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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空間、時間和狀態的

探討-以上、中、下為例  
 

中文摘要  
 

關鍵字：空間、時間、狀態、上中下、認知  

 

本論文主要是從認知方面以「上」、「中」、「下」為例，探討現代漢

語的空間、時間和狀態的關係。我們以李明懿（2000）的《現代漢語方位詞

「上」的語義分析》為架構，先從現代漢語的空間方位著手討論「上」、「中」、

「下」的語義，並以形象圖式呈現之。接著，試著以學者 Lakoff & Johnson

（1980）和藍純（2005）對於隱喻和時間的關係，從座標橫軸和縱軸探討，

為什麼我們說「上星期」是過去的時間、「下星期」是未來，即將到來的時

間？在現代漢語的狀態方面，我們嘗試以「上」、「下」圖式來分析「上」

是屬於公開、理想的狀態；「下」是屬於私密、較不理想的狀態。而「中」

含有狀態的持續的意思。我們也藉由隱喻、轉喻來看中、英文裡的 “more is 

up, less is down”、“happy is up, sad is down”、“good is up, bad is down”還有

“high status is up, low status is down” （Lakoff & Johnson，1980）。最後我們

以鄧守信（2009）的教學語法架構為基準，提出語法點在教學上應注意到的

排序、難易度和評定原則等。本論文也試著從《新實用視聽華語》（台灣）、

《中文聽說讀寫》（美國）和《新實用漢語課本》（大陸）分析教材中對「上」、

「中」、「下」的教學呈現方式。希望後續研究可朝這方面前進並能制定出

應有的教學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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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Exploration Study of Spatial, Temporal and 
State in Modern Chinese: Using Shang, Zhong 

and Xia as an Illustrative Example 
 

Abstract 
 

Keywords：  Spatial, Temporal, State, shang, zhong, xia, Cognition 
 

This is an exploration study of spatial, temporal and state in modern Chinese, 

mainly in cognitive linguistic, shang, zhong and xia are the illustrative examples 

that we are using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structure of “A Semantic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ocalizer Shang” written by Li (2000), we further elaborate on 

the spatial meaning of shang, zhong and xia in Modern Chinese. A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mporal and metaphor, we applied the theory of Lakoff & 

Johnson (1980) and Lan (2005), to probe into the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axis, 

and explained why we are saying “last week” and “next week” as pass time and 

future time. We are also using the up (shang) and down (xia) to analyze the state 

in modern Chinese, as up (shang) is open state and ideal state compare to down 

(xia); meanwhile, zhong is continuous while it is in the state of modern Chinese. 

Besides, we also further elaborated the meaning of “more is up, less is down”, 

“happy is up, sad is down”, “good is up, bad is down” and “high status is up, low 

status is down” (Lakoff & Johnson, 1980) in both English and modern Chinese. 

In this paper we collected and compared the way of presenting shang, zhong and 

xia from the text books, New 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Taiwan), 

Integrated Chinese (USA) and New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China). Lastly, 

we provide a complete framework using theoretical syntax, structural sequencing 

parameters and the principles of assessing syntactic difficultness outlined by 

Teng (2009), adopt the concept of Chinese pedagogical grammar and provides a 

proper and useful teaching method in shang, zhong and xia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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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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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1 

 

1.1 研究動機及目的  
 

空間、時間、狀態2的研究是現今海、內外學者感興趣的一環，我們人

類是以自己的身體經驗為出發點，與外界互動了解客觀世界；並藉由空間、

時間的引申認識其他抽象、複雜概念，所以空間到時間再引申到狀態的關係

不是任意。在認知語言學裡，這不僅僅是語言的現象，它亦是人們思維和行

為的方式。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我們可能會碰到學生問這些問題：「為什麼蒼蠅在

天花板下，而我們卻會說天花板上有隻蒼蠅？」、「為什麼可以說放在地上，

也可以說放在地下？」、「為什麼在指時間時，上星期是過去的時間、下星

期指的是未來的時間」等問題。而我們所使用的教材沒有解釋空間、時間和

狀態在認知語言學裡的隱喻和轉喻的關係，這是屬於教師教學背後應該知道

的。本論文主要是探討空間、時間和狀態的語義，所以動詞屬性的「上」、

「中」、「下」不在我們討論範圍內。 

本論文研究旨在以認知來探討現代漢語空間、時間、狀態在「上」、「中」、

「下」；我們以 Langacker （1987） 提出的形象圖式，以動體（TR）、陸

標（LM）來看現代漢語空間方位的語義，再延伸到時間和狀態上。另外，

我們也希望能藉由對它們的進一步認識，探討教材《新實用視聽華語》（台

灣）、《中文聽說讀寫》（美國）和《新實用漢語課本》（大陸）在「上」、

「中」、「下」的教學呈現方式。 

 

                                                 
1 感謝口試委員蘇以文老師、蕭惠貞老師和論文指導鄧守信老師對本論文提出的意見，如有任何

疏漏一概由筆者負責。 

2 我們在這裡所說的「狀態」所指的是由引申而得來的抽象、複雜概念。為行文方便，本
論文所指的狀態為認知語言學裡的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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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範圍與架構  
 

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範圍為現代漢語的空間、時間和狀態的探討，以

上、中、下為例。我們在章節裡所分析的語料有學者舉的例句、還有中央研

究院平衡語料庫中的語料。其他語料如書面語和古代漢語不在本論文討論的

範圍內。 

第一章說明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與架構。 

第二章是隱喻和轉喻在認知語言學上的探討。另外還有齊滬楊

（1998）對漢語空間的方向系統、形狀系統和位置系統的探討；我們也以各

學者研究確立現代漢語方位詞的詞類屬性，給於現代漢語方位詞一個界定。 

第三章主要是現代漢語「上」、「中」、「下」在空間的語義探討。

我們以李明懿（2000）對「上」的語義分析為架構，進而再探討「中」、「下」

的空間語義。 

第四章是現代漢語「上」、「中」、「下」在時間的語義探討。我

們先以隱喻方式探討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 和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horizontal axis；還有 Shepard & Hurwitz （1985：106

－107）的「前為上、後為下」，再將它們帶入「上」、「中」、「下」的

時間語義。 

第五章是現代漢語「上」、「中」、「下」在狀態的語義探討。這

章節我們試著以隱喻探討現代漢語「上」、「中」、「下」與狀態的關係。

我們以「上/下」的形象圖式說明公開狀態為「上」、而且「上/前」也有較

理想的含意。反之，「下」屬於私密、較不理想的狀態。另外，也提出「上

/下」和情感的狀態關係，也順帶提出由隱喻所引申出來的數量、地位與「上

/下」的關係。 

第六章為本論文對研究成果、研究限制還有對往後研究的建議。 

 



第二章 文獻探討 

 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認知語言學  
 

2.1.1  隱喻與轉喻在認知語言學的探討  
 

隱喻－Metaphor，源自於古希臘Metaphora，其意思是  carrying 

across。顧名思義，隱喻是指將一事物轉移到另一事物上。在漢語修辭學上，

稱這兩個事物為喻體和本體。而喻體和本體在認知語言學裡，不同的學者所

用術語不一樣，分別有Langacker（1987）和方經民（2002）的動體（Trajector）

和陸標（Landmark）還有Lakoff & Johnson（1980）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

和目標域（Target Domain）等。 

Lakoff & Johnson（1980）指出隱喻其實就是借助一些具體的事物來

談較抽象的事物，因為這樣能使說話者要表達的抽象事物能更容易讓聽話者

明白；也如黃宣範（1975：41）所提到的，在認知層次上，兩種不相干的現

象可以藉由隱喻的運用構成某種新的認知關係，而成為人類了解新事物、新

現象的憑據。這兩種不相干的現象，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Lakoff & Johnson

（1980）所指的具體與抽象事物。王文斌（2007）以“瞎子摸象”來說明，每

一個人對自己的想法都有主觀性、每個人的認知都不逕相同，他們所表達的

目標域（Target Domain）可以是一樣的，但是卻以不同的始源域（Source 

Domain）呈現，如Lakoff & Johnson（1980）指出的“想法”（Idea），因為

我們可以說 Ideas are Food、Ideas are People、Ideas are Commodities、Ideas are 

Fashion 等，在這裡我們可以以食物、人、貨物或者是時尚的概念來表達我

們抽象的想法，如以下例句所示： 

(1) That argument smells fishy. (Ideas are Food) 

(2) He is the father of modern biology. (Ideas ar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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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t’s important to package your ideas. (Ideas are Commodities) 

(4) That idea went out of style years back. (Ideas are Fashion) 

Lakoff & Johnson（1980：46-48） 

 

除了以具體的事物來談抽象的事物，很多事情其實都是環環相扣的，

因為空間經驗是人類最基本的經驗，我們以身體與客觀的世界接觸，如上、

下、前、後、左、右的活動，因此我們也可以以身體與空間的關係藉由形象

圖式以隱喻引申到其他的抽象經驗，如上、下圖式可以體現了社會階級地位

的關係、好與壞的抽象概念等3。Lakoff （1987）指出隱喻不是任意的，因

為它是以人體的經驗所產生的結構認知為依據。 

 

 

2.1.2 形象圖式  (Image Schema) 
 

An image-schema is a recurring, dynamic pattern of our perceptual  

interactions and motor programs that gives coherence and structure to  

our experience.    （Johnson，1987：xiv） 

 

我們人類的抽象概念是以身體的具體經驗為基礎的（Lakoff，1987；

Johnson，1987）；我們日常生活語言是建立在認知基礎上，空間經驗事實

上是我們人類最基本的經驗，所以我們語言的結構產生了建構在認知模式上

的形象圖式（image schema）4。何謂形象圖式？形象圖式是藉由我們的身

                                                 
3 請參見本論文第五章。 
4 亦有學者將 image schema 稱之為「意象圖式」或「形象圖式」；為行文方便，本論文
皆以「形象圖式」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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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經驗集合了關於事物本身的知識，在我們人類的心理層面運作，構成我們

對知覺、形象和事件等的認知。形象圖式是抽象概念的兩種結構之一。 

以下為抽象概念的兩種結構（Lakoff，1987；Johnson，1987）： 

（一）基本層次結構（Basic-level Structure）：在原型理論中，構成

人類的範疇5有高層次範疇（Superordinate Categories）到基本層次範疇

（Basic-level Categories）再到低層次範疇（Subordinate Categories），而對

我們人類最重要，最有用的是基本層次範疇6；因為它有比較完整的內在結

構，又先於概念而存在。在基本層次範疇之上的高層次範疇類是更抽象、更

概括性的。如同孩童在學習語言時，最先習得的是基本層次範疇，後再習得

高層次範疇和低層次範疇。 

（二）形象圖式結構（Image-schematic Structure）：它是我們日常生

活中身體經驗中反覆出現、相對簡單的結構還有各種空間方位關係。如容器

圖示（Containers）、陸徑圖式（Paths）、鏈接圖式（Links）、施力圖式（Forces）、

平衡圖式（Balance）、上－下（Up-Down）、前－後（Front-Back）、部份

－整體（Part-Whole）和中心－邊緣（Center-Periphery）等。 

以上的兩種結構都是有意義的，因為人類的身體構造和運作模式的關

                                                 
5 Lakoff  (1987)  提到人們是根據事物之間的共同點來劃分範疇的。而人類所做的範疇
劃分在本質上與人的經驗和想像有關-即一方面與人的感知、原動性活動和文化有關，另
一方面又與隱喻、轉喻和內心聯想有關。這也說明了抽象概念的由來。 
6 MacCormac (1990：96) 提到「基本層次範疇」是由某一些具有最顯著特徵的基本物體
構成，是我們人類可以付出最少的認知努力就能收穫最大的信息的範疇。例如：「工具」

是屬於高層次範疇，「刀」則是基本層次範疇，是我們人類在日常生活中經常接觸、反

覆使用的，而「水果刀」、「菜刀」等則是低層次範疇，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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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而讓這兩種結構被人類直接且反覆的體驗與理解；抽象概念也依循這兩種

結構──基本層次範疇結構和形象圖式結構──產生從具體的域到抽象的域

的隱喻投射，還有基本層次範疇和高層次範疇與低層次範疇的借代投射。這

表示抽象的概念結構是間接獲取它們的意義，而且抽象的概念結構和基本層

次範疇結構與形象圖式結構之間是存在於這系統的關係的 （Lakoff，1987）。 

我們說形象圖式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身體經驗中反覆出現，所以它對我

們人類來說是有意義的；正因如此，我們的身體經驗有了結構性還有連貫

性。我們可以藉由形象圖式了解其中的空間結構，因為空間經驗建立在認知

基礎上，它是我們人類最基本的經驗。Langacker（1987）提出了形象圖式

所標示的內部結構，一個形象圖式含有以下四項： 

一、動體（Trajector, TR）是圖式裡最重要的組成部份；雖稱為動體，

它亦可以是處於靜態的，即其陸徑為零的狀態 

二、陸標（Landmark, LM）為動體提供參照 

三、陸徑（Path）為動體所因循的陸線 

四、觀察者（Observer）是觀察動體和陸標之間的任何關係 

 

Langacker（1987：217）7所提出的形象圖式內部結構有動體（Trajector, 

TR）、陸標（Landmark, LM）、陸徑（Path）和觀察者（Observer），這與

方經民（2002）所指語言空間由空間區域8和空間關係兩個部份構成中，空

間關係是射體（Trajector, TR）、地標（Landmark, LM）9之間隨著時間推移

而形成的存在（靜態的、動態的）或位移關係雷同。 

                                                 
7 李明懿（2000：43）指出 Langacker （1987：217）在討論 Atemporal Relation 時，提

出了 Tracjetor  (TR) 和 Landmark  (LM)，此兩者為非對稱關係的參照， Tracjector ( TR)  
通常是位移的軌道，而  Landmark  (LM)  則是代表參考體。Trajector  (TR)  可以描述
位移的情況，也可以用於靜態關係。在英語前置詞表示空間關係時，如：X is above Y，
這裡的X 即是 (TR)，而 Y 則是 (LM)。 
8 方經民（2002）的空間區域是指事物在空間世界裡所佔據的地方或與之相關的方向位置。 
9 為行文方便，本論文統一稱 Trajector  (TR) 為動體、Landmark (LM) 為陸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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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們利用形象圖式來看空間方位與人類日常生活中的關係，就像一

些具體的方位空間，如樹上、桌上、屋裡等等、還有較抽象的如報章上、心

中、下個月等等，無論是具體或抽象的實物或事件，都需要某種活動來建立

它們其中的空間方位關係，這種複雜的互動關係模式與認知世界產生的結構

性過程即為形象圖式。 

 

 

2.1.3 隱喻和轉喻  
 

Lakoff（1993:203）指出「譬喻是跨概念域的映射」10；它涉及兩個以

上不同的概念域之間的映射，是以一個經驗域去理解並建構另一不同的經驗

域。周世箴 （2006：72-74）引述了Langacker （1987：147-148） 對「域」 

（Domains）的說明，即語義單位可被描述為相當的「認知域」（Cognitive 

Domains），任何的概念或知識系統都可以視之為「域」；另外，由於「域」

是認知實體，有心智經驗、表徵空間、概念或概念叢集，所以所有的語言單

位多少都會存在於語境11。Langacker（1987：147）並以「指關節」〔knuckle〕

為概念當例子，說明這其中就少不了「手指」〔finger〕這概念，這就是所

謂「手指」是在描述「指關節」時的語境或域了；我們再以此類推，「手」

是包容「手指」的域，「手臂」是包容「手」的域等。因此，概念可形成複

雜層級（Hierarchies of Complexity），屬於某一層級的概念可由高一級的層

級概念預測，我們要在適當的層級叢中尋找合適的層級。就如我們應當以「手

                                                 
10 周世箴（2006）在〔Metaphor we live by〕一書，皆將 metaphor 譯為「譬喻」。在文
學修辭裡，譬喻是用於文章中的修辭手段，它所扮演的角色是語言表達的點綴與修飾，

以加強語言的表達效果，在這其中還包括明喻、暗喻、略喻和借喻等的修辭法。而在語

言認知裡，許多學者將 metaphor 稱之為「隱喻」，為人類心智活動與抽象思考方面的概
念系統。本論文為了與一般文學修辭法區分，將統稱 metaphor 為「隱喻」。 
11 Langacker (1987:147) 原文: All linguistic units are context-dependent to some degree. A 

context for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semantic unit is referred to as a Domain. Domains are 
necessarily cognitive entities: mental experiences, representational spaces, concepts or 
conceptual comple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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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來定義「指關節」的概念，而非由「身體」〔body〕跳級越層來定義「指

關節」〔knuckle〕的概念。我們對「指關節」〔knuckle〕的概念域的認知

應該如以下所示： 

 

〔knuckle〕→〔finger〕→〔hand〕→〔arm〕→〔body〕 

 

我們將以上所舉的〔knuckle〕例子以圖二－1呈現，以便讀者更簡易的了解

語言學裡對概念域描述。 

 

「身體」〔body〕域是屬三度空間（three dimensional space），可以算

是一個基本域。許多基本域是彼此不存在著層級關係的，可是它們又並不是

彼此不相關，而其中的相互聯繫關係是難以確切描述的。這裡的基本域包含

二度、三度空間、時間還有感官能力，如溫度、顏色、味道、音調等感官經

驗和快樂、熱情等心理狀態。李明懿（2000：32）也提到，時間經驗也是一

個認知表徵的基本面向，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常用空間詞來表述時間的事實只

顯示了較高層概念化的隱喻，這不表示時間經驗可降低至純粹的空間域，像

圖二-1 Langacker （1987）「域」的圖式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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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方位詞「上」、「下」用在表示時間時，如「上個月」、「下個月」、

「上學期」、「下學期」等都可以顯示「上」、「下」在空間方位概念域和

時間概念域之間的隱喻映射關係12。這應證了我們之前提到的「譬喻是跨概

念域的映射」（Lakoff，1993：203）。 

 

 

2.1.3.1隱喻（Metaphor）  

 

黃宣範（1974）對隱喻的認知基礎作了以下這一段介紹： 

隱喻是一種語義現象；隱喻的運用是文學作品中常見的手段之一。

在一般科學中，專門用語初被引進時也往往利用現有語彙的隱喻功

能，再加以較為嚴格的界說而成為專門術語。例如物理學上的場

（field）、力（force）等。隱喻的重要性在於它顯示了「語言」的

彈力與原創力（creativity）。從認知層次上看，隱喻無疑地是人類

企圖了解與表現抽象概念的重要媒介。兩種本來並不相干的現象常

可藉隱喻的運用構成某種新的認知關係，而成為人類了解新事物、

新現象的憑依。 

黃宣範（1974：41） 

 

隱喻不僅僅是如以上所說用在文學修辭上的語言表現，我們藉由隱喻獲

得可理解、有意義的經驗；而「經驗」是一個過程，經由這個過程，我們可

以藉著另一種不同的概念域理解並構成新的概念域。就如Lakoff & Johnson 

(1980： 5) 所指出的「…the essence of metaphor is understanding and 

experiencing one kind of thing or experience in terms of another.」 

Lakoff & Johnson (1980) 對認知語言學中的隱喻研究帶來了很大的成

                                                 
12 李明懿（2000：73）提到現代漢語方位詞「上」的隱喻映射是從空間方位概念域映射到

其他概念域，像空間方位「高處」可映射到地位高的概念，如上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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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何謂隱喻？隱喻在我們人類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它並不是我

們用來修飾對話用語的一種方式，而是我們通過語言表達我們的思維方式；

它是我們人類從生活經驗累積而成的。Lakoff & Johnson（1980）很有系統

的論述了他們對隱喻的認知觀點。他們認為隱喻不是一種簡單的語言現象，

我們將隱喻概括在認知裡，而語言中之所以存在隱喻表達，是因為我們的概

念系統存在著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我們人類的思維過程大都

是隱喻的。所以概念主導我們的思維，建構我們的感知；概念系統則是充當

一個確認我們日常現實的中心角色。Lakoff& Johnson（1980）將概念隱喻

分為三大類：即方位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13，實體隱喻（Ontological 

Metaphor）和結構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 

 

（一）方位隱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  

 

方位隱喻的始源域為空間，這一類的概念隱喻與空間方位有關，如上

下、前後、中心等；人類將空間的結構以隱喻的方式投射到非空間裡，像

「more is up」可以將「數量」（quality）隱喻為非空間方位的概念上14；這

些概念是人們間接的和抽象的體驗。「上／下」除了可以表數量關係以外，

還有可以表示時間關係、狀態關係、社會等級關係等，見圖二－2。如以下

例句： 

(5) 股票呈現上揚趨勢。（上／下與數量關係） 

(6) 兩廂福克斯下半年上市。（上／下與時間關係） 

(7) 到社區上班街道投保。（上／下與狀態關係） 

(8) 伊拉克總統手下遇襲五人受傷。（上／下與社會等級關係） 

孫亞（2008：81-82） 

                                                 
13方位隱喻亦稱為空間隱喻（Spatial Metaphor）。 
14我們將在接下來章節探討隱喻與時間和狀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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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體隱喻（Onotological Metaphor）  

 

實體隱喻是人們對客觀實物的認知，並以較具體的實體來將抽象實體的

概念具體化，這包括事件、感情、想法等。這是除了方位隱喻外，我們以我

們的切身經驗去了解事物的另一基礎。實體隱喻還包括三個次類： 

 

一、實體與物質隱喻（entity and substance metaphor） 

二、容器隱喻（container metaphor） 

三、擬人化（personification）。 

 

實體與物質隱喻就像「Idea is food」，我們將思想當作食物概念以將

之具體化。因為思想是抽象的，但是我們可以將思想具體化，以食物相關用

語作為實際的概念描述，即視之為實體，如以下例句（9）和（10）所示。

像例句中「醞釀」和「消化」，是以讓聽話者更容易了解說話者的想法，如

圖二－3。 

圖二-2 方位隱喻－空間垂直關係與數量、時間、狀態、社會等級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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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他這個想法已經醞釀很久了。 

(10) 這個理論相當艱難，有點難消化。 

蘇以文（2005：18） 

 

 

 

 

Lakoff& Johnson（1980）又將實體隱喻裡的容器隱喻分為三小類： 

一、地盤（Land Areas） 

二、視野（the Visual Field） 

三、事件（Events）／行動（Actions）／活動（Activities）／ 

狀況（Status） 

 

所謂地盤（Land Area）指的是邊界內外，我們給於事物範疇化，設

立邊界或範圍，像森林可視為是有邊界的，我們可以將森林視為容器，可分

森林「內」和森林「外」。而視野（the Visual Field）即是我們將所見的事

物概念化，以我們的眼睛可觸及的活動範圍做界定；那麼所見空間就有有界

線的容器概念了。第三小類的事件（Events）／行動（Actions）／活動

（Activities）／狀況（Status）可將之概念化，將它們視為物件、物質和容

器，像比賽可視為物件，比賽中的賽跑為容器中的物質，各種各樣的狀態為

圖二-3 實體隱喻－Idea is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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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概念化像戀愛中、陷入苦悶等。 

我們日常生活中常將一些非人的實體，以人類的特徵或活動將之擬人

化，如以下例句所示： 

 

(11) Inflation has pinned us to the wall. 

(12) Our biggest enemy right now is inflation. 

(13) Inflation has robbed me of my savings. 

(14) Inflation has given birth to a money-minded generation. 

Lakoff & Johnson (1980：33) 

 

Lakoff & Johnson（1980）將通貨膨脹擬人化，將之視為人類的敵人、

還可以搶走我們的積蓄、孕育滿腦子是錢的一代。這些都屬於實體隱喻，是

實體隱喻的延伸。 

 

（三）結構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  

 

就如方位隱喻和實體隱喻，這些隱喻屬於概念系統的基本面，是我們

生活經驗中的概念如：上下、進出、物體、實體等；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基本

概念系統，那我們就沒有辦法溝通、說理。而結構隱喻，它是以一個概念的

結構來建構另一個概念，即結構隱喻讓我們可以將談論一種概念的各種詞語

應用在談論另一個概念上。 

蘇以文（2005）以Lakoff & Johnson（1980）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

喻》裡所提到的，結構隱喻特殊的地方是，它提供了說話者非常明顯的手段

來強調，或是隱藏一個抽象的概念的某一些層面。如我們把「人力和資源」

視為一種「寶貴的」、「有限的」、「可計算的」、還有「會用盡的」來看

待這概念性隱喻；在另一層次面向，我們卻不會將「人力和資源」視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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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是辛苦的」、「人力是有限的」，而且「人力是難以計算的」。我們常說

的「人力資源」（Labor is a resource）就常常乎略了這面向，這是我們沒有

覺察到的一面。這種結構隱喻可以反映出一個文化的價值觀，也反映出人類

的思考模式，進而影響我們的經驗與行為。 
 
 

2.1.3.2 轉喻（Metonymy）  

 

轉喻是我們以一物指涉另一相關物，而且它不像隱喻所牽涉的是兩個以

上不同的概念域之間的映射，轉喻只在同一概念域裡產生。Lakoff & Johnson

（1980：65）指出隱喻和轉喻的不同點如下： 

 

隱喻主要是在功能上的理解，它藉由其他事物來設想某一個事物；而

轉喻主要是提示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也就是說，轉喻使我們得

以用一實體去替代另一實體。15 

（轉載自周世箴譯之我們賴以生存之譬喻，2006：65） 

 

轉喻除了有提示功能以外，它也有幫助理解的功能，像部份代替整體的

概念即是，我們先看看以下轉喻的例句： 

 

(15) The Times hasn’t arrived at the press conferences yet. 

(16) The automobile is clogging our highways. 

Lakoff & Johnson （1980:35-36） 

                                                 
15 原文：Metaphor is principally a way of conceiving of one thing in terms of another, and its primary 

function is understanding. Metonymy, on the other hand, has primarily a referential function, that is, it 

allows us to use one entity to stand for another (Lakoff & Johnson, 198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15 

我們說部份代替整體，因為可以代替整體的部份很多，而要以哪一部份

來代替整體是取決於我們要將聚焦放在整體的哪一部份。以上例句（15）的

“The Times”所指不單單只是泰晤士報的記者，它也指涉記者所屬的機構；

例句（16）的“the automobile”指的是所有車輛的統稱，說明高速公路上堵塞

是因為路上所有車子的關係。 

李明懿（2000）提到，轉喻和隱喻所扮演的功能是促成意義的角色，但

是隱喻是藉由其他事物來設想某一事物，主要是在於理解功能；但是，轉喻

則在於參考，即利用其中的某一特質或要素來解釋相關的另一個特質，而且

也提供理解功能，就如以上例句（15）和（16）的“The Times”和“the 

automobile”。 

當然轉喻和隱喻一樣，不是隨意造成的，轉喻概念也有它的系統性；如

同隱喻，轉喻概念不僅僅只是構成語言本身，它也構成人類的思想、態度與

行為。Lakoff & Johnson（1980）對轉喻概念分為以下七大類（表二－1）。 

我們從表二－1 的轉喻概念類別可以看到「轉喻的觀念是使我們可以藉

由某一事物與其他事物的關係而將此事物概念化」16。好比如說轉喻概念類

別 6 中的「白宮沒發表意見」，我們知道「白宮」即是「美國政府」，這

裡的就是將「白宮」這地方表一機構，將「美國政府」概念化，轉喻為「白

宮」。 

轉喻是人們採用某一事物容易理解的一面去表示該事物的整體或其他

部份。由於不是所有的語言規則都相同，因此我們不能夠說任何的事物都能

應用在所有的語境中表示任何其他事物；所以需要區分規則適用在哪些語言

上（Lakoff，1987）。對於現代漢語的轉喻延伸類型，Ahrens et al. （1998）
17做了表二－2的分類。

                                                 
16Lakoff & Johnson （1980:59）原文:對轉喻概念和事物具體要素的關係解釋如下：

Metonymic concepts emerge from correlations in our experience between two physical entity 
(e.g. Part for whole, object for user) or between a physical entity and something metaphorically 
conceptualized as a physical entity (e.g. The place for the event, the institution for the person 
responsible). 
17 表二－1 與表二－2 轉載周世箴（2005）譯自 Metaphor We Lived By (Lakoff & Johnson,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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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轉喻概念類別(轉載自周世箴（2005：68）譯之「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 

 轉喻概念 語言表達舉例 

1 部份 
代整體 

你屁股移開【→你給我走開】(Get our butt over here!) 
我們不雇長髮18(We don’t hire long hairs) 
巨人隊的右外野需要一個強肩【→棒球術語：長傳能力好的外野
手】(The Giant need a stronger arm in right field) 

2 生產者 
代產品 

我們買了輛福特 (We bought a Ford) 
他弄了個畢卡索放在家中(He ‘s got a Picasso in his den) 
我討厭讀海德格(I hate read Heidegger) 

3 物件代 
使用者 

三壘要換個好手套【→棒球術語：防守能力好的三壘手】(We need 
a better glove at third base) 
公車罷工(The buses are on strike) 

4 操縱者代 
操縱對象 

尼克森轟炸河內(Nixon boomed Hanoi) 
拿破崙慘敗滑鐵盧(Napoleon lost at Waterloo) 
一輛賓士尾隨在我後頭(A Mercedes rear-ended me) 

5 機構代具
體負責人 

Exxon又漲價了(Exxon has raised its prices again) 
你沒法子使校方低頭(You’ll never get the university to agree to 
that) 
參議院認為墮胎不人道(The senate thinks abortion is immoral) 
我不同意政府的作為(I don’t approve of government’s action) 

6 地點（空
間）代機構 

白宮沒發表意見／保持沈默 (The White House isn’t saying 
anything) 
華盛頓對人民的需要無動於衷(Washington is insensitive to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巴黎本季引進長裙(Paris is introducing longer skirts this season) 
好萊塢風光不再(Hollywood isn’t what it used to be) 
華爾街一片恐慌(Wall Street is in a panic) 

7 地點（空
間）代事件 

別讓泰國變成另一個越南(Let’s not let Thailand become another 
Vietnam) 
珍珠港對我們的外交政策依然有效(Pearl Harbor still has an 
effort on our foreign policy) 
水門（事件）改變了我們的政治(Watergate changed our politics) 
中央車站這邊已經整整一天了(It’s been Grand Central Station 
here all day) 

 

                                                 
18這裡指的「長髮」，我們認為指的應該是六十年代的嘻皮士，留長髮、嗜毒；故此句原

意應該是指【我們不聘嬉皮士工作】。周世箴（2005）並沒有交代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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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 Ahrens et al. (1998) 轉喻類型(轉載自周世箴（2005：108）譯之「我們賴
以生存的譬喻」) 

部份整體詞（Metronymic Extension） 

部份整體詞概念 Semantic class 語言表達式舉例 

整體代功能局部 人工製品 
建築物 

把桌子擦乾淨 
這把刀很鋒利 

以 全 蓋 偏
Whole for 
part 

整體代知覺性顯
著局部 

身體局部 他頭上帶著紅帽子 

概念性顯著局部
代整體 

花 花園裡種了好幾棵杜鵑花 以 偏 概 全
Part for 
whole 

功能局部代整體 設備／機器 我買了一台電視 

轉喻延伸（metonymic extension） 

轉喻概念 Semantic 
Class 

語言表達式舉例 

總代理化 
agentivization 

新聞媒體代
新聞製作者 

出版品 卡瑞拉斯今年四月的台北音樂會由中國時報
主辦戶外轉播 

產 品 化
product 
instantiation 

公司代產品 產商 
商標 

鄉公所的公務員，不少是開賓士上班的 

grinding 個別代多數 蔬菜 
水果 

只要媽媽叫我吃苦瓜，我立刻就逃之夭夭 

新聞媒體代
新聞 

出版品 但願很快在國語日報上看到您的想法和做法 

容器代內容
物 

 冬天吃火鍋真是一大享受 

分 割 化
portioning 

局部代整體
功能 

 這孩子頭腦不錯 

地標代區域
空間 

地點／地
標 

在和平東路下車 

結構代縫隙
／開口 

門 
窗 

曹娥在家做針線，突然聽見門外有人喊她 

空 間 標 記
space mark-up 

機關單位代
地點 

機關單位 那家老店在台中市政府後面的小巷裡 

事件代時段  聯考前還聯考後快樂？ 時間標記time 
mark-up 

事件代過程  所謂一日斷食法，是在前一天晚飯過後，即
不再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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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漢語的空間與時間  
 

Lyons (1977:718) 假設方位本位論（localism）在語法和語義分析中，空

間類型的表達方式是其他類型表達形式的基礎19。這也是為什麼空間概念是

人類認知，也是語言表達裡不可缺少的。在語言的表達上，抽象化後的空間

概念也可以引申到時間上的表達，Traugott（1975）提出像英語裡幾乎所有

表方位的介詞和助詞也都表時間… 那些同時擁有空間和時間含意的介詞最

後在發展情況下成為時空意義20。試看以下例句： 

 

(17) I met her at Shida Road. （空間） 

(18) I ‘ll see you at 2 o’clock. （時間） 

 

Quirk et al. （1985）將英語介詞大體上分為“點”、“線”、“面”和“體”，

它可以表達空間概念，也可以表達時間概念；而 in、at、on 是研究時空時

常討論英語介詞。下一節我們會提到漢語和英語在表達空間範圍的形狀的對

立對照表。 

 

 

 

 

                                                 
19 Lyons (1977:718)原文：The term localism is being used here to refer to hypothesis that 

spatial expressions are more basic, grammatically and semantically, than various kinds of 
non-spatial expression (cf. Anderson, 1971, 1973a). 
20 Traugott (1975) 原文：nearly every preposition or particle that is locative in English is also 

temporal…those prepositions which have both spatial and temporal use developed the temporal 
meaning later in all 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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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現代漢語空間系統  
 

齊滬揚（1998）指出現代漢語的時間系統是屬於線形的，時間總是朝

著一個方向走或流動，離不開時間軸上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所以相對之下，

“非線形”是現代漢語的空間特徵。人們對時間和空間的認知都反應在語言的

表達上。 

齊滬揚（1998）提到現代漢語的空間系統包括了三個子系統，即方向

（Direction）系統、形狀（Form）系統和位置（Seat）系統；它們既是各自

獨立的，又是相互聯繫的。 

 

（一）方向系統（Direction）  
 

方向是指句子中的某一個物體所佔據的那一點，即參考點21，以參考

點視物體直立或平行於地面所面對的方向所顯示出來的空間特點。 

 

 

 

 

 

 

 

 

 

                                                 
21 齊滬揚（1998：2）將參考點分為顯性或隱性的。另外，參考點可分： 
第一參考點指說話人說話時的位置； 
第二參考點指說話人說話時涉及到物體或所處的位置； 
第三參考點指說話人說話時因語言環境而添置的位置。 

圖二-4 方向參考系統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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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以有三維空間特點的方位詞‘前’、‘後’、‘上’、‘下’、‘左’、‘右’

為例加以解釋齊滬揚（1998）所說的方向系統。圖二－4所示，當我們以第

一參考點，即說話人說話的位置為依據時，如例句（19）往上走時，說話者

將自己所處的位置定為下；例句（20）向前衝時，說話者指的是衝向與同志

們所面對的方向；例句（21）是以說話者本身所處的位置前方左拐的方向。 

 

(19) 請你往上走。 

(20) 同志們，向前衝啊！ 

(21) 到復旦大學，只要沿著這條路走，然後朝左邊拐就到了。 

齊滬揚（1998：4） 

 

當以第二參考點為依據，即說話人說話時涉及到的物體或處所的位置

時，例句（22）和（23）參考點分別為王小芳和桌子作為方向的依據。 

 

(22) 請你坐到王小芳的前頭。 

(23) 把書放在桌子上。 

齊滬揚（1998：4） 

至於第三參考點，即說話人說話時因語言環境而添置的位置為依據，

我們以圖二－5為例，我們視說話者當時說話時所在的位置而定，例句（24）

‘轎車的前面’可為  a、 b 或  c。 

 

(24) 你到轎車的前面來。    

齊滬揚（1998：4） 

 

 

 

 

 

 

 

圖二-5 方向系統參考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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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三維空間的方位詞‘左’、‘右’是同時以第一參考體和第二參考體為

確定方向的依據。例句（25），即為說話者說話時的位置和涉及的物體或處

所的位置為前方，再定出屋子的左邊。 

 

(25) 屋子的左邊。 

 

再者，齊滬揚（1998）也提到方位詞‘裡’、‘外’、‘內’、‘中’、‘間’、‘旁’

須加上前、後綴如：裡‘頭’、外‘邊’、‘之’間等。在應用這類方位詞的時候，

須以第三參考點作依據，即說話人說話時因語言環境而添置的位置，例如當

說話者說「往裡面走」時，當下的語言環境的位置就有「屋子」、「巷子」

等以讓聽者可以依循說話者所說的方位進行下一步動作。 

另一組方位詞‘東’、‘南’、‘西’、‘北’加上‘邊’、‘面’、‘頭’、‘方’等雙

音節的方位詞可無須參考點即可知道指示的方向，齊滬揚（1998）進一步解

釋因為這些方位詞的參考點都是人們所共有的認知。好比說，‘東’即是太陽

升起的方向。另，例句（26），齊滬揚（1998）認為聽話人雖然不知道‘郵

局’在說話人的前方、後方或左、右邊，‘電影院’的確切位置一般不會搞錯22。 

 

(26) 電影院在郵局南邊。 

 

根據齊滬揚（1998）對方向系統的分析，我們將之整理為以下表二－

3 ，‘+’為在方位詞與參考點之間的關係以俾讀者參考。 

 

 

 

 

 
 

 

                                                 
22 但是，我們認為句子中還是有參考體的存在，這還是會牽涉到第二參考點說話人說話
時涉及到的物體或處所位置，這樣聽話人才能知道確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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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 齊滬揚（1998）方向系統分析轉喻 
 第一參考點： 
說話人說話的位置
為依據 

第二參考點： 
說話人說話時涉及到的
物體或處所的位置 

第三參考點： 
說話人說話時因語
言環境而添置的位
置 

東、南
西、北  

+23 
＊例：電影院在郵局的
南面 

 

前、後 
+ 

例：同志們，往前衝
啊 

+ 
例：請你坐到王小芳的
前頭 

+ 
例：你到轎車的前面
來 

上、下 + 
例：請你往上走 

+ 
例：把書放在桌子上  

左、右 + 
例：屋子的左邊 

+ 
例：屋子的左邊  

裡、外
內、中
間、旁 

 + 
例：往裡面走 

+ 
例：往裡面走 

 

 

（二）形狀系統（Form）  
 

形狀指的是某個物體所佔據的空間範圍形狀顯示出來的空間特點，故

有‘點’、‘線’、‘面’、‘體’等之分。齊滬揚（1998）將形狀系統的特徵以長、

寬、高來區別。試看以下例句（27）－（31）所呈現的空間範圍各有不同： 

 

(27) 城牆上插著一面紅旗。 

(28) 岸邊種滿了楊柳。 

(29) 黑板上寫著一行大字。 

(30) 箱子裡裝滿了衣服。 

(31) 她在公園裡打拳。 

齊滬揚（1998：6） 

 

                                                 
23 因為第二參考體是說話人說話時所涉及到的物體或處所的位置，所以當我們說電影院
在郵局的南邊時，我們的參考體應是電影院而非齊（1998）所說的電影院的位置不會搞
錯，故‘東’、‘南’、‘西’、‘北’這一組方位詞無須參考點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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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句（27）‘城牆上’僅是單純一個點的空間範圍，並不牽涉到長、

寬和高度；例句（28）的‘岸邊’考慮的是長度上的空間特徵；例句（29）的

‘黑板上’則是一個面的空間範圍，有著長度和寬度上的特徵；例句（30）‘箱

子裡’為三維空間的特徵，即涵蓋了長、寬和高度的空間範圍。又，例句（31）

的‘公園裡’指的是空間裡的‘範圍’，它與例句（29）所說的面不一樣，這裡

的公園是有邊界的一種‘範圍’，我們亦可以將它設想為一個封閉的空間

（enclosed space）24。 

我們依據以上形狀系統表空間特點的例句以表二－4 來呈現： 

 
表二-4 形狀系統表空間特點 

形狀 例句 長度 寬度 高度 

點 城牆上插著一面紅旗。    

線 岸邊種滿了楊柳。 +   

面 黑板上寫著一行大字。 + +  

體 箱子裡裝滿了衣服。 + + + 

範圍 她在公園裡打拳。 + +  

 

我們知道單純的方位詞可以表示方向，但是它並不能夠表示漢語空間

範圍裡的‘點’、‘線’、‘面’、‘體’的形狀；好比說，‘公園’與‘公園裡’的不同，

雖然‘公園’為一個表示處所的名詞，但是如果沒有方位詞‘裡’是無法體現出

漢語空間裡的範圍的。 

另外，我們也必須注意到有的時候，不是單單名詞配搭方位詞就能夠

明確的知道漢語空間範圍究竟是‘點’、‘線’、‘面’還是‘體’的，因為它們是抽

象的，形狀概念是需要與具體的事物連在一起，也須看藉由語境了解實際上

句子所要呈現的空間範圍。試比較以下兩個例句： 

                                                 
24  Enclosed space : Quirk et al. (1985:674) 提到‘ in’的形狀空間可以是三維
（three-dimension）的即長、寬、高；也可以是雙維（two-dimension）的，即長、寬。例
句：There are only two beds in the cottage （three-dimension）和 The cows are in the field 
（two-dimension），句中 in the field 就是齊滬揚（1998）所提出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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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城牆上插著紅旗。 

(33) 城牆上插著一面紅旗。 

(34) 城牆上插著一排紅旗。 

齊滬揚（1998：8） 

 

如果我們只看‘城牆上’，我們不知道這裡城牆上的空間範圍指的是城

牆上的某一個‘點’還是城牆上呈現一條直線的空間範圍？就如例句（32），

這裡的‘城牆上’可以指城牆上某一點，亦可指城牆上的長度；如果是例句

（33）或（34），我們可以很輕易的知道句中所指的是空間範圍裡的一個點

或線。所以我們還是需要從句中的上、下文了解所要表達的空間範圍。 

我們再看看以下的例句所要呈現的並不是單純方位詞的方向： 

 

(35) 河面上瀰漫著濃霧。 

(36) 飛機從大橋的上方通過。 

(37) 她留在家裡。 

齊滬揚（1998：8） 

 

齊滬揚（1998）指出漢語空間範圍形狀表達有關的方向詞是‘上、下’，

表漢語空間裡的‘點’、‘線’、‘面’，又可稱為‘上’型方位詞；而‘裡、內、中’，

表漢語空間裡的‘面積’和‘體積’，又可稱為‘裡’型方位詞等；但是，例句（35）

和（36），所呈現的是漢語空間範圍‘體’的形狀，而例句（37）則是漢語空

間‘點’的形狀25。 

齊滬揚（1998）將漢語和英語在表達空間範圍的形狀的對立關係以以

下的表二－5呈現： 

 

 

                                                 
25 我們認為例句（37）的‘家裡’亦可視為漢語空間範圍裡的‘體積’，就如之前所提
到的例句 （30）‘箱子裡裝滿了衣服’一樣，‘箱子裡’和‘家裡’都有三維空間的特

徵，即涵蓋了長、寬和高度的空間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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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5 漢語和英語在表達空間範圍的形狀的對立關係 

 英語 漢語 

詞類 前置詞（prepositions） 後置詞（postpositions） 

形式 P+NP NP+F 

點（at） 非三維形狀（上）：點 

線（on） 非三維形狀（上）：線 

表面（on） 非三維形狀（上）：表面 

面積（in） 三維形狀（裡）：面積 

形狀 

體（in） 三維形狀（裡）：體 

 

漢語在空間範圍形狀上的表達與英語不同，齊滬揚（1998）將漢語的

空間範圍性質分為以下三分類： 

（一）物體在這個空間範圍內，可用‘內’、‘中’、‘裡’表達的稱為‘內’

形狀。 

（二）物體在這個空間範圍的表面，可用‘上’、‘下’表達的稱為‘上’

形狀。 

（三）物體在這個空間範圍的外面，可用‘外’、‘間’、‘旁’、‘前’、‘後’、

‘左’、‘右’、‘東’、‘南’、‘西’、‘北’等方位詞表示的稱為‘外’形狀。 

如此的分類與之前提到的‘上’型方位詞和‘下’型方位詞相關，因為說

漢語的人不會關心空間問題是‘點’、‘線’、‘面’、‘體’形狀，而是把注意力放

在物體是不是在空間範圍裡。但是，齊滬揚（1998）也提到兩者的差別，形

狀系統和方向系統的分類中，形狀系統需要完整的句子才能體現空間範圍；

但是方向系統卻可以單純以方位詞或短語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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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置系統（Seat）  
 

位置系統可分成靜態和動態兩種，它是句中的某一個物體和另一個物

體（參考體）的位置變化所形成的空間特點。齊滬揚（1998）指出參考體位

置又可分為顯性和隱性兩種，如例句： 

 

(38) 桌上有一本書。 

(39) 前面來了一個人。 

齊滬揚（1998：12） 

 

從以上例句（38）我們可以知道‘桌子’為句中的屬於顯性的參考體，

而‘一本書’則是處於靜態位置；而例句（39）的參考體是隱性的，為說話者

的位置，但是並沒有在句中表現出來，‘一個人’則是處於動態的位置。 

靜態位置與動態位置相比，動態位置上是物體位移顯示源點和終點的

軌跡。鄧守信（1985）指出源點和終點的概念必須在經歷一個位置變化才能

體現，它可以從‘介詞＋處所詞’和‘動詞/趨向動詞＋處所詞’表達源點或終點

的概念。而一個完整的動態位置，需要有三個條件，即源點、位移軌跡和終

點；位移軌跡的位移方向可以用趨向動詞表示，如‘上/下、進/出、回、過’

等，它們既可表示水平方向的移動，亦能表示垂直方向的移動。 

故，齊滬揚（1998）就他所提到現代漢語的空間系統的三個子系統之

間提出，人類對物體的空間認識，是先從方向系統和形狀系統的開始，才逐

漸進入對靜態位置系統的認識。靜態位置系統是基本的空間位置，再因物

體、物體的運動方式和物體處所因素的增加發展為動態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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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現代漢語時間系統  
 

陳振宇（2007）將空間系統分為立體空間26，即空間由長、寬、高三

個座標軸構成，即可以反映在現代漢語的方向方位“上下/東西/南北/前後/左

右”，還有“內外裡中”；另一個空間系統則是線性空間，它是由立體空間經

過抽象化而成的。而線性空間則是可以反映在現代漢語的“前後/內外裡

中”；好比如圖二－6 捷運出發所經過的每一站，捷運動物園站到捷運木柵

站是往左行駛，再經由捷運萬芳社區站、捷運萬芳醫院站往北上行駛到捷運

辛亥站，這一站一站的路程經過抽象化而形成一個由一端點到另一端點的座

標軸。 

 

 

 

 

 

 

 

 

陳振宇（2007）提到，線性空間的上/下方向維度是（0，0），它是

以一個有次序的實體排列中所得到的方向，如以上圖二－6 所示，當我們以

捷運動物園站為出發點的時候，那麼捷運萬芳醫院的上一站是捷運萬芳社區

站，下一站則是捷運辛亥站。在線性空間裡，上/下方向維度是（0，0）和

方位詞“前/後”是平行的。所以，在空間系統裡，線性空間也可以隱喻投射

為時間，如上一次/下一次。這也就是齊滬楊（1998）所說的非線形是漢語

                                                 
26 陳振宇（2007）的立體空間可以反映到齊滬揚（1998）所提到的現代漢語的方向和形
狀系統。 

圖二-6 線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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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間特徵，而現代漢語的時間系統是屬於線形的，因為時間總是朝著一個

方向走或流動，離不開時間軸上的過去、現在、未來，也就是所謂的上/下

方向維度（0，0）了。我們將在第四章以隱喻方式來看縱座標與橫座標在時

間上的呈現方式。 

 

 

 

2.3 現代漢語方位詞的詞類屬性  
 

學者胡裕樹（1995：284）指出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標準給詞分類；不同

的標準取決於不同的目的。像是在編輯書類的時候，可依詞的語義把詞分為

植物類、動物類等；或在研究語言時，可將詞的來源分為外來詞、方言詞等。

而語法上的詞類所指的是語言結構中表現出來的類別，所以其分類的基本根

據是詞的語法功能。本節主要先探討現代漢語方位詞的詞類分析，對其屬性

做一個界定，以下為我們就多位學者對方位詞的定義來做些討論。 

顧名思義，方位詞是指位置和方向的詞。趙元任27（1968）與朱德熙（1982）

將詞類歸屬於體詞28，包括：名詞、專有名詞、處所詞、時間詞、複合詞、

區別詞、量詞、方位詞和代名詞。另一學者劉月華（1983）將方位詞，還有

處所和時間歸類在名詞裡，並述其功能與名詞的功能不完全相同。但就方位

詞而言，兩位學者（趙元任，1968；劉月華，1983）皆將方位詞分類為單純

方位詞和合成方位詞29。單純方位詞是最基本的方位詞，而且都是單音節

的，例如：東、南、西、北、上、下、左、右、裡、外、內、中、間、旁。

                                                 
27 趙元任先生（1968）之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後由呂叔湘先生（2007）譯成
中文版〈漢語口語語法〉。 
28 體詞：根據 Crystal (1980) 的解釋，在某些描述語法裡，“體詞”是對詞做分類的術語，
指一類名詞（傳統上定義為“實體”，亦即人名、地名和事物名稱等等）以及那些起名詞功
能但缺乏此類形式特點的項目，因此代名詞也包括在這類詞中（李明懿，2000）。 
29 趙元任 （1968）之中譯版〈漢語口語語法〉（2007：239）：單音節的位置詞都是方
位詞。而合成方位詞就是所謂雙音節的位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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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合成詞是在單純方位詞的前邊加上“以”或“之”或者在後邊加上“邊”、

“面”、“頭”就構成合成方位詞了，可表方位、處所或時間。30 

劉月華（1983）指出，在現代漢語裡，單純方位詞很少能單獨使用，除

了類似成語或固定短語，多為成對方位詞同時使用，例如：承上啟下、左右

逢源、外強中乾、欺上瞞下等；也有像書面語的，例如：萬里長城西起甘肅

嘉峪關，東至山海關；還有作動詞或介詞“朝”、“向”、“往”、“在”、“從”、“對”

等的賓語，例如：咱們應該永遠朝前看、到了胡同口我往東，他往西，我們

就分手了；或修飾動詞作狀語，例如：他們東打聽西打聽，最後終於找到那

個旅館了。 

再者，當單純方位詞成對連用的時候，其中有些經已形成為一個詞。像

成對方位詞連用，如“上下”、“前後”、“左右”、“內外”等可表數量、時間或

方位、範圍等的粗略估計或描述的意思，例如：四十歲上下、國慶日前後、

二十歲左右、長城內外；在成對方位詞連用時亦可表抽象的方位與範圍，例

如：左右搖擺、前後矛盾、上下通氣、轉戰南北、舉國上下；與“一”連用的

時候，是在句中修飾動詞，表示行為動作進行的方式，例如：一前一後地走、

一左一右地搖擺；有些成對的單純方位詞可以重疊使用，表遍及全部，例如：

敵人闖進他的家裡，上上下下、裡裡外外翻個夠，可是他們連一粒糧食也沒

有找到；吃過午餐，張楠坐在那裡，把剛剛發生的事前前後後又想了一遍。 

在某些情況下，有的單純方位詞也可以構成一個表時間或處所的短語。

它可以附著於名詞或名詞短語之前和之後兩種，例如：上（個）星期、上半

年、前半生、下下（個）星期、旁門或三天前、三個月內、報上、抽屜裡、

期中。 

朱德熙（1982）也提到，單純方位詞都是黏著的，而合成方位詞大部分

都是自由的。所以和劉月華（1983）的看法一樣，有些單純方位詞與名詞的

結合能力強，如“裡”、“前”、“後”、“上”、“下”等；結合能力較弱的有“旁”、

“左”、“右”等等。朱德熙（1982）說只要意思上講得通的，我們便能隨意在

名詞上加上“裡”和“上”，我們可以說“書上”、“臉上”、“心裡”、“屋子裡”，

                                                 
30 單純方位詞前加“以”、“之”和後加“邊”、“面”、“頭”而得的合成方位詞配搭組合表，請
參考劉月華（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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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相對應的“外”、“下”就不能自由的跟其他名詞結合，例如：“*臉下”、

“*心外”、“*書下”等。 

有些單純方位詞可以附在非名詞的詞語之前或之後，好比如說“前”、

“後”可附在動詞、動詞短語、主謂短語的後面，表時間，例如：畢業前、做

試驗前、死後、我走後。也有“上”、“下”、“前”、“後”用在動量詞前，表時

間，例如：上次、下一步、前兩次、後兩趟。 

在合成方位詞方面，有些可以單獨使用，可充當主語、賓語、定語、狀

語。另外，我們也可以在合成方位詞前面加上名詞、代詞、數量詞；或有些

合成方位詞還可以加在動詞、動詞短語後，構成表處所、範圍、時間的短語。

有如〔名詞與“－邊（－頭、－面）”〕和〔名詞與“之（以）－”〕，雖然都

是表示範圍，但後者所表範圍較廣、多表地域，例如：黃河以南。 

加在數量詞後面的合成方位詞，則表示範圍或時間，例如：十里以外、

十八歲以下、百年之後。而附在動詞（短語）後的合成方位詞“以前”、“以

後”、“之前”、“之後”，構成表示時間的短語，在句中多為狀語或定語，例

如：出發以前、下課以後、來中國之前、我們畢業以後。一些合成方位詞可

受副詞，多為表示程度的副詞修飾，例如：最前邊、再下邊兒；單純方位詞

則有如：極右、太左。 

方位詞雖表方位、處所、時間；可是在引申用法上，也可以用在“方面”、

“範圍”、“條件”、“情況”、“過程”等。例如：經濟上的損失一定要補回來。︱

他主觀上很努力，但客觀條件比較差。︱這種金屬高溫下也不易融化。︱這

個問題他們私下解決了。︱在老闆的幫助下，抽水機很快就修好了。31 

基於以上對方位詞的論述，又因單純方位詞很少能夠單獨使用，它經常

需要與其他的實詞或詞組配搭，組成方位詞詞組，充當句子裡的一個成份；

因此我們將現代漢語方位詞歸類於趙元任（1968）和朱德熙（1982）所說的

較大類別－體詞，即與名詞、專有名詞、處所詞、時間詞、複合詞、區別詞、

量詞、方位詞和代名詞。因為這些詞的功能都可以用作句子的主語或賓語，

而且也可以用形容詞詞語修飾。 

                                                 
31 標記︱為將例句割開用，以便讀者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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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代漢語空間的探討 
 
 
 

此一章主要是現代漢語「上」、「中」、「下」在空間的語義探討。在

其語義方面，我們除了參考學者（趙元任，1968；呂叔湘，1980；劉月華等，

1996/2006）和漢語工具書（辭海縮印本，1979；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1971；漢字圖解，2003；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網路版】，請參照附錄）

對「上」、「中」、「下」所給的定義外，我們也參考了中央研究院的平衡

語料庫的語料32。 

 
 
 

3.1 現代漢語的空間概念  
 

在我們探討現代漢語「上」、「中」、「下」的空間語義之前，我們

先看看「空間」的定義。根據《現代漢語》（1996）,「空間」是物質存在

的一種客觀形式，由長度、寬度、高度表現出來；是物質存在的廣延性和伸

張性的表現。根據姚小平［（1999：68）譯自 Jones （1998）的《普通人

的物理世界》］裡提到「空間」的定義則是「空間」就是準確的將事務進行

分類…；「空間」是關係的典型的暗喻…；「空間」‥是人類四維的產物，

就好像詩人和藝術家所採用的暗喻那樣。… 【人】通過詮釋，構造出一個

空間－創造出了一個暗諭…。雖然我們說人類所生活的地方屬於一個空間，

我們是被空間所包圍的；那麼無止境延伸的宇宙呢？我們確實以空間來看待

宇宙，可是卻無法知道宇宙的邊界在哪裡；既然如此，我們不能說空間只是

物質存在的一種客觀形式，由長度、寬度和高度來表現。類似這樣的空間，

                                                 
32 本論文現代漢語方位詞「上」的語料取自李明懿（2000）；另，「中」與「下」我們
採自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http://140.109.19.114/，分別有「中」20000筆、「下」13220
筆，各取前200筆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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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找不到它的長度、寬度、高度，所以我們透過本身的經驗，主觀的以隱

喻的方式詮釋它。 

我們人類的抽象概念是以身體經驗為基礎的（Lakoff，1987； 

Johnson，1987）。我們日常生活語言是建立在認知基礎上，而空間經驗事

實上是我們人類最基本的經驗；方經民（2000）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分析，

他認為語言空間由空間區域（Spatial Region）和空間關係（Spatial Relation）

兩個部份構成，空間區域是指事物在空間世界裡所佔據的地方或與之相關的

位置，空間關係是指射體（Trajector, TR）和地標（Landmark, LM）33之間

隨著時間推移而形成的存在（靜態的、動態的）或位移關係。在通常情況下，

作為空間關係的地標必定是一個空間區域。而本論文主要是以「上」、「中」、

「下」來探討此空間關係。 

黃苕冠（2001）提出假設在區分「上」與「下」方位時，我們是以眼

睛平視時的那一點為基點來劃分，在基點以上的是「上」，基點以下的則是

「下」，然後再從客觀世界中的「上」、「下」空間方位，發展出主觀世界

的「上」、「下」空間方位。以下是我們以形象圖式34的結構概念（Langacker, 

1987；方經民，2002）來呈現「上」、「中」、「下」的基本空間方位。 

 
 
 

3.2 「上」、「中」、「下」的基本空間方位形象
圖式  
 

我們在第二章的時候提到形象圖式裡的動體（TR）是圖式裡最重要

的組成部份，而陸標（LM）則是為動體提供參照的部份。我們可以從動體

（TR）與陸標（LM）先看「上」、「下」的基本空間方位關係。 

圖三－1 為上、下的動體（TR）與陸標（LM）示意圖，「上」的基

                                                 
33 本論文有關 Trajector 和 Landmark 的中譯皆分別以「動體」（TR）和「陸標」（LM）
稱之。 
34 關於形象圖式，請參照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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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語義是位置在高處，「下」的語義則是位置在低處35，這也符合黃苕冠

（2001）的假設，即以我們的眼睛平視時為基點將「上」與「下」劃分。在

位處於高處或位處於低處時，其動體（TR）與陸標（LM）是不接觸、沒有

承載關係的。 

 

 
 
 
 
 

 
 

當我們將圖三－1 的 A 視為動體（TR）、B 視為陸標（LM）的時

後，我們可以以例句（1）呈現： 

 

(40) A 在 B 上                                                     (40a) A is above B 

 

如果圖三－1 的動體（TR）為 B，陸標（LM）為 A 的時候，為例句（2）： 

 

(41)  B 在 A 下                                                    (41a) B is below A 

 

「上」、「下」還可以有另一種呈現的方式（見圖三－2），我們一

樣以眼睛平視時為基點來看「上」、「下」，它與圖三－1 不同的地方是動

體（TR）與陸標（LM）有接觸面和承載的關係： 

 
 

                                                 
35 請參考附錄一至五為《辭海縮印本》（1979）、《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1971）、
《漢字圖解》（2003）、《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網路版】，還有呂淑湘（1980）
的「上」、「中」、「下」語義整合表。 

圖三-1 「上」、「下」的動體（TR）與陸標（LM）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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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 為動體（TR）而 B 為陸標（LM）時，我們可以說： 

(42) A 在 B 上                                                             (42a) A is on B 

 

反之，當 B 為動體（TR）而 A 為陸標（LM）時，我們說： 

(43) B 在 A 下                                                              (43a) B is under A 

 

例句（40）和（42）、例句（41）和（43）其在英漢語的表達方式是

一樣的，其實它們有〔+接觸／－接觸〕和〔＋承載／－承載〕的關係的；

如果沒有形象圖式，我們不會發現它們的區別。 

至於「中」，其最基本的語義是距離「上」和「下」之間的相等部位；

因為古代旌旗有許多的“斿”（旌旗的飄帶），「中」是指上斿和下斿之間的

木塊。「上」和「下」與「中」的差別在於，「上」和「下」一直以來是以

縱軸座標表示其語義，其語義並不能在橫軸座標上呈現；而我們認為「中」

的基本語義除了可以在縱軸座標呈現（圖三－3），它也可以在橫軸座標上

呈現，見圖三－4。 

 

 

 

 

 

 

圖三-2 「上」、「下」的動體（TR）與陸標（LM）示意圖（二） 

圖三-3 「中」的動體（TR）與陸標（LM）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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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眼睛平視為基點，「中」的位置在距離兩端相等的部位，如圖三

－3 所示，動體（TR）C 位於陸標（LM）A 兩端中相等部位。除此之外，

不管是在縱軸座標，以上、下兩端的相等部位來界定「中」，我們也可以從

橫軸座標左、右兩端的相等部位界定「中」。另外，「中」的定義也可以是

在兩端中的其中一點，並不一定是在兩端的相等部位，見圖三－4。我們可

以說： 

(44) C 在 A 兩端中間                            （44a）C is in-between A 

 

我們再以眼睛平視為基點，「中」其實也可以有接觸義，如圖三－5 所

示。動體（TR）C 與陸標（LM）A 接觸，C 夾在 A 當中，如本章 3.4.1 

節之例句（66）“把冰淇淋放在土司中間夾著吃，保證清涼有勁”。 

 

 

 

 

 

 

 

 

圖三-4「中」的動體（TR）與陸標（LM）示意圖（二） 

圖三-5 「中」的動體（TR）與陸標（LM）示意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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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現代漢語「上」的空間語義探討 36 
 
 

李明懿（2000）依據動體（TR)，還有陸標（LM）37以形象圖式的方

式將「上」的基本語義分為“上位”、“表面”以及“高處”三大類圖式，其中每

一大類又分別有五個“上位”次圖式（表三－1）、“表面”四個次圖式（表三

－2）和“高處”三個次圖式（表三－3），如以下表所示： 

 
表三-1 上位次圖式（李明懿，2000） 

五個“上位”次圖式之動 體（TR）與陸標（LM）的關係特徵： 

1. 動體位置在陸標與地面平

行的平面上為 A 

2. 動體位置高於地面形成座

標X軸，但非位於X軸線上

為 H 

3. 陸標具有容器特徵為I 

4. 動體與陸標接觸為 C 

5. 動體與陸標不接觸為 NC 

6. 動體和陸標具有承載和被

承載關係為 L  

 

 

                                                 
36 本文現代漢語方位詞「上」的語義分析以李明懿（2000）之碩士論文《現代漢語方位
詞「上」的語義分析》架構為主。 
37 李明懿（2000：42）在其論文裡提到語境內的“被觀察者”和“參考體”在討論話語
中的方位意義時是最重要的，其“被觀察者”和“參考體”分別為 Trajector 和 
Landmark，請參見註46。本論文為行文方便，皆以動體（TR）和陸標（LM）來取代“被
觀察者”和“參考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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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 表面次圖式（李明懿，2000） 

四個“表面”次圖式之動體（TR）與陸標（LM）的關係特徵 

（含上位次圖式的 6 種特徵）: 

1. 動體位置在觀察者面對

陸標時視線所及之處為 

V 

2. 動體位置在陸標與地面

垂直的平面上為 P 

3. 動體位置在陸標平行地

面的直線上為 K 

4. 動體位置在陸標表面任

意處為 S  

 

表三-3 高處次圖式（李明懿，2000） 

三個“高處”次圖式之動體（TR）與陸標（LM）的關係特徵 

（含上位次圖式的 6 種特徵和表面次圖式的 4 種特徵）: 

1. 陸標具有絕對的高度為 
MH 
 

 

 

2. 陸標具有相對的高度為 
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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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將「上」分成三大類，又每一個次圖式中，李明懿（2000）依據

其所擁有的特徵，將圖式與圖式之間聯繫起來，以下圖三－6 是“上位”次圖

式之間的聯繫圖： 

 

 

 

 

 

 

 

 

 

 

“上位”次圖式的 1 A.C 與 1 A.NC 之間的特徵相似，僅在於動體

（TR）與陸標（LM）表面的〔＋接觸/－接觸〕；1 A.C.H.L 與 1 A.H.NC 兩

個“上位”次圖式除了〔＋接觸/－接觸〕外，還有〔＋承載/－承載〕義。另

外，1 A.C 和 1 A.C.H.L 及 1 A.NC 和 1 A.H.NC 它們之間的聯繫關係也

與接觸和承載面有關。次圖式 1 A.C.H.I.L 與 1 A.C.H.L 的關係較為接

近，惟1 A.C.H.I.L 次圖式含有承載空間，像汽車、船等交通工具，與被承

載的關係（李明懿，2000：52）。以下為“上位”次圖式的例句： 

 

(45) 馬路上有許多車。（1A.C） 

(46) 飛機在太平洋上翱翔。（1 A.NC） 

(47) 我泡了一杯冰水，坐在陽台上。（1 A.C.H.L） 

(48) 彩旗在城牆上迎風招展。（1 A.H.NC） 

(49) 火車上的旅客一定看到了這個可愛的小鎮。（1 A.C.H.I.L） 

李明懿（2000：48-51） 

 

 

圖三-6 形象圖式“上位”次圖式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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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次圖式一共呈現了四種關係圖式，其共同點是動體（TR）都與

陸標（LM）表面接觸，見圖三－7： 

 

 

 

 

 

 

 

 

 

 

在“表面”次圖式的四個圖式裡，其共同點與差異點在於表面接觸與動

體（TR）的位置是否是在說話者視線所及之處，以及動體（TR）是否高於

平地；李明懿（2000）藉由這差異點來評估判斷此次圖式之間的聯繫緊密度：

2 C.H.L 與 2 C.S.L38 均在任意非平面表面上，故兩者較近似；2 C.H.V.K 與 

2 C.H.V.P.L 較近似，兩者在視線所及之處且高於平面。另外，2 C.H.L、2 

C.H.V.K 與 2 C.H.V.P.L 都屬高於平面位置，所以其聯繫也較相似，2 C.S.L 

因為動體位置不一定高於地平面且不一定在視野範圍內，所以與  2 

C.H.V.P.L 和 2 C.H.V.P 的關聯性較小。以下為“表面”次圖式例句： 

 

(50) 樹上掛了彩色的燈。（2 C.H.L） 

(51) 奶媽一直盯牆上的時鐘。（2 C.H.V.P.L） 

(52) 天花板上掛著琳瑯五色的水晶掛燈。（2 C.H.V.K） 

(53) 只見太陽球面上有無數黑點。（2 C.S.L） 

李明懿（2000：54-57） 

                                                 
38 李明懿（2000：56）原“表面”次圖式標記為 2 C.S，見 4.2.2。我們在這圖式加上〔＋
承載〕關係，因為我們認為動體附在陸標表面任意處就應具有承載關係。故，我們將 2 C.S 
加上承載特徵，稱之為 2 C.S.L；如“皮球上都沾滿灰塵”。 

圖三-7 形象圖式“表面”次圖式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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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圖三－8 所顯示的是“高處”次圖式的三種圖示的聯繫關係： 

 

 

 

 

 

 

 

 

 

 

 

以上三個在“高處”的次圖式，它們的聯繫關係是動體（TR）都在高處。

3 A.C.I.RH.L 和 3 C.RH.L 的動體（TR）和陸標（LM）都具有承載關係，

它們的位置都在相對高度，而 3 I.K.MH39 雖然沒有承載關係，但是它卻有

絕對的高度。所以前兩個圖式的關聯性較大，與 3 I.K.MH 的關聯性較小（李

明懿，2000：61）。以下為“高處”次圖式的例句： 

 

(54) 提婆達多從山上推下石頭，打傷佛的腳趾。（3C.RH.L） 

(55) 天上的星星一共有多少啊？（ 3 I.K.MH） 

(56) 當時在江家，樓上樓下都擠滿了人要看戲。（3 A.C.I.RH.L） 

李明懿（2000：59-61） 

 

李明懿（2000）將「上」的三個形象圖式，根據 Lakoff（1987）形象

圖式轉換模式40，除了各圖式中的相似性聯繫（見圖三－6、圖三－7 和圖

                                                 
39 李明懿（2000：59）原“高處”次圖式標記為 3 I.MH，見 4.2.3。我們認為此次圖式
的動體是在陸標平行地面的直線上，故將之標記為 3 I.K.MH。 
40 Lakoff（1987）指出多義的來原是藉由形象圖式的轉換得來的，而且圖式之間的轉換不

圖三-8 形象圖式“高處”次圖式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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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8）以外，也將圖式與圖式之間的次圖式做圖式之間的轉換做相聯繫，

而一詞多義的現象就是因此而促發而成的。  

圖三－9 顯示了圖式與圖式之間的轉換，分別有 1“上位”次圖式 1 

A.C.H.L 與“表面”次圖式 2 C.H.L 的轉換、2“上位”次圖式 1 A.C.H.I.L 與

“高處”次圖式 3 A.C.I.RH.L 的轉換，還有 3 “表面”次圖式2 C.H.L 與“高

處”次圖式 3 C.RH.L 的轉換和 4“表面”次圖式 2 C.H.V.K 與“高處”次圖

式 3 I.K.MH 的轉換 ；它們的轉換聯繫與個別圖式之間的動體（TR）和陸

標（LM）在空間方位關係的特徵有關： 

 

1“上位”次圖式 1 A.C.H.L 與“表面”次圖式 2 C.H.L 的轉換－其動

體（TR）位置高於地面且與陸標（LM）有接觸，並具有承載與被承載的關

係。動體（TR）的位置在陸標（LM）任意移動，都高於地平面。如以下例

句比較： 

 

(57) 我泡了一杯冰水，坐在陽台上。（1 A.C.H.L） 

(58) 稀疏的花葉投影在母親的臉上身上。（2 C.H.L） 

李明懿（2000：64） 

 

2“上位”次圖式 1 A.C.H.I.L 與“高處”次圖式 3 A.C.I.RH.L 的轉換

－除了動體（TR）位置在陸標（LM）與地面平行的平面上，陸標（LM）

具有容器特徵，動體（TR）與陸標（LM）有所接觸，也具有承載與被承載

的關係。如以下例句比較： 

                                                                                                                                              
是任意的，因為它式經由我們人類的各種經驗的直接反應而來。 以下是 Johnson（1987）
以 Lakoff 理論所歸納出的形象圖式轉換模式： 
I) Path-focus to end-point-focus: Follow, in imagination, the path of a moving object, and the 

focus on the point where it comes to rest, or where it will come to rest.  
II) Multiplex to mass: Imagine a group of several objects, Move away (in your mind) from the 

group until the cluster of individuals starts to become a homogeneous mass.  
III) Following a trajectory. As we perceive a continuously moving object, we can mentally trace 

the path it has traversed or the trajectory it is about to traverse.  
IV) Superimposition. Imagine a large sphere and a small cube.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cube and 

put it within the 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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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火車上的旅客一定看到了這個可愛的小鎮。（1 A.C.H.I.L） 

(60) 那天我就在十字街口西側的茶店裡，在樓上坐著。（3 A.C.I.RH.L） 

李明懿（2000：65） 

 

3“表面”次圖式 2 C.H.L 與“高處”次圖式 3 C.RH.L 的轉換－動體

（TR）位於高處，它與陸標（LM）除了有接觸外，也具有承載與被承載的

關係。如以下例句： 

 

(61) 怪獸身上長滿了鱗片。（2 C.H.L） 

(62) 提婆達多從山上推下石頭，打傷佛的腳趾。（3 C.RH.L） 

李明懿（2000：66） 

 

 

4“表面”次圖式 2 C.H.V.K 與“高處”次圖式 3 I.K.MH 的轉換－動

體（TR）位於陸標（LM）平行地面的直線上並高於地面。這兩個次圖式的

轉換重點在於陸標（LM），動體（TR）視點位於高處。如以下例句： 

 

(63) 天花板上掛著琳瑯五色的水晶掛燈。（2 C.H.V.K） 

(64) 天上的星星一共有多少啊？（3 I.K.MH） 

李明懿（20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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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9 現代漢語方位詞「上」的基本語義網路圖（李明懿，2000） 

 
次圖式之間的轉換 

上

位 

表面 高處 

 

 

 

 

動體與陸標在空間方位關係的12

項特徵： 

1. 動體位置在陸標與地面平行的
平面上為 A 

2. 動體位置高於地面形成的座標
X軸，但非位於X軸線上為 H 

3. 陸標具容器特徵為 I 
4. 動體與陸標接觸為 C 
5. 動體與陸標不接觸為 NC 
6. 陸標和動體具有承載和被承載
的關係為 L 

7. 動體位置在說話者面對路標時
視線所及之處為 V 

8. 動體位置在路標與地面垂直的
平面上為 P 

9. 動體位置在陸標平行地面的直
線上為 K 

10. 動體位置在陸標表面任意處
為 S 

11. 陸標具有絕對的高度為 MH 
12. 陸標具有相對的高度為 RH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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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現代漢語「上」之表面圖式  
 

就圖三－9 之「現代漢語方位詞「上」的基本語義網絡圖」來看，我

們可以很清楚的從圖中看到在空間語義上，並可以進一步將將“上位”圖式裡

的 1A.C、1A.C.H.L；“高處”圖式裡的 3C.RH.L 與“表面”圖式的 2C.H.L、

2C.S.L、2C.H.V.K 和 2C.H.V.P.L 結合歸納為指空間意義的「表面圖式」。

因為其陸標（LM）與動體（TR）都有表面接觸，也有李明懿（2000）所說

的動體（TR）和陸標（LM）都有承載或被承載關係。與其將“表面”分列在

三個不同的圖式，不如將它們歸納在一起，如圖三－10 所示與含有表面語

義的例句比較： 

 

 

 

 

 

 

 

（6’）馬路上有許多車。（1 A.C） 

（8’）我泡了一杯冰水，坐在陽台上。（1 A.C.H.L） 

（11’）樹上掛了彩色的燈。（2 C.H.L） 

（12’）奶媽一直盯牆上的時鐘。（2 C.H.V.P.L） 

（13’）天花板上掛著琳瑯五色的水晶掛燈。（2 C.H.V.K） 

（14’）只見太陽球面上有無數黑點。（2 C.S.L） 

（15’）提婆達多從山上推下石頭，打傷佛的腳趾。（3 C.RH.L） 

李明懿（2000）

圖三-10「上」之表面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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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現代漢語「上」之高處圖式  
 

另外，我們將“上位”和“高處”次圖式整合為一個表“高處”的「高處圖

式」。我們將“上位”圖式裡的 1A.N.C、1A.H.N.C 和“高處”的 3I.K.MH整

合為表“高處”的次圖式，請看下圖三－11及以下例句的比較。我們認為因為

句中的陸標（LM）和動體（TR）都沒有接觸義，也沒有承載義，而且動體

（TR）都位於上位與高處；這符合了空間方位關係裡的上位和高處所應有

的特徵，所以將此三個次圖式整合。 

 

 

 

 

 

 

 

 

 

（7’）飛機在太平洋上翱翔。（1 A.NC） 

（9’）彩旗在城牆上迎風招展。（1 A.H.NC） 

（16’）天上的星星一共有多少啊？（3 I.K.MH） 

李明懿（2000）

圖三-11「上」之高處圖式 



第三章 現代漢語空間的探討 

 47 

3.3.3 現代漢語「上」之容器圖式  
 

我們將“有實體範圍”的陸標（LM）和動體（TR）整合為一個圖式，

見圖三－12 以及下列例句之比較。因為在“上位”圖式 1 A.C.H.I.L 和“高

處”圖式 3 A.C.I.RH.L 的動體（TR）都具有處在一個明顯的空間範圍內，

且陸標（LM）具有容器特徵（container），除此之外，動體（TR）和陸標

（LM）含有接觸和承載義，故我們可將之歸類為「容器圖式」。 

 

 

 

 

 

 

 

 

 

 

（10’）火車上的旅客一定看到了這個可愛的小鎮。（1 A.C.H.I.L） 

（17’）當時在江家，樓上樓下都擠滿了人要看戲。（3 A.C.I.RH.L） 

 

以上為我們所做的將次圖式與次圖式之間的整合，同樣是以陸標

（LM）和動體（TR）之間是否有接觸或無接觸、承載或不承載關係、與地

面平行與否等考量做一個基本空間語義的歸納、統整，這也符合李明懿

（2000）所說的一詞多義的現象就是由次圖式間的相似性聯繫和不同形象圖

式間的轉換聯繫促發而成的；我們從上的三大類空間語義，經由個別的次圖

式呈現方式，再將有聯繫關連的次圖式歸納、統整成三個圖式，希望可以以

更簡單、明瞭的方式讓讀者了解其中的其空間語義。 

圖三-12「上」之容器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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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現代漢語「中」的空間語義探討  
 
 

現代漢語「中」的位置在距離兩端相等的部位；動體（TR）介於陸

標（LM）兩端中相等部位41（見圖三－3）。其基本語義有“當中”和“中間”

的意思，這些語義都具有空間方位意義。為了與「上」的討論有一致性，我

們以動體（TR）和陸標（LM）之間的關係特徵，從中央研究院之平衡語料

庫、還有中央研究院之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之語料來探討「中」的基本語

義。以下為分析形象圖式、歸類時所考慮的特徵： 

 

一、動體（TR）介於陸標（LM）中端 

二、陸標（LM）具有容器特徵 

三、動體（TR）與陸標（LM）接觸 

四、動體（TR）與路標（LM）不接觸 

五、動體（TR）與陸標（LM）有承載和被承載關係 

六、動體（TR）的位置在觀察者面對陸標（LM）時視線所及處 

七、動體（TR）的位置不在觀察者面對陸標（LM）時事線所及處 

八、動體（TR）位置在與陸標（LM）與地平面垂直的中端 

九、動體（TR）位置在與陸標（LM）平行於地面的中端 

 

 

 

3.4.1 現代漢語「中」之中間圖式 
 

現代漢語「中」的「中間圖式」，所涵蓋的特徵關係不單單只是兩端

的一個點，而是兩端的一部份，可以包括點、面介於兩端之中。除了動體（TR）

位置位於陸標（LM）平行於地面的中端，它也可以是動體（TR）位置在陸

                                                 
41 「中」的基本空間方位形象圖式可見 3.2 節之圖三－3、圖三－4 和圖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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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LM）與地面垂直的中端，如圖三－13： 

 

 

 

 

 

 

 

 

 

 

(65) 谷關發電廠位於大甲溪中游，是「溪水資源多目標開發計畫」中重

要的一項工程。 

(66) 把冰淇淋放在土司中間夾著吃，保證清涼有勁。 

(67) 看齊時中央伍為準海軍在左空軍在右好對準我向中看齊，還動！！

去！！旁邊交互蹲跳五十個！！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例句（65）至（67），其動體（TR）分別為谷關發電廠、冰淇淋和

說話者－我，它們的陸標（LM）都在兩端之中，即大甲溪、土司（因為夾

著吃，顧名思義為兩片土司中間），還有海軍和空軍之間。雖然例句（66）

的動體（TR）和陸標（LM）含有接觸義，但是因為它介於陸標－土司與土

司之間，符合我們給於「中間圖式」的定義假設，故將之歸類之。 

 

 

 

 

 

 

 

圖三-13「中」之中間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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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現代漢語「中」之容器圖式  
 

圖三－14所呈現的是「中」的「容器圖式」。容器是表空間方位的一

種，因為「中」也指“裡面”和“內中”，所以我們將句中具有容器特徵的「中」

歸納在這一圖式中，試看以下例句與圖式： 

 

 

 

 

 

 

 

 

 

 

(68) 大家都在罵、大家都在恨，台北的天空佈滿著烏煙瘴氣，台北人的

心中充滿著不平之氣。 

(69) 尤其鈣質方面，衛生署對於十三到十五歲男生的建議量是每日八百

毫克，但是便當中的含量平均只有一百六十五毫克。 

(70) 農民十分恐慌，擔心水中的毒素是強鹼或強酸，會改變土質，影響

到未來農作的栽培。 

(71) 在江澤民把聖火交給貢布前，他還一一點燃七位小朋友手中的小火

炬，象徵第七屆全運會將圓滿順利進行。 

（中央研究院的平衡語料庫語料） 

 

在以上例句中，陸標（LM）都視為具有容器的特徵；除此之外，

它們也都具有被承載的關係。我們所提到動體（TR）不被我們視線所及，

圖三-14「中」之容器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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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抽象而不可能看得到的，如不平之氣、鈣、毒素等，我們可以將它們

視為存在在一個容器空間（container）裡的概念。 

擁有容器特徵的「中」可以以方位詞「裡」替代，如例句（68）－

（71）的心中－心裡；便當中－便當裡；水中－水裡；還有手中－手裡。呂

叔湘（1980）在《現代漢語八百詞》也提到，名＋「中」的方位詞多用於書

面，而口語則可以以「裡」替代。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常將與「中」有類似語義的「裡」相互運用，

因為我們以不同的表達方式來表達有相似概念的句子，這是人類對客觀世界

認知的結果和體現。楊江（2007）提出「中」所表達的比較偏重於空間位置

上的“中心”或“中央”的意義；而「裡」則偏重於與「外」的相對，如以

下例句（72）所示，“禁區裡”可以替代為“禁區中”，其語義差別在於非中心

位置和中心位置的變化，這或許就是呂叔湘（1980）所說的「裡」和「中」

的替代。另外，楊江（2007）也指出當「中」和「裡」都用於表示抽象的空

間義時，兩者就可以互換，如以上例句（68）－（71）所示。 

 

(72) 第 63 分鐘，盧琳又在左側利用個人技術突破倒禁區，在禁區裡被

對方後衛絆倒，裁判沒有任何表示。 

楊江（2007：108） 

 

另外，我們也將“書中“、“電影中”等歸類在容器圖式裡，因為「中」

表示的是事物（NP）的內容，而非指的是實體，如以下例句所示： 

 

(73) 新版「週報」內容之更新部份已於第 470期所出刊的週報中陳述，

今將修改及增添之處，綜合條列如下… 

(74) 文中曾提起戰爭再也不是解決國際紛爭的有效工具，今後國際間的

重要競爭將會是以高科技為後盾的經濟競爭。 

（中央研究院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Word Sketch Engine） 

(75) 書中自有黃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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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現代漢語「中」之範圍圖式  
 

我們將「範圍圖式」視為英語的 within the range；「中」與範圍圖式

和容器圖式不同的地方是，範圍指的是它－動體（TR）是在同一範疇的事

物裡的某一些事物或少數，見圖三－15。如以下例句所示： 

 

 

 

 

 

 

 

 

 

 

 

(76) 九十三位有投票權的國際奧會委員中，唯一的美籍委員阿妮達．狄

法蘭茲，本日得知羅德的宣示後說表示高興。 

(77) 根據衛生局的調查發現，平均每十個攤販中就有一攤所使用的餐具

被發現殘留油脂、澱粉，甚至清潔劑。 

(78) 不少民眾都也列隊觀賞，顯示社會一片祥和與富庶面，而在車陣

中，三位已經熱身投入年底市長選舉的參選人，也都暗中以車陣來

顯示各人動員的實力。 

(79) 昨天向市府政風單位完成財產申報手續的十三人中，以地政處長陳

正次最受矚目，他是市府一級單位主管中，被公認屬於財產較多的

重量級人物。 

（中央研究院的平衡語料庫語料） 

圖三-15「中」之範圍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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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例句（76）－（79）的上、下文，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出，在「X

中」所指的是某一範疇的範圍界定，我們可視之為陸標（LM），然後再帶

出範疇裡所指的某一些或更少數的動體（TR）。 

所以，在「中」的空間基本語義範疇裡，我們從語料中得到的分類

為「中間圖式」、「容器圖式」和「範圍圖式」。「上」與「中」都有容

器圖式，這是因為容器也是空間的一種。 

 

 

3.5 現代漢語「下」的空間語義探討  
 

「下」的本義指的是低處、下面；與「上」相對應。我們將現代漢語

「下」的基本空間語義以形象圖式作探討，並將它歸納成三類，與現代漢語

「上」的圖式相仿，即「低處圖式」、「表面圖式」和「容器圖式」。 

因為現代漢語「上」與「下」基本上是相對應的，除了以下所述的第

八點「動體（TR）的位置不在觀察者面對陸標（LM）時視線所及之處」，

因為當動體（TR）的位置是處於下方的時候，觀察者的視線可能會被陸標

（LM）所阻擋；故，基本上「上」與「下」的動體（TR）和陸標（LM）

的關係特徵是大致一樣的： 

 

一、動體（TR）位置在陸標（LM）與地面平行的平面上 

二、動體（TR）位置低於地面形成的座標X軸，但非位於此X軸線上 

三、陸標（LM）具有容器特徵 

四、動體（TR）與陸標（LM）接觸 

五、動體（TR）與陸標（LM）不接觸 

六、陸標（LM）和動體（TR）具有承載和被承載的關係 

七、動體（TR）的位置在觀察者面對陸標（LM）時視線所及之處 

八、動體（TR）的位置不在觀察者面對陸標（LM）時視線所及之處 

九、動體（TR）的位置在陸標（LM）表面下 



現代漢語空間、時間與狀態的探討－以上、中、下為例 

 

 54 

十、陸標（LM）有絕對的低度 

十一、陸標（LM）有相對的低度 

 

3.5.1 現代漢語「下」之低處圖式  
 

人類對空間方位的概念有垂直方向和水平方向兩種關係，所以在「低

處圖式」中，我們考慮了動體（TR）與陸標（LM）之間的關係，動體（TR）

的位置在陸標（LM）的表面下，它是視線所及的；因為沒有接觸，所以沒

有承載或被承載的關係，如以下例句： 

 

 

 

 

 

 

 

 

 

(80) 昨天下午二時停靠淡水橋下的王船，在河水高漲之際，岸邊堤防備

置鞭砲霹啪響起，紙錢火焚灰飛。 

(81) 政府主管機關對前兩項建議若無法採納，則請將竹北段（鳳岡隧道

至鳳山溪橋）採高架橋方式施工，橋下作社區公園。 

（中央研究院的平衡語料庫語料） 

(82) 上不著天，下不著地 

呂叔湘（1980） 

 

以上圖三－16 低處圖式”反應了以上例句（80）至（82）中陸標（LM）

和動體（TR）之間的關係；動體（TR）王船和社區公園與陸標（LM）皆

圖三-16 「下」之低處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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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接觸義，而且也沒有承載與被承載的關係，動體（TR）是位於陸標（LM）

的下方。例句（82）則是上和下的對稱用法，我們將它歸類到低處圖式是因

為與天相比，地在下方，它們沒有接觸義，也沒有承載義，此例句所示是空

間方位關係。 

 

3.5.2 現代漢語「下」之表面圖式  
 

在“表面圖式”當中，顧名思義，陸標（LM）和動體（TR）是有接觸

並有被承載的關係；因為現代漢語「下」的關係，但是不是所有被觀察者的

位置都是視線所及的42，如圖三－17 及以下例句所示： 

 

 

 

 

 

 

 

 

(83) 我穿過一處灑下大片陽光的樹林，在林下行走並不覺陰冷，踩著腳

下的落葉，來到佈滿水道的區域，有人划著小船穿過交錯在水道間

的小橋。 

(84) 士林雙溪下路段最近即將整建完成，原本沿岸被沖刷崩塌的景象煥

然一新，未來將兼具防洪及休閒景觀功能。 

(85) 金龍產業道路位於內湖區大崙尾山下，全長四千三百公尺，與碧

山、碧溪、萬溪產業道路構成一體。 

（中央研究院的平衡語料庫語料） 

 

                                                 
42 請參考例句（86）與（87）。 

圖三-17 「下」之表面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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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句（83）－（85）的動體（TR）為句之的「我」、路段、金龍產

業道路與陸標（LM）都有接觸義，亦有承載與被承載的關係。動體（TR）不一

定是在陸標（LM）的正下方，它可以是從高處相對處於低處的地方，像例句（85）

的金龍產業道路位於山腳下，故以圖三－17 呈現。 

(86) 種子埋在地下。 

(87) 報紙下有一支筆。 

藍純（2005：136） 

藍純（2005）將例句（86）的種子視為靜態的下43，而我們認為種子除

了是屬於靜態的，它有接觸義，與陸標（LM）也有承載與被承載的關係，因為它

與地下有所接觸，而不是懸空在下。故，例句（86）和（87）可以以圖三－17 示

之。另外，「下」的表面圖式還有一個特徵是它可以是不在視線範圍內的。 

 

(88) 其餘四十餘人繼續追趕少婦。那漢子蜷曲著臥在地下，一動也不

動，似乎已經死了。 

（中央研究院的平衡語料庫語料） 

(89) 連地下都坐滿了人。 

呂叔湘（1980） 

(90) 盤子底下都是油漬。 

 

例句（88）－（90）我們將之歸類在「下」的表面圖式，因為它們都

符合了我們所假設接觸、承載、視線所及的關係特徵之陸標（LM），我們

有的時候可以把「地下」說成「地上」，像“…那漢子蜷曲著臥在地上”、“連

地上都坐滿了人”，這主要是以說話者的認知和在說話當下所參照的點為基

準。張華（2004：10）指出“N+上”和“N+下”表同樣的意義…其實這是因為

人們選擇的參照點不同而造成。“地上”的參照點是“地”，是從物理空間而

言。“地下”的參照點為“人”，是從人的眼光來說，處在說話人的眼睛之下。

就以上分析，例句（88）的“漢子”和例句（89）的“人”是以說話人說話當下

                                                 
43 藍純（2005）提出了漢語的「上/下圖式」可以分為「靜態上/下」、「動態上/下」還有

「靜態接觸上/下」三大類。而英語 up/down 則只有「靜態上/下」與「動態上/下」；而

“種子埋在地下”屬靜態下。 



第三章 現代漢語空間的探討 

 57 

選擇的視角為主，因為“漢子”和“人”處於說話人的視角之下，所以視角以下

皆為下；如果說話人是以地為陸標（LM）作為參照點，則為“上”。 

 

 

 

 

 

 

 

 

例句（90）則為歧異句，因為盤子底下可以是盤子的底部，也可以是

盤子底部相對的地方，如圖三－18 所示。張華（2004：8）稱“N+下”沒

有凸顯平面的功能，因為已經被“N+上”所佔據，如製造日期印在瓶底上/ *

製造日期印在瓶底下；瓶子底下指的是瓶子下方的空間，而不是瓶底表面。

缑瑞隆（2004：71）表示物體與平面的相對空間關係都一樣，不同的是方向

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可以看作是由“上A”開始向“上C”逐漸轉化的過程
44。我們認為這裡所指的“瓶底上”和“瓶底下”和我們之前所說的“地上”和“地

下”有異曲同工之處，並不是“N+下”沒有凸顯平面的功能。缑瑞隆（2004）

的理論可以運用在瓶底上，因為瓶子的底部亦可以視之為表面；我們可以換

個角度思考這個句子，當我們將瓶子拿起來尋找製造日期的時候，其實就可

以說“印在瓶底下”。這和盤子底下的油漬一樣，如果我們是說盤子表面沾滿

油漬，可以是盤子底下或盤子上；而盤子底下沾滿油漬則是指盤子的底部或

                                                 
44 缑瑞隆（2004：71）所提到的逐漸轉化的過程是認知心裡學中所謂的意象加工過程。「上

B」是「上A」在心理上旋轉 90 度，「上C」是「上A」旋轉 180 度造成的。如下圖所

示： 

 

圖三-18 「下」之表面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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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的桌面上了。 

 
 

3.5.3 現代漢語「下」之容器圖式  
 

現代漢語「下」的“容器圖式”與現代漢語「上」的“容器圖式”有對應

的關係，其圖式的呈現也可以和圖三－12一樣，以下例句皆與容器圖式有關： 

 

 

 

 

 

 

 

 

 

 

 

(91) 演奏梁祝高胡協奏那次，樓下全滿，樓上也有七八成。 

（李明懿，2000：高處圖式3A.C.I.RH.L） 

(92) 深及地下十層樓高度的捷運新店線二二一標潛盾隧道，昨日正式貫

通。 

(93) 「你看，北京的變化真快，這種新的東西，一個一個出現了。」他

在燭光下出神的說。 

(94) 黃昏時，故宮旁邊的老樹蔭下，手搖團扇的老北京人談論的依舊是

物價和生活，以及最近前北京市長陳希同貪污的案子會不會有結果。 

（中央研究院的平衡語料庫語料） 

 

例句（91）和（92）之陸標（LM）較例句（93）和（94）的容易理

圖三-19 「下」之容器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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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因為有實體範圍的陸標（LM），也具有一個明顯的空間範圍，像是在

建築屋裡。相對之下，例句（93）和（91），其陸標（LM）對應的分別是

燭光下的光線和樹陰下的陰影較為抽象，並不是單單指在某一陸標（LM）

以下，而是含有一種籠罩、覆蓋的含意，故將之歸類在容器以內，我們以圖

三－19 呈獻。 

 

 

 

3.6 小結  
 
我們運用了陸標（LM）和動體（TR）以形象圖式的方式分析了現代

漢語「上」、「中」、「下」的空間方位語義；在李明懿（2000）對「上」

的語義分析做了一些歸納，將其原本的三大類圖式，其中每一大類又分別有

五、四和三個次圖式歸納為三類，即「表面」、「高處」、「容器」圖式。

我們也將現代漢語「中」和「下」的空間方位語義分別歸納出「中間」、「容

器」、「範圍」圖式和「低處」、「表面」、「容器」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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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現代漢語時間的探討 

 

 

 

4.1 現代漢語的時間概念  
 

人們對空間和時間的認知都反應在語言的表達上，它們的關係是密不

可分的。齊滬揚（1998）指出現代漢語的時間系統是屬於線形的，因為時間

總是朝著一個方向走或流動，離不開時間軸上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圖四－

1）。所有的物體都存在一定的空間中，時間並沒有因為引申而擺脫空間概

念。藍純（2005）引用［Yu（1996：86）］提到三種空間模式來構造時間

的概念： 

 

一、線性模式（Linear Model）：時間是單向的，從「過去」經由「現

在」到「未來」，或反之，即從「未來」經由「現在」到「過去」。 

二、循環模式（Cyclic Model）：時間是雙向的，所構成的是一個閉

合的圓，可以從「過去」出發，往前走又回到「過去」。 

三、螺旋形模式（Spiral Model）：時間佔據的是一個三維空間，盤旋

而上或向前。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漢語的時間概念是屬於線性模式的，而不

是循環或螺旋形模式構造的。藍純（2005）以「Time passing is motion」
45的概念提出了漢語在時間概念的兩種可能性：Time passing is motion 

                                                 
45 Lakoff (1993：216-217) 對 Time passing is motion 做了以下闡釋：他認為時間可視為物

體；而時間的流逝是物體的運動所致，這運動是單向的、而且是持續的；觀察者的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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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ng horizontal axis 和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下

節 4.1.1 和 4.1.2 為時間概念兩種可能性的進一步分析。 

 

4.1.1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horizontal axis 
 

時間概念是從空間概念隱喻而來的，漢語有「時間在動」和「自我在

動」兩種隱喻。我們從圖四－1看所謂的「時間在動」，我們參照Lakoff （1993）

將「時間」表示為一個一個的物體，而觀察者的位置是固定且面向時間，與

時間相對；時間是從觀察者身邊流逝，「現在」與觀察者同在一個時間位置，

在觀察者身後是「過去」的時間，而面對的是「未來」的時間。這可以帶出

漢語裡的一些表時間常用的詞語，如以下例句： 

 

(95) 過去、去年、現在、當前、將來… 

(96) The time will come… 

(97) I am looking ahead to Christmas. 

藍純（2005:165） 

 

 

 

 

 

 

 

                                                                                                                                              
是「未來」，和觀察者處在同一位置上的是「現在」，「過去」則是在觀察者的後方。

所以，橫向模式（Time passing along horizontal axis）是許多英語研究者認為唯一的模式；

而藍純（2005）則認為垂直模式也在英語裡存現，見小節 4.1.2。 

圖四-1 時間在動－隱喻與時間的關係 



第四章 現代漢語時間的探討 

 63 

圖四－2呈現的則是「自我在動」46，即觀察者本身是動著的，觀察者

此時並不是在固定的位置（相反的在「時間在動」時，觀察者不動）。觀察

者是走向他面向的前面、未來的時間，而時間像是一個個固定的的地點，觀

察者走過的點則成為「過去」，「現在」與觀察者的所在位置相同，而「未

來」是觀察者要走向的時間。如以下例句： 

 

(98) 走過四季、前程… 

(99) He passed the time happily. 

(100) He arrived on time. 

(101) We’re getting close to Christmas. 

藍純（2005:165） 

 

 

 

 

 

 

 

 

「時間在動」和「自我在動」是時間概念在橫向座標時呈現（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horizontal axis），與Lakoff & Johnson （1980：76）

所提出「時間從我們身邊經過」（Time passes us）的兩個次類相呼應，即：

一、我們移動而時間靜止，即「自我在動」；二、時間移動而我們原地不動，

即「時間在動」。這兩者都蘊涵著時間由我們的前方經過我們到我們的後方

去。 

                                                 
46 藍純（2005：146）將「自我在動」解釋為時間流逝是觀察者在一個平面風景上的運動，

而時間是沿著一個平面風景展開的一個個固定的地點。 

圖四-2 自我在動－隱喻與時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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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  
 

藍純（2005：147-148）以兩個特例形式分析在垂直座標上（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的時間概念；其一是時間沿著一個縱向風景展

開的一個個固定的地點，較早的時間處於較晚的時間上方，如：上一代、上

次等，較晚的時間則是下一代、下次等。另一個特例是人們（帶著他們的行

李）沿著風景往下朝著未來運動；他們也可以逆向往上運動去重新造訪一個

較早的時間；所以，未來在下，過去在上。如，由此上溯到漢朝、一代一代

傳下來等（見圖四－3）。 

 

 

 

 

 

 

 

 

 

 

另外梁萍（2009）也有同樣的說法，那就是在垂直座標上，「上」為

時間上的早、「下」為時間上的晚。可是，我們認為以上的「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裡，藍純（2005）和梁萍（2009）並沒有很詳細

的說明，為何較早時間是處於較晚的時間上方；或「上」為時間上的早和「下」

為時間上的晚，例如「上一代」、「下一代」？還有，為什麼藍純（2005）

說人們（帶著他們的行李）是沿著風景往下運動的？ 

圖四-3 藍純（2005：148）未來在下&過去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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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進一步解釋以上問題，我們試著以「時間如流」這個隱喻來

分析說明。時間像是沒有終點的河流，從高處往下流。我們說逆流而上、順

流而下，所以河流的前面為上，河流的後面為下，即前為上、後為下。我們

將過去的時間比喻為上，即將到來的時間比喻為下，故有：上星期（過去）、

下星期（即將到來）等。另外，我們看看不管是英、漢按事件、年代記錄的

歷代年表，皆以最先發生的為前（上）再順序往下記錄，如中國五千年的歷

史朝代年表，從最先的夏、商、周等開始排序一直到明、清朝，如圖四－4

和圖四－5；還有英語的歷代年表為：前為上、後為下，如圖四－6。 

 

 

 

 

 

 

 

 

 

 

 

 

 

 

圖四-5 中國歷史朝代年表－前為上、後
為下－擷取自維基百科（二） 

圖四-4 中國歷史朝代年表－前為上、後為下－擷取自維基百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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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時間如流」，我們亦可解釋藍純（2005）的垂直座標的第二條

特例，為何人們是往下運動著；因為後為下，人們所面對的走向是未來，「後」

亦是未來，所以以「下」為之。Shepard& Hurwitz（1985：106-107）也曾提

出人的視覺特徵是「前為上、後為下」，因為人是直立行走的，我們的視覺

點會因此比地平面高，所以當我們觀察前方一前（B）一後（A）的兩點的

時候，我們會因為投射的關係而產生最前方的一點為上（B’），後一點為下

（A’），如圖四－7 所示。 

 

 

 

 

 

 

 

圖四-6英語的歷代年表－前為上、後為下 －擷取自維基百科 

圖四-7 Shepard& Hurwitz (1985) 前為上、後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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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off (1993:216-217)提出英語在時間概念裡，是以「未來的時間在觀

察者的前方，過去的時間在觀察者的後方」，橫向座標模式是唯一可能的模

式；我們試者以Lakoff（1993）提出的概念解釋漢語的時間概念。我們看看

以下的圖四－8 所示： 

 

「未來的時間在觀察者的前方，過去的時間在觀察者的後方」 

（Lakoff，1993）： 

一、當觀察者在「現在」的位置時，其前方為觀察者的「未來」，

而觀察者後方則是時間已流逝的「從前」。 

二、因為時間為物體，我們以「T1」、「T2」、「T3」等來表

示一個個的物體「時間一」、「時間二」、「時間三」等，以

此類推。 

三、「T1」、「T2」、「T3」等亦有前後順序之分，靠近觀察

者的「T1」為「前」、「T2」為「後」；我們稱「T2」為「後

1」、「T3」為「後2」等，以此類推。 

 

當「自我在動」，以觀察者為參照點往前走時，時間已經開始流逝，

在觀察者後面的已經形成「過去／從前」。當以「時間在動」，我們以時間

為參照點的時候，觀察者在「T2」的時候，「T1」即已流逝而成為「過去」，

從觀察者的身邊流逝，那麼較早的時間在較晚的時間前面，所以我們「時間

在動」的「前」、「後」與觀察者「自我在動」面向的「前」、「後」已有

區別；時間上所指的「後天」、「後來」表的是未來，而「前天」、「以前」

圖四-8 未來在前，過去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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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是過去。另外，以「時間如流」來解釋「上／下」，就如之前所說的逆

流而上、順流而下，上為過去、下為未來；所以當觀察者在「T2」時，「T1」

就已經成為過去，就如我們所說的有「上星期」、「上次」；在觀察者前面

的未來就有「下星期」、「下次」等。 

在Time passing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也存有英語的時間概念；它

並不像許多學者認為橫向模式是表時間概念的唯一模式。只是英語時間概念

在縱座標裡呈現了互相矛盾的現象，在英語的時間隱喻裡有 Towards a later 

time is up 和 Towards a later time is down，如以下例句所示： 

 

(102) from 1918 up to 1945 

(103) from the Middle Ages up to the present day 

(104) There has been a chapel here down all the years my family has lived in 

this house. 

(105) It had been occupied as a palace by all our kings and queens down to 

James I. 

藍純（2005：166-167） 

 

例句（102）和（103）的「時間較晚為上」（Towards a later time is up）

與例句（104）和（105）的「時間較晚為下」（Towards a later time is down）

相互矛盾。文化價值觀和空間隱喻「上／下」有整體相合性，及正值相合，

與負值卻不相合（Lakoff & Johnson，1980：22）。Lakoff & Johnson（1980）

提到 The future will be better 能與 The future is up 、Good is up 相合，而與 

The future will be worse 不相合；在反應到時間隱喻的時候，人們對 Towards 

a later time is up 能夠給予認可，因為未來是好的；藍純（2005）認為與The 

future will be better 相對應的是 The past was better，而 The past was better 

這觀念正好運用在 Towards later time is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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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分析，所以英、漢語在空間裡的時間隱喻皆能在橫向模式和

縱向模式呈現，而並不是眾學者認為只有橫向模式可以表達英語的時間概

念。 

 
 
4.2 現代漢語「上」的時間語義探討  
 

呂叔湘（1980）指出「上」除了空間語義，如上一章所說的「表面」、

「高處」和「容器」語義以外，它亦可表前一半時間或過去的時間。我們從

中央研究院的平衡語料庫和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的語料庫裡得到與時間

有關「上」的語義47有以下例句： 

 

(106) 本院宿舍區，研究院路二段六十一巷及七十巷，分別於四月七、八

日晚間及白天遭宵小侵入破壞或偷竊，嚴重影響同仁居住安全，上

個月亦有停放院區內之車輛，遭人破壞竊取零錢等事故… 

(107) 很長一段時間，我查檢了一本又一本的書籍，閱讀了一篇又一篇的

文稿，終於將信將疑地接受了這樣一個結論：在上一世紀乃至以前

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中國最富有的省份不是我們現在可以想像的

那些地區，而竟然是山西。 

（中央研究院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WordSketch Engine） 

                                                 
47
 我們先從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前200筆語料開始分析，由於表時間上的語料較少，故

我們也試著從中央研究院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裡找出與時間有關的語料以便分析。 

圖四-9 例句（106）和（107）之時間呈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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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106）和（107）的「上個月」、「上一世紀」屬於過去的時間

描述。為什麼「上」可以是過去時間？我們在本章上一節提到現代漢語時間

映射裡「未來在下、過去在上」的理論來支持我們的論點；如以上圖四－9

所示，我們將圖四－7【Shepard& Hurwitz (1985) 前為上、後為下】的B’－A’

映射到縱座標上的「上／下」表現出現代漢語「上」在時間語義其位置的圖

式。所以，例句中的「上個月」、「上一世紀」是指過去的時間，見圖四－

10。 

 

 

4.3 現代漢語「中」的時間語義探討  
 
我們將抽象的時間概念以容器隱喻來表達－「中」的時間語義，試看

以下例句： 

(108) 昨天巡視花蓮司法單位表示，法官幾乎友一半的時間是耗費在寫裁

判書，法官已經不勝負荷急速增多的案件，一週中有四、五天要加

班，應該簡化裁判… 

(109) 我還有一位精彩的老師，他則帶著我四處遨遊，讓我想到了好多好

多。九年中第一堂是國文課，最後一堂也還是國文課。…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圖四-10 「未來在下，過去在上」－上/下的時間語義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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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在過去的兩個月中，我曾有很多機會與中研院各階層有關同仁與關

心中研院的朋友們，討論了許多有關「怎樣提昇中研院」的問題。 

（中央研究院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Wordsketch Engine） 

 

從以上例句（108）－（110），「一週中」、「九年中」和「在過去

的兩個月中」這些抽象的時間概念，可視為時間軸上的一個時段（如圖四－

11），就如呂叔湘（1980）所提到的「中」可以指在一定的界限裡，像「一

週中」指的是在一星期、七天的界限裡的這個時段，其邊界為隱形的、是被

包圍的，故我們可將之視為容器隱喻概念。 

 

 

 

 

 

 

 
 
 

4.4 現代漢語「下」的時間語義探討  
 
我們從Shepard& Hurwitz (1985) 所提出的「前為上、後為下」理論，再

將之映射到「上／下」的縱座標，藉以表現出現代漢語「上／下」在時間語

義其位置的圖式（如圖四－10 所示），如以下例句所示，所指皆為未來、

將要到來的時間。 

 

(111) 這位堅持不指定接班人、每次都強調會帶微軟走下一個十年的領導

者，未來還是把重心放在軟體。 

圖四-11 「中」的時間概念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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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曾特別做了各場次的背景說明，不僅對勞工青年們，也希望他們為

人類邁入廿一世紀而努力，因為到下一世紀，九年時間內對工會運

動而言，是一九九０年代嚴重的挑戰。 

(113) 在一九八七年取得註冊，由美國皇冠出版公司發行，大蘋果目前已

透過皇冠向美國版權註冊局取得註冊證明，下周將對此事採取法律

行動。 

(114) 上司要你在年底聖誕節前，提報下一年度計劃，從現在（十月）開

始算，還有近三個月時間。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4.5 小結  
 
在現代漢語「上」、「下」的時間語義，我們將Shepard & Hurwitz (1985) 

所提出的「前為上、後為下」的理論，經過映射帶入到縱座標，以「上／下」表

示時間；另外，現代漢語「中」是藉由容器隱喻來表達其在時間軸上的抽象時間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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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現代漢語狀態的探討 

 

 

 

5.1 現代漢語的狀態概念  
 

漢語依賴空間隱喻而建構的除了空間引伸得來的數量、社會地位和時

間，還有狀態。在事件結構隱喻 （Event Structure Metaphor） 裡，Lakoff 

（1993：219）列出以下為英語中事件結構隱喻的映射組成要素： 

 

狀態是地點（States are locations） 

變化是運動（Changes are movements） 

誘因是外力（Causes are forces） 

動作是自發的運動（Actions are self-propelled movements） 

目標是目的地（Purposes are destinations） 

方式是道路（Means are path） 

困難是阻礙運動的障礙（Difficulties are impediments to motion） 

預期的進展是旅程安排（Expected progress is a travel schedule） 

外部是見是大的、移動的物體（external events are large, moving 

objects） 

長期的、有目標的行動是旅程（Long term, purposeful activities are 

journeys） 

 

而Yu （1996）認為在漢語主要探討了事件結構的各個面向的有：狀

態、變化、過程、動作、原因、目的、方式等，我們是透過隱喻，藉由空間、

運動、力量等的概念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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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上／下」的形象圖式投射看事件結構隱喻在表明狀態時，較

理想的狀態處於上方，而較不理想的狀態處於下方，所以朝著較理想的狀態

改變是屬於向上的運動，相較之下，朝著較不理想的狀態改變是向下的運

動。好比如說，我們是直立行走的，頭在上，腳在下；以健康狀況來說，一

個健康的人是以站姿或坐姿、行走等進行每一天的活動；如果一個人的健康

狀態不佳，則會倒下臥病在床不起。這就是我們對狀態理想時為上、不理想

為下。 

藍純（2005）運用了Shepard & Hurwitz（1985）所提出的「前為上／

後為下」與「較理想為上（公開狀態）／較不理想為下（私密狀態）」結合

為圖五－1 所示。 

 

 

 

 

 

 

 

 

 

 

 

 

 

 

從上圖我們看到藍純（2005）將「私密狀態」與「較不理想狀態為下」、

「公開狀態」和「較理想狀態為上」相併合在一起；因為我們說概念隱喻是

與我們人類的生活經驗有關，當我們站在公開場合的時候，我們是站在人群

前，屬於公開的狀態，而當我們是在人群後時，表示這是屬於私密性的場合，

所以為後。另，我們說「台面上」、「台面下」，前者表示公開的，而後者

圖五-1 轉載自藍純（2005：156）橫向座標與縱向座標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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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屬於不可告人的、私底下進行的，所以圖五－2 可以清楚的呈現「上／前」

屬較理想、公開的狀態，「下／後」則是較不理想、私密的狀態。像道德高

尚為上、道德低賤為下，品質較好為上、品質較差為下等。 

 

 

 

 

 

 

 

 

 

 

 

 

 

 

 

 

 

 

 

Lakoff （1993）和 Yu （1996）認為事件結構隱喻是有雙重性的。

當我們說意識狀態的時候，我們只說「下意識」，即心理學的「潛意識」，

指的是意識和無意識之間的心理過程；但是我們並沒有與「下意識」對稱所

謂的「*上意識」；另外，事件動作完成狀態時，我們可以說「丟下、拋下

孩子」，但我們也可以說「創下佳績」，可是在不理想的狀態時為下，而這

裡的「創下佳績」卻是表示理想狀態的；根據 Lakoff （1993）事件結構隱

喻有所謂的位置模式（Location-dual）和物體模式（Object-dual），狀態即

是位置，當狀態改變時就是位置改變，如果是向較理想的狀態改變就是向理

想的位置移動；當一個較好的動作完成被定向為下的運動時，如「創下佳

績」，它反應的是動作對象（佳績）的位置改變，可以將之想像為本來是飄

浮著，後來被抓在手裡，動作往下（grab），成為某人所有物。因為根據物

圖五-2 較理想狀態為上、較不理想狀態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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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模式，特徵被視為所有物，變化則是所有物的運動，那就可以獲得（抓在

手裡）或失去（拋棄）所有物。 

 

 

5.2 現代漢語「上」的狀態語義探討  
 

呂叔湘（1980）在《現代漢語八百詞》裡指出，當前面帶有介詞「在」、

「從」的時候，「上」可指方面。我們就上一節從形象圖式投射看事件結構

的隱喻，我們知道狀態理想時為上，不理想時為下。我們在語料庫裡得到以

下例句，並能確切的帶入圖五－3解釋從「在ｘ上」所帶出下文來看，它的

確有理想或公開的含意；它們指的是事物的某一「方面」，像在賭桌方面、

在網路方面、在經濟方面、在其他產業方面；從句中上、下文我們可以看到

它們都屬於理想和公開的狀態。 

 

 

 

 

 

 

 

 

 

 

 

 

 

 

 

圖五-3 例句（115）－（118）之狀態「上」呈現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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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看以下例句： 

 

(115) 在賭桌上，她像貓般玩弄著失敗的老鼠。這並沒有違背蘭修女的教

誨，因為賭博是自願的… 

(116) 建立在網路上的主從架構不但把大型電腦打得節節敗退，同時帶動

資訊服務市場迅速擴大。 

(117) 近年日本與亞洲其他國家的貿易與投資金額劇增，在經濟上也減輕

對美依賴。 

(118) 如果日本繼續在鋼鐵、汽車、消費電子和其他產業上稱霸，企業界

當然舉雙手歡迎一批批只知紀律和服從的大學生加入陣容…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另外，當我們要表示一個過程、狀態裡的一個點（時點）的時候，我

們亦用「上」來表示之，這是表示時間軸上的時段上的一個時點，見圖五－

4及以下例句： 

 

 

 

 

 

 

 

 

 

(119) 但是發言的台商代表則在會上呼籲，要所有台商聯合起來，儘快促

成兩岸直航。 

(120) 以亞太營運中心為例，年終記者會上，連戰承認，臺灣要成為亞太

營運中心，三、五年內不急起直追，就會喪失機會。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圖五-4 例句（119）和（120）之狀態呈現示意圖 



現代漢語空間、時間、狀態的探討－以上、中、下為例 

 82 

5.3 現代漢語「中」的狀態語義探討  
 
呂叔湘（1980）指出當「中」用在介詞「在」、「從」等後面的時候，

表示情況或狀態；或是過程、一種持續的狀態。另外，呂叔湘（1942/1991）

在《中國文法要略》裡提到，當動作完成時就變成狀態；又，假如一個動作

連緜下去，也就成為一種狀態。楊江（2007）將“戰鬥中”、“在比賽中”、“在

失望中”、“正在進行中”等稱為活動和狀態的持續和未完成。我們看看以下

例句： 

 

(121) 在需身體接觸項目中，有百分之六四點四贊成禁止愛滋病帶原者；

其他項目選手也有百分之五四點七贊成這一限制。 

(122) 過去曾有人強烈反應教科書的價值應該中立，據指出，過去會有這

樣的反應，主要是在過去的時代型態中而有的反應，但是在不管是

教育理想還是教育理論，教科書的價值是不應該中立的… 

(123) 蔡金財已經退休，他對於教育界的一些意見當然有表達的自由，不

過教育局要強調，在整個陳情事件中，並無公權力不彰的情形。 

(124) 但因今年融資餘額增加幅度最迅速的時點，是在指數由三千三百點

彈升至四千點的過程中，而時間則在三月份，因此，由指數下挫的

幅度計算，大盤未來將逐漸逼近融資餘額大幅成長的區域… 

(125) 他說：在科學家的立場上，我可以說比賽中的接觸沒有關係。…他

說，從來沒有因為比賽中接觸而染上愛滋病毒的記錄，但誰也不想

成為第一個。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圖五-5 現代漢語中的狀態語義探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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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5 所呈現的是例句（121）－（124）其中的例句（123），它

們指的是情況或狀態，「在X中」前面帶的是 NP（X）。 

 

(126) 類似的提案在參院也正進行中，提案者之一布萊德里最近已先發信

給所有國際奧會成員，一百位參議員中有六十人聯署。 

(127) 緊接著簡單的就職典禮後，中央研究院的第三次院士會議便在考古

館樓上召開。胡適院長在開幕式的致詞中，談到了不少令人深思的

話，他談到「科學是一個方法」，「民主是一種生活的方式，生活

的習慣」，不要把科學民主人格化、偶像化而盲目的崇拜。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圖五－6 所是為例句（126）和（127）的圖式說明，這裡的「中」指

的是持續狀態、是一種過程，我們可以發現它與例句（121）－（125）的不

同處是「在X中」；這裡的 X 是指某一種行為的活動狀態，也含有時間性，

由 VP 充當（邢福義，1996）。 

邢福義（1996）也提到當「X中」的 X 是由AP來擔當時，它所表示

的是心理的狀態、神智的狀態等，與「VP中」一樣表示某種狀態，含有過

程的語義（與圖五－6相似）。見以下例句： 

 

(128) 惶恐中，母親把螞蚱放飛了。 

(129) 昏迷中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突然眼前一亮… 

邢福義（1996：10） 

圖五-6 現代漢語中的狀態語義探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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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現代漢語「下」的狀態語義探討  
 

我們在 5.1 討論狀態概念時提到「較理想的狀態為上」，反之「較

不理想的狀態為下」。呂叔湘（1980）將【在＋名〔＋之〕＋下】指為條件，

而且名詞前要有修飾語指抽象事物，我們將以下所呈現的例句帶入狀態下的

圖式，見圖五－7。 

 

 

 

 

 

 

 

 

 

 

 

 

(130) 「五年內不會出營建署大門」今年的全國建築會議中，新任營建署

署長黃南淵，重提管理條例，在不景氣的大環境下，加上公會改變

態度，傾向支持，使得法令又重見天日。 

(131) 溫生台很焦急地說，源興在國際競爭的壓力下，資源有限，只能再

等半年，就要決定是在大陸或者墨西哥設廠。 

(132) 面對美國內需市場旺盛、韓國以規模取勝、台灣靈活刁鑽等各具獨

特優勢的挑戰，日本在濃厚的憂患意識下，將以什麼策略決勝未來？ 

(133) 營建署雖然有心要扛起建立產業秩序的責任，但是以一個政府的三

級單位，資源和人員都有限的情況下，所做出的一百七十項建議案

中，立法修法的有二十九項…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圖五-7 例句（130）－（133）之狀態「在X下」呈現示意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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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130）－（133）中所指的「在…下」都有較不理想的狀態，唯

它們沒有之前所提到的較不理想的狀態也含有私密的狀態。這些例句都表示

了在某事物所面臨的條件下，而且是極不理想的狀態。但是我們在語料裡也

發現了一些「在X下」的例句並沒有所謂的不理想狀態： 

 

 

 

 

 

 

 

 

 

 

 

 

 

 

(134) …可讓電腦直接上網路的微軟新產品「視窗九五」，在兩億美元的

強勢行銷下，一上市就造成風潮。 

(135) 在兩億美元的強勢行銷下，滾石合唱團的「開啟我」（ｓｔａｒｔ

ｍｅｏｎ）一曲，成了推銷視窗九五的主打歌… 

(136) 已經有這麼多企業，在靈活、氣魄等各種策略交叉運用下，已為台

灣進入下一個世紀的全球競爭中，提前「搶跑道」。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以上例句（130）－（133）與例句（134）－（136）的「下」，我們

認為它都表示條件，其所不同之處是，例句（130）－（133）「下」前面所

帶的是動詞，而非如例句（134）－（136）前面所帶的名詞。故，以上例句

圖五-8 例句（134）－（136）之「在X下」狀態示意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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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都指條件，我們推論「在X下」前帶名詞一般有不理想狀態的含意，當

「在X下」前帶動詞，它沒有狀態概念所推論的較理想的狀態為上、不理想

的狀態為下，僅只是純粹為條件而已。 

 

 

5.5 小結  
 

我們從語料庫裡得到的「上」、「中」、「下」狀態語義發現，「在

X上」可以表示條件，含有公開、理想的狀態，反觀「在X下」，雖然也表

示條件，但是如果 X 為名詞，句中語義有較不理想或私密的狀態；如果 X 

為動詞，則句中純粹僅表示在某條件下的語義。另外，「上」可以表示一個

過程，為某個時段狀態的一個時點；「中」則是持續進行的活動狀態，結束

即是完成。 

 

 

 

5.6 隱喻與狀態的關係  
 

我們在第五章開始時提到漢語依賴空間隱喻而建構的除了空間引伸

得來的數量、社會地位和時間，還有狀態。在上、下基本空間語義形象圖式

（圖三－1），我們透過空間引申以隱喻拓展出可以相對應到英漢的狀態關

係。 

我們以直立的人體經驗為出發點，當我們感到高興、快樂的時候，我們

會很自然的抬頭挺胸往前走；但是一旦遇到困難挫折時，整個人就會垂頭喪

氣；其實，這些日常生活的經歷都反應在表空間的「上／下」和「Up／Down」

的抽象概念的隱喻裡。我們看看以下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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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一連串的喜事讓他一步步的攀向快樂的頂峰。 

(138) 莫名的失敗使他心情跌落到谷底。 

蘇以文（2005：9） 

(139) I’m feeling up. 

(140) I’m depressed. 

Lakoff & Johnson (1980:15) 

 

除此之外，「上／下」也可以相對表示「好」與「壞」的抽象概念；像

人品、物品、事件品質等的好壞。如果它們品質是好的，我們大拇指會往上

表示贊同，反之，大拇指往下，則是對此不贊同。如以下例句： 

 

(141) 這種茶葉很昂貴，可說是茶葉界中的上品。 

(142) 這個模特兒的氣質，看起來相當的高貴。 

(143) 這傢伙怎麼可以無端做出這種下流的事。 

蘇以文（2005：11） 

(144) Things are looking up. 

(145) Things are at an all-time low. 

Lakoff & Johnson（1980:16） 

 

漢語上、下除了有以上的情感狀態，其實通過在上、下基本空間語義

形象圖式還可以引申出與數量、地位有關的含意。英語常表示「More is up, 

less is down」，這相等於漢語以「上」和「下」當作始源域（Source Domain）

時，目標域（Target Domain）為表示「多」和「少」的隱喻概念，如以下

例句所示： 

 

(146) Hope my income rises every year. 

(147) His income came down this year. 

(148) 今天的股市開始上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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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 今年的出口率減少百分之三十。 

藍純（2005：136） 

 

我們發現不管是漢語還是英語，其始源域「上／下」、「Up／Down」

顯示在以上例句中的「rises」、「came down」、「上揚」和「減少」，它

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經驗是有關的。好比如說，我們將水倒入一個空杯子裡，

當我們往杯子裡倒的水越多，水位則會上升，相對的當水位低時，表示水量

少，我們將這種經驗對應到數量的多寡和上下方位連結，而帶出了隱喻

「more is up, less is down」（Lakoff & Johnson，1980）。 

除了始源域「上／下」可以表示數量多寡以外，它也可以引伸出對社會

地位高低隱喻的抽象概念。試看以下例句： 

 

(150) 男性地位在女性地位之上。 

(151) 女性地位在男性地位之下。 

藍純（2005：136） 

(152) Everyone uses the cafeteria, from the managing director down to the 

office boy. 

朗文線上英語字典 

(153) He has a lofty position. 

(154) She’ll rise to the top. 

Lakoff & Johnson (1980:16) 

 

英語和漢語都藉助空間位置的高地，即「上／下」、「Up／Down」來

隱喻社會有權力和地位高或社會地位低的人；在這現實社會裡，權力與地位

是成正比的，社會地位越高、就越有權勢，我們以「上」、「Up」代表之；

反之，則為「下」、「Down」。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著重男輕女的傳統文

化思想，所以在隱喻上，男性的地位遠比女性高，故我們可以在例句（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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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51）中看到，「上／下」反應了人們對社會地位高低的認知。英語也

具體表現了「Up／Down」在空間概念上的隱喻概念的高低，好比如說：「high 

status」和「low status」，前者代表了地位高者，而後者則是地位低者。在

例句（152）的「down」指的是從高級主管到低層的班公室的工友，這引伸

了從高到低的工作身分地位。 

另外，我們發現除了「上／下」、「Up／Down」一般學者所討論的社

會地位以外，「中」、「Middle」也有社會地位、等級的概念。不管是英語

或漢語，社會階級可分為三級，如英語的「upper class」、「middle class」

和「lower class」，這可以對應到漢語的「上層階級」、「中產階級」和「下

層階級」；所以英語和漢語對社會等級亦是從空間延伸拓展成隱喻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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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學語法與排序理論 

 
 

 

6.1 教學語法與排序理論（教學語法架構）  
 
對外華語文教學的目的是要增進華語學習者對語言溝通的能力。鄧守

信（2009：8）指出我們在對外華語文的語法教學重心不是在於語法知識，

而是在於語言規則的掌握還有它們在適當語境的使用；我們必須要在教學語

法裡考慮到學生的語言學習心理層面的因素，並納入心理學、教育學還有第

二語言習得研究所得到的結果，進而建造教學語法的理論架構，提供語法項

目、規則還有它們的教學排序。 

而學生對某語法點學習成效在於語言教師該教什麼、什麼時候教、還

有應該怎麼教。另外，我們也需要針對不同的學習者的母語背景做語法點的

教學，這樣才是有效的語法教學；而在學習者的學習過程中，應幫助他們在

漢語語法結構的習得，而不是分析漢語語法。 

 

 

6.1.1 教學語法的定義  
 
首先，我們必須說明，教學語法與語法教學的關係。誠如我們前面所

提到的，教學語法是理論語法的研究，它必須考慮到學習者他們心理層面的

因素，然後加入心理學、教育學還有第二語言習得的研究，以此建立屬於教

學語法的理論架構，藉此建立語法點、規則還有排序；語言教師藉由語法教

學的實際操作來驗證學習者的第二語言習得以及他們在教學法上的教學效

果（如圖六－1 所示，轉載自鄧守信（2009：9）《對外漢語教學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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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 教學語法與語法教學的關係 

 

在教材與教學上，我們首先須考慮語法點的結構、語義、語言頻率、

偏誤分析、還有跨語言差距，再依其不同程度的困難度作分析來作為語法點

的教學排序，最後才應用在實際教學上。鄧守信（2009：65）指出教學語法

包括以下九種屬性： 

一、學習者導向體系（Learner-oriented） 

二、教師用教學語法 

三、學習者用教學語法 

四、規範式教學語法（Prescriptive） 

五、累進式教學語法（Accumulative） 

六、規則是教學語法（Rule-based） 

七、列舉式教學語法（Itemization-based） 

八、定式教學語法 

九、排序式語法點 （Structural Sequencing） 

 
顧名思義，學習者導向是以學習者為教學中心，教師所扮演的是輔助

的角色，負責幫助學習者習得語法知識以期能夠讓學習者運用所習得的知識

表達，達到實際溝通的目的。而教師用教學語法的主要考量是架構和系統的

因素，教師需要在教學語法範疇裡討論某個語法點的難易度還有先後教學排

序等問題，因為教學語法能夠為語法教學提供學習理論上的基礎，能夠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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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更有效的學習；學習者只需要學習，並不需要知道語法教學的排序考

量，學習者用教學語法只看結果。 

教學語法是屬於規範式的教學，語料篩選著實重要，教師教導學生必

是經由社會價值評價過、優質的語言。比如說「昨天他有來」、「這個蛋糕

很好吃的說」等受到方言影響的台灣國語，自然就不能在課堂上教授學生；

所以教學的語料是規範是的。累進式教學語法包含兩個觀念，即語法結構的

階段性教學（Structures in stages/phases）和每一階段均是完整且正確的教學

（Phases as Complete Units）。各種不同的結構放在不同的階段教學，而同

一結構的次結構也應該分階段性教學；不管怎麼樣，每一個結構在分階段教

學的時候都應該是一個完整且正確的，而非過渡性的48。所謂規則化教學語

法，鄧守信（2009）以分裂句「是…的」為例，其實「…的」是一個結構，

「是…」是另一個結構；而在「是」後的焦點為何，並沒有完整的探討，這

雖然是基礎的研究，但是在教學上需要解決。另外一個教學語法屬性並不被

語言學家所接受的是列舉式教學語法，但是因為語言學上尚未有明確定論的

語法點，所以在教學上最適合的方式是列舉法教學。「一…就⋯」、「雖然…

可是…」等結構以定式法教學對學習者的學習有利。 

語法教學最重要的一點是在語法點的排序，除了內部的排序，還有外

部排序。如一個多義詞彙「了1」和「了2」，教師也要決定哪個先教，哪個

後教，這屬於內部排序；而外部排序如能願組「能」、「會」、「可以」，

除了排序前後教學次序，有的時候也可以因為語境而同時教學，像在自然對

話中回答時可以是「能」或「可以」。 

 為了判斷語法教學的屬性，我們必須討論各個語法的面向來看其困難度，

再經過驗證、討論，然後將之分階段性，以便制定教材之教學排序。而教學

語法的語法困難度的定義是依據學習者對語法點的習得。一般來說，如果學

習者能夠自我糾正，則表示他們的習得能力較快，對他們來說語法困難度

低；另外，如果使用頻率高，那代表學習者應該已習得了，相對的其困難度

也低；當學習者對某個語法點使用迴避（Avoidance）的態度時，那將表示

                                                 
48 累進式教學語法（Accumulative）的每一階段是完整且正確的教學，鄧守信（2009：67）
以HSK為基礎，做了部份整理，很詳細的介紹了“把”的累進式教學。另註：HSK把語法
等級分成甲乙丙丁四級，但是他們並沒有解釋，給予理據說明某語法結構為何列入某一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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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語法點對學習者來說可能是困難度高的。當一個學習者在學習目標語的時

候，如果還沒有達到習得而有所呆滯不前的時候，能夠經過幾次的教師糾正

或自我修正以後習得該結構，那表示該學習者並沒有化石化

（Fossilization），所以屬於困難度低。如果偏誤持續無法改善，那麼就呈

現化石化現象。我們也可以以偏誤出現的頻率來看困難度的高低程度，如果

語法困難低，那麼學習起來也相對簡單，也就不常產生偏誤了。 

我們根據以上的困難度定義整理出下圖（圖六－2），以俾讀者能夠

清楚的分辨教學語法之語法困難度低的評定：－ 

 

 
圖六-2 教學語法之語法困難度低的評定 

 

 

而造成教學語法之語法困難，其難易度界定的準則，鄧守信（2009）

提出了以下幾個原則供參考與討論： 

 
原則一：結構複雜度越高，困難度越高（圖六－3） 

如果一個語法點的結構複雜，它將會造成學習者學習的困難度。在漢

語中結構複雜的語法點可分為以下四大類： 

（一）非典型結構困難度高－漢語的典型結構為 SVO ，而這裡指的

其中一項非典型結構是 OSV，即賓語提前的「話題句」。會造成學習者困

難度高的原因是因為對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來說， 在他們的語言裡並沒有 

OSV 這個結構，所以當他們在學習漢語的時候，會出現干擾而影響他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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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會產生學習語言上的負遷移現象。正如學習者在學習漢語的時候，如果

兩個語言結構相同，其相同的部份就會產生正遷移的現象，漢語的「存現句」

典型結構是 SV，非典型結構則是句子主語移到動詞後形成 VS；因為轉換

變形的關係而造成困難度提高。「動前介詞組」（S PP VP）的句子結構層

次複雜，但是因為這個結構屬於典型結構，所以困難度不高；可是「動後介

詞組」（S VP PP）屬於非典型結構，但是其困難度卻高，雖然此結構與英

語相同，照理說對學習者不會帶有篇誤，但是因為在教學上，教師會以介詞

組結構教導學生，也會不斷的改正他們；故，此非典型的結構的困難度提高。

「倒裝句」因為是漢語產生焦點的機制，從典型結構 SV(O) 倒裝為 VS 為

非典型結構，在教材中很少出現，但是卻非常口語化。S V O是典型結構的

句子，賓語提前可以轉換成 O S V 成為非典型結構，而從典型結構將賓語

提前到主語後「S O V」，則是屬於雙層非典型結構，這對學習者來說，其

困難度提高了。在表層結構裡，將 S 分離成動前和動後名詞，稱為「分離

主語句」，它屬語非典型結構，即動前部份是話題，動後部份是 S 的存現

句的主語，如例句“那棵樹最近掉了不少葉子”，其深層結構是“那棵樹的葉

子”。 

 
（二）層次結構複雜，則困難度高－「包孕反覆式」是主語、賓語之

中可能出現第一層、第二層的包孕，這些層次結構複雜的句子對學習者來說

是困難的。「句補式」是由一個句子當補語，在補語標誌後包孕一個句子，

其層次結構也有困難度。因為受到母語負遷移的影響，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

在處理包孕句的機制不同；如「句主語式」中的“認識你很高興”（It’s nice 

meeting you），而非學習者說的“很高興認識你”。 

 
（三）搭配限制越嚴格，困難度越高－漢語的搭配限制嚴格，有「完

成態」和「否定句」兩類句子。漢語的完成式比英語的過去式複雜，「X+
了1」中的 「X」 須考慮與「了1」配搭的動詞、形容詞；除此之外，還有

「了1」的賓語須是有指稱的。在教學中，「不」和「沒」的區別在於前者

是有意志性和習慣性的，而後者則是一般事件的否定，或某個狀態的否定；

所以要以哪個否定跟什麼配搭是複雜的，當搭配越複雜，其困難度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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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母語無對應結構時，困難度高－因為當學習者的母語沒有和漢

語相應的結構時，他們需要建立一套新的架構，對學習者來說是困難的。但

是也有學者認為沒有相應的結構，學習者沒有干擾，學習效果可能更好；這

些理論根據有待進一步驗證。如「把字句」，因為母語為英語的學習者，其

母語並沒有此結構，所以他們會迴避使用這個結構，對他們而言，本身沒有

這個結構概念，就部會產生使用機制。「氣象句」在初級階段的時候可以以

組塊（Chunk）來教學，但是到中級時段教師則須教學習者學習如何將之分

離，而在分離此結構時會有一定的困難度。另外，「語氣助詞」的困難點在

於功能與語義的對應，教學上沒有一個系統規劃，所以對學習者來說會有相

當的困難度。 

 

 
圖六-3 原則一：結構複雜度越高，困難度越高 

 

 

原則二：語義複雜度越高，困難度越高（圖六－4） 

（一）語法點的語義具多重詮釋，則困難度增高－如果一個語法點的

語義有多義性，或者具有多重的詮釋方式，好比如說「把字句」，除了有多

義性，還可以分有意志性和非意志性，其困難度對學習者來說相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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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法點的語義具有引申義時，則困難度高－空間延伸到時間，

再延伸到狀態是語義學裡最常見的引申；「起來」與動詞搭配關係會產生

不同的語義延伸，有表空間由下到上的「站起來」、表時間，開始之義的「哭

起來了」、還有表結果的「包起來了」，這對學習者來說是很難掌握的。 

 
（三）語法點的語義具有寬廣性，則困難度高－因為語境的關係，語

法點的語義有與單一語境有關係，也與多個語境有關係，這要看狀況而定，

因為有些動詞能被替代，有的則不行。 

 

 
圖六-4 原則二：語義複雜度越高，困難度越高 

 

原則三：跨語言差距越大，困難度越高（圖六－5） 

因為語言的相似，如果學習者能夠在學習第二語言時，在語法結構或

語義找到與其母語相對應的語言成份時會產生正遷移，反之則會產生負遷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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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5 原則三：跨語言差距越大，困難度越高 

 
 

原則四：越不易類化者，困難度越高 

因為語法點沒有辦法類化，或者不符合某些系統化的定義，所以其困

難度也高。所為不易類化是指像分類詞「條」，可以和繩子、褲子、狗等配

搭，沒有一定的規律，這對學習者的學習可謂相當困難。 

 
原則五：語用功能越強，困難度越高 

句義（Sentence Meaning）與話義（Utterance Meaning）相比，在第二

語言學習中話義的習得較難，其屬於語言功能層面，對學習者的學習困難度

提高。 

 
原則六：口語結構困難度低，文體結構困難高 

在現代漢語教學中，教師會先教現代漢語語法點，到了進入報章導讀

階段時，會讓學習者接觸古代漢語語法點，又因為這與篇章銜接有關，所以

對學習者來說是困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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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6 教學語法之語法困難難易度界定的準則 

 

 

有鑑於以上的討論，鄧守信（2009：310）認為現代漢語教材的語法結

構教學順序，應該要考慮的方向有以下幾點： 

 學習導向（Learner Orientation） 

 規範導向（Prescriptive orientation） 

 累進階段（Cumulative Stages） 

 句型排序（Pattern Sequencing） 

 習得趨勢（Acquisitional Perspectives） 

 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 

 錯誤分析（Error Analysis） 

 
我們應該以學習者為導向來設計出一套適合他們的教材，這樣才能作

有效的教學，讓學習者有效的習得第二語言。縱使我們知道要建立一套教學

理論架構是不簡單的事，但是就如鄧守信（2009：311）所說「在對外漢語

這個領域中建立一套理論框架是絕對迫切必要的，唯有如此，漢語的教學和

習得才能在鞏固的基礎上繼續往前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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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教材整理與檢視  
 

本論文主要探討了台灣的《新實用視聽華語》、美國的《中文聽說讀

寫》和中國大陸的《新實用漢語課本》。我們依教材本身的分級做了以下的

整理（圖五-2），這只是一個讓讀者了解個別教材對其教材的分級的指標。

但是我們必須要考量到美國的教材分級並不能等同於台灣的分級標準，中國

大陸的分級與美國的分級又不相同，因為這與學習者的學習環境有關。在美

國的學習者，其學習中文的範圍可能就僅僅是課堂上的時間，在離開課堂以

後，他們就沒有接觸中文、練習中文的機會了；而在台灣、中國大陸的學習

者，他們在離開課堂後，所接觸的是中文環境，練習中文的機會自然就比在

美國學習中文的學習者的機會多了。所以，我們亦須將此限制條件考慮學習

者等級問題。 

 

 

 

 

 

 

 

 

 

 

 

 

《新實用視聽華語》49一共分為五冊，編者在新版教材應美國大學理

事會（College Board）宣佈的 AP （Advance Placement）華語測驗計畫，

加入了第二語言教學的五大目標（5‘C）：一，溝通（Communication）、二，

                                                 
49 《新實用視聽華語》的原版為《實用視聽華語》共1、2、3冊。後因再版修訂，將原
版的第1冊改為 1、2兩冊；原第2冊改為3、4兩冊；原第3冊保持一冊，改為第5冊。 

圖六-7 台灣、美國和中國大陸教材的級別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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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Cultures）、三，多元（Connection）、四，辨思（Comparison）和五，

實用（Communities）。此教材的重點除了讓學習者能夠使用華語基本實用

語言溝通外，還能夠以流利、生動自然的語言技巧與人溝通。中華文化的特

質與風俗習慣，還有社會、歷史、地理、人情世故亦呈現在教材裡，以讓學

習者對各類話題有能力掌握和討論。每冊教材內容皆有課文生詞解釋與用

法，語法要點和句型練習，課室活動等。 

《中文聽說讀寫》（第二版）50是在美國大學廣用的一套教材，它可

分為 Level 1 和 Level 2，而 Level 1 又可以分為第一冊和第二冊；故，此

套教材一共有三本課本。依循語言教學的最終目標，語言教學是要讓學習者

能夠以所學的語言進行溝通交流。《中文聽說讀寫》為一套兩年的教材，學

習者的學習從一般日常生活對話到涵蓋具討論性的話題的單元。顧名思義，

此套教材所注重的是學習者的聽、說、讀、寫；課本裡所用的都是生活中的

真實素材（Authentic Material）結合教學法以讓學習者能夠更貼近中文的實

際環境。 

《新實用漢語課本》51是一套依不同學習者的母語而編寫的教材，我

們在這裡所探討的是英語為母語的課本。這套教材主要是以語言的結構、語

言的功能還有其相關的文化知識，藉以訓練學習者對漢語的聽、說、讀、寫

的技能和達到能夠運用漢語進行溝通。這套教材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其教學

內容主要是針對學習者所需，給予他們創造性的學習和不斷的增強他們的學

習動力。在教學法上，則是讓學習者通過大量的操練和練習以培養他們的

聽、說、讀、寫技能，還有語法知識和組詞造句的規則。教材裡的語音、詞

彙、句型、語法和話語等都是經過設計，由簡單到複雜、由易到難、循序漸

進、不斷重現原則，以讓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更加容易和順利。值得注意的

一點是，此教材不對課文已出現的語法點作說明，而是通過翻譯讓學習者明

白句子的意思；另外，在語法方面則是著重在介紹句子的組裝規律，不求語

法知識的全面系統。 

                                                 
50 第三版《中文聽說讀寫》在我們分析教材期間正式出版，本論文以第二版之教材為分
析對象。 
51 《新實用漢語課本》實際依據課本前言一共有六冊。其分級是前四冊為初級和中級以
前階段；後兩冊，即第 5 和 6 冊則是中級階段。因為市面上尚未有第 6 冊教材，經由
北京大學語言出版社搜尋亦沒有此本課本，故我們僅能整理此套教材的第 1 至 5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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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教材比較  

 
教材裡最先討論到上、下的是《中文聽說讀寫》裡在第一冊介紹時對

指事「上」、「下」文字的由來說了說明，這是其他兩本教材所沒有的。另

外，學習者剛開始學習中文時最常接觸到「上」、「中」、「下」是動詞「上」、

「下」，如“上課”、“下課”等；還有在表時間的“上午”、“中午”、“下午”，“晚

上”等。 

 
表六-1 台灣、美國和大陸教材比較（一） 

 《新實用視聽華語》  《中文聽說讀寫》  《新實用漢語課本》 

BK1 
L12 

上（個）月last month 
下（個）星期next week 

Level1 
Part1 
L3 

上上個月，上個星期，這

個月，下個月，下下個月 
etc 

BK1 
L7 
 

V一下  
認識一下，介紹一下，去一下

等 

BK3 
L8 

V一下  L5 一下、（一）點兒  
你看一下，這是誰的照

片？ 

 

BK2 
L16 

上  V/N  
 上來，上去，上樓；上次，上
星期，上個月 
下 V/N  
下來，下去，下樓，一會兒下

來；下次，下星期，下個月 

    L22 介紹一下兒，等一下兒 

    BK4 
L40 

在+NP/VP/AP+中 
他在兩個月中遊覽十多個名勝

古蹟。(time)                                               

    BK4 
L44 

一下子  

 
如表六－1 ，《中文聽說讀寫》和《新實用漢語課本》在表達時間，

如“上星期”、“下星期”、“上上個月”、“下下個星期”比表方向位置的方位詞

更早讓學習者接觸；《新實用漢語課本》對時間「上」、「下」以英文解釋

說明則較其他兩本教材來的清楚，我們認為教師不需要以認知隱喻的角度去

解釋為什麼已過去的時間是「上」、未來或將來的時間是「下」，在教學上，

我們不需要將之複雜化，然而對其根源由來的了解是教師本身應該做的。另

外，“V一下”表示的是一個很短暫時間動作，也較口語化，在我們日常生活

中我們會常聽到或說“等一下”、“看一下”或“介紹一下”等；這是三本教材都

出現的語法點，《新實用漢語課本》也針對這個語法點在不同的課文單元裡

出現；這有可能是因為區域性不同和使用頻率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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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2 台灣、美國和大陸教材比較（二） 

 《新實用視聽華語》  《中文聽說讀寫》  《新實用漢語課本》 

BK1 
L9 

1.Place Word: 上面、下面、
裡面…當中 
 Noun + Positional noun 桌
子上（面） 
2.S 在  PW 書在桌子上 

Level1 
Part2 
L14 

Directional and location 
words:  
上，下，前，後，…etc 
上邊/頭/面、下邊/頭/面…
等 

BK2 
L21 

Location word: the words 裡
邊、外邊、左邊、右邊、上邊、

下邊、前邊、後邊、東邊、西

邊、南邊、北邊.  

  Level2 
L2 

Existential sentences 
PW+Verb+（了／著）
+Numerals+Noun 
書架上放著三本書。 

L22 
 

上邊，外邊、裡邊 
 報上，書上，頭上 

    BK4 
L40 

在+NP/VP/AP+中 
在全校的老師中，女的佔三分

之二。(range)                                       

 

 
圖六－2 顯示《新實用視聽華語》在第一冊第九單元的時候帶入表空

間位置的方位詞，比《中文聽說讀寫》和《新實用漢語課本》還要早，這是

由於課文〈你們學校在哪裡？〉裡所講述的內容有關。《中文聽說讀寫》和

《新實用漢語課本》將空間表位置的方位的課文單元皆放在第二冊的課本。

其中，在《新實用漢語課本》在第二冊第 22 單元〈你看過越劇沒有〉帶出

「上」表空間容器的抽象概念的句子“昨天的報上說，南方的一個越劇團到

北京來了。”在註釋裡提到“N上”可以表示某個物體實際所在的位置，如“書

上”、“頭上”等，但是“N上”也可以是指抽象的某個範圍，例如“報上”、“書

上”等52。 

 

 

 

 

 

 

 

                                                 
52 《新實用漢語課本》第一冊第22單元註釋：…報上、書上、頭上等 when 上 follows a noun, 
it can indicate the literal, physical location of an object, for example 頭上、身（體）上, or the 
abstract, figurative location, ie. In the area or scope or something, for example 書上、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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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3 台灣、美國和大陸教材比較（三） 

 《新實用視聽華語》  《中文聽說讀寫》  《新實用漢語課本》 

BK3 
L6 

Directional Compounds (DC)  
Directional verb＋來/去    
下來，上去 
Verb + Directional Verb    
坐下，放下 put down 

Verb + Directional Verb +  
來/去  搬上來  

Level1 
Part2 
L16 

Directional Complement  
S + V + PW + Complement    
他下樓來/我上樓去 

S+V+C1+PW+C2               
他走下樓來 

BK2 
L16 

簡單趨向補語 The simple 
directional complement 
他上來了  
他上去了 

L9 Resultative Compounds (RC) 
Actual form-   V-RE-了 關
上了     沒-V-RE 沒關上 
Potential form-  V-得-RE 關
得上       V-不-RE 關不
上 

L18 V+不下  
這張飯桌放不下這麼多杯

子。 

L18 
 

結果補語 V+V/A 寫上 

L9 上 得/不 來/去， 拿 得/不 
上來/上去， 
包 得/不 上，  戴 得/不 上  

L20 下去 - 
說下去。 

L9 －下 
我吃飽了，吃不下了。  

Level2 
L3 

Directional complement (I) 
上來、上去、下來、下去、

進來、進去、出來、出去、

回去、回來、過來、起來、

開來、開去、到…來、到…
去  

BK3 
L23 

複合趨向補語  
(上、下、進、出、回、過、起) 
+ (來，去)我從山上跑下去。                        
     他們從外邊走進來了。 

BK4 
L4 

V下去  
她一個人以後要怎麼生活下

去啊？ 

L14 Directional complement:  
（上，起，起來，開） 她
剛才還很高興，現在怎麼

哭上了？ 
2.V+下來  
汽車停下來。 
下去          說下去 

L28 結果補語 
關上門，戴上圍巾，寫上名字，

帶上護照   

 
「上」、「下」除了基本的方位語義以外，與表示趨向的動詞「來」、

「去」配搭充當趨向補語，見表六－3。趨向補語有簡單趨向補語和複合趨

向補語。在《中文聽說讀寫》和《新實用漢語課本》的第二冊開始先教授簡

單趨向補語，接下來的單元再介紹複合趨向補語。而《新實用視聽華語》則

是在第二冊第 6 單元教趨向補語，含簡單補語和複合趨向補語。 

 

 

 

 

 



第六章 教教學語法與排序理論 

 105 

 

 
表六-4 台灣、美國和大陸教材比較（四） 

 《新實用視聽華語》  《中文聽說讀寫》  《新實用漢語課本》 

BK4 
L6 

在…（之）下   
在這種情形下，想戒就難了。 

Level2 
L7 

（在）…上  
在興趣上，湯姆跟天華不

太一樣。 

BK4 
L40 

在+NP/VP/AP+中 
在艱苦中，他學會了怎樣節

約。(environment)                                     
他們在合作中互相越來越了解

了。（course） 

L8 （在）N上 means 範圍 
(scope, limit, range) or 方面
（aspect, respect, side). 
社會上的人也不再認為離婚

是丟人的事了。 

L12 表面上 on the surface 
他看出來秦國雖然表面上

對楚國不錯，可是實際上

早晚要來打楚國。 
 

L46 
 

在…下  
在這種情況下，我同意女兒去

夏令營 

BK5 
L6 

在…的前提下 
on the premise that 

L15 實際上 actually, in fact, in 
reality 實際上，男女不平
等的現象還有很多。 

L47 基本上or 基本  expresses the 
idea of 'principally' or 'for the 
most part' 
過去的大學生基本上不打工。 

L7 在…掛在口上 
to make… as a pet phrase; to 
say something repeatedly 

  L47 在‥上 
大學生在經濟上還要靠父母來

支持。 

關於引申而來的狀態，如“（在）…上”、“在…（之）下”、“在…中”，

三本教材都在學習者上有了一定的程度，才出現在課文單元裡，如表六－4 

所示。在教學上，通常都以 Chunk 的方式教學，然後反覆練習。除了“在…

中”有空間範圍和時間的語義，“（在）…上”通常指的是範圍、方面和“在…

（之）下”指的是某些條件情形。 

 

6.2.2 小結  

 
我們在整理教材的時候發現像《中文聽說讀寫》第一冊第 10 單元裡

出現「報上」（in the newspaper）這一詞組，它並沒有像《現代漢語課本》

那樣附註說明其抽象概念；《新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 5 單元，課文出

現了“世界上…”，在其漢語拼音課文裡為 “shijieshang …”，生詞解釋為“世

界 N the world”但是在生詞註解旁沒有特別註明“世界上”指的是 “in the 

world”。像這些有抽象含意的詞組，是不是應該特別跟學生說明？還是以 

Chunk 的方式教學？或以註解的方式列在註釋欄？讓有興趣的學生可以自

己研究探索或請教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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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語 

 

 

 

7.1 總述  
 

本論文為現代漢語空間、時間和狀態的探討：以上、中、下為例。

主要是以李明懿（2000）所分析的現代漢語上的語義為背景架構，進一步將

「上」、「中」、「下」帶入空間、時間與狀態，以探討其個別語義。 

在現代漢語空間方位語義上佔的篇幅較大，主要是因為本論文先介

紹李明懿（2000）「上」的語義；然後我們再將它們統整為高處、表面和容

器的空間語義。再以李明懿（2000）的探討方式繼續探討「中」和「下」的

方位語義；另一方面，空間語義的文獻也比時間、狀態的多，在探討上資料

較為充足。 

現代漢語的時間語義方面，主要是先從隱喻著手，先探討什麼是「時

間在動」和「自我在動」，還有為何「未來在下、過去在上」；我們從 Shepard 

& Hurwitz （1985）的視覺特徵「前為上、後為下」解決了為何先發生或過

去的時間可以以「上」稱之、未發生或將來的時間以「下」稱之。 

「上」在狀態語義裡有表示公開、較理想的語義；而「下」則有私

密、較不理想的語義成份。在蒐集語料時，我們發現「在X下」，當X為名

詞的時候，就有隱喻所表示的不理想狀態存在，而當X為動詞時，其單純就

指「方面」的語意，並沒有所謂的理想不理想、公開或私密的狀態。「中」

所表示的是過程，一種持續的狀態；在「X中」中，當X為名詞，「X中」

指的是整個事件中的情況或狀態；而當X為動詞的時候，「X中」指的是持

續狀態，為一種過程。所以要了解「上」、「中」、「下」的狀態語義，我

們還需先看 X 為何種詞類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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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在論文結束前整理了鄧守信（2009）的教學語法與教學排序

理論。另外，我們也整理了三本教材，即台灣的《新實用視聽華語》、美國

的《中文聽說讀寫》和大陸的《新實用漢語課本》。我們將教材裡面和「上」、

「中」、「下」有關的詞彙、文法等做了整理，並以表格方式呈現做比較。 

 
7.2 研究限制與展望53 

 

本論文受到時間和篇幅的限制，還有對認知語言學的膚淺認識，不能詳盡、

完善的呈現本論文。我們提出一些未能詳盡的地方供未來研究者思考還有希望能

夠提出更好的建議或修正不足之處。 

首先，本論文是以「上」、「中」、「下」為對象以探討現代漢語空間、時

間和狀態上的語義；已經有許多學者開始探討研究「上」、「下」的空間語義，

唯對時間與狀態的探討文獻並不多，所以本論文在這方面的探討並不夠深入。 

其次，對於認知語言學的閱讀並不夠深入，對隱喻也只能在表面探討，未能

有深度的表達「上」、「中」、「下」和空間、時間與狀態的關係。 

第三，由於語料蒐集主要是以中央研究院之平衡語料庫和中文詞彙特性速描

系統為主，如能將語料再加以統整，相信對本論文的空間、時間和狀態的探討，

不管在語義上或句子結構上會有更大的幫助。 

最後，因為篇幅與時間的限制關係，我們不能做到「上」、「中」、「下」

學生的偏誤統計和教學上的排序，在教學應用上沒能提供建議。 

本論文探討研究不夠周延，仍有許多待解決、探討的問題，筆者希望文中所

述能夠提供有興趣者一些思考方向，作為日後相關再深入研究的參考。 

                                                 
53 感謝蘇以文老師提出「上」與「下」還可以探討其 Neuralization 方面的問題，如地上

和地下等；蕭惠貞老師提到「上」、「中」、「下」的時間語義是否與其所接名詞的影

響來決定其時間及空間義？如在記憶中、在我的生命中等。筆者希望日後可以往這方面

再作深入探討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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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辭海縮印本 
 

上 中 下 

1. 位置在高處 
2. 時間、次第在前 
3. 等級、質量較高 
4. 尊長 
5. 登；上升 
6. 送上；進獻 
7. 凌駕 
8. 增添；安裝 
9. 碰上；搭上 
10. 前往；去；到 
11. 謂按規定的時間進
行或參加 

12. 指動作的趨向或達
成 

13. 指方面 
14. 指時間、處所、範圍 
15. 通“尚” 
 

1. 中間；當中 
2. 內裡；也指地區和時代
中間 

3. 中國的簡稱 
4. 半 
5. 居間人 
6. 不高不下 
7. 不偏不倚；無國無不及 
8. 通“忠” 
 

1. 位置在低處 
2. 時間、次第在後 
3. 等級、質量較低 
4. 舊指在下位的人 
5. 下降；落下 
6. 退讓 
7. 攻克 
8. 發佈；傳送 
9. 作出 
10. 放進；投入 
11. 去到 
12. 結束；退出 
13. 施；使用 
14. 減；少於 
15. 住 
16. 指動作的次數 
17. 指動作的趨向或完
成 

18. 指方面 
19. 指時間、處所、範圍 
20. 通“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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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上 中 下 

1. 稟政者之通稱 
2. 高處 
3. 表面 
4. 古稱皇帝 
5. 對於尊者之通稱 
6. 主人 
7. 岸畔 
8. 上伏塔 
9. 升 
10. 陵 
11. 登 
12. 受入 
13. 到、就 
14. 進 
15. 高等 
16. 前面 
17. 最好 
18. 向上，表狀態 
19. 大約，表數量 

1.距離四方或兩端相等

之部位 

2.中道 

3.內、裡 

4.心 

5.泛指某一時期 

6.泛指某一地區 

7.盛算之器 

8.我中國之簡稱 

9.中非 

10.中孚 

11.中等的 

12.居中的 

13.正，不偏不倚 

 

1.低處 

2.下屬 

3.回數、次數 

4.對尊者自謙之稱 

5.山麋 

6.傍側 

7.降陸 

8.退出 

9.攻克 

10.放入 

11.投、送 

12.著 

13.頒佈 

14.退、讓 

15.抑止 

16.除去 

17.乞降 

18.用 

19.進、進入 

20.微賤 

21.低劣 

22.在後的 

23.在低處的 

24.當此之際 

25.向下、表性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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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圖解 
 

上 中 下 

本義 

 1.高處 
 2.上面 

引申 

 3.等級或品質在上 
 4.次序或時間在前 

動作 

 5.由低處向高處升
登 

本義 

 1.當中、中間 
引申 

 2.裡面、內中 
 3.為人處世中正平
和、不偏不倚，無

過不及 

本義 

 1.低處 
 2.下面 

引申 

 3.等級或品質在下 
 4.次序或時間在後 

動作 

 5.由高處向低處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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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網路版】 

 
上 中 下 

下的相反，與下對立 

 1.位居高處 
 2.次序在前的 
 3.等級高的 
 4.品質高的 
 5.升高 

6.去、到 

7.向前衝 

8.進呈 

添加、增加 

 9.塗抹 
 10.安裝 
 11.扭轉加力 
 12.登載、發表 

13.達到某種標準 

接名詞後，表示位置、

範圍等 

 14.表示在物體的
表面 

 15.表示在某個範
圍中 

 16.表示在某方面 
 17.表示在某個過
程中 

接動詞後，表示動作的

狀態 

 18.表示動作趨向 
 19.表示動作的目
的或成果 

1.距離四方或兩端相等

的部位 

2.指在某一範圍裡面 

3.泛指某一時間以內 

4.表示某個動作正在進

行 

5.居於高低、大小、好壞

之間 

6.半 

7.中國的簡稱 

上的相反，與上相對 

 1.位居低處 
 2.次序在後的 
 3.等級低的 
 4.品質差的 
 5.泛指一切由高往
下的動作 

6.離開 

7.進入、前往 

8.運用、使用 

9.攻克 

10.低於某種標準 

11.方面、方位 

接名詞後，表示時間、

空間 

 12.表示在某個範
圍中間 

 13.表示在某段時
間內 

接動詞後，表示動作狀

態 

 14.表示動作的因
果關係 

 15.表示動作的成
果 

 16.表示動作的趨
向，與來、去連

用 

 17.量詞，計算動作
次數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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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八百詞 

上 中 下 

一、 

【方位】位置

高。 

用如名詞。 

二、 

名＋上 

三、 

上＋名。類似形容

詞。 

一、 

【方位】在一

定界限以內；

裡。不能單

用。 

名＋中。多用

於書面，口語

用‘裡’ 

二、 

動＋中 

三、 

中＋名。表

示不偏向兩

端的。類似

形容詞。 

一、 

【方位】指位

置低。 

用如名詞。 

二、 

名＋下 

三、 

下＋名。類似

形容詞。 

四、 

在＋名【＋之】

＋下。指條件。

名詞前要有修飾

語，限指抽象事

物。 

a. 單用。和

「下」呼應，

多是對稱的習

慣用法。 

1. 上有天堂，

下有蘇杭 

2. 上有父母，

下有兒女 

a.指物體的頂部

或表面。 

1. 山上、地上

（＝地下）、門

上 

 

a.指處所。 

1. 上肢、上游 

a.指處所。 

1.家中無人 

2.跳入水中 

a.指過程。 

1.討論中發

現了一些新

的問題。 

2.會談中雙

方友好地交

換了看法。 

a.指位置。 

1.中途 

2.中指 

3.長江中游 

 

a.單用。和「上」

呼應，多是對

稱的習慣用

法。 

1. 上不著天，

下不著地 

2. 上有父母，

下有兒女 

a.指處所。 

1.樓下、窗下 

2.在月光下散步 

a.指處所。 

1.下腹、下

游、下半段 

1.在非常困難的

條件下，他們還

是出色地完成了

任務。 

2.在全班同學的

幫助之下，他進

步很快。 

b.介＋上 

1. 朝上看 

2. 向上拉 

3. 從上往下看 

b.指範圍。有時

是“裡”的意

思。 

1. 書上、報上 

b.指前一半時間

或剛過去的時

間。 

1. 上星期我在

家。 

b.指時間。 

1.假期中 

2.這兩年中，我

只寫了三篇文

章。 

b.指持續狀

態。用在介詞

‘在’之

後。 

1.球賽在進

b.指時間。 

1.中旬 

2.中秋 

3.中年 

4.中古時期 

b.介＋下 

1.往下看 

2.自下而上地

展開批評 

 

b.個別數詞加

「下」，指幾個處

所或方面，後面經

常跟‘裡’ 

1.往四下裡看了看 

b.指後一半時

間或即將來

到的時間。 

1.下半年、下

個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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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中。 

 c.指方面。前面

常用介詞

“在、從”。 

1. 他在音韻研

究上下了很大

工夫 

2. 要真正從思

想上解決問

題，不能只停留

在口頭上。 

c.指次序靠前

的。量詞限於

‘回、次、遍、趟、

批、遭’等。 

1. 上一次我去你

們那兒怎麼沒看

見你？ 

2. 這一批參觀的

人比上兩批都

多。 

c.指範圍。 

1.計畫中沒有

這個項目。 

2.言談中流露

出不安的情

緒。 

 c.指等級、規

模。 

1.中學 

2.中等 

3.中型 

4.中篇小說 

 c.用在指節令的詞

之後。 

1.節下 

2.快到年下啦，得給

孩子們買件新衣

服。 

c.指次序靠後

的。限於和數

量短語組合。 

1.這是小王，

下一個是小

張，再下下一

個是小李。 

2.這一批去參

觀的人已經

夠數了。你們

等下一批

吧！ 

 

 d.用在表示年齡

的詞語後，等於

“…的時候”。 

1. 他五歲上死

了父親。 

d.指等級或質量

高。限於構詞。 

1. 上將、上級、

上策 

d.指情況、狀

態。多用在介

詞‘在、從’

等後。 

1.病人從昏迷

中甦醒過來。 

   d.其他 

1.連地下（地上）都

坐滿人。 

2.他手下還有多少

人？ 

d.指等次或品

級低。限於構

詞。 

1.下等、下

級、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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