標量的一個原則

是考慮「搭配限制」此規律。所叫做搭配限制是指明，搭配限制越嚴

格，困難度越高。據討論的「C 類」是「在＋處所詞」句式搭配限制最嚴

格的，能進入「C 類」句式的動詞實在恨少，這顯示「C 類」的結構困難

度為相當高的。類似但不相似的「A 類」句式雖然它本身可以與大量動詞

搭配，幾乎不能進入「A 類」句式稀罕，但是實際上根據本文所探討的内

容可得知，進入「A 類」句式的謂語中不能以光棍形式表現，必定以複雜

形式來表現的。這顯示。總之，一個語法點的搭配限制越嚴，其困難度

也是越高。因此，筆者就以「搭配限制」與「典型與否」兩種主要原則

來評斷「在＋處所詞」的結構困難度的話，就可以整理如下圖三個位置

的排序所示： 

 

 

 

 

 

 

 

綜上圖式顯示三類句式結構低高顯示，「B 類」在此三句式中的困難

度最小；「A 類」句式受限程度居中；而 「C 類」的句式結構困難度極

高。 

 

 

 

 

 

 

【【【【圖圖圖圖  227-1】】】】結構困難度之排序結構困難度之排序結構困難度之排序結構困難度之排序（（（（一一一一）））） 

「C類」 「A類」 「B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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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37-2】】】】結構困難度之排序結構困難度之排序結構困難度之排序結構困難度之排序（（（（二二二二）））） 

 

「C 類」句式之所以被視爲結構困難度最高的原因為，學習者若要確

定句子中的「在」到底是在表達什麽，表示處所還是表示終點是否為具

有表終點之義的「在 2C」，這還需要考慮到下文的語境才判定。例如：

「何老師躺在沙發上」句中的「在」有可能是表示「狀態呈現的處所標

記」即「在 1C」（即，本文的處所格）的，若此句的上下文的語境「何

老師躺在沙發上好久了」；相對地，若是上下文的語境是「吃完飯，何

老師就躺在了沙發上」，句中的「在」即是表「終點格標記」的「在
2C」。由此可見，這種一個結構具有繁華的語意就表示此結構的複雜度

高。這種語義不單一明確的「C 類」構式，會延伸造成學習者對「在」語

義的理解產生困擾。 

 

二二二二、、、、語義語義語義語義：：：：語義愈複雜語義愈複雜語義愈複雜語義愈複雜，，，，困難度愈高困難度愈高困難度愈高困難度愈高。。。。 

 上述完畢了分析「在＋處所詞」的結構困難度了，現在我們繼續接

著探討「在＋處所詞」的另一方面「語義困難度」。對於評定「語義」

困難度的準則，筆者採納鄧守信（2003）如下提出四項原則：（一）語

義單一明確，困難度最低。（二）語義多樣模糊，困難度高。（三）延

伸語義困難度高。（四）文化層面語義困難度高。 

 筆者把「在＋處所詞」之所表述的語義包括每一種句式的語法意義

來考察它們的語義困難度。筆者根據第四章在理論語義句法層面分析介

「在
1C
」 

「在
2C
」 

「在
1A
」 

 

「在
1B-1

」 

 

「在
1B-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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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在」語義特徵的結果得知：「在 1」（分辨為包括「在 1A」、「在
1B」、「在 1C」三種不同的語法意義）其語義標記皆為「處所格」，而

「在 2」（即「在 2C」）的語義標記則為「終點格」。筆者對它們介詞

「在 1」與「在 2」各項語義的複雜及困難度之比較，以討論如下： 

基本上，筆者認為「在 1」所具有及表述的「引介處所」義，或語義

標記為「處所格（Locative）」對外籍學習者來説是相當清楚而明顯的，

因為在上述本文所討論文中，顯示「在 1」的語義特徵都只表現出單一的

語義功能「引介處所之義」，因此「在 1」的語意大致圍繞著「在」之本

義及核心語義的「存在」、「所在」之義其有相連。綜上所述，筆者認

爲對學習者而言，「在 1」本身具有的語義功能就應該不會造成太多困難

或句子的歧義。相較之下，「在 1」與「在 2」之間的難易，本文認爲的

語義複雜度應該是最低的。 

與「在
1
」相反之「在

2
」，根據本文第四章所討論的結論發現，我

們可進一步將「在」引進處所詞的語義區分為「處所標記」的「在」和

「終點標記」的「在」。「在
2
」就屬於「終點標記」的「在」。可見

「在
2
」之語義是跟「在」之本意及核心語義有一段距離。「在

2
」所要

表達的不像我們所熟悉的「留存在」，它本身還含有「動感」義，即表

述「因物體通過動作的施行而達到該處，在繼續留存在該處」，可見

「在
2
」具有「從某處位移到達另一某處所」然後「持續存在著該處」兩

種含義。因此筆者認爲這種比較複雜的語意，可能會導致學生學習上的

困難。因此從上述的討論，筆者列出「在 1」與「在 2」之間的語義困難

度為以下的圖式： 

 

 

 

    

【【【【圖圖圖圖 247777----3333】】】】語義困難度之排序語義困難度之排序語義困難度之排序語義困難度之排序（（（（一一一一））））    

 

「在
1
」 「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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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因爲結構句法的關係，換一種説法就是，在不同的結構及用法

中會延伸出不同的詮釋。因此筆者試圖將不同句式之每種「在」如下圖

式列出語義排序： 

 

 

 

 

 

 

    

【【【【圖圖圖圖  257777----4444】】】】語義困難度之排序語義困難度之排序語義困難度之排序語義困難度之排序（（（（二二二二））））    

 

就如筆者上述論過「在 2C」爲何是語義最困難的理由，因此在上述

【圖 7-3】筆者就將「在 2C」的語義複雜度排序為五類「在」中難度最高

的。而第二名次要語義困難度最是「在 1C」是因爲，雖然它的語義功能與

「在
1A
」、「在 2B-1」及「在 2B-2」相似，即屬於「在 1」類表「處所格」

的，表述「引介出狀態呈現的處所」。但是因爲「在 1C」它的結構與本文

認爲語義最複雜的「在 2C」相同，這種語義不單一明確的「C 類」構式，

會延伸造成學習者對「在」語義的理解產生困擾。學生可能不小心使用

混淆。因此，筆者認為「在 1C」的語義複雜度應該算是五類「在」中第二

高的。「在 1A」的語義功能為引介某事件發生的處所，出現的位置與所

表現的語意功能很好的理解，表「處所格」之義。「在 1A」語義單一明

確，因此語義難度相當低的。 

筆者將上述討論結果中介詞「在」各項語義複雜度由高至低列出所

見的【圖 7-3】，由上述排序的結果可見，如果作比較的話，表處所「在

1」的語義複雜度比「在 2」容易。學習者應該對「在 1」的語義掌握最容

易。「在 1」中的「A 類」結構是最不困難，其次是「在 1」的「B 類」句

「在
2C

」 

「在
1B-1

」 

「在
1B-2

」 

 

「在
1C

」 「在
1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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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再來是「在 1」在「C 類」 句式，而對「在 2」在「C 類」句式中的

語義掌握是最為困難的。 

 

三三三三、、、、跨語言跨語言跨語言跨語言：：：：跨語言差距愈大跨語言差距愈大跨語言差距愈大跨語言差距愈大，，，，困難度愈高困難度愈高困難度愈高困難度愈高。。。。 

跨語言差距站在對比分析的基礎。由於本論文的研究的範圍是以對

比分析為主要方向，於是本節的跨語言差距則指學習者的母語「泰

語」，與標的語「漢語」在語義句法層面上的差異。對於探討跨語言差

距的部分，筆者根據 Prator63（1967）的語言「難度等級模式」進行討論

漢泰兩種語言的對比，Prator 的語言「難度等級模式」將難度分爲六級，

從零到五級，級數越高難度也越大。楊彩賢（2009）結合漢泰語的特點

來確定對泰漢語教學的重點和難點。 

A．零級（Level 0）遷移（transfer）：兩種語言中完全相同的成分，在

學習中產生正遷移，一般不會發生困難。如漢泰語無論是疑問句還是非疑問

句，其主幹語序皆為主語—謂語—賓語這種排序。因此在教這類語序時學生

掌握不存在困難，不用重點強調 

 B．一級（Level 1）合體（coalescence）：在第一語言中分開的語言項

目，在目的語中合併。如泰語有五個聲調，而漢語中只有四個聲調，泰國學

生掌握起來相對要容易一些。對於此類語言項目，學習者可以忽略在第一語

言中的區別而逐漸習慣合併後的項目。 

 C．二級（Level 2）分化不足（underdifferentiation）：第一語言中有而

目的語中沒有的語言項目，學生要避免使用。例如在泰語中幾乎逢句必用且

有特別差異的敬辭，在漢語中無有，泰國學生學漢語要防止其介入性干擾。 

 D．三級（Level 3）重新註釋（reinterpretation）：第一語言中的某個語

言項目在目的語中雖然有相應的項目，但在項目的形式、分佈和使用方面又

有著差異，學習者必須把它作爲目的語的新項目重新習得。例如漢泰語中的

文字各有自己的書寫格式，要引導學生按漢字的書寫格式正確書寫，而不是

依泰語的從下到上的順序來安排字體結構。又如，漢泰語中都有量詞，但漢

                                              
63
取自楊彩賢（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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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中量詞的豐富和靈活是泰語無可比似的，要做到準確使用，卻非易事。再

如定語的位置、借詞地掌握等同中有異的語言項目應予以足夠重視。 

 E．四級（Level 4）過度分化（overdifferentiation）：目的語中的某個語

言項目，在其第一語言中沒有相應的項目，學習者在習得這些新的項目時會

產生阻礙性干擾。如漢語語法中的「把」字句，動補結構都是泰語中沒有

的，學生在習得這些知識點時會感到有一定的困難，應作爲重點講解内容予

以突破。 

 F．五級（Level 5）分裂（split）：與一級困難正好相反，第一語言中的

一個語言項目到了目的語中成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項目，需要學生克服第一

語言所形成的習慣，逐項加以區別，才能在目的語中正確使用。這是此模式

中難度最高的一項。例如在泰語中，放在中心語之後表示修飾、限定成分的

狀語，在漢語中卻分爲修飾、限定的中心語前的狀語和説明動作結果和狀態

的中心語之後的補語。 

（楊彩賢，2009） 

按照楊彩賢（2009）運用漢泰兩種語言補解 Prator 的語言「難度等級

模式」我們開始討論漢泰跨語言差距。 

我們主要關注在「B 類」句式之「在
1B
」與泰語之對比分析結果的觀

察，依據 Prator（1967）的難度等級模式，筆者認爲「B 類」句式之「在
1B」對泰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來説，其難度屬於第四等級「過度分化」

（Overdifferentiation，L4）階段，即目的語中的某個語言項目，在其第一

語言中沒有相應的項目，學習者在習得這些新的項目時會產生阻礙性干

擾。同樣的，泰語中無有像漢語處在謂語前面的介詞「在」此句式，因

此泰籍學習者在學起「在
1B-1

」或「在
1B-2

」的時候會產生阻礙性的干

擾。這麽一來學生會有可能使用「過度使用」學習策略，勉強自己習慣

使用自己母語沒有的語言項目。綜合上述的論點，筆者認爲五類中的

「在＋處所詞」跨語言最高的程度為「B 類」句式的「在
1B
」。可見，

「在＋處所詞」短語之偏誤以結構錯序的偏誤情形最爲多見。筆者認爲

這是因爲跨語言差異影響所致，因爲漢語將表處所介詞「在」介詞短語

放在主要動詞前，但是泰語的介詞短語沒有此類前置用法。時間久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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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學習者有可能存在於「過度類化(overgeneralization)」和「語言訓練

的轉移（transfer of second language）」此類狀況。 

就我們討論過的内容指名，泰語中存在著像這種「A 類」句式與「C

類」句式結構用法，因此對泰籍生而言，位於句首以及句尾的「在＋處

所詞」是他們很熟悉使用，因此這兩類句式的「在＋處所詞」應該不算

他們的問題。 

對於語義層面的角度看跨語言的難度，在第六章中我們討論的結果

指出，「在
1
」與「在

2
」的語義範圍，都是泰語中也所具有的語義功

能。因此可以這麽說，本文所標記出「在
1
」與「在

2
」的語義功能，泰

語中也可找出對應的項目。換言説，對於跨語言差距之困難度，相當於

「在
2C
」之泰語表處所介詞短語，經常都出現在於謂語動詞後面，泰語

的語序剛好與漢語「在
3
」相似。故本文「在

3
」的結構關聯之跨語言困

難度定為「遷移（L0）」。漢語「A 類」與泰語句首句式也是類似的功

能，出現在句首的表示處所介詞短語之「在＋處所詞」，一般都不太用

到陳述句裏的，平常都是爲了篇章作用才採用這種構式，泰語放在句首

的短語也是如此。因此對於「C 類」與「A 類」的「在＋處所詞」之跨語

言差距來看，筆者認爲它們屬於正面轉換（positive transfer）的關係，泰

籍學習者可以很容易了解及習得該結構。 

除此之外，在「在＋處所詞」與泰語引用不同的形式來表現。上一

章筆者反復強調多遍，並提出因爲漢泰表處所形式上用法表示的有差，

使讓泰籍生犯了使用偏誤。第六章我們所討論的「誤加、誤代、遺漏」

這些偏誤的主要部分，除了「在＋處所詞」本身的困難度很高，主要偏

誤原因也是短語顯示的形式上有差所導致的。泰籍學習者對漢語方位詞

框式結構的掌握力較弱，這也是跨語言差異所致。泰語可以單以

「bon」、「dai」、「nai」等方位介詞與名詞組成介詞短語，但是漢語中

相對應的部分則以「在」與方位詞或其他成分搭配形成框式結構。這類

關於形式上「多對一」之跨語言困難度我們可以把它定為「分化不足

（underdifferentiation），L2」，即母語中有，而目標語中沒有的語言項

目學生必須避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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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圖圖圖  267-5】「】「】「】「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跨語言困難度之排序跨語言困難度之排序跨語言困難度之排序跨語言困難度之排序 

 

因此，從上述討論的内容，筆者以【圖 7-5】顯示本文所對「在＋處

所詞」做出跨語言困難度之排序。 

 

四四四四、、、、「「「「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的教學排序的教學排序的教學排序的教學排序 

在上述第六章中結論段，本文提出泰籍漢語學習者使用介詞「在」

之常見偏誤原因。除了表處所介詞「在」字本身具有的複雜語義特徵和

多重語法功能以外，還有學習者在習得過程中，受到母語的干擾造成的

偏誤現象。此種種因素會使學習者受到學習上很大的干擾。這種現象顯

示，教學上的安排是否有效果，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就在於兩種語言之

間的跨語言差距。爲了能夠建設一套適於泰籍學習者「在＋處所詞」的

教學排序。因此若要對泰籍學習者安排教學排序是非考慮到一切有關目

的語本身的困難度以及漢泰跨語言的種種因素不可。 

在教學實踐中，有時候表面看來難的實際上可能容易。因此我們現

在綜合了上述所討論過的教學困難度，並建設了對泰籍生「在＋處所

詞」最適合他們的教學排序。總之，對他們泰籍學習者關於「在＋處所

詞」該先教什麼内容，後再教什麼内容的此問題。本文「在＋處所詞」

的排列次序，固將介詞「在」的教學排序整理成下圖所示。除了「在＋

處所詞」介詞結構系統內的各種因素包括本身的困難度，還需要對學習

者的跨語言差距因素有所考量，排列而作出對學習者較為合適的教學排

序。簡單地說，在以下【表 7-1】的困難度排序總數表的結論中，本文除

了考慮到「在」字本身具有的語義句法的複雜性以外，還考慮到學習者

在習得過程中，會因爲跨語言的差異而受到母語的干擾造成的偏誤現

象。如以下表格所示： 

「「「「BBBB 類類類類」」」」    「「「「AAAA 類類類類」」」」    

 

「「「「CCCC 類類類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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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四十二四十二四十二四十二7777----1111】】】】對泰籍對泰籍對泰籍對泰籍學習者學習者學習者學習者「「「「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教學排序教學排序教學排序教學排序 

排序原則 「在 A」 「在 B」 「在 C」 

句首，即主語前 句中，即動前 句尾，即動後 

出現頻率 2 1 3 

結構複雜度 1 0 2 

語義複雜度 0 0 2 

跨語言差距 結構 0 2 0 

語義 0 0 0 

搭配 1 1 2 

篇章 2 0 0 

總數 2-4 1-3 3-6 

排序 2 1 3 

 

根據上述各項對「在+處所詞」難易度的分析，本論文將評斷現代漢

語介詞「在」對泰籍學習者的困難度排序等級。各原則具有三等級（0-

2），等級數字越多，表示困難度越高，另外一種説法是 2 的難易度最

高，0 沒有難易度。分析結果發現「在」字句的不同句式具有不同著難易

度，若考慮到漢泰跨語言差距的話，結構方面，位於動詞前面的「在 B」

的跨語言差距最高，因爲它與泰語表示處所的典型句式差異很大。但是

如果跟「C 類」句式相比的話，可看出出現在句中動詞後的「在 C」雖然

跨語言差距比較小，但是對於它本身的複雜度還比「A 類」與「B 類」

大。 

除了「在+處所詞」的三種句式本身的難度，討論教學排序的時候不

可不考慮到跨語言差距的關係。從【表 7-1】可看出，「B 類」的「在」

不但它的複雜度比其它兩類低，出現頻率還是其中最高的「在+處所

詞」，但是「C 類」卻完全相反。「C 類」的「在+處所詞」的難度等級

數比較高，表示它比較複雜，同時出現頻率是其中三類最低的一類，因

此對於泰籍生三種類型的「在+處所詞」的教學排序應該為先教「B 類」

然後教「A 類」最後在教「C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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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43 7-2】】】】對泰籍學習者對泰籍學習者對泰籍學習者對泰籍學習者「「「「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教學排序教學排序教學排序教學排序 

 

排序原則 

「在 A」 「在 B」 「在 C」 

「在
1A

」 

在臺北，我們

住了很多天。 

「在
1B1

」 

我在北京

學漢語。 

「在
1B2

」 

爺爺在醫院

裏死了。 

「在
1C

」 

小猴子跳在

馬背上。 

「在
2C

」 

爺爺死在

醫院裏。 

出現頻率 3 1 2 4 5 

結構複雜度 1 0 0 2 2 

語義複雜度 0 0 0 0 2 

跨 語

言 差

距 

結

構 
0 2 2 0 0 

語

義 
0 0 0 0 0 

搭

配 
1 1 1 2 2 

篇

章 
2 0 0 0 0 

總數 3-4 1-3 2-3 4-4 5-6 

排序 3 1 2 4 5 

 

 根據以上【表 7-2】的考量與排列之結果，本文將分佈在不同句式

的「在＋處所詞」之結構複雜度、語意複雜度以及跨語言複雜度的結果

加以匯整，爲了針對以泰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提出介詞「在」教學的先後

順序，本文由低至高重新排序如【圖 7－6】所示： 

 

 

 

 

【【【【圖圖圖圖  277-6】】】】對泰籍學習者對泰籍學習者對泰籍學習者對泰籍學習者「「「「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之教學排序之教學排序之教學排序之教學排序 

「在
1B-1

」 「在
1B-2

」 

 

「在
1A

」 

 

「在
1C

」 

 

「在
2C

」 

 



第八章   結論 

222 

根據我們上述討論過關於「在＋處所詞」的各種層面的内容，筆者

提出本文認爲是最適於教授給泰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所學習的「在＋

處所詞」之教學排序。可看出，雖然「C 類」句是的「在
1C
」與「在

2C
」對泰籍學習者來説，跨語言困難度最低的。不過因爲「C 類」之「在

1C
」與「在

2C
」可同一個形式句式但表述的不同語義功能。可以換顏說

「C 類」具有一定的語義困難度，更何況它本身的結構困難度也相當高，

除了是非典型介詞的使用法之外，「C 類」的搭配限制也是最複雜的。更

加上它的出現頻率比較低，因此本文固將「C 類」句式的「在＋處所詞」

之介詞短語排列在比較要後教的地位。 

此外，表述「狀態呈現的處所」的「在＋處所詞」的句法結構特

徵，可位於主要動詞前或主要動詞後即可。因此本文認爲表述「狀態呈

現的處所」其中的「在
1B-2

」它自己本身具有一定的複雜度，因爲可以與

「在
1C
」發生變換關係。「在

1A
」雖然它的句式意義比較容易了解，但

是它的用法偏向在語用篇章層面使用的，並且所搭配的限制也是有規

則，即不能與一般的光棍形式謂語搭配。 

簡單地說，針對泰語為母語的學習者，理想的教學排序建議是，建

議教師在教授介詞「在」時，從漢語典型位置的介詞句式「B 類」構式優

先，然後再教泰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所熟悉的「C 類」。其中「B 類」

句式可以同時教「在
1B1
」與「在

1B2
」，最後「C 類」中才教帶同類句式

的有歧義之「在
1C
」再教「在

2C
」。換言之，應當先教只有單一語義的

「在」，再教帶有歧義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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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漢語漢語漢語漢語「「「「在在在在」」」」介詞短語對泰籍學習者的教介詞短語對泰籍學習者的教介詞短語對泰籍學習者的教介詞短語對泰籍學習者的教

學内容學内容學内容學内容 

筆者認爲適合日籍韓籍或美籍學習者的教學方法，並不表示適合泰

籍學習者，因此筆者基於上述所深討的表示處所介詞「在」本身的語義

句法特徵、漢泰兩種語言之對比分析的結果、以及對泰籍學習者「在＋

處所詞」的教學排序，試圖建設而提出適於泰籍學習者的現代漢語介詞

「在」及「在＋處所詞」介詞短語之教學内容與教學建議。 

本文提出教學内容的主要參考理論是採用鄧守信(2003)所提出的教學

語法之描述構想結合語言特性的功能 (function)、結構 (structure)、用法

(usage)三項。以下是鄧(2003)進一步說明上述指的漢語語法點描述的具體

內容： 

 

A. 功能(function)： 

功能（function）的部分包括語法功能(grammatical function)、語義功能

(semantic function)還有交際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 

B. 結構(structure)： 

分為三類，基式結構(basic structure)；變式結構(derived structure)如否定

形式、疑問形式、強調形式等；變形機制(transformation)如重複(repeat)、省

略(omit, delete)、插入(insert)、前移(prepose)、後移(postpose)等。 

C. 用法(usage)： 

此「用法」部分包括何時可使用，而何時不可使用(Do’s & Don’ts)及其注

意事項；與其他結構或詞彙做比較。本文對於用法（usage）部分主張強調

泰籍學習者該注意的内容。 

總的來說，本研究依循以及綜合上述鄧（2003）所列出的語法點具體

描述原則，即功能、結構與用法三項，筆者主張試圖並整理規劃出「在

＋處所詞」的教學語法内容，調整為最適合泰籍學習者，而且提出教學

建議。以下為本研究主要對「在＋處所詞」介詞短語試圖建議的教學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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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在在在在 1」」」」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 

「在
1
」所表述的是「處所（Locative）」，而不是「終點（Goal）」。

「在
1
」根據所分佈在句中不同的位置，而具有不同的句式意義，但皆是

引進「處所」。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
1A1A1A1A

」」」」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    

AAAA．．．．功能功能功能功能（（（（functionfunctionfunctionfunction））））    

• 是表示「處所」的介詞 

• 引進「事件所發生的處所」 

BBBB．．．．結構結構結構結構（（（（structurestructurestructurestructure））））    

• 出現在句子最前面，即句首的位置 

• 主要句式為「在
1A
＋處所詞＋NP＋VP」 

• 常與複雜形式的謂語搭配，光棍動詞通常不能進入「A 類」句

式，若使用光棍動詞，一般句子就不合語法。 

CCCC．．．．用法用法用法用法（（（（uuuusagesagesagesage））））    

• 一般的陳述句不多使用這類「在
1A
」 

• 具有很強烈的篇章功能。 

• 平常擔任句子的主題，引進新信息。 

• 這類「在
1A
」的管界範圍可大可小，它這種功能適於敍述性

的，因此常在文章或長篇故事使用這種「在」描述事件。 

• 大概跟泰語中位於句首的用法相同，就是一般的句子不使用這

類，泰語也是這樣，若將表處所介詞短語前置，通常句子就會

不通順，它不是典型的介詞結構，但可多用於描述事件的，或

突出後續的焦點。 

• 教師應該強調這類「在
1A
」的篇章功能，指出它能起引介新信

息的功能給學生，讓學生了解它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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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在在在在
1B1B1B1B

」」」」的教學内的教學内的教學内的教學内容容容容    

「在
1B
」又可分爲「在

1B1
」與「在

1B2
」 

（（（（1111）「）「）「）「在在在在
1B11B11B11B1

」」」」    

AAAA．．．．功能功能功能功能（（（（functionfunctionfunctionfunction））））    

• 從格關係來看，是表示「處所」的介詞。 

• 引進的賓語是「動作行爲發生的處所」。 

BBBB．．．．結構結構結構結構（（（（structurestructurestructurestructure））））    

• 「在
1B1
」在句子成分位於動詞前面，主要與動詞有著緊密的關

係。 

CCCC．．．．用法用法用法用法（（（（usageusageusageusage））））    

• 泰籍生該注意的是，雖然與這類「在
1B
」搭配的動詞有些的可以

加上「著」但它縂以表示「動作的連續」，而不項「在
1B2
」所

表述的「狀態的持續」。 

• 出現在教材中關於「在＋處所詞」介詞短語課程，通常都開始

先教這類「在
1B1
」。筆者全力建議，當教師開始教授「在

1B1
」

市，必須補充以及強調說出了「在
1B1
」的用法，表示處所「在

＋處所詞」介詞短語還存在著其他用法及句式，讓學生做好準

備，同時應該跟學生確定「在 1B1」該句式的特徵及其句法意

義，然而初概解釋「在
1B1
」與其它「在」的異同之處，好讓學

習者能分辨了解掌握。同時跟學生解釋雖然「B 類」句式是漢語

中介詞典型結構，但是還有其他句式的用法，爲了打預防針的

方法，減少預設的使用偏誤產生的頻率。 

    

（（（（2222）「）「）「）「在在在在 1B21B21B21B2」」」」    

AAAA．．．．功能功能功能功能（（（（functionfunctionfunctionfunction））））    

• 從格關係來看，「在
1B2
」引介「方位格（Loc）」，表所在、是

位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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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B2
」所表述的是「狀態所呈現的處所」，此外還涉及到

「狀態變化的處所」及「狀態所持續的處所」這種概念之意

義。 

• 「在
1B2
」的語義功能大概與「在

1C
」相似，皆是表述「狀態呈

現的處所」 

BBBB．．．．結構結構結構結構（（（（structurestructurestructurestructure））））    

• 同樣與「在
1B1
」緊接在主要動詞前面，即句中的位置。 

CCCC．．．．用法用法用法用法（（（（usageusageusageusage））））    

• 因爲典型的「B 類」構式，從古代而來就一直含有表示「動態、

動作」之義，這表示一般「B 類」的出現能帶給聽話者以種強調

關注「動作」之感，這種結構特徵正好與「C 類」相反。「C

類」結構從古至今的用法通常引入到「狀態事件」。綜上所

述，以「B 類」構式呈現的構式表示「狀態呈現的處所」時，基

本上會產生衝突。因此使用「在
1B2
」時通常會加上些標記「狀

態」詞語在動詞後面，爲了提升「B 類」句式的「狀態」特徵。 

 

（（（（三三三三）「）「）「）「在在在在 1C1C1C1C」」」」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    

AAAA．．．．功能功能功能功能（（（（functionfunctionfunctionfunction））））    

• 與「在
1B
」同樣表示狀態呈現的處所、狀態變化的處所、狀態持

續的處所 

• 若跟「在
1B
」比較的話，「VP＋在

1C
＋處所詞」較爲關注「狀態

所呈現的處所」，但「在
1B
＋處所詞＋VP」的焦點則在「VP」 

BBBB．．．．結構結構結構結構（（（（structurestructurestructurestructure））））    

• 位於動後當補語表所致。 

• 與「在
2C
」具有同樣的句式。 

• 主要句式為「NP＋VP＋在
1C
＋處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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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用法用法用法用法（（（（usageusageusageusage））））    

• 因爲此「在
1C
」的基本結構大概與「表示事物達到的處所」之

「在
2C
」相同，因此泰籍生使用這類「在」必須要注意到這兩者

的差異。「在
1C
」與「在

2C
」存在著的關係在於，「在

1C
」是

「在
2C
」動作一完成或到達某「終點」後，就變成一種狀態留存

在該處所，即靜態。因此要注意把這兩者之間同形不同義之

「在
1C
」與「在

2C
」混用。 

• 「在
1C
」與「在

1B
」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因爲大主要語義

功能一致，即「表狀態呈現的處所」，因此它們在一定的條件

下可以互換。 

 

二二二二、「、「、「、「在在在在 2」」」」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 

「在 2」所引進的是「終點（Goal）」，而不是「處所（Locative）」： 

（（（（一一一一）「）「）「）「在在在在 2C2C2C2C」」」」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的教學内容 

AAAA．．．．功能功能功能功能（（（（functionfunctionfunctionfunction））））    

• 「在 2C」引介終點格（goal）是表示「終點」的介詞。 

• 含有「事物通過某動作的位移而達到某處所」之義。 

• 我們可以將「時間順序原則，PTS」來解釋這類「在
2C
」的功能

特徵，因爲「在
2C
」主要有人的認知中的時間順序有著非常密切

的關係。它所表述的是某種動作的施行發出去使事物才達到某

地方。 

BBBB．．．．結構結構結構結構（（（（structurestructurestructurestructure））））    

• 位於動後當補語表所致，即句尾。與「在
1C
」的句法結構相似。 

• 主要句式為「VP＋在
2C
＋處所詞」，緊接在動詞後面作補語成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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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用法用法用法用法（（（（usageusageusageusage））））    

• 該要注意的是，上述其他類的「在
1A
」、「在

1B-1
」、「在

1B-2
」

及「在
1C
」都是表述「處所（Loc）」的「在」即為「位置」

的，本身是表示「靜態」狀況，雖然有時閒移動，單是物體都

存在著該處所的範圍内。這與此類「在
2C
」差別很大，「在

2C
」

是「位移」的「在」，所表達的重點是在某個事物因爲受了外

力而發生移動，然後這移動從某處移位到「該處」，所謂的

「該處」就是指「在
2C
」所引進的賓語。 

• 「在
2C
」（也包括「在

1C
」）在句子中通常引進前景信息。通常

引入主體事件的空間處所即提供一個背景事件。 

• 雖然「在
2C
」與「在

1C
」的句法結構跟泰語中表示出所結構較爲

相似，但是泰籍學習者應該注意到兩者語言的異同之處的用

法。能進入「C 類」與「在
2C
」及「在

1C
」搭配的動詞非常有

限，不像泰語那麽靈活，因此泰籍生要多注意這一點。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文主要站在泰籍漢語學習者的角度視探「在＋處所詞」介詞短

語，本章基於教學語法原則，試圖為「在＋處所詞」設計具有針對性的

教學排序，採納「結構複雜度（strucural complexity）」、「語義複雜度

（semantic complexity）」、「跨語言距離（inter-language distance）」三

個平面為標準列出對泰籍漢語學習者「在＋處所詞」的教學排序。此

外，主張為泰籍學習者將本文所研究過的内容調整，而提出一套易懂明

瞭之「在+處所詞」的教學内容。筆者盼望，這套教學排序與教學内容能

夠讓教師對泰籍生學習「在＋處所詞」的授課有所啓發，建構一個適於

泰籍學生的教學法，實踐於實際教學中，從而使泰籍學習者從中受益。

僅祈望本文的論述能促進泰學習者習對「在＋處所詞」的积极性，並帮

助他们掌握「在＋處所詞」主要功能特徵以及各個「在」之間的異同及

用法，減少之前反復產生的偏誤，使教學效果更爲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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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第八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本章是本研究的最後結論，基於我們前七章的分析總結，主要談及

的内容包括二部分：第一節為本研究的總述；第二節為本研究的研究限

制、研究展望與省思部分。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總述總述總述總述 

本研究基於「在＋處所詞」不同的句法結構上所產生的語義句法、

篇章功能的不同，主要闡述的是「在＋處所詞」與泰語相對應形式的漢

泰對比分析，研究漢語與泰語兩種語言之間對「在＋處所詞」短語的異

同點，並找出兩者之間的對照形式的關係。我們希望可以通過對漢語介

詞短語「在＋處所詞」與泰語相對應形式的漢泰對比研究，帮助學習漢

語的泰籍學習者瞭解掌握並且能够正確地使用介詞短語「在＋處所

詞」。 

表示處所介詞「在」作為虛詞,一般都不表示實在意義，它的核心語

義是（core meaning）循環著「存在」、「所在」之義，作爲介詞，與處

所詞組成短語可表所在空間，這類語義本質上都還是與動詞原意相關

聯，是「在」表示空間中存在、所在原意的擴張。介詞「在」是從「核

心意義」（core meaning）發展衍生出的与本义相關的「引申意義」

（extended meaning）。 

「在＋處所詞」在漢語語法系統中有著獨特價值和重要功能，它可

以用不同的構式表現不同的語義句法以及篇章功能。本文將「在＋處所

詞」所引進的語義功能分爲二，一為表示「處所（Locative）」的

「在」，表示「位置」，主要引介的是「某種事件/動作/狀態呈現或發生

的處所」，這類的「在」本文標記為「在 1」。二為表示「終點

（Goal）」的「在」，表示「位移」，表示這種語義的「在」本文標記為

「在 2」。表述處所介詞「在」的句法位置不但是漢語語法教學的重要部

分，而且還是對外漢語教學的重要語法難點之一，我們可從不斷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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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在＋處所詞」的偏誤為證據，所以漢語處所介詞「在」句法位置

引起了不少語法家的關注。本文將「在＋處所詞」介詞短語出現在句子

當中不同的位置主要分爲三種構式來探討，一處於句首，即主語前的位

置，我們標記為「A 類」。二為於句中，即動前的位置，本文稱之爲「B

類」。最後一類是出現在句尾，即動後的「在」，我們把它標記為「C

類」句式。 

對於現代漢語介詞「在」與現代泰語相對應形式，功能相對於引進

處所介詞「在」的泰語對等對照詞也是由介詞來呈現，即為介詞

「thi」。介詞「thi」的主要語義功能，也跟介詞「在」一樣可表述「處

所（Locative）」及「終點（Goal）」之义。現代漢語介詞「在」相對應

於現代泰語介詞「thi」。但若以漢語中「在＋處所詞」介詞短語處於短

語結構來看，泰語中與「在＋處所詞」其對應的語言形式為「多對一」

的情形。在表示同一語義時，漢泰語最大的差異主要來自於以下兩個方

面。 

（一）「在＋ 處所詞」介詞短語中，「名詞」加上「方位詞」構成

處所詞作爲「在」字賓語的情況較為常見，這與泰語形式的表現方式不

同。泰語中一般名詞可直接作方位介詞的賓語，換言之，泰語除了對應

於現代漢語介詞「在」的「thi」之外，還可以以不同的方位介詞引進處

所名詞。因爲兩種語言對於此點用法的差異，學習過程中可能會出現的

偏誤是漏用方位名詞，如：「*他躺在沙發」、「*媽媽廚房裏旁做

菜」、「*張老師去在印度」等偏誤。 

（二）現代漢語「在＋處所詞」介詞短語的位置相當靈活，它可以

出現在句子中很多位置。泰語中與其對應的語言形式的方位處所介詞的

結構位置相對固定，常位於句尾，即動後的位置。前置或句首的位置通

常是擔任句子的話題的作用。漢語中，「在＋處所詞」短語可用在動詞

前做狀語或放在動詞後做補語，甚至出現在句子主語的前面總共三個位

置。而在泰語中，作狀語的方位介詞一般用在句尾。因爲此類差異，導

致學生混淆使用漢語「在＋處所詞」，並有可能出現如下的偏誤如：「*

弟弟在靶子上射箭」、「*我常吃飯在 Siam Paragon」等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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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漢泰兩種語言之間的異同，導致泰籍學習者常出现偏誤，最

常見的偏誤為 Corder （ 1981:36 ）的四項：錯序偏誤（ errors of 

ordering）、遺漏偏誤（ errors of omission）、誤加偏誤（ errors of 

addition）、誤代偏誤（errors of selection）。 

最後，本文在第七章中以「結構複雜度」、「語義複雜度」、「跨

語言距離」（inter-language distance）三個平面為標準列出對泰籍漢語學

習者「在＋處所詞」的教學排序與教學内容。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省思研究限制與省思研究限制與省思研究限制與省思 

本研究從引進處所介詞「在」出發，主張將其出現在句中不同的位

置探討分析其語義句法篇章的功能與特徵，然後分析泰籍學習者使用含

表示處所「在＋處所詞」短語，進行兩種語言對比分析。可見本論文的

研究範圍比較注重在不同句式顯出的語義句法篇章功能，範圍不是很

廣。本研究因爲存在很多不能控制的因素，並且受到目前關於此研究的

現狀的限制，使本文的研究範圍有限。比如説，本文的研究重點注重

「在＋處所詞」在句法結構上不同位置的功能，以及與泰語相對應形式

對比分析，但沒有深入地研究「在＋處所詞」與動詞的搭配現象。筆者

認爲這一點很值得之後學者關注研究，若能夠基於本論文將不同構式

「在」的動詞語義特徵詳細分類，必定會讓泰籍生或外籍生更進一步掌

握「在＋處所詞」地分佈使用。 

除此之外，本文的研究範圍只觀察引進處所詞的介詞「在」，即後

緊接著具有表示「處所」之義的介詞「在」。但實際上，除了表示「處

所」之外，介詞「在」還能夠引進出各種語義功能。筆者認爲，可以從

本文的研究範圍延伸到分析探討其介詞「在」後附其他類義的詞語，

如：表示時間、範圍、條件、抽象處所等之義的介詞「在」。此外，衆

所周知，漢語中的「在」除了充當「介詞」的用法，還有動詞「在」與

時態標記副詞「在」的功能。筆者認爲日後研究可以將此三種功能的

「在」與泰語中所能對應形式將進行對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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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展望是，本研究只總結前人研究的成果，加上對搜集的

資料進行初步整理分析，做出假設，並沒有深化的研究。希望後面的學

者可以繼續深入展開，可以引用本文的對比分析結果與第五章初探到偏

誤分析，然後擴展研究完整的偏誤類型語現象，研究者可設計一份針對

泰籍漢語學習者對「在」的使用情形，探討泰籍生的使用偏誤現象，可

以擬定一套更適合「在」的教學策略。 

以上所述，由於本文的研究限制，沒有在本文實現深入研究探討

「在」的其他層面，筆者盼望將来研究學者可以展開研究範圍，承接本

文的研究結果或研究的不足之處，基於上述所建議的事項或所提到的研

究限制與展望而進一步深化探討，尤其是對「漢泰對比分析」的研究，

爲擴大現代漢語世界教學的範圍，提高外籍學習者的能力，以及泰國漢

語教學獻出綿薄之力。 

筆者當初想做此題目就是發現泰籍生使用「在＋處所詞」的偏誤頻

率高，而且是一代又一代學習者反復出現的偏誤。身為之前遇到此問

題，以及當時一直抱著困擾感學習「在」的筆者，不論漢語教學在泰國

有多久的歷史，筆者覺得「在＋處所詞」的課題對泰籍生而言還是較難

掌握的典型語法。行文至此，能作出這本論文，算是可以實現筆者本人

當初想要解決此問題的願望。因此筆者發自内心地盼望，本論文能夠讓

教師對泰籍生學習「在＋處所詞」的授課有所啓發，建構一個適於泰籍

學生的教學法，實踐於實際教學中，從而使泰籍學習者從中受益。僅祈

望本文的論述能促進泰學習者習對「在＋處所詞」的積極性，並幫助他

們掌握「在＋處所詞」主要功能特徵以及各個「在」之間的異同及用

法 ， 減 少 之 前 反 復 產 生 的 偏 誤 ， 使 教 學 效 果 更 爲 優 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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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附錄一：泰籍學習者對「在+處所詞」的漢譯泰翻譯對等情形。 

 

แบบสอบถามการแปลวลี「「「「在在在在++++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處所詞」」」」ในบริบทต่างๆ    

 汉语 泰语 

 

1. 在梦里，我看见了我的弟弟。  

2. 在裙子上，她綉了朵小花。  

3. 在教室里，张三和李四在复习生词。  

4. 在沙发上，他躺了半个小时了。  

5. 在山上，他们盖了座房子。  

6. 在电话里，她哭了很久。  

7. 在餐桌上，我问她很多问题。  

8. 在火车上，他遇见了张东。  

9. 在路上，爷爷突然昏倒了。  

10 在泰国，性别可以自己选择。  

11 青蛙在水里跳。  

12 她在房间里哭。  

13 他在门前种树。  

14 他在学校学汉语。  

15 他在盆里洗衣服。  

16 他在墙上掛画。  

17 他在这所学校当老师。  

18 他在火车上写信。  

19 他在前面走着。  

20 书在桌上放了两天了。  

21 礼物在抽屉里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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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他在门背后躲着。  

23 地图在墙上掛着。  

24 一只青蛙在水里跳着。  

25 他在沙发上躺着。  

26 他在泰国生活。  

27 孩子们在床上醒了。  

28 他在台湾出生。  

29 他在酒吧里醉了。  

30 张老师在医院里死了。  

31 糖在水里溶化了。  

32 石头被扔在水里。  

33 我把石头扔在水里。  

34 杯子被摔在地上。  

35 我把杯子扔在地上。  

36 小狗被関在笼子里。  

37 我把小狗関在笼子里。  

38 字被写在黑板上。  

39 我把字写在黑板上。  

40 我把车停在门口。  

41 地图被掛在墙上。  

42 我把地图掛在墙上。  

43 礼物被藏在抽屉里。  

44 我把礼物藏在抽屉里。  

45 小船漂在海上。  

46 树叶浮在水面上。  

47 他死在路上。  

48 钥匙断在水里。  

49 他消失在人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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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他出生在泰国。  

51 他住在上海。  

52 我生长在台湾。  

53 她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54 他躺在这张床上好几个月了。  

55 他倒在床上。  

56 树叶落在地上。  

57 石头扔在水里。  

58 杯子摔在地上。  

59 他躲在房间里。  

60 他站在台上。  

61 小狗関在笼子里。  

62 字写在黑板上。  

63 我走在前面。  

64 车停在门口。  

65 她躺在床上。  

66 一只青蛙跳在水里。  

67 地图掛在墙上。  

上述所有的例句取自於林齊倩（2004）

 《介引處所的介詞短語「在 N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