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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緒論 

1.1  研究動機 

我們認為，由於漢語否定詞「不」與「沒(有)」跟韓語否定詞之間存

在著語義(semantics)與句法(syntax)上的不同，因此韓籍漢語學習者在學習漢

語否定詞「不」跟「沒(有)」的過程中會遇到難點。 

(1) 也許那時的我還*沒有成熟。→也許那時的我還不成熟。 

아마 그 때의 나는 아직 성숙하지 않았다. 

ama geu ttae-ui naneun ajig seongsughaji anh-assda 

也許 那  時   我  還    成熟    沒 past tense 

(2) 你把書*還沒還給我。→你還沒把書還給我。 

너 아직 책을 나에게 돌려주지 않았다. 

neo ajig chaeg-eul na-ege dollyeojuji anh-assda  

你  還  書      我 給 還       沒 past tense 

本文透過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與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探討

韓籍學習者習得漢語否定詞「不」跟「沒(有)」的過程中所產生偏誤的原

因，進而了解其習得過程，並將研究結果應用在對韓華語教學上。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假設為韓籍學習者習得漢語否定詞的最大難點在於漢韓之間

時間概念上的差異，即漢語是以時態(aspect)為主的語言；韓語是以時制

(tense)為主的語言，而影響韓籍學習者漢語否定詞的習得。 
本文首先從語義、句法的觀點著手分析漢語否定詞「不」跟「沒

(有)」的特徵，接著從時間概念分析漢韓語言系統之間的差異，同時探究

這些差異對否定詞習得上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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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 

現代漢語裡有好幾個否定詞，如：不、沒、無、未、勿、別、甭。本

文的研究只限於現代漢語裡出現頻率最高的兩個否定詞「不」跟「沒

(有)」。在北京大學現代漢語語料庫裡，上述現代漢語否定詞出現次數如

下： 

表1-3-1 北京大學現代漢語語料庫─否定詞出現次數與排序 

排序 否定詞 出現筆數 出現比率 
1 不 1,987,084 64.13% 
2 沒(有) 426,267 13.76% 
3 無 335,670 10.83% 
4 別 233,322 7.53% 
5 未 112,214 3.62% 
6 勿 2,439 0.08% 
7 甭 1,631 0.05% 

    除此之外，表達「領屬關係」的動詞「沒有」也不在本文研究範圍之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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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文獻探討 

    本章從語言、句法的角度來探討漢語否定詞的特徵，並探究漢語時間

概念與否定詞的關係，最後介紹韓泰語的時間概念與否定詞。 

2.1  漢語否定詞「不」與「沒(有)」之語義功能 

根據呂叔湘(1980)，「沒(有)」用於客觀敘述，限於指過去和現在，不

能指將來；「不」用於主觀意願，可指過去、現在和將來。 

對於呂叔湘的解釋，鄭恩(2004)提出了反論。即，按照時間的異同來

區分的分析法並不正確，因為漢語裡不存在以過去、現在和將來區分的時

制概念，只存在著把漢語的時態誤解為時制，對於「不」和「沒(有)」的

用法產生混淆。 

我們亦認為呂叔湘的理論是不完整的，但對鄭恩的看法也稍有不同的

意見。即，雖然漢語是以時態為表達時間概念的語言，但並不能說漢語系

統裡時制概念並不存在。只不過時制的表現方式跟韓語系統不同而已，譬

如，時間副詞、語境(context)等亦屬於表達時制的用法。 

劉月華等(1996)提出，「不」表示否定的判斷，是對行為動作、性狀

進行否定。多用於現在、將來、也可用於過去；「沒(有)」主要用於否定

行為動作的發生或完成，即表示行為動作尚未發生或尚未完成。有些動詞

或形容詞既可以用「不」否定，也可以用「沒(有)」否定。但是這兩種否

定的意義是有差別的。一般來說，用「不」表示否定意願或判斷，而用

「沒(有)」表示否定發生或變化。 

從上述我們可以發現，劉月華等對否定詞的研究已考慮到動詞的語義

與功能。但，仍以時制為據說明否定詞與時間概念之聯關。換言之，雖然

該研究提到事件(event)是否發生在時間軸上的問題，即以行為動作之未完

成或未發生來說明「沒(有)」之特徵，但並沒有清晰地揭示否定詞與時間

概念的關聯性。 

李瑛(1992)主張，說漢語的人判斷「不」能不能直接否定一個語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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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根據現有的語法規則，而是根據語言義搭配是否通順這一原理。具體

而言，「不」表示說話者的主觀否定；「不」表示句中主語的主動否定。

凡語義中含有主觀因素的詞能夠被「不」直接否定，那些表示不受主觀因

素影響的客觀性行為、事物的語詞不能用「不」否定，「不」本身是一個

表示主觀否定或主動否定的副詞。客觀性動詞用在假設複句的偏句中就能

用「不」否定了(聶仁發，2001)。 

(3) 如果城市不淪陷，鄉村就沒有危險。 

(4) 老張的病情不加重，醫生就不會給他用這種藥。 

    例句(3)與(4)並不表示主語的真實狀況，它們只表示一種假想，這些假

想可能是對已經發生的事情作相反的虛構，也可能是對未來情形的預測。

故，客觀性動詞用在表假設的句子中可以用「不」否定。 

此外，李瑛主張，否定詞內涵著本身的否定意義，即「弄懂」與「懂

得」內容相近，「弄懂」只能用「沒(有)」否定；「懂得」只能用「不」

否定，故不同的否定詞具有不同的否定意義。 

我們也同意李瑛對否定詞所牽涉到的語義屬性。但，光從語義的角度

來分析否定詞特徵的話，有些否定詞的屬性便無法解釋。具體而言，該文

裡所舉的例子「受傷」、「碰見」、「接到」、「變成」、「弄懂」的否

定便屬於結構上的問題，即「結果補語句」只能以「沒(有)」來否定，故

並不是否定詞本身語義的問題，而是結構所導致的結果。此外，我們認為

否定詞屬於情態 (modality)的範疇，故不能具有否定詞本身的命題

(proposition)意義。 

鄧守信(1974)將現代漢語動詞分成三類，即動作動詞、狀態動詞以及

變化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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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Teng(1974)的現代漢語動詞三類與否定詞搭配 

類別 動作動詞(action verb) 狀態動詞(state verb) 變化動詞(process verb)

定義 

表示行為或動作的

動詞。施事者能自

主地控制身體和心

理的活動。 

表示性質或狀態的

動詞。受試者不能

掌控性質或狀態。 

表示狀態變化的動

詞。 

例如 
打、賣、跑、寫等 高、貴、白、喜歡

等 

病、破、沉、死等 

不 O O X 

沒(有) O X O 

所謂的動作動詞指物理上或精神上的各種行為。施事者(agent)能主動

地控制這些行為。受事者(patient)無法控制這些狀態或情況。變化動詞指從

一種狀態到另外一種狀態的變化。值得注意的是，可以發生狀態動詞與變

化動詞之間屬性的轉換(Teng, 1975)，譬如，狀態動詞「紅」可以轉換為變

化動詞「紅」。 

(5) A：他的臉很紅。（狀態動詞） 

B：他的臉不紅。（對狀態動詞之否定） 

(6) A：他的臉紅了。（變化動詞） 

B：他的臉沒紅。（對變化動詞之否定） 

例句(5)與(6)呈現出狀態動詞「紅」轉換到變化動詞「紅」的實例。關

於動詞屬性的轉換，鄭恩指出，「沒(有)」否定事物的一種性質狀態時，

隱含有事物的這一性質狀態是逐漸變化形成的，其中有一個發展過程。

「沒(有)」只是指事物的性質狀態尚未發展到某一階段，強調的則是性質

變化所達到的程度。 

我們以鄧守信能明確地了解否定詞與狀態動詞或變化動詞之間的關

係。但，至於對動作動詞的否定，我們還得考慮另外一個辨別因素，即時

間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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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漢語否定詞「不」與「沒(有)」之句法結構 

呂叔湘「不」和「沒(有)」的句法結構做比較如下： 

表2-2-1 呂叔湘的現代漢語「不」和「沒(有)」句法結構比較 

 結構 例句 

不 + 形容詞 這帽子大了吧？不大。 

不 + 動詞 不會說英語。 不 

不 + 副詞 他去不去？不一定。 

他去了，我沒去。 

沒收到回信，可能他出差

了。 
沒(有) + 動詞 

我沒看見你的鋼筆。 

衣服沒乾。 

天氣還沒暖和。 

沒(有) 

沒(有) + 形容詞 

：限於表示狀態變化的形容詞 
我沒著急，只是有點擔心。 

我們認為，呂的對否定詞句法結構分析稍微簡單，且不能以詞類，

如：形容詞、副詞來分析句法上的問題。 

    接著，劉月華等對現代漢語「不」和「沒(有)」的句法結構分析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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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2 劉等(1996)的現代漢語否定詞的句法結構 

句類 結構 例句 

結果補語句 S+Neg+V+Comp1 這個故事我沒聽懂。 

趨向補語句 S+Neg+V+Comp2 地裡沒走出幾個人來。 

可能補語句 S+V+Neg+Comp3 一直到半夜，他還合不上眼。 

情態補語句 S+V+得+Neg+Comp4 這個字寫得不對。 

數量補語句 S+Neg+V+Comp5 上海這個地方我只去過一次，沒去過兩

次。 

S+Neg+Aux+V 他這樣說話很不應該。 

S+Aux+Neg+V 你可以不理他。 能願動詞句 

S+Neg+Aux+Neg+V 他不應該不來。 

根據劉等(1996)的現代漢語否定詞句法結構，通常否定詞擺在主語

後、動詞前的位置。只有特殊結構下，如：可能補語句、情態補語句，否

定詞擺在動詞後、補語前的位置。若在句子裡有能願動詞，否定詞基本上

擺在能願動詞前面，但能願動詞的賓語亦可以是否定的結構，且否定形式

的能願動詞亦可以帶否定的賓語。就介詞而言，劉將「從」、「對」、

「把」、「被」、「比」均歸類於介詞，而介詞分成六類，即表示空間、

時間、對象、依據、緣由以及其他方面。例如，將「從」分為表示時間的

介詞；將「對」、「把」、「被」、「比」分為表示對象的介詞。 

但，並沒有探討介詞與否定詞之關係。 

(7) 我的房間比你的*不小→我的房間不比你的小。 

李瑛(1992)按照介詞表述的內容是否有支配者，將介詞分為兩類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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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3 李瑛(1992)的現代漢語介詞分類 

能動性介詞 從、在、到、往、對、把、給、為、用等 

客觀性介詞 當、對於、關於、由於、除了、被、隨著等 

內容中蘊含著有支配者的介詞是能動性介詞；反之是客觀性介詞。接

著，能動性介詞都能與「不」組合，非能動性介詞則不能。因為非能動性

介詞的內容是介紹以往發生的事，就無人能支配能主宰了，因此不能以

「不」或「沒(有)」否定。但，若客觀性介詞中「被」字短語表達說話者

對現狀的看法，而不是側重敘述被動的事實，便可以成立否定句，如：

「不被重視」、「不被理解」、「沒被吃掉」以及「沒被清除」。除此客

觀性介詞之外，大部分的介詞都能以「不」或「沒(有)」否定，但是兩個

否定詞之間尚存在著語義上的不同。 

從上述我們發現，劉月華等與李瑛都沒有詳細地探討否定詞範疇

(scope)的問題。具體而言，對劉月華等所提的表示對象的介詞與李瑛所提

的能動性介詞與相關否定詞之位置並不一致，容易造成學習者的困擾。 

(8) A：*我把電腦不弄壞。 

B：我不把電腦弄壞。 

(9) A：*我從這兒不走。 

B：我不從這兒走。 

(10) A：我小時侯，對游泳不感興趣。 

B：*我小時侯，不對游泳感興趣。 

從例句(8)至(10)可知，針對同一類介詞，其關聯否定詞的位置並不一

致，即在「對」字句裡否定詞只能擺在動詞前面，而不能擺在介詞「對」

的前面。與此相比，對於其他表示對象的介詞或能動性介詞的否定，否定

詞必須置於介詞前面，而不能置於動詞前面。並且，這些分析都侷限於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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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結構上，而不包括句法結構與語義功能之間的關係。換言之，如果在這

些句法結構上添加語義功能或篇章(discourse)的話，否定詞的位置可以改

變。 

(11) 在老師的面前，怎麼能不回答呢？ 

(12) A：小王的皮膚不白。 

B：小李的皮膚也不白。 

C：小王的皮膚比小李還不白。 

關於否定詞之範疇，Li&Thompson(2003)1從語義角度來探討否定詞之

範疇，即置於主語後動詞短語(verb phrase)前的否定詞便將動詞短語歸屬於

否定詞所否定的範疇之內。換言之，置於否定詞後面的動詞短語便被否定

詞所否定。但，句中有副詞時，否定詞與副詞之間的位置便取決於兩者之

間的語義範疇。若副詞的範疇擴及否定詞，則副詞置於否定詞之前；反

之，則否定詞置於副詞前面

(13) A：他一定不來。(副詞的範疇涵蓋了否定詞) 

B：他不一定來。(否定詞的範疇涵蓋了副詞) 

(14) A：他天天不洗澡。(副詞的範疇涵蓋了否定詞) 

B：他不天天洗澡。(否定詞的範疇涵蓋了副詞) 

能願動詞的情形也一樣，有時否定詞在能願動詞的範疇之內，有時則

不然。 

(15) A：我不能去。(否定詞的範疇涵蓋了能願動詞) 

B：我能不去。(能願動詞的範疇涵蓋了否定詞) 

C：我不能不去。(否定詞否定了能願動詞，加上動詞) 

漢語的介詞本身無句法功能，但跟其他詞組結合之後，可作為句法上

 
1 本文對Li&Thompson(2003)的中文翻譯參考了黃宣範(1982)之「漢語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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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飾功能(王楚蓁，2008)。關於介詞句裡否定詞的位置，本文的研究結

果發現韓籍學習者在此產生的偏誤多。Teng(1974b)提出與否定範疇有關的

看法，即由否定之範疇來決定，介詞句中否定詞的位置在於介詞之前或介

詞之後。 

(16) A：他不在家吃午飯。（否定範疇限於「在家」） 

B：他在家不吃午飯。（否定範疇限於「吃午飯」） 

根據Teng(1974b)，例句(16)將方位詞組(locative phrase)作為句中的主要

謂語(main predicate)，且發生否定詞下移(NEG-lowering)與謂語下移(predicate-

lowering)現象。 

 

          

S 
   
   S              S 
 
NP  VP      NEG    S 
           
他  在家      不  NP  VP 
        

他 吃午飯 

S 

     他  在家 
 

 
  不 NP  VP      他 吃午飯 

     S               S 
 
NEG   S         NP  VP 

   

圖2-2-1 Teng(1974b)的否定範疇a         圖2-2-2 Teng(1974b)的否定範疇b 

上圖2-2-1與圖2-2-2個別為我們把Teng(1974b)修改的對例(13)A、例(13)B

之樹型圖。換言之，例(13)A、例(13)B為複句結構，並兩個獨立的句子由並列

形式來連接的。兩個樹型圖顯示否定詞「不」個別下移到謂語之左邊，即

圖2-2-1「在」之左邊；圖2-2-2「吃」之左邊。接著，根據語言經濟原則，

兩次重複(redundancy)的後句主語「他」被刪除(deletion)。 

李瑛(2006)針對學習者在習得否定結構的過程中所運用的策略，進行

了分析。透過這次研究發現，不同層次的被試在使用「沒(有)」時會將

「還」作為一個形式標記，而語言事實是「不」或「沒(有)」的使用跟

「還」沒有任何關係，可以說「還沒」結構會干擾學習者正確使用否定詞

「不」跟「沒(有)」。換言之，不同層次的學習者在習得「不」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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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過程中，受到了意義相對獨立的套語(formulaic speech)或者記憶語

塊(memorized chunks)的影響，即一看到「還」，就對用「不」來否定發生

動搖，在無法進行正確的語法分析的時候，就會簡單地用「沒」來否定。

因此在教學中，不宜突出這一結構，專門進行講和練。而越是經常使用的

語塊，學習者的記憶就越準確。 

 

表2-2-4 李瑛(2006)的各層次受試者在有「還」無「還」的情況下使用「沒

(有)」的人數 

 初級一 初級二 中級一 中級二 

「還」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有 無 

知道 7 0 2 0 2 2 0 0 

懂 12 1 10 0 9 5 2 0 

回家 22 12 25 22 21 20 13 10 

認識到 15 8 18 7 20 8 19 20 

會 11 0   8 0 1 0 3 0 

表2-2-4顯示，記憶語塊是影響學習者習得「不」和「沒(有)」的因素

之一，隨著學習者漢語水平的提高，這種影響會逐漸減弱。總之，可以說

出現錯誤的根源並不是語法規則而是沒能記住那些不常用的語塊。 

李瑛的研究結果對否定詞研究方面給了認知(cognition)上的啟示。但，

我們認為在否定詞習得研究上還是不能完全排除句法結構或時間概念對否

定詞習得的影響。譬如，表2-2-4中的「認識到」屬於結果補語句，所以必

須以「沒(有)」來否定。這便是句法結構上的問題。除了這句之外，其他

項目皆牽涉到動詞語義屬性。但，表2-2-4裡將句法層次與語義層次攙在一

起談論而造成層次上的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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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從時間概念上分析漢語否定詞「不」與

「沒(有)」 

2.3.1  漢語系統的時間概念 

根據 Li&Thompson(2003)，漢語沒有時制標記(markers of tense)。換言

之，漢語不以動詞詞綴(verb affix)來表示情況發生時間與說話時間之相互關

係。接著，時制為情況發生的時間與說話時間的相對關係。與此相比，時

態為情況本身如何從其內在結構加以了解。 

(17) 我吃完了你吃。 

從例句(17)可知，時態是獨立於時制的概念，因為句中的兩個動作也

許都發生在說話之後的未來。換言之，若以時制的概念解釋漢語的時間結

構，便無法說明「了」之屬性。但，即使「了」並不表示過去時制，可是

談話中所表達的大部分是已經發生的事件且在說話時間之前就發生了。這

便代表，過去的事件與「了」有關聯；一般而言，除非語境清楚地表示所

關聯的是另一個時間，否則含「了」的完成句都理解為過去時制。但，這

並不等於發生在過去的事件一定完成；只有受限的過去事件才能與「了」

連用。 

漢語的時態結構如下： 

表2-3-1-1 Li&Thompson(2003)的現代漢語之時態(aspect) 

了 完成態(perfective) 表示以整體的受限事件 

在 進行態(on-going) 表示進行的行動 

著 持續態(durative) 表示進行的姿勢或由行動所產生的結果 

過 經驗態(experiential) 表示曾經至少發生過一次的事件 

重複 暫時態(delimitative) 表示在短時間內發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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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有兩個表示事件持續性質的時態標記，即「在」與「著」。

持續標記在句中的用法是由動詞語義而決定的。 

(18) A：他在穿皮鞋。 

B：他穿著皮鞋。 

在例句(18)中，動作動詞「穿」前接「在」表示進行；動作動詞

「穿」後接「著」表示持續。 

    時態後綴(aspect suffix)「過」表示針對參照時間已經驗過的事件。在此

參照時間未明確時，「過」便指此事件在某一時間至少被經驗過一次，且

這個時間通常是過去。換言之，含「過」句子的焦點不在於事件已經發

生，而在於此事件至少發生過一次。「了」表示受限事件之發生；「過」

則表示事件至少被經驗過一次。 

 (19) A：他在日本住了四個月。 

B：他在日本住過四個月。 

    從例句(19)可知，含有「了」的句子焦點在於將事件當作整體，且此

焦點導出事件已經發生的推斷。與此相比，含有「過」的句子中，焦點則

在於事件是否曾經被經驗。 

暫時時態指某種動作只做的短暫的一段時間。值得注意的是，「一」

加上重複音節實在語法上當作表量狀語之功能，即完成時態標記「了」可

以出現在含有「一」的重複結構中的第一個動詞後面，而不可以出現在沒

有「一」的重複結構中，例如： 

(20) A：他睡了一睡。 

B：*他睡了睡。 

    例句(20) A與(20) B之間的差距是因為完成時態標記「了」可以與數量

詞組所限定的動詞一起出現，而不可以與不受限的動詞一起出現。 

根據陳平(1988)，時相(phase)體現句子純命題意義內在的時間特徵，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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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由謂語動詞的詞彙意義所決定，其他句子成分的詞彙意義也起著重要的

選擇和制約作用，其中賓語和補語所起的作用尤為顯著。句子的時制結

構，指示情狀發生的時間，表現為該時間與說話時間或另一參照時間在時

軸上的相對位置。同英語等西方語言相比，漢語時制的語法特徵在表現方

法上顯得比較隱蔽，只有通過深入細緻的挖掘和分析才能夠逐步為人們所

知曉。 

表2-3-1-2 陳平(1988)的Reichenbach(1947)對時制的分析 

時制名稱 時制結構 例句2 情狀時間 參照時間 

先事過去時 

(Anterior past) 
E-R-S 

大家趕到車站時，

車已經開出了。 

車開出 大家趕到車

站 

簡單過去時 

(Simple past) 
E,R-S 

他學過幾年日文。 學日文 

後事過去時 

(Posterior past) 

R-E-S 

R-S,E 

R-S-E 

老王上個月來信說

要調到深圳去工

作。 

調到深圳

去工作 

來信說 

先事現在時 

(Anterior present) 
E-S,R 

他洗了澡了。 洗澡 (說話時間) 

簡單現在時 

(Simple present) 
S,R,E 

他現在正在那兒喝

酒呢。 

(說話時間) 

後事現在時 

(Posterior present) 
S,R-E 

你打算什麼時候交

稿？ 

你交稿 (說話時間) 

先事將來時 

(Anterior future) S-E-R 

等到你下個月把書

借到的時候，我的

文章早就寫好了。

我的文章

寫好 

你把書借到

手 

簡單將來時 

(Simple future) 
S-R,E 

老王說明年要調到

深圳去工作。 

明年調到深圳去工作 

後事將來時 

(Posterior future) 
S-R-E 

等到父親回家，大

家一起慶祝生日。

慶祝生日 父親回家 

(S指說話時間、R指參照時間、E指情狀時間) 
                                            
2 關於「簡單將來時」與「後事將來時」，表2-3-1-2中的例句是我們自己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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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Reichenbach(1947)的分析，「對於S,R和E在時軸上的相對位置，有

兩種觀察方法。一是以S為基點，確定它同R的相對位置。一共有三種可

能：R在時軸上先於S，稱為過去時 (past)；兩者同時，稱為現在時

(present)；R後於S，稱為將來時(future)。二是以E為基點，確定它同R的相

對位置。也有三種可能，E在時軸上先於R，稱為先事時(anterior)；兩者同

時，稱為簡單時(simple)；E後於R，稱為後事時(posterior)。第一種觀察方法

所得結果，一般被看作為所謂初級時制(primary tense)。與此相比，第二種

觀察方法所得結果，一般被看作為所謂次級時制(secondary tense)。」(引自

陳平，1988) 

句子的時態結構，表現情狀在某一時刻所處的特定狀態。 

 

 

 
 
                    A    B     C     D     E 

圖2-3-1-1 陳平(1988)的時態結構 

時軸上的字母代表情狀的各個發展階段，其中B和D分別為該情狀的起

始點和終結點。說話人從該情狀的表現角度著眼，可以對其內部時間結構

不加分析而把它表現為一個整體性的情狀，也可以把它表現為一個正處於

持續情狀或進行過程之中的情狀。我們稱前者為完全態(perfective)，後者為

不完全態(imperfective)。說話人也可以從情狀的各個發展階段著眼，表現情

狀本身所呈現的存在方式，其中又可分為兩種主要的分類。一是以B為

界，B以前的狀態稱作為未然態，B以後稱作為已然態。二是以D為界，一

組表現情狀在到達D以前所處的各個階段，常用的時態助詞有「了」、

「起來」、「下去」、「著」等等；另一組則表現情狀到達D以後所呈現

的各種情狀，常用的助詞有「過」、「來著」、「了」等等。 

接著，從句子的詞彙意義上來看，有的句子表現靜止的狀態，也有的

句子表現動態的行為。根據句子的時相結構特點而劃分出來的類別，稱作

 15



韓籍學習者習得現代漢語否定詞「不」與「沒」之研究 

為情境類型(situation type)。時制指示情狀發生的時間，而時態則涉及對於

情狀內部時相結構的種種觀察方法和表現角度。一方面，句子自身的時相

結構在很大程度上制約著句子在時制和時態表現方面的選擇範圍。換言

之，句子的時相結構決定了哪些時態種類有出現的可能，哪些時態種類沒

有出現的可能。另一方面，句子的時相結構在很大程度上制約著時制和時

態語法標記在具體使用場合的功能和語義特點。總而言之，理解漢語句子

時間系統的關鍵，是把握句子的時相結構組織同句子的時制和時態三方面

的相互聯繫和相互制約，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前提件是詳細分解這三個子

系統的結構成分和組織原則。 

 

 

句子       靜止的狀態 

           動態的行為        瞬間動作 

                             延續時間       有內在終結點 

                                            無內在終結點 

圖2-3-1-2 陳平(1988)的由句子的詞彙意義分析現代漢語時間系統 

    從句子的詞彙意義上來看，有的句子表現靜止的狀態，也有的句子表

現動態的行為。將動態行為進一步細分，有的行為表現一個瞬間動作，有

的行為則可以有一定的延續時間；再將可以有一定延續的行為進一步細

分，有的行為有其內在的終結點，不大可能無休無止地持續下去，而有的

行為則沒有內在的終結點。以自然時間的流逝為參照點，將所有這些動作

行為的發生或展開過程展現在一條時軸上。如果把所有情景的起始點在時

軸上定位零點，我們會發現，隨著時間的延伸，不同的情景在時軸的有關

時點圖2-3-1-2現出來的性質並不一致。句子在這方面的表現塑成了它的時

相結構。 

鄧守信(1985)提出唯有在整句的範圍內，即語境(situation)，才能有系統

的將漢語的時間結構加以規範化，而只從動詞本身來研討時間結構是不夠

的。語境指人際語言交際的最小的完整情況，一般可由一個單句代表。不

同的語境基本上是句子謂語的分類，而非動詞本身的分類，雖然與動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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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有著相當程度的關係。接著，鄧探討了漢語的時間結構，即將漢語時間

結構分為「起點(inception)」，「終點(termination)」，這兩點之間的「過程

(duration)」，以及這「過程」上的任何一點稱「分點(subinterval)」。而

「過程」為「時段(period)」，其他三種為「時點(point)」，重複出現的

「時段」或「時點」稱「時頻(frequency)」。漢語的時間詞可以分為如下三

大類： 

 

表2-3-1-3 鄧守信(1985)的漢語時間詞之分類 

時段 一小時、三天、整年、一會兒、馬上、一下

時點 那個時候、剛才、五分鐘前、昨天 

時頻 三次、很少、常、每月、老 

    時間分類並不限於詞或者複合詞，詞組甚或所謂的分句(clause)也有同

樣的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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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4 鄧守信(1985)的漢語時間結構 

語境 結構 例句 說明 

時段 罰你煮三天飯！ 代表活動持續範圍。 

時點 你什麼時候寫信？ 表示活動的開始或進行。 活動 

時頻 他們家很少做飯。 表示活動出現的頻率。 

時段 

他洗了半個小時才洗好衣

服。 

*他洗好衣服洗了半小時

了。 

只表示活動完成時的終點，不

能指明活動持續的時段。 

時點 他六點半洗好衣服。 指明活動完結的終點。 

完結 

時頻 *他很少煮好飯。 一般不在完結句中出現。 

時段 這塊玻璃破了好幾天了。 表明變化的起點或終點。 

時點 他上星期六病的。 指出狀態變化的起點或終點。 
達成 

時頻 
他病了三次。 

*床單乾了三次。 

表明狀態變化的頻率，但規則

較複雜。 

時段 

我認識他很久了。 

*汽油貴很久了。 

指狀態的持續時間。一般形容

詞的狀態動詞是不與時段同時

出現。 

時點 *他八點半喜歡四川菜。 一般不出現在狀態句裡。 

狀態 

時頻 *他常喜歡湖南菜。 一般不出現在狀態句裡。 

鄧從時間的結構探討了漢語四種語境，不同的時間結構方能了解各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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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本身的結構，也方能認識動詞與其賓語之間相互的影響。唯有正確認

識語境的時間結構，才能明確地掌握漢語的時態，語境與時態有著直接的

關係。換言之，時態的功能直接受制於語境，而不在動詞本身。時態的分

布與語境有著直接的關係，即是說時態能直接為語境分類。 

郭銳(1993)提了動詞作為一個陳述性成分其所指有一個隨時間展開的

內部過程。這個過程由表2-3-1-5的三個要素構成。 

 

表2-3-1-5 郭銳(1993)的漢語動詞內部過程的三個要素 

起點(inception) 過程開始的時點(用I代表) 

終點(finish) 過程結束的時點(用F代表) 

續段(duration) 過程持續的階段(用D代表) 

但並不是所有動詞都完整地具備這三個要素，有的過程結構可能有起

點但沒有終點，有的有終點但沒有起點，有的起點與終點重合。不同的過

程結構在語法和語義上都有不同表現。 

根據過程結構三要素的有無，把動詞過程結構分為五個大類、十個小

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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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1-6 郭銳(1993)的漢語動詞過程結構類型表 

類型  了 時量 著 在 過 例詞 

無限結構  - - - - - 是、等於、以為、作為

前限結構  I I - - - 認識、知道、熟悉 

1 I I - - + 相信、喜歡、懂、姓 

2 I I + - + 有、瞎、信任、愛 

3 I,F I + - + 坐、住、病、醉 

4 I,F I + + + 等、端、敲、工作 

雙限結構 

5 I,F I,F + + + 吃、燒、搬、看、修改

1 F F + + + 產生、提高、消失 
後限結構 

2 F F - + + 離開、滅亡、消除 

點結構  F F - - + 來、忘、開始 

表2-3-1-6是一個表現為狀態、動作和變化三個核心之間的過渡的連續

統。動詞的過程結構與某些語法現象有著密切的關係，可以說揭示動詞的

過程結構為分析這些語法現象提供了一個基礎。 

至於漢語的時態，郭銳(1997)所提到時態實際上是外在時間性和內在

時間性共同作用的結果，具體一點說，就是應把時態首先看作過程時狀，

即時態是與外部時間的流逝過程相聯繫的；其次，時態與謂詞性成分的內

在時間性是相關的，即時態之所以有不同類型，是因為謂詞性成分的內部

過程相對於參照時刻有不同進展狀況。因此，過程時狀實際上可以看作帶

有時態算子(aspectual operator)的謂詞性成分，非過程可以看作不帶時態算

子的成分；而不同的時態又可看作由所帶時態算子的不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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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漢語否定詞與時間概念 

李瑛(2004)運用第二語言習得研究中的「擴散理論」，得出了以下結

論：第一、在語法測試中，不同層次的學習者都會混合使用「不」和「沒

(有)」，但未出現「沒(有)」的泛化，相反「不」具有一定的強勢地位；

第二、習得過程中，至少有兩種因素影響學習者對「不」和「沒(有)」的

選用(1)時間詞，(2)語塊熟悉度；第三、學習者對「不/沒+V」否定結構的

掌握度與學習者的漢語水平并不完全呈現正相關。具體而言，對於第一個

結論，通過調查發現，「沒(有 )」剛剛導入的時候，「沒(有 )」代替

「不」的情況遠遠多於「不」代替「沒(有)」，這說明學習者一旦學習了

「沒(有)」，就大量使用「沒(有)」，用「沒(有)」代替「不」。但此種現

象很快就日益減少，而「不」代替「沒(有)」卻迅速上升。發展到一定階

段，「不」代替「沒(有)」的現象超過「沒(有)」代替「不」。而第二結

果發現學習者用「沒(有)」代替「不」的句子，都出現在表過去時。同時

調查也發現，有將來時間的句子，學習者都用「不」來否定動詞；時間詞

為「現在」的句子，如：現在還不/沒習慣，學習者便傾向於使用「不」。

此外，從語塊熟悉度高的「不願意」與熟悉度不高的「不想」之間的實驗

結果發現，「不願意」的錯誤率明顯低於「不想」。 

    根據Li&Thompson(2003)，「不」與「沒(有)」之主要差異在於功能

上，即「不」表示中性的否定(neutral negation)；「沒(有)」則否定某一種事

件的完成(the completion of an event)。換言之，「不」表示否定某一件事，

但不否認事件的完成，且這是由動詞語義如：狀態動詞、形容詞、能願動

詞決定的。「不」表示對狀態之否定，表示拒絕；其適用的時間是過去或

現在。接著，無論時間如何，「不」的功能基本上不涉及「完成」的概

念。與此相比，「沒(有)」否定時間的完成，且變化動詞─表示過程或狀

態的改變，只能以「沒 (有 )」來否定。要注意的是，「未完成 (non-

completion)」語義上並不等於「過去時制的否定(past-tense negation)」。 

(21) A：以前這個地方不窮。 

B：*以前這個地方沒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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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句(21)證明了「不」可以否定過去時制的狀態。接著，「沒(有)」亦

可以表示未來動作的尚未完成，如下： 

(22) 明年這個時候你還沒(有)畢業呢。 

(23) 你想一想，到明年這個時候我還沒(有)吃過蘋果呢。 

總之，由於完成的事件(event time)通常是指說話的時間(speech time)之

前已所發生的事情，因此「沒(有)」常常被翻譯成英文的過去式。但，因

為「不」亦可用於過去式的否定，且「沒(有)」亦可用於非過去的否定，

所以「不」與「沒(有)」之區別在於說話時，描述的事件完成與否。 

接著，Li&Thompson(2003)探討了現代漢語否定詞與時態之關係，如

下： 

 

表2-3-2-1 Li&Thompson(2003)的現代漢語否定詞與時態(aspect) 

肯定 例句 否定 例句 

動詞 + 了1 我寫錯了那個

字。 

沒(有) + 動詞 我沒 ( 有 ) 寫錯那個

字。 

動詞 + 過 我坐過飛機。 沒(有) + 動詞 + 過 我沒(有)坐過飛機。 

動詞 + 著 他還留著鬍子

呢。 

沒(有) 他沒(有)留鬍子。 

在 + 動詞 他在睡覺。 不 + 在 + 動詞 他不在睡覺。 

首先，表示完成的時態標記(perfective aspect marker)「了1」
3不能以

「不」或「沒(有)」否定。 

(24) *他不吃了那塊蛋糕。 

                                            
3 Chao(1968): 與此相比，「了2(inchoative le)」指表示「變化」的助詞，置於句末。

(引自Teng,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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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我沒寫錯了那個字。 

由於「沒 (有 )」否定「完成」，而「了 1」卻又表示「受限事件

(bounded event)」，因此兩者之間存在著語義上之矛盾，不能同時出現。

但，在否定命令句裡，若命令句表示對於聽話者的警告，就必須要用「了

1」。 

(26) A：別選那堂課。 

B：別選了那堂課。 

C：別選了那堂課，你又跟不上。 

從例句(26)可知，由於說話者想要阻擋的是句中事件的發生，即「選

那堂課」，因而單獨出現在否定命令句的事件並不是「受限」或「完成」

事件。故，我們可以看出否定命令句裡不能出現表示受限事件的「了

1(perfective le)」。但，一旦「了1」出現在否定命令句，此事件必定受到其

後事件的限制，即「你又跟不上」。 

其次，由於表示經驗的時態標記(experiential aspect marker)「過2」
4與事

件之「受限」無關，所以可以與「沒(有)」連用。 

再次，表示持續狀態的時態標記(durative-state aspect marker)「著」指某

種行為的持續狀態。否定狀態最簡易的方法就是否定其存在性，也就是用

「沒」來否定存現動詞(existential verb)「有」。 

最後，表示進行動作的時態標記(durative-action aspect marker)「在」可

以與「不」連用；但不可用「沒(有)」。換言之，其原因也基於語義，若

某種動作在進行(on-going)的過程之中，就無法判斷其動作已完成與否，所

以不能以「沒(有)」來否定。否定進行動作的唯一方法便是用中性否定詞

「不」來否定。 

針對Li&Thompson所提的有關「在」的主張，我們稍有不同的看法，

 
4 「過1」指時相(phase)，取自莊舒文(2002)。莊舒文主張，時相是置於動詞之後，並揭

示動詞時間結構的語法標記。「過1」表動作完結；「過2」表曾經發生某一動作或存在

某一狀態。(劉月華等，1996；呂叔湘，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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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表示動作進行時態的「在」亦在於時間軸上的命題，同時屬於動態

(dynamic)的概念，故只能用「沒(有)」來否定，而不能用「不」來否定。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在第五章第三節繼續探討，同時以具體的實驗結果來

驗證我們的看法。 

郭銳(1997)主張，指稱(designation)和陳述(assertion)的對立是語言中最基

本的對立，最典型的就是名詞和動詞的對立。指稱性成分最重要的特徵是

其空間性，陳述性成分最重要的特徵是其時間性。而陳述性成分的時間性

體現在內在時間性(intrinsic temporal feature)和外在時間性(extrinsic temporal 

feature, 時狀)兩個方面。上述提過，內在時間性是指一個陳述成分所表示

的狀況有一個可以隨時間展開的可能的內部過程，這個內部過程包括起

點、終點和續段三個要素，三要素的有無和強弱不同就形成謂詞過程結構

的不同。探討漢語謂詞性成分的外在時間有過程和非過程的對立，過程指

謂詞性成分實現為外部時間流逝過程中的一個具體事件，這種謂詞性成分

一般帶有「了、著、過、在、正在、呢」等時間性成分；非過程指謂詞性

成分不與時間流逝發生關係，只是抽象地表示某種動作、狀態或關係。 

 
表2-3-2-2 郭銳(1997)的現代漢語謂詞性成分的時間概念 

指稱 空間性 

起點、續段、終點 內在時間性 
陳述 時間性 

外部世界的事件 外在時間性(時狀) 

關於漢語否定詞與時間概念，郭銳主張，「不」是對非過程時狀的否

定，「沒(有)」是對過程時狀的否定。換句話說，過程性成分表示了事件

的存在，對過程性成分的否定也就是對事件存在的否定。即「沒(有)」是

對存在的否定，包括對事物存在和事件存在的否定。也就是說，過程指謂

詞性成分表示的狀況實現為外部時間流逝過程中的一個事件，這個事件也

許是已完成的，也許是經歷過的，也許是正在進行的，無論如何，都是已

經存在的。與此相比，「不」可看作對謂詞性成分的本身性質的否定，即

把一個概念或命題變成矛盾概念或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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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2-3 郭銳(1997)的現代漢語「不」和「沒(有)」的時間概念比較 

不 對非過程的否定 對謂詞本身的否定
抽象地表示某種動作、 

狀態、關係 

沒(有) 對過程的否定 對事件存在的否定 時間流逝過程的一部分 

我們認為根據郭銳的區分，便可以比較清楚地說明否定詞「不」和

「沒(有)」的區別。因此，本文採郭銳的現代漢語時間概念與否定詞之關

係，藉此建立劃分漢語否定詞「不」與「沒(有)」之架構。 

非過程時狀不帶外在時間性，因此可看作謂詞性成分的無標記用法。

過程時狀除了表示謂詞性成分本身的意義外，還加上了外在時間性意義。

現代漢語中助詞「了、著、過」，副詞「在、正在」可看作過程標記，因

為帶這些成分的謂詞性成分都是用「沒(有)」來否定。大部分表過程的謂

詞性成分都是帶標記的，但也有不少是零標記的。當一個過程成分是零標

記時，可能與一個非過程成分同形，而造成歧義，如下： 

(27) A：他在家裡吃飯。 

B：他沒在家裡吃飯。(他正在家裡吃飯。) 

C：他不在家裡吃飯。(他平時在家裡吃飯。) 

例(27)歧義句具有兩種意思，帶零標記的過程成分的「他正在家裡吃

飯」；第二種意思是以非過程成分表示慣常行為的「他平時在家裡吃

飯」。過程時狀以「沒(有)」否定；非過程時狀以「不」否定。 

接著，過程結構是從靜態角度對謂詞性成分進行分類，它根據的是謂

詞性成分固有的內在時間性特徵；而時狀則是從動態角度對謂詞性成分的

分類，它根據的是謂詞性成分在使用中體現出的與外部時間聯繫的特徵。

換句話說，時狀特徵不是謂詞性成分的固有特徵，而只是謂詞性成分的不

同用法。因此，同一個謂詞性成分可能在不同場合具有不同時狀特徵。此

外，一個句子總要指涉(denote)外部世界的一定事件，這些事件有些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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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狀況，即外部世界中實際發生的，而有些不是現實狀況，據此可把句

子分為兩種指涉類型(denotational types)：現實句─指涉外部世界中實際發生

的事件；非現實句─指涉未在外部世界中實際發生的事件，但表示現實狀

況的可能性，即從意義上看，表示慣常行為或意願、規律、祈使等。再

來，郭銳(1993)把漢語的動詞按過程結構分為動態動詞，包括動作動詞和

變化動詞，與靜態動詞，包括狀態動詞。最後，郭發現句子的指涉類型與

謂語動詞的內在時間性和外在時間性之間的關係，如下： 

表2-3-2-4 郭銳(1997)的句子的指涉類型與動詞的過程結構、時狀的關係 

  
過程 非過程 

靜態動詞 現實句 現實句 

動態動詞 現實句 非現實句 

時 
狀 

類
型

句 
子 

指 
涉 

類 
型動 詞 過 程 結 構 

第一、若謂語動詞是動態動詞，當其時狀是非過程時，句子表達非現

實狀況，如：「我看電視。」、「他抽煙。」；當其時狀是過程時，表達

現實狀況，如：「我看電視呢。」、「他在抽煙。」 

第二、若謂語動詞是靜態動詞，無論其時狀是非過程還是過程，都表

達現實狀況，如：「我認識他。」、「他知道這事。」、「小王著急

了。」 

第三、若句子的時狀是非過程，當謂語動詞是靜態動詞時，表達現實

狀況；當謂語動詞是動作動態動詞時，表達非現實狀況。 

第四、若句子的時狀是過程，則無論謂語動詞是哪一類動詞，都表達

現實狀況。 

2.4  韓語系統的時間概念與否定詞 

韓語的時制通常跟說話裡所指的時點有關。Lee(1993)主張，韓語的時

制可以分為兩種，即實際時制(actual tense)與遠距時制(remote tense)。換句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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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實際時制指在說話的時點上發生的事件，如：即將發生的事件、不變

的真理、自然現象、習慣或原則。遠距時制指不再發生的事件，即從現實

時間隔離，且不會牽涉到實際時制領域的事件。除此之外，遠距時制還包

括跟現實無關的領域，如：假設、條件、非現實世界、希望或過去。韓語

的時態可以分為兩種，即完成式(perfective)跟未完成式(imperfective)。完成

式不分起點、分點及終點，而指說話者從頭到尾看到的一個事件的進行過

程。未完成式指說話者看到的正在進行過程當中的一點，但無法看出其起

點與終點。 

根據Lee(1983)，韓語系統裡有兩個否定標記 (negation marker)，即

「an」跟「mos」。這兩種否定詞可以置於兩個不同的位置，即「謂語之

前(the pre-verbal position)」與「謂語之後(the post-verbal position)」。否定詞

「an」與「mos」指動作、狀態或過程的「缺乏(absence)」。這種「缺乏」

是「內部因素」或「外部因素」導致的。「an」稱為「內部否定標記

(internal negation marker)，即由施事者的意志或受事者本身具有的特質等內

部因素導致動作、狀態或過程的「缺乏」。 

 

(28) 나는 안 간다.5 

    naneun an ganda 

我    不 去 

我不去。 

(29) 그 꽃은 안 예쁘다. 

    geu kkoch-eun an yeppeuda 

    那朵 花     不 漂亮 

那朵花不漂亮。 

 
5 本文的韓語羅馬字是依照「우리말 배움터(ulimal bae-umteo)」的羅馬字轉換系統標

記的。http://urimal.cs.pusan.ac.kr/urimal_new/。 

http://urimal.cs.pusan.ac.kr/urimal_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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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例句(28)與(29)得知，以「an」表示說話者的意志導致動作上的「缺

乏」或者「那朵花」本身的性質導致狀態上的「缺乏」。 

與此相比，「mos」稱為「外部否定標記(external negation marker)」，

即由外部因素引起「缺乏」。 

(30) 나는 못 간다. 

naneun mos ganda 

我    不  去 

我不能去。 

(31) 그 꽃은 *못 예쁘다. 

    geu kkoch-eun mos yeppeuda 

    那朵 花     不  漂亮 

那朵花不漂亮。 

從例句(30)與(31)我們可知，以「mos」表示外部因素導致動作上的

「缺乏」。故，「mos」不能表示「那朵花」本身性質所引起的「缺

乏」。此外，我們看出韓語的兩個否定詞「an」與「mos」皆可以對應漢

語否定詞「不」，因為韓語否定詞之選用原則基於語義，而與時間概念無

關。 

Lee(1983)，至於否定詞的位置而言，李注意到了否定句裡「ji」的功

能。具體而言，在包孕子句(embedded sentence)裡「ji」以語言行為標記

(speech act marker)表示說話者對聽話者的推論(assumption)，即說話者認為聽

話者已知要傳達信息的內容，同時認為聽話者會接受傳達信息的真假值。

換言之，說話者用「ji」預設聽話者已經知道說話者要傳達的命題內容

(propositional content)，同時預設聽話者相信命題的真假值。由此可知，

「謂語後否定句(post-verbal negation)」裡出現的「ji」用於說話者否定聽話

者所具有的對命題的信念。對於結構而言，「 ji」具有句補標記

(complementiser)之功能。與此相比，「謂語前否定句(pre-verbal ne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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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內涵說話者對聽話者知識與意識的任何推論。 

(32) A：선생님, 글씨가 안 보입니다. 

      seonsaengnim geulssiga an bo-ibnida 

      老師        字      不 看 

老師，看不到字。 

B：선생님, 글씨가 보이지 않습니다. 

  seonsaengnim geulssiga bo-iji anhseubnida 

  老師        字     看「ji」不 

  老師，看不到字。 

    例句(32)A蘊含了，對聽話者而言「看不到字」的這件事是完全未知

的信息，所以說話者沒有加以任何預設，而直接以「謂語前否定」提醒聽

話者。與此相比，就例句(32)B而言，假如說老師在黑板上寫了一些字，然

後請坐在後面的學生念這些字。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可以看出「老師」所

做的預設，即「學生看得到字」，所以說話者以「謂語後否定」的方式來

反駁「老師」的預設。 

    總之，根據Lee(1983)，韓語兩個否定詞「an」與「mos」以「內部否

定」或「外部否定」區別，同時「謂語前否定」結構與「謂語後否定」結

構之間的差距在於說話者對聽話者的預設有無。而漢語的時間概念裡「沒

(有)」跟時態有關，因此，相對而言，韓語的兩個否定詞皆能接受時態結

構。換言之，韓語時間概念裡兩個否定詞取決於句子的語義，跟時態和時

制並無關聯，且時態與時制可以同時出現在一個句子。這種特徵就是韓籍

學習者經常將漢語「沒(有)」跟時態助詞「了1」一起使用的主要原因。 

 
動詞詞幹 + 否定詞「안(an)」或「못(mos)」+ 時態 + 時制 

圖2-3-2-1 韓語否定詞的句法與時間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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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泰語系統的時間概念與否定詞 

    泰語是類似漢語以時態為主的語言。所謂的時制指參照時間或說話時

間與事件發生的時間之間的關係，通常分成過去、現在以及未來。根據

Shoichi和Preeya(2005)，在泰語系統裡不存在表達時制的句法成分，但透過

一些時間副詞、語境或者從時態標記來推論表達時制。泰語的時態系統相

當豐富，且以很多不同詞彙表達不同時態。泰語的時態標記的位置分成

「謂語之前(pre-verbal)」與「謂語之後(post-verbal)」，有時「動詞前置時態

標記」與「動詞後置時態標記」可以同時使用。 

    泰語的否定詞為「may」、「may-chay」、「yaa」以及「plaaw」。最

常用的否定詞「may」置於動詞、形容詞以及有些助動詞的前面。 

(33) khaw may maa. 

他   不   來 

他不來。 

    「may-chay」否定「名詞性謂語(nominal predicate)」。 

(34) may-chay khon thai. 

不      人   泰國 

不是泰國人。 

    「yaa」置於動詞前面，表示「否定命令句(negative imperative)」。 

(35) yaa pay. 

別 走 

別走。 

    最後，「plaaw」本義是「空白(blank)」，由此衍生出來「沒(有)(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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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義，在問答句裡作為否定答覆(negative answer)的功能6。 

(36)7 A: khun yung mak may? 

       你   忙  很  嗎 

你很忙嗎？ 

B: plaaw. 

沒有 

沒有。 

2.6  小結 

    本章從三個領域探討漢語否定詞相關的文獻與理論：一為漢語否定詞

於語義上的屬性，一為漢語否定詞於句法上的特徵，一為漢語時間概念與

否定詞的關係。漢語否定詞「不」與「沒(有)」以時間概念來區分，在時

間流逝過程上的命題以「沒(有)」否定；脫離時間軸上的命題以「不」否

定。接著，本文探究韓泰語時間系統與否定詞相關的文獻：韓語以時制表

達時間概念的語言；泰語與漢語相同以時態為表達時間概念的語言。本文

於第四、第五章驗證漢韓語表達時間方式的不同是否影響韓籍學習者對漢

語否定詞習得過程。 

 
 
 
 
 
 
 
 
 
 

 
6 Teng(1974b): 在中文的篇章裡「沒(有)」否定某種事件的發生，並沒有否認前一句的

功能。“mei you does not refute a previous sentence but denies the existence of event
s.”(此段為筆者中譯) 
7 例句(33)取自Teng(1974b)，泰文為筆者請泰國母語者所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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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研究方法 
    本章介紹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偏誤分析與對比分析。同時，具體地

說明實驗設計、實驗對象以及統計方法。 

3.1  偏誤分析 

「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的倡導始於Corder(1967)，他指出學習者的

偏誤在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乃是不可或缺的一部分。其重要性為：第

一，學習者可從偏誤中獲得各類型的回饋，將有助於其語言發展。第二，

偏誤的產生可以提供研究者語言習得的證據，以發掘學習者在語言的發展

過程中使用了哪些策略。(引自陳俊光，2007) 

 

表3-1-1 James(1998)的對錯誤的分類(引自陳俊光，2007) 

疏失(slip) 指當事人可以立即自我察覺並修正，而無需他人指出

的錯誤。 

失誤(mistake) 指當事人可以自我修正的錯誤，但必須先為他人所指

出。 

偏誤(error) 指在收到相關明確或隱含的輸入(input)，並將其轉換成

納入信息或吸收信息(intake)之前，並不能自我修正。

換言之，在達到自我修正之前，當事人還需要進一步

的學習。 

語法錯誤(solecism) 指違反某些純粹語法學家所指定的語法規則。通常是

學校所教的，可能與課堂外母語者的實際使用不同。 

錯誤分類的標準在於學習者是否具備自我修正能力並產生錯誤的規律

性。換言之，學習者具備立即修正的能力的，同時亦沒有規律性的錯誤屬

於失誤。與此相反，就屬於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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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 James(1998)的對偏誤的分類8(引自陳俊光，2007) 

誤加(addition) *目前還{沒}找不到工作，我的負擔越來越沉重。 

誤代(mis-selection) *可是還[沒/不]懂事。 

錯序(mis-ordering) *我(沒)跟他{沒}見面。 

遺漏(omission) *你怎麼(不)努力學習呢？ 

James(1998)區分了「遺漏」偏誤與「正常省略」(ellipsis)。前者為在句

中少了必須的成分，而造成語義上矛盾或不完整的偏誤。後者指為了遵守

語言的「經濟原則(principle of economy)」，而將重複的部分省略的現象。接

著他指出，「誤加」偏誤大致可分為兩個次類，第一為學習者過於忠實遵

守某些規則的結果；第二為學習者忽略例外而將某已知規則強行加在不適

用之處。Dulay(1982)說，「誤代」偏誤指學習者從某一個範疇中選出偏誤

的形式來代替同範疇中的正確形式。他也說「錯序」偏誤一般屬於語際偏

誤，通常是第二語言學習者依賴母語表面結果而對標的語進行逐字翻譯的

結果。(引自陳，2007) 

本文的中介語語料取自於北京語言大學的HSK動態作文語料庫與韓國

現代漢語中介語語料庫。 

3.1.1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本文針對韓籍學習者所做的高級作文答卷語料，進行偏誤分析。由於

中介語語料庫使用上有限制，本文從總7,337筆否定詞「不」、總972筆否定

詞「沒(有)」的語料庫資料中個別抽選大約100筆左右的語料來進行分析。

此外，本文依據由HSK動態作文語料庫課題組曾經設計的標準來判斷病

句、糾正學習者造成的偏誤。 

3.1.2  現代漢語中介語語料庫 

現代漢語中介語語料庫中總共有否定詞「不」1,480筆、否定詞「沒

(有)」343筆。研究依據此語料庫設計的標準來判斷病句；「領屬」關係的

「沒(有)」或者與否定詞無關的偏誤都不在本文的研究範圍內。因此，抽

選「不」1,459筆、「沒(有)」288筆的語料來進行分析。 
                                            
8
 各個符號代表如此：[錯誤/正確]、(填補)、{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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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對比分析 

3.2.1  實驗目的 

本實驗的主要目的在於研究韓籍學習者習得漢語否定詞的過程與特

徵。具體而言，以時態為主的漢語用「沒(有)」來否定與時間流逝過程中

發生的事件，且時間變化不會顯示於動詞形態；與此相比，韓語是以時制

為主的語言，用動詞形態的變化來顯示時間的變化，與韓語兩個否定詞卻

沒有關聯。透過本實驗探討漢韓之間在時間概念上的不同對韓籍學習者在

習得漢語否定詞的過程是否有所影響。故，本研究假設為對於含有時間成

分的題目，韓泰籍受試者之間達到統計上之顯著差異(statistic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如下： 

 

表3-2-1-1 跨語言對比分析之統計假設 

虛無假設 

(null hypotheses, H0) 

對於含有時間成分的題目，韓泰籍受試者之間

沒有統計上之顯著差異 

選替假設 

(alternative hypotheses, H1) 

對於含有時間成分的題目，韓泰籍受試者之間

達到統計上之顯著差異 

3.2.2  實驗對象 

按照漢語學習期間，將韓籍受試者分成三組：第一級學習者44位、第

二級學習者30位、第三級學習者39位。具體而言，將在外國語語言環境下

學習漢語的時間六個月到一年半或在第二語言環境下學習漢語的時間兩個

月到六個月的學習者分為第一級程度；將在外國語語言環境下學習漢語的

時間一年半到四年或在第二語言環境下學習漢語的時間六個月到一年四個

月的學習者分為第二級程度；將在外國語語言環境下學習漢語的時間四年

以上或在第二語言環境下學習漢語的時間一年四個月以上的學習者分為第

三級程度。與此相同，按照漢語學習時間，將泰籍受試者分成三組：第一

級學習者21位、第二級學習者25位、第三級學習者4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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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國語語言環境下學習期間六個月到一年半的第一級受試者在課程

安排上皆初步掌握了有關「不」跟「沒(有)」的語法知識。第二級與第三

級學習期間是以在外國語語言環境下大學學習期間四年為基準而分成的。

此外，將台籍受試者51位當作控制組，同時將對15位中國大陸受試者的實

驗結果作為探討兩岸差距的資料。 

表3-2-2-1 實驗對象分類 

 漢語水平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國籍 韓國 泰國 韓國 泰國 韓國 泰國 

母語 韓語 泰語 韓語 泰語 韓語 泰語 

人數 44位 21位 30位 25位 39位 43位 

漢語學習期間

9 

六個月以上 

一年半以下 

一年半以上 

四年以下 
四年以上 

3.2.3  跨語言研究方法 

James(1980)主張，「對比分析則是應用語言學的一支，因為對比分析

的主要目的便是為語言教學提供洞察力與啟示。」(引自陳俊光，2007)根據

陳俊光(2007)，世界上每個語言都有時間的概念，這便是中間對比項或共同

的對比基礎，而不同語言表達時間的語言形式都不盡相同，也是對比分析

「同中取異」的基本概念。 

根據陳俊光，使用「跨語言學習者表現」研究方法的目的即是針對所

研究的標的語結構，加入兩組不同母語背景的學習者表現比較，一為實驗

組其母語有與標的語對等的結構，另一組為控制組其母語則無相應結構。

若實驗組和控制組對某中介語(interlanguage)形式的使用頻率達到顯著性的

差異，便是母語遷移的有力證據。反之，若是兩組之間未達顯著性的差

異，則更可能是與第二語言習得的普遍發展因素有關，即標的語本身的時

間概念和結構複雜度極高，因此，對任何學習者包括第一語言學習者在內

而言都格外困難。 

                                            
9 在外國語語言環境下學習漢語三個月的時間相當於在第二語言環境下學習漢語一個月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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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得知，跨語言研究方法(cross-linguistic contrastive analysis)的主要

目的在於探討標的語結構。但，本文的重點在於探討「跨語言影響(cross-

linguistic influence)」的「遷移(transfer)」，所以我們將上述的跨語言研究架

構稍微修改，以便於驗證韓語對漢語習得過程的影響。具體而言，本研究

以韓籍漢語學習者 113 位為實驗組；泰籍漢語學習者 89 位為參照組；台灣

本籍生 51 位為控制組。而中國大陸本籍生 15 位為另外一組，主要在觀察

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差異。在語言類型(language typology)的形態類型上，泰語

是跟漢語同屬於孤立型語言，也是以時態為主的語言，並不藉由詞形變化

顯示時制，而韓語則屬於黏著型語言，是以時制為主的語言，且藉詞形變

化顯示時制。進而，透過這次調查驗證漢韓之間時間概念上或結構上的不

同是否成為韓籍學習者習得否定詞上的難點。 

 

表 3-2-3-1 跨語言研究分組 

語言類別 漢語 泰語 韓語 

實驗上的分類 控制組 參照組 實驗組 

形態類型 孤立型語言 孤立型語言 黏著型語言 

表示時間的方式 以時態為主 以時態為主 以時制為主 

中心語參數 中心語在前 中心語在前 中心語在後 

針對中心語參數，我們亦可以細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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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2 中心語參數 

語言   中心語參數10 

英 ate an apple Vt (object) NP I 

漢 吃 蘋果 Vt (object) NP I 

泰 gin apple Vt (object) NP I 

韓 sagwaleul meog-eossda (object) NP Vt F 

英 can speak AUX VP I 

漢 會 說 AUX VP I 

泰 phuud pen VP AUX F 

韓 malha lsu-issda VP AUX F 

英 at home P NP I 

漢 在 家 P NP I 

泰 thii baan P NP I 

韓 jib e NP P F 

英 the boy who hit the dog NP Relative clause I 

漢 打狗的 少年 Relative clause NP F 

泰 dek-nhum thii tii mhaa NP Relative clause I 

韓 gaeleul 

ttaelin 

sonyeon Relative clause NP F 

英 his sister Possessive NP N F 

漢 他的 妹妹 Possessive NP N F 

泰 nong-sao khong khao N Possessive NP I 

韓 geu-ui yeodongsaeng Possessive NP N F 

英 white flower ADJP N F 

漢 白色的 花 ADJP N F 

泰 dok-maii sii-khao N ADJP I 

韓 ha-yan kkoch ADJP N F 

                                            
10 “I”表示中心語在前(head-initial)；“F”表示中心語在後(head-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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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3-2-3-2 得知，除了韓語之外，英語、漢語以及泰語在不同結構上

的中心語參數都不一致。具體而言，英語在動賓結構、助動詞結構、介詞

結構及關係子句結構上為中心語在前，在領屬結構、形容詞結構上為中心

語在後的語言；漢語在動賓結構、助動詞結構及介詞結構上為中心語在

前，在關係子句結構、領屬結構及形容詞結構上為中心語在後的語言；泰

語在動賓結構、介詞結構、關係子句結構、領屬結構及形容詞結構上為中

心語在前的語言，在助動詞結構上為中心語在後；韓語在任何結構上都是

中心語在後的語言。 

針對上述的問題，陳俊光將中心語參數與主要分枝方向分開地談論。

關於中心語參數的概念，Richards and Schmidt(2002)定義為“中心語參數係指

一個語言規定每個短語中心語的位置，就在其補語﹝廣義的用法含賓語在

內﹞之前或之後。中心語在前的語言，其中心語通常在補語之前；中心語

在後的語言，其中心語通常在補語之後。”(引自陳俊光，2007) 

至於主要分枝方向，陳俊光所說，主要分枝方向專指修飾語與其中心

語的關係。修飾語可為語詞層次的形容詞、短語層次的介詞組以及子句層

次的關係子句或副詞子句。相對地，中心語參數專指賓語與其中心語的關

係。賓語可以是動詞短語的名詞賓語(動賓)或是介詞短語的名詞賓語(介

賓)。換言之，主要分枝方向所描述的包括語詞、短語和子句等三個層次的

修飾語，而中心語參數只描述短語層次的動賓或介賓關係。 

表3-2-3-3 主要分枝方向 

甲、向左分枝(+語詞+短語+子句)、中心語在前(+短語)： 

例如：漢語 

乙、向左分枝(+語詞+短語+子句)、中心語在後(+短語)： 

例如：韓語、日語 

丙、向右分枝(+語詞+短語+子句)、中心語在前(+短語)： 

例如：泰語、越南和印尼語 

丁、向右分枝(+短語+子句)、向左分枝(+語詞)、中心語在前(+短語)： 

例如：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及義大利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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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3-2-3-3可知，從中心語參數來看，泰語與漢語相同屬於中心語在

前的語言類型，與此相反，韓語屬於中心語在後的語言類型。 

3.2.4  問卷設計與統計方法 

本實驗以問卷的方式來進行調查。具體而言，基於動詞語義功能、句

法結構以及時間概念出題目之後，給三個等級韓泰籍學習者發問卷。接

著，按照調查的結果，算出三個領域的統計數據。本問卷分成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詢問受試者的基本背景資料，以便於判斷受試者的漢語學習時間

與其他背景。而第二部分分為三大題，第一大題主要測定動詞語義功能上

的問題，第二大題為測定句法結構的問題，第三個大題則為測定與時間概

念相關的問題。問卷之所以如此設計主要是為避免產生不同領域之間的干

擾或重疊。第三個部分則是調查語義、結構及時間概念的項目，且判斷受

試者對否定句的接受度。此外，為了提高調查的客觀性，設計了語言運用

(performance)與語言能力(competence)。而語言運用領域具有開放性。換言

之，語法行為與語言能力相關；可接受性為語言運用的一部分(Chomsky, 

1965)。 11此外，由於第一級學習者的詞彙量有限，在問卷上提供詞彙解

釋，以免影響調查結果。 

表 3-2-4-1 測驗題目分類 

  相關領域 語言領域 

第一部分 基本背景資料 

第一大題 動詞語義功能 語言能力 

第二大題 句法結構 語言能力 第二部分 

第三大題 時間成分 語言能力 

接受度測試題 語義、句法、時間成分 語言運用 
第三部分 

改寫 語義、句法、時間成分 語言運用 

語言教師或語言學家經常遇到困境，甚至感到挫折。統計研究便是克

服這種問題的最好方法之一 (Brown, 1988)。本文採用卡方獨立性考驗

                                            
11 Chomsky(1964): “Grammaticality to be a correlate of linguistic competence, and acce-
ptability to be one of linguistic performance.”(引自Odlin, 1994)(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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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son Chi-Square)的方法與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來

進行統計檢驗。根據徐昊杲等(2002)，卡方獨立性考驗的主要目的是為了解

自同一母群抽樣而來的樣本其兩個設計變項(類別變項)之間是否互為獨

立。所以，當兩個設計變項非獨立時，便可解釋兩個設計變項間的相關係

數，藉此分析韓泰受試者之間的實驗結果。接著，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

分析指一個二分以上類別變項對一個連續變項間進行的考驗。(Brown, 1988)

意即比較三個(含)以上平均數的顯著性考驗，藉此分析不同等級韓籍受試

者之間的實驗結果。 

 

表3-2-4-2 SPSS統計方法 

類別 分析對象 SPSS統計方法 

韓泰受試者 Pearson Chi-Square 
第一大題 

不同等級韓籍受試者 One-Way ANOVA 

韓泰受試者 Pearson Chi-Square 
第二大題 

不同等級韓籍受試者 One-Way ANOVA 

韓泰受試者 Pearson Chi-Square 

台韓泰受試者 One-Way ANOVA 

第二部分 

第三大題 

不同等級韓籍受試者 One-Way ANOVA 

台韓泰受試者 One-Way ANOVA 
第三部分 接受度測驗題

不同等級韓籍受試者 One-Way ANOVA 

3.3  小結 

    本章介紹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偏誤分析針對韓籍學習者的兩個中介語

語料庫進行；對比分析採用跨語言研究方法。從語言類型學的角度來看，

泰語與漢語在中心語參數與主要分枝方向相同的語言。本研究考慮實驗的

客觀性與針對性設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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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偏誤分析研究結果 
    本章透過針對韓籍學習者的兩個中介語語料庫來探討偏誤類型與原

因。 
4.1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本文的中介語語料取自於北京語言大學的「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2」。其中，針對韓籍學習者所做的高級作文答卷語料進行偏誤分析。在

否定詞「不」總7,337筆、否定詞「沒(有)」總972筆的語料庫資料中，出現

了「不」139筆與「沒(有)」105筆的病句。由於中介語語料庫使用上的限

制，其中個別抽選與「不」、「沒(有)」直接關聯的語料，即「不」86

筆、「沒(有)」94筆來進行分析。此外，本文依據HSK動態作文語料庫課

題組所判斷的病句，分析學習者造成的偏誤。 

表4-1-1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偏誤分析 

偏誤類型 否定詞 偏誤筆數 偏誤率 否定詞 偏誤筆數 偏誤率 

誤加 不 20/86 23.26% 沒(有) 4/94 4.26% 

誤代 不 43/86 50% 沒(有) 87/94 92.55% 

錯序 不 2/86 2.33% 沒(有) 0/94 - 

遺漏 不 21/86 24.42% 沒(有) 3/94 3.19% 

上表4-1-1顯示，對「不」的偏誤而言，「誤代」偏誤率最高，「遺

漏」居二、「誤加」居三、「錯序」居四。與此相似，對「沒(有)」的偏

誤率而言，「誤代」偏誤率相當高，高達92.55%，「誤加」居二、「遺

漏」居三、「錯序」偏誤沒有出現。整體來看，「沒(有)」的偏誤率10.8%

高於「不」的偏誤率1.89%。 

 
                                            
12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是母語非漢語的外國人參加高等漢語水平考試作文考試的答

卷語料庫，收集了1992到2005年的部分外國考生的作文答卷，共計10,740篇，約400萬
字。語料庫的網址為http://202.112.195.8/hsk/login.asp。 

http://202.112.195.8/hsk/login.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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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不」之偏誤分析  

首先，「誤代」偏誤率最高，佔了50%。例句(34)至(36)為將時軸上發

生的事件以「不」否定而產生「誤代」偏誤的病句。具體而言，由於時間

流逝的過程上沒有發生「寫信」、「澆水」的動作或「到車站」的結果，

故必須以「沒(有)」來否定時間流逝過程上的這些命題。 

(37) 我好久*[不/沒]給你寫信。 

naneun aju olaesdong-an neo-ege pyeonji sseuji moshaessda 

(38) 我們都*[不/沒]給花澆水，因為我們放手只等著什麼人替自己澆水，結果花

枯死了。 

uli modu kkoch-e mul-eul juji anhgo, daleun salam-i uli daesin mul jugiman-eul 

son nohgo gidalin gyeolgwa kkoch-i sideul-eo juggo mal-assda 

(39) 比如說，早上大家都要上班，車多人也擠，大家都等了半天，來了一輛車

*[不/沒]到車站，就大家爭先恐後地往上跑。 

yeleul deulmyeon, achim-e modudeul chulgeunhae-yaman haeseo chado manhgo 

salamdo bumbinda. ileohge hancham gidalineun jung chaga jeonggeojang-e 

dochaghagido jeon-e dadeul apdatu-eo ttwi-eo gassda 

病句(39)亦表達時間流逝過程中沒發生的事件，所以必須將可能補語

句「考不上」改成結果補語句「沒考上」。換言之，由於表示主觀或客觀

條件是否容許實現的可能補語句無法表達已經發生的結果，因此病句(39)

必須換成表達動作或變化所產生結果的結果補語句。 

(40) 我長大後，第一次*[考不上/沒考上]大學，很難過，所以一直躲在房間裡不

願意出門。 

naega eoleun-i doen hu cheosbeonjjae dae-ibsiheom-e habgyeoghaji moshae 

neomu goelo-woseo julgod bang an-e teul-eobaghyeo bakk-eulo nagago sipji anh-

assda 

 44



第4章 偏誤分析研究結果 
 

 45

接著，例句(41)至(43)是與「句法結構」有關的病句，即把結果補語句

「受到」、「意識到」及「感到」以「不」否定而導致的「誤代」偏誤。 

(41) 在孩子的時候*[不/沒]受到良好的教育，或者從父母那來學習的不好的習

慣。 

eolyeoss-eul jeog-e olbaleun gyo-yug-eul badji moshaessgeona, bumolobuteo 

bae-un nappeun seubgwan-il geos-ida 

(42) 還有，現在人們不重視，而且*[不/沒]意識到抽煙給我們帶來的嚴重破壞。 

gedaga yojeum salamdeul-eun heub-yeon-i uli-ege kkichineun simgaghan 

pyehaeleul jungsihaji anhgeona uisighaji moshago issda 

(43) 以前我跟媽媽在一起的時候，*[不/沒]感到媽媽對我的愛。 

yejeon eomeoni-wa hamkke sal jeog-eneun na-e daehan eomeoni salang-eul 

neukkiji moshaessda 

第二、例句(44)至(46)為出現「誤加」偏誤的病句。 

(44) 您相信你這個兒子吧，我絕不*{不}會您失望，我還感謝的是我家儘管沒有

錢不過很幸福。 

dangsin-eun ileon dangsin-ui adeul-eul midjyo. jeoneun jeoldaelo dangsin-eul 

silmangsikiji anh-eul geos-imyeo, bilog don-i eobs-euljilado ileohdeus 

haengboghan gajeong-e gamsadeulibnida 

(45) 首先，面對挫折，唉聲嘆氣，從而變得一蹶不*{不}振的人。 

cheo-eum-eneun jwajeol-e jigmyeonhaeseo hantanman hamyeo, dubeon dasi 

jaegihaji moshaneun salam-i doe-eossda 

(46) 如果有愛情的話別的條件都不*{不}考慮。 

man-yag salangman issdamyeon daleun jogeon-eun jeonbu golyeohaji anhneunda  

從病句(44)至(46)可知，這些病句皆重複否定詞「不」而導致語義上的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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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我記得我在台灣留學，每次打電話回家時，你們總是說「我相信你過得很

好，但如果那裡的生活*{不}辛苦的話，什麼時候都可以回來。 

naega gi-eoghagilo daeman-eseo yuhaghamyeonseo maebeon jib-eulo jeonhwahal 

ttae geudeul-i hangsang tenaneun nege jal jinaego issdago mid-eo. man-yag 

saenghwal-i himdeuldamyeon eonjelado dol-a-wado dwae.telago malhaess-eossda  

(48) 這可能是一個新的起點，我想，今後這樣的措施陸續出台，把我們的周

圍，生活環境調整一下，給不吸煙的人帶來一個良好的生活空間，給像我這

樣的吸煙者帶來一個放棄*{不}吸煙的環境。 

ama igeon saelo-un sijag-il geos-ida. nae saenggag-en oneul ihulo ileon jochiga 

silhaengdoendamyeon uli ju-wi-ui saenghwal hwangyeong-eul bakku-eo heub-

yeonhaji anhneun salamdeul-ege joh-eun saenghwal gonggan-eul 

gajyeodajulppun anila, uli gat-eun heub-yeonja-egedo heub-yeon-eul pogihal su 

issneun hwangyeong-eul gajyeodajul geos-ida 

(49) 國家不允許在公共場所*{不}吸煙是為了保護個人利益。 

gugganeun gae-in-ui gwon-ig-eul bohohagi wiha-yeo gonggongjangso-eseo-ui 

heub-yeon-eul heo-yonghaji anhneunda  

(50) 不但*{不}個人健康的問題，而且社會也可以影響。 

gae-in geongang-ui munje-il ppunman anila sahoe-edo yeonghyang-eul michil 

sudo issda  

例句(47)至(50)為誤加「不」而造成語義上矛盾的病句。 

(51) 雖然我對這個問題從*{不}來沒有想過，但現在可以想一想。 

bilog nan i munje-e daeha-yeo saenggaghan jeog-i eobs-eossjiman, jigeum-ilado 

saenggaghae bol su issda  

(52) 我會說在世界上並*{不}沒有人一生一直愉快，沒有痛苦的日子。 

naneun i sesang-e pyeongsaeng yukwaehajiman hago himdeun nal-i eobsneun 

salam-eun eobsdago malhal geos-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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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句(47)至(52)呈現兩個否定詞「不」與「沒(有)」在單句裡同時出現

的誤加「不」的偏誤。 

    中介語具有動態的系統，隨著時間不斷地變化。Adjemian(1976); 

Ellis(1985)用滲透理論(permeability)解釋學習者的語言發展過程。Ellis(1992)

指出，由於中介語系統不完整、不穩定(Adjemian, 1976)，因此一旦發生新

語言形式或新語言規則的滲透，中介語就跟著改變13。(引自Cheng, 2008)施

家煒(1998)也提出，L2學習者習得語法項目時是逐漸滲透、分化以及過渡

的發展，體現出一種動態的、參差遞進的螺旋上升性特徵。透過滲透理

論，我們可以解釋產生病句誤代及誤加「不」的原因，即習得漢語否定詞

「不」的過程中又開始習得另外一個否定詞「沒(有)」，而導致兩個否定

詞使用上的混淆。 

第三，中介語語料分析中出現了二十一筆「遺漏」偏誤。例句(53)至

(55)為遺漏「不」而產生語義上矛盾的病句。 

(53) 在這種情況下你會發脾氣甚至你會想以後絕對*(不)和他們談話。 

ileon sanghwang-eseo dangsin-eun hwaleul naegeona simji-eoneun jeoldae 

geudeulgwa du beon dasi malhaji anh-eul geos-ida 

(54) 人生當中，我們不應該只顧自己而*(不)顧別人，我們的社會就是我們共同

生活的地方。 

insaeng-eul salmyeonseo ulineun ojig jasinman-eul saenggaghago daleun salam-

eul golyeohaji anh-eumyeon andoenda. uli sahoeneun uli modu hamkke 

saenghwalhaneun gonggan-ida 

(55) 大部分的人*(不)只聽過這個問題，而是經歷的。 

daebubun-ui salamdeul-eun i munjeleul deul-eobogiman haji anhgo jigjeob 

gyeokk-eobo-assda 

                                            
13 Interlanguage is a dynamic system, changing over time. Other researchers (Adjemian,
 1976; Ellis, 1985) used the term, permeability, to describe the evolving development 
s-tages that learners go through. Since IL systems are “incomplete” and “in a state of 
fl-ux”(Adjemian, 1976), “it is amenable to penetration by new linguistic forms and rule
s”(Ellis, 1992)(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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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中介語語料庫只出現兩筆「錯序」病句，如下： 

(56) 我以後絕對會*{不}聽父親的話。→(不)會聽父親的話 

naneun ap-eulo jeoldae abeoji-ui mal-eul deudji anh-eul geos-ida 

(57) 農藥的歷史不長，但是因發明農藥而產生農業革命，這樣一來，農藥對農

業(來說)是*{不}必可少的。→必不可少的 

nong-yag-ui yeogsaneun gilji anhjiman, nong-yag-ui balmyeong-eulo inhae nong-

eobhyeogmyeong-i il-eonassda. ileohge bomyeon, nong-yag-eun nong-eob-e iss-

eo eobs-eoseoneun andoenda 

從病句(56)與(57)可知，在能願動詞句裡將「不」擺在能願動詞後面或

者在四字格「必不可少」裡將「不」擺在開頭，而導致了「錯序」偏誤。 

最後，我們探討與時態標記有關的偏誤。在此語料庫裡與時態標記有

關的病句出現了四筆。病句(58)至(59)為與時態標記「了1」有關的偏誤。

具體而言，在以「沒(有)」否定時軸上的命題時，時態標記「了1」不能同

時出現，故例句(58)與(59)是誤加時態標記「了1」的病句。 

(58) 還有我兩個星期前得了感冒，可是還*[不/沒]恢復*{了}。 

gedaga naneun 2ju jeon-e gamgi-e geollyeo ajig hoebogdoeji anh-assda 

(59) 可是因為受到他的父親的反對，加上出身的限制*[不/沒有]成功*{了}。 

geuleona abeoji-ui bandae-e budijchigo, chulsin-ui hangyelo inha-yeo 

seonggonghaji mosha-yeossda 

例句 (60)以時態標記「過 2」表達時軸上的命題，因此只能以「沒

(有)」否定。 

 

(60) 這樣的問題呢，我*[不太/沒怎麼]想過的問題。 

ileon munjeneun nan saenggaghae bon jeog-i eob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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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句 (61)遺漏了表示「變化」的句末助詞「了2」。雖然句中出現

「不」否定狀態動詞「在」，但整個句子表達的是狀態的「變化」，因此

需要表示「變化」的句末助詞「了2」。 

(61) 雖然他已經不在這世界* (上)(了)，可是他(還)在我心裡活著。 

bilog geuneun imi i sesang-e eobsjiman, nae ma-eumsog-e ajig sal-a-issda 

4.1.2 「沒(有)」之偏誤分析 

透過本研究發現，有關「沒(有)」的偏誤率較高，即佔10.8%的偏誤

率。藉此證明，對於韓籍學習者而言，習得「沒(有)」並不簡單。大部分

的「誤代」偏誤是以「沒(有)」誤代「不」而產生的。 

Comrie(1985)將所有的情境 (situation)分成兩個部分，即「現實世界

(realis)」與「非現實世界(irrealis)」。所謂的「現實世界」指現在進行的或

者過去觀察過的情境；「非現實世界」指從過去觀察的結果推論出來的情

境或者習慣性(general habit)的情境。例句(59)至(63)皆以「如果」或「的

話」來表示「非現實世界」的「假設 (hypothetical situation)」或「條件

(conditional situation)」。這種不在時軸上的「非現實世界」命題必須以

「不」來否定。 

(62) 他們很辛苦地生活，*[沒有/不]努力就不能生存下去。 

geudeul-eun neomu eolyeobge saenghwalhamyeo, nolyeoghaji anh-eumyeon 

saengjonhal su eobsda 

(63) 只固守自己的立場，*[沒有/不]努力理解對方的話，世界上最親密的父子關

係也會變成跟敵人一樣的很不好的關係。 

ojig jasin-ui ibjangman-eul gosuhamyeo, sangdaebang-ui mal-eul ihaehalyeogo 

nolyeoghaji anh-eumyeon, sesang-eseo gajang chinmilhan bujagwangyedo 

wonsu-wa gat-i johji anh-eun gwangyelo byeonhal su is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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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我一個人的看法來說，代溝是*[沒有/不]互相了解的話，永遠不可解決的問

題。 

nae saenggag-eul malhajamyeon, sedaecha-ineun sanghogan-e ihaehaji anh-

eumyeon yeong-wonhi haegyeolhal su eobsneun munje-ida 

(65) *[沒有/不]努力的話，這就是不可能的。 

nolyeoghaji anh-eumyeon, igeon bulganeunghada 

(66) 如果我們只為了現代人*[沒有/不]保護地球的環境，隨便用化肥和農藥，那

地球的環境污染越來越惡化，後果是我們的後代人沒有生存的地方。 

man-yag uliga ojig hyeondae-indeul-eul wiha-yeo jigu-ui hwangyeong-eul 

bohohaji anhgo amuleohgena hwahagbilyo-wa nong-yag-eul sa-yonghandamyeon, 

jigu-ui hwangyeong-o-yeom-eun galsulog aghwadoel geos-igo, geu gyeolgwa uli-

ui husedeul-eun saengjonhal su issneun gos-i eobs-eul geos-ida 

李瑛(2006)研究發現，不同層次的受試者在使用「沒(有)」時會將

「還」作為一個形式標記，而語言事實是「不」或「沒(有)」的使用跟

「還」沒有任何關係，可以說「還沒」結構會干擾學習者正確使用否定詞

「不」跟「沒(有)」。本研究結果亦支持李的研究結果，即學習者將「還

沒」當成獨立的套語或者記憶語塊，而以「還沒」來否定狀態動詞

「懂」、「成熟」或者表達施事者之意志的句子，如下： 

(67) 可是還*[沒有/不]懂事。 

geuleona ajig ihaega andoenda 

(68) 也許那時的我還*[沒有/不]成熟，就重視趕流行，以為這樣做才時髦。 

ama geu ttae naega seongsughaji anh-aseo yuhaengman jungsiha-yeo ige 

selyeondoen jul al-as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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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有時您叫我幫什麼忙，我還*[沒有/不]答應。 

gakkeum dangsin-i nae do-um-eul cheonghal ttae-edo naneun hangsang eunghaji 

anh-ass-seubnida 

(70) 愛情就這樣惡化了，但是剩下的四個和尚還*[沒有/不]要自己去抬水。 

salang-i ileohge aghwadoe-eossjiman, nam-a-issneun ne myeong-ui hwasang-eun 

yeojeonhi seuseulo mul-eul tteulyeo haji anh-assda 

而例句(71)至(75)是以「沒(有)」否定狀態動詞「感」、「健康」或

「關心」的病句。 

(71) 您讓我從小學音樂，當時我覺得一點兒也*[沒有/不]感興趣。 

dangsin-eun eolyeoss-eul jeogbuteo na-ege eum-ag-eul bae-uge ha-yeossneunde, 

geu dangsi-e naneun jogeumdo heungmileul neukkiji moshaessda 

(72) 身體*[沒有/不]健康什麼都做不了。 

sinchega geonganghaji anh-eumyeon eotteon ildo hal su eobsda 

(73) 昨天爸爸得胃病了，一看您就能看出來您很心疼，我雖然沒說什麼只做 

*[沒有/不]關心的表情，但也很擔心您的。 

eoje appaga wijangbyeong-e geollisyeossneunde, dangsin-eul bojamaja eolmana 

ma-eum-i apeusinji al-abol su iss-eoss-seubnida. naega bilog amu maldo haji 

anhgo, gwansim eobsneun pyojeongman ji-eossjiman, dangsin-i neomu 

geogjeongdoe-eoss-seubnida 

(74) 但東方國家的父母是大部分對孩子的事這樣對待：*[沒有/不]關心，只說父

母的想法從來不聽孩子的話。 

geuleona dongbanggugga-ui bumodeul-eun daebubun janyeo-e daehan il-eul 

ileohge cheolihabnida. gwansim-i eobs-eumyeo bumodeul-ui saenggag-eun 

jeonhyeo a-ideul-ui mal-eul gwidam-a deudji anhneundago malhal su bakk-e 

eobs-seubn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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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現在的節目大多以青年人為主，如果繼續這樣，兩代之間*[沒有/不]關心互

相喜愛的文化。 

    yojeum-ui peulogeulaem-eun daebubun-i cheongnyeon wiju-imyeo, man-yag 

ileon chusega gyesogdoendamyeon, du sedaegan-ui seolo joh-ahaneun munhwa-e 

deo-ug gwansim-i eobs-eul geos-ibnida  

值得注意的是，在語料庫裡常常看到韓籍學習者以「沒有」來否定狀

態動詞「關心」的偏誤。我們認為這是韓籍學習者受到母語影響的「負遷

移(negative transfer)」現象。具體而言，由於在韓語裡語義上與漢語動詞

「關心」相應的韓語「gwansim」是名詞，因此在韓語裡名詞「gwansim」

後面必須帶表示領屬的動詞「eobsda(沒有)」。 

(76) 나는 너에게 관심이 없다. 

naneun neo-ege gwansim-i eobsda 

我    你  對 關心     沒有 

我不關心你。 

韓語例句(76)顯示韓籍學習者以「沒有」來否定狀態動詞「關心」是

因為韓籍學習者將漢語動詞「關心」當作韓語的名詞「gwansim」，自然

使用「沒有」來否定漢語的動詞「關心」。換言之，這是詞類(word class)

上的不同所造成的偏誤。 

第二、此語料庫總共出現了四筆的「誤加」病句，如下： 

(77) 家裡有沒有*{沒}特別的事？ 

    jib-e teugbyeolhan il eobs-eo-yo? 

(78) 目前還*{沒}找不到工作，我的負擔越來越沉重。 

    jigeum ajig il-eul guhaji mosha-yeo nae budam-i jeomjeom mugeo-wojinda 

(79) 家裡有沒有受到影響*{沒有}呢？ 

    jibdo yeonghyang-eul bad-assna-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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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我的本意並不*{沒有}那樣。 

    nae bon-uineun jeoldae geuge anida 

由病句(77)至(80)可知，在「正反疑問句」裡誤加另外一個不需要的「

沒(有)」或者在單句裡兩個否定詞「不」與「沒(有)」同時使用，而導致

了句法上的偏誤。 

第三、本研究的「遺漏」偏誤大部分是與語義有關的病句。 

(81) 我知道爸爸的生意沒有希望*(沒)有起色。 

    naneun appa-ui sa-eob-i huimangdo gamangdo eobsdaneun geos-eul anda  

(82) 雖然我學習努力，但我的成績不好，差一點*(沒)上好高中{了}。 

    bilog nolyeoghaessjiman, seongjeog-i johji anh-a yaggan-ui cha-ilo 

godeunghaggyo-e jinhaghaji moshaessda 

(83) 我從來*(沒)打過什麼工，所以很擔心社會生活，都是很陌生的。 

    naneun han beondo ilhan jeog-i eobs-eoseo, sahoesaenghwal-i mae-u 

geogjeongseuleobgo nachseolda 

最後，此語料庫出現了8筆與時態相關的病句。具體而言，例句(84)至

(89)為遺漏時態標記「過2」所產生的病句。 

(84) 他們從來沒強迫*(過)我。 

    geudeul-eun han beondo na-ege gang-yohan jeog-i eobs-eossda 

(85) 父母也沒幫助*(過)她，但是她心裡有自信，自己努力做事情可以成功。 

    bumonim-i geunyeoleul do-wajun jeog-i eobsjiman, honja nolyeoghamyeon 

seonggonghal su issdaneun jasin-i iss-eossda  

與病句(84)、(85)相比，病句(86)至(87)是誤加時態標記「了1」而產生

的病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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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頭次我考大學的時候，我在警察大學報名，不幸我沒考上*{了}。 

    cheo-eum dae-ibsiheom-eul bol ttae, gyeongchaldaehag-e ji-wonhaess-eossjiman, 

bulhaenghido habgyeoghaji moshaessda 

(87) 記得我上小學時，我跟幾個同學一起去公園玩而沒上學*{了}。 

    nae gi-eog-e haggyo daniljeog-e myeochmyeoch chingudeulgwa gong-won-eseo 

noneula haggyo-e gaji anh-ass-eossda 

(88) 我們互相還不認識，而且我們都是很沉默，所以互相一句話也沒說*{了}。 

    ulineun seolo moleul ppunman anila, modu gwamughaeseo seolo han madido haji 

anh-ass-eossda 

(89) 這樣的情況從來沒發生過*{了}。 

    ileon sanghwang-eun han beondo balsaenghan jeog-i eobsda 

此結果便支持上述第二章所提的Li&Thompson(2003)的主張，即由於

「沒(有)」否定「完成」，而「了1」卻又表示「受限事件」，因此兩者之

間存在著語義上之矛盾，不能同時出現。具體而言，例句(83)至(86)中「沒

(有)」否定這些「考上」、「上學」、「說」以及「發生」的事件，因而

不能與「了1」連用。 

4.2  現代漢語中介語語料庫 
接下來本文所要探討的「不」1,459筆、「沒(有)」288筆中介語語料取

自於韓國「現代漢語中介語語料庫14」。本研究依據「現代漢語中介語語

料庫」的標準來判斷病句，但不包括表示「領屬」關係的「沒(有)」，亦

不包括與否定詞「不」與「沒(有)」無關的偏誤，如：與時態標記或其他

                                            
14 此語料庫為朴庸鎭、朴德俊、李英姬、鄭素英、崔世崙從2003年至2006年共同蒐集的

資料。蒐集學校共五所，其對象學生為大學中文系二、三、四年級的學生，共計10,419
句。本語料庫語料蒐集方法是研究者自主決定，其主要方式如下： 
因為每門課都有不同的上課方式，因而蒐集資料的方法亦稍有不同。但，主要以作文為

主，分成短文與長文。短文的主要蒐集對象為二、三、四年級；長文的主要蒐集對象為

三、四年級，為探究語用層面。每個學期至少蒐集兩次。照研究者的要求，本語料庫的

網址暫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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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類有關的偏誤，但本章每節就後補與時態標記有關的偏誤現象。 

 

表4-2-1 現代漢語中介語語料庫偏誤分析 

偏誤類型 否定詞 偏誤筆數 偏誤率 否定詞 偏誤筆數 偏誤率 

誤加 不 4/93 4.30% 沒(有) 3/29 10.34% 

誤代 不 68/93 73.12% 沒(有) 23/29 79.31% 

錯序 不 15/93 16.13% 沒(有) 3/29 10.34% 

遺漏 不 6/93 6.45% 沒(有) 0/29 - 

從表4-2-1可以看出，「沒(有)」的偏誤率10.07%高於「不」的偏誤率

6.37%。在「不」的偏誤類型中，「誤代」類型最多，「錯序」居二，

「遺漏」居三，「誤加」居四，其中「遺漏」、「誤加」的偏誤率大同小

異。與此相似，在「沒(有)」的偏誤類型中，「誤代」類型最多，「錯

序」、「誤加」居二，此語料庫沒有出現「遺漏」偏誤。其中除了「誤

代」之外，其他「錯序」與「誤加」的偏誤率相同，即10.34%。由此結果

可知，由於漢韓之間的時間表達方式的不同，因而韓籍學習者在對與時間

概念有關的「沒(有)」習得過程中遇到較大的困難。 

4.2.1 「不」之偏誤分析  

    首先，我們探討在「不」的偏誤句當中佔最高偏誤率73.12%的「誤

代」類型。最常見的「誤代」是以「不」替代「沒(有)」的偏誤，如下： 

(90) 還*[不/沒(有)]到八點，這個地方為什麼這麼熱鬧？ 

    ajig yeodeolbsiga an doe-eossneunde, i gos-eun wae ileohge beonhwahan geojyo? 

(91) 我還沒做完，因此一直到很晚也*[不/沒(有)]睡覺。 

    naega ajig da machiji anh-aseo, bam neujgekkaji jam-eul jaji anh-as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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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我學了四個小時了，但是還*[不/沒]結束。 

    naneun ne sigan-ina gongbuhaessjiman, ajig machiji moshaessda 

(93) 因為學校不同，大家好久*[不/沒有]見(面)了。 

    haggyoga daleugi ttaemun-e dadeul olaesdong-an mannaji moshaessda 

從病句(90)至(93)得知，大部分將時軸上的命題以「不」來否定，而產

生「誤代」偏誤。具體而言，例句(90)至(93)皆是在時間流逝過程中發生的

事件，如：「到八點」、「一直到很晚」、「學了四個小時了」、「好

久」，所以只能以「沒(有)」來否定。 

(94) *[不/沒(有)]看見也沒聽見。 

    bojido moshaessgo deudjido moshaessda 

(95) 我睡懶覺*[不/沒(有)]趕上公車。 

    naneun neuj-jam-eul jaseo beoseu-e taji moshaessda 

接著，病句(94)與(95)是與結構有關的偏誤。具體說來，將結果補語

句，即「沒(有)看見」、「沒(有)趕上」，以「不」來否定而產生了「誤

代」偏誤。 

第二，「誤加」為句中多加一個不需要的成分而產生的偏誤。例句(96)

至(97)為句中誤加了否定詞「不」而產生語義上之矛盾的病句。 

(96) 今天我的身體*{不}{很}不[好極了/舒服]。 

    oneul nae mom-i pyeonhaji anhda 

(97) 我們是同班同學，以後(應該)互相幫助*{不得}。 

    ulineun gat-eun ban hagsaeng-imyeo, ap-eulo seolo do-wa-yaman handa 

(98) 認識了他們以後，我不自*{不}覺地[感到/產生了]一種自豪(感)、責任感。 

    geudeul-eul an ihulo, nado moleuge iljong-ui jabusimgwa chaeg-imgam-i 

saenggyeos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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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還沒*{不}到八點，這個地方為什麼這麼熱鬧？ 

    ajig yeodeolbsiga doeji anh-assneunde i gos-eun wae ileohge beonhwahajyo? 

 第三、「遺漏」指因為句中缺乏必須成分，而導致語義上不完整的偏

誤。 

(100)  [可能/可是]我*(不)想一個人去學校，我男朋友[氣/起]得很早，和我一起

去(了)學校。 

    geuleona naneun honja haggyogago sipji anh-assneunde, nae namjachinguga iljjig 

il-eonaseo geu-wa hamkke haggyo-e gassda 

(101) 可我{卻}一句話也*(不)(能)說出來。 

    geuleona naneun han madido ib bakk-e naeji anh-assda 

(102) 除了我以外他們[也/都]*(不)是中文系學生。 

    nae i-oe-e geudeuldo jungmungwa hagsaeng-i anida 

(103) 今天上課的時候，我可千萬*(不)(能)打頓兒。 

    oneul su-eobsigan-e naneun jeoldae jol su eobsda 

(104) 你怎麼*(不)努力學習呢？ 

    neo eotteohge yeolsimhi gongbuhaji anhni 

(105) 我認為沒有*(不)吵架的夫妻。 

    naneun datuji anhneun bubuneun eobsdago saenggaghanda 

關於病句(100)至(105)，這些病句均遺漏了否定詞「不」，而導致語義

上的矛盾。但，我們認為此例句偏向「疏失」的病句，因為這些病句只違

反了語言基本的邏輯而已。 

    第四、多半的「錯序」偏誤與句法結構有關，尤其與「可能補語句」

有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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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上課的第一天，由於很緊張老師的話我*{不太}聽懂。→聽(不太)懂 

    su-eob cheos nal, neomu ginjanghan nameoji seonsaengnim malsseum-eul al-

adeul-eul su eobs-eossda 

(107) 昨天晚上我*{不}睡覺。→睡(不)(著)覺 

    eoje bam naneun jam-eul jal su eobs-eossda 

(108) 那個問題很難，連老師也*{不}回答了。→回答不了 

    geu munjeneun neomu eolyeo-woseo seonsaengnimjochado dabhal su eobs-

eossda 

(109) 他每天玩，期末考時算是*{不}通過了。→通過(不)(了)了 

    geuneun mae-il nol-assgi ttaemun-e gimalgosaleul tonggwahaji moshaessda 

(110) 我昨天晚上四點才睡，差點兒今天*{不}起床。→起(不)(了)床 

    naneun eoje bam ne si-e jam-eul jaseo oneul il-eonaji moshalppeon haessda 

(111) 還有很多，我*{不}記。→記(不)(得) 

    ajigdo neomu manh-aseo nan gi-eoghal su eobsda 

從病句(106)至(111)可知，在「可能補語句」裡將「不」擺在動詞前

面，而產生結構上的偏誤。有關「可能補語句」的否定詞「錯序」偏誤總

共出現了10筆，其偏誤率佔整個「錯序」偏誤中的66.67%。關於病句(106)

至(111)，從語義來看，韓語在用「過去」時制的前提之下，可以表達例句

(106)至(111)所表達的「結果」或「可能」語義，但若表達「結果」語義，

漢語必須用「沒(有)」否定。 

    此外，其他「錯序」偏誤如下： 

(112) 我*{不}以為你胖。→我以為你(不)胖。 

    naneun nega ttungttunghaji anh-eun jul al-as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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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不得已}我們最後放棄了登頂。→我們最後(不得以)放棄了登頂。 

    ulineun gyeolgug budeug-ihage san jeongsang-eul pogihaessda 

(114) 雖然那天是*{不}假日，但人很多。→(不)是假日 

    bilog geu nal hyu-il-i anijiman, salamdeul-i manh-assda 

最後，我們探討與時態標記相關的偏誤。最常見的偏誤是時態標記

「了 1」的「誤加」。因表示「狀態」，如：「好久不見」、「忘不

了」、「不太理解」、「不適應」，並不在時軸上發生，所以不能帶時態

標記「了1」。例句(115)至(118)如下： 

(115) 好久不見*{了}，我以為你去中國留學了。 

    olaesman-ine, naneun nega junggug-eseo yuhaghago issneun jul al-assda 

(116) 這次旅行我永遠也忘不了*{了}。 

    ibeon yeohaeng-eul nan yeong-wonhi ij-ji moshal kkeo-ya 

(117) 我不太理解*{了}老師說的話。 

    naneun seonsaengnim-ui malsseum-eul jal ihaehaji moshagessda 

(118) 第一次來這兒，我感到很不適應*{了}。 

    cheo-eum i gos-e wass-eul ttae, nan jal jeog-eunghaji moshaessda 

    病句(119)是遺漏時態標記「過2」的病句。 

(119) 因為我的朋友學習，還從來[不能/沒有]交*(過)男朋友。 

    nae chinguneun gongbuhae-ya hagi ttaemun-e ajig namjachinguleul sagwin jeog-i 

eobsda 

而病句(120)至(121)是遺漏了表達「變化」的助詞「了2」。 

(120) 要是今天下雨，我就不去登山*(了)。 

    oneul biga ondamyeon, nan deungsanhaji anh-eul kkeo-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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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如果你再遲到的話，(就)不要上班*(了)。 

    man-yag dangsin-i dasi jigaghandamyeon, chulgeunhaji masibsi-o 

(122) 以前學的生詞都{不}想(不)起來*(了)。 

    ijeon-e bae-wossdeon dan-eodeul-i saenggag-i naji anhneunda 

透過病句(120)至(121)可知，不但否定詞「不」可以帶「了2」，並且

若句子表達「變化」時不加「了2」導致語義不完整而造成偏誤。 

在此語料庫裡與時態標記或句末助詞有關的病句共出現了13筆。 

4.2.2  「沒(有)」之偏誤分析 

    在與「沒(有)」有關的偏誤中以「沒(有)」誤代「不」的偏誤最多，其

偏誤率高達79.31%。詳細的「誤代」偏誤類型如下： 

(123) 我*[沒/不]吃*[沒/不]喝一直在上網。 

    naneun meogjido masijido anhgo julgod inteones-eul haessda 

(124) 只要他睡覺了，就*[沒聽見什麼聲音/什麼也聽不見]，怎麼叫他也不醒。 

    geuneun jamman deulmyeon amu geosdo deudji moshamyeo, eotteon suleul 

sseudeolago geuleul kkae-ul su eobsda 

(125) 我們只能前進，*[沒有/不能]後退。 

    ulineun jeonjinman hal ppun hutoehal su eobsda 

(126) 中國人*[沒/不]遵守紅綠燈，他們紅燈的時候過馬路。 

    junggug-in-eun sinhodeung-eul junsuhaji anh-eumyeo, ppalganbul-il ttae-edo gil-

eul geonneonda 

病句(123)至(126)都是表達施事者的習慣、意志或陳述一種現象，即是

「我上網」的習慣、「他睡覺」的習慣、「我們」的意志以及「中國人」

的特性，而並不是在時軸上發生的事件。故不能用「沒(有)」來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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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我到中國以前，*[沒想到/不知道]中國人的生活和中國的文化。 

    nan junggug-e ogi jeon-e junggug-indeul-ui saenghwalgwa junggug munhwaleul 

mollassda 

(128) 那時正是世界杯期間，整個島上歡呼雀躍，一路上，掌聲歡呼聲*[沒有/不]

斷{了}。 

    geu ttae balo woldeukeob gigan-i-eoseo modeun seom-e yeolgiga gadeughaess-

eumyeo, gil-e bagsu soli-wa hwanhoseong-i kkeunh-iji anh-assda 

例句(127)與(128)皆表達命題的狀態，因此只能以「不」否定，亦不能

帶時態標記「了1」。 

(129) 如果這樣的事發生在我們身上就會給我們帶來不幸，我希望以後*[沒/不要

再]發生這樣的事了。 

    man-yag ileon il-i nae ap-e il-eona na-ege bulhaeng-eul gajyeodajundamyeon, 

naneun ihu-e ileon il-i il-eonaji anhgileul huimanghanda 

例句(129)以「如果」、「希望」的詞彙來表達不在時軸上的「非現實

世界」之「假設」或「條件」，所以只能用「不」來否定。 

病句(130)至(133)為以「沒(有)」來否定狀態動詞「感」或「關心」的

偏誤。關於「關心」的偏誤，上述第一小節「HSK動態作文語料庫」偏誤

分析裡探討過，即韓籍學習者受到母語的影響，而將「關心」當成一個名

詞，且由「沒(有)」來否定。 

(130) 周圍發生什麼事我*[沒有/不]感興趣。 

    ju-wi-e eotteon il-i balsaenghadeunji nan heungmiga eobsda 

(131) 我的男朋友*[沒有/不]關心(我)。 

    nae namjachinguneun na-ege gwansim-i eobsda 

(132) 近來我的愛人[給/對]我*[沒有/不]關心。 

    choegeun nae ae-in-eun na-ege gwansim-i eob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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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我*[沒有/不]關心(你) 

    naneun neo-ege gwansim-i eobsda 

第二、在此語料庫裡出現了3筆「誤加」偏誤，如下： 

(134) 他*{沒}{準時}來晚了，我很生氣。 

    geuga neujge waseo naneun mae-u hwaga nassda 

(135) 你{怎麼}*{沒}給我打過電話了嗎？ 

    dangsin na-ege jeonhwahaess-eoss-seubnikka 

(136) 我已經*{沒}結婚(了)。 

    jeon imi gyeolhonhaess-seubnida 

從病句(134)至(136)可知，誤加了「沒」之後，便產生了語義上的矛

盾。 

    第三、「錯序」偏誤如下： 

(137) 我們發現進入大學以後{我跟朋友}{一起}一次也*{沒}去旅行。→一次也

(沒)(一起)去旅行 

    ulineun daehag-e ibhaghan hulo hanbeondo gat-i yeohaeng-eul gaji anh-ass-

seubnida 

(138) 你把{我的}書*{還沒}還給我。→你(還沒)把書還給我。 

    neo ajig na-ege chaeg-eul dollyeojuji anh-assda 

(139) 我們全家人一起*{沒有}旅行過。→(沒有)一起旅行過 

    uli gajog modu hamkke yeohaenggan jeog-i eobsda 

由病句(137)至(139)可知，將否定詞「沒(有)」擺在副詞「一起」或

「把」的後面，而產生了「錯序」偏誤。尤其對於「介詞句」否定的偏誤

是在韓籍學習者的中介語裡常見的現象，對此本文第五章第二節續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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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探討與時態有關的偏誤現象。首先，我們看到了一些誤加

時態標記「了1」的病句，如下。 

(140) 我今天沒帶*{了}筆。 

    naneun oneul pen-eul gajgo oji anh-assda 

(141) 我沒帶來*{了}手機。 

    naneun haendipon-eul gajgo oji anh-assda 

(142) 昨天我在電影院等了他半天也沒見*{了}。 

    eoje naneun geugjang-eseo geuleul hancham gidalyeossjiman mannaji 

moshaessda 

(143) 我覺得我們每天玩沒學習*{了}。 

    naneun uliga mae-il nolgiman hago gongbuhaji anhneun geos gatda 

病句(140)至(143)便符合Li&Thompson(2003)的說明，即由於「沒(有)」

與「了1」之間存在著語義上之矛盾，因此不能同時出現。 

接著，病句(144)至(147)遺漏了表示「變化」的助詞「了2」或表示

「經驗」的時態標記「過2」。根據Li&Thompson(2003)表示完成的時態標記

「了1」不能以「不」或「沒(有)」否定。與此相比，在句子表達某種事件

的變化時，不但「了2」可以與「沒(有)」連用，並且若句尾不帶「了

2」，反而會產生病句。此結果便顯示了「了1」與「了2」之間的差異。此

外，由於表示經驗的時態標記「過2」與事件之「受限」無關，所以可以與

「沒(有)」連用。 

(144) 好幾天沒看見你*(了)，趕快回來。 

    myeochilssig-ina neoleul boji moshaess-eo, ppalli dol-a-wa 

(145) 我們(已經好久)沒見*(了)，他有點兒發胖了。 

    ulineun imi olaesdong-an mannaji moshaessgo, geuneun jogeum sal-i jjyeoss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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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我母親的性格很溫柔，他幾乎從來都沒有生*(過)氣。 

    je eomeoni-ui seonggyeog-eun mae-u onhwahamyeo, geo-ui hwaleul naen jeog-i 

eobsda 

(147) 上大學之前，我沒學習*(過)漢語，一個字也不知道。 

    daehag-e ibhaghagi jeon-e nan junggug-eoleul bae-un jeog-i eobs-eumyeo, han 

geuljado mollassda 

總共出現了15筆與時態有關的病句，其偏誤率達全病句的37.5%15。 

4.3  小結 
    本文透過兩個語料庫，即「HSK動態作文語料庫」與「現代漢語中介

語語料庫」，進行了偏誤分析。偏誤分析結果顯示韓籍學習者對「沒

(有)」的偏誤率高於對「不」的偏誤率。具體而言，「HSK動態作文語料

庫」與「現代漢語中介語語料庫」對「沒 (有 )」的偏誤率為10.8%與

10.07%；對「不」的偏誤率為1.89%與6.37%。換言之，韓籍學習者習得與

時間結構有關的漢語否定詞「沒(有)」的過程中產生比較多的偏誤。此結

果支持本文的假設，即漢韓語時間概念上的差異會導致韓籍學習者習得漢

語否定詞的困擾。 

透過本研究發現，以「沒(有)」來誤代「不」或者以「不」來誤代

「沒(有)」的偏誤最多，在「HSK動態作文語料庫」裡前者的偏誤率為

92.55%、後者為50%；在「現代漢語中介語語料庫」裡前者的偏誤率為

79.31%、後者為73.12%。多半都是在「時間流逝過程上的命題」與「非過

程命題」之間的區別或者「現實世界」與「非現實世界」之間的區別上所

產生的病句。另外，也得知不少「誤加」偏誤是因時態標記「了1」與

「沒(有)」連用而所導致的。同時，兩個語料庫都顯示了一些遺漏時態標

記「過2」的或遺漏表達「變化」的句末助詞「了2」的偏誤。從此可說，

漢韓語之間的時間系統之差異，不但導致韓籍學習者對漢語否定詞的偏

誤，並且也影響到與漢語時態標記有關的習得過程。此外，本研究結果亦

                                            
15 此偏誤率是包括沒有直接與否定詞關聯而只在時態標記上有偏誤的病句在內而算出來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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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一些與「語義」有關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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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韓籍與泰籍學習者實驗對比分析 

    本章針對動詞語義功能、句法結構以及時間概念與否定詞進行韓籍與

泰籍學習者實驗對比分析。透過此實驗，驗證漢韓語之間時間系統之差異

對韓籍學習者習得漢語否定詞的影響。 

5.1  對於動詞語義功能的實驗結果 

本實驗的主要目的在於了解韓泰受試者對於狀態動詞與動補結構的否

定詞使用的傾向在統計是否有顯著差異。本測驗題裡所出現的狀態動詞與

動補結構如下： 

表5-1-1 狀態動詞與動補結構測驗題之結構 

狀態動詞 是、相信、多、堅強、景氣、在、滿意 

動補結構 Neg考取、聽Neg懂、Neg想到 

(“Neg”表示“Negatives”) 

台、韓、泰籍受試者對於動詞語義功能的實驗結果如下： 

表5-1-2 對於動詞語義功能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 台、韓、泰籍受試者 
 語義功能類型 台籍 韓籍 泰籍 

題目 狀態 動補 不 沒 不 沒 不 沒 

1 是  100% 0% 98.2% 1.8% 100% 0% 

2 相信  98% 2% 88.5% 11.5% 80.7% 19.3%

3 多  98% 2% 93.8% 6.2% 98.9% 1.1%

4 堅強  100% 0% 91.2% 8.8% 83.1% 16.9%

5 景氣  98% 2% 86.4% 13.6% 75% 25% 

6  Neg考取 6% 94% 17.7% 82.3% 28.7% 71.3%

7  聽Neg懂 100% 0% 82.3% 17.7% 97.8% 2.2%

8  Neg想到 2% 98% 17.9% 82.1% 25% 75% 

9 在  100% 0% 75.9% 24.1% 82% 18% 

10 滿意  100% 0% 90.1% 9.9% 92.6% 7.4%

(“N”表示“Neg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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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2顯示台籍受試者針對動詞語義功能的實驗結果至少有94%以上

的一致性。表5-1-2的結果證明了台籍受試者將狀態動詞以“不”來否定；將

動補結構中結果補語句以“沒(有)”來否定、可能補語句以“不”來否定。 

表5-1-3 韓泰受試者對於動詞語義功能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Chi-Square Tests(Pearson Chi-Square)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類別 

Question1 1.591 1 .207 狀態 

Question2 2.379 1 .123 狀態 

Question3 3.366 1 .067 狀態 

Question4 2.941 1 .086 狀態 

Question5 4.155 1 .042* 狀態 

Question6 3.434 1 .064 動補 

Question7 12.249 1 .000* 動補 

Question8 1.516 1 .218 動補 

Question9 1.108 1 .293 狀態 

Question10 0.363 1 .547 狀態 

(p<0.0516, DF=degrees of freedom) 

從表5-1-3得知，韓泰受試者對於動詞語義功能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除了第五題、第七題之外，其他題目都沒有顯著差異。換言之，韓泰受試

者大部分都以「不」來否定狀態動詞與可能補語；以「沒(有)」來否定結

                                            
16 機率(probability)低於0.05的意思等於95%的信賴水準(confidence level)，指發生估量錯

誤的可能性低於5%，藉此拒斥(reject)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Brown, 1988: “It is s-
aying that the probability (p) is less than (<) 5 percent (.05) that rejecting the null hy-
pothesis will be an error.”)通常，語言學研究之統計檢定都以95%或99%的信賴水準。 
(Brown, 1988; 吳明清，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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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補語。表5-1-3的結果支持本文的研究假設，即漢韓之間動詞語義上的差

異對於韓籍學習者習得漢語否定詞過程的影響不大。 

 

表5-1-4 對於動詞語義功能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 韓籍受試者 

 語義功能類型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題目 狀態 動補 不 沒 不 沒 不 沒 

1 是  95.5% 4.5% 100% 0% 100% 0% 

2 相信  86.4% 13.6% 80% 20% 97.4% 2.6% 

3 多  93.2% 6.8% 86.7% 13.3% 100% 0% 

4 堅強  93.2% 6.8% 90% 10% 89.7% 10.3% 

5 景氣  90.7% 9.3% 72.4% 27.6% 92.1% 7.9% 

6  N考取 29.5% 70.5% 20% 80% 2.6% 97.4% 

7  聽N懂 70.5% 29.5% 80% 20% 97.4% 2.6% 

8  N想到 37.2% 62.8% 10% 90% 2.6% 97.4% 

9 在  61.4% 38.6% 72.4% 27.6% 94.9% 5.1% 

10 滿意  86% 14% 86.7% 13.3% 97.4% 2.6% 

(“N”表示“Negatives”) 

從表5-1-4顯示，針對第五題27.6%的韓籍第二級受試者以「沒(有)」來

否定狀態動詞「景氣」，甚至這個數據比第一級受試者的9.3%還高。此

外，從5-1-2看出，對於第七題有關動補結構的題目，泰籍受試者以「不」

來否定的比率比韓籍受試者來得高，即97.8%與82.3%。我們可以推論這兩

個因素導致了韓泰受試者對第五題與第七題的結果上的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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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5 不同等級的韓籍受試者對於動詞語義功能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 ANOVA 

 F df Sig. 類別 

Question 1 1.599 2 .207 狀態 

Question 2 2.752 2 .068 狀態 

Question 3 2.672 2 .074 狀態 

Question 4 0.181 2 .835 狀態 

Question 5 3.383 2 .038* 狀態 

Question 6 5.623 2 .005* 動補 

Question 7 5.623 2 .005* 動補 

Question 8 10.755 2 .000* 動補 

Question 9 7.124 2 .001* 狀態 

Question 10 1.725 2 .183 狀態 

(p<0.05, DF=degrees of freedom) 

從表5-1-5得知，不同等級的韓籍受試者，對於第一題、 第二題、 第

三題、 第四題、 第十題，都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換言之，針對

第一題、 第二題、 第三題、 第四題、 第十題，第一級、第二級與第三

級受試者之間沒有顯著差異。這個結果證明韓籍受試者對狀態動詞的否定

較早階段就習得；對動補結構的習得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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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6 針對達到顯著差異的結果加以進一步分析─韓籍受試者對於動詞

語義功能與否定詞之同質性考驗實驗結果 – ANOVA 

Question 5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079 1.000 

第二級   0.059 

Question 6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829 0.004* 

第二級   0.162 

Question 7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829 0.004* 

第二級   0.162 

Question 8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005* 0.000* 

第二級   1.000 

Question 9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779 0.001* 

第二級   0.080 

(*p<0.05) 

    表5-1-6顯示，大部分不同等級之間的顯著差異在於第一級與第三級受

試者之間。此結果亦呈現韓籍受試者對動補結構的習得較慢。 

最後，本文透過對中國大陸受試者15位的實驗資料探究了中國大陸與

台灣之兩岸差距。 



韓籍學習者習得現代漢語否定詞「不」與「沒」之研究 

表5-1-7 中台受試者對於動詞語義功能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Chi-Square Tests(Pearson Chi-Square)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Question 1 No statistics are computed because Question1 is a constant. 

Question 2 0.299 1 .585 

Question 3 0.299 1 .585 

Question 4 No statistics are computed because Question4 is a constant. 

Question 5 0.299 1 .585 

Question 6 0.944 1 .331 

Question 7 No statistics are computed because Question7 is a constant. 

Question 8 0.299 1 .585 

Question 9 No statistics are computed because Question9 is a constant. 

Question 10 No statistics are computed because Question10 is a constant. 

(p<0.05, DF=degrees of freedom) 

從表5-1-7可知，沒有測驗題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兩岸受試者對於

第一題、 第四題、 第七題、 第九題以及第十題的實驗結果是完全一致

的。此結果證明兩岸對於否定詞「不」與「沒(有)」之判斷未達顯著差

異。 

5.2  對於句法結構的實驗結果 

    本實驗題目是為測驗漢語與韓語之間句法結構上的不同是否影響學習

者習得漢語否定詞的過程，主要目的在於了解韓泰受試者在統計上是否有

顯著差異。本實驗題裡所出現的句法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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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1 句法結構測驗題之結構 

題目 句法結構 語例 

1 趨向補語 帶回來 

2 情態補語 寫得漂亮 

3 可能補語 看N見 

4 結果補語 N看完 

5 把字句 把電腦弄壞 

6 能願動詞 能解決 

7 介詞句 對游泳感興趣 

8 比字句 比我的小 

9 數量補語 休息兩天 

10 被子句 被重視的問題 

(“N”表示“Negatives”) 

本測驗請受試者標記括號裡否定詞的正確的位置。由於本測驗的主要

目的在於探討句法結構，因此將正確的否定詞提供給受試者。台、韓、泰

籍受試者對於句法結構的實驗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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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2 對於句法結構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 台、韓、泰籍受試者 

第一題：我②的③書④帶⑤回⑥來。(沒) 

 ② ③ ④ ⑤ ⑥ 

台籍 - - 100% - - 

韓籍 1.8% 4.5% 79.5% 11.6% 2.7% 

泰籍 - 1.1% 83% 13.6% 2.3% 

 

第二題：他②的③字④寫⑤得⑥漂⑦亮。(不)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台籍 - - - - 100% - 

韓籍 1.8% 0.9% 3.6% 7.2% 85.6% 0.9% 

泰籍 - 1.1% 2.3% 9.2% 87.4% - 

 

第三題：①他②看③見④屋⑤裡⑥有⑦人。(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台籍 - 17% 70.2% - - 12.8% - 

韓籍 0.9% 15.3% 45% 0.9% - 36% 1.8% 

泰籍 - 39.8% 48.9% - 1.1%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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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題：那②本③小說⑤看⑥完⑦。(沒) 

 ② ③ ⑤ ⑥ ⑦ 

台籍 - - 95.9% - 4.1% 

韓籍 4.5% 0.9% 91.1% 3.6% - 

泰籍 - - 92% 8% - 

 

第五題：他②把③電腦⑤弄⑥壞⑦。(沒) 

 ② ③ ⑤ ⑥ ⑦ 

台籍 98% - 2.0% - - 

韓籍 32.4% 8.1% 55.9% 2.7% 0.9% 

泰籍 71.3% 2.5% 25% 1.3% - 

 

第六題：這②個③問④題⑤目⑥前⑦還⑧能⑨解⑩決。(不)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台籍 - - - - - - 100% - 

韓籍 0.9% 0.9% 0.9% - 1.8% 3.5% 88.5% 3.5% 

泰籍 - - 1.2% 2.3% - 7% 84.9%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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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題：我②小時後，⑥對⑦游⑧泳⑨感⑩興趣。(不) 

 ② ⑥ ⑦ ⑧ ⑨ ⑩ 

台籍 - 2.0% - - 98% - 

韓籍 0.9% 1.8% 2.7% 2.7% 83.8% 8.1% 

泰籍 1.2% 9.3% - - 89.5% - 

 

第八題：①我②的房④間⑤比⑥你⑦的⑧小。(不) 

 ① ② ④ ⑤ ⑥ ⑦ ⑧ 

台籍 - - - 100% - - - 

韓籍 - 2.7% 0.9% 41.4% 2.7% 7.2% 45% 

泰籍 1.2% - 1.2% 56% - - 41.7% 

 

第九題：我②休息④兩天，⑦只⑧休⑨息⑩了⑪一天。(沒) 

 ② ④ ⑦ ⑧ ⑩ ⑪ 

台籍 83.7% 10.2% 2% 2% 2% - 

韓籍 78.9% 1.8% - 17.5% 1.8% - 

泰籍 76.2% - 3.6% 13.1% -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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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題：這②是③極為⑤嚴⑥重⑦卻⑧被⑨重⑩視⑪的⑫問題。(不) 

 ②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⑪ ⑫ 

台

籍 

2% - 2% - - 94% 2% - - - 

韓

籍 

55.9% 2.7% 4.5% 1.8% - 14.4% 17.1% - 1.8% 1.8%

泰

籍 

17.4% 8.1% 14% 2.3% 1.2% 32.6% 20.9% 1.2% 1.2% 1.2%

    從表5-2-2得知台籍受試者，除了可能補語句與數量補語句之外，對其

他測驗題都達到了94%以上的一致性。表5-2-2的結果顯示了台籍受試者在

不同的句法結構裡將否定詞放的位置如何，即趨向補語句與結果補語句裡

將否定詞放在動詞前；情態補語句裡將否定詞放在動詞與「得」之後面；

能願動詞句裡能願動詞之前面；在把字句、比字句及被字句裡，否定詞放

在「把」、「比」、「被」前面。至於第三題可能補語句與第九題數量補

語句，針對可能補語句，70.2%的台籍受試者將否定詞「不」放在動詞後補

語前，而17%台籍受試者將否定詞「不」放在動詞前；針對數量補語句

83.7%的台籍受試者將否定詞「沒」放在動詞前，而10.2%將否定詞「沒」

放在動詞後。 

    從表5-2-2結果可知，關於介詞，如：第五題、第七題、第八題以及第

十題，台韓籍受試者之間的實驗結果顯然不同。具體而言，至少94%以上

的台籍受試者將否定詞置於「把」、「比」、「被」的前面，而韓籍受試

者只有32.4%、41.4%、14.4%將否定詞置於「把」、「比」、「被」的前

面。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針對「把」、「比」、「被」，不少韓籍受試

者，即55.9%、45%、17.1%，將否定詞置於動詞前面，而非「把」、

「比」、「被」之前。由此，我們可以說，對於韓籍學習者而言，在教學

語法上「把」、「比」、「被」與否定詞的位置是難度頗高的一個項目。

此外，本文第四章「偏誤分析」裡亦出現過有關「把字句」之病句，即把

「沒」擺在「把」後面而導致了「錯序」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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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結果，鄭恩(2004)提出一個看法，即因為漢語裡，否定詞僅能出

現於被否定的詞之前，反觀在韓語裡，語義解釋或句法結構上否定補助動

詞緊接動詞，所出現的位置沒有彈性，因此對第一級漢語學習者而言，很

難活用而在使用否定「比字句」或「把字句」時經常誤用。史立輝(2004)的

研究17亦顯示，對於否定詞與「把」之位置，半年組的正確率為43%；一年

組的正確率為31%。由此可知，即使一年組的同學也沒有完全掌握副詞應

該出現在「把」字賓語前面這一語法要求，而且似乎這一語感要比賓語的

有定性更難習得。王紅旗(2003)從另一角度對這個問題進行了解釋。介詞

「把」是從表示「握」、「持」義的動詞虛化而來的，但其虛化為介詞

後，詞彙義並沒有完全消失，而比較抽象的控制義變成了語法意義。由於

介詞「把」有意義，所以否定詞「不」或「沒(有)」在「把」字句中出現

時必須在「把」之前，這意味著要把介詞結構「把NP」置於其轄域之內，

就是因為「把」有意義。(引自史立輝，2004) 

 

 

 

 

 

 

 

 

 

 

                                            
17 該研究選擇了在東北財經大學國際漢語文化學院學習漢語的韓國留學生作為測試對

象，按照他們學習漢語的時間將他們分為半年組和一年組，每組32人，男女生各占一

半，他們來中國以前從未接觸過漢語，在學習漢語四個月和八九個月時，先後學習了

「把」字句的四種語義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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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3 韓泰受試者對於句法結構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Chi-Square Tests(Pearson Chi-Square)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Question1 3.660 4 .454 

Question2 2.911 5 .714 

Question3 29.100 6 .000* 

Question4 6.441 3 .092 

Question5 28.426 4 .000* 

Question6 7.081 7 .421 

Question7 17.210 5 .004* 

Question8 14.191 6 .028* 

Question9 9.539 5 .089 

Question10 36.553 9 .000* 

(p<0.05, DF=degrees of freedom) 

    表5-2-3顯示了韓泰受試者對於句法結構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即第一

題、第二題、第四題、第六題以及第九題沒有達到了統計上的顯著差異；

第三題、第五題、第七題、第八題以及第十題達到了顯著差異。  

對於第三題可能補語句而言，台籍受試者之間的答案也不一致，因為

題目本身存在歧義性，換言之，題目本身已經在語法上完整的結果補語

句，所以受試者看到了這項題目，立刻將否定詞擺在動詞前，而做成結果

補語句的否定句。雖然不能用測驗題中所提供的否定詞「不」來否定結果

補語句，但受試者沒注意到這一點，而直接誤選動詞前面的位置，並針對

台籍受試者的實驗也產生了不一致的結果。這個原因也影響到韓泰受試者

之實驗結果，而15.3%的韓籍受試者與39.8%的泰籍受試者亦選了動詞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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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 

對於第五題把字句，只有32.4%的韓籍受試者將「沒(有)」放在「把」

的前面，而55.9%的受試者擺在動詞「弄」的前面。相對於此，98%的台籍

受試者與71.3%的泰籍受試者將否定詞擺在「把」的前面。 

第七題是介詞「對」句的否定。針對這一題，大部分的受試者，即台

籍98%、韓籍83.8%、泰籍89.5%，都將否定詞放在動詞「感」的前面。但，

韓籍8.1%的受試者否定詞擺在動詞後；泰籍9.3%的受試者否定詞擺在介詞

「對」的前面。 

對於第八題比字句而言，所有的台籍受試者都將否定詞放在「比」的

前面，而韓泰受試者的結果都顯示兩大傾向，即韓籍41.4%的與泰籍56%的

受試者將否定詞擺在「比」的前面；韓籍45%的與泰籍41.7%的受試者擺在

狀態動詞「小」的前面。 

第十題是針對「被」字句否定。對於這一題，94%的台籍受試者將否

定詞「不」擺在「被」的前面。而韓籍55.9%與泰籍17.4%受試者將否定詞

放在動詞「是」的前面。從結構層面而言，否定詞可以出現在動詞前面，

但從篇章層面而言，這一句內涵著前後文之間的邏輯上的矛盾。具體而

言，「卻」的功能在於前後文之相反(counterexpectation)關係，而若否定詞

擺在動詞「是」的前面，無法成立前後文之相反關係。 

值得注意的是，對於第九題數量補語句，10.2%的台籍受試者將否定詞

擺在動詞後，反而極少韓泰受試者，即韓籍1.8%、泰籍7.1%，將否定詞擺

在動詞後，而大部分的韓泰受試者，即韓籍96.4%、泰籍89.3%，都將否定

詞擺在第一個動詞或第二個動詞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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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4 不同等級的韓籍受試者對於句法結構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 ANOVA 

 F df Sig. 

Question1 0.047 2 .954 

Question2 4.205 2 .017* 

Question3 27.611 2 .000* 

Question4 4.746 2 .011* 

Question5 13.869 2 .000* 

Question6 6.040 2 .003* 

Question7 1.591 2 .208 

Question8 7.179 2 .001* 

Question9 2.011 2 .144 

Question10 4.797 2 .010* 

(p<0.05, DF=degrees of freedom) 

    表5-2-4顯示不同等級的韓籍受試者對於句法結構與否定詞的實驗結

果。由此得知，不同等級的韓籍受試者對第一題、第七題及第九題，即趨

向補語句、介詞句及數量補語句，統計上沒有顯著差異。除了這三題之

外，其他題目的結果都達到了統計上顯著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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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5 針對達到顯著差異的結果加以進一步分析─韓籍受試者對於句法結

構與否定詞之實驗同質性考驗結果 – ANOVA 

Question2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109 1.000 

第二級   0.016* 

Question3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000* 0.000* 

第二級   0.046* 

Question4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020* 1.000 

第二級   0.024* 

Question5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097 0.000* 

第二級   0.030* 

Question6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010* 1.000 

第二級   0.006* 

Question8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135 0.001* 

第二級   0.443 

Question10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329 0.008* 

第二級   0.654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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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第三題可能補語句，每個階段的韓籍受試者之間皆達到了統計上

的顯著差異。也就是說，學習漢語的時間越長，將否定詞「不」放在動詞

與補語之間的比率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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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1 第三題的實驗結果之線型圖 

值得注意的是對第四題結果補語句與第六題能願動詞句的實驗結果。

這兩個實驗結果皆顯示第一級與第二級、第二級與第三級之間達到了顯著

差異，但第一級與第三級之間卻沒有達到顯著差異。如下圖5-2-

1更明顯地顯示此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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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2 第四題與第六題的實驗結果之線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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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5-2-2得知，第一級與第三級韓籍受試者對結果補語句的否定時將

否定詞「沒」擺在動詞前面；有些第二級韓籍受試者卻將否定詞放在第二

個位置，即放在量詞「本」的前面，而產生此結果。而第六題能願動詞

句，第一級與第三級韓語受試者將否定詞「不」擺在能願動詞「能」前

面，但有些第二級受試者卻將否定詞放在副詞「還」前面。 

    最後，我們探討兩岸之差異，如下： 

 

表5-2-6 兩岸受試者對於句法結構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18 

–Chi-Square Tests(Pearson Chi-Square)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Question1 3.385 1 .066 

Question2 No statistics are computed because Question2 is a constant. 

Question3 12.528 3 .006* 

Question4 3.535 2 .171 

Question5 4.305 2 .116 

Question6 No statistics are computed because Question6 is a constant. 

Question7 0.305 1 .581 

Question8 No statistics are computed because Question8 is a constant. 

Question10 7.744 3 .052 

(p<0.05, DF=degrees of freedom) 

    本實驗結果顯示，除了第三題之外，其他實驗結果都沒有達到統計上

的顯著差異或者完全一致。對於第三題「可能補語句」的否定詞位置而

                                            
18 本實驗所設計的題目產生錯誤，因此統計檢驗不包括中國大陸受試者的第九題實驗結

果，並將此題列為廢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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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由於題目本身存在歧義性，不僅將否定詞「不」置於動詞與補語之間

的台籍受試者只達70.2%，而中國大陸受試者更少，僅64.3%而已。我們認

為題目本身的模糊性產生兩岸之間的實驗結果差異。 

5.3  對於時間成分的實驗結果 

    漢韓語之間存在著表達時間概念上的差異，即漢語是以時態為表達時

間的語言，且沒有詞彙型態上的變化；韓語是以時制為表達時間的語言，

且透過詞彙的型態變化表達時間。本實驗測驗是為探討兩個語言在時間概

念上之不同會不會影響學習者的否定詞習得過程。每個題目都內涵著一個

以上的時間成分，以便於驗證這些時間成分會不會影響韓籍學習者習得漢

語否定詞的過程。但，每個題目的時間成分並不代表其命題之時間類型。

換言之，雖然某一個題目內涵表示靜態的時間成分，但其命題所表達的時

間類型並不一定是靜態的，也許因受到語義、結構或語境的影響，而整個

句子就表達動態。 

 

 

 

 

 

 

 

 

 

 

 



韓籍學習者習得現代漢語否定詞「不」與「沒」之研究 

表5-3-1 時間成分測驗題之結構 

題目 時間成分 時間類型 時間軸 

1 在 動態(Dynamic) 進行(on-going) 

2 過 動態(Dynamic) 完結(telic) 

3 昨天 靜態(Static) 非過程 

4 一年四季 靜態(Static) 非過程 

5 了2 動態(Dynamic) 變化(punctual) 

6 明天九點 靜態(Static) 非過程 

7 明天 靜態(Static) 非過程 

8 著 動態(Dynamic) 持續(durative) 

9 下去 動態(Dynamic) 持續(durative) 

10 明天 靜態(Static) 非過程 

11 好幾天 動態(Dynamic) 持續(durative) 

12 今年 靜態(Static) 非過程 

昨天下午 靜態(Static) 非過程 
13 

了2 動態(Dynamic) 變化(punctual) 

14 從那以後 靜態(Static) 非過程 

15 再等一會兒 靜態(Static) 非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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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韓、泰籍受試者對於時間成分的實驗結果如下： 

 

表5-3-2 對於時間成分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 台、韓、泰籍受試者 

 時間成分 台籍 韓籍 泰籍 

題目 過程 非過程 不 沒 不 沒 不 沒 

1 在  0% 100% 80.2% 19.8% 55.7% 44.3%

2 過  0% 100% 16.2% 83.8% 20.2% 79.8%

3  昨天 0% 100% 13.3% 86.7% 28.4% 71.6%

4  一年四季 64.7% 35.3% 79.1% 20.9% 42.5% 57.5%

5 了2  19.6% 80.4% 72.1% 27.9% 48.2% 51.8%

6  明天九點 2% 98% 60.2% 39.8% 23.9% 76.1%

7  明天 100% 0% 78.8% 21.2% 80.9% 19.1%

8 著  18.8% 81.3% 43.1% 56.9% 61.4% 38.6%

9  下去 70% 30% 79.3% 20.7% 60.7% 39.3%

10  明天 0% 100% 55.8% 44.2% 20.5% 79.5%

11 好幾天  16% 84% 50.9% 49.1% 69% 31% 

12  今年 0% 100% 15% 85% 21.6% 78.4%

13 了2 昨天下午 7.8% 92.2% 36.3% 63.7% 51.7% 48.3%

14  從那以後 76.5% 23.5% 64.6% 35.4% 67% 33% 

15  再等一會兒 0% 100% 28.8% 71.2% 28.1% 71.9%

    從表5-3-2得知，台籍受試者選用否定詞時，大部分都沒有受到時間成

分的干擾。換言之，雖然題目內涵著非過程的時間成分，但若其命題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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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台籍受試者尚以「沒(有)」來否定，如：第三題、第六題、第十

題、第十二題以及第十五題。而同樣的題目，不少韓泰受試者以「不」來

否定，如：第三題韓籍 13.3%、泰籍28.4%；第六題韓籍 60.2%、泰籍

23.9%；第十題韓籍55.8%、泰籍20.5%；第十二題韓籍15%、泰籍21.6%；第

十五題韓籍28.8%、泰籍28.1%受試者選了否定詞「不」。 

    根據Comrie(1976)對時態的定義，我們可以解釋第五題的結果。Comrie

說，時態牽涉到一個情境(situation)的瞬間性(punctual)與延長性(durative)。瞬

間的情境，其時間是不會持續的，也沒有內在的結構。換言之，如果一個

情境是瞬間的，它一定以完成態來表示，例如：第五題「打雷了」，這裡

「了」意指「改變」，從沒打雷到打雷，確屬瞬間的情境。因此，選「沒

(有)」的受試者考慮到了語義上的「改變」；選「不」的受試者將這個句

子當成不在時間流逝上的單純氣象現象。 

   另外，對第一題的實驗結果與第二章所提到的Li&Thompson(1981)的主張

稍有不同，同時由此證明了郭銳(1997)對時態標記「在」與否定詞之假設。

具體而言，Li&Thompson所主張時態「在」表示某種動作在進行(on-going)的

過程，所以就無法判斷其動作已完成與否，所以不能以「沒(有)」來否

定。否定進行動作的唯一方法便是用中性否定詞「不」來否定。但，實驗

結果顯示100%的台籍受試者皆以「沒(有)」來否定表示動作進行的命題。

總之，時態「在」是因時間流逝過程上的命題，故必須以「沒(有)」來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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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3 韓泰受試者對於時間成分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 Chi-Square Tests(Pearson Chi-Square)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Question1 13.859 1 .000* 

Question2 0.538 1 .463 

Question3 7.109 1 .008* 

Question4 27.842 1 .000* 

Question5 11.578 1 .001* 

Question6 26.441 1 .000* 

Question7  0.141 1 .708 

Question8  4.623 1 .032* 

Question9 8.304 1 .004* 

Question10 25.62 1 .000* 

Question11 6.601 1 .010* 

Question12  1.442 1 .230 

Question13 4.817 1 .028* 

Question14 0.131 1 .717 

Question15 0.013 1 .908 

(p<0.05, DF=degrees of freedom) 

    表5-3-3顯示，針對時間成分與否定詞的實驗，韓泰受試者之間在十個

題目上：第一題、第三題、第四題、第五題、第六題、第八題、第九題、

第十題、第十一題以及第十三題，達到了統計上的顯著差異。與動詞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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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跟句法結構的實驗結果相比，在時間成分顯示了較多的顯著差異。也

就是說，動詞語義功能的十個題目中有兩個題目、句法結構的十個題目中

有五個題目，但在時間成分的十五個題目中十個題目達到了顯著差異。此

結果符合本文的研究假設，即韓籍學習者習得漢語否定詞的最大難點在於

漢韓之間表達時間概念上的不同。 

 

表5-3-4 台、韓、泰籍受試者對於時間成分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 ANOVA 

Question 1 他(不 / 沒)在看電視。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00* 0.000* 

泰籍   0.000* 

(p<0.05) 

Question 2 我(不 / 沒)去過北京。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1.000 0.017* 

泰籍   0.003* 

(p<0.05) 

Question 3 代表團昨天(不 / 沒)到達北京。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08* 0.079 

泰籍   0.00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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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4 那個地方一年四季(不 / 沒)下雨。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00* 0.193 

泰籍   0.019* 

(p<0.05) 

Question 5 (不 / 沒)打雷了，咱們走吧。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01* 0.000* 

泰籍   0.002* 

(p<0.05) 

Question 6 太早了，明天九點我還(不 / 沒)起床呢。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00* 0.000* 

泰籍   0.010* 

(p<0.05) 
Question 7 我還(不 / 沒)知道他明天回不回來。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1.000 0.002* 

泰籍   0.009* 

(p<0.05) 
Question 8 心理(不 / 沒)放著這個事情，就像別人在應付一樣。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72 0.026* 

泰籍   0.000* 

(p<0.05) 



韓籍學習者習得現代漢語否定詞「不」與「沒」之研究 

Question 9 人也是動物，(不 / 沒)吃東西就活不下去。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12* 0.681 

泰籍   0.726 

(p<0.05) 

Question 10 如果明天你(不 / 沒)收到他的email，你就告訴我。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00* 0.000* 

泰籍   0.015* 

(p<0.05) 

Question 11 他去海邊玩了好幾天，不過皮膚(不 / 沒)黑。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21* 0.000* 

泰籍   0.000* 

(p<0.05) 

Question 12 他今年三十歲，(不 / 沒)結婚，你和她很合適。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543 0.030* 

泰籍   0.001*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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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3 昨天下午就(不 / 沒)下雨了。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54 0.001* 

泰籍   0.000* 

(p<0.05) 

Question 14 從那以後，她老躲著我，即使在路上遇到她，她也(不 / 
沒)看我的臉。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1.000 0.401 

泰籍   0.760 

(p<0.05) 

孩子：媽媽，可以吃飯了嗎？ 
Question 15 

媽媽：飯(不 / 沒)好，再等一會兒。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1.000 0.000* 

泰籍   0.000* 

(p<0.05) 

    透過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統計方法得知，台、韓、泰

籍受試者之間完全沒有達到顯著差異的題目是只有第十四題，其他題目都

顯示了至少一個以上的顯著差異。在韓泰受試者之間達到顯著差異的八個

題目中七個題目，即第一題、第三題、第四題、第五題、第六題、第十題

以及第十一題，顯示了台泰籍受試者之間亦達到了顯著差異，同時其中只

有第九題沒有達到台泰之間的顯著差異。由此可以推論，雖然兩個語言之

間具有同樣的時間表達方式，但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與中介語

(interlanguage)之間尚存在著統計上的顯著差異。換言之，雖然漢泰語皆是

以時態為表達時間的語言，但泰籍漢語學習者的中介語裡對否定詞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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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尚與以漢語為母語的受試者不同。 

 

表5-3-5 不同等級的韓籍受試者對於時間成分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 

ANOVA 

 F df Sig. 

Question 1 9.525 2 .000* 

Question 2 1.595 2 .002* 

Question 3 3.169 2 .046* 

Question 4 5.240 2 .007* 

Question 5 0.482 2 .619 

Question 6 6.397 2 .002* 

Question 7 3.686 2 .028* 

Question 8 0.193 2 .825 

Question 9 2.095 2 .128 

Question 10 2.781 2 .066 

Question 11 3.527 2 .033* 

Question 12 3.347 2 .039* 

Question 13 2.126 2 .124 

Question 14 0.602 2 .549 

Question 15 9.479 2 .000* 

(p<0.05, DF=degrees of freedom) 

    從5-3-5得知，除了第五題、第八題、第九題、第十題、第十三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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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題之外，其他題目韓籍受試者不同等級之間都達到了顯著差異。 

表5-3-6 針對達到顯著差異的結果加以進一步分析─韓籍受試者對於時間成

分與否定詞之實驗同質性考驗結果 – ANOVA 

Question 1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527 0.000* 

第二級   0.031* 

Question 2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1.000 0.004* 

第二級   0.023* 

Question 3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1.000 0.050* 

第二級   0.256 

Question 4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006* 0.156 

第二級   0.613 

Question 6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1.000 0.004* 

第二級   0.020* 

Question 7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272 0.751 

第二級   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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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11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226 0.037* 

第二級   1.000 

Question 12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492 0.035* 

第二級   1.000 

Question 15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090 0.000* 

第二級   0.217 

(p<0.05) 

    從表5-3-6可以發現，除了第四題之外，其他題目第一級與第二級之間

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另外，對於第一題、第二題、第六題以及第七題，

韓籍第二級與第三級受試者之間呈現了顯著差異。透過表5-3-6結果可以推

論，韓籍受試者較晚期才習得與時間成分有關的否定詞之用法。 

    最後，表5-3-7為中台受試者對於時間成分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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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7 中台受試者對於時間成分與否定詞之實驗結果19 

– Chi-Square Tests(Pearson Chi-Square)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Question 1 3.452 1 .063 

Question 2 3.452 1 .063 

Question 3 No statistics are computed because Question3 is a constant. 

Question 4 1.25 1 .264 

Question 5 22.957 1 .000* 

Question 6 0.299 1 .585 

Question 7 No statistics are computed because Question7 is a constant. 

Question 9 5.85 1 .016* 

Question 10 3.452 1 .063 

Question 11 0.843 1 .359 

Question 12 No statistics are computed because Question12 is a constant. 

Question 13 12.579 1 .000* 

Question 14 1.585 1 .208 

Question 15 No statistics are computed because Question15 is a constant. 

(p<0.05, DF=degrees of freedom) 

    從表5-3-7可知，有三個題目，即第五題、第九題以及第十三題，達到

了統計上的顯著差異。關於第五題與第十三題，白荃(2000)主張表示某種自

然現象到某時不再持續下去的命題以「不」否定。但，表5-3-7實驗結果顯

                                            
19 本實驗所設計的題目中產生錯誤，從而此統計檢驗不包括中國大陸受試者對第八題的

實驗結果，將此題目作為廢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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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了兩岸差異。具體而言，對於與自然現象有關的第五題與第十三題而

言，台籍受試者80.4%以「沒(有)」、中國大陸受試者86.7%以「不」來否定

第五題；台籍受試者92.2%以「沒(有)」、中國大陸受試者46.7%以「不」來

否定第十三題。此結果不僅呈現與白荃(2000)稍有不同的實驗結果，且表示

中國大陸受試者亦不一定以「不」否定有關自然現象的命題。至於第九題

而言，聶仁發(2001)主張，表示假設時，一般用「不」否定。 

(148) 天天打電遊，不入迷才怪呢。 

(149) 要不看中小欣就沒有合適人選了。 

但，實驗結果顯示30%的台籍受試者用「沒(有)」來否定表示假設的命

題。而所有的中國大陸受試者用「不」來否定。儘管實驗結果呈現兩岸差

距，不過由中國大陸受試者的結果顯示，仍支持聶仁發(2001)的看法。 

5.4  對於接受度測驗題的實驗結果 

本研究所設計的問卷可以分成兩個部分，即前三個題目屬於語言能

力，而本節的接受度測驗屬於語言運用領域。所謂的可接受性指判斷該結

構是否標準、是否容易理解以及在語體上是否適切(Odlin, 1994)。20本測驗

可以分成三個部分，即第一題至第五題屬於動詞語義功能、第六題至第十

題屬於句法結構、第十一題至第十五題內涵時間成分。 

 

 

 

 

 

 

                                            
20 Odlin(1994): “Acceptability judgments make claims such as whether a structure is standard 
or nonstandard, whether it is easily understood or not, and whether it is stylistically appropriate 
or not.”(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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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1 接受度測驗題之結構 

題目 類型  

1 狀態動詞 姓 

2 變化動詞 完成 

3 狀態動詞 知道 

4 狀態動詞 喜歡 

5 

動詞

語義功能 

狀態動詞 會 

6 介詞句 往 

7 狀語 還 

8 被字句 被 

9 可能補語 起N來 

10 

句法結構 

比字句 比 

11 靜態 非過程 現在 

12 動態 進行 在 

13 動態 變化 了2 

14 動態 完結 過 

15 

時間成分 

靜態 非過程 剛 

(“N”表示“Neg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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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韓、泰籍受試者對於接受度測驗的實驗結果如下： 

 

表5-4-2 對於接受度測驗題之實驗結果 – 台、韓、泰籍受試者 

  台籍 韓籍 泰籍 

題目 類型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1 4.5490 0.70182 3.2072 1.60180 3.6588 1.42723 

2 3.9608 1.05756 2.9910 1.35844 2.9512 1.28527 

3 4.3137 0.92715 2.8364 1.47472 4.1047 1.17852 

4 4.4118 0.96284 3.9273 1.08964 4.2874 0.88801 

5 

動詞

語義功能 

4.4510 0.85589 3.6667 1.26730 3.9643 1.36608 

6 4.6200 0.75295 2.4167 1.21613 3.0000 1.27834 

7 3.8824 1.65707 3.8349 1.24360 3.5581 1.46009 

8 4.3529 1.09222 3.2778 1.31727 3.3951 1.32928 

9 4.1961 1.09580 3.4220 1.28592 3.0353 1.32240 

10 

句法結構 

3.0392 1.19935 2.2072 1.19177 2.3494 1.24385 

11 3.6275 1.23225 2.5357 1.24429 2.6867 1.23888 

12 3.8824 1.03242 2.3273 1.21239 2.8161 1.33407 

13 2.6078 1.25025 2.7593 1.14280 2.6706 1.08439 

14 4.4600 0.90824 4.0360 1.07811 3.8488 1.35922 

15 

時間成分 

3.3529 1.19706 2.5676 1.46239 3.3721 1.37239 

(1=acceptable, 2=probably acceptable, 3=no opinion, 4=probably unacceptable, 

5=unaccep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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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4-2五個不同數目各代表對聯關題目的接受度，即1代表「非常接

受」、2代表「接受」、3代表「普通」、4代表「不接受」、5代表「非常

不接受」。 

從表5-4-2得知，與韓泰籍受試者之接受度相比，台灣受試者對動詞語

義功能測驗題與句法結構測驗題之接受度傾向於4「不接受」或5「非常不

接受」。且，台籍受試者對內涵時間成分的題目之接受度亦傾向於3「普

通」或4「不接受」。而韓籍受試者對動詞語義功能測驗題的接受度較傾向

於3「普通」、泰籍受試者的接受度偏於4「不接受」；對於句法結構的測

驗而言，韓泰籍受試者的接受度皆偏於2「接受」或3「普通」；對於內涵

時間成分測驗題的接受度，韓泰籍受試者的接受度皆偏於2「接受」。由此

可以推論，台籍受試者對這些三個測驗題之接受度結果數值皆較高於韓泰

受試者。 

台、韓、泰籍受試者對於接受度測驗題的同質性考驗之結果如下： 

表5-4-3 韓、泰、台籍受試者對於動詞語義功能接受度測驗題的同質性考

驗結果 – ANOVA 

第一題 他沒姓李。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78 0.000* 

泰籍   0.001* 

(p<0.05) 

第二題 任務不被完成。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1.000 0.000* 

泰籍   0.00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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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題 我沒知道這些事情。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00* 0.000* 

泰籍   1.000 

(p<0.05) 

第四題 美國人沒喜歡這樣的情況。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37* 0.013* 

泰籍   1.000 

(p<0.05) 

第五題 來中國以前，他沒會說漢語。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287 0.001* 

泰籍   0.081 

(p<0.05) 

    首先，對於動詞語義功能而言，五個題目中有兩個題目，即第三題與

第四題，顯示了韓泰之間統計上的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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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4 韓、泰、台籍受試者對於句法結構接受度測驗題的同質性考驗結

果 – ANOVA 

第六題 他往牆上沒寫字。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02* 0.000* 

泰籍   0.000* 

(p<0.05) 

第七題 我沒還接到回信呢。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528 1.000 

泰籍   0.587 

(p<0.05) 

第八題 有才華的人被沒重視。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1.000 0.000* 

泰籍   0.000* 

(p<0.05) 

第九題 晚上睡得太甜早上不起來。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106 0.001* 

泰籍   0.000* 

(p<0.05) 

 

 



韓籍學習者習得現代漢語否定詞「不」與「沒」之研究 

第十題 加拿大的飯比中國的不好吃。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1.000 0.000* 

泰籍   0.005* 

(p<0.05) 

    對於句法結構而言，只有第六題達到了韓泰之間的顯著差異。 

 

表5-4-5 韓、泰、台籍受試者對於內涵時間成分題目的接受度測驗題的同質

性考驗結果 – ANOVA 

第十一題 現在還沒有遲。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1.000 0.000* 

泰籍   0.000* 

(p<0.05) 

第十二題 他不在抽煙。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17* 0.000* 

泰籍   0.000*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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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題 他沒發現有情況了。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1.000 1.000 

泰籍   1.000 

(p<0.05) 

第十四題 以前，我不學過漢語。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781 0.096 

泰籍   0.010* 

(p<0.05) 

第十五題 我剛到西安時，一個人也沒認識。 

 韓籍 泰籍 台籍 

韓籍  0.000* 0.003* 

泰籍   1.000 

(p<0.05) 

    最後，對於內涵時間成分而言，第十二題與第十五題顯示了韓泰之間

的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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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6 不同等級的韓籍受試者對於接受度測驗題之實驗結果 – ANOVA 

 F df Sig. 

Question1 41.852 2 .000* 

Question2 9.234 2 .000* 

Question3 19.176 2 .000* 

Question4 1.317 2 .272 

Question5 5.915 2 .004* 

Question6 5.240 2 .007* 

Question7 0.513 2 .600 

Question8 15.456 2 .000* 

Question9 1.045 2 .355 

Question10 4.725 2 .011* 

Question11 1.923 2 .151 

Question12 2.249 2 .110 

Question13 1.075 2 .345 

Question14 3.975 2 .022* 

Question15 4.635 2 .012* 

(p<0.05, DF=degrees of freedom) 

    從表5-4-6得知，不同等級的韓籍受試者之間，在動詞語義功能測驗中

有四個題目達到了顯著差異，即第一題、第二題、第三題以及第五題；在

句法結構中有三個題目達到了顯著差異，即第六題、第八題以及第十題；

在內涵時間成分中有兩個題目達到了顯著差異，即第十四題與第十五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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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7 針對達到顯著差異的結果加以進一步分析─韓籍受試者對於接受度

測驗題之實驗同質性考驗結果 – ANOVA 

Question1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000* 0.000* 

第二級   0.001* 

Question2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846 0.000* 

第二級   0.021* 

Question3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386 0.000* 

第二級   0.000 

Question5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1.000 0.004* 

第二級   0.041* 

Question6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1.000 0.008* 

第二級   0.054 

Question8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030* 0.000* 

第二級   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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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10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760 0.120 

第二級   0.010* 

Question14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0.252 0.021* 

第二級   1.000 

Question15 第一級 第二級 第三級 

第一級  1.000 0.032* 

第二級   0.028* 

(*p<0.05) 

    表5-4-7是針對不同等級的韓籍受試者之間達到顯著差異的題目做進一

步分析所得的結果。 

    首先，從對動詞語義功能測驗的結果來看。表5-4-7顯示，除了第一題

之外，第一級與第二級之間並沒有達到顯著差異。此外，第一題、第二題

及第五題皆顯示了第二級與第三級之間的顯著差異。圖5-4-1為動詞語義功

能測驗第一題至第五題結果的線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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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1 對動詞語義功能測驗題的實驗結果之線型圖 

    從圖5-4-1可以看出，對動詞語義功能測驗的結果皆顯示韓籍受試者不

同程度與接受度成正比。換言之，韓籍受試者的漢語學習時間越多，對動

詞語義功能測驗的接受度數值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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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2 對句法結構測驗題的實驗結果之線型圖 

    從5-4-2得知，對第六題與第八題而言，韓籍受試者的漢語學習時間與

對句法結構測驗的接受度成正比。而第七題、第九題及第十題皆顯示，第

二級受試者的接受度比第一級受試者低，儘管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

異，並第三級受試者的接受度則上升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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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4-3 對內涵時間成分測驗題的實驗結果之線型圖 

    圖5-4-3顯示，韓籍受試者的漢語學習時間與對內涵時間成分測驗題的

接受度之間成正比的只有第十四題，而第十一題、第十二題及第十五題皆

顯示第二級受試者的接受度比第一級受試者低，但第三級受試者的接受度

則上升了。對十三題接受度數值最高的是第二級受試者，且第三級受試者

的接受度數值反而最低。但，據表5-4-6與表5-4-7第十一題、第十二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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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題與第十五題的第一級與第二級之間皆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差異。

針對否定詞習得，李瑛(2004)驗證學習者對否定詞的掌握度與學習者的漢語

水平並不完全正相關。 

    最後，我們探討兩岸受試者對接受度測驗的差異，如下： 

表5-4-8 對於接受度測驗題之實驗結果 – 中台籍受試者 

  台籍 籍 中

題目 類 差 型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

1 4.5490 0.70182 4.4615 0.66023 

2 3.9608 1.05756 4.5000 0.65044 

3 4.3137 0.92715 4.6154 0.65044 

4 4.4118 0.96284 4.5385 0.87706 

5 

動詞

語義功能

4.4510 0.85589 4.6923 0.75107 

 

6 4.6200 0.75295 3.8462 1.40512 

7 3.8824 1.65707 3.9231 1.70595 

8 4.3529 1.09222 4.7692 0.43853 句法結構 

9 4.1961 1.09580 4.2308 1.36344 

10 3.0392 1.19935 4.4615 0.77625 

11 3.6275 1.23225 3.2308 1.69085 

12 3.8824 1.03242 3.7857 1.47693 

13 2.6078 1.25025 2.5714 1.60357 

14 4.4600 0.90824 4.7692 0.43853 

15 

時間成分 

3.3529 1.19706 4.4615 0.77625 

(1=completely acceptable, 2=prob eptabl cceptab obably 
unacceptable, 5=completely unaccepta

ably acc e, 3=a le, 4=pr
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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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表5-4-8可知，除了第十三題之外，兩岸受試者對所有題目的接受

度均偏於4「不接受」。就第十三題而言，此題是為了了解否定詞與句末助

詞「了2」之關係。實驗結果顯示兩岸受試者皆可以接受否定詞「沒(有)」

與句末助詞「了2」的連用。 

表5-4-9 中台籍受試者對於接受度測驗題之實驗結果 – ANOVA 

 F df Sig. 

Question1 0.165 1 0.686 

Question2 3.276 1 0.075 

Question3 1.216 1 0.274 

Question4 0.185 1 0.668 

Question5 0.862 1 0.357 

Question6 7.322 1 0.009* 

Question7 0.006 1 0.938 

Question8 1.797 1 0.185 

Question9 0.009 1 0.923 

Question10 16.416 1 0.000* 

Question11 0.917 1 0.342 

Question12 0.079 1 0.779 

Question13 0.008 1 0.928 

Question14 1.409 1 0.240 

Question15 10.007 1 0.002* 

(p<0.05, DF=degrees of free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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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呈現第六題、第十題以及第十五題達到了統計上的顯著差

異。台籍受試者對第六題、第十題以及第十五題的接受度各為4.62、3.0392

以及

3.8 5以及 。此結果顯示，台籍受試者較不能接受否定詞

「沒

於介詞「比」後面。同時，中籍受試者較不能接受否定詞以「沒(有)」否

定 的命

結 

    本研究以跨語言研究方法來進行漢韓泰籍受試者之間的對比分析，並

使 方法 韓泰籍 試者之間統計上的顯著差異，同時探究

不同等級韓籍受試者之間的異同。 

語義功能跟句法結構之實驗結果相比，時間

15個測驗題

中，韓泰籍受試者之間達到統計上顯著差異的總有10個。此結果支持韓籍

受試者習得漢語否定詞「不」與「沒(有)」的過程中受到漢韓語之間表達

時間概念差異的影響。對於接受度測驗結果而言，動詞語義功能的有兩個

測驗題、句法結構的有一個及時間成分的有兩個達到了韓泰之間統計上的

顯著差異。本文透過不同等級韓籍受試者之間的實驗結果來解釋接受度測

驗結果。至於兩岸差異而言，除了在表達自然現象或假設的命題之外，皆

沒達到顯著差異。 

 

  上表5-4-

3.3529，而中籍受試者對第六題、第十題以及第十五題的接受度各為

462、4.461 4.4615

(有)」置於介詞「往」後面；中籍受試者較不能接受否定詞「不」置

不在時軸上 題。 

5.5  小

用SPSS統計 來檢驗 受

    本實驗結果呈現，與動詞

成分顯示了較多的顯著差異。具體而言，在與時間成分有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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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鄧守信(2009)，針對語法的教學法是否具有一套科學性的、系統

的操作方法，是否自成一套具理論基礎的體系等問題，語法學家以及語

教學家共同討論、探討之後奠定了「教學語法(Pedagogical grammar)」的

觀念與基礎。教學語法並非僅為語法教學，語法教學關心的是語法知識如

容。教學語法必須以理論語

為其理論基礎，絕不能在沒有理論語法的背書下而自創教學語法的內

。 

關於理論語法與教學語法之區別，鄧守信主張理論語法以全面語用現

法規則為研究對象，因此看待語言使用的態度是一視同仁而無價

範的。因此，理 mar)。而教學語

法是一種有針對 範性語法是一種

或語言學習者的 現象正常、健康的語法。教學語法的

的語言現象或語料便不在教

學的範圍內。 

第一、結構越複雜，困難度越高。 

第6章 現代漢語否定詞「不」、「沒

(有)」的教學語法 

6.1  教學語法的定義 

化

言

何教授，是以教學語法的研究成果作為基礎內

法

容

象中的語

值判斷的，無論什麼地方、什麼人說的語言都是平等而無所謂規範或不規

論語法是一種描述性的語法(descriptive gram

性的規範性語法(prescriptive grammar)。規

可令使用者 語言使用

內容是描述及定義何為規範的語言，違反規範

Teng(2003)認為，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的描述應包括功能、結構和用法三

個方面。具體而言，功能包括語法功能、語義功能和語用功能，結構包括

基式結構、變式結構和變形機制，用法包括何時使用、何時不用與其他語

法點的比較。 

鄧守信對於語法困難度之界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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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2009)  

困難度 結構 句型或語體 

表 鄧守信 的結構困難度界定

來源語無對應結構 把字句、語氣句 

層次結構 兼語句、包孕反覆、補語句 

搭配限制嚴格 完成體、經驗體、否定 
高困難度 

非典型(non-canonical)詞序 存現句、介詞句 

低困難度 線形結構 條件句、因果句、連動句 

第二、語義越複雜，困難度越高。 

表6-1-2 鄧守信(2009)的語義困難度界定 

困難度 語義 例子 

多樣模糊 了、把、跟、除了…以外 

延伸語義，即空間→時間→結果 撿起來→哭起來→想起來 高困難度 

文化層面 四字格、成語的語法功能 

低困難度 單一明確 過、被、給、是…的 

第三、跨語言差距越大，困難度越高。 

表6-1-3 鄧守信(2009)的跨語言差距困難度界定 

結構上差距小 被字句、準分裂句 

結構上差距大 存現句、分裂句、動詞前/後介詞組、語助詞 

語義上差距小 比較句、分裂句、被字句、連字句 

語義上差距大 把字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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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體系困難度低 成體系困難度高。 

第五、 難度低，文體結構困難度

)

困難度高。 

Stern(1992)主張身為語言教師非但具備對語法精準的語感(intuition)，並

且具有各種各樣的資訊來源，如：教材、語法參考書。同時，語言教師必

須記得目標語之語法是不斷地更新或改變的。依據Celce-Murcia(1985)對不

同背景學習者的研究，語法教學必須注重學習

式、年齡、熟練度以及教育背景(引自Stern, 1992)。 

Stern(1992)提出教學語法的根基乃至實踐的發展流程，說明每層之間相

第 究(theoretical 

research)或本體研究(ontological research)，同時可作為第二層目標語描述研

究(descriptive research)的工具，藉此提供目標語語法研究之架構與步驟。第

(compromise)，藉由不同的語言學派典(paradigms)

來描繪

(filler)機制，幫助教學語法篩選適用於實際語法教學的科學描述，因此第

三層 進而篩選第四層對

L2句

輯者的編寫準則之用。第五層為課室使用的語法教學：包含

語法大綱(grammatical syllabus)、語法教學、解釋、練習以及操練等。教師

必須明白自己所採用的教學語法為何，以便將此當成一種教學上的證據或

資料。

第四、 ，不

口語結構困 高。 

第六、句義(sentence meaning)困難度低，話義(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者的基本背景，如：學習方

遞的層級關係。 一層「語法理論」指語言學家的語法理論研

三層為描述L2的折衷方案

L2語言的全貌。他建議理論語法和教學語法之間需要加入一層過濾

「語言學語法」實為理論語法和教學語法之介面，

法描述方式與內容的「教學語法」，教學語法可直接作為教師的教學

手冊或教材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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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1-1 Stern(1992)的語法教學的基本概念層次 

   根據Teng(1997)，教學語法必須以學生導向(learner-oriented)的非學術性

的術語(terminology)，以免使用太過學術或特殊的語言學術語。教學語法志

不在一次性地追求全面適用於所有語料的語法規則。而是累進式

(cumulative)，也就是說語法點與語法點之間有難易度的差別，單一語法點

內部也存在著難易程度的不同。換言之，Teng(2003)把前者稱作總體(global)

累進，如：判定「把字句」和「被字句」是否為同一程度的語法點；後者

稱作局步(local)累進，如：多義詞「就1」、「就2」或是相關詞「會」、

 
 
 
 
 
 
 
 
 
 

語言教室內的語法教學以及語言學習 
(Gramma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language class) 

教授語法、學習者的語法及語法大綱 
(Teaching Grammar, learner’s grammar, grammatical syllabus) 

第五層 

第四層 第二語言的教學語法 
(Pedagogical grammar of L2) 

 
 

 

 
 
 

語言學語法：第二語言的科學描述 
(Lingu  L2) 

第三層 

istic grammar: Scientific description of

 
 
 
 
 
 

第二層 第二語言的語言學研究 
(Linguistic research on L2) 

第一層 語法理論 
(Grammatic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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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相關 據語法點的

(

)  

6.2   

本章由韓籍漢語學習者的否定詞「不」與「沒(有)」偏誤現象著眼，

探討

本文針對「遠東生活華語」、「新實用漢語課本」以及「中文聽說讀

寫」這三本教材的否定詞「不」與「沒(有)」語法解釋進行分析。 

的語法點內部困難度的累進。教學語法便是要根

難易程度，安排不同階段的教學，是一個點一個點、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的。而句型排序(pattern sequencing)原則是，依據語法點 結構、語義、語

用 、困難度、頻率、跨語言距離等因素所做出的綜合評比。

針對Teng(1997)的主張，王楚蓁(2008)提出，在理想的情況下，一個語

法點的教學語法內容包含了描述內容、累進排序以及教學語法點的排序，

但並非所有語言學結構的教學語法都具備這三項內容，某些語法點無累進

排序，如：「是…的」，某些語法點無語用困難度，如：「過」、

「著」。漢語教學語法描述內容需應語法點之特性而隨之調整。 

 華語教材的語法解釋現況與探討

華語教材之否定詞解釋現況，並以本文提出的由時間概念解釋漢語否

定詞為軸，探討符合教學語法理念的漢語否定詞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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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1 在華語教材裡與否定詞相關的解釋之有無現況21 

分類 次分類 遠東生活華語 新實用漢語課本 中文聽說讀寫  

動作動詞 X X X 

狀態動詞 O O X 

動詞

語義

功能
變化動詞 X X X 

 

情態補語句 X O O 

結果補語句 O O O 

可能補語句 O O O 

趨向補語句 O X O 

數量補語句 X O X 

能願動詞句 O O O 

比較句 O O O 

被字句 O X X 

把字句 X O X 

句法

結構 

介詞句 O O O 

了1 O O O 

了2 O O X 

過2 O O X 

在 X O X 

時間 

概念 

著 X O X 

                                            
21 在此表裡「O」代表該教材裡出現了與否定詞相關的說明；「X」表示沒有出現與否

定詞相關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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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表6- 詞語義功能， 章調查在這三 華語教材裡有沒 依據

三類動詞來解釋動詞語義與否定詞之間的關係。結果呈現只有在「遠東生

」與「新實用漢語課本」 解釋狀態動詞與否定詞之間的關係，如

下： 

 

表6-2-2 「遠東生活華語」與「新實用漢語課本」針對狀態動詞與否定詞

之解釋 

2-1動 本 本 有

活華語 裡

教材 解釋 例句 

遠東生活華語 

State verbs indicating states (of mind). They are 

not action verbs, therefore they can not  be 

used in 「 V- 了」 pattern indicating action 

愛」,「沒喜歡」,「沒認識」,「沒懂」,

「沒希望(used as a verb)」either. 

你們大概還

第一冊第九課 completed, and it is not correct to say「沒 不認識吧？ 

新實用漢語課本 

第一冊第二課

The negative form of sentences with an adje-

我不忙。 
 

ctival predicate is generated by placing the n-

egative adverb「不」before the adjective that 

functions as the predicate. 

在「遠東生活華語」與「新實用漢語課本」裡沒有提示動作動詞或變

化動詞與否定詞之 文聽說讀寫」完全沒有

出現此三種動詞類型與否定詞之間的相關說明。 

被字句」在實

驗結果上皆呈現台 的

否定詞位置，98%的台籍受試者將否定詞擺在「把」之前面；只有32.4%的

韓籍受試者選了「把」之前面的位置。而「被字句」有94%的台籍受試者

將否

間的相關說明。除此之外，「中

根據本文第五章對比分析之實驗結果，「把字句」與「

籍與韓籍受試者之間具有頗大差距。針對「把字句」

定詞置於「被」之前面；但只有14.4%的韓籍受試者把否定詞置於

「被」之前。對於「把字句」與「被字句」，只有「新實用漢語課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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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前者與否定詞之關係；「遠東生活華語」說明後者與否定詞之關係，如

下： 

教材 解釋 例句 

表6-2-3 「遠東生活華語」與「新實用漢語課本」針對「把字句」和「被

字句」與否定詞之解釋 

遠東生活華語 

第二冊第十三課 

The negative should be placed before

「被」. 
- 

新實用漢語課本 

三十二課 

Negative adverbs or optative verbs must 

be placed befo
她買的禮物送

第三冊第 re「把」. 

她沒有把你給

給妹妹。 

「中文聽說讀寫」沒有提到「把字句」或「被字句」與否定詞之說

明

  分 果呈現韓籍受試者對於「比字句」的測驗結

果和接受度與台籍受試者不同。所有的台籍受試者將否定詞放在「比」之

前 示 3.04。但，韓

而且對「比字句」的接受

度也只有2.21而已。就華語教材而言，三本教材均提了與「比較句」相關

的說

表  華語教材針對「比較句」與否定詞之解釋 

教材 解釋 例句 

。 

  本文第五章對比 析的結

面，而表5-4-2亦顯 台籍受試者對「比字句」的接受度達

籍受試者只有41.4%選了「比」之前面的位置，

明，如下： 

6-2-4

遠東生活華語 

第二冊第三課 

In the「A有 /沒有B那麼 /這麼+SV」

sentence pattern, A and B are a Noun Phrase 

or Verb Phrase, using B as the standard to 

我們的團沒有

那麼大，差不

compare A and B. If A dose not reach the lev-

el of B,「沒有」is used. 

多十八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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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實用漢語課本 

第二冊第十七課 

The preposition「比 y be used to com-

things. The adverb「不」is placed before

」ma

pare the qualiti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wo 

「比」to form a negative comparative sent-

ence. 「 x 不比 y+A 」 means 「 x<y 」 or

「x=y」. 

他不比我高。

中文聽說讀寫 

第一之二冊 

第十四課 

「不比」 「not m

wo things being compared may be equal, but 

tated is

more than B.

我弟弟不比我

高。 

 means ore than…」. The t-

what is specifically s  that A is not 

 

    由表6-2-4可知 (有)」構成的

「比較句」，並沒有提到在「比字句」裡否定詞之位置。 

 偏 有「可能補語

句」與「結果補語

於「可能補語 」 者之間

的差 .2%的台籍受試者將否定詞擺在動詞與補語之間的位置；只

的韓籍受試者將否定詞擺在動詞與補語之間的位置。對於「結果補

語句」的實驗顯示台韓泰籍受試者的結果都大同小異。表6-2-5是華語教材

對「可能補語句」與否定詞之解釋。 

 

，「遠東生活華語」裡解釋的是以「沒

   透過第四章 誤分析的結果，我們發現韓籍學習者常常

句」之間的「誤代」偏誤或者「錯序」偏

，第五章對比分析的實驗結果亦呈現台韓

誤。此外，對

籍受試句

距，即70

有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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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5 華語教材針對「可能補語句」與否定詞之解釋 
教材 解釋 例句 

遠東生活華語 

第二冊第七課 

「吃不了」(V不了) is the negative form of a 
potential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The 
positive form is「V得了」. 

可惜吃不了

那麼多。 

新實用漢語課本 

 

第三十三課 

「得/不」 is inserted between a verb and a 
resultative or directional complement to in-
dicate whether or not a certain result can be 

. The 
negative form of the potential complement is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the positive form. It 

 or reach a certain 

我只學了一

年漢語，現

在 看 不 懂

attained or a certain status can be achieved

第三冊
indicates that due to a lack of certain subjective 
or objective condition(s), the action will not be 
able to achieve a certain result
status. This notion usually can only be 
expressed by using the potential complements 
and not with optative verbs. 

「 紅 樓

夢」。 

中文聽說讀寫 

第一之二冊 

第十七課 

「得」or「不」 is placed between a verb 
and a resultative or directional complement to 
indicate whether a certain result will be realized 
or not. Potential complements appear primarily 
in negative sentences. A potential complement 
can not be used in a「把」sentence. 

這個字太難

了，我記不

住。 

中文聽說讀寫 

第二冊第十二課 

nal complement to 
indicate if one has the ability to carry out an 

ization of 

，我

做不完。 

One can insert「得」or「不」between a verb 
and its resultative or directio

action, or if circumstances permit the 
realization of an objectiv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potential complements often appear in their 
negative form to indicate that one doesn't have 
the ability to realize an objective or that 
circumstances do not permit the real
such an objective. Furthermore, very often this 
meaning can only be expressed through the 
negative form of potential complements rather 
than 「 不 能 +V+resultative 」

complement/directional complement. 

今天的功課

太多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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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表6-2-5得知，三本華語教材均提到結構上在「可能補語句」裡否定

詞之位置。同時， 釋了「可能

補語句」之語義上 補語句」與

「結果補語句」的 須將「可能

補語句」與「結果 教學上的優

點。針對此點，在

1

定詞之解釋 
教材 解釋 例句 

「新實用漢語課本」跟「中文聽說讀寫」解

的特徵。但，三本教材都沒有解釋「可能

否定型式。依據偏誤分析結果，我們認為必

補語句」之否定型式一起說明，以便取得

本章第三節繼續探討。 

    至於「介詞句」的否定，三本教材所解釋的僅限於「跟/和…(不)一

樣」之否定，而針對其他介詞的否定皆沒有提到任何解釋。 

    最後，我們探討在華語教材裡如何解釋時間概念與否定詞之間的關

係。本論文以時態標記為中心探討時間概念與否定詞的關係。表6-2-6為在

華語教材裡所提到的對時態標記「了 」與否定詞之關係的說明。 
表6-2-6 華語教材針對時態標記「了1」與否

遠東生活華語 ticular question, the「沒有」should be plac-

子。 第一冊第五課 
ed in front of either the main verb or a co-
verb.「了1」indicating completion cannot a-
ppear with「沒有」in the same sentence. 

我 沒 有 買 包

「沒V(O)」. In sentences that negate a par-

新實用漢語課本 

第一冊第十三課 

rb 
to indicate realizat completion of an 

 
ge of the realiza  

我們沒有找經

理。 

The particle「了1」can be used after a ve
ion or 

action. The negative form of this kind of s-
entence is made by placing「沒」or「沒

有」before the verb and dropping「了1」

after the verb. One can never use「不」to n-
egate this kind of sentence.「了1」indicates
only the sta tion or completion
of an action, but not the time at which this 
action occurs (which may be in the past, 
present, or future). In this kind of sentence the 
action, in many cases, has already happened. 
It is also possible though, th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tion will occur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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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聽說讀寫 

第一之一冊 

第五課 

(有)」
or「沒有

昨天我沒有聽

音樂。 

The dynamic particle「了」signifies the occ-
urrence of an action or the emergence of a 
situation. The action or situation usually p-
ertains to the past, but sometimes it can refer 
to the future. Therefore the use of「了」

should not be taken as an equivalent to the 
past tense in English. To say that an ac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the past,  use「沒

instead of「不...了」 ...了」. 

    雖然三本教材 )」不能連用，

但沒有教材解釋其原因。「新實用漢語課本」

來 之特

發生的時點 但此

    在「遠東生活華語」與「新實用漢語課本」裡出現表示「經驗」的時

態標記「過2」與否

 

均提了時態標記「了1」與否定詞「沒(有

跟「中文聽說讀寫」以時態

徵，即「了1」指某個動作的完成或發生

解釋仍沒有牽涉到時間概念與否定詞的關

定詞之間的關係，如下： 

說明「了1」 ，並不指事件

聯性。 ，

 

表6-2-7 「遠東生活華語」與「新實用漢語課本」對時態標記「過2」與否

定詞之解釋 

教材 解釋 例句

The 「 V 過 」 pattern indicates previous 

遠東生活華語 

第二冊第一課 

experience. A noun explaining the type of 

action described may follow「過」 ,「沒

(有 )+V過」may be used to express no 

perience. 

我在美國已經

學過怎麼用筷

子。 

previous ex

新實用漢語課本 

第二冊 

第二十二課 

The aspect particle「過」, which occurs im-

took place in the past. The negative form of

我 沒 有 開 過mediately after a verb, denotes that an action 

「過」is「沒(有)…過」. 

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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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兩本教材都 」的否定型式，但並沒有將時間概念

納入解釋時態標記「過 」與否定詞之間的關係。 

    關於表達「進

實用漢語課 」提

 

6-2-8 「新實用漢語課本」對時態標記「在」和「著」與否定詞之解釋 

提了時態標記「過2

2

行」與「持續」的時態標記「在」與「著

到與否定詞之關係，如下： 

」，只有「新

本

表

教材 解釋 例句 

新實用漢語課本 
place either of the adverbs,「在」or「正

在」, before the verb or the「呢」

第二冊 

To indicate an action in progress, one may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沒有」itself can be used as 

The structures 「 沒 在 +V 」 , or 「 沒

(有)+V」may also be used. 

他 沒 在 看 地

圖，他在看照

片。 
第二十四課 the negative form of the progressive aspect. 

新實用漢語課本 

第二十五課 

他沒有躺著看

電視，他坐著

看電視呢。 

第二冊 

The aspect particle「著」is placed directly 

after a verb to express the continuous of  an 

action or a state. The negative form of  this 

construction is「沒(有)+V+著」. 

  知

「著」與否定詞之句法上的特徵，但仍沒有詳細地說明與時間概念有關的

性質。此外，「遠東生活華語」與「中文聽說讀寫」沒有提到有關時態標

「遠

化」的句末助詞「了

 

  由表6-2-8可 ，「新實用漢語課本」解釋了對於時態標記「在」和

記「在」和「著」與否定詞的內容。 

東生活華語」與「新實用漢語課本」裡解釋表示「變

2」與否定詞之間的關係，如下： 

接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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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9 「遠東生活華語」與「新實用漢語課本」對句末助詞「了2」與否

定詞之解釋 

教材 解釋 例句 

遠東生活華語 

第一冊第七課 

All「了」 in「SV了」、「不V了」、

「沒V了」indicate a change in the present 
situation. 

你 明 天 來 不

來？ /事情今

天都做好了。

要是沒事明天

就不來了。 

新實用漢語課本 

第二冊 

第二十四課 

 sentence to indicate changed circumsta-
nces or the emergence of some new situation 
or status. In sentences with the negative 
adverb「不」preceding a verbal predicate, 

她 這 來

The particle「了」is employed at the end 
of a

the particle「了」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often indicates a change. 

次 不

了。 

    依據本文第四章偏誤分析的結果發現，有些「遺漏」偏誤與句末助詞

「了2」關聯，即在句子表達某種事件的變化時，不但「了2」可以與「沒

(有)」連用，並且若 但表6-2-9的兩

本教材都沒有詳細

明。

6.3  現代漢語否定詞的教學語法架構 

出發，制定了一套相當細緻的「難度等級」架構，他將學習難度劃

文參考Prator

語否定詞之於韓籍學習者學

習的

句尾不帶「了2」，反而是病句。但，非

說明此特徵，「中文聽說讀寫」也完全沒有提到相關說

 

本節針對韓籍學習者提出現代漢語否定詞教學語法之編寫要點。為了

達到教學語法的針對性，本文根據韓籍學習者的偏誤分析與對比分析結果

來界定漢語否定詞之困難度，同時做為語法點排序的標準。 

Prator(1967)“由零遷移、正遷移(positive transfer)和負遷移(negative transfer)

的概念

分為六個等級，級數越高，難度越高。”(引自陳俊光，2007)本

所提出的語法點困難度評分標準原則來判斷漢

困難度：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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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1 Prator(1967)的難度等級 (引自陳俊光，2007) 

難度等級 說明 

零級 兩相對應/正遷移 兩個語言並無差異，學習者可將母語的該語言

項目直接遷移至第二語言。 

一級 合併/合而為一 母語的兩個語言項目在第二語言中合而為一。 

二級 區分不足/從缺 母語的某個語言現象或項目在第二語言中並不

存在。 

三級 部分對應 /重新詮 母語的某個語言項目在第

釋

二語言中有新的形式

或不同的分布方式。  

四級 過度區分/新項目 母語與第二語言的語言項目彼此間並無相似

點。 

五級 分化/分歧 母語的一個語言項目在第二語言中分化為兩個

或以上的項目。 

根據表6-3-1，對韓籍學習者而言，漢語否定詞「不」跟「沒(有)」屬

「mos」的選用原則基於語義，而 (有)」的選用原

則基於時間概念，所以除了語義上相關之外，漢韓否定詞之間的區別方式

是不同的。具體而言，韓語否定詞「an」否定在語義上由內部原因所產生

的結果；「mos」否定在語義上由外部原因所產生的結果。而漢語否定詞

差異並不是截然不同的，漢韓否定詞用法之間尚存在著重疊的部分，故屬

於難

於難度較高的三級「部分對應/重新詮釋」，因為韓語否定詞「an」與

漢語否定詞「不」跟「沒

「不」否定非過程命題；「沒(有)」否定時間流逝過程的命題。但，上述

度較高的三級「部分對應/重新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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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3-1 漢韓否定詞之對比 

    圖6-3-1顯示，韓語否定詞在漢語系統中出現不同分布形式，即兩個否

定詞辨別基準從語義轉換

 
  韓語否定詞

 
                    

     
 

 
 
                  

語義 

 
內部否定             外部否定 

 
an                        mos 

沒(有)                       不 
 
 
                   過程                      非過程 
 
 
  漢語否定詞                  時間結構 

成時間結構。 

    依據本文偏誤分析與對比分析之結果，總結漢語否定詞之教學要點，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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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2 漢語否定詞之教學要點 

分類 次分類 教學語法用語  

動作動詞 

的意志或習慣時，僅能用「不」否定； 

表示在時軸上發生的行為或動作時，僅能用「沒

表示施事者

(有)」否定 

狀態動詞 表示性質或狀態的動詞，僅能用「不」否定 

動詞

語義

 

變化動詞 的動詞，僅能用「沒(有)」否定 

功能

表示狀態變化

情態補語句 語 漢語否定詞之語序：S+V+得+「不」+情態補

結果補語句  漢語否定詞之語序：S+「沒(有)」+V+結果補語

可能補語句 漢語否定詞之語序：S+V+「不」+可能補語 

趨向補語句 漢語否定詞之語序：S+「不/沒(有)」+V+趨向補語 

數量補語句 漢語否定詞之語序：S+「不/沒(有)」+V+數量補語 

能願動詞句
)」+V 

/沒(有)」+V 

 

漢語否定詞之語序： 

S+「不/沒(有)」+能願動詞+V 

S+能願動詞+「不/沒(有

S+「不/沒(有)」+能願動詞+「不

比較句 

被字句 

把字句 

漢語否定詞之語序：

「不 有 」

 

S+ /沒( ) +「比」、「被」、「把」+(N)+V 

句法

結構 

介詞句
漢語否定詞之語序： 「不/沒(有)」+介詞+V 

S+介詞+「不/沒(有)」+V 
 

S+

了1 
表達某種事件的完成時，漢語否定詞不能與「了1」連

用，所以動詞後面不能出現「了1」 

了2 
表達某種事件或狀態的變化時，漢語否定詞必須與

「了2」連用 

過2  表示經驗的時態標記「過2」，僅能用「沒(有)」否定

在 態標記「在」，僅能用「沒(有)」否定  表示進行的時

時間 

概念 

著 表示持續的時態標記「著」，僅能用「沒(有)」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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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否定 並不

題，但從累進 教學語

有利

注意提醒學習

者漢

不同影響到韓籍學習者選用漢語否定詞的結果。在教學上必

須從

 

 

 

詞 否定動詞本身(Teng，1974b)，而否定整句所表達的命

式 法的觀點而言，以動詞三類作為初步的說明對教學

。因為初級學習者仍停留與母語者顯然不同的語感，因而直接從清楚

的語法理論著手說明對初級學習者比較適合 (Odlin, 1994)。 

就句法結構而言，韓語的否定詞位置與漢語不同，即韓語否定詞可置

於謂語前面或後面，因此針對韓籍學習者的教學上，應特別

語否定詞之位置。由於「比字句」、「被字句」、「把字句」跟漢語

否定詞可以置於介詞之前或後的「介詞句」不同，漢語否定詞僅置於

「比」、「被」、「把」的前面，因此本文認為在教學上必須將上述三者

獨立「介詞句」之外，並進一步說明「比」、「被」、「把」字句與否定

詞之關係。 

韓籍學習者對否定詞的偏誤集中於與時間概念有關的部分，因為漢韓

時間概念上的

時態的角度著手區分漢語否定詞「不」與「沒(有)」，以免誤導韓籍

學習者以時制的概念分辨漢語否定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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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結論 

7.1  總結 

本文由漢韓語之間的時間系統之差距著手，研究韓籍受試者習得漢語

沒(有)」之過程。本文的假設是漢韓語時間系統差異影

響韓籍學習者習得漢語否定詞的過程，進而產生偏誤。換言之，漢語是以

庫，即「HSK動態作文語料庫」與「現代漢語中介語語料

庫」。本研究結果顯示韓籍學習者對與時間概念有關的「沒(有)」之偏誤

率高

制為

主的韓語作為實驗組、將漢語作為控制組，進行了對比分析。此外，透過

針對

同。雖然本文調查的三本華語教材沒

有以時制解釋「不」與「沒(有)」之差別，但亦沒有詳細地解釋時間概念

否定詞「不」與「

時態(aspect)為表達時間概念的語言；韓語是以時制(tense)為表達時間概念的

語言。漢語否定詞「不」與「沒(有)」以時間概念來區分，即以「不」否

定脫離時軸的非過程命題；以「沒(有)」否定時間流逝過程的上的命題。

(郭銳，1997) 

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為偏誤分析與對比分析。偏誤分析的語料來自兩

個中介語語料

於「不」。此結果支持本文的假設，即漢韓語時間概念上的差距導致

韓籍學習者習得漢語否定詞的困擾。此外，由此研究結果可知有些偏誤是

與時態標記「了1」、「過2」或者句末助詞「了2」有關的。 

本文對比分析採用了跨語言研究方法，即將表達時間的方式與漢語一

樣以時態為主的泰語作為參照組、將表達時間的方式與漢語不同以時

中國大陸受試者的實驗資料，探討了兩岸差異是否影響實驗結果。最

後，以SPSS統計方法來驗證對比分析結果。本實驗結果呈現，在時間成分

上的顯著差異多於動詞語義功能與句法結構。此結果支持本文的假設，即

韓籍受試者習得漢語否定詞「不」與「沒(有)」的過程中受到漢韓語之間

表達時間概念之差異影響。本文透過不同等級韓籍受試者之間的實驗結果

來解釋接受度測驗之結果。 

最後，本文的實驗結果驗證了韓籍學習者對習得漢語否定詞的最大難

點在於漢韓之間表達時間概念上的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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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否

7.2

本文透過統計方法來驗證假設，然而此研究方法因比較偏重於陳述實

此結果之原因。對於韓泰籍受試者級

別分類方法，由於受試者的來源不同、背景太多，而難以把握受試者實際

某一個學習者在習得某一個語言的過程中受到各種各樣的影響。本文

主要針對韓籍學習者在習得漢語否定詞「不」與「沒 有 」的過程中是否

受到時間概念之影響進行研究。但，此結果並不代表韓籍學習者僅受到時

間概

時間概念與語言表達形式具有密切的關聯，本文只是在否定詞習得方

面做了一點嘗試，希望對此做出後續研究。

冀望本文能引發更多對於漢語否定詞習得相關的研究，為本文提供指

正與彌補。

 

定詞之關係，因此我們認為在華語教材的漢語否定詞解釋中必須提出

時間概念與否定詞之關係，以便增強其針對性與功能性，以免造成韓籍學

習者的負遷移。換言之，華語教學上必須釐清漢韓語否定詞之間的差異，

並從時間概念來說明漢語否定詞的特徵。本文也從教學語法的角度，建構

了針對韓籍學習者現代漢語否定詞之編寫要點。冀望本研究成果可以作為

華語教學和教材編寫的一個重要理論依據與參考。 

  研究限制與展望 

驗資料與結果，而缺乏深入分析導致

上的語言能力，因此未來習得研究者最需釐清的部份。此外，本研究的重

點在於韓籍學習者，而針對泰籍學習者的分析未深入探討，期待未來對此

進行研究。至於教學設計，囿於時間與能力，本文僅初步探討否定詞結構

上的教學建議，可以補充一些功能、語用以及篇章層面的說明，並可以探

討課堂上的具體練習方法。 

( )

念的影響，極有可能同時受到其他因素的影響，而本文研究的重點僅

在於時間概念之影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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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看完下面的句子後，請打圈正確的否定詞。 

1. 他(不 / 沒)是北京人。(白荃，

. 我(不 / 沒)相信他會來。(筆者) 

1992) 

) 

，2006) 

荃，2000) 

態度。(劉月華，1996) 

。(白荃，2000) 

∨

. 我的書帶回來。(沒) (劉月華，1996) → 我的書沒帶回來。 

的字寫得不漂亮。 

) (郭銳，1997) → 他看不見屋裡有人。 

決。 

 

是為這件事不來的。 

為嚴重卻被重視的問題。 

 

一

2000) 

2

3. 大青山樹木(不 / 沒)多。(李瑛，2006) 

4. 這個人(不 / 沒)堅強。(李瑛，1992) 

5. 這個企業(不 / 沒)景氣。(李瑛，

6. 他(不 / 沒)考取藝術學校。(李瑛，1992

7. 語法太難了，我聽(不 / 沒)懂。(李瑛

8. 我(不 / 沒)想到他能喝這麼多白酒。(白

9. 問題(不 / 沒)在於是否有經驗，而在於服務

10. 他們的服務態度很不好，所以我(不 / 沒)滿意

 

二、請用「∨」來標記括號裡否定詞的位置。 

例) 他 昨天來的。(是) 

1

2. 他的字寫得漂亮。(不) (劉月華，1996) → 他

3. 他看見屋裡有人。(不

4. 那本小說看完。(沒) (筆者) → 那本小說沒看完。 

5. 他把電腦弄壞。(沒) (筆者) → 他沒把電腦弄壞。 

6. 這個問題目前還能解決。(不) (劉月華，1996)  

→ 這個問題目前還不能解決。/ 這個問題目前還能不解

7. 我小時候，對游泳感興趣。(不) (李瑛，2006)  

→ 我小時候，對游泳不感興趣。 

8. 我的房間比你的小。(不) (筆者) → 我的房間不比你的小。

9. 他們是為這件事來的。(不) (劉月華，1996)  

→ 他們不是為這件事來的。/ 他們

10. 這是極為嚴重卻被重視的問題。(不) (劉月華，1996)  

→ 這是極為嚴重卻不被重視的問題。/ 這不是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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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看完下面的句子後，請把正確的否定詞打圈。 

1. 他(不 / 沒)在看電視。(筆者) 

2. 我(不 / 沒)去過北京。(李瑛，2006) 

3. 代表團昨天(不 / 沒)到達北京。(郭銳，1997) 

月華，1996) 

06) 

2006) 

瑛，2006) 

瑛，2006) 

)看我的

 沒)好，再等一會兒。(李瑛，2006) 
 

 
 

4. 那個地方一年四季(不 / 沒)下雨。(劉

5. (不 / 沒)打雷了，咱們走吧。(白荃，2000) 

6. 太早了，明天九點我還(不 / 沒)起床呢。(李瑛，20

7. 我還(不 / 沒)知道他明天回不回來。(李瑛，

8. 老師，我還(不 / 沒)懂，請你再講一遍。(李瑛，2006) 

9. 人也是動物，(不 / 沒)吃東西就活不下去。(筆者) 

10. 如果明天你(不 / 沒)收到他的email，你就告訴我。(李

11. 他去海邊玩了好幾天，不過皮膚(不 / 沒)黑 。(李

12. 他今年三十歲，(不 / 沒)結婚，你和她很合適。(李瑛，2006) 

13. 昨天下午就(不 / 沒)下雨了。(白荃，2000) 

14. 從那以後，她老躲著我，即使在路上遇到她，她也(不 / 沒

臉。(白荃，2000) 

15. 孩子：媽媽，可以吃飯了嗎？ 

媽媽：飯(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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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分：問卷第  請看完下面的句子後，選擇「1-2-3-4-5」中適當的號

，表示您對各句子的接受度。若您選「不接受」或「非常不接受」，請

成更適合的句子。 

1 2 3 4 5

碼

改

「1」非常接受(acceptable) 「2」接受(probably acceptable) 「3」普通(no opinion) 
「4」不接受(probably unacceptable) 「5」非常不接受(unacceptable) 
 
1. 他沒姓李。(郭銳，1997) 1 2 3 4 5
修改) 他不姓李。/ 他沒姓過李。 
2. 任務不被完成。(李瑛，1992) 1 2 3 4 5
修改) 任務沒被完成。 
3. 我沒知道這些事情。(筆者) 1 2 3 4 5
修改) 我不知道這些事情。 
4. 美國人沒喜歡這樣的情況。(王建勤，1997) 1 2 3 4 5
修改) 美國人不喜歡這樣的情況。 
5. 來中國以前，他沒會說漢語。(白荃，2000) 1 2 3 4 5
修改) 來中國以前，他不會說漢語。 
6. 他往牆上沒寫字。(郭銳，1997) 1 2 3 4 5
修改) 他沒往牆上寫字。 
7. 我沒還接到回信呢。(劉月華，1996) 1 2 3 4 5
修改) 我還沒接到回信呢。 
8. 有才華的人被沒重視。(李瑛，1992) 1 2 3 4 5
修改) 有才華的人沒被重視。/ 有才華的人不被重視。 
9. 晚上睡得太甜早上不起來。(筆者) 1 2 3 4 5
修改) 晚上睡得太甜早上起不來。 
10. 加拿大的飯比中國的不好吃。(王建勤，1997) 1 2 3 4 5
修改) 加拿大的飯沒有中國的好吃。/ 加拿大的飯不比中國的好吃。 
11. 現在還沒有遲。(筆者) 1 2 3 4 5
修改) 現在還不遲。 
12. 他不在抽煙。(郭銳，1997) 1 2 3 4 5
修改) 他沒在抽煙。他不抽煙。他不抽煙了。 
13. 他沒發現有情況了。(郭銳，1997) 1 2 3 4 5
修改) 他沒發現有情況。 
14. 以前，我不學過漢語。(劉月華，1996) 1 2 3 4 5
修改) 以前，我沒學過漢語。 
15. 我剛到西安時，一個人也沒認識。(白荃，2000) 1 2 3 4 5
修改) 我剛到西安時，一個人也不認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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