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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 結構、次結構、是……的、焦點句、教學排序 

 

以往漢語語法學界對於語法規則的描述，依理論基礎的不同而分別從語

義、句法、篇章、認知等層面界定，對「結構」的看法，亦從過去只重視句

法結構而將視角擴大到語義、篇章、認知等方面。但由於經常將理論語法的

研究成果直接應用於教學上，在未加取捨及判斷下，使得學習者成效不佳而

一再產生偏誤。 

本論文從討論「結構」的內涵出發，透過教學語法對語法點的界定和分

類系統，歸納出以學習者為考量訴求的「語法結構」內涵及一套分析「次結

構」的方法學。我們主張「一個語法點就是一個語法結構」，而「結構」應

該涵蓋「功能結構」、「句法結構」、「語用結構」三方面的內容。「結構」又

被分解為不同的「次結構」， 因此有「語義功能次結構」、「句法形式次結構」、

「語用次結構」的分別。在鄧守信（2009）對語法點的描述原則下，我們提

出「功能次結構」方面，必須包括「句法功能」、「語義功能」、「交際功能」；

「形式次結構」必須包括「基式結構」、「變形結構」、「變式結構」。形式結

構必須在功能結構的基礎上進行，並採取最貼近該語法點功能結構內涵的呈

現方式。 

在建立了次結構分析的方法學後，我們透過整合理論語法的研究成果以

及實際的語料統計，替「是……的」句進行次結構分析，將「是……的」句

定名為「焦點句」具備「積極的聚焦功能」，其下又分為「聚焦於已知事件

的相關細節」、「聚焦於對句中命題的評價」兩個語義功能次結構。在功能次

結構的基礎下建立了七個「是……的」句的基式結構，以及相應的變形結構、

變式結構。 

最後，通過教學語法的多項排序原則，替「是……的」句的七項基式結

構進行次結構的排序，以期提供理想的「是……的」句語法規則及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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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eywords：：：： construction、sub-construction、Shi……de、focus construction、 

Pedagogical grammar 

 

With respect to the description of grammar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field 

of Chinese linguistics defines them in terms of semantics, syntax, discourse, 

pragmatics and cognitive views, and the conception of “construction” is no 

different. However,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it makes some problems. 

This thesis starts with discussions about “construction”, and tries to find a 

framework suitable for L2 Chinese learners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pedagogical 

grammar. We claim that “one grammar point should be one grammar 

construction”, and it must includes function, syntax and pragmatics. Each 

construction should have different sub-constructions. The sub-constructions for 

function should include “grammatical function” ”semantic function” and 

“communicative function”, for syntax should include “basic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structure” and “derived structure”. All formal structures must be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ones and use the rules which can show the functional 

conceptions. 

After establishing the framework of sub-construction analysis, we try to use 

it to find sub-constructions of “Shi-de” construction. We defined “Shi-de” 

construction as “focus construction” and it has two function sub-constructions: 

“focusing on details of known events” and “focusing on comments about one 

sentence’s proposition meaning”. We also established seven basic sub-structur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 derived structur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pedagogical grammar, we propose the 

teaching sequence of “Shi-de”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result of 

sub-construction analysis for it, and thus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future of 

TC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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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1 

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導論導論導論導論 

1.1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語言學及語言教學界中，一提到「結構」，首先想到的便是「線性的

句法結構」。「句法結構」著眼於不同句法範疇的前後排列關係，關心的重點

在於句子是否符合規範語法(prescriptive grammar)。這樣的觀點雖一直為人

所垢病，但又無法棄之而不用。英語教學如《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中透過前後搭配詞類的不同，將動詞分為二十

五型，每一型中又分成 A~F 組不等的組別，此分類的目的是為了避免學習

者在「結構」上錯誤的「類推」。華語教學較具代表性的為《語法水平等級

標準與等級大綱》(以下簡稱《語法等級大綱》)，其中將把字句條列為十九

個句式，且全為線性句法結構的描述，這樣的分類方式對學習者而言，是很

大的負擔。 

然而，隨著溝通式教學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的興起，對

於「語法」的面向已不僅侷限於「句法結構」的層次，而將視角擴大於功能

及使用上的需求。如英語詞典《Cobuild English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的前言中提及，一個詞彙在語用（Pragmatic）、語境（Context）及

使用（Usage）三方面必須相輔相成，並藉由最常使用的典型搭配詞、釋義

的方式和使用的語境等，共同呈現出該字的語法結構，對於不具實義的語法

詞(如：the)，亦透過其在句子中扮演的功能角色來說明。至於前述的《語法

等級大綱》，其編者對其編制和定位有如下的說明：「初等語法（甲、乙級）

以語法結構為主；中等語法（丙級）在注重語法結構的同時，加強詞組、句

子的語義和語用功能；高等語法（丁級）具有相對獨立性，進一步深化「語

素」、「口語格式」等項目。」（劉英林、李明，1997）。乍看之下，這樣的編

纂理念似乎改進了以往只重視「線性結構」的概念，但並未解決「列舉式」

對學習者造成的負擔，而句法、語義、語用三者，也未在大綱中有恰當的聯

繫及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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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教學向來在語言教學中占了很大的比重，教師們亦將語法教學定位

為語言教學的重點，因為他們普遍相信語法教學能帶來「正確性」及「流利

性」的成效。但經長期觀察後的研究結果卻顯示，接受過正式語法教學的學

生之語法應用情形，並未有顯著的成效。我們在初步檢視語法大綱及部分教

材後發現，其語法呈現方式，不是只在「詞彙」層面討論而忽略了其句法結

構，就是未將句法結構和語義功能做完整的搭配。我們認為，其原因在於語

法教學對「結構」一詞概念的侷限，總是以「句型」或「規則」等同之，也

因此忽略了更上層的語義功能結構。 

基於上述的研究背景和動機，本研究希望能突破以往對於「結構」代表

「句法結構」的概念，分別建立句法、語義、語用三個層面的「結構」與其

下「次結構」之間的關係網絡。其次，在這樣的架構之下，建立語法點次結

構分析的方法學，以期提供教學者及學習者更符合簡易性及整合性的語法規

則。 

我們選定現代漢語「是……的」句作為次結構分析的對象，原因在於，

「是……的」句無論在語法點定名或語法規則的呈現上，常因其「句型」和

「結構」的特點，讓人忽略了應從「功能」層面去理解，再加以界定其結構

內容。我們希望能從「功能」的層面去尋求「是……的」句的分類，將其功

能和結構做完整的統合。 

 

1.2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研究問題 

有鑑於以上的背景和觀察，提出本論文的研究問題： 

一、「結構」、「次結構」的概念及兩者的關係為何？ 

二、完整的次結構分析法為何？ 

三、現代漢語「是……的」句的次結構內涵為何？ 

四、現代漢語「是……的」句的教學排序及語法規則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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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論文架構共分為六章，簡述如下： 

第一章 導論 

 簡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內容架構說明。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探討漢語語法規則在各語法層面的內涵及過去學者對漢語「是……的」

句的研究，其中包括「是……的」句在各語法層面的討論及「是……的」句

的次類劃分。 

第三章 次結構分析架構的建立 

 從探討「結構」開始，並透過對「語法點」的分類和討論界定「語法結

構」的內容，最後提出分析「語法結構」的原則。 

第四章 「是……的」句的次結構分析 

 在第三章次結構分析的架構及方法學下，替現代漢語「是……的」句進

行次結構分析。 

第五章 「是……的」句的教學語法 

 在「是……的」句次結構分析結果的基礎上，建立「是……的」句的教

學語法內容。 

第六章 結論 

本研究內容的總結及最後結果，研究限制與省思及後續的發展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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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本章分為兩大部分，第一小節探討漢語語法規則在各語法層面的內涵；

第二、第三小節則探討過去學者對漢語「是……的」句的研究，其中包括

「是……的」句在各語法層面的討論及「是……的」句的次類劃分。 

 

2.1漢語語法規則的漢語語法規則的漢語語法規則的漢語語法規則的內涵內涵內涵內涵 

在漢語語法學界中，從語義、句法、篇章、認知、語用等層面探討漢語

語法規則。本節分別從這幾個層面檢視其提出漢語語法規則的方法學，並討

論其值得參考及不足之處。 

 

2.1.1語義語義語義語義 

漢語語法中屬於語義層面的語法規則，可分為「語義功能」及「多義」

兩類。 

「語義功能」是替一個語法點建立一個整合性的功能定義。在漢語語法

中，具有「語義功能定義」的語法點，大多屬於「漢語的特殊句式」，如把

字句、被字句、存現句、「是……的」句等。當中最具代表性的為王力（1959）

提出把字句為「處置式」的語義功能規則： 

在普通的結構裡，目的位是放在敘述詞的後面的，例如「我燒了那一封信」。

有時候，咱們也可把目的位放在敘述詞的前面，只須在敘述詞的原來位置加

上一個助動詞「把」字或「將」字，例如：「我把那一封信燒了」。但是，這

兩種敘述並不是完全同義的。前者是普通的敘述，後者是在敘述之中，同時

表示這行為是一種處置或支配。因此，像「我把那一封信燒了」一類的句子

可稱為處置式。處置式是把人怎樣安排，怎樣支配，怎樣對付，或把物怎樣

處理，或把事情怎樣進行。它既然專為處置而設，如果行為不帶處置性質，

就不能用處置式。                                 (王力，195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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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將把字句定為「處置式」外，王力（1959）也對其它漢語的特殊句

式設定語義功能定義，如「被動式」：被動式所敘述，若對主語而言，是不

如意或不企望的事，如受禍、受欺騙、受損害，或引起不利的結果等等；「能

願式」：凡句子著重在陳說意見或意志者，叫做能願式。其後如劉月華等

（1996）對存現句的語義功能定義：「從意義上說，存現句是指表示某個處

所存在著某一事物，以及某個處所、某一時間有某種事物出現或消失的句

子。」劉等所言「從意義上說」，指的就是「語義功能」。 

另一類從語義層面替語法點訂定規則的，是「多義」的分析。這部分的

規則大多針對一詞多義的詞彙做分析。最具代表性的為呂叔湘（1981）主編

的《現代漢語八百詞》，將一個詞彙的各個語義用敘述的方式條列，並輔以

例句，如其將現代漢語副詞「才」分為「才1」到「才5」： 

【表 二-1】副詞「才」的多義分析 義項義項義項義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才才才才 1 

剛剛。表示事情在前不久發生。 a) 用於單句。 我才從上海回來不久。 

b) 用於前一小句，後一小句用”就”呼應，表示兩件事緊接著發生。 你怎麼才來就要走？ 才才才才 2 

表示事情發生或結束得晚。 a) 前面有表示時間晚、歷時長的詞語。 他明天才能到。 

b) 前面有問原因的疑問詞語。 你為什麼這會兒才說呢？ 才才才才 3 表示數量少，程度低；只。 一共才十個，不夠分配的。 才才才才 4 

表示只有在某種條件之下，或由於某種原因、目的，然後怎麼樣。用於後一小句，前一小句常有,「只有、必須、要；因為，由於；為了」配合。 

只有熟悉情況才能做好工作。 

 

才才才才 5 

強調確定語氣。 a) 主要強調程度高。 昨天那場球才精采呢！ 

b) 含有”別的不是”的意味。 你才是撒謊！(我沒撒謊) 

c) 肯定句少用。 我才不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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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1981）的作法，大體是將具體的詞彙意義放置在前，凡是抽象的或

是屬於語氣性質的，則偏向放置在後（鄧守信，2009：72）。 

語義功能定義指出了該語法點的特殊功能，具有簡約性及可用性；多義

的分析詳列了該詞彙的各種語義及使用時機。但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語

義功能定義」是否只能限於「特殊句式」？而又該透過怎麼樣的方式設定一

個能涵蓋語法點各種用法的語義功能定義？至於「多義」的分析，又該如何

避免落入主觀的判斷和分類？ 

 

2.1.2句法句法句法句法 

傳統的漢語語法學家，進行句法分析時一般採用「層次分析法」與「句

子成分分析法」。「層次分析法」即直接成分分析法，是美國描寫語言學派語

法分析的一種方法。Bloomfiled（1935/2010）在《語言論》一書中提出了直

接成分的概念後，結構主義學派在語法分析上就逐漸用層次分析法取代了傳

統的中心詞分析法。在漢語語法學界中，運用層次分析法分析漢語句法的，

如朱德熙（1962）利用語法構造的層次性，分析不同的語法形式之間為狹義

同構、廣義同構、異類同構或是同型結構；以及呂叔湘（1984）透過層次分

析法將句子的結構關係分為四個大類、八個小類。 

句子成分分析法則是將句子成分按地位、作用分成六種：主語、謂語、

賓語、狀語、補語、定語。分析句子時，先把句子成分分析出來，再根據句

子中謂語類別的不同，進行進一步的分析。如劉月華等（1996）的分析，以

動詞謂語句為例，說明漢語句子成分的基本順序為： 

    定語+主語||狀語+謂語+補語+定語+賓語 

傳統的「層次分析法」及「句子成分分析法」的缺點在於，過分強調漢

語的句子結構與詞組結構的一致，認為句子不過是獨立的詞組，把句法分析

等同於句子的分析，分析結果多為靜態的描述，無法呈現句法結構的動態轉

換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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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Chomsky（1957、1965）提出了句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

及標準理論 (standard theory)後，漢語語法學家開始透過轉換生成語法

（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theory）的理論對現代漢語的句法進行分析。 

以「把字句」為例，結構主義學派著重於把字句結構的描述，將把字句

中的主語、謂語、賓語、補語等各種組合條列出來；生成語法學派則以深層

結構（deep structure）與表層結構（surface structure）的變形理論，說明把

字句和一般陳述句之間的關係，在把字句的句法現象上也有了「提賓說」這

樣的解釋。相較於傳統的層次分析法及句子成分分析法，生成語法的句法規

則具有「形式化」（formalism）、「清晰性」（explicitness）與「精確性」

（preciseness），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的理論亦能將一連串相關的句式做有

系統的聯繫。 

 

2.1.3篇章篇章篇章篇章 

 在語言的組合或表達上，範圍遠大於單獨的句子，漢語篇章語法的研究

也是在這樣的基礎下開始展開的。「篇章語法」（text grammar）這個概念是

和以往「語法」或「句子的語法」（sentence grammar）相對而言的，指的是

有關篇章內部句子的排列、篇章內部銜接和連貫的方式、規律的研究（鄭貴

友，2002：19）。 

屈承熹（1992）提出了漢語篇章研究的六個方面：(1)動詞詞綴、(2)副

詞與句尾語氣詞的連接作用、(3)第三人稱代名詞的使用、(4)主語與主題的

區別、(5)前後景的形式及功能、(6)句子的界定與標點符號的使用。其並提

出幾個從句法上無法說明的問題，若從篇章的角度來思考，就能得到合理的

解釋。 

屈承熹（2006）進一步說明漢語篇章語法的研究目標： 

(一)能夠區分用於句法的語法成分和兼用於篇章的語法成分，對後者做出合

理且有說服力的解釋。包括體標記（aspect marking）、稱代（pronominalization）

及從屬關係（subordination），等等。 

(二)能夠確定那些天然具備雙重屬性的成分本質上究竟屬於句法，還是源於

篇章。如句末助詞「了」、「呢」、「啊」等等。 



第二章 文獻探討 

 

 9 

(三)發現尚未語法化的篇章標誌。如：漢語中小句的相對位置及副詞的使用。 

(四)發掘那些對篇章研究產生過影響，卻還沒有被使用過的語法概念。包括

靜止（state）與運動（action）及介於兩者間的更精細劃分、動詞形式的有

標記（marked）和無標記（unmarked）、及物性的級差（transitivity scale）

等。 

在以上的目標框架下，屈（2006）對漢語動詞詞綴、情態副詞、句末助

詞等的篇章功能做探討，並在話題化（topicality）、信息狀況（information 

status）、前後景結構（grounding structure）等篇章概念的討論呈現了整體性

的研究成果。 

 陳俊光（2007）以漢語「了 1」的用法為例進行綜合分析，我們可從中

看出篇章語法在漢語語法分析中的地位。「了1」為時貌標記，緊接在動詞後，

其核心語義為「動作完成」，此為「了1」在句法和語義上的規則。但若僅看

上述的規則無法充分解釋下列兩組例句： 

(1) a.我待會吃了午飯就走。 

b.我昨晚吃了晚飯就回來了。 

c.我每天都是匆忙吃了早飯去上班。               （湯廷池 1991：54） 

(2)？近年來隨著中外文化交流事業的發展，北京烤鴨和全聚德店號也飄洋過

了海，傳到了外國，這就使更多的人嘗到了味香色美的北京烤鴨了。 

                                                 （屈承熹 2003：145） 

在例(1)中，若以「動作完成」的核心語義來看「了1」，將無法解釋為何

「了 1」能出現在各種不同的時態中；而在例(2)中，在句法上我們找不出問

題，但卻讓人有抓不到訊息重點的感受。以上的問題，都必須在「篇章」功

能的層面下才能解決。「了1」在這兩組例句中已失去了其核心語義，而成了

一種篇章連接成分和信息標記。 

 

2.1.4認知認知認知認知 

在漢語認知語法的規則中，最具代表性的為戴浩一（1988）所提出的「時

間順序原則」（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以下簡稱「時序律」）。戴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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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將「時序律」定義為：「兩個句法單位的相對語序，是由其在概念世界中

所代表的時間順序狀態所決定的。」1
 

時序律將認知的先後順序反映在語序上，也就是說，漢語中語言成分的

排列順序往往就代表了時間發生的順序。舉例來說，當兩個漢語句子由時間

連接詞如，再、就、才等連接起來時，第一個句子中事件發生的時間總是在

第二個句子之前。如例(3)(4)(5)所示： 

(3)我吃過飯，你再給我打電話。 

(4)我們工作一結束，他就來了。 

(5)你給他錢，他才給你書。 

漢語的動補結構式，也必須遵循「時序律」，如： 

(6)他念完了這本書。 

(7)他做成了這件工作。 

在例(6)(7)中我們可看出，「念─完─了」和「做─成─了」依據「動作─

結果」這種自然順序排列，而它們的英語對等說法則不是這樣。 

除了上述例子外，「時序律」還可用來解釋漢語中狀語排列次序的一些

現象。如比較結構、動詞前的介詞短語語序、「在」的處所狀語位置等。 

時序律是「像似性」（iconicity）的具體呈現之一，將認知的先後順序反

應在語序上，除了時序律之外還可以體現在「因果律」和「範圍律」上。「因

果律」是指漢語的無標語序中，原因句先於結果句的線性排列，如例(8)所

示；「範圍律」則要求時距小的成分排在時句大的成分之後，如例(9)所示： 

(8)他昨晚累了，先回去了 

(9)1980年，12月，22日，上午，10點。 

而由於漢語反映了「像似性」的特性，因此在一些句式中常以無銜接手

段(如連詞)連動式或兼語式來表現。 

 

 

                                                 
1
 譯文取自陳俊光（200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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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語用語用語用語用 

除了上述的語法規則內涵外，亦有學者開始重視並討論漢語語法的「語

用義規則」。畢永峨（1994）曾以「也、又、才、就、都」等現代漢語的副

詞為例，說明這些詞在多義法的分析下，雖然在各個語言中的語義平面具有

一些普遍的規律，但在言語行為平面上的用法卻是偶然性的。 

以「才」為例，Biq（畢永峨）（1988）將「才」視為數量副詞，且提出

「才」具有「否定預期」（denying-expectation）的隱含。「數量副詞」是語

義層面的功能，而「否定預期」的隱含則是語用層面的功能。其並進一步說

明，「才」、「就」這一類的副詞，不僅表達了說話人對命題（proposition）

的態度，也是內容表達的組成分子。 

簡言之，語用義的提出突顯了語法規則在交際中的功能，也提醒我們在

真實的情境中使用語言，除了「句法結構」和「語義」之外，也會產生所謂

的「互動義」或「話義」，如會話隱含的產生。話義隨著語義在不同情境下

而改變，也因此隨著「語義結構」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結果和規則。 

 

2.1.6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在本小節中我們檢視了漢語語法規則涵蓋的不同層面。傳統的漢語語法

規則著重在「語義」和「句法」兩方面，語義規則以「語義功能」及「多義」

的分析為主，「句法」以句子的結構分析為主。隨著功能語言學派的興起，

各家亦開始從「篇章」、「認知」、「語用」等層面深入討論語義及句法無法得

到充分解釋的語法問題。我們從這樣的研究趨勢得到的啟示是，語法規則必

須分別從這幾個層面討論，才能呈現其全貌。然而，理論語法學家因為其所

屬學派不同而在各層面有所偏重，但在教學上什麼才是最貼近學習者需求的

語法規則，這是我們要進一步思考並提出解決方法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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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的相關研究句的相關研究句的相關研究句的相關研究 

本節探討「是……的」句在語義、句法、篇章、語用四個層面的相關研

究，並提出相關的問題。 

 

2.2.1語義功能語義功能語義功能語義功能 

有關「是……的」句語義功能的討論，過去的漢語語法學家們分別從兩

種角度切入。一是從「說明的重點」及「強調、肯定的語氣」來替「是……

的」句的語義功能下定義。如劉月華等（1996）對「是……的」(一)及「是……

的」(二)的敘述： 

「是……的」(一)：謂語“是……的”表示動作已在過去實現或完成，它要說明

的重點並不是動作本身，而是與動作有關的某一方面，如時間、處所、方式、

條件、目的、對象或施事者等。                       （劉等，1996：450） 

「是……的」(二)：多用來表示說話人的看法、見解或態度等，謂語對主語來

說一般是起解釋說明作用的。「是」和「的」都表示語氣，但在不同的句子中

表示的語氣也不同。有時表示強調、肯定或態度堅決，有時表示口氣的緩和

或委婉。                                           (劉等，1996：453) 

另一種分析方式，則是透過證明漢語「是……的」句與英語「分裂句」

(cleft structure)具有相同的語義功能，而將漢語「是……的」句視為「指示

句中訊息焦點」的句法結構。如 Teng（鄧守信）（1979）、Li（李櫻）（1980）、

湯廷池（1981）、Huang（黃正德）（1982）等，都指出「是」之後的句子成

分為「焦點」（focus）。湯（1981）更將其定名為「焦點結構」2
(focusing 

construction)。謝佳玲（1998）認為透過音韻重音或非焦點成分的重複、刪

除或主題化等，是以消極的方式使焦點的認定更為容易，具有積極聚焦功能

的只有漢語的「準分裂句」與「分裂句」，因此進一步以「聚焦結構」（focusing 

construction）一詞來表示利用句法機制正面強調句中焦點的結構。 

                                                 
2
 湯廷池（1981）指出，在國語語法裡，指示訊息焦點的句法結構主要地有三種：「分裂句」、「分裂變句」與「準分裂句」。這三種句式都以指示訊息焦點為目的，因此似可統稱為「焦點結構（focusing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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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兩種對「是……的」句語義功能的陳述方式雖有不同，但我們認為

其內涵是相同的。劉月華等所說的「說明的重點」、「強調」、「肯定」，和鄧

守信等所說的「焦點」，其實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表述方式。謝佳玲（1998）

指出了「是……的」句與其它焦點表示法不同之處，在於「積極聚焦」，我

們認為這樣的定義值得我們參考。 

然而，我們發現這兩種討論方式都有一些問題。劉等對「是……的」(二)

的功能以不同的「語氣」視之，為何一個句法結構能同時表達「肯定」及「委

婉」兩種不同的語氣？而另一類的討論僅僅侷限於和英語分裂句有相同功能

的「是……的」句，也就是劉等的「是……的」句(一)，而並未觸及劉等「是……

的」(二)這類的句子。除此之外，這兩類「是……的」句之間的功能是否有

相關性，兩方都未說明清楚。 

 

2.2.2句法結構句法結構句法結構句法結構 

在「是……的」句的句法結構方面，理論語法學者們從各自的理論角度

出發，將「是……的」結構視為「分裂句」（cleft structure），並替其擬定了

不同的深層結構，透過移位（movement）等變形規律，來解釋漢語分裂句

的生成過程。如 Teng（1979）證明了分裂句不能分析為從等同句變形而來，

句中的「是」為「焦點標誌」（focus marker），經過變形引介到焦點成分之

前；Li（1980）認為分裂句包含兩個變形的過程─「分裂成形」（cleft formation）

與「主題化」（topicalization）；湯（1981）則為分裂句擬設了兩種不同的「述

語降低規律」（predicate lowering），再經由主題化衍生出不同的形式。謝佳

玲（1998）統整了各家對分裂句的分析與其表面特徵，大體而言，一部分的

學者主張分裂句是透過變形產生，而另一部分則持基底衍生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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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理論語法學家對「分裂句」的分析一覽表 (引自謝佳玲 1998：40) 分裂句分裂句分裂句分裂句 是是是是 的的的的 表面特徵表面特徵表面特徵表面特徵 

Teng（1979） 焦點標誌 
句尾助詞 

(過去時制) 
(…)是[焦點]…(的) 

Li（1980） 動詞 
句尾助詞 

(已成事實) 
[主題]是[焦點]…的 湯（1981) 

判斷動詞 

(的確/實在) 

句尾助詞 

(斷定語氣) 
[預設]是[焦點]的 

Huang（1982） 
繫詞性副詞 

(強調的情態) 

動貌標誌 

(完整貌) 
(…)是[焦點]…(的) 

Ross（1983） 
繫詞 

(間接等同) 

名詞修飾標誌 

(從屬/預設) 
…是…(的)([名詞]) 

Cheng（1983） 
動詞 

(…是正確的) 

情態動貌標誌 

(情況未改變) 
[主題/主語][是…(的)] 

Tsao（1990） 
一元提升動詞 

(認知情態) 

動貌情態助詞 

(說話者預設) 
([主題])是[子句](的) 

 

2.2.3篇章功能篇章功能篇章功能篇章功能 

有關「是……的」句的篇章功能，漢語語法學家們普遍同意其具有「對

比焦點」的功能。「對比焦點」相對於「常規焦點」，方梅（1995）說明，一

個句子的焦點是句子語義的重心所在。由於句子的信息編排往往是遵循從舊

到新的原則，越靠近句末信息內容就越新，句末成分通常被稱作句末焦點，

也就是常規焦點。而常規焦點跟對比焦點的根本差別在於二者的預設不同。

如果說話人預設聽話人認為某事是 B，而實際應該是 A，說話人說出這個句

子的目的在於指別「是 A而非 B」，這時候句子的焦點成分就是對比性的，

屬於對比焦點。而「是…的」句即是標定對比焦點成分的一種句法機制。 

劉丹青、徐烈炯（1998）則認為對比焦點有雙重背景。一是在單一小句

中，一是在有上下文或共享知識的背景中。以小句內部其他成分為背景時，

焦點的性質可以描述為「突出」（prominent），以小句外的內容(不管是話語

成分還是認知成分)為背景時，焦點的性質可以描寫為「對比」（contrastive）。

而「對比焦點」透過標記詞的添加，焦點的範圍也比較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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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是信息結構中很重要的概念，其討論的範圍可在單一的小句中

或是具有上下文的篇章中，我們同意劉丹青、徐烈炯（1998）從不同的背景

討論「是……的」句「對比焦點」的功能。 

 

2.2.4語用功能語用功能語用功能語用功能 

Jackendoff（1972）最早從預設的角度對焦點下定義，同樣的句子結構，

若焦點不同，則預設也不同。劉丹青、徐烈炯（1998）認為，對比焦點確實

都含有明顯的可以推導的預設，但自然焦點並不含有這樣的預設。因此

Jackendoff 心目中的所有焦點，實際上是針對「對比焦點」而言。 

Li & Thompson（1981/2007）指出「是……的」句式是「以肯定或否定

某種前設而刻劃或解釋某一個情況」，跟僅僅報導一個事件不同。其並以具

有語境的例子來說明「是……的」句「糾正預設」的語用功能。如例(10)~(13)

所示： 

(10)我們不是公司，我們是私人的。 

 

(11) a.我跟你開玩笑。 

    b.我(是)跟你開玩笑的。 

 

(12) a.我們不會欺負你們。 

    b.我們(是)不會欺負你們的。 

 

(13) a.這個人很頑固，我們說不服他。 

    b.這個人很頑固，我們(是)說不服他的。 

 

 在(10)中，語境是船公司的職員剛問說話者代表哪一公司。為了說明情

況，說話者使用「是……的」來否定他是某公司成員的假定。(11)a、(12)a、

(13)a 都僅僅描述一個情況，但(11)b則假設說話者說了一句開玩笑的話，而

聽話者不知那是玩笑而生氣，於是問那句話是否當真，說話者就說此句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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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那句話是當真的。(12)b 則是聽話者假定說話者有意欺負聽話者，此句

指出整個情況無恐嚇之意，否定了那個假定。因此，比「我們不會欺負你們」

更讓人放心。(13)b 說服此人的問題被提出時，假定他可以說服，此句用來

闡明與那個假定有關的情況；說明與那個假定相反，他是不可能說服的，因

此說話的口氣很確定：問題已提出，而答案是否定的。 

 從 Li & Thompson（1981/2007）的例句中我們可以看出，「是……的」

句所擔負的「對比焦點」功能，並非僅是與「常規焦點」在線性排列上的差

別，在不同的語境中，更會因為「預設」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語用功能。 

 

2.2.5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在此小節中，我們檢視了過去漢語語法學家對「是……的」句在語義、

句法、篇章、語用四個層面的討論，將內容統整於【表二-3】，之後我們將

以這些內容為基礎，建立「是……的」句的語法規則。 

 

【表 二-3】「是……的」句各層面的語法規則 層面層面層面層面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提出者提出者提出者提出者 說明的重點，強調、肯定的語氣 劉月華等（1996） 語義語義語義語義 指示句中訊息焦點 
Teng（1979）、Li（1980）、湯（1981)、Huang（1982) 變形產生 
Teng（1979）、Li（1980）、湯（1981）、Tsao（1990） 句法句法句法句法 基底衍生 
Huang（1982）、Ross（1983）、
Cheng（1983） 對比焦點 方梅（1995） 篇章篇章篇章篇章 突出(小句內)、對比(小句外) 劉丹青、徐烈炯（1998） 語用語用語用語用 糾正預設 Li & Thompson（198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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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的次類劃分句的次類劃分句的次類劃分句的次類劃分 

在上一小節中，我們檢視了「是……的」句在語義、句法、篇章、語用

層面的相關討論，在這一小節中，我們將檢視過去漢語語法界對「是……的」

句的次類劃分方式。 

 

2.3.1理論語法學界的分類理論語法學界的分類理論語法學界的分類理論語法學界的分類 

2.3.1.1不分類不分類不分類不分類 

從上一小節中的【表二-2】可看出，理論語法學者們從各自的理論角度

出發，將「是……的」結構視為「分裂句」（cleft structure），標記出句中的

焦點成分。但卻未提及「是……的」句結構之下是否有不同的功能和句法類

別。 

湯（1981）談到了不同類型的焦點成分，會對「是……的」句的功能和

句法產生影響。其將「是……的」範距內的謂語動詞分為以下幾類：一般動

詞、表狀態的動詞、表感覺或知覺的動詞、情態助動詞修飾的動詞。謂語動

詞的分類是從語義層面著手的，湯雖然未對「是……的」句做明確的分類，

卻也提供了我們區分焦點成分語義類別的發想。 

 

2.3.1.2事件類型與焦點成分事件類型與焦點成分事件類型與焦點成分事件類型與焦點成分 

另一種替「是……的」句分類的方式，是從句中事件類型與焦點成分，

也就是插入「是」與「的」之間的句子成分的互動，來替「是……的」分類。

採這種分類方式的有 Wu（1998）與李訥等（1998）。我們將其分類分別列

於【表二-4】及【表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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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4】李訥等（1998）「是……的」句分類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一、斷定現實事件的責任者 

動詞前主語的位置是事件責任者最合理的位置，用「是」突顯出它的責任者身分；「的」居於句尾明確地起到對整個命題加以確認的作用。 

是我叫住她問她一些情況的。 是她給你打扮成這樣的？ 二、強調現實事件的條件 

表示對事實的宣告，即存在一件聽說雙方共知的事情，說話人的目的是要讓聽話人明白事情的方式、目的、原因、條件等。 

A：你餓不餓？要不要我給你做點夜宵？ 

B：不用，我是吃飽了回來的。 三、對非現實事件的肯定 

 

說話人根據目前狀態對假設或未來狀況做出肯定的推斷。 在句中往往都有肯定性能願動詞，表明說話人對所表述事實的肯定態度。 

當時你之所以走錯了房間是因為你睡眼朦朧、意識不清、沒有完全從睡眠中醒過來的緣故，否則你是不會走錯門的。 換了我們誰也會這樣做的。 

 

【表 二-5】Wu（1998）「是……的」句分類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是……的(一) 

 

對一個潛在事件的情態表示斷定或肯定。 

他是會來的。 他是不可能去的。 是……的(二) 

 

對一個已實現狀態的情態表示斷定或肯定。 

錢是有的。 他昨天是知道的。 這種事是不常發生的。 是……的(三) 

 

對一個已實現動作的相關細節表示斷定和肯定。 

票是昨天李四買的。 

 

從 Wu（1998）、李訥等（1998）的說明我們可以歸納出，他們都將「是……

的」句的功能描述為「對某事的斷定、肯定或強調」。接著著眼於句中事件

的分類，是已實現的「現實事件」或是未實現的「非現實事件」（潛在事件），

再根據「是……的」中間的句子成分，找出整個「是……的」句所要「斷定、

強調、肯定」的部分。這樣的分類法將「是……的」之間句子成分的語義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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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與整個句子的功能有效地聯繫起來，並且關注到了事件類型與句子功能的

關係，這樣的分類方式從語義層面著手，替「是……的」句的分類提供了另

一個思考角度。 

 

2.3.2漢語教學界的分類漢語教學界的分類漢語教學界的分類漢語教學界的分類 

2.3.2.1功能與句法結構的結合功能與句法結構的結合功能與句法結構的結合功能與句法結構的結合 

劉月華等（1996）從使用功能的不同將「是……的」句分為兩類，「是……

的」(一)的功能是「強調」，句式的謂語通常是動詞性的，但說明的重點並

不是動作本身，而是與動作有關的某一方面，如時間、處所、方式、條件、

目的、對象或施事者等。「是……的」(二)的謂語則是描述性或評議性的，

用來表示說話人的看法、見解或態度等，謂語對主語來說一般是起解釋說明

作用的。在功能的分類之下，又有不同的句法結構分類，主要是針對「是……

的」謂語所強調成分的不同及句子成分結構的不同分類，如【表二-6】所示： 

【表 二-6】劉月華等（1996）對「是……的」句規則的說明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句句句(一一一一) 一、「是……的」用來強調動作的時間、處所、方式、條件、目的、對象、工具等。 

我是從農村來的。 

 二、「是……的」用來強調施事者。 他的斷指再植手術，是張大夫作的。 三、「是」字開頭的「是……的」句。 是誰把信寄走的？ 四、「是……的」用來強調動作的受事者。 今天晚飯我是吃的饅頭，不是吃的米飯。 五、「是……的」用來強調動作、行為，而這一動作行為是產生某種結果的原因。 

她臉恐怕是海風吹的。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句句句(二二二二) 一、「是……的」中間的動詞短語是”動詞+可能補語” 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二、「是……的」中間的動詞短語是”能願動詞+動詞” 

 

經過三年修整以後，這裡園林的面貌是會有變化的。 三、「是……的」中間是單獨的形容詞、動詞、能願動詞 他心裡是透亮的。 四、「是……的」用在作為謂語的主謂短語中，全句的主語就是主謂短語中動詞的受事。 

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 



現代漢語「是……的」句次結構分析與教學語法 

 

20 

在漢語語言學及教學界中，對「是……的」句的分類，大多以劉月華等

（1996）的分類為基礎。這樣的分類有幾點值得我們參考：首先，其提醒我

們注意在現代漢語中，「是」、「的」大量共現的句型並非只有等同於「分裂

句」（cleft structure）結構的句子。還有另一類的句子，在功能和結構上均和

「分裂句」（cleft structure）有所不同。其次，我們應該留意插入「是」與「的」

之間句子成分在句法結構和語義功能上的差異，它們可能是不同類「是……

的」句的劃分依據。 

在劉月華等（1996）的分類中我們也看出了幾個問題。首先，其未說明

兩類「是……的」句之間在語義和句法上的關聯性，是毫無相關的兩類表述

亦或是同一語義功能的不同使用時機？其次，插入「是……的」之間的句子

成分結構類別，與其使用功能是否有所關聯，也並未提出說明。 

胡文澤（2010）從實際教學的需求對「是……的」句的分類提出了幾點

看法。其認為在日常教學中，不少老師將所有「是……的」句統一視為一種

強調句來介紹，卻忽略了下面兩類句子在時體表現、句子成分構成和語用功

能的不同： 

(14) a.是他寫的這篇文章。 

    b.他(是)去年寫的這篇文章。 

  c.他(是)在國內寫的這篇文章。 

  d.他(是)在別人幫助下寫的這篇文章。 

 

(15) a.他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 

    b.他這樣做是不合時宜的。 

    c.他這樣做是非常傷我心的。 

    d.他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從時體表現來看，雖然例(14)的句子與「過去」的聯繫並不是一種必然，

但(14)(15)這兩類句子肯定是不一樣的。至於句子的成分構成方面，例(15)

的「是」後成分狀態描寫的謂語，其中大多數為形容詞；而例(14)中的謂語

均為行動動詞，且其在實際話語交際中「是」在常態情況下極少出現，而(15)

的「是」一定得出現。在話語環境中的語用功能，(14)的功能在於就某已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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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時間、地點、行為方式、施事主題等新信息作出詢問或回答，(15)的

功能在於彰顯「是…的」間成分的話語信息，強化這一部分信息內容，從而

達到肯定的效果。 

胡（2010）認為在上述三方面的差異下，有必要把兩類句型分開，作為

一個在特定場合下，為特定話語交際目的服務的句型來處理，並提出例(14)

這類的句子「牽涉的是說話人對某已知的已然事件中的行為主體、方式、時

間、地點的提問，或對此類提問做答的專用句式」。 

胡(2010)從實際教學的角度提出了將兩類句式分開的必要性，並提供我

們從「時體表現」、「句子成分構成」和「語用功能」三方面進行分類的看法，

這樣的分類方式同時兼顧了「語義」、「句法」、「語用」三個層面，對「是…

的」句語法規則的全面掌握是有幫助的。但胡僅提出了幾個思考點，並未針

對這兩類的句子從「語義」、「句法」、「語用」三個層面進行全面的分析和討

論。 

 

2.3.3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有關現代漢語「是……的」句的分類，部分理論語法學家僅將視角放在

等同分裂句的「是……的」句，而忽略了另一類「是」與「的」經常共現的

句子。但亦有學者從「事件的類型」及「焦點成分類型」替「是……的」句

分類，可見這兩類的句型都需要進一步討論。 

從教學的角度來看，替「是……的」句分類是必要的，但過往的分類方

式無法充分釐清語義、句法、語用等區別及彼此間的承接關係。因此，我們

認為有替「是……的」句重新進行整合和分類的必要。 

 

2.4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章中檢視了漢語語法規則在不同層面的內涵，我們發現同一個語法點

有各個層面的語法規則，但因所屬學派的不同，未能將各層面有系統地聯繫

起來，於是造成語義、語用不分，句法結構未能呼應語義功能，以及語用功

能經常被忽略等問題。以本論文欲探討的「是……的」句為例，各家對該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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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功能、句法、篇章、語用等各有偏重，分類的標準也各有不同。這樣的

分析方法，在理論上容易顧此失彼，未能呈現一個語法點的全貌。此外，若

將單一或其中幾個層面的分析結果運用在教學上，學習者將無法掌握該語法

點完整的使用規則。有鑑於此，在下幾章中，我們將從建立一個能涵蓋一個

語法點各個層面規則的架構開始，並在該架構的基礎上，替上述「是……的」

句各層面的分析進行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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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次結構分析架構的建立次結構分析架構的建立次結構分析架構的建立次結構分析架構的建立 

本章透過探討「結構」及「次結構」的內涵，進一步界定符合學習者需

求的語法結構分析原則，最後並訂出一套漢語語法點次結構分析的方法學，

以作為教學語法原則下語法點排序的基礎。 

 

3.1「「「「結構結構結構結構」」」」的界定與分析層面的界定與分析層面的界定與分析層面的界定與分析層面 

本小節從探討「結構」開始，並透過對「語法點」的分類和討論界定「語

法結構」的內容，最後提出分析「語法結構」的原則。 

 

3.1.1 結構的內涵結構的內涵結構的內涵結構的內涵 

3.1.1.1 句法結構句法結構句法結構句法結構 

句法結構（syntactic structure）是各理論語言學派都關心的範疇，其著

眼點為語言的形式結構而不涉及語義結構、語用原則等層次，一個句子合不

合語法，端看其是否符合句法結構而定。而由於結構語言學的觀點力求對語

言描寫的客觀性與科學性，在呈現句法結構時，通常由一組概括性極強、具

有普遍性的規則、原則或制約條件來生成，建立出一套有如公式化的語法分

析模式（廖秋忠，1992）。 

Chomsky（1957、1960、1965）的轉換生成語法（transformational-generative 

theory）一般被視為結構語言學派的代表，在轉換生成語法中，句法結構

包含了兩大部分：詞組結構律（phrase structure rules）與變形規律

（transformational rules）。而這兩大內涵，都可透過樹狀圖（tree diagram）

的方式來表示。以漢語「小明送我一本書」為例，可得到以下的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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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 送 我 一 本 書
 

                   【圖 三-1】「小明送我一本書」之樹狀圖 

 

透過樹狀圖呈現的句法結構，我們可以看出當中內建了句子成分間線性

的前後排列次序（如名詞組位在動詞組的左方），以及句法結構的階層性。 

至於變形規律，則是句子「表層結構」（surface structure）和「深層結構」

（deep structure）兩者之間轉換的橋樑，表層結構看起來不同的句子，其實

有著相同的深層結構，反之亦然。透過變形（transformation），可以解釋句

子和句子間同義和多義的現象3。以句子的同義現象為例： 

   

             【圖 三-2】                        【圖 三-3】 

                                                 
3
 湯廷池(1977：19)：「所謂同義的現象，是由一個深層結構經過個別的變形律變成幾個不同的表面結構；因此雖然表面上的詞序不同，所表達的語意卻相同。所謂多義的現象，是幾個不同的深層結構經過變形以後湊巧變成同樣的表面結構；因此表面上的詞語與詞序雖然完全一樣，所表達的語意卻是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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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送給我一本書」【圖三-2】及「小明送我一本書」【圖三-3】兩個

句子，雖然有不同的表層結構，但卻都有相同的深層結構「小明送我一本書」

【圖三-1】。若我們假定【圖三-1】的結構記述代表深層結構，【圖三-2】及

【圖三-3】的結構記述則代表兩種不同的表面結構，也就是說，【圖三-2】

及【圖三-3】是其深層結構透過「間接賓語移位」4這個變形規律而來的。 

透過上述對句法結構的討論，我們可歸納出幾點句法結構的內涵：1.公

式化的呈現。2.線性的排列順序。3.透過變形規律達到一定的簡約性和概括

性。 

 

3.1.1.2 語義結構語義結構語義結構語義結構 

Chomsky（1957/1965）的句法理論中深層結構的線性語法關係，如主語、

直接賓語、間接賓語、介詞賓語等，在格語法（Case Grammar）的角度看來，

實際上都屬於表面結構的概念。Fillmore（1968/2002）所提出的格變語法「將

在不同的語境中顯然起相同作用的名詞賦予不變的值。」5這個值，即為「格」

（case）。在 Fillmore 的體系中，命題結構是由生成各種各樣格範疇來形成

的，也就是說，在語義的深層結構中，先給予句子中各個名詞不同的格位形

成格框架，進而決定動詞的插入。 

相較於 Fillmore 以名詞為中心的格語法，Chafe（1970）提出了動詞中

心論，Chafe認為： 

句子都是圍繞著一個謂語性成分建立起來的，謂語性成分是絕大多數話 

語的必要組成部分，並且可以用動詞來表示。……一旦動詞的類型選定 

，伴隨這個動詞的名詞就自動地被指派一種確定的作用。   

                     （鄧守信，1975/1984：9） 

也就是說，在 Chafe 的體系中，句子的語義結構從某種意義來說完全由

動詞的選擇特徵來決定。動詞特徵獨一無二地規定了名詞角色的類型。 

                                                 
4
 有關此例的深入討論及「間接賓語移位」的規律，請參湯廷池（1977）第二章及第三章的探討。 

5
 引自鄧守信（1975/1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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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homsky 的理論體系中，名詞的功能完全由不同語法範疇間具有的

結構格式來規定和派生，因此同一個動詞在不同的句子裡，就有不同的分

類。句法結構雖然具有簡約性，但面對動詞的及物性或語義，很容易做出錯

誤的判斷，造成動詞分類系統的紊亂。如「死」這樣的動詞在例(1)(2)中，

若僅看表層結構，就會做出「死」可以是及物動詞也可以是不及物動詞的結

論： 

(1)他的爸爸死了。 

(2)他死了個爸爸了。 

但在以深層語義結構為分類標準的動詞三分架構6中，「死」為變化動

詞，在語義結構中帶有一個受事格（patient）。因此不管「死」出現在怎樣

的表層結構中，都應該視其為同一個動詞。 

從上述的例子中我們可看出，漢語是個語序變化靈活的語言，因此更需

要在一開始就從深層的語義結構替動詞分類。 

 

3.1.1.3 信息結構信息結構信息結構信息結構 

Halliday（1967, 1985）提出三種篇章功能（textual）：信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主位結構（thematic structure）與銜接（cohesion）。其中「信息

結構」和「主位結構」共同承擔了句子內部的組織功能。在雙方進行交際

時，發話者須將自己欲傳達的意念透過一定的信息結構表達出來（陳俊光，

2010）。鄧守信（1984）指出信息可分為已知信息（given information）和

新知信息（new information），信息的新舊，是促發詞序變換的原因之一，

也就是說話者在判斷說話者的認知狀態之後，再「決定自己所採用的語言

形式，以便與上下文順暢相連，使受話人容易理解，取得最佳的語言交際

效果。」（陳平，2004）。由此可見，組織信息結構的目的是為了使溝通交

際得以順利進行。 

                                                 
6
 動詞三分的架構為 Teng（鄧守信）（1976）所提出。其認為應在語義的層次下將動詞分為：動作動詞（action verb）、狀態動詞（state verb）、變化動詞（process）三類。有關動詞三分的詳細討論請參 Teng（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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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一個句子的信息編排遵循「從舊到新」的原則，也就是越靠

近句末其信息就越新，因此句末的成分通常是一個句子要表達的重點，稱作

「句末焦點」，也叫作「常規焦點」（方梅，1995），但有時為了突出新信息，

會透過某些方式將焦點集中在句中的特定部分7。這些聚焦手段，有些是透

過詞序的變化，有些是透過標記詞的使用，改變了原本命題的焦點，讓發話

者及受話者之間達到順利溝通的目的。 

 

3.1.1.4 概念結構概念結構概念結構概念結構 

「概念結構」（conceptual）是認知語言學的研究範疇之一。Chomsky

（1980）的理論中，語言形式結合的法則及其內在構造、外在詞序，是語言

創造性的來源，但語言真正的創造性應該出於「概念系統」中各種概念的組

合及各種隱喻的投射。概念系統可以產生無窮盡的語義，因為人類對客觀世

界有無窮無盡的看法及建構（戴浩一，2002）。 

在 Jackendoff（1990）的一連串研究中，將「句法結構」及「概念結構」

（conceptual）視為各自獨立自主的系統，互相不影響，而形式（句法）結

構與概念結構之間的投射（mapping）是任意的（arbitrary），且概念系統是

語言共同的，不會受到文化及經驗的影響（戴浩一，2002）。 

戴浩一（2002）大幅修改了 Jackendoff 的看法，其透過漢語的實例，說

明「概念結構」會深入影響「句法結構」。而「概念結構」會受到文化經驗

的影響，「句法結構」也會受到文化經驗的影響。戴並提出漢語的五個概念

化原則：1.名詞是不可數的本體；2.「主事者」觀念不是默認值；3.時間順

序；4.「動作─結果」基模；5.「整體」與「部分」的關係。戴的看法可歸

納為下圖： 

                                                 
7
 Cheng（1983）說明了幾個漢語的聚焦手段： 

(a)非焦點成分的話題化：他昨天沒有來是因為生病。 

(b)平行結構：電影他要看，我不要看。 

(c)疑問詞問句：誰要吃點心？ 

(d)分裂句：他(是)昨天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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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三-4】戴浩一(2002)概念化結構圖 

 

簡言之，真正體現語言創造性的地方並不是 Chomsky 所謂的句法，而

在於概念結構。而概念結構也無法如 Jackendoff 所說的，可以直接對應句

法。句法對應的是概念化結構，而每一個語言有不同的概念化，不同語言的

不同句式也在某種程度反應了概念化結構。 

 

3.1.2 語法結構的界定語法結構的界定語法結構的界定語法結構的界定 

從上一小節中可以看出，理論語言學家對「結構」的看法，已經從過去

只重視句法結構而將視角擴大到語義、篇章、認知等方面。但在實際教學中，

由於常在未加取捨及判斷下，就直接將理論語法的研究成果應用於教學上，

往往使得學習成效不佳而一再產生偏誤8。 

                                                 
8
 以把字句為例，在結構語言學派的主導下，一開始 L2把字句的教學僅侷限於結構上的操練，其後因生成語義研究風氣之起，把字句研究開始探索其語義特徵、概念化結構、次類結構，也引進了認知功能語法框架來分析把字句。跟隨著這樣的進程，學習者對把字句屬性的熟悉度提升了，紙筆測驗都能夠獲得高分，但在實際語言交際當中卻迴避使用（陳立元 20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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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服務的對象是學習者，因此語言教學除了以理論語法的分析結果為

基礎外，還必須考慮語言學習各個層面的因素，加入心理學、教育學及第二

語言習得之研究啟示。而能同時考量這些因素，彌補理論語法和第二語言教

學之間空缺的，唯有教學語法（Pedagogical Grammar）這一門學科。 

有系統地建立對外漢語教學語法體系的，首推 Teng（鄧守信）（2003a）

提出的對外漢語教學語法（A Pedagogical Grammar of Chinese）。對外漢語教

學語法具有一套縝密周全的理論框架及方法學，因此在這一小節中，我們將

透過教學語法對語法點的界定和分類系統，探求以學習者為考量訴求的「語

法結構」內涵。 

 

3.1.2.1 語語語語法點的範圍和分類法點的範圍和分類法點的範圍和分類法點的範圍和分類 

如前所述，理論語法的研究允許局部的探討，當討論同一句子時，形式

語法學家側重於句法結構的分析，功能語法學家則著重其使用功能。教學語

法的服務對象是學習者，因此探討必須是全面性的。Teng（1997）提出漢

語教學語法的整體內容應包括9： 

一、語言學的總體策略（over-all strategies of the language）： 

-時態（tenses）與時貌（aspects） 

-動作（actions）與結果（results） 

-前置事件（pre-event）與後置事件（post-event） 

-修飾語（modifiers）與被修飾（modified）等等 

 

二、語言學結構（linguistic structures）： 

-詞類（parts of speech or syntactic categories） 

-較低層次的分類（lower level classifications）如動詞、名詞、分類詞等 

-各種句型（various patterns）（syntactic structures）如把字句、「是…

的」句等。 

 

                                                 
9
 以下中文翻譯取自王楚蓁（2008：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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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用（pragmatics）： 

-篇章因素 

-文化因素 

-社會語言學因素 

-會話結構 

 

教學語法探討的語法範圍，不僅包含了形式語言學對語法結構的討論，

也必須包括功能語言學所強調語言在社會交際上的實際功能。從這樣的角度

來定義語法點，也就有別於過去易將語法點等同於「句型」的觀念10。在教

學語法的原則下，鄧守信（2009）認為語法點應該包括以下這些內容： 

 

一、大於純語法結構或所謂的句型，如：漢語的語型、語序。 

二、結構的描述，如：把字句。 

三、詞義的辨析，如：「快樂」和「高興」這組近義詞。 

四、話義的說明，如：「難道」的隱含意義。 

 

鄧打破傳統語法分析將語法點侷限於「純句法結構或句型」的觀念，把

詞義的辨析與話義的功能，也納入語法點的範疇中11。  

 

                                                 
10

 張美青（2005：88）曾簡短地談到語法點的定義：「語法點是一個很寬泛的概念，它反映的語法現象大抵和漢語的詞組以上的語言單位的組合格式有關。」張所謂的「組合格式」如：「具有不同語法功能的詞組（短語）的構成方式（表述為詞組類型）；具有不同性質、容量和形態的句型（句子）的構成方式（表述為句子類型、單句、複句等）；與各種造句格式相聯繫並成為格式的標誌的各種虛詞的用法顯示（表現為虛詞與各種實詞搭配，連接各種實詞形成詞組，連接各種單句構成複句的種種形式）等等」。從這些例子看來，張所謂的語法點與句型或句式結構較為接近。 

11
 王佩卿（2010：11）進一步闡述：「也就是說，除非牽涉到不同語法功能或結構，倘若只是純粹解釋語義的差別，就不能算是語法點，詞彙不需要另外講解，但是語法點是必須講解以及練習的。這樣的說法雖然不具學術性，不同的教師有不同主觀看法，但目前我們也只能這樣處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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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定了語法點的範圍後，鄧從結構、語義、話義三方面為語法點進行

分類12： 

 

【表 三-1】鄧守信（2009）語法點分類表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次類次類次類次類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一)語型類
(Typological 

types)
 13

 

漢語是孤立型語言、漢語是話題突顯語言 漢語是前修飾性語言、漢語是後結果的語言 

(二)功能類
(Functional types) 

漢語的「主語」、「賓語」語序的變化 漢語的「定語」、「狀語」可以由不同的詞類充任、「補語」的結構與特性 

(三)語序類
(Word-order types) 

一般漢語語序為「主+動+賓(SVO)」，若賓語為舊訊息時，常常可提前，變成「賓+主+動(OSV)」或「主
+賓+動(OVS)」 

(四)句型類 

(Sentence-structure 

types)
 14

 

肯定形式、否定形式、疑問形式、強調形式 

(五)變形類
(Transformational 

types) 

話題前移、插入(insertion)、重疊(reduplication)、省略
(deletion) 

一、結構
(Structure 

class) 

(六)特定類
(Construction 

types) 

「把」字句、「被」字句、分裂句、準分裂句、得字補語句、正反問句 

                                                 
12

 此處根據鄧守信（2009）整理，目的是呈現語法點分類的項目架構，其下的例子為列舉而非盡舉。更完整的語法點分類表及內容請參王佩卿（2010：18-24）。 

13
 鄧守信（2009）認為，這部分主要是讓學習者了解漢語是什麼樣的語言，對比自己的母語，意識到漢語和自己母語的不同。 

14
 鄧守信（2009：54）對此以「把字句」為例說明，教授「把字句」時，應該一併介紹它的肯定、否定、疑問、強調形式，做到系統性教學。王佩卿（2010）引述陳珺、周小兵（2005）對「把字句」肯定式與否定式的比較來支持鄧的說法：「我們以為這一點很重要，因為不是每一個句式的肯定與否定形式都是很整齊對應的，比如，『A比 B + X』，否定形式是『A不比 B + X』，但意義相反的是『A沒有 B + X』，這三個句式都要分列成不同的語法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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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類詞
(Natural-class 

types) 

「能願詞」語義類中的「不能、不會、不可以」 「多數疑問詞」中的「幾、多少」 分類條狀名詞的分類詞「條、根」 

二、語義
(Semantic 

class) 

(二)近義詞
(Near-synonymous 

types) 

「至於、關於」，「快樂、高興」，「大概、或許」…等。除了近義外，還牽涉到語法結構 

(一)語氣詞
(sentence particles) 

與情態有關的語氣詞，如「吧」、「唄」、「嘛」 

(二)副詞 

(adverbs) 

「其實」、「又」、「難道」、「居然」、「不至於」 三、話義 

(Pragmatic 

class) 

(三)定式 「連……都」 

 

從以上的語法點分類架構，我們可以得到幾點啟示。首先，「結構」

（structure）、「語義」（semantic）、「話義」（pragmatics）三方面地位是平等

的。當面對一個語法點，最先想到的，不是其形式結構（structure），而必須

先思索此語法點的基本屬性，如此才能針對其特性進一步做適切的分析。如

一般的語法分析，處理「能願詞」的否定式時，大多著眼於形式結構上，也

就是在能願詞前方加上一個否定副詞「不」，但卻忽略了能願詞肯定式和否

定式在實際使用上並非完全對稱的問題15。像這樣從形式結構上無法解決的

問題，就必須從語義著手。 

其次，這樣的分類系統間接反應了以往理論語法在語法點選擇上的偏頗

及狹隘。理論語法在分析語法結構時，常將重點置於特殊的句型或定式，使

得許多應該進一步解釋的語法內容，因表面上看起來不具備形式結構的特

性，就被略而不提。當中最明顯的例子是「詞彙」。鄧針對此點進一步說明：

「詞彙也可能是一個語法點，但如果只是單純解釋語義，不需要學習者進一

步練習的詞彙，就不是語法點」（鄧守信 2009：153）。目前在教材或語法等

級大綱中，對於語法點和詞彙並沒有明確的分界，有些放在生詞表中的詞

彙，也會同時出現在語法講解部分。語法點和詞彙的分界不在本文的討論範

                                                 
15

 「能」與「可以」都具有「某種情況或條件下才有的能力或可能性」的語義，在肯定或疑問句式中可互相替換；但在否定句式中，除了否定的內容屬「外在環境的限制」時使用「不可以」外，其他一律以「不能」作為否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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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之內，此處要強調的是，部分詞彙在使用上亦有句法結構上的特點，若僅

僅放在詞彙表中，容易讓人忽略其在句法結構上的特性，學習者自然也就無

法充分掌握其用法。如：「快樂、高興」這一組近義詞，一般在詞彙表中多

以英文翻譯「happy」為說明，卻忽略了「快樂」可以當定語，「高興」則不

能，這樣屬於句法結構上的特性16。 

至於「語氣詞」、「副詞」這類的詞彙，一般除了語義解釋、形式結構外，

往往還伴隨著情態功能及會話隱含，這些功能必須藉由大量具有情境及上下

文的語料去發掘並歸納，若我們不能明白這類語法點的特性，更遑論將它們

呈現給第二語言學習者，並要求他們全面習得、運用得宜。 

 

3.1.2.2 各類語法點的結構內涵各類語法點的結構內涵各類語法點的結構內涵各類語法點的結構內涵 

在界定了語法點以後，接下來我們從上述三大類別的語法點討論其結構

內涵。 

一、結構群：在結構群的六個次類中，句型類、變形類及句式類是傳統

形式語法所討論的句法結構，其他三類則非傳統句法結構討論的範圍。理論

語法學家討論的是單一語言，不須考慮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性；教學語法則

不同，了解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母語和目標語之間的差別，有助於學習者從根

本上理解目標語和其母語在語法結構上的相異之處。相較於形式語法將分析

句法結構的焦點置於句子成分的線性序列關係，然後以相應的結構式記錄下

來，鄧將屬於「語言學整體策略」的部分也納入結構群語法點中，進一步點

出了形成這些不同排列組合的動因，是根本上的語言類型以及表達需求的不

同。 

舉例來說，當討論「話題」這個語法點，形式語法學家從變形移位中的

「前移」（preposing）來討論，解釋了話題句是如何從一般句子變形而來的，

但卻無法解釋在漢語中使用這麼多話題句的動因。在漢語中，話題句之所以

使用頻率高，是因為漢語是話題突顯的語言；因為話題突顯的關係，漢語的

賓語也不一定出現在動詞後面，而常常出現在動詞前面，這也就是漢語的語

                                                 
16

 此例取自鄧（200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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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除了「主+動+賓」（SVO）外，也常出現「賓+主+動」（OSV）的原因。

若僅在句子成分的線性序列關係上討論，得到的只是描述性的記錄，而非此

語法點在結構特性上的全貌。 

除此之外，鄧也在功能類的語法點中，突出了「語類」的「功能」。「語

類」的劃分其實兼具了「結構」與「功能」兩個層面， 在「結構」方面，

是以不同詞類在句中位置的前後關係作為劃分的，也就是所謂的「組合關係」

（syntagmatic relation），如主語、賓語可出現在動詞前和後，補語出現在動

詞後等；另一方面，語類表示的是詞類和詞類之間的語法關係，如修飾、被

修飾、補充說明等。在漢語中，因為詞類和語類不一一對應，因此除了強調

各語類在結構上的特點外，其語法功能也應放在同等的地位看待。 

簡言之，鄧歸為結構群的語法點範圍大於「語言學結構」，而將屬於「語

言學整體策略」（linguistic structure）的部分也納入，只要是句子成分的線性

前後關係都列入「結構類」語法點中，而「語類」的劃分雖然是結構性的，

但其內涵卻是功能性的。 

二、語義群：語義群的語法點以「詞」為大宗。在同類詞（Natural-class 

types）中，若以表層結構（線性的句法結構）看待它們，都在句子裡的相

同位置，彼此為「聚合關係」（paradigmatic relation），只能從深層結構區別

當中的差異，而深層結構不是句法結構，是語義結構。舉例來說，介詞

（preposition）「向、朝、往」的區別，必須透過格語法的分析才能得其結論

17；動態詞（aspects）、否定詞（negatives）因為和動詞的關係密切，必須先

替動詞分類，才能一併解決其它的周邊問題18；而最令外籍學習者頭痛的語

氣詞，一般都在句末的位置，因此從句法結構來分辨是解決不了問題的，非

從 語義結構來分辨不 可 。 語義群語法點 中 的另一類是近義詞

                                                 
17

 有關「向、朝、往」的分析請參林春霞（2007）《漢語「向」、「朝」、「往」之語義分析與教學語法》。 

18
 Chafe（1967）提出「動詞中心論」，主張「句子都是圍繞著一個謂語性成分建立起來的。…動詞本身內在特性決定句子其餘部分的內容。」（取自鄧 1975/1984）。有關動詞的分類問題，我們認為應該在鄧守信動詞三分的架構下進行，將動詞分為動作動詞、狀態動詞、變化動詞三大類。有關動詞三分及其與動態詞、副詞的搭配探討，請參許秀霞（2008）《漢語動詞分類的句法搭配與教學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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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ar-synonymous types），當詞彙意義上的區別不夠明確時，就應該更進

一步地考量句法結構或句法功能上的不同。 

三、話義群：「話義」指的是說話者和聽話者之間交談的互動義，和情

態（modality）的用法有關。一個句子通常可分為命題（proposition）與情

態（modality）兩部分19，命題屬語義層面，而情態屬語用層面。命題的語

義內容恆常不變，而語用的衍生則與語境有關，端賴發話人的意願而定（陳

俊光，2007：177）。也就是說，在實際的交談情境中，往往不是單純地在語

義層面操作，而是在語義的基礎下，加上這些語言成分來表達說話者的看法

或感受。因此，話義群的語法點，必須在語義的基礎下操作。 

 

3.1.2.3 語法結構的界定語法結構的界定語法結構的界定語法結構的界定 

經過上述的討論後我們發現，無論是結構類、語義類或話義類的語法

點，都有不同層面的結構內涵。結構類語法點，討論的是句法成分的線性排

列關係，因此是在廣義的表層結構（包括 Chomsky 句法結構中的表層結構

和深層結構）上操作；語義類的語法點，探討的層面是深層的語義結構，除

了語法點在句中的格（case）外，也包括了信息結構的內涵（如「關於」可

以當話題標記）；話義類的語法點，結合了命題和情態兩方面，是在語義的

基礎上，因應不同的語境而有所變化。而各類的語法點也並非截然三分，可

能有兼類的情況產生。如「連……都」句可以是結構群中的特定類

（construction types），但要充分掌握其用法，卻必須兼顧其「話義」的特性。 

在教學語法的原則下，我們同意鄧守信將語法點的範圍擴及「所有對第

二語言學習者而言需要說明、解釋的語言成分或語言現象」，並在此基礎下

提出「一個語法點就是一個語法結構」的主張。每一個語法點都應該視為一

個語法結構，至於「結構」的內涵則視其為哪一類的語法點而定。如此一來，

「結構」的概念就不再侷限於過去的「句法結構」或「形式結構」，而必須

                                                 
19

 命題是句子內容所構成的一個意義單位，即聯結概念的最小知識單位。情態乃是發話者或作者對某一狀態或事件所表達的情感或態度，可透過不同語言形式來呈現，如語氣(如祈使句、陳述句、疑問句、虛擬句)、句末語氣詞，以及情態詞(副詞、助動詞、動詞、助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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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盤考量「句法結構」、「語義結構」、「話義結構」等層面。 

3.1.3 語法結構的分析層面語法結構的分析層面語法結構的分析層面語法結構的分析層面 

3.1.3.1 多多多多層面的層面的層面的層面的語法語法語法語法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布拉格學派（Prague School）學者提出句法分析應該有語義（the Semantic 

Sentence Pattern）、句法（the Grammatical Sentence Pattern）、言談（the 

Communicative Sentence Pattern）三個層次，其後並經過了 Mathesius、Firbas

等學者的承接和擴充。Dik（1983）提出語言的三種功能：(1)語義功能

（Semantic functions）；(2)句法功能（Syntactic functions）；(3)語用功能

（Pragmatic functions）（Wu，1998：1-6）。Halliday（1985）以純理功能

（metafunction）將概念（ideational）、人際（interpersonal）、語篇（textual）

三種功能統籌起來，而這三種功能，更可分別對應於語義、語用、篇章三個

層次。近年來大陸學者亦提出「三個平面」的分析法，指出對漢語的分析必

須釐清句法、語義、語用三個平面，才是完整且充分的（范曉 1996）。 

從上述句法分析的發展脈絡可看出，句法的分析已非以往僅侷限於某一

層次的內涵及方法學，而必須兼顧不同的層面。我們將上述所提及的語法分

析層面及內容統整於【表三-2】。 【表 三-2】多層面的語法分析 層面層面層面層面 Dik（（（（1983）））） Halliday（（（（1985）））） 范曉范曉范曉范曉（（（（1996）））） 語義語義語義語義 

施事、受事、與事等，確定句子所表達的事態中各參與者所承擔的角色或所起的作用 

概念功能 

 及物性、語態 

動核結構、動詞的”價”、名詞”格”、語義指向、歧義、詞的語義特徵、語義的選擇限制 句法句法句法句法 

主語和賓語等，確定語句表達事態的不同角度或出發點 

 

 

句子成分的確定、結構方式的判別、句法結構的層次分析 篇章篇章篇章篇章 
 

 

語篇功能 主位、信息、銜接 

 

 語用語用語用語用 

主位和述位，話題和焦點，確定具體環境中表達的信息在聽、說雙方心目中的地位 

人際功能 

 語氣、情態、語調 

主題和述題、表達重心和焦點、語氣、口氣、評議、句型或句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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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k（1983）及范曉（1996），未將語用及篇章層面明確劃分。Dik 的語

用層次其實是篇章層次的內涵；至於范的語用平面則太過混雜，內容牽涉了

句子的主題、評論、重點、焦點、行為類型、口氣、增添、省略、倒裝等，

橫跨了語用學的語用（行為類型）和信息結構（主題、焦點）。相較之下，

Halliday 的三大語言功能明確對應了語義、篇章及語用三個層面，我們認為

是較明確可行的。 

 

3.1.3.2 語法點的描述原則語法點的描述原則語法點的描述原則語法點的描述原則 

有關語法點的描述原則，Sinclair et al.（1990）針對以英語為第二語言

的教學語法提出了三點看法：(1)major statements（=conventional rules），

(2)usage notes（explicit applicability），(3)productive features（do’s and don’ts）。

劉月華等（1983）也提出了以下四點：(1)語法意義的描寫要科學，(2)語法

意義、規則的描寫要細膩，(3)研究各種語法現象的交際功能，(4)突出外國

人學漢語語法的特點。這些原則都可作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語法點描述的有

用參考，然而，Sinclair 所提出三個原則的內涵有相當程度的重疊，劉月華

等的四個原則又過於籠統，無法告訴我們哪些方面的語法點應該列入語法點

的描述當中（Teng，2003a）。Teng 隨之檢視了當前使用率較高的幾套對外

漢語教學教科書 20 ，認為當中有關語法點的描述內容過於任意性

（haphazardness），這樣的語法點描述方式必迫使語言教師自行填補當中不

足之處。 

                                                 
20 Teng以”cleft construction”為例，檢視了《Integrated Chinese》（IC）、《Practical Audio 

Visual Chinese》（AV）、《Practical Chinese Reader》（PCR）三套教材，提出以下幾點： ‧ All the three text books refer to time, place, manner, and purpose associated with an action. ‧ All refer to ‘past time’ of the action, but AV modifies it with ‘often’. ‧ All refer to the omissibility of ‘是’. ‧ Only PCR refers to the negative structure. ‧ Only IC and PCR compare ‘是…的’ with the ’了’ structure. ‧ Only PCR makes reference to object. ‧ None compares the structure with its English counterpart. ‧ Noun guides the learner to the usage of th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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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Teng 提出了一個新的框架，認為描述一個語法點，應該從

其功能、結構和用法三個層面來描述，較全面且完整。如【表三-3】所示： 

【表 三-3】Teng（2003、2009） 語法點的描述原則 層面層面層面層面 次類次類次類次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舉例舉例舉例舉例 

(一)句法功能
(grammatical 

function) 

 

說明語言成分在句法中扮演的角色 

一個狀語或定語成分，扮演的是修飾功能，如果是一個補語成分
(complement)，扮演補充的角色。 

(二)語義功能 

(semantic 

function) 

說明語言成分在句子層面所扮演的語義功能 

話題(topic)、說明(comment)、焦點(focus)、對照(contrast)、引介
(presentative)、格(case)關係等語義功能 

一一一一、、、、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三)交際功能
(communicative 

function) 

讓學習者清楚地知道這個語言成分可以達成什麼目的 

請求(request)、命令(command)、詢問(inquiry)、表示讓步
(concession)、 反駁(reject)、推辭(excuse)等交際功能 

(一)基式結構 

(basic structure) 

說明的是一個語法點的基本形式。包括這個成分在句子裡面出現的位置，能不能接賓語、它的前面接什麼或後面一定要出現什麼等等，是屬於句子橫列關係的屬性 

例如「把」字句中，「把」一定出現在主要動詞之前 

(二)變式結構 

(derived 

structure) 

是說明一個語法點的否定形式、疑問形式或強調形式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呈 現。 

「把字句」是用哪一種否定詞來否定、否定詞出現的位置、「把」字句的疑問形式 

二二二二、、、、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三)變形機制
(transformation) 

指的是重複(repeat)、省略
(omit, delete)、插入(insert)、前移 

(pre-pose)等變化或移位形式 

「快樂」的重複形式是「快快樂樂」，不是「快樂快樂」；動補結構的動詞常常要重複，如「他說話說得很快」 三三三三、、、、用法用法用法用法  

 

 

指語言成分什麼時候可以使用、什麼時候不能使用，使用的時候要注意什麼。 

 

                                                                                                                                              有關「是……的」句的內容，將在本論文第四、五章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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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出三個層面的描述原則外，鄧（2009）進一步說明了應將語言成

分所扮演的功能放在首位，因為語言是交際的工具，因此必須先說明功能再

說明結構，而每一個語法點的功能各有不同，必須視其性質而定。 

鄧提出這樣的原則，目的是希望語法點透過這樣的描述方式，能直接地

在課堂中或教科書中使用，因此在描述語言上必須是教學性而非學術分析性

的。然而，要將語法點的全貌提供給學生，事先必定要對語法點做全面性的

分析和研究，因此我們認為，鄧所提出三個層面的語法點描述原則，可作為

以第二語言學習者為中心的語法結構分析的參考。 

 

3.1.3.3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功能功能功能功能」」」」為優先的為優先的為優先的為優先的語法結構語法結構語法結構語法結構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分析模式 

理論語法學界從過去形式派與功能派的對立，一直到布拉格學派提出語

法分析的三個層次，可以看出不同的語法分析模式從分立走向匯流，而教學

語法更是以學習者的需求為考量，提出整合兩者的語法點描述方式，原因在

於單從形式或功能均無法建立語法點的全貌，但兩者卻又各自有其優勢。形

式語言學側重語言結構本身的分析，以結構來決定一個句子是否合語法，其

目標乃在建立普遍性原則（universals），以達到「簡約性」（economy）；功

能語言學則著重語言結構的使用功能，認為語言是用來交際意念與情感的，

而這些交際功能便是語法結構形成的動因（陳俊光，2010）。換言之，「功能」

是「結構」的動因，而「結構」則是「功能」的「體現」（realization）。 

在 Halliday（1976）的系統功能語法中，將語言視為一個多層次的系統，

而各個層次之間存在著「體現」（realization）的關係，每個在下的層次是對

上一層次的體現：語義層是對語境，即行為層或社會符號層的體現，而形式

層是對語義層的體現。如此一來，語義層就位居一個重要的接面，將語言外

部的語境和語言內部的形式結構如句法、詞彙等連接起來（胡壯麟等，

1989/1997）。也就是說，語言結構來源於語言使用的環境及其功能，因而對

語言結構的理解不能脫離其使用的語境與功能（廖秋忠，1992）。我們將這

樣的體現過程以【圖三-5】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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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三-5】語言層次的體現模式 

教學語法「先說明功能再說明結構」的語法描述原則，與 Halliday（1976）

的層次思想內涵，語言的「功能」都在語言內部的第一個層次，而「功能」

由「形式」承載，此「形式」指的是「句法」及「詞彙」。但功能語法未對

「形式」的呈現提出系統化的呈現方式，我們認為這部分可透過形式語言學

派對句法結構的方法學來補其不足。 

透過 Halliday（1976）的「體現」（realization）觀點，我們了解進行語

法結構分析時，應該以「功能」為首要考量，但也不能忽略了「形式」層的

重要性，如此一來，才能真正有效地發揮語言內部的功能。 

 

3.2 次結構的內涵與界定次結構的內涵與界定次結構的內涵與界定次結構的內涵與界定 

本節將從教學語法的原則為出發點，討論次結構分析的必要性，接著藉

由檢視過去各界分析語法結構的方式尋求次結構的內涵，最後界定次結構的

範圍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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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次結構分析的必要性次結構分析的必要性次結構分析的必要性次結構分析的必要性 

次結構的概念，在以往的語法分析中不受重視，原因在於過去教學語法

的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對外漢語教學界對語法規則的選擇和詮釋，仍在理論

語法分析的原則下進行。Teng（2003b）建立了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的體系，

並提出了教學語法的九種基本屬性21，我們認為當中幾項與次結構的分析有

密不可分的關係，以下分述之。 

一、排序式語法點（structural sequencing） 

語法點的「排序」（sequencing）是教學語法所思考的重點之一，亦是「累

進式」（accumulative）的基本前提。語法點的排序可分成「系統內的排序」

和「系統外的排序」兩部分。「系統內的排序」和次結構的分析息息相關。

以「是……的」句為例，對理論語法學家來說，著眼於形式句法者，討論的

重點為陳述句轉變為「是……的」句的變形（transformation）過程；著眼於

語言功能者，探討的是觸發陳述句轉變為「是……的」句的動因。理論語法

學家不考慮語言學習者的需求，「排序」對他們來說是不重要的，因此一個

語法結構是否有次結構，自然不在其討論範圍內。相反地，對語言教學及學

習者來說，我們關心的重點可能是「使用『是……的』句的語境有哪些？」、

「『是……的』除了標示焦點以外還有沒有其他的功能？」、「當功能不同時，

句中搭配的其它句法成分是否也有所不同？」…等問題。面對這些問題，如

劉月華等(1996)將「是……的」分為「是……的 1」、「是……的 2」、「是……

的 3」，可以看出在「是……的」主結構下又分為三個次結構，雖然劉等（1996）

列出三個次結構之後並未討論到排序的問題，但至少點出了學習者可以從三

個方面去理解這個結構。再以多義詞為例，假如「就」有五個義項，決定「就

1」~「就5」哪一個要先教給學生以前，應該全面思考的是，「五」個義項是

怎麼決定出來的？不同的義項是否有不同的句法結構？這些問題都必須透

過次結構的分析才能得到答案，最後才能進行語法點的系統內排序。 

                                                 
21

 九個屬性分別為：學習者導向體系（learner-oriented）、教師用教學語法、學習者用教學語法、規範式教學語法（prescriptive）、累進式教學語法（accumulative）、規則化教學語法（rule-based）、列舉式教學語法（itemization-based）、定式教學法、排序式語法點（structural 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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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系統外的排序」，是建立在「系統內的排序」上的。如我們要進

行「把」跟「是……的」的排序，必須先分別將「把」跟「是……的」的次

結構都分析出來，進行所有次結構的排序，這樣才是完整的（鄧守信，2009：

144-145）。因此，次結構的分析無論對系統內或系統外的排序都非常重要，

甚至可以說是進行語法點排序前的首要工作。 

二、累進式教學語法（accumulative） 

「累進式」有兩個具體的觀念：「語法結構的階段性教學」（structures in 

stages/phases）和「每一階段均是完整且正確的教學」（phases as complete 

units）。「語法結構的階段性教學」除了考慮「各種不同結構的階段性」22外，

也要考慮「同一結構次結構的階段性」23。前者是針對語法點「主結構」在

教學過程中的排序研究，這部分在華語教學界有較多相關的討論，如：語法

等級大綱的語法點分級、詞彙等級大綱、各級語言水平應學習的語法點…等

等24。至於後者，是目前華語教學界缺少的部分，不僅「次結構」的概念未

受到普遍性的重視，也缺乏一套完整的次結構分析方法學。唯有對各語法點

進行次結構的分析，才能真正達到階段性教學的目的。又「每一階段必須是

完整且正確的」，在語法規則的呈現上，也必須考量到各個次結構之間的承

接性和層次關係。 

 

三、列舉式教學語法 

「列舉式」並沒有規則，而是利用條列的方式，將一項一項的語法點列

出來，如量詞的教學。面對未能達到充分解釋的語法現象，採用列舉式，在

                                                 
22

 鄧守信（2009：67）：「例如繫詞句『我是美國人』，不管如何分析，都應放在第一、二課；例如否定句，漢語有『不』和『沒』的否定，『不』在前，然後教『沒』，而且必須在『了 1』教過之後才出現，但是『了 1』教學之前，我們可以先教『不』否定。」 

23
 鄧守信（2009：67）：「例如『是……的』，依照劉月華等(1996)的《實用現代漢語語法》有三種次結構，分別為『是……的 1』、『是……的 2』和『是……的 3』。我們應該研究它們個別該置於哪個階段，或者像美國的學制，一年級該教哪個『是……的』，二年級該教哪個『是……的』等。」 

24
 這部分的詳細討論請參考林君穎（2001）《華語初級教材語法用語及語法點選擇之初探》、王佩卿（2010）《現代漢語語法點等級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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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中是可被接受的。但若在未經分析探討的情況下，就以列舉式呈現語法

規則，對學習者來說，會是個過於龐雜的沉重負擔。如傳統漢語語法討論句

末語氣助詞時，多以列舉法呈現25，雖可從中看出該語氣詞的分布情況，但

大多缺少語境及上下文，容易流於主觀的分類和判斷。 

 

四、定式教學語法 

「定式」（construction, set collocation）26指的是有些高度共現的詞彙，

在教學時放在一起，變成一個句式，如「是……的」句、「一……就」。定式

在語法教學時有其優勢，因為學習起來非常方便，也有助於學生對結構掌

握。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教材編寫者或語言教學者在呈現語法點時，易將

視角侷限於此定式結構中，而忽略了此結構不同變式的使用機制、語義功

能、結構難易度及教學次序等問題。 

以上提出的幾個問題，都和「次結構」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必須

優先建立各語法點的次結構，才能做排序，進而達到累進式教學的目的27。

誠如鄧守信（2009）所言：「語言學家從不考慮『累進式』的問題，因為這

對語言學家來說不構成一個問題，但對教學來說卻是關鍵。不過，華語教學

界至今尚未針對語法結構的次結構加以探討。因此語法次結構的建立，確實

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25

 如趙元任（1968）、呂叔湘（1981）對句末助詞「啊」的分析。趙列舉出十種「啊」的不同分布情形，呂在六種分類之下又有一到三不等的小類。 

26
 此處對「定式」的界定標準較為寬泛，有別於靳洪剛（2004）所討論的「語言定式（formulaic speech）」。靳提出「語言定式（formulaic speech）」有五個選擇的標準：1.語言層次的限定性。2.定式的功能性。3.新舊知識的涵蓋性。4.定式的生成性。5.句子或者段落層次的表達。靳選擇定式的標準與教學語法「以學習者為中心」的精神不謀而合，但未觸及定式的次類分析及排序等問題。 

27
 陳俊光（2007）在闡述了鄧守信的教學語法原則後，認為排序性要先於累進性，先完成語法點的排序，「將排序的結果，按照語言能力，以累進的方式呈現給學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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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次結構的內涵次結構的內涵次結構的內涵次結構的內涵 

在累進性的教學語法屬性下，鄧守信（2009）首先提出了「次結構」

（sub-structure）這個概念，並說明了其和結構之間的關係為「一個結構被

分解為不同的次結構」。過去理論語法討論語法結構時，雖然未明確提出「次

結構」的說法，但其呈現語法規則時，已隱含了「次結構」的概念。以下我

們分別從「理論語法」、「教學者及學習者參考語法」、「語法等級大綱」、「教

學語法」四種不同原則下的語法規則呈現方式，尋求次結構的內涵。 

3.2.2.1理論語法理論語法理論語法理論語法 

理論語法的目標，是為某一語言的每一種語法現象界定適用的規則，亦

即制定一條可以解釋一個語法點的所有語料現象之規則（鄧守信，2009：

18）。換言之，理論語法在呈現語法規則時，講求的是充分的解釋力及高度

的概括性。以漢語的分裂句為例，許多理論語法學家都替句中「是」、「的」

及整體句式的表面特徵做了分析，各家雖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觀點，但

總體來說，是以論述分裂句的句法結構為主，透過移位（movement）等變

形規律，來解釋漢語分裂句的生成過程，並歸納出漢語分裂句的表面結構特

徵。歸納後的結構特徵符合生成語法簡約性的要求，但卻皆未說明在主結構

之下是否有更詳細的類別。 

我們再以存現句為例，看看各理論語法學家替存現句做的次類劃分： 

【表 三-4】宋玉柱（1994）對存現句的分類 （引自盧俊宏 2010：21） 存現句次類存現句次類存現句次類存現句次類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有’字句 門口有一個人。 ‘是’字句 窗外是個足球場。 ‘著’字句 門上貼著一張標語。 經歷體 窗上貼過窗花。 定心謂語 山下一片好風光。 
靜態 

名詞謂語 滿臉美麗青春痘。 進行體 天上飛著一隻鳥。 存在句 動態 完成體 門口修了一條崗樓。 消失 最近我們班上走了一位同學。 隱現句 出現 說話間，來了個中年莊稼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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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光（2007）以湯廷池（1986）的分類為基礎並綜合各家說法，將其

分為四類： 

【表 三-5】陳俊光（2007）存現句的分類 存現句次類存現句次類存現句次類存現句次類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存在句(是、有等動詞) 桌上有一本書 隱現句(來、走、跑等動詞) 前面走來了一個人。 姿態/位置句(躺、掛/存、放等動詞) 床上躺了一個人。 氣象句(下、出、起等動詞) 昨天下了一場大雨。 
 

宋玉柱（1994）在最上層以語義功能的角度將存現句區分為存在句和隱

現句，接著以動詞的不同及句中的時貌作為次類劃分的標準。湯廷池（1986）

及陳俊光（2007）以動詞為中心來進行存現句的次類劃分，分類的著眼點為

動詞的語義結構，但其中「氣象類」卻與動詞的分類沒有關係，而是以語義

內容來獨立成一類。和前述漢語分裂句不同的是，各家學者是以「語義結構」

及「語義內容」作為存現句第一層次的分類原則，接著又有第二層次、第三

層次的劃分。以「語義」為最上層及之後層次劃分的作法值得參考，但各層

次採取的分類標準不一，是需要進一步加以修正的。 

 

3.2.2.2漢語教學及學習者參考語法漢語教學及學習者參考語法漢語教學及學習者參考語法漢語教學及學習者參考語法 

《現代漢語八百詞》(呂叔湘，1981）及《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劉月華

等，1996)，都在前言明確點出其為漢語教學者及學習者的語法參考書28，而

在實際上，這兩部著作更是許多漢語教師進行語法教學時的語法參考標準。

因此我們以這兩本著作，作為漢語教學及學習者參考語法的代表。 

                                                 
28

 呂叔湘（1981）在前言中說明：「《現代漢語八百詞》選詞以虛詞為主，也收了一部分實詞。每一個詞按意義和用法分項詳加說明，可以供非漢族人學習漢語時使用，一般語文工作者和方言地區的人學習普通話也可參考。」 

  劉月華等（1996）在前言中提到：「本書主要是為從是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教師以及具備了一定的漢語基礎的外國學生和學者編寫的。它也可以作為國內民族院校的少數民族學生以及其他高等院校漢語和外語專業的學生學習現代漢語語法的參考書。…外族人學習漢語語法與本族人的難點不完全相同，因此本書的重點就是外國人學習中經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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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用現代漢語語法》 

劉月華等在前言29中指出，對語法點的描述希望能兼顧結構、語義及用

法三方面。而書中選擇的語法點，以常用詞彙及漢語的特殊句式為主，以下

我們各舉一例來討論30。 

（一）常用詞彙：副詞「才」 

【表 三-6】劉月華等（1996）對副詞「才」的說明 義義義義項項項項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才 1 
表時間。”才”表示說話者認為實現得晚或慢。”才”輕讀。 

演出七點半開始，他七點二十五分才到劇場。 才 2 
表示數量。”才”表示說話人認為數量”少”。”才”輕讀。 

王老師一週才上兩節課。 

 才 3 

 表示語氣。 

a)用來表示堅決的語氣。 我才不相信你那套大道理呢。 

b)表示滿意、讚揚的語氣。 那位書法家的字才棒呢！ 才 4 

表示關聯。常和一些表示條件的連詞搭配使用。連詞用在第一分句，”才”用在第二分句，起關聯作用。“才”可以和表示條件、原因的連詞搭配使用。 

只有認識落後，才能去改變落後，只有學習先進，才有可能趕超先進。 

 

 

從【表三-6】可看出，劉月華等從「多義」的角度替常用詞彙進行次類

劃分，但我們進一步看其說明內容，有的義項融合了語義及語用（如才1、

才2），有的除了語義以外，另加上了句法結構的說明（如才4）。這樣的語法

規則呈現方式，表面上看來兼顧了該語法點在結構、語義及用法三方面的內

                                                                                                                                              會遇到的語法難點。」 

29
 劉月華等（1996：ix）：「作為一部”實用語法”，本書的著眼點是實用。就是說，力圖通過語法現象和語法規則的具體描寫，來指導學生學會正確地使用漢語。為此，我們在闡述各種語法規則時，除了指出結構上的特點以外，還特別注重語義和用法上的說明，以便使讀者了解在什麼情況下使用什麼樣的表達方式以及在使用某種表達方式時應該注意什麼樣的條件限制等。」 

30
 此處針對語法點的描述方式及次結構的分析方法進行討論，而不涉及語法點本身的語義、結構等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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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但若就個別義項而言，卻又都缺少了其中的一部分。 

 

（二）特殊句式：「是……的」句 

【表 三-7】劉月華等（1996）對「是……的」句的說明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句句句(一一一一) 

“是……的”中間主要是動詞、動詞短語或以動詞為謂語的主謂短語。謂語”是……的”表示動作已在過去實現或完成，它要說明的重點並不是動作本身，而是與動作有關的某一方面，如時間、處所、方式、條件、目的、對象或施事者等。 

 否定形式是“不是……的”。 正反疑問形式是“是不是……的”。 句中的“是”大部分都可以省略。 

 一、“是……的”用來強調動作的時間、處所、方式、條件、目的、對象、工具等。 

我是從農村來的。 

 二、“是……的”用來強調施事者。 他的斷指再植手術，是張大夫作的。 三、“是”字開頭的”是……的”句。這種“是…的”句是用來強調主語的。 

是誰把信寄走的？ 是你引誘的我！ 四、“是……的”用來強調動作的受事者。 今天晚飯我是吃的饅頭，不是吃的米飯。 五、“是……的”用來強調動作、行為，而這一動作行為是產生某種結果的原因。 

她臉恐怕是海風吹的。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句句句(二二二二) 多用來表示說話人的看法、見解或態度等，謂語對主語來說一般是起解釋說明作用的。 

 否定式一般是把“是……的”中間的結構改成否定形式。一般都可以把“是”跟”的”同時省略，或只省略
“是”，省略後意思基本不變，只是語氣有所不同。 

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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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劉等為「是……的」句(一)(二)所做的描述來看，亦是從語義功能的

角度劃分，而在「是……的」句(一)之下再依「“是……的”謂語所強調的

成分」及「“是……的”中間結構之不同」分成五種用法。之後也個別說明

了其否定形式、疑問形式及省略形式。這樣的分類方法，不僅在語義方面分

了次類，義項次類之下也分了句法結構次類，雖然其分類的方式有值得深究

之處，且缺少了語用的部分，但先語義次類，再句法結構次類的做法，是值

得我們參考的。 

二、《現代漢語八百詞》 

《現代漢語八百詞》以「詞」為選編的標準，每一個詞按意義和用法分

項詳加說明。在呈現語法規則時，大項主要按意義或作用分，其下的小項按

用法或形式分。和《實用現代漢語語法》描述「詞」的方式相同，《現代漢

語八百詞》也是從「多義」的角度著手，而其所謂的「項」，也就是「義項」

和「結構項」。如其對語法點「才」的說明31。 

《現代漢語八百詞》對多義詞的語法描述，亦是採取先語義次類，再句

法結構次類的做法，但在語義次類說明的部分，將語用的內涵也納入，造成

了語義和語用不分的情況。此外，並不是每個語義次類之下都說明了相應的

句法結構次類。 

《現代漢語八百詞》內的語法點，雖多數以「一詞多義」的角度劃分，

但也有以句法結構作為首要劃分原則的語法點。如「了」： 

【表 三-8】呂叔湘(1981)對「了」的說明 

「了」的分類 例句 

1.動+了 1+賓。 我買了三張票。 

2.動+賓+了 2。 你該回家了。 

3.動+了 1+賓+了 2。 我已經寫了回信了。 

4.動+了。 他已經睡了。 

5.形+了。 這雙鞋太小了。 

6.名詞/數量詞+了。 中學生了，還這麼淘氣。 

 

                                                 
31

 呂叔湘（1981）對「才」的說明請參第二章【表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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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了」的語法點描述，與其前言「先意義後形式」的原則有所矛盾。

且其雖在一開始說明「了 1」和「了 2」的區別，但分析結構時卻又放在一

起討論。此外，在單一句法次結構之下又列了三到九點不同的說明，單一個

「了」學生要記的規則就有二、三十條以上，姑且不論其列舉的語義內容是

否具整合性，光二、三十條的規則讓學生在一開始就對此語法點產生學習恐

懼之感。 

綜合以上的觀察，我們認為《現代漢語八百詞》及《實用現代漢語語法》

這一類的語法參考書，不論對「詞」或是「句式」都進行了語義和句法結構

的次類分析，且大多以「語義」為優先考量，是值得我們參考的，也間接顯

示了語義功能和句法結構都必須進行「次」分類的必要。但其語義和語用層

面不分，以及相應句法結構分類的不完整，則是我們在分析次結構時需引以

為鑑之處。 

 

3.2.2.3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 

《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1994）（以下簡稱《語法大綱》）

是中國大陸在華語教材編寫與教學研究的重要參考依據，雖然其語法點的選

擇及系統性有值得商確之處32，但卻是華語教學界裡，語法點涵蓋面較廣，

次結構劃分較完整的一部參考資料。 

《語法等級大綱》的體系框架分為三等四級五層次。初等語法含甲級和

乙級語法，以語法結構為主；中等語法含丙級語法，在注重語法結構的同時，

加強詞組、句子的語義和語用功能；高等語法含丁級語法，具有相對的獨立

性，進一步深化「語素」、「口語格式」等項內容，並增添「多重複句」和「句

群」兩個重要項目（劉英林、李明，1997）。從上述的編制原則中我們可看

出，《語法等級大綱》希望先在初等語法中加強「語法結構」，到了中等語法

才是「語義和語用功能」。我們進一步檢視其中的語法點，歸納出「句法結

構」、「句法功能」、「語義功能」及「語義功能與句法結構」四種語法規則，

以下我們各舉一例來檢視其次結構的呈現方式。 

                                                 
32

 如林君穎（2000）、陳薌宇（2004）、王佩卿（2010）的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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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法結構：以「把字句」為例。 

【表 三-9】《語法等級大綱》（1994）中「把字句」的分類及說明 分級分級分級分級 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1.主+"把"+賓+動+"了、著" 他把衣服丟了。 

2.主+"把"+賓+動+"一、了"+動 你把你的意見說(一)說。 甲甲甲甲 

3.主+"把"+賓+動+補語(1) 我把信寄走了。 乙乙乙乙 4.主+把+賓 1+動(在/到/給)+賓 2 他把那件上衣放在床上了。 

5.主+把+賓 1+動(成/作)+賓 2   

  (1)主+把+賓 1+動+成+賓 2 他把試卷揉成一團了。 

  (2)主+把+賓 1+動+作+賓 2 他們都把我當作自己人。 

6.主+把+賓+動+補語(2)  

  (1)主+把+賓+動+時量補語 我們把開會的時間延長了一天。 

  (2)主+把+賓+動+動量補語 他爸爸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頓。 

  (3)主+把+賓+動+介賓補語 我們要把這項工作推向新階段。 

  (4)主+把+賓+動+情態補語 他把這馬累得混身大汗。 

丙丙丙丙 

7.主+把+賓+給+動 他把我的英磅給丟了。 

8.主+把+賓(施事)+動(不及物)+其他  

(這種把字句表示不如意) 

這些天你看把大家愁成啥樣了。 

9.主+把+賓(施事)+動+其他  這突發事件把我們的計畫都打亂了。 主(及物)+把+賓(施事)+動+其他  

(這種把字句表示致使義) 

爆炸聲把他們從夢中驚醒了。 

10.把+賓+動+得+情態補語 王教授死後把他夫人哭得吃不下飯，睡不好覺。 

11.…把+賓+…化 他們決定把工廠的各項規定制度化，以加強生產管理。 

12.…把+賓+動+得+比… 我們要把自己的家鄉建設得比延海發達地區還要好。 

13.…把+並列賓語 他把一個破舊的小包、一條髒得要命的手絹，一齊塞進口袋裡。 

14.…把…把…把… 鯨魚把人、把船、把什麼都吞掉了。 

丁丁丁丁 

15.用於複句中的把字句 即使把他所有的財產都拿出來，也不夠償還這筆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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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三-9】可看出，在把字句的語法規則部分，僅以句法結構的方式

呈現次結構，雖然在丁級語法次結構 8.及 9.中，補充說明了「把字句表示不

如意」、「把字句表示致使義」，但其仍是加註在句法結構之下的。而在次結

構的數量方面，第一層次就有十五個句式，若將屬於第二層次的次結構（如

丙級 5.及 6.之下又分別有二個和四個次結構）也加入，將多達十九個句式。

在《語法等級大綱》中，單以句法結構呈現規則的還有「被字句」、「比較句」

等語法點。 

 

二、句法功能：以「狀語」為例。 

【表 三-10】《語法等級大綱》（1994）中「狀語」的分類及說明 分級分級分級分級 分類及說明分類及說明分類及說明分類及說明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1.副詞作狀語 我常常坐公共汽車。 

2.形容詞作狀語 他大喊了一聲。 

3.名詞、代詞、數詞或名詞詞組作狀語 
請前邊坐吧。 

4.介賓詞組作狀語 去機場要一直往前走。 

5.動詞、動詞詞組作狀語 我要繼續學下去。 

甲 

6.主謂詞組作狀語。 孩子們手拿紅花跑過來。 乙 7.(無說明) 昨天下午，孩子們高興地向公園走去。 

 

從【表三-10】可看出，《語法等級大綱》以不同「詞類」作為「狀語」

的情況作為分類的標準，也等於列出了哪些詞類可擔任句中狀語的功能。但

在一開始並未先說明「狀語」在句中擔任的功能是什麼，在《語法等級大綱》

中，對六大句子成分的說明，均採此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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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義功能：以「是……的」句為例。 

 

【表 三-11】《語法等級大綱》(1994)中「是……的」句的分類及說明 分級分級分級分級 分類及說明分類及說明分類及說明分類及說明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甲 1.當某一動作已在過去實現或完成，要強調動作的時間、處所、方式等，就用這種格式。 否定式為"不是……的" 

阿里是一年前來中國的。 

 

 他不是昨天到的。 乙 2.這種格式多用來表示說話人的看法、見解和態度。"是"和"的"在句子中起加強語氣的作用 

 否定式是把"是…的"中間的部分改成否定形式 

情況是會不斷變化的。 

 

 

 你的意見我是不能接受的。 

 

3.強調施事者 信是市長寄的。 

4.強調全句的施事主語(即用"是"開始的"是…的"句) 

是誰點的燈籠？ 

丙 

5.強調產生某種結果的動作行為 她的眼睛又紅又腫，是哭的。 

 

在《語法等級大綱》中介紹語法點的語義功能時，以敘述的方式說明其

在句子中表達的意義，也一併提到了使用的時機，雖然沒有同時列出相應的

句法結構，但說明了不同語義次類相應的否定式。在《語法等級大綱》中，

以說明語義功能方式的語法點還有「存現句」、「動作的態」等(如完成態、

變化態、持續態、進行態、經歷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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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語義功能+句法結構：以「有字句」為例。 

【表 三-12】《語法等級大綱》（1994）中「有字句」的分類及說明 分級分級分級分級 分類及說明分類及說明分類及說明分類及說明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1.表示領有 我有一件新衣服。 

2.表示包含、列舉 一年有十二個月。 

3.表示存在 屋裡有兩張桌子。 

4.表示評價、達到 他很有辦法。 

5.表示發生、出現 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甲 

否定式 他沒有錢。 情況沒有變化。 

6.主+"有+著" 兩千年前兩國就有著友好往來。 

7.主+"有+所"+動… 今年他們對這個問題有所忽視。 

乙 

8.…"動+有" 書上寫有"自用"兩個毛筆字。 

 

同時使用了「語義功能」和「句法結構」說明次結構的語法點，主要集

中於「特殊句型」的分類，而「特殊句型」也是《語法等級大綱》中次結構

分析較詳細的部分。在「有字句」和「是字句」中，分布於甲級的次結構以

敘述「語義功能」為主，分布於乙級的則以「句法結構」為主，但並未說明

這些次結構之間的相關性或對應關係。 

 

經過了以上對《語法等級大綱》中語法點的檢視，我們認為有許多地方

值得作為進行語法點次結構分析時的參考。首先，《語法等級大綱》的語法

點涵蓋面很廣，包括了「詞類」、「句子成分」、「句子的分類」、「特殊句型」、

「提問的方法」…等，與鄧（2009）對語法點的界定相呼應。此外，《語法

等級大綱》從不同的層面進行語法點的次結構分析，包括「句法結構」、「句

法功能」、「語義功能」等，在部分語法點中也列出使用情境、相應的否定式

等，我們認為，這些都是次結構分析很重要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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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從【表三-9】~【表三-12】中也可看出，《語法等級大綱》中語法點

次結構分類的原則不一，雖然劉英林、李明（1997）曾說過其原則是「先形

式後意義」，但除了特殊句型這類的語法點外，大部分的語法點不是只有語

義功能的說明，就是偏重句法結構的列舉，甚至於在詞類部分，僅僅羅列出

語法點而未做任何說明。除此之外，語法點次結構數目過多也是一個問題，

如「是字句」、「把字句」、「比較句」都有多達十個以上的次結構。 

 

3.2.2.4漢語教學語法漢語教學語法漢語教學語法漢語教學語法 

自從 Teng（2003b）逐步建立起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的體系後，在華語教

學界中，已有一些在教學語法原則下進行的語法點分析。在此我們以《漢語

把字句的教學語法》和《現代漢語副詞才與就的教學語法》為例進行討論。 

一、《漢語把字句的教學語法》 

陳立元（2005）在 Teng（2003b）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的理論框架與方法

學下，對現代漢語把字句進行分析。其從四個角度建立把字句的屬性： 

（一）語義功能（function） 

（二）語法結構（structure) 

（三）信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 

（四）認知語法（cognitive grammar） 

陳（2005）說明了這四個角度有序列關係，並以建立「語義功能」為優

先。理由在於，語義功能是帶動語法結構的原始動力，而且以概念形式儲存

於人類腦海中，易於儲存與提取。在這樣的立場下，首先確立了把字句的語

義功能： 

 

                     

               【圖 三-6】陳立元(2005)把字句語義次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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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歷來理論語法以「處置義」、「致使義」來概括把字句的語義功能，

陳（2005）更明確地闡述了把字句各項語義功能的層次關係。 

在建立了語義功能次結構後，透過 7710 筆把字句真實語料，從語義和

句法互動角度，建立了七項把字句的句法基式結構（如【表三-13】），將其

作為把字句典型的結構。此七項基式結構，不但能高度概括把字句的語料，

「七」的數字亦符合心理學中人類短期記憶「7±2」的原則（陳立元 2005：

51-52）。陳亦在典型結構的基礎下，建立了把字句的延伸結構和並列結構。 

【表 三-13】陳立元（2005）把字句的句法基式結構 把字句基式結構把字句基式結構把字句基式結構把字句基式結構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把 1 S把 OV+時態 他把汽車賣了。 把 2 S把 OV+結果 他把汽車賣掉了。 把 3 S把 OV+趨向 他把汽車開出去。 把 4 S把 OV+重疊 他把汽車看了看。 把 5 S把 OV+範圍 他把汽車整理了一番。 把 6 S把 OV+目標(在到給/作成為) 他把汽車停在馬路上。 把 7 S把 OV+情狀 他把汽車洗得很乾淨。 

 

和《語法等級大綱》（1994）的十九個把字句結構做對照，兩者都替把

字句的句法結構做了充分的分析。但不同的是，陳（2005）的分析法是具有

層次性的，先語義功能，後句法結構，且句法結構的分類也以和語義的互動

為原則。反觀語法等級大綱，僅在句法結構層面羅列出句式，不考慮語義功

能及各句式之間的關係，且十九個句式亦未考慮到學習者的認知心理層面。 

 

二、《現代漢語副詞【才】與【就】的教學語法》 

自從趙元任（1968/1980）從功能的角度替「才」與「就」進行了分類

後，往後的學者也分別從結構、語義、語用等方面替「才」與「就」進行分

析，當中以「語義」分類的學者為多，但每個人所歸納出的義項內涵並不相

同。有鑑於此，陳立芬（2003）試圖從中歸納出對教學最有利的義項分類。

在建構「才」與「就」義項分類的過程中，除了其「多義」的基本屬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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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將兩者在「語用」方面的特性一併列入討論。在分別建立了「才1」~「才

3」與「就1」~「就5」的義項後，透過語料分析，歸納出各義項之下的數個

結構，並以公式化規則呈現這些結構。以下以「才1」為例： 

【表 三-14】陳立芬（2003）「才」的次類結構分析 義項義項義項義項 要點要點要點要點 規則規則規則規則 功能 1.表條件副詞。 

2.表示語句裡有某個時間、空間或條件組成的先決條件，說話人的意思是必須滿足這個先決條件，才可以得到後面的結果(或結論)。 結構 出現在主語之後，謂語之前。常見的句型有： 

1.時間短語+【才】+VP 

2.數量短語+【才】+VP 

3.條件子句+【才】+VP 用法 1.【才】的前邊常有一些表示相關意義的詞語與其配合，如「只有、為了…」；這些詞語也可以含在【才】的內部。 

2.【才】的前項條件並非事實，而是達成結論的必要條件，與”就”表示充分條件的語義不同。 

3.【才】的後項結論可以表示事件已經完成的狀態，並且強調完成的時間比預期晚，與”再”表示動作尚未實現，但即將實現的語義不同。 

才才才才 1 

例句 (1)他明年才畢業。 

(2)他吃三碗飯才飽。 

(3)多虧你的幫忙，我才能完成這份工作。 

 

「才」與「就」都是多義詞，在一般語法書中對其語義內涵有眾多的討

論，但在相應的句法結構上卻缺乏系統化的呈現33，陳不但從語義和語用的

角度確立了多義詞的語義功能次結構，更透過實際語料的分析，找出各功能

次結構之下的句法次結構。 

透過以上兩個在教學語法原則下進行的語法點分析，我們可看出「語義

功能」與「句法形式結構」都是必須進行分析的，且「功能」優先於「形式」，

而兩者必須是相輔相成，並具有承接關係的。 

 

                                                 
33

 如劉月華等（1996）、呂叔湘（1981）對「才」的說明，請參第二章【表二-1】、本章【表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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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次結構的界定次結構的界定次結構的界定次結構的界定 

綜合前小節的討論，我們將「次結構」的內涵整理如【表三-15】： 

 

【表 三-15】「次結構」的內涵 

 

 次結構次結構次結構次結構 的內涵的內涵的內涵的內涵 

 

理論語法理論語法理論語法理論語法 
漢語教學及學漢語教學及學漢語教學及學漢語教學及學習者參考語法習者參考語法習者參考語法習者參考語法 

語法等級語法等級語法等級語法等級 大綱大綱大綱大綱 
教學語法教學語法教學語法教學語法 次結構分析的次結構分析的次結構分析的次結構分析的主要語法點類主要語法點類主要語法點類主要語法點類型型型型 

特殊句式 
詞彙 特殊句式 

特殊句式 
詞彙 特殊句式 次結構分析涉次結構分析涉次結構分析涉次結構分析涉及的語法層面及的語法層面及的語法層面及的語法層面 

依理論語法學派而定 

語義、句法、語用 

語義、句法、語用 

語義、句法、 語用 次結構分析的次結構分析的次結構分析的次結構分析的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依理論語法學派而定 

無一定標準及先後次序 

無一定標準及先後次序 

先「功能」 後「形式」 次結構的呈現次結構的呈現次結構的呈現次結構的呈現方式方式方式方式 

依理論語法學派而定 

功能與形式混合的方式 

功能與形式混合的方式 

功能與形式有層次關係 次結構的數目次結構的數目次結構的數目次結構的數目 
符合形式語言學的「簡約性」 

部分語法點過多且繁雜 

部分語法點過多且繁雜 

符合心理學「7±2」的原則 

 

在上一小節中，我們從「理論語法」、「漢語教學及學習者參考語法」、「語

法等級大綱」及「教學語法」四方面分別舉例來探求次結構的內涵。在涵蓋

的語法點類型，「特殊句式」是四者主要分析的重點，此外「詞彙」中的「多

義詞」也在「漢語教學及學習者參考語法」及「教學語法」中有一定程度的

分析。在次結構分析涉及的語法層面，除理論語法會因所屬學派或理論的不

同而有偏重，其它三者都同時涉及了語義、句法、語用三方面，但在「漢語

教學及學習者參考語法」及「語法等級大綱」中，其所謂的「語用」指的是

「語言使用」或「用法」，而非語言學中的「語用」（pragmatics）的內容。 

在次結構分析的原則方面，理論語法會因所屬學派不同而有「功能」或

「結構」優先的選擇；「漢語教學及學習者參考語法」及「語法等級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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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明確的原則，有時從語義功能的角度出發，有時從句法形式切入，其先

後次序並沒有一定的標準；「教學語法」則是清楚明確地「先功能後形式」。

次結構的呈現方式與前述的分析原則息息相關，若是「功能派」的理論語法

學家，從「功能」替語法點的次結構分類，但相對地缺少了相應的句法結構，

反之亦然；「漢語教學及學習者參考語法」、「語法等級大綱」、「教學語法」

不侷限於某一理論語法，因此採「功能」與「形式」並用的方式，但除了「教

學語法」中「功能」與「形式」有明確的層次及對應關係外，其餘兩者是很

混雜的。最後是次結構的數目，理論語法一般來說是比較簡約經濟的，教學

語法符合學習心理學「7±2」的原則，其餘兩者則數目過多。 

我們先前已提出「一個語法點就是一個語法結構」的主張，而此處的「結

構」應該涵蓋「功能結構」、「句法結構」、「語用結構」三方面的內容。在檢

視了不同原則下的語法分析方法後，可以看出一個語法結構（可能是詞彙或

句式），除了有「語義」、「句法」、「語用」三方面的結構內涵外，其三者之

下更有不同的「次類」，而這個「次類」就是我們所指「次結構」的概念。

也就是說，對一個語法點來說，不僅「句法結構」要分次結構，語義功能，

甚至語用層面，都有「次結構」。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將「語法點」、「結構」、「次結構」三個概念整合

起來：一個「語法點」就是一個「結構」，「結構」有「語義」、「句法」、「語

用」三方面的內涵，而「結構」又被分解為不同的「次結構」， 因此就有「語

義功能次結構」、「句法形式次結構」、「語用次結構」的分別。 

 

3.3 次結構的分析內容次結構的分析內容次結構的分析內容次結構的分析內容 

上一節我們界定了「次結構」的內容，可以包括「語義功能次結構」、「句

法形式次結構」、「語用次結構」等。鄧（2009）在提出語法點的描述原則時，

替一個語法點在「功能」、「結構」、「用法」三個層面應該包括的內容做了分

類。在「功能」層面，應該分成「句法功能」（grammatical function）、「語

義功能」（semantic function）、「交際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在「結

構」層面，應該分「基式結構」（basic structure）、「變式結構」（derived 

structure）、「變形結構」（transformation）三種。我們認為，這樣的分類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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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我們作為次結構分析內容的參考及分類，因此，在這節中，將以鄧（2009）

的內容為基礎，結合「次結構」的內涵進一步加以闡釋，其後並提出次結構

規則呈現方式的建議及分析步驟。 

 

3.3.1 功能結構的次結構功能結構的次結構功能結構的次結構功能結構的次結構 

3.3.1.1句法功能句法功能句法功能句法功能：：：：詞類詞類詞類詞類、、、、語類語類語類語類 

有關語法結構的句法功能，我們認為應該從兩方面著手：「語言整體的

句法功能知識」與「個別語法點的特殊句法功能」。 

「語言整體的句法功能知識」，指的是該語言在「詞類」及「語類」等

方面的整體概念。在進行次結構分析時，我們必須說明該語法點在句法中所

扮演的角色及相應的功能，此時不免會用到一些語法用語，詞類方面如動

詞、量詞、副詞、助詞等；語類方面如定語、狀語、補語等。但在一般的教

材及語法書中卻很少在一開始就向學習者說明這些語法用語的意義，因此學

習者僅是依靠自己微薄的語法知識去理解這些用語，難免會因為誤解而造成

偏誤。若能在進行次結構分析之初，有系統地將這些通則性的觀念說明清

楚，之後在呈現規則時，將能更符合簡易性的原則34。 

至於「個別語法點的特殊句法功能」除了說明其詞類、語類等基本的句

法功能外，對於其相應的特殊用法也應一併說明。如漢語「結婚」一詞為不

及物動詞，因此在分析「結婚」這個動詞時，要特別說明結婚的對象是要靠

介詞「跟」引介進來，例如「他跟王小姐結婚了。」35。 

 

3.3.1.2語義功能語義功能語義功能語義功能：：：：格語法格語法格語法格語法、、、、信息結構信息結構信息結構信息結構、、、、多義多義多義多義 

鄧（2009）說明語法點的描述原則時，提到語義功能應該包括話題

（topic）、說明（或評論）（comment）、焦點（focus）、對照（contrast）、引

介（presentative）、格（case）關係等。從這幾項內容我們可以看出，語義

                                                 
34

 有關漢語詞類系統之教學要點，請參王楚蓁（2008）《現代漢語詞類劃分與教學語法》。 

35
 此例子引自鄧守信（2009：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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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不僅包括了深層的語義結構（即格），也包括了篇章功能的內涵。 

由於漢語表層結構的詞序變化很靈活，對於句子中名詞性成分的定位就

有判斷上的困難。如傳統漢語語法學界爭論不休的「賓語」問題，就出現了

「主事賓語」和「受事賓語」這樣的分類。此外，動詞、介詞與句中名詞性

成分的互動，也是決定語法點語義功能很重要的一環。如對把字句語義功能

次類的界定，就是建立在對把字句主語的格（case）的分析；而要判定存現

句如「昨天來了三個客人」中的主語，是「客人」而非「昨天」，亦必須透

過格（case）的分析。 

「篇章功能」在一般的語法點描述中容易被忽略，因為許多語法點的篇

章功能仍在發展階段。但在實際的語言使用中，往往是具有情境的一段對

話，若只將視角侷限於單句的句法或語義層面，學生很難將其實際運用在現

實生活中。雖然許多語法點的確切篇章功能有待開發，但如主題、焦點……

等信息結構層面已有非常多相關研究，在進行語法點分析時不得不將篇章的

功能也納入考量。 

除了語義結構及篇章功能外，因為我們將「詞彙」也納入語法點中，因

此「一詞多義」也要在語義功能的範疇下進行分析。當我們選定一個詞彙，

首先要釐清多個義項之間是「多義詞」（polysemy）或是「同音詞」（homonymy）

的關係36，若是「多義」關係，才能進行義項次結構的分析，在釐清了「多

義詞」的內涵後，才能進一步討論有關「近義詞」的問題。在前一小節中我

們曾檢視過語法書中對多義詞的分析，我們發現不僅每個人分類標準不一

致，容易落入就句析句的做法，造成學習者學習上的困擾，但若義項之間的

分界過於籠統又無法體現實際上的用法。因此我們主張義項也應有「總」與

「次」之分。「總」是橫向的關係，要能概括各義項的用法，項目的數量必

須符合簡易性的原則；「次」則是縱向的關係，至於必須分到哪個層次，我

們認為鄧(2009)對漢語詞類分析層次的「指導原則」（guiding principle）能提

供我們做參考，也就是「偏誤到達哪個層次，我們就必須分析到那個層次」。 

                                                 
36

 多義詞（polysemy）是一詞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意義，這幾個意義之問有明顯、必然的聯繫，從一個基本意義或由共同中心概念派生出來。一詞多義現象中，多義詞的形成不是任意的，是有其內在認知基礎和規律。是由基本語義或中心概念通過認知的規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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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3交際功能交際功能交際功能交際功能：：：：語義結構語義結構語義結構語義結構+語境語境語境語境 

楊寄洲（1999）指出，「功能」這個概念是從語用學的觀點來說的，也

是從社會交際角度對語言進行的解析和分類。而語言的功能可以分為廣義和

狹義兩種。廣義的語言功能包括：人類交際的工具、人類思維的工具、文化

的重要載體、認知的工具；而狹義的語言功能就是「言語行為」。 

林淑慧（2003）整合了 Van Ek（1975）對 The Threshold Level 的分類、

G. Leech & F. Svartvik（1994）提出的「Four circles」、以及楊（1999）對語

言功能的定義，並將其與 Halliday（1985）所提出的語言三大純理功能相互

對照，得到結果如【表三-16】： 

【表 三-16】林淑慧（2003）對各家「功能」概念的整合 

Halliday（1985） 概念功能 人際功能 語篇功能 

Leech & 

Svartvik（1994） A：Concepts B：Information, reality and belief 

C：Mood, emotion and attitude 

D：Meaning in 

connected 

discourse 楊（1999） 意念 功能  

 

如【表三-16】所示，「交際功能」是 Leech & Svartvik（1994）所指具

有社會交際功能的 B、C部分，也是 Halliday（1985）所說的「人際功能」，

也就是楊（1999）所指的狹義語言功能（即言語行為37）。 

                                                                                                                                              維方式引伸出該詞在不同語境下各個義項。這些規律的認知思維方式有原型理論或隱喻、轉喻、語用推理等機制。 同音詞（homonymy）則是兩個或兩個以上具有相同的語音形式的詞，但在意義上缺乏聯繫或缺乏共同的中心概念，如：”bank”（河岸）和”bank”（銀行）就是一組語音相同但意義不同的兩個詞。而就漢語來說，同音詞又可分為兩種，「同形同音詞」和「異形同音詞」。同形同音詞是語音相同，書寫形式也相同，如：花錢的「花」和一朵花的「花」；異形同音詞是語音形式相同但書寫形式不同，如：權利的「利」和權力的「力」。（蔡惠玲，2009） 

37
 Austin（1975：94-120）認為，一個人在說話的時候，在大多數情況下，同時實施了三種行為：言內行為（locutionary act）、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和言後行為（perlocutionary 

act）。言內行為指的是「說話」這一行為本身，主要表達話語的字面意義；言外行為是藉由「說話」這動作所進行的另一種行為，如告知、命令、警告，及保證等，反映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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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語言的交際功能，在各教學大綱、提供學習者參考的工具形式的語

法書，甚或是林（2003）所提出的「口語交際語法」中，均對「交際功能」

的項目及相應的語法形式有一定系統的呈現。先訂出「交際功能」，再列出

「語法形式」，在同一個交際功能項目下，有數個相應的語法形式。 

次結構的分析方式則必須在上述的研究結果下進行，我們先選定一個語

法點，再去尋求相應的交際功能。由於交際功能屬於語用層面，語用功能又

會隨著語義功能的不同而有所改變，因此我們認為，一個語法點的交際功能

並非一對一的關係，而是要在語義功能次結構的基礎上，找出各個次結構相

應的交際功能。 

上述的那些教學大綱及參考書，替交際功能提供了詳細的次類劃分，值

得我們參考。但由於各家分類的標準難免有所不同，因此我們建議仍必須和

具有情境的實際語料相互對照，才符合實際上的使用，進而利用此語言成分

達到交際的目的。 

 

3.3.2 形式結構的次結構形式結構的次結構形式結構的次結構形式結構的次結構 

句法結構是形式語言學派所討論的範疇，如同我們在此章的最初提到，

形式語言學派的研究觀點主要以語言的形式結構為主而不涉及語義結構、語

用原則等層次。但教學語法是一套融合了形式語言學派及功能語言學派的理

論體系，因此進行句法結構的次結構分析時，絕對不能獨立於語法點的功能

層面，反而必須在功能次結構的基礎下進行分析。如同功能語法學派所言，

語義結構從宏觀上控制了形式項的句法結構。這是在進行句法結構分析前要

特別留意的一點。 

 

3.3.2.1基式結構基式結構基式結構基式結構(basic structure)與變形結構與變形結構與變形結構與變形結構(transformation) 

基式結構說明的是一個語法點的基本形式。包括這個成分在句子裡面出

                                                                                                                                              人真正的意圖；言後行為是指說話帶來的後果，如使對方信服、說服對方、打消對方的念頭，甚至是使對方感到驚訝或誤導對方等，說話人的意圖一旦被聽話人領會，便可能產生一些後果或改變（譯文引自劉怡君 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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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位置，能不能接賓語、它的前面接什麼或後面一定要出現什麼等等，屬

於句子橫列關係的屬性（鄧 2009：159）。我們以鄧的說明為基礎，引用「標

記理論」（markedness theory）的概念，進一步替語法點的基式結構設定框架。 

「標記理論」中的標記性是指當有相對的形式時，無標形式通常出現的

頻率較高、較具規律性，語言類型上分布得較廣（可在較多的語言中找到），

在認知心理上較易處理（或稱為加工），以及最先被第一語言的兒童習得。

因此，標記性可從使用頻率、規律性、類型分布、認知處理、第一語言習得

等五個面向來檢視（陳俊光，2007：85）。胡明揚（2000）討論基本句式和

其變式38時曾提出：「假定主動的肯定的陳述句是基本句式，那麼可以給出

比較簡單明瞭的規則來構造或者說生成相應的否定句、是非問句、特指問

句、選擇問句、被動句、祈使句、感嘆句等等」。我們認為胡以「主動的肯

定的陳述句」為基本句式的假設是值得參考的。以第一語言習得的面向來

看，「主動句」較「被動句」先為兒童習得，因此為無標句式；「肯定句」相

較於「否定句」，「陳述句」相較於「疑問句」、「祈使句」及「感嘆句」，用

法較為固定且較少隨著語境而改變語言形式，從「規律性」及「認知心理」

的面向來看，「肯定句」與「陳述句」是較容易為學習者掌握的。因此，我

們將一個語法點「主動的肯定的陳述句」定為其基式結構。 

基式結構的確立與功能次結構的分析息息相關。原因在於，分析語義功

能次結構的時候都是以實際語料的基式結構為主；此外，基式結構的整合或

分類，也必須以功能次結構的分析結果為準則。舉例來說，把字句的其中一

個語義功能次結構為「處置義」，因此其後的動詞必須是具有動量的動作動

詞，而動詞屬性與動後成分的選擇亦有高度的互動性。 

變形結構（transformation）則是基式結構經過重複（repeat）、省略（omit, 

delete）、插入（insert）、前移（pre-pose）等變化或移位形式而形成的結構，

這樣的形式變化只改變句子的句法形式而不改變句子的命題意義39。傳統的

                                                 
38

 此「變式」為我們所稱的「變形」（transformation），與下一節要討論的「變式」（derived 

structure）內涵不同。 

39
 胡明揚（2000）的說明：「傳統語法對『轉換』（transformation）所下的經典定義是『轉換一句句子是改變句子的語法形式而不改變句子的意義』。這裡的”不改變句子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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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語法分析，大多未詳細考慮基式與變形之間的關係，而是將不同的結構

都描寫出來，不免龐雜而缺乏系統。相對地，形式句法學家所提出的變形理

論，就能運用經濟的方式將基式結構與變形結構有系統地整合起來。但要再

次強調的一點是，基式結構與變形結構的分析，都必須在功能次結構的分類

下進行，而非獨立於功能之外的。 

 

3.3.2.2變式結構變式結構變式結構變式結構（（（（derived structure）））） 

「變式結構」（derived structure）有別於「變形結構」（transformation），

指的是一個語法點的否定形式、疑問形式或強調形式是以什麼樣的形式呈

現。其著眼點是結合「人際功能」和「句法結構」兩方面的。 

語言的人際功能是講話者作為參與者的「意義潛勢」，是語言的參與功

能。通過這一功能，講話者使自己參與到某一情景語境中，來表達他的態度

和推斷，並試圖影響別人的態度和行為，而在交際過程中，講話者可以隨時

改變他的「言語角色」（speech role），如陳述自己的見解、提問、下命令、

作指令、表示懷疑…等（胡壯麟等，1989）。在 Halliday（1985）系統功能

語法「人際功能」之下的「語氣」、「情態」、「語調」三個子系統正擔負了這

樣的功能。Sinclair（1990）曾以教學語法的原則編寫了一部英語語法書，

在〈Varying the message〉的章節中他提到，句子除了利用「陳述」來表達

「提供訊息」的功能外，也會利用句子來「獲取訊息」、「表達意見」、「給予

指令」或「提出建議」。當我們說或寫一個句子時，必須指明我們要用這個

句子「做什麼」，是「陳述」還是「問問題」，這樣的表達方式才是清楚的40。 

                                                                                                                                              義應該理解為”不改變句子的命題意義”，因為實際上語法形式方面的任何變化都會引起語義內容不同性質和不同程度的變化，或者是語用方面的變化，或者是修辭方面的變化等等，僅僅是命題意義基本上沒有重大變化而已。」 

40
 Sinclair（1990）原文如下：「Sometimes you use a sentence to obtain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to give it. …At other times you want to express an opinion, give an order, make a suggestion, 

or make a promise. …When someone says or writes a sentence, they need to indicate what they 

are trying to do with it, so that it will be clear, for example, that they are asking a question and 

not making a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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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句法結構」的角度來看，上述的人際功能可透過改變句子成分的順

序或在句中添加其他的成分來表示。如陳述句「小王回來了！」其變式結構

可以有以下幾種： 

小王回來了！(陳述句) 

小王沒回來。(否定句) 

小王不回來。(否定句) 

小王回來了嗎？(疑問句) 

(小王)回來！(祈使句) 

小王回來啦！(感嘆句) 

漢語的肯定形式、否定形式、疑問形式、強調形式等變式可以在介紹否

定詞、疑問詞、強調句型（如焦點句）時著重其「人際功能」的概念，但不

同的語法點相應的否定詞、疑問詞、強調的方式及其在語法點中的位置各有

不同，因此需要個別說明。在過去的語法書和教材中，較少有系統地呈現一

個語法點的變式結構，但為了掌握一個語法點在「人際功能」上的全貌，語

法點變式結構的分析及統整是進行次結構分析時不可缺少的部分。 

 

3.3.3 次結構的呈現方式次結構的呈現方式次結構的呈現方式次結構的呈現方式 

Westney（1994：76）提出寫語言規則的兩個準則：一是精確（accurate），

二是使用易懂且適用於學習者的自然語言術語。鄧（2009）也曾說過「一個

好的術語本身就已經達到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教學效果」。此外如規則的正確

性（truth）  41也是很重要的一點，而這樣的內涵可以體現在「簡易性」

（simplicity）42這個教學語法最重要的原則之中。簡易性的準則不但能避免

理論語法解釋語法規則時的抽象性，也能避免過於繁雜的語法規則，整合亦

                                                 
41

 對教學來說，「truth」指每個語法點在每個學習階段的規則都必須是正確的。 

42
 其下又有四個準則： 一、準則一：術語越簡單越好（The simpler the terminology, the better） 二、準則二：規則越少越好（The fewer rules, the better） 三、準則三：越能整合越好（The more integrated, the better） 四、準則四：類別越少越好（The fewer categories, the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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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是有系統的，可從觀察語法點之間是否具互補關係作為整合的標準。 

此外，Swan（1987）提出規則在運用上應具有「語義的預測值」（predictive 

value）。「語義的預測值」指的是規則的結構或形式本身與語境中所要表達

的某一語義形成對應，也就是當想表達某一語義時，能快速正確地選用其對

應的結構。次結構分析以「功能」為優先，以「形式」為承載，因此是否具

「語義的預測值」將是呈現形式結構時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以下我們將在「簡易性」及具「語義的預測值」兩個原則下，提出次結

構規則編寫的建議。 

 

3.3.3.1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功能」包括了「句法功能」、「語義功能」及「交際功能」三方面，屬

於「高層次的規則」（high-level rules）43。鄧（2009）曾對高層次規則的訂

定提出如下的建議： 

如果我們能夠定出這個規則，把適用「X語法點」與不用的情況說明清 

楚，如「當我要強調什麼的時候就怎麼樣」、「當我要註明什麼的時候就 

怎麼樣」，這需要某種判斷。            （鄧 2009：46） 

 

我們從過去漢語語語法學家或語法等級大綱中對語法點語義功能的敘

述中可看出，大部分是就該語法點在句子中表達的意義來描述，並未能統一

成一個「語義功能」，從中也看不出使用的時機。若我們假設語言的「功能」

是具普遍性的，那麼在建立各個功能次結構時，就必須以觸發學習者已有的

認知經驗為首要考量。 

 

 

                                                 
43

 Westney（1994）提出語言規則有「低層次的規則」（low-level rules）及「高層次的規則」（high-level rules）兩種。語言中屬於結構性的東西，如音韻、構詞的曲折變化以及句子結構的基本原則等，是低層次的規則；而高層次的規則指的是更複雜的句法、語義內容，如何有意義的使用及更多意識上、認知上的學習。 



第三章 次結構分析架構的建立 

 

 67 

3.3.3.2形式結構形式結構形式結構形式結構：：：：混合式的架構混合式的架構混合式的架構混合式的架構 

形式語法學家運用「結構記述」（structure description）描述句子的形式

結構，利用不同詞類的不同前後次序關係，來表示不同的句法結構。如前所

述，這樣的規則呈現方式雖具簡約性，但卻無法兼顧句子的語義功能。Teng

（1990）提出當建構語法用語體系時，應該使用混合式的框架（mixed 

framework），即融合「語法框架」（specifically-syntactic）以及「語義框架」

（specifically-semantic framework）兩大系統，使得用語的語法功能得以與

其語義內涵相結合。在結合理論語法與華語教學的目標下，Teng（1990）、

張莉萍（2000）都針對語法用語各自提出了一套建議系統，這兩套系統的內

容可分略為以下三類： 

一、詞類：如，Adverb、Conjunction、Preposition。 

二、句法功能：如，Object、Subject。 

三、語義屬性：如，Place Word、Question Word、Time Word。 

理論語法的目標是簡約地呈現規則，教學語法及語法教學的目標是如何

讓學習者在實際運用中掌握規則，因此我們認為，形式結構的呈現方式應該

採用混合式的框架（mixed framework），針對語法點的類型及功能內涵選擇

最適合的規則用語。以「把字句」為例，其語義內涵可概括為「A 對 B 做

了什麼，使 B 受到影響或變化」，所要強調的部分是「主語的主動性」、「賓

語的被動性」、「動詞」及「影響或變化」，各句法成分的「句法功能」是最

重要的，因此把字句句式的基本成員是「主語」（S）、「賓語」（O）、「把」、

「動詞」（V）、「動後成分」。 

其他例子如「才」的其中一個義項【才1】的功能為「條件副詞」，表示

語句裡有某個時間、空間或條件組成的先決條件，說話人的意思是必須滿足

這個先決條件，才可以得到後面的結果（或結論）。因此其語義功能描述的

重點是「才」前方的「條件」類型，可能是時間、空間或較複雜的條件內涵，

因此將【才1】的句法次結構定為： 

1.時間短語+【才】+VP  

2.數量短語+【才】+VP 

3.條件子句+【才】+V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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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的兩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形式結構的呈現方式並非一成不變

的，而是必須選擇最貼近該語法點功能結構內涵的方式，並以能觸發學習者

的使用動機為首要考量。 

 

3.3.4 次結構的分析法次結構的分析法次結構的分析法次結構的分析法 

在界定了「次結構」的內涵及分析的範疇之後，我們在教學語法的原則

下提出一套次結構分析的方法與步驟。 

首先，我們必須建立「一個語法點就是一個語法結構」的觀念，才能將

所有的語法點放在同一層次看待，不會因為其為「詞彙」這樣表面上不具形

式結構的語法點，就忽略了次結構分析的必要性。有了這樣的認知後，第一

步必須了解該語法點的屬性為何，也就是隸屬於「結構」、「語義」、「話義」

三類之中的哪一類，不同類別的語法點有不一樣的結構內涵，可能是句法結

構、語義結構、信息結構等不同的層面。 

接著，我們在「功能優先」的原則下，優先建立語法點的「功能結構及

次結構」。「語義」及「話義」類的語法點，無庸置疑地先考量其「功能」，

但要特別留意的是，「結構」類的語法點亦要以此「結構」的「功能」為優

先。也就是說，無論哪一類的語法點，我們都必須優先考量其「功能結構」，

並仔細區分「句法功能」、「語義功能」及「交際功能」，接著再列出其下的

次結構。 

由於語法點的次結構必須涵蓋該語法點的所有用法，因此我們認為必須

透過實際的語料進行全面性的比對和歸納，利用語料的統計數據，找出各功

能次結構之間的層次關係。在確立了功能主結構及次結構後，再從語料中去

歸納各功能結構之下的「形式結構」，以確立基式結構為先，再找出相應的

變形結構及相關的變式結構。 

上述的分析都必須以理論語法的研究成果為基礎。我們不需重新替某個

語法點建立一套理論或規則，因為那是理論語法學界的工作，次結構分析是

為了教學語法「排序性」及「累進性」等目標而做的基礎工作，因此重新整

合各理論語法學家的分析並提出適合學習者的語法規則，才是次結構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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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而在建立了語法點的次結構體系後，就能依據教學語法的原則，進行

語法點的排序及學生語法規則的編寫。 

在下一章中，我們將利用上述的分析法，替現代漢語「是…的」句進行

次結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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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次結構分析句次結構分析句次結構分析句次結構分析 

本章在第三章次結構分析的架構及方法學下，替現代漢語「是……的」

句進行次結構分析。在第一節中，界定「是……的」句的語法點屬性並將其

定名為「焦點句」。第二節從語義的角度探討「是……的」句的類別，進而

在語義功能層次將「是……的」句分為「是…的」(一)及「是…的」(二)。

第三、第四節分別替兩類「是……的」句進行次結構的分析。最後並加以統

整，呈現「是……的」句次結構的整體樣貌。 

 

4.1「「「「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的語法點歸類及屬性句的語法點歸類及屬性句的語法點歸類及屬性句的語法點歸類及屬性 

4.1.1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的語法點歸類句的語法點歸類句的語法點歸類句的語法點歸類 

理論語法學家透過英語的分裂句（cleft sentence），找出漢語中具有相同

功能的表達方式「是……的」結構，並將其視為漢語中利用重音表達訊息焦

點之外的句法手段。但以「是」與「的」在句中連用來定義漢語的焦點結構，

學者們卻有不同的看法。如 Teng（1979）認為「是」是標示焦點的句法標

示，但句末「的」並非界定分裂句的要素之一；Cheng（1983）則認為「是」

與「的」各自擁有固定的語意，可以獨立出現。然而，雖然我們同意在漢語

分裂句中，「是」與「的」有其各自的功能，但兩者在語言使用上的大量共

現，卻讓我們不得不重視兩者之間互動關係。謝佳玲（1998）、方梅（1995）

分別舉例證明，缺少了「是」的分裂句，在句子的接受度上會有問題。如下

列例句所示： 

(1) a.張三是昨天買那本書的。 

b.張三′昨天買那本書的。 

c. ??張三昨天買那本書的。                     （謝佳玲，1998：97） 

(2) a.小王買的戒指。 

b.小王昨天買的戒指。 

c.小王昨天在鎮上買的戒指。 

d. ?小王昨天在鎮上用獎金買的戒指。          

e. ?小王昨天在鎮上用獎金給女朋友買的戒指。    （方梅，1995：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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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謝（1998）的例句中，句中至少要保留一個帶重讀音的成分，如(1)b

中的「昨天」，否則焦點的判定會有問題，如(1)c 所示；方（1995）的例句

則指出，當動詞前只有一個名詞項，強調的成分相對明確，如例(2)a，但隨

著動詞前成分的加長，強調的成分越來越模糊，其可接受性也越來越低，如

例(2)d、e 所示。 

在各教材及《語法等級大綱》中，一般將「是……的」視為一個定式，

教學時不個別闡述「是」與「的」在此定式中的功能，而是作為一個整體結

構看待。在鄧（2009）的語法點分類中，「是……的」在結構（structure class）

類語法點之下，又分屬兩個次類：「分裂句」屬於特定類（construction types），

而「強調形式」屬於句型類（sentence-structure types）。同屬於特定類的語

法點有「把」字句、「被」字句、「得」字補語、正反問句等漢語的特殊句式，

而句型類中則還有肯定、否定、疑問等形式。從這樣的歸類我們可以進一步

看出，「是……的」的兩個屬性，一個從表面結構去界定，而另一個則與其

功能有關。 

基於教學上的需求，我們視「是……的」為一個定式，將擔負相同功能

而省略了「是」或「的」其中之一的句子視為有相同深層句法結構的變形句。

但在進行次結構分析時，必須同時考量「是」與「的」兩者間的功能及互動。 

 

4.1.2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的術語定名句的術語定名句的術語定名句的術語定名 

有關語法點術語（terminology）的討論，鄧（2009）認為，應該在教學

語法「簡易性」（simplicity）的準則下進行，也就是「術語越簡單越好」（The 

simpler the terminology, the better.）。選用術語的條件，是非技術性

（non-technical）、易理解（access-easy）、接近經驗（close to experience）、

零學習（no learning）。也就是說，教學語法參考書和教科書應避免使用抽象、

艱澀、難於理解且容易誤導的術語，應盡量選用與一般經驗接近、毋需特意

學習、有助於充分理解語法規則的術語。 

在語法等級大綱、語法參考書和各教材中，同一個語法點常有不同的術

語 (terminology)。「是……的」分別有「Shi---de construction」、「Cleft 

construction」、「Focus construction」等名稱。「Shi---de construction」與「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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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句（Ba-construction）、「被」字句（Bei-construction）、「連」字句

（Lian-construction）都有類似的弱點。當學習者看到這個術語，只能推論

在這個句型裡，「是」與「的」要一起用，雖然其先前已學過「是」與「的」

的個別用法，但此語法點真正的功能並非將其個別用法加在一起這麼單純，

且「是」與「的」是否非得同時使用不可，也還是個值得討論的問題。至於

「Cleft construction」，對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來說，或許已有分裂句的概

念，但「Cleft」是純句法結構的定義，無法顯示句式的功能和語義。我們在

先前強調過，在教學語法的語法點描述原則下，功能放在首要地位，因此在

術語中能指出特定語義和功能是比較恰當的。因此，明確指出「是……的」

句焦點功能的「焦點句」（Focus construction）就比其它術語來得更適用，

當學習者第一次接觸這個語法點，就能從功能的層面去理解，而非僅僅是不

同字詞組合而成的句型。 

基於以上的考量，我們以漢語的「焦點句」（Focus construction）作為

「是……的」句的語法點術語定名。 

 

4.2「「「「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的句的句的句的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4.2.1 語法學界的分類語法學界的分類語法學界的分類語法學界的分類 

在文獻探討中，我們曾討論過各語法學家對「是……的」句的分類。在

此進一步將各家分類方式歸納為兩種，其一為使用功能上的分類如【表四-1】

所示： 

【表 四-1】「是……的」句「使用功能」的分類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提出者提出者提出者提出者 一、強調與動作有關的某一方面 

說明的重點是句子的時間、處所、方式、條件、目的、對象或施事者，也可以是動作本身。 

呂叔湘（1981）「是……的」(一)、(三) 劉月華等（1996）「是……的」(一) 語法等級大綱（1994）「是……的」(一)、
(三)、(四)、(五) 石毓智（2003）「是」作為焦點標記 二、強調說話者的看法、見解或態度等 

 

謂語表示表示對主語的描寫或說明，"是"和"的"在句子中起加強語氣的作用。 

呂叔湘（1981）「是……的」(二) 劉月華等（1996）「是……的」(二) 語法等級大綱（1994）「是……的」(二) 石毓智（2003）「是」作為強調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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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中，語法學家們從使用功能上的不同來替「是……的」句分

類。在第一類中，強調與動作有關的某一方面，包括句子的時間、處所、方

式、條件、目的、對象或施事者等，也可以是動作本身。這一類的「是……

的」句是語法學界中公認的漢語焦點句，其功能相當於英語的分裂句（cleft 

sentence）44。當說話者想要強調句中「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什麼緣

故、做什麼、做得怎麼樣」時，就用這樣的句型。也就是說，此類焦點句的

焦點是與句中動詞相關的細節，如時間、處所、方式、條件、目的、對象或

施事者等，如例(3)a~d，但卻不能是句中動詞的賓語，如例(3)e 所示： 

(3) a.他昨天在台北買了那本書。 

   b.是他昨天在台北買了那本書的。 

   c.他是昨天在台北買了那本書的。 

   d.他昨天是在台北買了那本書的。 

   e.*他昨天在台北買了是那本書的。 

 

動詞也可以成為這類焦點句的焦點，但情況一般是比較特殊的，大部分

是要表達對比焦點的情況、作為答句或上下文的語境較為充分時，如例

(4)(5)(6)所示： 

(4)他昨天在台北是買了那本書的。(不是別人送的) 

(5) A:票是什麼時候買的？ 

   B:票不是買的，是別人送的。 

(6) C:票是哪兒來的？ 

   D:是買的。 

 

第二類的「是……的」句，一般語法學家以「強調」的功能視之，加在

陳述句之上，有加強語氣的作用。這類「是……的」句，從結構方面來說，

並不能等同於英語的分裂句，因此對於此類「是……的」句在功能上的探討

                                                 
44

 雖然語法學家一致同意漢語的分裂句與英語的分裂句相當，但事實上在漢語的分裂句中，能充當焦點的句子成分範圍是較英語廣的，這點我們將在第五章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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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第一類來得多，有關插入「是……的」之間的句子成分，也多以形式結

構的角度切入，從中找不出與句子功能之間的聯繫。 

另外一個角度的分類如Wu（1998）、李訥（1998）從句中事件類型與焦

點成分的不同替「是……的」句分類，其關注的重點在於句子成分在語義層

次的互動，將「是……的」之間句子成分的語義內涵與整個句子的功能有效

地聯繫起來，並且關注到了事件類型與句子功能的關係45。 

 

4.2.2 本文的分類原則本文的分類原則本文的分類原則本文的分類原則 

首先，我們同意將漢語「是……的」句進行次分類。原因在於，我們檢

視了語料庫中「是」與「的」共現結構，在排除了「是」的等同、判斷用法

及「的」名詞性結構後，發現不同類型「是……的」句，均佔了相當的比例

46。 

其次，過去的漢語學界替「是……的」句分類時，未能將「功能」與「結

構」兩者做有效的整合。功能方面，各家的陳述方式有所不同，如「強調」、

「加強語氣」、「說明的重點」、「表示斷定和肯定」等。我們認為這些不同的

陳述方式是未明確區分「語義功能」和「語用功能」兩個層面所致，「聚焦」

或「強調」是語義功能，而「語氣」則是語用功能47，語義功能是不變的，

但語用功能會隨著語言環境的不同而改變。結構方面，僅描述性的列出線性

結構而未見其與功能層面的呼應，更無系統地呈現否定式、疑問式及變形句

                                                 
45

 這部分的詳細討論請參第二章第三節的內容。 

46
 邢紅兵、張旺熹（2005）〈現代漢語語法項目的標注及統計研究〉中，將「是……的」句區分為「是……的」(一)與「是……的」(二)，其中「是……的」(一)語料共有 90筆，佔百萬分之 866.22；「是……的」(二)語料共有 146筆，佔百萬分之 1405.21。由此可見，兩類「是……的」句都有一定的使用頻率，不能只將教學的重點放在等同於分裂句的「是……的」(一)上。 

47 語氣（mood）隸屬於 Halliday（1985）的三大純理功能中的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對應於語言學層面中的語用層面（pragmatics）。在英語中，語氣指動詞的不同形式，分別為陳述語氣（indicative mood）、祈使語氣（imperative mood）和虛擬語氣（subjunctive 

mood）表示說話者對自己所說或所寫內容的態度。漢語的句子除了有形式上的不同，其功能亦有不同，一般分為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感嘆句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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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等句法規則。 

在上一章中，我們訂出了一套次結構分析的方法學和步驟，必須以「功

能」次結構為優先，再找出其下的「句法」次結構。「是……的」句雖然歸

屬於結構類的語法點，但必須優先從功能的層面進行分類。在這樣的原則

下，我們將透過對「是……的」句語義功能的分析，釐清不同類「是……的」

句之間在語義功能層面的關係，再逐一進行其次結構的分析。 

 

4.2.3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次類劃分句次類劃分句次類劃分句次類劃分 

本小節中，我們將分別從「是」的功能、「的」的功能、「是」與「的」

之間的句子成分及句中的事件類型來討論「是……的」句的語義功能內涵。 

 

4.2.3.1「「「「是是是是」」」」的功能的功能的功能的功能 

漢語的動詞「是」傳達的意義比一般動詞虛，在語音上也常唸輕聲，其

基本用法，總結來說，在句法形式上，「是」連繫了兩個名詞性的成分，使

它們得以形成一個獨立的句子；而在語意內涵上，「是」可以表達等同、屬

類或存在的關係（謝佳玲，1998），如例(7)(8)(9)所示。 

(7)張三是李四的朋友。(等同) 

 (8)張三是一個學生。(屬類) 

 (9)圖書館對面是一個大禮堂。(存在)                (謝佳玲，1998：43-46) 

然而，在「是……的」句中的「是」，其功能卻與上述的三種基本語義

有所差異。 

Teng（1979）透過區別等同句與分裂句兩者中的「是」，而將非等同的

連繫動詞「是」視為標示焦點的句法標誌，並稱之為「焦點標記」（focus 

marker）。如例(10)，「是」之後的句子成分「去年」是句子的焦點： 

(10)他是去年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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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語法學家仍將「是……的」句中的「是」視為動詞，如湯（1981）

認為其是「表斷定或強調的判斷動詞」、Cheng（1983）以「是」述語化

（shi-predication）的結構來涵蓋漢語中各種「是」的用法，當中也包括了作

為聚焦機制的「是」。曹逢甫（1994）將其視為「認知情態助動詞」，其語意

不如一般動詞具體，而已虛化為一種表示說話者態度的情態詞，用來標示焦

點訊息。曹並提出兩點來證明焦點句中的「是」的動詞屬性：一為焦點句中

的「是」能出現在 A-not-A 的問句，此外也能用「不」來否定，如例(11)(12)

所示： 

(11) a.他是不是昨天從台北來的？ 

    b.*他是昨天從台北來不來的？ 

(12) a.他不是昨天從台北來的。 

        b.*他是昨天從台北不來的。 

 

針對語法學家們對焦點句中的「是」的功能之不同看法，徐杰、李英哲

（1993）認為，單純的焦點標記是不存在的，它必然屬於一定的詞類，因而

必然要表現該類詞的語法特點並遵循該類詞的語法規則。漢語的「是」不是

一個單純的焦點標記，跟把它看作一個以動詞身分充當焦點標記的觀點並不

矛盾。謝佳玲（1998）認為這兩種看法應該從「語用」和「句法」兩個不同

的層面解釋：從語用的角度看，「是」的確具有標示焦點的功能；從句法的

角度看，「是」則屬於動詞的語法範疇，因此具備了動詞的語法特徵。也就

是說，將「是」分析為焦點標誌，同時又是動詞，這兩個概念並不互相排斥。 

我們同意徐杰、李英哲（1993）及謝佳玲（1998）的看法，但精確地來

說，「是……的」句中的「是」應為「助動詞」。助動詞和動詞同樣具備形成

A-not-A問句及用副詞「不」來否定的特性，但只有助動詞能加在另一個動

詞之前，如此才能解釋如例(13)這樣「是」出現在動詞「買」之前的句子。 

(13)這本書是買的。(不是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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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是」視為焦點標誌的看法亦可透過一個詞彙「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48的過程加以說明。語法化是一個過程，在一定的語

言環境中，其詞彙與結構具有語法功能，而且一旦虛化後，持續發揮新的語

法功能。語法化是單向性的，從語義的弱化（semantic bleaching）把實詞的

語義弱化成功能詞，而使用頻率高的詞彙跟虛化的程度成正比。「是……的」

句中的「是」正符合了語法化的進程。從語義方面來看，「是」已失去了表

達等同、屬類或存在等關係的語義，已無動詞的實詞義，而成了帶有標記焦

點作用的功能詞，省略後亦不改變句子的合法性；但從句法功能的角度來

看，它依舊具備動詞的部分句法功能，如形成 A-not-A 的問句、透過否定詞

來否定等。 

方梅（1995）進一步提出確認標記詞的三個原則49，並據此提出只有不

重讀的「是」為焦點標記。因此，我們更可透過「是」在「是……的」句中

「不重讀」及「可省略」50這兩個語言事實，確認「是……的」句中的「是」

為「焦點標記」（focus marker）。 

                                                 
48

 “We defined grammaticalization as the process whereby lexical items and constructions 

come in certain linguistic contexts to serve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 once grammaticalized, 

continue to develop new grammatical functions.” （Hopper & Traugott，1993） 

49
 方梅（1995）說明標記詞的確認應遵循以下原則： 

(1)作為標記成分，它自身不負載實在的意義，因此，不可能帶對比重音。 

(2)標記詞的作用在於標示其後成分的焦點身份，所以焦點標記後的成分總是在語音上突顯的成分。 

(3)標記詞不是句子線性結構中的基本要素，因此它被省略掉以後句子依然可以成立。 
50

 有關「是」在句中省略的情況，謝佳玲（1998）曾說明，在「是」的等同、屬類及存在用法中，「是」均為必要成分，也就是說，不能將其中的「是」刪除，如以下幾個例句為例(7)(8)(9)刪略了「是」的句子，均為不合語法的句子： 

*張三李四的朋友。 

*張三一個學生。 

*圖書館對面大禮堂。 

  至於「是」的屬類用法中有一類表大小、年紀之類的敘述，如「他是十歲。」「我是五尺八。」兩句裡的「是」都可省略。趙元任（1968）說明這只是中文主謂語間關係鬆散的一種特別情形，因此我們認為這與作為標記詞「是」的省略情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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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語法學家們進行上述的討論時，多限於漢語的「分裂句」（cleft 

structure）而未觸及例(14)~(21)這類的「是……的」句51： 

(14)我是願意幫你忙的。 

(15)我是會唱英文歌的。 

(16)錢是有的。 

(17)他昨天是知道的。 

(18)這種事是不常發生的。 

(19)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20)問題是看得出來的。 

(21)威脅是嚇不倒我們的。 

 

各家對例(10)~(17)這類「是……的」中「是」功能的看法多有分歧，我

們將其統整如【表四-2】： 

【表 四-2】各語法學家對非分裂句之「是…的」句中「是」的說明 提出者提出者提出者提出者 對對對對「「「「是是是是」」」」功能的說明功能的說明功能的說明功能的說明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Li & Thompson（1981/2007） 繫詞 
我們(是)不會欺負你們的。 這個人很頑固，我們(是)說不服他的。 呂叔湘（1983）、劉月華等（1996）、語法等級大綱（1994） 

加強語氣 

他的手藝是很高明的。 我們面前的困難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 這個問題是可以克服的。 

Wu（1998） 肯定和斷定 這種事是不常發生的。 石定栩（2003） 表示強調 
經過幾年的修整，這些古建築的面貌是會有變化的。 石毓智（2005） 強調標記 
你的想法是好的。 社會是複雜的。 胡文澤（2010） 判斷動詞 
他這樣做是合情合理的。 他這樣做是非常傷我的心的。 

                                                 
51

 例(14)~(21)取自於湯（1981）、Wu（1998）、劉等（1996）、石（2005）、Li&Thompson（198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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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 Thompson（1981/2007）未將「是……的」區分為兩類，而將所有

「是……的」句視為名詞化結構的一個特殊句型。結構上它含有一個主詞、

繫詞「是」、再加上一個名詞化結構。也就是說，在例(22)和(23)(24)中的「是」，

均為繫詞，其並指出句中的「是」常可省略： 

(22)他們(是)八點鐘開門的。 

(23)我們(是)不會欺負你們的。 

(24)這個人很頑固，我們(是)說不服他的。 

 

Li & Thompson 並未證明「是……的」句中的「是」為何仍是「繫詞」，

亦未進一步說明，作為句中主要動詞的「是」又為何可省略。 

胡文澤（2010）的分析，我們認為也有相同的問題。他將這類「是……

的」句視為判斷句，如例(25)(26)中，a.是 b.的判斷句式，但卻忽略了並非所

有此類的「是……的」句均能轉化為判斷句的句式，如例(16)(17)(21)並不能

直接轉化成判斷句式(27)(28)(29)。 

(25) a.他這樣做是沒有好處的。 

b.他這樣做是沒有好處的行為。 

(26) a.他這樣做是有情可原的。 

b.他這樣做是情有可原的行為。 

(27) ?錢是有的(情況)。 

(28) ?他昨天是知道的(那個人)。 

(29) ?威脅是嚇不倒我們的(事情)。 

 

呂叔湘（1981）、語法等級大綱（1994）將此類「是」視為具有「加強」

功能的語氣詞，劉月華等（1996）則提出其在不同句子中表示的語氣也不同，

有時表強調、肯定或態度堅決，有時表口氣的緩和或委婉。我們認為這樣的

分析方式也是有問題的。首先，他們並未區分這類句子中「是」與「的」各

自擔負的功能，因此所謂的「語氣」是來自於「是」或「的」，還需要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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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釐清。其次，一個詞在不同的句子中，有時表「肯定」有時表「委婉」，「肯

定」和「委婉」是兩種相對的語用功能，為何同一個詞有如此大相逕庭的功

能？相較之下，Wu（1998）所言「肯定和斷定」（to assert and express certainty）

的功能是較為明確的，但「肯定和斷定」的對象範圍為何，必須進一步加以

界定。 

石定栩（2003）、石毓智（2005）則都將此類「是」視為強調功能。不

同的地方在於，石定栩（2003）在劉等（1996）的分類基礎下，認為兩類「是……

的」句中的「是」均表「強調」，兩者的區別在於不同的謂語類型；而石毓

智（2005）表強調功能的「是」僅限於例(14)~(21)這類的句子。 

綜合以上各家對此類「是」的看法，我們首先排除了其為「繫詞」及「判

斷動詞」的說法，理由在於並非所有「是……的」句均能透過「是」後成分

名詞化的方式形成判斷句。其次，有關「加強語氣」的說法，我們認為其並

非完全由「是」的功能而來，一部分來自於「的」的功能。且「語氣」屬於

「語用」層面的功能，是一個詞在不同語境中的表現，我們不該將「語用功

能」與「語義功能」混為一談。 

至於「斷定」、「強調」，表達的是一種主觀的態度，在說話者的心中必

定先行預設了一個立場，然後再加以「斷定」或「強調」。如胡文澤（2010）

所言，「強調」是相對「不強調」或「非強調」而言的，有強調形式，就應

該有其非強調形式。我們試著將例(14)~(21)還原為無「是…的」的句子，如

例(30)~(37)所示： 

(30)我願意幫你忙。 

(31)我會唱英文歌。 

(32)錢有。 

(33)他昨天知道。 

(34)這種事不常發生。 

(35)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可以看得出來。 

(36)問題看得出來。 

(37)威脅嚇不倒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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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例(30)~(37)後我們發現，這類句子的原型均為漢語的「主題─評論」

句式，就表達功能及信息結構來看，「主題」部分替句子設定了時空框架及

討論的對象，是舊信息；「評論」部分則是對「主題」的評述，是整個句子

的新信息所在。以下我們進一步透過其它的例句來討論「是」與這一類句子

的互動。 

例(39)是例(38)中「是……的」句省略了「是」的句子，而例(42)則是例

(38)省略了「是……的」的句子。我們發現例(38)這類「是……的」句無論

去掉了「是……的」或僅省略「是」，都不改其合法性。但若欲將「是」重

新放入句子中，其位置卻不如「分裂句」中的「是」那麼彈性52，甚至於可

以說，必須加在擔任「評論」的謂語成分之前，如例(43)(44)均為不合法或

有問題的句子。 

(38) a.氣功是可以科學解釋的。 

    b.笑是可以互相感染的。 

    c.年幼無知的我是不會懂得這些的。 

    d.民間菠菜燒豆腐的吃法是不科學的。 

    e.在我的國家，任何第一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f.除了月亮，其他衛星用肉眼是看不見的。 

 

(39) a.氣功(是)可以科學解釋的。 

    b.笑(是)可以互相感染的。 

    c.年幼無知的我(是)不會懂得這些的。 

    d.民間菠菜燒豆腐的吃法(是)不科學的。 

    e.在我的國家，任何第一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f.除了月亮，其他衛星用肉眼(是)看不見的。 

 

                                                 
52

 如缺少了「是」的分裂句「他昨天從台北來的。」若欲將「是」重新放入句中，「是」放在「他」、「昨天」、「從台北」三個句子成分之前，差別在於焦點成分的不同，但均為合語法的句子。 



第四章 「是……的」句次結構分析 

 

 83 

(40) a.氣功可以科學解釋的。 

    b.笑可以互相感染的。 

    c.年幼無知的我不會懂得這些的。 

    d.民間菠菜燒豆腐的吃法不科學的。 

    e.在我的國家，任何第一都非常有意義的。 

    f.除了月亮，其他衛星用肉眼看不見的。 

(41) a.氣功是可以科學解釋。 

    b.笑是可以互相感染。 

    c.年幼無知的我是不會懂得這些。 

    d.民間菠菜燒豆腐的吃法是不科學。 

    e.在我的國家，任何第一都是非常有意義。 

    f.除了月亮，其他衛星用肉眼是看不見。 

(42) a.氣功可以科學解釋。 

    b.笑可以互相感染。 

    c.年幼無知的我不會懂得這些。 

    d.民間菠菜燒豆腐的吃法不科學。 

    e.在我的國家，任何第一都非常有意義。 

    f.除了月亮，其他衛星用肉眼看不見。 

(43) a. *是氣功可以科學解釋的。 

    b. *是笑可以互相感染的。 

    c. *是年幼無知的我不會懂得這些的。 

    d. *是民間菠菜燒豆腐的吃法不科學的。 

    e. *在我的國家，是任何第一都非常有意義的。 

    f. *除了月亮，是其他衛星用肉眼看不見的。 

(44) a. *氣功可以是科學解釋的。 

    b. *笑可以是互相感染的。 

    c. *年幼無知的我不會是懂得這些的。 

    d. *民間菠菜燒豆腐的吃法不是科學的。 

    e. *在我的國家，任何第一都非常是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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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除了月亮，其他衛星是用肉眼看不見的53。 

例(41)中有「是」而沒有「的」的句子，根據呂叔湘（1981）的說法，

句中的「是」為重讀的副詞，加在動詞前表確認義。而例(40)僅有「的」的

句子與例(39)省略了「是」的句子，學者普遍同意兩者在語義層面上並無顯

著的差別。由此可見，句中表「強調」或「語氣」功能的成分，並非「是」

而是句末「的」。 

在分裂句中，必須依靠「是」來指明句中的焦點成分，以達到對比焦點

的功能；而在另一類「是……的」句中，若沒有「是」及重音，句中的焦點

將自然落在句末「的」前的句子成分上。也就是說，雖然在這類「是……的」

句中，省略了「是」之後在語義層面上並無明顯的差異，但在信息結構，即

篇章功能上卻有所不同。 

如例(45)b.及(46)b.的焦點落在句末名詞片語「英文歌」及「我們」上，

但(45)a.及(46)a.因為句中多了「是」，焦點已轉移到「會」及「嚇不倒」上，

句中要表達的重點並非句末的名詞片語，而是助動詞「會」相較於「不會」、

動補結構「嚇不倒」相較於「嚇得倒」的對比意義上。 

(45) a.我是會唱英文歌的。 

     b.我會唱英文歌的。 

 (46) a.威脅是嚇不倒我們的。 

     b.威脅嚇不倒我們。 

綜合上述的討論，這類「是……的」句中的「是」亦具有標示焦點的功

能，且不重讀、可省略，因此我們認為該「是」與「分裂句」中的「是」均

為「焦點標記」（focus marker）。 

 

4.2.3.2「「「「的的的的」」」」的功能的功能的功能的功能 

湯廷池（1981）曾對「的」的功能做了完整的介紹。簡言之，「的」在

漢語中的用法可歸納為修飾語標記（modification marker）與句末語氣助詞

                                                 
53

 此句為等同於漢語分裂句的句子，因此我們不列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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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final particale）兩種，如例(47)~(50)所示： 

(47)健康的人比有錢的人還要幸福。(修飾語標記) 

    (48)那一個來看你的朋友是做什麼的？(修飾語標記) 

    (49)你應該問問他的。(句尾語氣助詞) 

    (50)他不會來的。(句尾語氣助詞) 

有關「是……的」中「的」的功能，語法學家們一般視其為「句末語氣

助詞」，但其相關的內涵卻有所不同。Dragunov（1958）、Teng（1979）認為

分裂句中的「的」是「過去時制標記」（past-tense marker）。湯(1981)針對此

提出不同的看法，湯認為分裂句雖然多用來敘述過去的事實，但是動詞的時

制並不限於過去時間，因為敘述泛時（generic time）、現在或未來時間發生

的事實的分裂句還是可以通的54。 

屈承熹（1979,1999）透過「是……的」句的否定式及疑問式的討論，

提出緊接在「的」之前的詞或詞組所帶的信息是一個已知的「預設」

（presupposition）。如例(51)(52)所示： 

(51) a.我們是上禮拜去看電影的。 

     b.我們不是上禮拜去看電影的。 

 (52)他們是怎麼來的？                             (屈承熹，1999：112) 

在(51)b.中，「不是」所否定的只是時間詞，而非動詞或賓語，這是因為

「的」已經將其前的「看電影」標示為預設，也就是說「看電影」這件事在

說話者心目中已確實發生過。而在(52)這個問句中，發問者對「他們確實來

了」是知道的，他所存疑的僅是他們前來的方式。 

 

 

                                                 
54

 湯（1981）所舉的例句如下： 

a.太陽(一定)是從東邊出來的。 

b.我們(本來)是準備明年結婚的。 

c.我一直是住在舅舅家裡的。 

d.我們現在是大家住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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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的」的預設功能也可透過與「了」的對比得到證明： 

(53) a.他們(是)什麼時候來的？ 

     b.他們(?是)什麼時候來了？                      (屈承熹，1999：112) 

例(53)a.只問「什麼時候」，因為在發話者心中，「他們來」這件事是沒

有疑問的事實。而例(53)b.中，說話者對於「他們是否來了」這件事並沒有

預設，因此說話者不但對「他們來的時間」由疑問，也對「這件事是否發生」

存疑。 

曹逢甫（1994）進一步闡述了「的」的預設功能。曹認為「的」用來表

示說話者對句中所表示的命題的一種態度，預設某一事件，如所預期的，在

過去發生，慣常發生或將發生，也就是說話者的預設是：「事件的發生與預

期的相符」。曹亦區別了有或沒有「的」的句子的區別，如例(54)(55)： 

(54) a.他是每天去看電影的。 

     b.他是每天去看電影。 

 (55) a.他是明天去看電影的。 

     b.他是明天去看電影。 

從純語法的角度來看，句尾「的」在表示未來的情境，如(54)a.及(55)a.

中是可有可無的，因為沒有「的」的句子仍然合法；但就意義而言，(54)a.

只指出「他去看電影」這件事每天發生，(54)b.除了表達這個意思外，更告

訴我們「他每天去看電影」這件事與說話者的預期相符，例(55)亦然。此外

曹還指出例(55)傳達了另外一項訊息，也就是，從說話者的觀點來看，「他

明天去看電影」這件事是預先決定或事先安排好的，因為說話者對這件事的

發生多了這一層預設的關係，所以在用來指正別人的錯誤觀念時，用「的」

比不用「的」更合適。 

經過以上討論我們可發現，「是……的」句中「的」的功能並非只是標

記過去時制這麼單純，更重要的是其對句中成分的預設功能。也就是說，過

去、現在或未來的時間點不是最重要的，重點在於其陳述的是否為一個具體

而明確的事實，如此一來，說話者才足以對其訊息內容做判斷或提出疑問（湯

廷池，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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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語「分裂句」中，「的」的預設功能已得到證明，但在另一類「是…

的」句如例(14)~(21)中，對於「的」的功能卻有不一樣的看法。Li&Thompson

（1981/2007）、石定栩（2003）、胡文澤（2010）將此「的」視為名詞性結

構助詞，如同上述對「是」的分析，我們不同意將「的」視為名詞性結構助

詞的分析，如例(14)~(21)這類「是……的」句，並非都能在句尾「的」之後

加上一個名詞性成分，就算加上了，也與原意不同。劉月華等（1996）則認

為此類「是……的」句中，「是」和「的」都表示語氣，但如前所述，我們

將「是」視為焦點標記，並無表示「語氣」的功能，「語氣」的功能應該來

自於「的」。 

從例(30)~(37)及例(42)可看出，這類「是……的」句在省略了「是」及

「的」之後，在句子的命題意義上並無什麼改變，但在語氣上卻有所不同。

也就是說，漢語的句末助詞在一般的情況下是可有可無的成分，當說話者僅

要陳述一個命題，但不想表達對該命題的語氣時，句末助詞就可以省略。這

也是為什麼過去在討論此類「是……的」句時，總是以「肯定語氣」說明與

沒有「的」句子的差別。我們同意劉月華等（1996）所言「的」擔負著「語

氣」的功能，但卻不同意其同時具有「表堅決」及「表委婉」兩種功能。我

們認為，「堅決」或「委婉」來自於句中評論的部分，「的」僅是表達對該評

論的「強化」或「肯定」態度。例(56)a 和(57)a，都只是一個陳述句，單純

地陳述一件事實。但加了「的」以後，如例(56)b 和(57)b，因為「的」而讓

「會唱英文歌」、「態度非常誠懇」這兩個狀態的存在得到了強化及肯定，因

此我們認為此類「的」所代表的不同語氣可統整為「強化」的功能。 

(56) a.我會唱英文歌。 

        b.我會唱英文歌的。 

        c.我是會唱英文歌的。 

        e.英文歌我是會唱的。 

        f.唱英文歌我是會的。 

(57) a.他的態度非常誠懇。 

    b.他的態度非常誠懇的。 

    c.他的態度是非常誠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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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3焦點成分焦點成分焦點成分焦點成分與事件類型與事件類型與事件類型與事件類型 

過去討論到插入「是……的」之間的句子成分類型，大多從「句法結構」

的角度討論，得到的結果只是描述性的線性結構，如「主+是+動+的」這樣

的表述方式。從語義方面來討論「是……的」範距內句子成分的，有湯

（1981）、Wu（1998）、胡（2010）。如【表四-3】、【表四-4】、【表四-5】所

示： 

【表 四-3】湯廷池（1981）焦點範距中的句子成分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範距內範距內範距內範距內的謂語動詞類別的謂語動詞類別的謂語動詞類別的謂語動詞類別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一般動詞 

語意內容貧乏或籠統的動詞(如僅表趨向或不表具體動作的「來」與「去」等)，後面必須加上適當的補語使得語意內涵較為豐富明確。 

a. ?? 他是來的。 

b. ? 他是來過的。 

c.他是來過這個地方的。 

d.他是來過三次的。 

e.他是來過這個地方三次的。 

 表狀態的動詞 

如「在、有、佔有、擁有、具有、屬於」等。但是由於「的」字所蘊含的時制意義，常在「是」字前面加上表過去時間的副詞。 

a.(?)他是有一個漂亮的太太的。 

b. 他本來是有一個漂亮的太太的。 

 表感覺或知覺的動詞 

如「關心、同情、討厭、感激、了解、明白」等。這類動詞在語意功能上接近形容詞，因此常帶上程度副詞。 

a.我是同情你的。 

b.我是非常同情你的。 

 

a.我是了解你的處境的。 

b.我是很了解你的處境的。 

 情態助動詞修飾的動詞 

包括表能願的助動詞(如「能夠、願意、會、要、肯、敢」)與表推測的助動詞(如「可能、應該」等)。表能願的助動詞只能出現於「是」的後面修飾焦點動詞，而表推測的助動詞則還可以出現於「是」的前面修飾分裂動詞。 

a.我是願意幫你忙的。 

b.*我願意是幫你忙的。 

 

a.你是應該昨天報到的。 

b.你應該是昨天報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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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4】Wu（1998） 「是…的」範距內的動詞類別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範距內的動詞類別範距內的動詞類別範距內的動詞類別範距內的動詞類別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是…的(一) 

 

有情態助動詞的動詞組 

(Modal verb + VP) 

他是會來的。 他是不可能去的。 是…的(二) 

 

狀態或慣常性的動作 

(State/Habitual Action VP) 

錢是有的。 他昨天是知道的。 這種事是不常發生的。 是…的(三) 

 

動作或變化動詞 

(Action/Process VP) 

票是昨天李四買的。 

 

【表 四-5】胡(2010)對兩類「是…的」句「是」後成分說明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是…的(一) 

 
這類句子只能用於已然事件。 

你昨天(是)什麼時候來的？ 你昨天(是)從什麼地方到這兒的？ 你昨天(是)怎麼來的？ 

是…的(二) 

 

在這類句子中，是後的成分可為以下幾類： 

1.「能願動詞」。 

2.表「使動義」的結構，如：「令人難以置信」。 

3.「狀態動詞」，如「有」。 

4.以動賓結構表達的狀態，如「非常傷我的心」。 

他這樣做是不可想像的。 他這樣做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他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 他這樣做是非常傷我的心的。 

 

湯（1981）並未對漢語「是……的」句分類，只是歸納了焦點範圍中句

子成分的類型55，並提出使用上的限制。相較於其它語法學家大多只討論主

語及狀語部分，湯較完整地呈現了焦點範圍中句子成分類型的面貌。除此之

外，其針對謂語動詞部分做了較詳細的分類和說明，不僅區分了一般動詞與

狀態動詞，也同時討論到了情態助動詞。湯的分類給了我們「動詞類型」與

不同類別的「是……的」句之間有所關聯的發想。 

Wu（1998）的分類較湯（1981）更具整合性，在Wu的三個次類中，「是……

                                                 
55

 湯(1981)討論的句子成分有：主語、述語動詞、副詞與狀語、情態與趨向助動詞、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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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與「是……的」(二)焦點範圍中的動詞，都屬於動詞三分架構下的

「狀態動詞」。至於「是……的」(三)中的動詞類型，則多數為動作動詞或

變化動詞。胡（2010）對「是……的」(二)中「是」後成分的分析呼應了

Wu 的分類。 

Wu(1998)除了說明焦點範圍內的動詞類型外，並據此界定了句中的焦點

成分與事件類型，如【表四-6】所示： 

【表 四-6】Wu(1998)「是…的」句分類與其焦點成分、功能的說明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焦點焦點焦點焦點 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是……的(一) 

 

情態助動詞的肯定或否定 

(Modality: positive or 

negative modals) 

對一個潛在事件的情態表示斷定或肯定 

他是會來的。 他是不可能去的。 

是……的(二) 

 

動詞的肯定或否定態 

(Modality: the 

positiveness or 

negtiveness of V) 

對一個確切狀態的存在或不存在表示斷定或肯定 

錢是有的。 他昨天是知道的。 這種事是不常發生的。 是……的(三) 

 

作為狀語的NP或Adv 

(Adverbial) 

對一個已實現動作的相關細節表示斷定和肯定 

票是昨天李四買的。 

 

在「是……的」(一)(二)有狀態動詞的句子中，表達的是一種「狀態事

件」。從 Vendler（1967）的事件類型（situation types）來看，在狀態（states）

句中時間的起迄不是溝通的重點，因此在這兩類句式中，狀態的「類型」及

狀態的「存在與否」才是表達的重點，也就自然地成為句中焦點。至於「是……

的」(三)中的動詞類型，則多數為動作動詞或變化動詞，在有動作動詞或變

化動詞的句式中，由於「的」的預設功能，動作的實現是顯而易見的，因此

重點在於與該動作的相關細節，焦點落在句中的主語或狀語上。 

Wu（1998）的分類方式與李訥（1998）的分類相呼應，當句中的事件

是已然的「現實事件」，就利用「是……的」句來確認「責任者」、及與該事

件相關的「條件」；當該事件是「非現實事件」，表達的是說話人根據目前狀

態的假設或未來狀況做出肯定的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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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小結小結小結小結：：：：「「「「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的功能句的功能句的功能句的功能及及及及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當討論到漢語「分裂句」時，語法學家們普遍同意其功能為「標記出句

中的焦點」，謝（1998）進一步以「聚焦結構」說明之。然而，過去對於漢

語聚焦結構的認定，僅著眼於「分裂句」與「準分裂句」兩種句法結構，而

對於另一類非分裂句的「是……的」句，則以「強調」、「肯定」、「加強語氣」

等功能說明之。如前所述，我們認為「焦點」、「強調」、「肯定」、「加強語氣」

只是同一語義功能的不同延伸及陳述方式，因此應該在語義層次將「是……

的」結構的功能統整起來。 

在上一小節中，我們透過分析，證明了「是……的」結構中的「是」為

「焦點標記」，「的」則為「句末語氣助詞」，具有「預設」及「強化」的功

能。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將等同或不等同漢語分裂句的「是……的」結構

都納入漢語「焦點句」的範圍中，它們所擔負的都是「積極的聚焦功能」，

但因為焦點成分類型的不同，而造成表達重點的不同。因此，焦點成分及句

子事件的類型，就成了「是……的」語義功能次結構分類的重要依據。我們

將各家學者對「是……的」結構的分類及相關說明統整如【表四-7】： 

 

【表 四-7】「是……的」句分類及相關說明統整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事件類型事件類型事件類型事件類型    焦點成分的內涵焦點成分的內涵焦點成分的內涵焦點成分的內涵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是……的」(一)  已知的、確切的事件 與已實現動作相關的細節，如：責任者、方式、目的、原因、條件等 (1)是我叫住她問她一些情況的。 

(2)我是從農村來的。 
(3)票是昨天李四買的。 (二)-1 狀態事件，該狀態實現了與否並不重要 說話者的認知情態 (以情態助動詞表現) (1)他是會來幫助我們的。 
(2)你是應該昨天報到的。 
(3)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是……的」(二)  (二)-2 狀態事件，該狀態實現了與否並不重要 說話者對某事件的評述 (以動詞的肯定或否定式表現) (1)社會是複雜的。 
(2)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 
(3)他昨天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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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四-7】中，我們整合了語義功能、句中事件類型及焦點成分的內

涵，將「是……的」句分為兩大類共三小類。在「是……的」(一)中，由於

「的」的預設功能，不論實現的時間點在過去、現在或未來，句中的事件必

須是一個已知的、確定的現實事件。已知的、確定的現實事件是句中舊信息，

因此句中代表新信息的焦點成分，也就由動詞以外的成分如：名詞、狀語來

擔任。 

在「是……的」(二)中，表達的是說話者對某個事件的觀點或態度。若

按 Lyons（1977：452,787）對「情態」（modality）所提出的特徵為說話者「對

句子傳達的命題或命題描述的情況抱持的觀點或態度」56，並同時牽涉到可

能性（possibility）與必要性（necessity）的概念，「是……的」(二)所傳達的

已非客觀的命題，而是一種主觀的情態。從例(30)~(37)無「是……的」的句

子中我們看出，這類句子的原型為漢語的「主題─評論」句式，「主題」是

舊信息，句中的新信息落在「評論」部分，因此焦點成分也就落在這個範圍

中。我們又將「是……的」(二)之下分為兩小類，在(二)-1 中，焦點成分內

有「情態助動詞」，根據謝佳玲（2006a）對漢語情態詞的分類，這些傳統漢

語語法學視為「助動詞」，如「能」、「會」、「可以」等，屬於「認知情態」

的範疇。認知情態的使用表示說話者不確定命題勾勒的情境在現實世界是否

成立，所以針對命題的真值（true value）提出內在評估或外在證據。也因此，

具有認知情態詞的句子中，動作或狀態的實現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說話

者的「情態」，因此句中的焦點落在「是」之後的「情態助動詞」上。而(二)-2

中的狀態動詞本身就不一定具有「情態」的功能，句中的情態來自於句尾「的」

的作用。 

在替「是……的」句做了功能上的分類後，必須透過與實際語料的對照

與統計進一步支持這樣的功能次結構分類。我們分別從「中研院現代漢語平

衡語料庫」及「北京語言大學現代漢語口語語料庫」中，共選取了一千筆「是」

與「的」共現的句子57。在排除了「是」的判斷、等同功能與「的」作為結

                                                 
56 Lyons（1977）原文如下：opinion or attitude towards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sentence 

expresses o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proposition describes。本段譯文取自謝佳玲（2006b）。 

57
 其中「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選取了一百筆的語料，而「北京語言大學現代漢語口語語料庫」選取了九百筆的語料。其中省略「是」的「是……的」句不在我們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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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助詞的句子後，共得到 835筆「是……的」句。經過分析與歸納後，我們

得到【表四-8】的結果： 

【表 四-8】「是…的」句語義功能次結構使用頻率表 

 「是…的」句語義功能次結構使用頻率分布表 

 語義功能類型 焦點 筆數 頻率 例句 「是…的」(一) 

 強調、肯定、斷定與動作有關的某一方面。 

 

 

 

與已實現動作相關的細節。 

421 50.42% 

(1)這是中研院某一個研究所的研究員對外發表的。 

(2)博蘇姆推湖是人工開挖出來的。 

(3)月亮是靠反射太陽光而發亮的。 

(4)太陽系是從一團原始星雲中形成的。 

(5)我的跟上海體委的第一份合同是
1997年簽的。 

(二)-1 焦點是說話者的認知情態 

56 6.71% 

(1)她的有些建議是可以立即實行的。 

(2)我不得到答案是不會甘休的。 

(3)不同的電荷是會相互吸引的。 「是…的」(二) 強調、肯定、斷定說話者的看法、見解或態度等。 

(二)-2 焦點是說話者對某事件的評述 

358 42.87% 

(1)音樂人是孤獨的。 

(2)汽車模特的要求是比較高的。 

(3)除了月亮，其他衛星用肉眼是看不見的。 總數與總比率  835 100%  

 

                                                                                                                                              的範圍中，立基點在於，我們認為在書面語料中，缺少了「是」的「是……的」句，對於焦點的判定會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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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四-8】中我們可看出，「是……的」(一)和(二)兩類的語料總數很

接近，代表這兩類的句子都有一定的使用率，這樣的統計結果支持了我們從

語義功能替「是……的」句分類的原則。而「是……的」(二)的次結構中，

以「對某個事件的評述」為焦點成分的句子有 358筆，以「情態助動詞」為

焦點的句子有 56筆，這樣的結果也支持了我們的分類。 

 

4.3「「「「是是是是……………………的的的的」」」」(一一一一) 次結構分析次結構分析次結構分析次結構分析 

4.3.1 語義功能語義功能語義功能語義功能：：：：聚焦於聚焦於聚焦於聚焦於已知事件的相關細節已知事件的相關細節已知事件的相關細節已知事件的相關細節 

在「是……的」(一)中，焦點成分是「與已實現動作相關的細節」，且對

聽話者而言必為新信息，如：責任者、方式、目的、原因、條件等。語法學

家大都同意「是」字後面的部分全部為「是」的範距，但「焦點」則是在範

距中離「是」最近的句子成分（曹逢甫，1994）。以陳述句「他昨天在台北

買了那本書」為例，動詞前的名詞片語與介詞片語以及動詞片語本身都可以

是焦點成分，如例(58)a~d。但要留意的一點是，動詞後的賓語不能成為焦

點成分，如例(58)e： 

(58) a.是他昨天在台北買了那本書的。 

    b.他是昨天在台北買了那本書的。 

    c.他昨天是在台北買了那本書的。 

    d.他昨天在台北是買了那本書的。 

    e.*他昨天在台北買了是那本書的。              （曹，1994：95） 

謝（1998）也透過對比焦點的機制，論證了不能越過緊鄰「是」之後的

成分而以其它的句子成分為焦點，如例(59)所示： 

(59) a.*是張三昨天在書局買那本書的，不是前天。 

b.*是張三昨天在書局買那本書的，不是在舊書攤。   

（謝，1998：103） 

 

除了曹（1994）與謝（1998）的論證外，還能透過「非焦點名詞性成分

的前移」來證明「是」之後的第一個成分為「是……的」(一)積極聚焦的對

象。試看例(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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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a.那本書是他昨天在台北買了的。 

    b.那本書他是昨天在台北買了的。 

    c.那本書他昨天是在台北買了的。 

    d.那本書他昨天在台北是買了的。 

「焦點」是一個句子語義的重心所在，一般而言，說話者會認為「新信

息」才是有必要強調的焦點，因此「焦點」與「新信息」的概念有一定程度

上的重疊，至少就說話者而言，緊臨「是」之後的第一個句子成分為其所要

表達的「新信息」。在這樣的情況下，若「是」的範距裡有數個名詞性成分，

當中非焦點的名詞性成分，就經常前移至句首的位置成為主題，在「是」之

後只留下作為「焦點」的「新信息」，如此一來，「是」的聚焦功能更為突出，

句中的焦點成分也更為明確。 

在確立了「是……的」(一)的焦點成分後，我們知道了其「積極聚焦的

對象」，將「是…的」(一)的語義功能定為「聚焦於已知事件的相關細節」。

句法結構公式為「是+已知事件的相關細節+已知事件+的」。 

 

4.3.2 語用與交際功能語用與交際功能語用與交際功能語用與交際功能 

語法點的交際功能來自其語義功能和語境的結合。「是……的」(一)中的

事件類型是「已知的」、「確切的」，因此與該事件相關的未知細節就成了參

與者感興趣的部分。當參與者想獲取某方面的訊息，會使用「詢問」(inquiry)

的言語行為來達到目的，因此，當參與者「欲獲得已知事件的相關訊息」時，

可以透過「是……的」(一)的疑問形式達到交際的目的。如例(61)所示58： 

(61) 

 

(語境：A 知道 B是從國外來台灣的，詢問他一些相關的細節) 

 

A：你是什麼時候來台灣的？ 

B：我是去年九月來台灣的。 

                                                 
58

 該組例句改寫自《對外漢語教學初級階段教學大綱》102頁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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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你是從哪兒來的？ 

B：我是從日本來的。 

A：你是不是一個人來的？ 

B：不是，我不是一個人來的，是和朋友一起來的。 

在例(61)中，B「來台灣」是「已知的」、「確切的」事件，A 據此展開

一系列與「來台灣」相關細節的提問，如時間、地點、方式…等。而 A 的

每一個問句都是在「B 來台灣」的預設下提出的，為了達到有效的溝通，B

也就運用相同的句式，將回答的重點聚焦於「是……的」的焦點範距中。但

當回答者不同意提問者的預設時，就啟動了「是……的」句的對比焦點功能，

達到「糾正對方預設」的目的。如例(61)的最後一個話輪，以及例(62)的例

句： 

(62) A：她是從美國來的。 

     B：不，她是從日本來的。 

因此，我們將「欲獲得與某已知事件的相關訊息」與「糾正對方預設」

作為「是……的」(一)的語用交際功能。 

 

4.3.3 句法結構句法結構句法結構句法結構 

4.3.3.1 基式結構基式結構基式結構基式結構 

由於「是……的」(一)利用「是」標記出句中的焦點成分，因此我們將

其語義功能結構訂為：「是+已知事件的相關細節+已知事件+的」，其中「已

知事件的相關細節」就是句中的「焦點」。 

根據焦點成分的不同，而有以下的句法次結構59： 

                                                 
59

 句法次結構公式的符號說明如下： 

NP 名詞、前有定語的名詞短語、零代詞 

VP 動詞(非狀態)、前有狀語的動詞短語、含有動態助詞的動詞短語 

Modal verb 助動詞 

State verb  狀態動詞 

Adv 句中的狀語(如時間、地點、方式、條件、目的等) 

Compliment 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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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焦點為句中的狀語，一般表與句中動作或事件相關的時間、地點、方式、

條件、目的等。 

NP  是  Adv  VP 的 

1.焦點是與句中事件相關的時間 

(63)我是七九年的十二月六號走的。 

(64)那天我們是下午三點到達攝影棚的。 

(65)我也是清朝完了以後生的。 

2. 焦點是與句中事件相關的地點 

(66)埃及、希臘、羅馬的古代文明就是由此傳至世界各地的。 

(67)百慕大群島是從海底突然"冒"出來的。 

(68)我們吃進食物中的養料主要是在小腸內吸收的。 

3. 焦點是與句中事件相關的方式 

(69)群眾演員是按工作日拿薪水的。 

(70)我們是通過別人介紹認識的。 

(71)我們之間的交流幾乎是用手勢來完成的。 

4. 焦點是與句中事件相關的條件 

(72)這些草原地區特有的自然景色，是在特定氣候條件下形成的。 

(73)冰蝕湖是因冰川活動而形成的。 

5. 焦點是與句中事件相關的目的 

(74)軍隊之打仗是為人民而打的。 

(75)我就是衝著這才到畫家村的。 

 

二、焦點為句中動詞的施事者 

是  NP  (Adv)  VP  的 

(76)當時，人們認為萬物都是上帝創造的。 

(77)房子是小五幫我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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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有段順口溜，是畫家們自己編的。60
 

三、焦點為句中的動詞 

NP  (Adv)  是  VP  的 

(79)我小的時候是抱的。 

(80)他是來還那五塊錢的。 

(81)其實，這是騙管大爺的。 

 

4.3.3.2 變形結構變形結構變形結構變形結構 

一、省略變形：「是」的省略 

由於「是……的」句中，「是」與「的」各自具備不同的功能，且在口

語使用上，亦可透過標記重音的方式傳達句中的焦點，因此一般語法學家都

同意，在焦點句中，「是」可省略而不改變句子的合法度。如例(82)所示： 

(82) a.這個錶是五塊錢買的。 

     b.這個錶五塊錢買的。 

但在書面語中，若焦點範距內的句子成份過多，就很難判定何者為「焦

點」。因此，省略了「是」的「是……的」(一)句，無論在口語或書面語中，

焦點成分必須帶有重音標記，否則句中的焦點就會自然落在句尾的常規焦點

上，而失去了其「積極的聚焦功能」。 

二、移位變形： 

(一)「的」的移位 

「是……的」(一)句法結構，在北方話裡有一種體裁上的變形，趙元任

（1968）曾說過，這樣的變形體裁在北方話裡比分裂句的原形常用，湯（1981）

據此將其稱為「分裂變句」。劉月華等（1996）提到，如果「是……的」中

間的動詞帶賓語，這個賓語可以緊跟動詞，放在「的」前，也可以放在「的」

後，而在口語中以放在「的」後更為常見。簡言之，在這一種分裂變句裡，

「的」字不出現於句尾，而出現於動詞與賓語名詞之間。關於「是……的」

                                                 
60

 例句(76)(77)(78)是該句主題化變式還原後的基式，此點在變形結構的部分會加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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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的」字前移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很好的解釋，但已有學者提出相關

的考察和說明。 

牛秀蘭（1991）提出，在此類「是……的」句結構中，賓語的位置受到

多種因素的影響，賓語的位置並不是任意的，是有一定的規律可循的。首先，

在不帶任何補充成分的單音節動詞中，其所帶的賓語無論是單音節詞、雙音

節詞，或者是名詞短語，一般都放在「的」的後面。如例(83)(84)所示： 

(83)我是在外語學院學的外語。 

(84)你什麼時候學的這套本領？ 

此外，當動賓式離合詞出現在「是…的」結構中時，「的」放在離合詞

中間，即賓語也放在「的」之後，尤其是在口語中： 

(85)你是怎麼發的財？ 

(86)我是 1998年結的婚。 

 

   當動詞帶趨向補語時，賓語一般都放在「的」後面： 

(87)阿里是昨天打來的電話。 

(88)他昨天從城裡買來的錄音機。 

究其原因，第一，是為了避免岐義，第二，表示強調的語法手段第三，

是漢語節律特徵的要求。 

李訥等（1998）也透過實際語料的蒐集，觀察到了在當代北京口語作品

中，不僅「的」字後面的成分已可接受較為複雜的成分，而且使用頻率上也

已不弱於「的」字居尾的用法。而在部分北京人的語感裡，例(89)中各句的

說法似乎比(90)中的更自然： 

(89) a.誰出的主意？ 

     b.誰給付的帳？ 

     c.你找誰幫的忙？ 

     d.你回來就去的麻紡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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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a.?誰出主意的？ 

     b.?誰給付帳的？ 

     c.?你找誰幫忙的？ 

     d.?你回來就去麻紡廠的？ 

Teng（1997）除了提出漢語分裂句有如上的變式外，更說明了當賓語為

代詞時，「的」就不能置於賓語之前，如例(91)所示： 

(91) a.你是在哪個大學念俄語的？ 

     b.你是在哪個大學念的俄語？ 

     c.*你是在哪個大學識的他？                       （Teng 1997：32） 

 

透過以上的例句和學者們的觀察可以發現，「的」後賓語提前在北方口

語裡是一種趨勢，而在由中國大陸出版的教材中也都提到了這點，因此我們

認為，在呈現句法次結構時，不能忽略了這個部分。 

(二)非焦點的名詞性成分主題化 

前面我們提過，為了更加突顯句中「是」的聚焦成分，經常將屬於舊信

息的名詞性成分前移至句首，成為主題的一部分。從語言類型來看，漢語是

主題突顯的語言，經過主題化的句式也比基式的使用頻率來得更高；而從「積

極聚焦」功能的角度來看，在「是」之後只留下作為「焦點」的「新信息」，

「是」的聚焦功能更為突出，句中的焦點成分也更為明確。試看例(92)： 

(92) a.小五上個月幫我租房子。 

     b.是小五上個月幫我租房子的。 

     c.上個月是小五幫我租房子的。 

     d.房子上個月是小五幫我租的。 

(92)b.的聚焦對象落在施事者，而在「是……的」範距中還有其它四個

非焦點的語言成分。為了突出「是」之後的焦點，在這類的句子中，往往會

將非焦點成分的時間詞、賓語等前移至句首，形成如(92)c.d.的句子。而觀

察語料後我們發現，這類的句子傾向以主題化變式的結構，而非以基式結構

呈現。如例句(76)(77)(78)原來的句式其實是例(93)(94)(9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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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當時，人們認為萬物都是上帝創造的。 

(94)房子是小五幫我租的。 

(95)有段順口溜，是畫家們自己編的。 

這樣的變式與實際教學相關的問題如：「主題句」的語法點排序必須在

「是……的」句之前；而當句中有兩個以上非焦點的名詞性成分時，前移至

句首名詞性成分的語序，也要依主題句的規則排列。因此我們認為，在呈現

句法結構時，基式與主題化變形兩者之間的關係是需要說明清楚的。以下是

以「是……的」(一)的三個句法次結構基式，經主題變形而成的變形結構： 

1.(NP2)  NP1  是  Adv  VP  的 

(96)房子小五是昨天幫我租的。 

 

2.(NP2)  是  NP1  (Adv)  VP  的 

(97)房子是小五昨天幫我租的。 

 

3. (NP2)  NP1  (Adv) 是  VP  的 

(98)房子小五昨天是幫我租的。(不是幫我買的) 

 

4.3.3.3 變式結構變式結構變式結構變式結構 

一、否定式 

徐杰、李英哲（1993）提到，否定作為一種句法範疇僅僅是對肯定的改

變，而並沒有改變原句的焦點。若比較否定句和相應的肯定句，它們的焦點

應該是對等的。「是」是漢語的焦點標記，當否定詞否定一個帶「是」的句

子時，不管這個否定詞放在哪裡，它的否定中心一定落在由「是」指明的焦

點成分上。如「是老王沒來」、「老王是昨天晚上沒吃飯」這兩句中，否定詞

「沒」雖然位於動詞前面，但該句的否定中心並不是這個動詞，而是「是」

表明的焦點。 

因此「是……的」(一)的否定式中，否定的是「焦點」，但不否定焦點以

外的信息。在「是」的前方加上否定副詞「不」，如例(99)~(10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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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這套房子不是我買的。 

(100)蛀牙並不是蟲咬的。 

(101)我並不是從小開著車長大的。 

(102)有些沙漠並不是天然形成的。 

(103)在我成長的時候，有許多時間不是在父母身邊度過的。 

 

(104) A:這個消息是你告訴他的？ 

     B:不是我告訴他的，是別人。 

 

二、疑問式： 

Cheng（1983）列出了七種漢語的焦點表示法61，並提出「統一焦點化

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unified focalization），即當一個句子中同時包括了不

同的焦點表示法時，這些機制所強調的焦點必須疊合。徐杰、李英哲（1993）

在此原則下，說明了在疑問句中疑問中心和焦點必須統一。在特指問句中，

句子的焦點就是疑問代詞，在這樣的疑問式中，疑問中心和焦點的重合表現

得最為明顯。除此之外，前文曾討論過，作為「焦點標記」的「是」，其語

義雖已虛化，但仍具備動詞的句法功能，因此能透過正反問句的形式形成疑

問式。 

因此，「是…的」(一)的疑問式一共有三種： 

1.正反疑問形式：是不是…的？ 

(105)她是不是昨天來的？ 

(106)是不是你鎖的門？ 

                                                 61 鄭(1983)提出，漢語有關語意重點的表示法包括： 

1.以省略全部或部分的非焦點成分來簡縮句。 

2.把全部或部分的非焦點成分主題化。 

3.重複非焦點成分。 

4.使用平行結構。 

5.以「是」(是謂語化)標示焦點。 

6.以助動詞或副詞來標示焦點。 

7.疑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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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上句末疑問詞「嗎」：是…的嗎？ 

(107)她是昨天來的嗎？ 

(108)是你鎖的門嗎？ 

3.將焦點成分替換成相應的特指疑問詞「誰、什麼、哪裡、怎麼」 

(109)他是什麼時候起床的？ 

(110)她是怎麼樣成功的？ 

(111)是誰打破的玻璃杯呢？ 

 

4.4「「「「是是是是……………………的的的的」」」」(二二二二)次結構分析次結構分析次結構分析次結構分析 

4.4.1語義功能語義功能語義功能語義功能：：：：聚焦於說話者聚焦於說話者聚焦於說話者聚焦於說話者的主觀評論的主觀評論的主觀評論的主觀評論 

由於語法學家過去總將「加強語氣」、「強調」等視為「是……的」(二)

的功能，前面我們已討論過，這些其實都來自於「的」在情態方面的功能，

表示說話者對句中命題的一種態度。在一般的「主題─評論」句式中，已表

現了說話者對某件已知事物的評論，加上了「是……的」後，其命題意義並

無改變，但卻加強了情態層面的意義。也因此，「是」的聚焦功能並不如

「是……的」(一)中如此明確。 

Wu(1998)是少數將此類「是……的」句放在「焦點」層次下討論的學者，

並說明其表達的重點在於句中情態(modality)部分。可能是對事件發生可能

性的推測，或是對該已知狀態「存在」或「不存在」的肯定。我們同意 Wu

的觀點，而將「是……的」(二)的語義功能定為「聚焦於說話者的主觀評論」。

其句法結構公式為「主題+是+說話者的主觀評論+的」。 

 

4.4.2語用與交際功能語用與交際功能語用與交際功能語用與交際功能 

前面我們提到，「是……的」(二)中「是」作為焦點標記的語義功能不如

「是……的」(一)來得彰顯，反倒是「加強語氣」的功能較為明顯。「語氣」

會隨著不同的語境而改變，但其語用層面的「強化」功能卻不會改變。當句

中說話者的主觀評論是積極肯定的，此「強化」的功能會增加其肯定程度；

若為否定或委婉的，則增加其否定的程度。如例(112)~(1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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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我們面前的困難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 

 (113)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 

 (114)走路的人口渴了，摘一個瓜吃，我們這裡是不算偷的。 

 (115)他們的後代是絕對不會忘記過去的。 

此外，根據 Li & Thompson（1981/2007）的說明，若在具有充分語境的

情況中，有「是……的」與沒有「是……的」的句子，不僅僅是「語氣強弱」

之別，而是「以肯定或否定某種前設而刻劃或解釋某一個情況」，也就是「糾

正預設」的功能。如例(116)中，假設說話者說了一句開玩笑的話，而聽話

者不知那是玩笑而生氣，於是問那句話是否當真，說話者就說此句話以否定

那句話是當真的。 

(116)我是跟你開玩笑的。 

因此我們認為，「是……的」(二)的語用功能，可以從小句及有上下文的

篇章兩方面來看。當在小句中，表達的是「強化」的語用功能，強化的內容

是說話者的主觀態度；而在篇章中，則是「糾正對方預設」，具有一種解釋

的功能。 

 

4.4.3句法結構句法結構句法結構句法結構 

4.4.3.1 基式結構基式結構基式結構基式結構 

「是……的」(二)句中的焦點成分，在結構上沒有太大的限制，但在語

義上卻必須是「狀態」事件。根據焦點成分結構的不同，我們列出了四個

「是……的」(二)的句法基式次結構： 

一、焦點範距中有情態助動詞 

NP 是  Modal verb  VP  的 

(117)氣功是可以科學解釋的。 

(118)太陽最終是會熄滅的。 

(119)愛情是要講究緣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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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及物狀態動詞：可以是單獨的狀態動詞、前有副詞修飾的狀態動詞，

以及由熟語擔任的狀態動詞。 

NP  是  State verb   的 

(一) 單獨的狀態動詞 

(120)音樂人是孤獨的。 

(121)這次離開的代價是慘重的。 

(122)導演們對群眾演員的要求其實是非常苛刻的。 

(二) 前有副詞修飾的狀態動詞 

(123)研究工作是非常艱苦而寂寞的。 

(124)如果地球氣候變暖的趨勢繼續下去,後果將是十分嚴重的。 

(125)企鵝對愛情生活是循規蹈矩的。 

(三) 由熟語擔任的狀態動詞 

(126)舞美藝術在其中的重要性，都是不容忽視的。 

(127)高爾頓的優生學不可能十全十美，而且漏洞很多，這本來是無可非議的。 

 

三、及物狀態動詞 

NP1  是  State verb  NP2  的 

(128)任何第一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129)當時提出這樣的目標是很有遠見的。 

(130)這口號周恩來起初也是贊成的。 

 

四、動補結構 

NP  是  VP +得+Complement  的 

(131)看來，所有的誓言都是靠不住的。 

(132)很可能必須創造新的方法，以往的路都是走不通的。 

(133)冰層覆蓋下的地形肉眼是看不見的。 



現代漢語「是……的」句次結構分析與教學語法 

 

 106 

4.4.3.2 變形結構變形結構變形結構變形結構 

由於「是……的」(二)的基式結構，是由「主題─評論」句式加上「是……

的」而來的，因此就沒有像「是……的」(一)基式與變式之間的轉換問題。

除此之外，亦沒有「的」移位變形的結構。 

 

4.4.3.3 變式結構變式結構變式結構變式結構 

一、否定式 

1.否定詞「不」常出現在「是」之後，它否定的是整個命題。也就是說，此

時「是」聚焦的部分是一個否定命題。如例(134)(135)所示： 

(134)我是不會嫁給你的。 

(135)我是會嫁給你的。 

2. 否定詞「不」也可出現在「是」之前，它否定「是」所斷定的命題，同

時肯定與之相反的命題。如例(136)a.的口氣比(136)c.更強，帶有申辯意味。 

(136) a.手藝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學好的。 

      b.手藝是一天半天就能學好的。 

      c.手藝是一天半天學不好的。 

 

二、疑問式：這類的句子不用疑問式，我們認為與句子的表達功能有關。

「是……的」(二)聚焦的部分是一種主觀肯定的態度，因此不以疑問形式呈

現。 

 

4.5「「「「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句句句次結構總表次結構總表次結構總表次結構總表 

在替「是……的」句做了功能次結構和句法次結構的分析後，我們得到

了「是……的」句的兩個語義功能次結構，並在語義功能次結構的基礎下分

析了其句法功能基式、變式及變形結構。我們將結果統整並列於表【表四-9】

【表四-1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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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9】「是…的」(一)次結構總表 語法點語法點語法點語法點 結構層面結構層面結構層面結構層面 次結構次結構次結構次結構 一、語義功能 聚焦於已知事件的相關細節 功能結構 二、語用與交際功能 

1.欲獲得與某已知事件的相關訊息 

2.糾正對方預設 一、基式結構  

1. NP 是 Adv  VP 的 

(1)那天我們是下午三點到達攝影棚的。 

(2)百慕大群島是從海底突然"冒"出來的。 

(3)我們是通過別人介紹認識的。 

2.是 NP  (Adv)  VP 的 

(1)是小五幫我租房子的。 

3. NP  (Adv) 是  VP 的 

(1)我小的時候是抱的。 二、變形結構 

1.「是」的省略，但句中的焦點成分必須帶重音。 

2.「的」的移位 

(1)我是在外語學院學的外語。 

(2)我是 1998 年結的婚。 

3.非焦點的名詞性成分主題化 

(1)人們認為萬物都是上帝創造的。 

(2)房子是小五幫我租的。 

是…的 

(一) 句法結構 

 三、變式結構 

1.否定式：在「是」之前加「不」 

(1)這套房子不是我買的。 

(2)蛀牙並不是蟲咬的。 

(3)我並不是從小開著車長大的。 

2.疑問式 

(1)正反疑問形式：是不是…的？ eg.她是不是昨天來的？ 

(2)加上句末疑問詞「嗎」：是…的嗎？eg.她是昨天來的嗎？ 

(3)將焦點成分替換成相應的特指疑問詞「誰、什麼、哪裡、怎麼」等 

(1)他是什麼時候起床的？ (2)她是怎麼樣成功的？ 

(3)是誰打破的玻璃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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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0】「是…的」(二)次結構總表 語法點語法點語法點語法點 結構層面結構層面結構層面結構層面 次結構次結構次結構次結構 一、語義功能 聚焦於說話者的主觀評論 功能結構 二、語用與交際功能 

1.強化功能 

2.糾正預設 一、基式結構 

1. NP  是  Modal verb  VP  的 

(1)氣功是可以科學解釋的。 

(2)太陽最終是會熄滅的。 

2. NP  是  State verb   的 

(1)音樂人是孤獨的。 

(2)研究工作是非常艱苦而寂寞的。 

(3)舞美藝術在其中的重要性，都是不容忽視的。 

3. NP1  是  State verb  NP2  的 

(1)任何第一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4. NP  是  VP +得+Complement  的 

(1)冰層覆蓋下的地形肉眼是看不見的。 

是…的 

(二) 句法結構 二、變式結構 否定式 

1.焦點成分是一個否定命題 

(1)我是不會嫁給你的。 

2.否定詞「不」也可出現在「是」之前，它否定「是」所斷定的命題，同時肯定與之相反的命題。 

(1)手藝不是一天半天就能學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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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教學語法句教學語法句教學語法句教學語法 

本章在「是……的」句次結構分析結果的基礎上，建立「是……的」句

的教學語法內容。在第一節中，檢視過去研究中對「是……的」句的偏誤分

類，並提出應從功能及句法偏誤分類的看法，進一步將漢語學習者的偏誤語

料分類。第二節透過困難度評定的準則替「是……的」句七項基式次結構進

行排序。第三節檢視「是……的」句在各教材中的排序及語法點描述方法。

最後，在第四節中，根據前三節的內容，提出「是……的」句的語法規則及

教學建議。 

 

5.1 偏誤分析偏誤分析偏誤分析偏誤分析 

5.1.1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偏誤分類句偏誤分類句偏誤分類句偏誤分類 

過往對「是……的」句偏誤的研究並不多，近年來有研究者透過較大規

模的語料對「是……的」句偏誤進行分析和統計，如謝福（2010）對外籍學

生四百萬字的中介語料進行檢索，分析歸納出初、中、高三個等級的外籍學

生七種「是……的」句62的偏誤類型及成因。其指出，初級階段母語規則遷

移是一個顯著特徵，此外，學生還會經常使用一些套語和簡單的句式；中級

階段的偏誤主要來自於對目標語規則的泛化，出現了過度類推的情形，所以

常將「是……的」(一)與「了」字句相互混淆；高級階段的偏誤主要在於對

各句式的語用義仍把握不準。 

                                                 
62

 謝福（2010）將「是……的」句分成以下八種句式： 

F1 主語+是+狀語+動詞+賓語+的。如：我是坐飛機來北京的。 

F2 主語+是+主謂結構+的。如：這主意是誰出的？ 

F3 是+主語+動詞+的+賓語。如：是誰出的主意？ 

F4 主語+是+動詞+(賓語+重複動詞)+的。如：他臉紅是吹海風吹的。 

F5 主語+是+動詞短語+的。如：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 

F6 主語+是+(能願動詞)+動詞+的。如：這裡園林的面貌是會有變化的。 

F7 主語+是+動詞+可能補語+的。如：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F8 主語+是+形容詞短語+的。如：猴子是很聰明的。 其中 F1~F4是「是…的」(一)，F5~F8是「是…的」(二)。但在考察的過程中，沒有 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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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針對特定國籍學生使用「是……的」句的情況加

以探討，如狄昌運（1993）指出日籍學生學習「是……的」句時，主要的偏

誤類型為錯序、遺漏、誤加及誤代。張井榮（2009）將「是……的」句式分

為三大類十四小類，針對中高級印尼學習者進行偏誤調查，其發現表強調的

「是……的」(一)使用頻率最高，因此偏誤率也最高，而在所有偏誤小類中，

「的」的遺漏偏誤率最高。江敏（2009）探討俄語母語學習者學習是字句及

「是……的」句的偏誤，指出遺漏和迴避現象是最常出現的。 

我們依陳俊光（2007：24-28）整理 James（1998）的偏誤分類系統63，

並配合鄧守信（2009）提出的偏誤類型術語64，整合以上這些相關討論，統

整出目前漢語教學界對「是……的」句偏誤所做的分類： 

一、缺省 

1.缺少「是」 

(1)*那裡展覽的東西很好，都我很感興趣的。 

(2)*因為中國對我們小國家的人來說，又大又神秘的。 

(3)*我父親跟他在小的時候認識的。 

(4)*大部分的公司要求全天的。 

(5)*因為工作我很少來學習。但是我覺得，我的教師明白我的。 

(6)*我有很多朋友但是有一個我忘不了的。 

 

 

                                                                                                                                              的語料，因此考察的內容一共只有七個句式。 

63
 陳俊光（2007）統整 James（1998）的分類系統如下： 

  甲、省略偏誤／遺漏（omission）  乙、添加偏誤／誤加（addition）  丙、選擇偏誤／取代（mis-selection）  丁、順序偏誤／錯序（misordering）  戊、混和偏誤（blends） 

64 鄧(2009)常用的偏誤類型術語如下：  A.缺省 B.誤加 C.取代 D.搭配 E.錯序 F.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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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少「的」 

(7)*弟弟是當兵。 

(8)*當然想去外國，可是去外國是很不容易。 

(9)*我和我的哥哥是同時到北京來。 

(10)*他看起來是很累。 

(11)*我在珠江過的日子是忘不了。 

(12)*廣州的生活是很方便。買東西的地方很多，東西比較便宜。 

(13)*一般的人都坐公共汽車，因為可以說是最便宜。 

3.缺少「是」與「的」 

(14)*我有一個新朋友，他叫振文。一個月以前我認識振文。 

(15)*我認識她從我的朋友那裡。 

(16)*他的太太和孩子在農村，他的收入不高，但是在他的農村可以算高。 

 

二、誤加：多加「是……的」 

(17)*(在售票廳)其中一人接近我問我的火車是什麼時候出發的。 

(18)*我本來很認真地聽課，可是我越來越不認真了。我覺得是蚊子咬我的，

而且越來越多。 

(19)*九點我們看書，十點我是自己做的。十一點洗澡，十一點半睡覺。 

(20)*只有一件奇怪的事，是那天我們遇到很多同學的。 

(21)*所以現在她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什麼時候結婚生孩子的。 

 

三、取代：以「是……了」取代「是……的」 

(22)*你是什麼時候來了中國？ 

(23)*我和美羅的第一次見面是在八年前這時候發生了。 

(24)*可是這樣的想法是錯了。 

 

 



現代漢語「是……的」句次結構分析與教學語法 

 

 112 

四、搭配 

1.「是……的」中間成分錯誤 

(25)*在那個學院很多朋友們是我國來留學的，我很少跟中國人說話。 

(26)*不能想自己要離婚就能離婚。我們相信，離婚是被上帝做的。 

(27)*老師留給我們作業是我們需要查資料的。 

2.否定式的誤用 

(28)*我的在台灣的收尾，在中國的開頭的心目中不是愉快的。 

(29)*雖然我們的是足球隊不太強大的，然而這個比賽我們勝利。 

 

五、錯序 

1.「是」、「的」位置不對 

(30)*荀子的教導也是在現代社會很有用的。 

(31)*我記住那一個星期是對我來說最幸福的。 

(32)*誰是把窗戶打開的？ 

(33)*在中國，我跟一個英國留學生是在認識的。 

(34)*在印尼是學習很累的。 

2.副詞的位置不對 

(35)*這件事是一定他做的。 

(36)*老劉剛才那段話，就是好像對我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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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混淆 

1.「是……的」與「了」字句混用 

(37) 

A：你結婚了嗎？ 

B：結了。 

A：*什麼時候結了婚？ 

B：*前年結了，都有小孩了。 

A：*什麼時候生了小孩？ 

B：*去年生了小孩。 

2.「是……的」與「被」字句混用 

(38)*我們花的錢被媽媽努力工作掙了。 

(39)*畫被他畫了。 

 

在統整了各家對「是……的」句偏誤的分析後，我們發現了幾個問題。

首先，是對「是……的」句分類的不統一，這樣的問題會造成對偏誤原因的

判斷錯誤。其次，許多研究仍從「句法結構」角度著手，將形式結構的偏誤

做描述性的說明，如缺省類就列出缺少的句法成分，而未將現象與原因做有

效的聯繫。但已有學者注意到「語用」方面的偏誤應另立一類，如石慧敏、

謝福（2008）將「語用偏誤」立為一類，其下再分為「該用而沒有用」、「不

該用而用了」兩小類。 

在下兩小節中，我們將透過檢視 HSK 動態作文語料庫中學習者的病

句，分別針對「是……的」(一)與「是……的」(二)進行偏誤調查，並依鄧

（2009）的偏誤類型，分別舉例說明。 

 

5.1.2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一一一一)偏誤調查與分析偏誤調查與分析偏誤調查與分析偏誤調查與分析 

有關「是……的」(一)的偏誤類型及筆數如【表五-1】所示，集中於缺

省類的偏誤句中，當中缺少「的」的語料有 59筆，占偏誤語料的最大比例。

以下是我們替「是……的」(一)偏誤句所做的分類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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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是……的」(一)偏誤類型 偏誤類型偏誤類型偏誤類型偏誤類型 偏誤次類及說明偏誤次類及說明偏誤次類及說明偏誤次類及說明 偏誤筆數偏誤筆數偏誤筆數偏誤筆數 該用「是……的」而未用 11 缺少「是」 17 缺省缺省缺省缺省 缺少「的」 59 誤加誤加誤加誤加 不該用「是……的」而用 0 以「了」代「是……的」 4 取代取代取代取代 以「是……了」代「是……的」 3 搭配搭配搭配搭配 時間詞的搭配 1 錯序錯序錯序錯序 「是」、「的」錯置 0 

 

一、缺省： 

1. 該用「是……的」句而未用：此處的偏誤來自於在該語言環境中，應使

用「是……的」句式而未用，並非句法上的偏誤，而是篇章或語用上的偏誤。 

(40)*我們在念中學時認識。 

(41)*語氣雖然嚴，但他卻含著笑容說，我覺得很怪。 

(42)*他一九一一年在日本的高知縣出生。 

(43)*原來，她為了搏得校長的讚揚才答應我。 

2. 缺少「是」：缺少「是」的原因可能是過度泛化了「是」能省略的規則，

因為「是」在漢語口語中雖然經常省略，但在書面語中因為缺少重音和語境，

一般不會省略。 

(44)*當時我這麼想的。 

(45)*她在日本南部的小漁村長大的。 

(46)*她 1949年在中國東北出生的。 

(47)*因為其實這件事在死者的要求下進行的。 

(48)*“安樂死”對沒有希望生活的人才能說的。 

3.缺少「的」：「的」的省略可能與學生的母語中未有相應的語氣詞有關。 

(49)*從小，媽媽幾乎是一個人把我拉扯大。 

(50)*我和他是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相識。 

(51)*他寫的文章都是關於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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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誤加：在我們的偏誤調查中未出現「是…的」(一)誤加類的語料。 

三、取代：  

1. 以「了」代「是……的」：學生將「了」的語法規則過度泛化於所有的過

去事件中。 

(52)*從小，我一直聽他的話長大了。 

(53)*他這樣告訴我了。 

2. 以「是……了」代「是……的」：學生將「了」的語法規則過度泛化於所

有的過去事件中。 

(54)*母親的姐姐是母親十一歲時去世了。 

(55)*我是 1992年到上海來了，已經三年了。 

(56)*喝水的量，這個問題是在什麼地方都有了。 

 

四、搭配：時間詞的搭配問題。在「是……的」(一)中，事件的時間必須是

確切、已知的，因此當句中時間框架不夠明確，就會造成病句。 

(57)*我是七八年進了日本的一所短期大學開始學漢語的。 

 

五、錯序：在我們的偏誤調查中未出現「是……的」(一)錯序類的語料。 

 

5.1.3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二二二二)偏誤調查與分析偏誤調查與分析偏誤調查與分析偏誤調查與分析 

有關「是……的」(二)的偏誤類型及筆數如【表五-2】所示，「是……的」

(二)的偏誤句集中於缺省類中缺少「是」與缺少「的」的次類。與「是……

的」(一)不同的地方在於，「是……的」(二)有十四筆錯序類的語料，我們推

論與「是……的」(二)焦點範距內的結構較複雜有關。以下是我們替「是……

的」(二)偏誤句所做的分類和說明。 

 

 

 



現代漢語「是……的」句次結構分析與教學語法 

 

 116 

【表 五-2】「是……的」(二)偏誤類型 偏誤類型偏誤類型偏誤類型偏誤類型 偏誤次類及說明偏誤次類及說明偏誤次類及說明偏誤次類及說明 偏誤筆數偏誤筆數偏誤筆數偏誤筆數 該用「是…的」而未用 7 缺少「是」 39 缺省缺省缺省缺省 缺少「的」 142 誤加誤加誤加誤加 不該用「是…的」而用 1 以「了」代「是…的」 1 取代取代取代取代 以「是…了」代「是…的」 1 搭配搭配搭配搭配 謂語動詞的搭配錯誤 0 句子成分的錯序 7 否定詞的錯置 4 錯序錯序錯序錯序 謂語部分結構錯誤 3 

 

一、缺省： 

1.該用「是……的」而未用：「是……的」(二)的語用功能較語義功能來得彰

顯。缺少「是……的」(二)的句子在命題語義上並不會改變，但當語境中應

該明白地表達說話者主觀態度時，該用而不用就會造成語用功能上的偏誤。 

(58)*如果沒有他的幫助，這不可能。 

(59)*當然這是人的一種本性，他把自己的親人看成最好。 

(60)*不進華校的原因是本國已沒有高級華校，有一些窮人不得進讀。 

2.缺少「是」：在「是……的」(二)中，雖然「是」的省略對一般人來說是可

以接受的，但在語用功能上的表現就不如此的明確。 

(61)*家庭和工作的兩立，對一般人來說難以成功的。 

(62)*這個變化，我相信對我來說有好處的。 

(63)*眾所周知，上大學的時候，自己的專業至關重要的。 

(64)*這種精神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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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缺少「的」：至於「的」的缺省，當句中動詞是可當謂語的狀態動詞時，

亦有可能是誤加了「是」的詞類偏誤65，這部分必須透過上下文才能釐清偏

誤真正的來源和類型。 

(65)*今天絕望並不表示明天也一定是絕望。 

(66)*或許在別人的眼裏他為我所做的一切是微不足道。 

(67)*也許你會說一段沒有感情的婚姻是無法繼續。 

(68)*我想若在我年少時，沒有××，我是不會有今天的成就。 

(69)*因為他本人知道一個人沒有了知識和學問是很難在社會{CQ 上}立足謀

生。 

(70)*這段朋友、老師的感情是買不到。 

 

二、誤加：當句中只需要表達陳述功能而非主觀評價時，就不需要用「是……

的」(二)。 

(71)*她不僅是很聰明的，而且是善良的人。 

 

三、取代：與「是……的」(一)相同，在「是……的」(二)中也有以「了」

誤代「的」或「是……的」的偏誤。我們推論，原因可能來自於對兩類「是……

的」句的功能及語義內涵的混淆。若以過去學者以「強調」概括所有「是……

的」句的功能，並用在已發生的事件，學生會產生這類的偏誤是可想而之的。 

1. 以「了」代「是…的」 

(72)*在作品那裏，阿 Q主要受批評了。 

2. 以「是…了」代「是…的」 

(73)*這種把字聯結為句對新學生來說是最難學和難記了。 

 

                                                 
65 如以下幾個例句，不易判斷其為「是…的」句的缺省偏誤或是在狀態動詞前誤加繫詞「是」的偏誤：*父親的負擔也是很重。 

              *和尚的生活本身就是很安靜和舒服。 

              *去山下抬水是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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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搭配：在我們的偏誤調查中未出現「是……的」(二)搭配偏誤類的語料。 

五、錯序：錯序的問題在「是……的」(二)中是比較多的，我們推論原因在

於「是……的」(二)焦點範距中的結構較為複雜，且有不同的否定形式，容

易造成學習者的混用。 

1. 謂語部分結構錯誤 

(74)*問我們家人中，誰是對我影響最大，這不能回答的。 

(75)*因為她在北京已經住了 3年左右，所以給我的幫助是不盡說。 

2.否定詞的錯置 

(76)*人的生命當然不是可以隨便亂弄的。 

3.其它句子成分的錯序 

(77)*在人間活下去的是只有生存的身體不夠。 

(78)*安樂死是對患著一種不治之症的病人來說，在法律上很需要的。 

(79)*所以這是從法律上看無罪。 

 

5.1.4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缺省類的偏誤在兩類「是……的」句偏誤中均佔最高比率，當中又以「的」

的缺省最多。而在「是……的」(二)的偏誤類型上，由於「是……的」(二)

焦點範距內的句子結構較為複雜，因此錯序的語料較結構單純的「是……的」

(一)來得多。 

在前面的討論中曾提及，過去探討偏誤類型時，多以語言形式的偏誤為

主，將形式結構的偏誤做描述性的說明。但站在第二語言習得的角度，觸發

學習者選用某個語法結構，語義或語用功能是第一考量，其次才是與該功能

相應的句法次結構。我們認為這樣的概念必須同時運用在偏誤分析上，才能

真正瞭解學習者產生偏誤的原因，是語義或語用功能的混淆、語義內涵的不

清、或是句法結構中句子成分的誤加及缺少，進而對症下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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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例來說，在前述「是……的」句偏誤分類中，僅缺少「的」與同時缺

少「是」與「的」的偏誤句，均列在「缺省」類中。表面上看來，這些句子

的確都缺少了某個語言成分，但其後的原因卻值得深思。在缺少「的」的偏

誤句中，學習者知道要用「是」來標記句中的焦點或欲強調的句子成分，表

示其對「焦點句」的聚焦功能是有概念的，只是忘了加上句末「的」；同時

缺少「是」與「的」的偏誤句，背後隱含的偏誤成因可能為，焦點句的語義

或語用功能尚未進入學生的認知範疇中，學生並不能啟動利用焦點句表達積

極聚焦功能的機制。 

基於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進行「是……的」句偏誤分析時，除了將偏

誤句依語言形式偏誤的類型分類外，更需要進一步了解造成該偏誤的原因究

竟是「功能」層面亦或「形式」層面。但由於判斷偏誤的成因需要考量的因

素有許多，囿於語料來源及筆者能力，此處我們只提出這樣的想法而不進一

步進行分析。 

 

5.2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次結構排序句次結構排序句次結構排序句次結構排序 

之前我們曾提過，語法點次結構分析的最終目的，是替該語法點排序。

在華語教學界中，對語法點進行較全面性次結構分析及排序工作的，是《語

法等級大綱》，但如我們在第三章中所討論的，其次結構分析的原則不一，

也無一套既定的規範，而各個次結構的排序也未提出明確的標準。鄧守信

（2009）提出語法點的六大排序總則，我們認為語法點的次結構排序應在這

樣的原則下進行： 

一、系統內的排序 

二、系統外的排序 

三、頻率 

四、結構依存關係 

五、結構與語義的困難度 

六、跨語言距離 



現代漢語「是……的」句次結構分析與教學語法 

 

 120 

在上一章中，我們進行了「是……的」句的次結構分析，將具有聚焦功

能的「是……的」句，都納入「焦點句」的範圍中，因此在本小節中，要進

行的是語法點「系統內的排序」66。針對系統內的排序，鄧進一步說明其準

則為「困難度」，即將頻率、結構、語義、對比結構的差距等因素拿來打分

數，然後決定其困難度。因此在這一小節中，我們將先對《語法等級大綱》

中「是……的」句的次結構內容及排序提出問題，再根據鄧（2009）的原則

替「是……的」句進行語法點系統內的排序。 

 

5.2.1 語法等級大綱檢視語法等級大綱檢視語法等級大綱檢視語法等級大綱檢視 

在語法等級大綱裡，「是……的」句分布於甲、乙、丙三個等級中，這

樣的分布情況已經內建了次結構排序的先後關係。如同我們在第三章中討論

的，語法等級大綱雖然是目前漢語語法學界語法點涵蓋較完整、次結構分析

較全面的參考書，但其分類的原則不明確，呈現次結構的方式也沒有一定的

模式。 

從【表五-3】可以看出，語法大綱將不同功能的「是……的」句，視為

同一個語法點，並從語義功能的角度將其分為兩類，一類為「強調」，另一

類為「加強語氣」，這與傳統漢語語法67的分類是相同的。在表「強調」的

「是……的」句之下，又分為「強調動作的時間、處所、方式」、「強調施事

者」、「強調全句的施事主語」、「強調產生某種結果的動作行為」四個次結構，

各分布於甲級、丙級之中；表「加強語氣」的「是…的」句之下則無次結構，

只出現在乙級中。根據各次結構之前的編號，可看出其先後次序就是次結構

的排序。但我們認為這樣的次結構劃分及排序是有問題的。 

從次結構的劃分來說，在語義功能次類上，其雖區分出了「是……的」

句的兩個功能，卻未說明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在句法結構上，缺少明確的句

法規則，雖列出了否定式，但相應的疑問式、省略式等，都略而未提。且「加

強語氣」功能的「是……的」句之下並無其它次結構，在觀察例句後，發現

                                                 
66

 系統內的排序，指的是被排序的對象是同一個結構，且在同一個語義網中；系統外的排序，指的是被排序的對象不是同一個結構，也不在同一個語義網中。（鄧，2009：144） 
67

 此處所指如呂叔湘（1981）、劉月華等（1996）的分類。 



第五章 「是……的」句教學語法 

 

 121 

其只列出了帶「情態助動詞」的句子，「加強語氣」的功能是否只能用在這

類的句子中，其也並未說明清楚。 

至於次結構的排序方面，首先，「強調」功能的排序為何先於「加強語

氣」功能？是使用頻率較高亦或是句法結構較為簡單？其次，「強調」功能

之下的次結構，強調「施事者」的次結構為何排在強調「時間、處所、方式」

之後？就語義結構上來看，「施事者」為句中動詞的基本論元；就句法結構

上來看，帶有介詞的「處所」、「方式」等次結構應較為複雜。為何在上述的

語法條件下有如此的排序結果，語法大綱都未有清楚的說明。 

 

【表 五-3】「是…的」句在語法等級大綱中的排序及說明 分級 次結構及排序 例句 

甲 

95<甲 95> 

1.當某一動作已在過去實現或完成，要強調動作的時間、處所、方式等，就用這種格式。 

 否定式為"不是……的" 

 

阿里是一年前來中國的。 他是從農村來的。 小王是坐火車去的。 

 他不是昨天到的。 他不是從上海來的。 他不是坐飛機來的。 

乙 

211<乙 082> 

2.這種格式多用來表示說話人的看法、見解和態度。"是"和"的"在句子中起加強語氣的作用。 

 否定式是把"是…的"中間的部分改成否定形式 

情況是會不斷變化的。 學習京劇是會遇到困難的，但是我不怕。 這個問題是可以克服的。 

 

 你的意見我是不能接受的。 這類事情是不會發生的。 

557<丙 305> 

3. 強調施事者 

信是市長寄的。 那次會議是誰主持的？ 

558<丙 306> 

4. 強調全句的施事主語(即用"是"開始的"是…的"句) 

是誰點的燈籠？ 是省長作的情況介紹。 丙 

559<丙 307> 

5. 強調產生某種結果的動作行為 

她的眼睛又紅又腫，是哭的。 衣服顏色全退了，是太陽曬的。 我頭疼，是熬夜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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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次結構難易度評定句次結構難易度評定句次結構難易度評定句次結構難易度評定 

語法點的困難度評定是其進行系統內排序的依據，鄧（2009）針對語法

點「困難度」提出幾點說明： 

一、習得較快，困難度低。 

二、使用頻率高，困難度低。 

三、不易化石化，困難度低。 

四、偏誤出現的頻率低，困難度低。 

然而，在過去面對語法點「困難」或「容易」，常落入教師或教材編寫

者主觀的判斷。有鑑於此，鄧更提出了一套界定語法點「難易度」的相關原

則，將主觀予以客觀化。鄧（2009）難易度評定原則如下： 

 

一、結構複雜度越高，困難度越高。 

二、語義複雜度越高，困難度越高。 

三、跨語言差距越大，困難度越高。 

四、越不易類化者，困難度越高。 

五、語用功能越強，困難度越高。 

六、口語結構困難度低，文體結構困難度高。 

 

以下我們將從「使用頻率」、「結構複雜度」68、「語義困難度」、「偏誤率」、

「語用功能」五個方面來評定「是…的」句次結構的難易度，每部分的評定

並依循以下幾個原則： 

一、以「基式結構」為評定對象。 

二、在各方面的難易度評定中，我們將困難度以阿拉伯數字加以量化，一個

困難點以數字 1 為一個單位，逐一累計。 

                                                 
68

 根據鄧(2009)的評定，焦點句屬跨語言差距較小的語法點，因此我們在此不討論其功能差距，而將句法差距納入結構困難度評定的項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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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們先從上述五個方面，分別替「是……的」句的七個次結構基式進行

單項難易度評定，給予單項積分，最後再將五個方面的積分加總，總分越低

的表示其困難度越低，排序越前面，反之亦然，最後得到的結果即為「是……

的」句次結構的總排序。 

我們再次將「是……的」句的七個基式次結構列於【表五-4】，以下討

論提及各次結構時將以「是……的」(1)~(7)稱之。 

【表 五-4】「是…的」句的七個基式次結構 功能次結構功能次結構功能次結構功能次結構 句法次結構句法次結構句法次結構句法次結構：「：「：「：「是是是是…的的的的」」」」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1.NP 是 Adv  VP  的 我們是通過別人介紹認識的。 

2.是 NP (Adv) VP 的  是小五幫我租房子的。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一一一一) 

3.NP (Adv) 是 VP 的 我小的時候是抱的。 

4.NP是 Modal verb  VP 的 氣功是可以科學解釋的。 

5.NP是 State verb 的 音樂人是孤獨的。 

6.NP1是 State verb NP2 的 任何第一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二二二二) 

7.NP是 VP +得+ Complement 的 冰層覆蓋下的地形肉眼是看不見的。 

 

5.2.2.1 使用頻率使用頻率使用頻率使用頻率 

為了統計「是……的」句各功能及句法次結構的使用頻率，我們分別從

「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及「北京語言大學現代漢語口語語料庫」中，

共選取了一千筆「是」與「的」共現的句子。在排除了「是」的判斷、等同

功能與「的」作為結構助詞的句子後，共得到 835筆「是……的」句。其後

並根據第四章的次結構分析結果替語法點分類，得到【表五-5】的結果： 

【表 五-5】「是……的」句七個次結構基式使用頻率 功能次結構 「是……的」句法次結構基式 筆數 比例 排序 

1.NP是 Adv  VP 的 303 36.3% 2 

2.是 NP  (Adv)  VP 的  82 9.8% 3 是……的(一) 

3.NP (Adv) 是 VP 的 36 4.3% 6 

4.NP是 Modal verb  VP 的 56 6.7% 4 

5.NP是 State verb 的 321 38.4% 1 

6.NP1是 State verb NP2 的 37 4.4% 5 
是……的(二) 

7.NP是 VP +得+Complement 的 21 2.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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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五-5】中我們可看出，在「是……的」句七個基式次結構中，「是……

的」(5)的使用頻率最高，其次是「是……的」(1)。使用頻率最低的為「是……

的」(7)，其次為「是……的」(3)。這樣的統計結果與邢紅兵、張旺熹（2005）

對現代漢語語法項目的統計研究相呼應69。 

 

5.2.2.2 結構困難度結構困難度結構困難度結構困難度 

結構複雜的語法點，困難度比較高；結構容易的語法點，其困難度低。

在漢語中，結構複雜的語法點有四大類：非典型結構、層次結構複雜、搭配

限制嚴格、母語無對應結構。我們將從這四方面替「是……的」句的七個次

結構進行結構困難度評定。以下是我們針對「是…的」句七個句法次結構基

式的困難度評定說明： 

一、非典型(non-canonical)結構困難度高 

在「是……的」(一)之下的三個次結構基式，均為簡單主謂句加上「是」、

的」而成；「是……的」(二)之下的四個次結構基式，則是主題句加上「是」、

「的」而成。在漢語中，主題句是非典型結構，對學習者來說，多了一道從

簡單主謂句轉換至主題句的過程，因此困難度較高。我們據此評定「是……

的」(二)之下的四個次結構基式困難度較高，各給予一分的積分。 

                                                 
69

 在邢、張（2005）〈現代漢語語法項目的標註及統計研究〉中，其將「是……的」句分為九個次結構，如下： 

1.“是…的”句(1)用來強調產生某種結果的動作行為。 

2.“是…的”句(1)用來強調動作的時間、處所、方式、條件、目的、對象、工具等。 

3.“是…的”句(1)用來強調施事者。 

4.“是…的”句(1)用來強調受事者。 

5.“是…的”句(1)用來強調全句的施事主語。 

6.“是…的”句(2)中間是單純的形容詞、動詞、能願動詞等。 

7.“是…的”句(2)中間是動詞短語。 

8.“是…的”句(2)用在作為謂語的主謂短語中。 

9.“是…的”句(2)中間是形容詞短語。 其次結構的類別雖和我們有所不同，但以焦點的類型來劃分，以句中狀語和狀態動詞為焦點的「是…的」句，所占比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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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次結構複雜，困難度高： 

鄧（2009）指出，層次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指的是層級性，也

就是能分出高、低層級，如果牽涉到一個層次結構，就會比較複雜。漢語中

層次結構複雜的句式如包孕反覆式、句補式、句主語式等。在「是……的」

句中，雖未包含上述的層次結構，但其句法結構的生成，是以主謂句或主題

句為基式加上「是……的」而成的，也就是說，無論「是……的」(一)或(二)

的表層結構，均為經過添加或變形後的結構。 

我們在第三章中曾提過，句法次結構的分析不能脫離語義次結構，

「是……的」句的語義功能在於「聚焦」，因此其聚焦的對象不但是劃分語

義次結構的依據，焦點範距內的句子成分，更是句法次結構的劃分重點。因

此在這項評定參數中，我們將以焦點範距內句子成分的結構，作為層次結構

複雜的評定標準。 

在第四章中我們已透過語言學家的證明，說明「是……的」(一)的焦點

成分只有一個，即緊鄰「是」的第一個句子成分，因此給予其下三個次結構

基式各一分的積分。至於「是……的」(二) 之下的四個次結構基式，焦點

範距內的句子成分結構就各有不同，因此我們根據其焦點範距內句子成分的

數目，給予一~三分不同的積分。 

 

三、搭配限制越嚴格，困難度越高 

討論到搭配限制時，多與「語義」有關。我們替「是……的」句分類時，

著眼點為焦點成分的語義類型及句中事件類型。「是……的」(一)的焦點成

分是「已知事件的相關細節」，「已知事件」指的是句中時間必須為確切的、

已知的，而搭配的動詞必須為動作動詞和變化動詞。我們根據這兩個搭配限

制，給予「是……的」(一)之下的三個次結構各兩分的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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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二)的焦點成分為「說話者的主觀評論」，事件類型為「狀

態事件」，而各次結構中形成狀態事件的成因各有不同。其中(4)(7)是透過句

中情態詞與動詞的結合而形成狀態事件，(5)(6)中的動詞類型已為狀態動

詞，因此情態詞非必要的搭配限制。據此我們給予(4)(7)各兩分的積分，(5)(6)

各一分的積分。 

 

四、母語無對應結構(以英語為對比的標準) 

一般我們將英語的分裂句視為漢語焦點句的對應結構。陳俊光（2007）

曾討論過英漢「焦點句」的異同。其說明在英語的焦點中，只有名詞和介詞

能出現在焦點句「It is」和「that」中間的焦點位置，而漢語焦點句的焦點分

佈範圍則較有彈性70。在「是……的」(一)中，除了以主語為焦點的次結構

有完全相應的英語句式外，其它兩者則不能完全對應。至於表達主觀態度的

「是……的」(二)，在英語中以強調形容詞(emphasizing adjective)或焦點副

詞（focusing adverb）表示，並無相應的句式。因此七個次結構中，除了以

主語為焦點的句式外，均給予一分的積分。 

我們將上述的結構困難度評定內容以【表五-6】呈現： 

 

 

                                                 
70如以下兩組例句所示： 

(a) It was yesterday that he came.           [名詞組] 

(b) It was in the shop that I met her.         [介詞組] 

(c) *It is very beautiful that she is.          [形容詞組] 

(d) *It is very quickly that she writes.        [副詞組] 

(e) *It was drive home that I did.            [動詞組]  

 

(a)他是昨天來的。                         [名詞組] 

(b)我是在店裡遇見她的。                   [介詞組] 

(c)她是很漂亮的。                         [形容詞組] 

(d)她寫字是很快的。                       [副詞組] 

(e)我是開車回家的。                       [動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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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6】「是……的」句基式結構困難度評定內容 句法次結構與例句句法次結構與例句句法次結構與例句句法次結構與例句    非典非典非典非典型結型結型結型結構構構構    層次層次層次層次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搭配搭配搭配搭配限制限制限制限制    母語母語母語母語無對無對無對無對應結應結應結應結構構構構    積分積分積分積分    排序排序排序排序    
NP 是 Adv  VP 的 那天我們是下午三點到達攝影棚的。 0 1 2 1 4 2 是 NP  (Adv)  VP 的 是小五幫我租房子的。 0 1 2 0 3 1 
NP  (Adv) 是  VP 的 我小的時候是抱的。 0 1 2 1 4 2 
NP 是  Modal verb  VP 的 氣功是可以科學解釋的。 1 2 2 1 6 4 
NP  是  State verb   的 研究工作是非常艱苦而寂寞的。 1 1 1 1 4 2 
NP1  是  State verb  NP2  的 任何第一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1 2 1 1 5 3 
NP  是 VP +得+Complement  的 冰層覆蓋下的地形肉眼是看不見的。 1 3 2 1 7 5 

 

根據上表的積分，我們將「是……的」句次結構困難度，依積分高低做

排序。積分越低表示困難度越低，積分越高表示困難度高。 

 

5.2.2.3 語義困難度語義困難度語義困難度語義困難度 

「是……的」句的語義功能為「積極的聚焦」，根據聚焦對象的不同而

在不同層面顯現其功能。在此我們從兩方面來判定其語義困難度：一、聚焦

作用的範圍，是在小句中或是具有上下文的篇章中；二、聚焦作用是在「命

題意義」或是「情態意義」上操作。若影響的範圍擴及具有上下文的篇章，

或是在情態義層面操作，其語義困難度是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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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的」句七個次結構中，除了以動詞為焦點的次結構必須在篇

章層次操作外，其它六個均可在小句中，亦可擴大到篇章中，以動詞為焦點

的次結構其語義限制是較多的，因此給予其語義困難度一分的積分。而

「是……的」(1)(2)(3)聚焦的層面僅在命題意義面操作，「是…的」(4)~(7)

則必須先建立一個主觀評價，再加以聚焦，也就是先在命題意義的句子上加

上情態義，接著再聚焦於其情態意義上，其語義內涵的建構必須透過兩個層

次，且聚焦於情態意義上，因此給予「是……的」(4)~(7)各兩分的積分。 

 

5.2.2.4 偏誤率偏誤率偏誤率偏誤率 

我們在本章第一小節中曾替「是……的」句做過偏誤調查，得到【表五

-7】的數據。 

【表 五-7】「是……的」句次結構偏誤率 

偏誤類型偏誤類型偏誤類型偏誤類型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一一一一)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二二二二)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總筆數 95 205 300 

總偏誤率 31.67% 68.33% 100% 

 

在三百筆的偏誤語料中，「是……的」(一)佔了 95筆而「是……的」(二)

佔了 205筆，因此給予「是…的」(一)之下的次結構(1)~(3)各一分的積分，

「是…的」(二)之下的次結構(4)~(7)各兩分的積分。 

 

5.2.2.5 語用功能語用功能語用功能語用功能 

此處的語用功能，指的是「話義」（utterance meaning），也就是在不同

語境中產生不同的詮釋。「是……的」(一)仍在句義（sentence meaning）的

層面操作，「是……的」(二)則會隨著句中的情態成分而產生不同的語用意

義。當句中的情態是積極肯定的，其話義就是肯定加強；當句中的情態是消

極委婉的，其話義就是否定委婉的。在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中，話義的習得

難於句義的習得，因此一個結構若多了話義的功能，其困難度較高。我們據

此給予「是……的」(二)之下的四個次結構各一分的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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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次結構總排序句次結構總排序句次結構總排序句次結構總排序 

我們將「是……的」句次結構的困難度評定結果列於【表五-8】，並將

其各項困難度積分加總，得到總排序結果。 

【表 五-8】「是……的」句次結構排序總表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次結構次結構次結構次結構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頻率頻率頻率頻率 

結構結構結構結構困難困難困難困難度度度度 

語義語義語義語義困難困難困難困難度度度度 

偏誤偏誤偏誤偏誤率率率率 

語用語用語用語用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總積總積總積總積分分分分 

總排總排總排總排序序序序 

1.NP 是 Adv  VP 的 2 4 0 1 0 7 1 

2.是 NP (Adv) VP 的  3 3 0 1 0 7 1 

3. NP (Adv) 是 VP 的 6 4 1 1 0 12 3 

4. NP是 Modal verb  VP 的 4 6 2 2 1 15 4 

5. NP是 State verb 的 1 4 2 2 1 10 2 

6. NP1 是 State verb NP2 的 5 5 2 2 1 15 4 

7.是 VP+得+ Complement 的 7 7 2 2 1 19 5 

 

根據上表的總積分，我們得到「是……的」句七個次結構的總排序如下： 

 

【排序一】 

1.NP 是 Adv  VP  的 

2.是 NP  (Adv)  VP 的 

 

【排序二】 

5.NP 是 State verb 的 

 

【排序三】 

3.NP (Adv) 是 VP 的 

 

【排序四】 

4.NP 是 Modal verb  V 的 

6.NP1 是 State verb NP2 的 

 

【排序五】 

7.NP 是 VP+得+ Complement 的 

 



現代漢語「是……的」句次結構分析與教學語法 

 

 130 

5.3教材檢視教材檢視教材檢視教材檢視 

在本小節中，我們將檢視三套常用的對外漢語教材，分別為《新實用視

聽華語》、《中文聽說讀寫》、《新實用漢語課本》。檢視的內容包括語法點的

分布和排序，以及教材中語法點的描述方式。 

 

5.3.1語法點分布和排序語法點分布和排序語法點分布和排序語法點分布和排序 

「是……的」句在三套教材中的排序及分布情況如【表五-9】所示。 

【表 五-9】各教材中「是……的」句教學排序表 教材名稱教材名稱教材名稱教材名稱 語法點出現課數語法點出現課數語法點出現課數語法點出現課數 語法點分類語法點分類語法點分類語法點分類 語法點出現部分語法點出現部分語法點出現部分語法點出現部分 第一冊、第十課 「是……的」(一) 語法說明 新實用視聽華語新實用視聽華語新實用視聽華語新實用視聽華語 第四冊、第十一課 「是……的」(二) 課文對話 

Level 1 Part2 第十五課 

「是……的」(一) 語法說明 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 
Level 2 第一課 

「是……的」(一) 語法說明 第二十一課 「是……的」(一) 語法說明 第四十四課 「是……的」(一) 註釋：賓語的移位 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 第四十八課 「是……的」(二) 語法說明 

 

從【表五-9】中我們可看出，三套教材均將「是……的」句視為重要語

法點並將其放在語法解釋的部分。 

「是……的」(一)在《新實用視聽華語》的語法說明中只出現了一次；

「是……的」(二)未曾出現在語法說明中，卻在第四冊、第十一課的課文中

出現了。《中文聽說讀寫》分別在 Level、Leve2 的兩課中對「是……的」(一)

提出說明，兩者的功能說明有所不同，但語法結構內涵並無太大的差異。《新

實用漢語課本》有關「是……的」(一)的說明出現了兩次，但第四十四課僅

以註釋的形式說明賓語的移位問題。而在三套教材中，僅《新實用漢語課本》

將「是……的」句明確區分為兩類，並對「是……的」(二)做詳細的語法說

明和練習。 

從以上的觀察中我們提出在這三套教材有關「是……的」句排序的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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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首先，除了《新實用漢語課本》外，其它兩套教材並未對「是……的」

句的語義功能次結構做明確的區分；其次，這三套教材呈現「是……的」句

時，並無「排序」的概念，而是在某一課中，將所有關於該語法點的語義功

能、句法結構或對比說明一次列出，集中在同一課處理。最後，各教材首次

出現「是……的」句的課數有待商確，在《新實用視聽華語》中，第一冊第

十課就出現了，但《新實用漢語課本》卻到了第二十一課才出現，這點必須

透過系統外的排序以及與各語言水平綱要的語言能力對照後，才能找出其首

次出現的適切時間點。 

 

5.3.2語法點的描述方式語法點的描述方式語法點的描述方式語法點的描述方式 

教材的語法點描述方式必須能符合學習者的學習需求，並盡量涵蓋該語

法點的用法，這點我們在第三章中已做過詳細的討論。在此我們將以此為出

發點，將教材中語法點描述方式的結果列於【表五-10】，並提出這幾套教材

在語法點描述部分的幾個問題。 

【表 五-10】教材檢視總表 功能結構功能結構功能結構功能結構    句法結構句法結構句法結構句法結構    例句與練習例句與練習例句與練習例句與練習    檢視項目檢視項目檢視項目檢視項目    語義語義語義語義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語用語用語用語用交際交際交際交際    基式基式基式基式    省略省略省略省略變形變形變形變形    移位移位移位移位變形變形變形變形    否定否定否定否定變式變式變式變式    疑問疑問疑問疑問變式變式變式變式    單句單句單句單句    對話對話對話對話    新實用新實用新實用新實用視聽華語視聽華語視聽華語視聽華語    � � � � � � � � � 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    � � � � � � � � � 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    � � � � � � � � � 

 

一、語法點定名全為結構導向 

從【表五-11】中我們可看出，這三套教材的語法點定名離不開「是……

的」句(是……的 construction)，均從句法結構的角度著眼。這樣的定名方式

無法讓學生在一開始接觸到該語法點時，就以功能的角度進行連結。且以

「是……的」句統稱所有「是」與「的」共現的句子，卻又未見其分類，學

生易將不同功能的「是……的」句視為同一類而誤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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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1】各教材「是……的」句語法點定名 教材名稱教材名稱教材名稱教材名稱 語法點定名語法點定名語法點定名語法點定名 考量層面考量層面考量層面考量層面 新實用視聽華語新實用視聽華語新實用視聽華語新實用視聽華語 是…的 construction 句法結構 

Sentences with 是…的 句法結構 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 
The”是…的…” Construction 句法結構 

The construction “是…的” 句法結構 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 
Sentences with “是…的”(2) 句法結構 

 

二、功能層面的解釋不明確 

功能層面包括語義功能和語用交際兩部分。在語義功能方面，《新實用

視聽華語》和《新實用漢語課本》以「強調」（emphasize）一詞來說明；三

套教材都提到「是……的」必須用在過去、已發生的事件中，並指出要強調

的部分為句中的「時間、地點、方式、主語」；《中文聽說讀寫》和《新實用

漢語課本》並對比了「是……的」和「了」的不同功能。上述三套教材在語

義功能的說明，對照我們的次結構分析結果，我們認為「強調」功能並非

「是……的」句的核心語義功能，且「是」後的語言成分亦可為動詞，此三

套教材都未提到這點。此外，有關「對比」的功能也未見於三者的敘述中。 

在語用交際功能方面，僅《中文聽說讀寫》從交際功能的角度，說明「當

要描述或詢問聽說雙方已知事件的內容」時，使用這個語法點，其它兩者均

未提及。至於語用方面的糾正預設功能，三者均未說明。 

 

三、句法結構的內容不完整 

我們從「基式結構」、「變形結構」、「變式結構」來檢視這三套教材的句

法結構內容。 

基式結構部分，《新實用視聽華語》和《新實用漢語課本》說明了「是」、

「的」應該放的位置，《中文聽說讀寫》則無，且未呈現基式結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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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結構部分，三者均提到了「是」的省略，但僅《新實用視聽華語》

提到否定式中「是」不能省略。賓語移位部分，《新實用視聽華語》在結構

公式中列出賓語能出現在「的」前及後，但並沒有清楚的說明，而《新實用

漢語課本》第二十一課的句子中均為不及物動詞，到了第四十四課才說明句

中有賓語時賓語的位置，《中文聽說讀寫》則完全沒提到。至於主題化變形，

三者完全未提到，但在漢語中這樣的句子卻是出現頻率較高的。 

變式結構部分，《新實用視聽華語》和《中文聽說讀寫》均未說明相應

的否定式，但《新實用視聽華語》的例句中有，《中文聽說讀寫》則完全未

提到。而三者均未清楚地說明相應的疑問式，尤其《中文聽說讀寫》強調了

其「詢問」的功能，但卻未見疑問結構的說明。 

 

四、例句未能忠實呈現語法點功能及句法結構 

功能和句法結構描述的雜亂反應在例句的呈現，由於未說明其在篇章中

的對比焦點及語用交際的糾正預設功能，因此語法說明中的例句容易僅以單

句的形式呈現。此外，在例句中出現了否定式及疑問式，還有主題化變式，

但卻僅是「例句」，未見相關說明。 

 

5.4 語法規則與教學建議語法規則與教學建議語法規則與教學建議語法規則與教學建議 

在上一小節中，我們針對教材中「是……的」句的次結構排序及語法點

描述提出了幾點問題，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均來自於其未建立以教學語法為綱

的次結構分析及排序。因此，在此小節中，我們希望能將第四章中「是……

的」句的次結構分析結果進一步統整為可用的語法規則，並根據本章第二節

的次結構排序結果，提出「是……的」句的累進式教學排序及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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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語法規則句語法規則句語法規則句語法規則 

鄧守信（2003、2009）曾提出，一個語法點的描述，應該從其功能、結

構、用法三個層面來描述，較全面且完整71。以下我們將以鄧(2009)的語法

點描述原則為綱，將「是……的」句的次結構分析結果整合為教學上可用的

語法規則。 

 

5.4.1.1「「「「是是是是……………………的的的的」」」」(一一一一)語法規則語法規則語法規則語法規則 

一、功能 

(一)在小句中，能突顯句中最重要的訊息；在有上下文的對話或篇章中，能

突顯與先前舊信息的對比，進而達到糾正的功能。 

(二)句中的時間必須是已知的、確定的，常和表過去的時間詞連用。 

二、結構 

(一)基式結構：將「是」放在欲突顯的訊息之前，「的」放在句子的最後。「是」

突顯的訊息可以是主語、時間、地點、方式，也可以是動作，但以「動作」

為突顯的訊息時，必須在對話或有語境的上下文中。只有賓語不能作為突顯

的訊息。 

1.是+主語+動詞+的。eg.是我買這本書的。 

2.是+時間/地點/方式+動詞+的。eg.我是昨天買這本書的。 

3.是+動詞+的。eg.我昨天是買這本書的。(不是送的) 

(二)變形結構： 

1.若句中動詞有賓語，常提前至句首，成為主題化的句式。如此一來欲

突顯的訊息將更為明確。 

eg.這本書是我買的。／這本書我是昨天買的。／這本書我昨天是買的。 

2.在北方口語中，當句中動詞的賓語不是代名詞，一般將「的」放在該

賓語之前。eg.是我買的這本書。 

                                                 
71

 有關語法點的描述與次結構分析的關係，請參本論文第三章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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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是」在口語中一般可省略，但句中必須帶有重音標記。 

(三)變式結構 

1.否定式在「是」的前面加上「不」。eg.這本書不是我買的。 

2.疑問式有三種表示法： 

(1)正反疑問式「是不是…？」。eg.這本書是不是你買的？ 

(2)句末加上疑問助詞「嗎」。eg.這本書是你買的嗎？ 

(3)將欲突顯的成分代換成相應的特指疑問詞，如誰、什麼、哪裡、怎麼。 

eg. 這本書是誰買的？／這本書是在哪裡買的？／這本書是什麼時候

買的？ 

三、用法： 

(一)當想問有關某個已知事件的相關訊息時，可採用相應的特指疑問式。 

(二)當要糾正對方錯誤的說法時，可採用此句式表達與對方的對比。 

(三)同樣在表過去的事件中，用「了」僅陳述一件過去的事，用「是……的」

則突顯了與過去事件中相關的的某個細節。 

 

5.4.1.2「「「「是是是是……………………的的的的」」」」(二二二二)語法規則語法規則語法規則語法規則 

一、功能 

突顯說話者對某件事的主觀評論部分。 

二、結構 

(一)基式結構 

1.將「是」放在「主題─評論」句式的「評論」部分之前，「的」放在

句子的最後。 

2.由於句子的表達重點在於個人的主觀態度，因此句中的動詞必須是狀

態動詞或狀態事件。也因此句中常有表情態的助動詞或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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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狀態動詞+的。eg.他女兒是很聰明的。 

(2)是+狀態動詞+賓語+的。eg.這麼做是有問題的。 

(3)是+助動詞+動詞+的。eg.這種病是會好的。 

(4)是+動詞+得+補語+的。eg.這種病是好得了的。 

(二)變式結構 

否定式一般是將「評論」部分改成否定結構。 

eg. 他女兒是不聰明的。 

   這麼做是沒有問題的。 

   這種病是不會好的。 

   這種病是好不了的。 

三、用法： 

(一)當說話者想肯定、確切地表達自己的主觀看法時，可以採用這個句式。 

(二)當說話者不同意對方提出的看法時，可採用這個句式提出自己的意見，

隱含了糾正對方的意思。 

 

5.4.2教學排序與教學建議教學排序與教學建議教學排序與教學建議教學排序與教學建議 

「累進式」（accumulative）是教學語法中很重要的一個屬性，其主要內

涵有二：語法結構的階段性教學（structures in stages/phases）、每一階段均

是完整且正確的教學（phases as complete units）。我們進行各語法點次結構

的分析，最終目的就是建立一個完整的累進式教學排序。 

我們建構的「是……的」句累進式教學排序，除了依據前面所做的次結

構排序結果外，亦同時考量次結構不同的功能及篇章類型。功能方面，語義

功能應該先於篇章功能及語用功能；篇章類型方面，應該依小句、篇章、短

文的次序遞進。在以上的原則下，我們提出「是……的」句累進式教學排序

如【表五-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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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2】「是……的」句累進式教學排序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累進式教學排序句累進式教學排序句累進式教學排序句累進式教學排序 學習階段學習階段學習階段學習階段 「「「「是是是是……………………的的的的」」」」句分類句分類句分類句分類 語法規則內容語法規則內容語法規則內容語法規則內容 第一階段 「是……的」(一) 

功能：聚焦於已知事件細節 篇章類型：小句 次結構 

1.NP 是 Adv  VP  的 

2.是 NP  (Adv)  VP 的 第二階段 「是……的」(一) 

功能：對比焦點 篇章類型：對話 次結構 

3.NP  (Adv)  是 VP 的 第三階段 「是……的」(二) 

功能：聚焦於個人主觀看法 篇章類型：小句 次結構 

5.NP 是 State verb 的 

第四階段 「是……的」(一) 

功能：糾正預設 篇章類型：對話 次結構 

1.NP 是 Adv  VP  的 

2.是 NP  (Adv)  VP 的 

3.NP  (Adv) 是  VP  的 

第五階段 「是……的」(二) 

功能：聚焦於個人主觀看法 篇章類型：對話、短文 次結構 

4.NP 是 Modal verb  V 的 

6.NP1 是 State verb NP2 的 

7.NP 是 VP+得+ Compliment 的 

第六階段 「是……的」(二) 

功能：糾正預設 篇章類型：對話、短文 次結構 

5.NP 是 State verb 的 

4.NP 是 Modal verb  V 的 

6.NP 是 State verb NP2 的 

7.NP 是 VP +得+ Complement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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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教學排序也反應了我們對「是……的」句的教學建議。首先，

「是……的」句的不同功能及其下七個次結構應該分散於不同的教學階段。

原因在於不同的功能需要透過不同的篇章類型來體現，當學生尚在單句的學

習階段，就將對比和糾正預設的功能一併呈現，在缺乏語境和上下文的理解

下，教學效果不易彰顯。此點反應在教材編寫及教學活動中，教師應設計相

應的例句和語法練習，不能侷限於孤立的單句，而應適當地加入對話或短文

練習。 

其次，每個次結構並非只在某階段出現過一次，就永遠不必再提了。以

「是……的」(一)的三個次結構為例。「是……的」(1)(2)能在單句中使用，

也能在篇章中使用，「是……的」(3)則必須在篇章中使用，因此我們將「是…

的」(1)(2)安排在第一階段，「是……的」(3)安排在第三階段。但到了第四階

段，又再次將三者整合起來，目的是為了共同呈現其在語用層面的糾正預設

功能。這樣的安排方式，依照困難度遞進但又兼具溫故知新，符合建構式教

學法「螺旋式」的教學觀。 

最後，由於「是……的」能上加於各種主謂句式及主題評論句式，其句

子成分的排列組合會因為學生詞彙量及其它語法結構的累積而越來越複

雜。為了避免學生總是只造出「他是昨天來的」這樣的簡單句或迴避使用較

複雜的句子結構，教師應適時地將「是……的」句與新學的詞彙或語法結構

結合使用。舉例來說，當教到時間副詞「以前」、「以後」，就能利用「是……

的」(1)的句式進行練習。 

 

5.5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本章在「是……的」句的次結構分析結果上建立「是……的」句的教學

語法內容。在偏誤類型方面，我們認為應該將功能偏誤及句法偏誤區分開

來，才能釐清造成學生偏誤的真正原因。在教學排序方面，過去語法等級大

綱及教材中，因為未能在功能方面替「是……的」句做清楚的分類，因此造

成「是……的」(二)不受教材重視的情況；除此之外，在句法結構的歸納上

亦有顧此失彼的情況，尤其在變形結構和變式結構的部分，均未有系統地呈

現。有鑑於此，我們透過教學語法「困難度評定」的語法點排序原則，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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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是……的」句七個基式次結構的排序，並據此提出相應的教學階段排序

建議。我們認為，教學上的排序應該兼顧困難度遞進及溫故知新，此外，建

立語法規則時也要注意語境和例句的篇章類型，是否能與該次結構的功能有

充分的呼應和結合，如此一來才能真正達到教學的目的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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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基於前五章的分析、討論與結果，本章分為兩節總述。第一節為本研究

內容的總結及最後結果，第二節為研究限制與省思及後續的發展與展望。 

 

6.1研究總結研究總結研究總結研究總結 

 以下先回顧我們在第一章提出的研究問題，接著逐一敘述我們的研究成

果。 

一、「結構」、「次結構」的概念及兩者的關係為何？ 

二、完整的次結構分析法為何？ 

三、現代漢語「是……的」句的次結構內涵為何？ 

四、現代漢語「是……的」句的教學排序及語法規則為何？ 

 

 我們從探討「結構」（structure）在語法各層面的內涵開始，並在鄧守信

（2009）將語法點界定為「所有對第二語言學習者而言需要說明、解釋的語

言成分或語言現象」的基礎下提出「一個語法點就是一個語法結構」的主張。

如此一來，「結構」的概念就不再侷限於過去的「句法結構」或「形式結構」，

而必須通盤考量「句法結構」、「語義結構」、「話義結構」等層面。 

「次結構」（sub-structure）的概念來自於鄧（2009）所言「一個結構被

分解為不同的次結構」。我們認為次結構的分析與教學語法的「排序式語法

點」、「累進式教學」、「列舉式教學語法」、「定式教學語法」有密不可分的關

係。在分別檢視了「理論語法」、「教學者及學習者參考語法」、「語法等級大

綱」、「教學語法」四種不同原則下的語法規則呈現方式後，我們得到的結論

是，語法結構（可能是詞彙或句式），除了有「語義」、「句法」、「語用」三

方面的結構內涵外，其三者之下更有不同的「次類」，而這個「次類」就是

我們所指「次結構」的概念。也就是說，對一個語法點來說，不僅「句法結

構」要分次結構，語義功能，甚至語用層面，都有「次結構」。簡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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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語法點」就是一個「結構」，「結構」有「語義」、「句法」、「語用」三方

面的內涵，而「結構」又被分解為不同的「次結構」。 

 至於一個語法點次結構的分析方法學，我們認為應該兼顧「功能」、「句

法結構」、「語用」三方面： 

一、功能 

(一)句法功能：包括「語言整體的句法功能知識」與「個別語法點的特殊句

法功能」，如詞類、語類等。 

(二)語義功能：包括格語法、篇章功能、多義的分析。 

(三)交際功能：在語義功能次結構的基礎上，配合不同的語境。是語義及語

用的結合。 

二、句法結構 

(一)基式結構：一個結構「主動的肯定的陳述句」。 

(二)變形結構：基式結構經過重複（repeat）、省略（omit, delete）、插入

（insert）、前移（pre-pose）等變化或移位形式而形成的結構。 

(三)變式結構：否定式及疑問式。 

以上的次結構分析結果必須透過具「語法框架」（specifically-syntactic）

以及「語義框架」（specifically-semantic framework）的混合式語法公式呈現。 

 在建立了次結構的分析架構後，我們利用這套方法學進行現代漢語

「是……的」句的次結構分析。首先，將現代漢語「是……的」句定名為「焦

點句」，並在語義功能的層次上將「是……的」句分為「聚焦於已知事件的

相關細節」與「聚焦於說話者主觀評論」兩個語義功能次結構。我們認為在

兩類「是……的」句中的「是」都具有聚焦功能而「的」具有「預設」及「強

化」的功能，因此兩類「是……的」句區分的重點在於句中事件的類型及聚

焦的對象。而在兩個語義功能次結構下各有三個及四個句法次結構，也都是

以焦點的類型作為次結構區分的標準。除了語義功能和句法結構外，「是……

的」(一)的語用交際功能為「獲得與某已知事件的相關訊息」及「糾正預設」，

「是……的」(二)的語用交際功能則為「糾正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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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是……的」句次結構分析結果的基礎上，我們透過檢視偏誤及困難

度評定兩方面建立「是……的」句的教學排序。在偏誤類型方面，缺省類的

偏誤在兩類「是……的」句偏誤中均佔最高比率，當中又以「的」的缺省最

多。而由於「是……的」(二)焦點範距內的句子結構較為複雜，因此錯序的

語料較結構單純的「是……的」(一)來得多。在教學排序上，我們以「累進

式」的「困難度遞進」及「螺旋式教學」為原則，將「是……的」句的教學

排序分為六個階段，每個階段都必須涵蓋「是……的」句的功能、篇章類型

及句法次結構，以期達到以功能為觸發，以句法結構為載體的語法規則內容。 

 

6.2研究限制與省思研究限制與省思研究限制與省思研究限制與省思 

 以下提出一些本研究的限制與未盡之處。 

一、本文試圖建立一套能同時涵蓋功能、句法、語用三個層面的語法點次結

構分析方法學，但由於各層面包括的概念非常多，我們只能就教學上常討論

到或易忽略的部分闡述，如，句法功能部分要說明各詞類及語類的功能、語

義功能要考慮格語法、多義等。此外，我們未將篇章功能獨立列出而將其歸

併於語義功能內。 

二、本文提出次結構的分析結果，應該以兼顧「句法」和「語義」的符號和

公式呈現，但尚未建立一套符合學習者需求的語法規則公式。 

三、有關「是……的」句的語料，囿於語料來源，缺少有上下文的對話形式

或較長篇章的語料，因此在語用交際功能方面，以先前學者的研究結果為

主，未有更進一步的發現。 

四、在偏誤分析方面，由於時間及篇幅，只能針對語義次結構的分類，而未

能將所有的偏誤句依句法次結構歸類，這部分有待日後加以更詳盡的分析。 

五、在「是……的」句的教學語法內容中，缺少和其它語言之間的對比分析

研究，教學語法應是具有針對性的，因此在實際運用前應加入與不同語言之

間的對比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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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研究最後提出的語法規則及教學排序，尚未經過教學上的驗證，此點

有待日後設計相應的教材及教學活動後加以實證。 

 囿於時間和能力，在次結構的分析方法學上，還有上述的問題待解決，

而在本文中也僅能就「是……的」句的次結構分析及在教學上的運用予以說

明。在教學語法的原則下，語法點「次結構」的分析與語法點的排序、教材

的編寫、語法規則的內容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期望能藉由此論文拋磚

引玉，期待往後的研究者或教師能更重視「次結構」在教學上的重要性，並

有更多語法點「次結構」分析結果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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