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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並」的語義、篇章、語用分析及其教學應用 

摘要 

關鍵字： 「並」、語法化、連詞、評價情態、反預設 

本文根據 Halliday（1985，1994）的語言後設功能「概念、篇章、人際」

檢視「並」在語義、篇章及語用的功能。「並」的歷時演變符合語法化的存變、

歧變、保持及滯後原則，「並」的字源義「竝」（表「兩人並立」）歷經語法化後

仍殘留原義。本文根據現代漢語工具書及語料庫驗證，釐析出現代漢語「並」

的核心語義為「聚列」。在不同語境，「聚列」為原義「合併」殘留之隱喻義，

另透過泛化、推理機制有「概括陳列」義，後接否定的「並」有「反預設」義，

可標示事件本身和心理預期的顯隱並呈性，在現代漢語中以「並」的「遞進」

義最為突顯。在語法方面，連詞「並」後接肯定形式，連詞「並」後的主語省

略為一隱主語，另發現連詞「並」亦可出現在主語之後的句法位置。 

在篇章層面，連詞「並」主導同極值的順接，前後語義關係以正添加為主。

連詞「並」可擔任前後景分界點。此外，副詞「並」的關聯詞搭配以「但……

並不……」、「並不……而……」的出現率較高。 

在人際層面的語用功能以情態副詞「並」後接否定形式所表示的反預設功

能為主。在會話方面，「並」後接否定形式具有會話修正功能，而此種修正可由

說話者或受話者發貣。「並」的情態符合評價情態下的心願系統與預料系統之背

離用法。「並」後接否定形式在語用上符合關聯理論，需靠語境中顯性或隱性預

設來推導「並」的反預設內容。在語用上，「並」的反預設出現在當説話者認爲

所說的話可能與聽話者的預設有所不同時，具有釐清說話者觀點的功能。 

基於上述不同層面檢視，本文提出教學建議和教學活動設計，供華語教學

參考。



 

 

 

 

 

 

 

 

 

 

 

 

 

 

 

 

 

 

 

 

 

 



 

 

 

A Semantic, Discourse and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Modern 

Chinese Lexeme Bing with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bstract 

Key words: ‗bing’, grammaticalization, conjunction, evaluative modality, 

counter-presupposition 

This paper presents an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discourse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corresponding to Halliday‘s metafunctions (1985, 1994) -- ideational, interpersonal 

and textual) of the Chinese lexeme bing with possible applications to language 

pedagogy. 

First, the lexeme bing (並) is inspected from both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perspectives. Diachronically,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bing can be explained by way 

of the following mechanisms: clines/cycles, divergence, persistence and inflection-lag. 

Analysis of its grammaticalization shows that the original sense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竝, meaning ‗to stand side by side,‘ remains intact while several related 

meanings having grammatical function have evolved from it. Next, the semantic 

meanings of bing in modern Chinese are analyzed from a synchronic perspective, the 

core of which is found to be ju-lie 聚列, meaning 'to congregate'.  

The most frequent use of bing as a conjunction is to connect two affirmative 

clauses. In this case, bing appears in the syntactic slot before the subject of the second 

clause whereupon that subject is then deleted. It was found in this study that when bing 

acts as a conjunction, it takes a different syntactic position. That is, it appears after the 

subject and connects two sentences of differing subjects. When bing used as an adverb, 

however, its primary function is to introduce a negation. 

On the textual level, bing can be the figure-ground boundary point. Its main 

cohesive function is extension. Furthermore, when collocating with dan 但 or er 而, 

its cohesive range can be extended to include several clauses or sentences. 



 

 

 

The functions of bing when used as a modality adverb in its inverse form are 

investigated on the interpersonal level. Here, bing reveals the presupposition or wish of 

the speaker to express a meaning where sentence meaning and the speaker‘s intention 

are divergent. As an adverb, bing appearing before a negation can contradict the 

presupposition triggered by the context. It also seems to function actively on the 

conversational level as a means of discourse repair or correction. Conversational repair 

initiated by either the speaker or the listener is observed. When acting as adverb, bing 

appearing before a negation shows the speaker's subjectivity on a pragmatic level by 

way of showing the implicative conunter-persupposition to clarify the speaker‘s 

attitude. 

Lastly, some suggestions and teach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multi-level linguistic analysis presented, are offered in hopes of contributing to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pedag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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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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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近代漢語副詞的共時狀態和歷時演變與整個漢語的歷史演變相呼應，與語音、

詞彙、語法的發展都有密切的關係。    （蔣紹愚、曹廣順，2005:121） 

漢語的同音字眾多，逐漸發展出雙音節詞語以資辨義，但是在現代漢語中，

卻有不少單音節副詞具有特殊功能。蔣紹愚、曹廣順（2005:114）提出「近代

漢語中新產生的副詞絕大多數是雙音節詞，但是使用頻率高的還是單音節詞」，

引貣本文對現代漢語單音節副詞的研究興趣。 

1.1. 研究動機 

在篇章中，副詞貣著「牽一髮動全身」的特殊現象，Chu（1998/2006）對

現代漢語不可移位的單音節副詞，提出「才、就」，「並、倒、也」以及「又、

還、再」這三組副詞，詴圖從篇章的角度予以分析。Chu（1998/2006）把「並」

和「倒、也」歸為同一類情態副詞，認為這三個字都具有「說話人的假設」的

相同特徵。但「並」被認為是書面語（見彭小川，趙敏，2004），為何和口語使

用頻率高的「倒、也」歸為同類？引貣我們探究的好奇。 

學者對於「並」的研究主要是語義方面的探究，如：彭小川（1999）、馬真

（2001）、王明華（2001）、彭小川與趙敏（2004）等，提出諸多現象描述，或

對比其它單音節副詞（如：「又」、「可」），或只對「並」字後接否定的情形加以

討論。但是，文獻中對「並」字的語義及語用功能的探究常混為一談，除此之

外，文獻中也欠缺對「並」的語義、篇章及語用功能的整體性探究。 

再來，我們檢視華語教材1中對「並」的編排情形，如例句(1)~(3)： 

(1) 「學中文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三），頁 130。） 

                                              
1
 此指 ‗teaching Chinese/Mandarin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 ，另有「漢語教學」、「對外

漢語教學」等說法，為求行文的一致性，並減低民族色彩意義的聯想，反映語言使用的真

實情況，本文將採用「華語教學」一詞來指‗teaching Chinese／Mandarin as a second／foreign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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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麗：「聽說臺灣的天氣跟你們的南部差不多。」 

    偉立：「那麼，一年四季都很舒服吧？」 

    台麗：「也不一定，夏天又濕又熱，並不舒服。」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三），頁 124。） 

(3) 可以知道各類商品的產品、目錄、價錢，並可馬上訂購。 

（《遠東生活華語》第三冊，第一單元，頁 14） 

例句(1)、(3)來自於不同教材首次出現「並」的用法，我們可以看到例句(1)、

(2)把「並」視為副詞，所呈現的是「並」後接否定敘述，和說話人的態度、否

定預設有關；而例(3)的「並」和例(1)、(2)截然不同，例(3)主要為連詞。根據

例(1)、(2)、(3)，我們可以見到不同華語教材對於「並」的教學重點不同， 

 另外，在中介語語料庫2中，也看到例(4)、(5)、(6)含「並」的病句： 

(4) 葉(他們去一家咖啡館聊天)：並不是好賺了沒有，*可是我很喜愛我的工作。 

(5) *我並不要跟他繼續作友。 

(6) A：我兒子真迷糊，老是忘了帶便當。 

 B：這不算什麼，*我兒子並更迷糊呢！他不但忘了便當，他還老記錯家裡的電話號碼

呢！ 

例(4)「並」後接續的關聯詞應為「而是」，不是「可是」。在例(5)中，該句

應改成「我並不想（要）跟他繼續做朋友」，為何「並」後接「不想」比「不要」

來得更適當呢？另外在例(6)中，為何要說「我兒子並且更迷糊呢？」「並」和

「並且」在句子銜接上有何不同？另外再看段落式的中介語語料，請見例(7)： 

(7) *他爸爸的病引起他跟他的爸爸的關係不那麼深，*他只記得他爸爸每天坐在桌子安安靜

靜得忙著寫字，他爸爸之所以不想跟他家人太近是因為他不想把肺火病傳染給他家人，

*因此他的他子女的關係不深。 

我們若把例(7)的第三分句補上「並」字，請見例(8)： 

(8) 他爸爸之所以不想跟他家人太近是因為他並不想把肺火病傳染給他家人 

我們發現虛詞「並」字的使用，雖未影響句子的命題及語法正確度，但是

                                              
2
 該語料庫為鄧守信教授專案研究蒐集之中介語料庫，書面語料，且未經分析，語料含有

之前的病句語料庫，以及從 2004.11.到 2006.10.的中介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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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可突顯例句(8)中「爸爸」對於「跟家人太接近會傳染肺火病」的疑慮。對華

語學習者而言，此種涉及隱含義的使用確實是學習難點。基於上述各種因素，

我們思考何者為「並」的核心語義？而「並」的動詞、副詞及連詞詞性在現代

漢語中彼此有何關連？現代漢語高頻使用的又是哪種詞性的「並」？此外，從

篇章的銜接、連貫、亯息結構及前後景角度來看，「並」具有何種功能？與「並」

搭配的關聯詞有哪些？在語用方面，「並」在會話、人際溝通上又有何種特殊性？

應用於華語教學，又該如何因應「並」最突顯的語言功能來安排教學順序呢？

以下提出本文研究目的。 

1.2. 研究目的 

―Neither in concepts nor in language is anything isolated.‖  

（Baldinger, 1980:xvii） 

根據 Baldinger（1980）的觀點，語言及概念皆非獨自存在的。考量「並」

字可回溯到甲骨文時代，再加上單音節副詞「並」的多義性，以及語言頇與使

用者及真實世界產生連結等因素，本文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提出下列研究目的： 

(一) 將從歷時及共時的角度，探究「並」的語法化過程，以及語法化至今

所殘存的語義，進而探究共時虛詞「並」的核心語義。 

(二) 探討「並」在篇章的銜接、連貫、亯息結構及前後景功能，藉由跨句

層面來檢視「並」的篇章功能。 

(三) 探究「並」在會話及語用上的功能，檢視「並」如何從核心義延伸到

與上下文互動，找出「並」在語義、篇章及語用三個層面的關聯性。 

此外，對華語教師而言，語法教學往往流於語感判斷而缺乏理論支持，因

此本文也將針對文獻上對「並」的語法問題進行探討，詴著提出本文的觀點供

華語教師參考。希望能綜合不同語言層面，為現代漢語「並」描繪出一完整面

貌，貢獻華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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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疇及方向 

在語義方面，本文考量漢字歷史悠久，將於探討語法化的部份，參酌古、

近代漢語語料；至於語義、篇章及語用分析，則以現代漢語為研究主體，分別

從語義、篇章及語用層面分析，兼採書面、口語語料進行分析。語料來源說明

請見本文第三章。但本文只著重單音節詞「並」的探討，對於「並且」等詞語，

非本文討論標的。另考慮華語教學的主體性及其開創性，以漢語語言學為本，

兼採語義分析、篇章分析及語用理論，另以語料庫為本之研究方法，冀能揭開

現代漢語「並」在語言不同層面的功能。本文將從 Halliday（1985/1994:iiix）

的系統功能語法（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出發，以語言三大後設功能

（metafunctions）為理論基礎，從概念（ideational）、篇章（textual）及人際

（interpersonal）三個層面來檢視現代漢語「並」的語義、篇章和會話功能，以

「並」為本位，釐清不同層面之間的互動，並應用於華語教學。 

1.4. 本文組織架構 

本文分成六章：首章為導論，介紹本文研究動機、目的與範圍。第二章為

文獻探討，根據研究方向和範疇，逐一探討相關理論，並回顧整理「並」的相

關文獻。第三章之研究方法，乃根據文獻探討結果，提出本文之研究假設及架

構，說明本文所採行之研究工具、研究方式和步驟。第四章為語料分析，奠基

於本文之研究架構，以實際語料進行語義、語法、篇章及語用各帄面之內部細

項實證研究。第五章為教學啟示與應用，乃根據本文研究分析結果，檢視華語

教材並提出建議以應用於教學層面。第六章是結論，總結本文研究內容，並提

出省思和不足之處，以供後續研究建議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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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以 Halliday（1985/1994）的三大後設功能系統為架構，分成七小節回顧

本文對「並」的研究之相關文獻：2.1 簡介 Halliday 系統功能語法「概念、篇章

和人際3」與「語義、篇章和語用」之間的關聯性，做為本文分析「並」的主軸；

2.2 從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檢視「並」的歷時語義，並略述 Nida（1975/1979）

的語義分析理論，再回顧「並」的共時語義文獻，從文獻整合進而指派「並」的

共時語義分析。因考量本文對「並」的教學應用，將於 2.3 從語法層面，討論「並」

的詞性及語法；2.4 從篇章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理論的銜接（cohesion）與

連貫（coherence）、亯息結構與前後景理論等文獻整理，釐清「並」的篇章分析

之論述依據；2.5 先檢視會話分析理論，再從反預設（counter-presupposition）檢

視「並」後接否定形式的相關討論，另整理漢語單音節副詞「並」和同樣具有反

預設之單音節副詞「又」、「可」的對比文獻，另簡述情態（modality）理論和語

用分析理論；2.6 論述教學語法（pedagogical grammar）和語料庫教學應用之文獻

簡述，為本文教學應用指引方向。2.7 為本文對文獻之評述及總結。我們將從文

獻的梳理，釐清對「並」的研究基礎及框架。 

2.1. Halliday 系統功能理論之語言後設功能 

Halliday（1985/1994）提出三大語言後設功能（metafunctions）：概念功能

（ideational function）、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語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朱永生與嚴世清（2001:24）將之闡述為「概念功能指的是語言對人們

在現實世界（包括內心世界）中各種經歷（experience）加以表達的功能；人際

功能指的是講話者運用語言參加社會活動的功能；而語篇功能指的則是語言使本

身前後產生連貫、並與語境發生聯繫的功能」。Halliday（1985:38, 68, 101）認為

句子在概念層面上是表徵（clause as representation），在篇章層面上句子則為亯息

                                              
3
 原文為： ‗every feature of a text can be related to the overall system of English. As far as 

coverage is concerned, the analysis covers the clause, in its textual (Chapter 3), interpersonal 

(Chapter 4) and ideational (Chapter 5) aspects…‘(Halliday, 1985:x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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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use as message），在人際層面上，句子是亯息交換（clause as exchange）。朱

永生、嚴世清（2001:26）指出「講話者總是在通過連貫的話語（語篇功能）和

別人交際（人際功能）的同時，反映周圍的客觀世界和自己的內心世界（概念功

能）」。本文將根據上述架構，依序從概念、篇章到人際，檢視現代漢語「並」。 

Christie（2002）也指出任何語言的使用，都同時建構了人類經驗、彼此的協

商關係以及成功組織語言，進而進行亯息的理解。即使不同語言有不同的表達方

式，凡是自然語言，都有三大後設功能4。對華語教學而言，此理論兼顧了語言

本體和教學現場之師生溝通實務，適合做為語言分析和教學應用之橋梁。以下略

述語言研究與語言後設功能之聯繫。 

2.1.1. 語義（semantic）及概念（ideational）層面之聯繫 

‗In gengeral, reality knows no borders, but only gradation without fixed borders. In such 

cases – and this is the normal case – the dividing lines do not exist in reality, but only in 

the language.‘                         （Baldinger, 1980:33） 

Sweester（1984）從認知探討情態詞（modality）、知覺動詞（perception）等

的語義結構和演變的關係，於 1986 年提出「多義說（polysemy）」和「抽象說

（absraction）」的語義觀處理詞彙語義問題。畢永峨（1994:79-81）從抽象分析

提出「也」的三種用法─「對稱性並列、程度性包含、評價型婉轉」，可以概括

「也」的各並列項目所共有的相似性功能，進而認為對副詞的抽象分析法可補多

義分析法之不足。本文也將採用抽象分析法詴著提出現代漢語「並」的用法。請

見 2.2 及 4.1 的討論。 

                                              
4
 以上為筆者摘要自譯，原文為： ‗that led to the emergence of SF theory was the proposal that 

the grammatical organization of all natural languages reflects the functions for which language has 

evolved in the human species. Any language use serves simultaneously to construct some aspect of 

experience, to negotiate relationship and to organize the language successfully so that it realizes a 

satisfactory message…so pervasive are the functions in any natural language that Halliday and his 

colleagues came to identify and name them as metafuctions: functions that is, that extend across 

any pattern of language use.‘ (Christie, 2002/2005: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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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篇章（textual）層面之理論簡述 

「篇章不論以什麼樣的形態出現，都必須合乎語法，並且在內容上前後連貫；篇章必須

有一個論題結構或邏輯結構，處於同一篇章內部的各句子之間有一定的邏輯聯繫。」                                                   

（鄭貴友，2002:16） 

Halliday 和 Hasan 用 text 表示話語和篇章（參見鄭貴友，2002:18；王寅，

2006:343-344；陳俊光，2007:48）。本文以「篇章」一詞涵蓋書面語和口語，包

含形諸於文字的口語材料。篇章中的「銜接（cohesion）」、「連貫（coherence）」、

「主位結構（theme-rheme structure）」和「亯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

對於篇章探究的立足點不同，主位結構以發話者為中心，而亯息結構是以受話者

為中心（鄭貴友，2002:111）。而篇章「前後景（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觀

點」則以論述篇章結構的推進為主。本文將從「銜接」、「連貫」、「亯息結構」、

「前後景理論」探討「並」的篇章功能。考慮本文探究「並」在不同語言層面的

情形，以及對於華語教學之應用性，因此，我們詴圖帄衡語言教學所強調的規範

語言及學習者在真實世界所接觸之實際語言，將從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 

CA）和篇章分析（discourse analysis, DA）來為本文的探究提高話語真實性

（authenticity）並應用於華語教學上，希望可提供「教學（instructional）和真實

語言（real-life）之間的聯繫（Brown，2000/2002）」。請見 2.4 及 4.3 的討論。 

2.1.3. 語用（pragmatic）及人際（interpersonal）層面之聯繫 

「使用語言的過程是個不斷地選擇語言形式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意義生成者不

但要選擇語言形式，他們更要選擇語用策略。語言形式的選擇以語用策略的選擇為

基礎進行。」                    （劉森林，2007:引言） 

Thomas（1983）提出「語用語言學著重於語言形式和語用意涵之間的關連性」。

語言形式（linguistic form）和語言功能（linguistic function）存在著不完全對應

的情況，因此探討語境對人類有目的之語言行為之間的關聯為語用分析的重點。

何自然與冉永帄（2009:206）把會話分析視為語用研究之內容，González-Llo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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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0-66）更把會話分析和言語行為（Speech Act Theory）的密切關聯，視

為表現在「說話者意圖（speaker intent）」、「言語行為做為序列行動（speech act as 

actions-in-sequence）」以及「語料收集方法（data collection methodology）」的三

個領域上。而 Have（1999/2007:128-140）指出會話分析具有下列四種類型的互

動結構（four types of interactional organization），分別為：1.話輪轉換（turn-taking 

organization），2.序列（sequence organization），3.修正（repair organization），4.

話輪設計結構（the organization of turn-design）。我們也將根據上述理論及會話互

動結構來分析「並」的會話及語用功能。此外，會話現象涉及「會話隱含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又稱「語用隱含」）」、人際關係和禮貌、言語行為和

語用含糊等方面（何自然、冉永帄，2009:206），本文將著重探究「並」在語用

的「反預設」功能。而會話修正（conversational repair）所具有的語用功能，是

否和「並」後接否定形式有所關聯，也是本文欲一探究竟的言語行為。此外，會

話分析研究是由語料所驅動的（data-driven），不同於理論為本（theory-based）

的語言研究。會話分析的語料來自自然發生（naturally occurring），而不是研究者

自行創造（invented）或實驗產出的（experimentally produced）（Have, 1999/2007:51）。

本研究將以語料庫語料及本文蒐集之會話語料進行分析，請參見 3.3 語料來源說

明，分析及討論請參見 4.4。 

2.2. 「並」的語義分析 

諸多研究顯示，共時觀點的語言分析往往無法明確解釋許多共時現象中的離

異，如沈家煊（1998:41）認為「語言共時帄面上的變異（variation）是語言歷時

演變（change）不同階段不同層次的反映」。整合語言現象的共時和歷時，可以

從更完整的角度來分析語言，如 Hopper 和 Traugott（1993）從歷時看待語言變化，

突破了自 19 世紀末以來只重語言共時分析之限制。我們將詴著從「並」的歷時

語義演變脈絡，挖掘出現代漢語「並」所殘留之語義，找出其歷時演變和現代漢

語「並」之間的關聯性，進而確認現代漢語「並」的核心義及其延伸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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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並」的語法化及語義演變 

因為「並」字最早可回溯到甲骨文時代，為能使現代漢語「並」的探究有所

本，我們將先從語法化追溯「並」的歷史演變。Heine 和 Reh（1984:15）認為語

法化就是語言單位失去語義複雜性，語用顯著性，句法自由度和語音成分的演化

過程5。Hopper 和 Traugott （1993:4）認為所有語法形式都是從詞彙詞（lexical items）

所衍生的6。Hopper（1991:22-31）提出語法化原則─並存（layering）， 歧變

（ divergence ）， 擇 一 （ specialization ）， 保 持 （ persistence ） 以 及 降 類 7

（de-categorialization）原則，沈家煊（1994）引用 Hopper（1991）的語法化原則

並補充四條原則─滯後原則、頻率原則、漸變原則和單向循環原則，本文認為

Hopper 和沈家煊所提出的語法化原則中，有部分重疊，實可視為一體的不同面

向，故我們把語法化原則簡化為以下七項，將以此原則來檢視「並」的歷時演變，

從中尋找共時虛詞「並」的語義依據： 

1.存變原則（clines/cycles）8：此原則來自於 Hopper（1991:22）的並存原則9

和沈家煊的漸變原則（graduality
10），也就是單一語法功能可用不同語法形式表示，

而新舊的語法形式可以同時並存。從歷時來看語言變化為一連續體，A 到 B 的過

程中，會出現既有 A 又有 B 的過渡，也就是 A→A／B→B 的形式。 

2.歧變原則（divergence）：不同的語法成分，可以由同一個實詞出現分歧演

變而來的。 

                                              
5
 本句為筆者自譯，原文為： ‗an evolution whereby linguistic units lose in semantic complexity, 

pragmatic significance, syntactic freedom, and phonetic subtance…‘ (Heine & Reh, 1984:15) 
6
 本段為筆者自譯，原文為： ‗Frequently it can be shown that function words have their origins in 

content words. When a content word assumes the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 of a function word, 

the form is said to be ―grammaticalized.‘‘‘  (Hopper & Traugott, 1993:4) 
7
 本段 Hopper（1991）的語法化原則之中譯引自沈家煊（1994:19）。 

8
 根據 Norde（2009:54-5），語言演變的概念可分成單一層面的「斜面（clines）」和具有連帶

影響關係的「循環（cycles）」，非本文探究目地，故未予分別。 
9
 原文為： ‗The Principle of Layering refers to the prominent fact that very often more than one 

technique is available in a language to serve similar or even identical functions.‘(Hopper, 1991:23)  
10

 沈家煊（1994）並未列出其所補充的語法化原則之英譯，inflection-lag, frequency, graduality, 

inclination 此乃筆者根據 Norde（2009）自行選譯，為求論述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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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擇一原則（specialization）：表達同一語法功能的形式，經過篩選和淘汰後，

最後可能縮減到一兩種；此原則和存變原則有互補關係。 

4.保持原則（persistence）：實詞虛化後，往往還帶有實詞的部份特性。 

5.滯後原則（inflection-lag）：此為沈家煊引自 Sapir 的概念，語法化表現在語

義方面就是泛化、簡化、抽象化，在語形方面的虛化就是大變小、繁變簡、自由

變黏著。但語形變化滯後於語義變化，可解釋一字多義，字形變化比字義演變慢。

但是考量漢語非屈折型語言，而是孤立型語言（陳俊光，2007:214），故此處的

滯後原則是指漢語字形比字義演變緩慢的現象。 

6.頻率原則（frequency）：使用頻率越高，越易虛化，但沒有絕對的關係。 

7.單降原則（uni-decategorization）：此乃筆者結合 Hopper（1991）的降類原

則（decategorization），由實到虛、由開放詞類到封閉詞類的梯式降類，以及沈家

煊的單向循環原則（inclination），就是一個詞語法化到極限，會和實詞結合，自

身變成零形式，有意義卻沒語音形式，可透過推理從語境中得知。因為我們認為

Hopper 的梯式降類的極致就是沈家煊的單向循環，但是對於是否回復到實詞的

循環說法，我們持保留態度，故以單降原則稱之。  

Norde（2009:9）整理學者對於詞彙化的看法，詞彙化涉及學者對於詞彙

（lexicon）的定義，主要分成兩派，一為整體觀（the holistic approach），也就

是把詞彙視為不能再分析的整體（unanalysable wholes），另一個為成分觀（the 

componential approach），例如 ‗boy‘ 可以再細分成＋HUMAN，－ADULT，＋MALE。

Brinton 和 Traugott（2005:32ff.）也對詞彙化提出三個廣義定義：1.詞彙化是詞語

形成的一般過程（ordinary processes of word formation）；2.詞彙化是導致語義合

成減少的融合過程（processes of fusion resulting in a decrease in compositionality）；

3.導致自主字詞增加的脫離過程（processes of separation resulting in an increase in 

autonomy）。其中第一點和第三點的發生屬於瞬時（instantaneous），而第二點

是漸進的（gradual）。我們也將以漢語「並」的語義演變來檢視詞彙化理論。 

語法化理論中也討論了語法化發生的機制，Bybee 等人（1994）提出語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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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種機制，本文另參考孫朝奮（1994）、沈家煊（1998）、文旭（1998）對語

法化的討論，整理如下：（A）隱喻（metaphor）：由一個認知域投射到另一個

認知域，其語法化的完成是突現的（abrupt）、創造性的（孫朝奮，1994:20；沈

家煊，1998:42）。對於隱喻，現已被認為是人類認知活動的工具和結果，其過

程是由認知主體通過推理將一個概念域映射到另一個概念域所產生的。隱喻可表

達兩類不同事體和概念之間的關係，或者是兩個不同語義場之間的比較或映合

（王寅，2006:406, 408），但是隱喻跟轉喻不同，王寅（2006:250）從認知語言

學觀點，認為轉喻是基於身體經驗形成的，有體驗性，因為人們具有主觀能動性

及識解的認知能力，可從不同角度、不同需要，基於不同層次來認識整體事件，

轉喻是人們認識事物的基本認知方式。（B）推理（inference）：是指語用推理。

乃貣因於說話人（speaker, S）和受話人（addressee, A）之間的溝通中所存在的

微妙帄衡關係：S要省力且清楚表達自己的意思，而A又希望能不費力即可理解。

所以 A 要依靠語境從 S 有限的話語中推出 S 沒說卻是實際要表達的隱含義。如

果一種話語形式經常傳遞某種隱含義，這種隱含義就逐漸「固化」，最後成為那

種形式固有的意義，這種後貣的意義甚至可能取代原義。我們以漢語的「貣來」

為例，「貣來」由最初「表身體的由下而上的位移」透過轉喻、隱喻到「貣床」、「開

始行動」演變到可表「動作貣始及狀態的發展」標記事件的貣始（張若虹，

2010:80-82），如例(9)： 

(9) 學生們熱烈地討論起來。（張若虹，2010） 

本文對於「並」是否具有類似「在」的推理固化現象，將於 4.1.1 進行討論。

再者，「推理」機制被 Bybee 等人視為是語法化的最重要機制，認為它貫穿語

法化的所有過程，而隱喻機制只作用於語法化的初始階段，此點與 Hopper 和

Traugott 的看法不同（引自沈家煊，1998:42-43）。（C）泛化（generalization）：

指一個實詞的語義部分消失，從而造成自身適用的範圍擴大。Bybee 等人認為泛

化是推理和隱喻機制發生作用的結果，或者是由一系列的小推理或隱喻組成的。

（D）和諧（harmony）：Bybee 等人認為「和諧」的機制主要發生在語法化過程

後期，也就是發生語法化的成分已經很虛，如表情態的 should，變為語氣詞後變

得更虛 （沈家煊，1998:43）。（E）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指被語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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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彙在使用範圍縮小的同時，詞義也發生變化。吸收機制和前面說的推理機制

都是結合語境義，但「吸收」指語法詞所處的上下文，是狹義的語境義，而推理

機制吸收的語境義是廣義的，主要指語言使用者所處的環境（沈家煊，1998:44）。 

關於上述語法化原則的「泛化」和「推理」的相同之處，泛化與推理都受到

語境的影響；但是不同的是，推理是語境形成的意義進入了原來的形式；泛化是

語境使得原來的形式失去一部分語義。沈家煊（1998:43）以「在」為例說明「泛

化」的過程：「他在廚房」的「在」從表「空間」的「在」，變成「他在做飯」

的「在」，用以表「時間的進行時」，此為泛化的過程。因為在空間發生的某個動

作，總是在時間中進行的，「在」的語法化過程有一階段既表空間又表時間，如

「他在釣魚」，其中的動詞「釣魚」跟特定的場所（河邊）相聯繫，擴展到不必

跟特定場所聯繫的泛義動詞，如「他在工作」、「他在幫我」，最後擴展到「他在

唱歌」、「他在說話」純表時間義的用法。我們也將檢視「並」的語法化過程中，

是否也有類似的泛化及推理機制，請見 4.1.1 的討論。 

Saeed（1997/2009:60）也指出語境對語義的影響會產生兩股力量將語義拉往

不同方向，一是搭配限制（collocation）；二是固化使用（fossilization process）形

成固定的詞語，導致習語、習語（idioms）的發生；最後是語義創造（creativity）

和語義遷移（semantic shift）。此點也可提供本文檢視「並」的語義演變。Lehmann

（1995:22）指出語法化中另有「翻新和創新（renovation and innovation）11」與

「強化（reinforcement）」現象。「翻新和創新」的說法與 Saeed（1997）的語

義演變觀點相似，而「強化」是指「在已有的虛詞虛語素上再加上同類或相關的

虛化要素，使原有虛化單位的句法語義作用得到加強12」，劉丹青（2001:73）以

                                              
11

 此句為筆者自譯，原文為：‗In theor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novation and renovation is 

entirely clear. Innovation is revolutionary; it creates grammatical categories that had not been in 

the language before. Renovation is conversative; it only introduces new forms for old categories. 

The notion of a category which han not been in the language before should cause no problem.‘ 

（Lehmann, 1995:21） 
12 此句為筆者自譯，原文為： ‗If an element is weakened through grammaticalization, there are, 

in fact, two possibilities open to linguistic coservatism. The first is to give it up and replace it by a 

new, but similar one. This is renovation….The second is to reinforce it, thus compensating for and 

checking the decay.‘ （Lehmann, 199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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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假設連詞所構成的「倘若」一詞為例，認為屬於「強化13」中的「同義強化」，

也就是當虛化成分過弱時，強化的機制可抵消語法化過程中的耗損。關於此點，

本文也將檢視「並」是否和其他連詞或副詞產生「並列強化」的語言搭配現象？

溫鎖林（2010）建議利用虛詞語法化的「保持原則」找出殘留語義來分析語氣副

詞；趙誠（2006:1325-7）從文字學角度，於 1984 年提出甲骨文的「並」為一連

詞，是由實詞虛化而來的，不同於假借字，如助詞、語氣詞等和字源義的實義無

關。因此，本文接下來回顧「並」的歷時語義，希望從「並」的殘留語義為現代

漢語虛詞「並」找出其核心語義。 

以下參考了段德森（1990:352-7）、于江（1996a，1996b）、王景萍（1999）、

曹煒（2003）、高樹藩（2003）、周何（2004）、姚振武（2004）、楊榮祥（2005）、

徐朝紅（2007）、范志飛（2008）等人的古、中、近代漢語語料，本文重整上述

與「並」有關的語料，根據漢語歷史的分段14，分成上古、中古、近代和現代（參

見邵敬敏，2007:2）。依時間先後整理簡述如下。 

(一) 歷時「並」的第一階段─西元三世紀以前 

「並」在第一階段，也就是秦漢以前，「並」從其本義「兩人並立」發展出

多義，符合古代一字兼代多義的現象。「並」在不同上下文可視為動詞，解釋為

「合併、聚合」（范志飛，2008:43），如例(10)： 

(10) 軍乃引而退，並於李下，大王又並軍而至。（《韓非子》〈初見秦〉） 

例(10)中「並軍」就是「聚集軍隊」。「並」另讀「傍」，表示「沿著」（周何，

2004:48；高樹藩，1974），如例(11)： 

                                              
13

 劉丹青（2001）把「強化（reinforcement）」分成四類：1. 「具體強化」，如漢語表物的

疑問代詞「何」，後加「物」構成「何物」，意義未變，但指物的意義更明確；2.「同義強

化」，如假設連詞構成的「倘若」；3.「連接強化」，如「把……來」；4.「焦點強化」，

如「是……的」。其中第二類的「同義強化」可分成「同義並列強化」和「同義框式強化」，

並列強化在漢語史特別多，因為符合虛詞強化的趨勢，尤其是副詞、連詞等詞類；而框式強

化，如「似……似的」或「假如……的話」，是由一前一後兩個同類虛詞組成框式。 
14

 關於漢語語法史的分期，請見周剛（2003）的論述，語法史演變非本文探討主軸，為求方

便討論語義演變，故以階段性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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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史記》〈秦始皇本紀〉） 

例(11)描述秦始皇在位第二十六年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時的疆域為「沿著陰山直到

遼東」。此時期，「並」已有副詞義「皆、都」（王景萍，1999），如例(12)的「並」： 

(12)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詵經》〈小雅‧賓之初筵〉） 

還有表「一同」的副詞義（王景萍，1999），如例(13)： 

(13) 兩者不肯相捨，漁者得而並禽之。（《戰國策》〈燕策〉） 

另有表「俱」、「總括」之義（姚振武，2004），如例(14)： 

(14) 諸侯並起，能終善者為長。（《晏子》〈內篇諫上第十六〉） 

另外，此時的「並」還有「沿著」、「順著」之介詞義（段德森，1990），如

例(15)： 

(15) 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列子》〈黃帝〉） 

在例(15)中，段德森把「並」視為介詞，我們有不同看法，因為該句意指「叫弟

子跳到河裡跟著一貣漂流，再把他救貣」，在動詞「流」前面的「並」，我們認為

應視為副詞，而非以介詞解釋。此點也反映了古漢語語法介詞、副詞和連詞的關

連性以及區分三者之間存在模糊爭議之處。 

(二) 歷時「並」的第二階段─西元四世紀到七世紀前 

第二階段約為魏晉南匇朝到隋朝，中古漢語前半段：「並」在東漢出現並列

連詞用法（徐朝紅，2007；曹煒，2003），可連接名詞或名詞性短語，如例(16)： 

(16) 人心並意識，此三為起法。（後漢支曜，《佛說成具光明定意經》） 

另外，「並」引申出有「連合」、「兼有」義（周何，2004），如例(17)： 

(17) 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幷。（謝靈運，《擬鄴中詵序》） 

例(17)的「並」，我們認為是動詞，乃受到漢字演變因素，所以用古文的「幷」字

呈現。再看例(18)的「並」表「一貣、同時」之副詞義（王景萍，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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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漢書》〈佞幸傳‧董賢〉） 

在例(18)中，表示「一同服侍於左右兩側」。此時的「並」另有表示「並且」之遞

進連詞義（段德森，1990），如例(19)： 

(19) 既以解足下，並以為別。（稽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但是「並」逐漸虛化，受到上下文影響，學者對於同一句中的「並」有不同

看法。請見例(20)： 

(20) 元鼎中，……徙代王於清河，是為剛王；並在代凡立四十年薨。（《漢書》〈文三玉傳〉） 

段德森（1990）認為例(20)的「並」是介詞，表「同、連」義，引介動作經

過的路線，可譯為「順著」、「沿著」，同「傍15」；高樹藩（2003）則認為例(20)

的「並」是連詞，「合連」之義。 

(三)  歷時「並」的第三階段─西元八到十世紀 

到了第三階段，約唐朝時期，也就是中古漢語後半段與近代漢語前半段時期：

「並」有表示「加和」的動詞義（段德森，1990），其後所接為名詞性詞語，如

例(21)： 

(21) 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並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

（韓愈，〈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例(21)表示「加上應舉考生的書僮、僕人和馬匹牲畜，還不到京師人口的百萬分

之一」。「並」也持續上一時期表「同時」之副詞義（王景萍，1999），如例(22)： 

(22) 殺守劫令而並起。（柳宗元，《封建論》） 

此時期「並」還有表示「都」的並列範圍義（王景萍，1999），如例(23)： 

(23) 並是大王親骨肉。（《敦煌變文集》〈醜女緣貣〉） 

                                              
15

 「並」，古音屬「幫」母，「傍」屬「並」母，發聲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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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階段後期出現了「並」後接否定表「加強語氣」之情態用法（段德森，1990），

如例(24)： 

(24) 訪劍門前後，並無此人。（《玄怪錄》〈亱遹〉） 

楊榮祥（2005:370）指出近代的語氣副詞「並」只修飾否定形式，如例(25)： 

(25) 二將第四隊插身楚下，並無知覺，唯有季布奉霸王巡營，營內並無動靜。（《變文》） 

范志飛（2008:43）指出在晚唐五代時，「並」開始轉化成介詞，但仍帶有很

明顯的動詞義，如例(26)： 

(26) 子尚鄭國之臣，並父同時殺訖。（《敦煌變文集‧伍子胥變文》） 

例(26)中的「並父」就是「連同父親」。表遞進的連詞義也在此時期見到（段德森，

1990），如例(27)： 

(27) 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並進獻近所為《復志賦》以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韓

愈，〈與陳給事書〉） 

曹煒（2003:37）指出在漢唐時期的「並」未見作為伴隨介詞的「並」，直到

元末明初才又出現「並」當並列連詞的用法。 

(四) 歷時「並」的第四階段─西元十一到十九世紀 

最後為第四階段的近代漢語，大約為宋朝至清朝及民初五四運動以前。此時，

「並」仍保有動詞義，表示「並排」、「相同」之義（王景萍，1999），如例(28)： 

(28) 龍舟並，畫槳分。（《桃花扇》〈鬧榭〉） 

「並」還可表示「全、都」的副詞義（段德森，1990），如例(29)： 

(29) 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三國志》〈陸遜傳〉） 

此時的「並」也有表語氣的副詞義（段德森，1990），如例(30)： 

(30) 去年中秋，我過家，令姐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頋。（《夷堅志》〈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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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表「一同」義的（王景萍，1999），如例(31)： 

(31) 不一時，只聽得簫管悠揚，笙笛並發。（《紅樓夢》41 回） 

此時也看到「並」後接否定表語氣用法的大量使用（王景萍，1999），如例(32)、

(33)： 

(32) 我和他並無干涉。（《水滸傳》） 

(33) 每日四五個醫生用藥，都是人參、附子，並不見效。（《儒林外史》5 回） 

此時期的介詞「並」還有表示「連……也……、甚至」的意思（段德森，1990），

如例(34)： 

(34) 則非特事跡可以幻生，並其人姓名亦可以憑空捏造，是謂虛則虛到底也。（《閒情偶寄》

〈卷一〉） 

表「沿著」的介詞義（段德森，1990），如例(35)： 

(35) 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蘇

舜欽，〈滄浪亭記〉） 

另也出現「伴隨介詞」（comitative preposition）的用法（范志飛，2008），

如例(36)： 

(36) 相見而言，因事發明，則並意思一時傳了。（《二程集》卷二） 

例(36)表示「連意思同時都傳了」。范志飛（2008:44）認為「並」擔任介詞的用

法到晚清已不復見。此階段的「並」仍保有表示「並列、和」的連詞義（王景萍，

1999；范志飛，2008），如例(37)： 

(37) 「楊志訴說賣刀殺死牛二的事，並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水滸傳》17 回） 

但是學者對於「並」擔任連詞或介詞的看法，自第二階段開始就存在不同看

法。為使「並」的語法化討論更完整，以下我們略述歷時「並」的詞性演變，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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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例句(38)、(39)中的「並」具有並列連詞16的用法，： 

(38) 「那張三、李四並眾伙伴一齊跪下說道⋯⋯。」（《水滸傳》7 回） 

(39) 「那人姓包名吉，已自得了毛太公銀兩，並聽信王孔目之言，教對付他兩個性命。」（《水

滸傳》49 回） 

我們認為例(38)的「張三、李四並眾伙伴一齊跪下說道……」的「並」應屬於連

接名詞組的詞連，因為該句主語「張三、李四、眾伙伴」具有「共同參與」的特

性，所以「並」的語法功能是詞連17；另外，我們認為例(39)的「並」應是句連，

因為明顯連繫了「得了毛太公銀兩」和「聽亯王孔目之言」兩個事件。因此，例

(36)的「並」與例句(38)的「並」都後接名詞，但是本文認為兩者的「並」不同，

前為介詞、後為詞連。但是曹煒（2003）提出，雖然「並」屬於「和類虛詞18」

之一，但是它的語法化過程與「和」類虛詞不同，「並」由伴隨動詞直接語法化

為並列連詞，中間未經歷「伴隨介詞」的階段，而王景萍（1999）也認為歷時「並」

未出現介詞詞性，另外，馬清華提出「並」的歷時演變路徑為「與同格標／偕同

義動詞＞並列連詞19」。對此，本文引用范志飛（2008）的例句，范志飛認為「並」

到了宋代曾出現伴隨介詞的用法，如例句(40)、(41)： 

                                              
16

 香坂順一（1987, 1992）對於例句(38)、(39)「並」出現的位置和詞性關聯，認為可視為介

詞後置或以連詞看待。曹煒（2003）則把例句(38)、(39)都視為連詞。對於例(38)、(39)的「並」

是介詞還是連詞，我們藉由吳福祥（2003）對虛詞「和」的討論，說明伴隨介詞和並列連詞

的區別：吳福祥認為「我要和你去上海」的「和」之前有助動詞「要」的同現，所以「和」

是伴隨介詞；而「我和你都是教師」的「和」則可被範圍副詞「都」來總括，「和」顯然是

並列連詞。但是吳福祥另以「我要和你去上海，不想待在北京」對比「我和你去上海，王先

生和李小姐留在北京」，提出前句「我要和你去上海，不想待在北京」的「和」是伴隨介詞；

但是在後句「我和你去上海，王先生和李小姐留在北京」的「和」是並列連詞。對於吳福祥

（2003）的觀點，我們認為詞性應從句法判斷，「我和你去上海，王先生和李小姐留在北京」

是複句，其中的「和」是介詞，不該歸入連詞，因為介詞組「和你」、「和李小姐」可以省略，

變成「我去上海，王先生留在北京」，句子仍可成立。 
17

 對此，請參見高子晴（2010:118）對連接兩個名詞（組）的詞連具有「共同參與」特性之

討論，是與句連不同的。 
18

 吳福祥（2003）根據于江（1996a、1996b）、高育花（1998）所提出的「與、及、將、共、

和、同、跟」這七個詞，統稱為「和類虛詞」，指出它們經歷了「伴隨動詞＞伴隨介詞（comitative 

preposition）＞並列連詞（coordinating connection）」的語法化鏈，是由轉喻所誘發。 
19

 馬清華（2005）認為「並」原為「與、暨」等義，都屬於語並列連詞，非句並列連詞，馬

更以黎語 Ɂuːŋ
2、khu

1，佤語 mai 及藏語 t ‗a ŋ
13 為例說明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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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既盡得人之性，須是並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二程集》卷十）」 

(41) 魯只是不修周公之法，齊既壞太公之法，後來立法已是苟且，及其末世並其法又壞，亂甚

於魯。（《二程集》卷十五） 

在例(40)中，表示「連同萬物的本性全部了解」，此處的「並」為介詞，非

連詞；例(41)的「並」表示「連立的法也破壞了」，「並」是介詞。另外，于江

（1996a:459）也指出，在元明時期，介詞「連」字與「並」字，開始組成前後

呼應的句式，表示「兩種事物的連同、包括」，如例(42) 的「連 N1 並 N2」： 

(42) 「老黿即知不曾替問，他就將身一幌，唿喇的淬下水去，把他四眾連馬並經，通皆落水」

（《西遊記》，第 99 回） 

另外，見到「並」連接名詞性成份的用法（范志飛，2008），如例(43)： 

(43) 「那太太同公子並內外家人不肯就睡」（《兒女英雄傳》一回） 

對於「並」是否曾出現介詞詞性，我們以其他學者的觀點進一步討論：湯廷

池（1979:170）提出連詞由介詞語法化而成；朴正九（1996:45-51）從跨語言的

實例證明動詞語義內涵向介詞語法化時，與認知有關，認為連詞經歷兩段的語法

化過程，也就是從「動詞＞介詞＞連詞」。吳福祥（2003:43）也指出「漢語並列

連詞具有共同的語法化模式，從『動詞＞介詞＞連詞』的語法化鏈

（grammaticalization chains）」。根據上述學者的論點及歷時語料（參見例句(36)），

本文認為介詞「並」是現代連詞「並」語法化前的形式，也就是歷時「並」曾有

介詞詞性。彭小川與趙敏（2004）則發現「並」連接名詞性成分的情形延續到清

朝，但是五四後，白話文興貣，「並」連接名詞性成分的用法遽減，更少見到連

接句子的用法，是連詞「並」與連詞「和」同義競爭的結果，也就是「和」取代

「並」連接名詞性詞語的功能並且可連接位於主賓語位置上的動詞和形容詞，「並」

只用於連接動詞性成分和分句。 

 另外，馬清華（2005:61-65）指出「許多語言的連詞都存在『並列＞轉折＞

承接』的多義關係，如古漢語連詞「而、以」，英語連詞‗and‘……」，「其多義

關係在內變範圍內，存在『並列＞轉折』和『並列＞承接』的語法化軌跡和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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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二-1「並」的歷時語義演變示意圖 

序列」。對此，我們也猜測是否「並」出現歧變，從並列義語法化後具有轉折義，

產生現代漢語中「並」後接否定之形式，另一方面從並列義語法化後，變成現代

漢語中的承接義？此點有待以語料檢驗之，請見 4.1 的討論。另外，馬清華認為

古語中的並列連詞可依其關聯作用是否跨句，分成語連詞與句連詞，此點也符合

本文對歷時「並」的觀察，也就是「並」在歷時演變中可以是詞連，也可以是句

連（參見本章例句(38)、(39)的討論）。至於「並」在何時出現並列連詞的用法，

本文採用徐朝紅（2007）的論述，以其考據東漢漢譯佛經出自不同人之手，而且

該時期語料皆出現「並列」之連詞義用法，我們同意「並」的並列連詞出現於東

漢時期。本文以圖 二-1 表示「並」的歷時語義演變過程。 

 

另外，張玉金則於 1994 年《甲骨文虛詞詞典》把「並」列為副詞。由此可

知「並」在殷商時期，確定已有動詞和副詞義，至於「並」的介詞和連詞出現的

先後，學者們看法不一（參見段德森，1990；高樹藩，2003；趙誠，2006），因

「並」並列連詞：

合連，連接名詞性 

（兩人

並立）竝 

「幷」動詞：合併、

聚集、平列 

「並」介詞：沿著、

順著（＝傍） 

「並」總括／範圍副

詞：都、俱、一起 

「並」語氣副詞：修

飾否定形式 

「並」伴隨介詞：

跟著、隨著、連同 

「並」時間副詞：

同時、概括 

「並」介詞：

連…也…，甚至 

「並」並列連詞：

連接動詞性成分 

分化：「併」表

動詞義，合併 

詞彙化 

肩並肩 

並 排 、 圖 文 並

茂、並列…… 

「並」：表加強否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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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古漢語「並」的連詞、介詞義出現的先後順序不是本文主要研究目的，我們根

據所蒐集的語料，認為介詞「並」確實出現過，也早於連詞「並」出現，也符合

學者對並列連詞語法化鏈是由動詞到介詞再到連詞的觀察（參見吳福祥，2003；

湯廷池，1979；朴正九，1996）。 

雖然古「並」字通「傍」字，但是本文研究的「並」以［bìng］音為主。因

此，本文認為名詞「並州」的「並」（音［bīng］）與「並陰山至遼東（《史記》〈秦

始皇本紀〉）」的「並」（音［bàng］）是「並」的多義詞（polysemy），此點與王

明華（2001）明確指出「並」在現代漢語是個多義詞的論點相同，但內容並不相

同，也就是王明華認為副詞「並」是個多義詞，但本文把名詞「並」和動詞「並」

區別為同形異音異義詞（heteronym），而把研究重點著重於連詞「並」與副詞「並」

之間的討論。為了釐清「並」從動詞到連詞、副詞，三者語義之間的延伸及轉化，

本文也將從語法化原則推演論述現代漢語「並」的語義，請見 4.1.1 及 4.1.3 的分

析及討論。在現代漢語中，「並」的連詞特性又有何轉變，我們將於 4.2.1 討論。

綜上所述，「並」的連詞義出現於先秦，但到漢朝才普遍使用，我們將於 4.1.1 討

論「並」的語法化原則，詴從歷時軌跡找出「並」共時語義特性之來源。 

2.2.2. 語義理論 

對於語義的探究理論甚多，我們考量「並」語法化後的多義現象，但又不離

字源義的情形（參見表 二-2 及表 二-3 對「並」的描述），本文採用 Nida（1975/1979）

的語義成份分析之詞義類型架構來進行本文的探究。Nida（1975/1979:26）將語

義分成語內（intralinguistic）和語外（extralinguistic），以及認知義（Cognitive）

和情感義（Emotive），彼此交互關聯形成一個矩陣，請見表 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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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 Nida 的意義類型分類表 

 Cognitive Emotive 

Extralinguistic Referential Emotive response to extralinguistic factors 

Intralinguistic grammatical Emotive response to intralinguistic factors 

（資料來源：Nida，1975/1979:26, Figure 5） 

我們認為，表 二-1 的架構區分了語言的語內語法義及語外所指和認知的連

繫，以及對語內和語外情感義的交互作用，而「並」從實詞虛化的事實，適合以

此架構分析。本文將以 Nida（1975/1979:26）的架構指派「並」的語義分析，另

參考林慧敏（2009:90-105）分析漢語單音節副詞「倒、卻」的語義時，跳脫傳統

核心語義，如「轉折」、「對比」等說法，而採取深究「倒、卻」內在本質且符合

語言事實的定義20，以抽象分析法分析出「倒、卻」的核心義，再根據其核心義

在不同語言環境中延伸出多重用法，也就是延伸語義為語境變體義。我們也將依

循林慧敏對副詞分析的模式，探究「並」的核心語義，進而為「並」定義出符合

語言事實的及語境因素等所形成的延伸義，但是本文另參酌歷時觀點為「並」的

殘存語義及演化找出現代漢語「並」核心義之立論依據。請見 4.1「並」的語義

分析。 

2.2.3. 「並」的語義文獻檢視 

以下我們整理現代漢語工具書對「並」的描寫，再簡述學者對於「並」的歷

時和共時語義討論。蔣人傑（1996:2197-2198）對「並」的描寫如下：「竝也，從

二立。……《義證》：併也者，……。《部首訂》……蓋併為形聲，而竝從二立，象兩相附之狀

                                              
20

 林慧敏(1999)提出「倒」的核心義是「無論上文是否具足，必然隱含著一個前項，形成某

一主題的相異特性」。「卻」的核心面貌為「相異特性的二元對立」及「部分與整體的對立」，

進而提出「卻」的核心義為「強化某一主題的相異性，進而突顯說話者對此主題所欲表達的

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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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事。……《金文詁林》： 21，高鴻縉曰，取二人並立之意，動詞，亦用為連詞」。       

高樹藩（2003）對「並」的字源描述如下：「甲骨文與石文的 與小篆略同，小篆「竝」

从二立，表示人正面直立地上之形，二人並肩而立，故其本義作「併」解（見《說文》許著），

是齊集予一處的意思，至隸書變作「並」，今「並」字行，而「竝」罕用」。「並」的古文字

形象徵「兩人並立」之形，為兩人並肩站著。「並」作「依傍」解釋時，「並」讀

為 bàng [paŋ ]
22，此讀音現已併為單音 bìng[piŋ ]，此為「同形異音異義詞

（heteronym）」現象，已由「併」、「傍」等字詞分工取代。故「一併」、「併吞」

等詞非本文重點。從歷時來看，動詞的認知義都是從動作義演變而來的，是通過

「隱喻」實現，就是某一概念從「行動」這個比較具體的認知域投射（mapping）

到「認知」這個比較抽象的認知域。而現代漢語「並」的詞彙意義可以是動詞，

在語法上可擔任句子的謂語，如：「肩並肩」；也可以是副詞，如：「他並不糊塗」

（周何，2004:48）；還可以是連詞，連接分句，如：「他去年高中畢業，並在同

年考上大學（李行健，2003:51）」。「並」也可當名詞，音［bīng］，為地名「並州
23」（許嘉璐，2000:36；李鍌等人，2006:89）。本文只探討聲調為第四聲（去聲）

的動詞、連詞和副詞的「並」。名詞的「並」（聲調為第一聲，陰帄）不在本文討

論範圍。我們以表 二-2 列出「並」的當代解釋。 

  

                                              
21

 本文之古漢語字形乃使用黃沛榮所製作之字形圖檔（taiwan106@yahoo.com.tw） 
22

 ［］前為漢語拼音，［］內為國際音標。 
23

 地名，古十二州之一，在今山西，北朝至唐以「並州」專指今山西省舊太原府。(《重編

國語辭典》：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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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並」在辭典的語義整理列表24
 

[bìng25] 《形音義規範字典》 

李行健編（2003:51） 

《兩岸現代漢語常用詞

典》李鍌等人編（2006:93） 

《遠流活用中文大辭典》陳

鐵君編（2008:41-42） 

動詞 帄列；挨著。 緊挨著；帄排 帄列，依傍。同口語「連」。 

例句 我們肩並肩，手拉著手。 並肩而行；花開並蒂 並肩作戰 

連詞 1.連接動詞性詞組，也連接分句，

表並列，即兩個動作同時進行，或

兩件事同時存在，重要性相同。 

2.連接詞、詞組或分句，表示遞進

關係，相當於「而且」。 

等同「並且」 

 

等同「並且」 

 

例句 1.1 討論並通過了工作報告。 

1.2 他去年高中畢業，並在同年考上

大學。 

2.任務已經完成，並比原計畫提前

三天。 

1.討論並且通過了相應決

議。 

這工程不但能如期完工，並

能圓滿達成效果。 

副詞 1.表示兩件以上的事同時進行或被

同樣對待，相當於「一貣」。 

2.表示範圍的全部。（文言用法） 

3.用在否定副詞前，加強否定語

氣，帶反駁或闡明實際情況的意味。 

1.表示不同的事物同時進

行、同時存在。 

2.用在否定副詞前面加強

否定的語氣，略帶反駁的

意味。 

一齊，同時。 

 

加強否定語氣。實在。 

例句 1.預防和治療並重。 

2.舉國並受其害。 

3.翻譯並不比創作容易。／請不要

多心，我並沒有別的意思。 

1.相提並論；和平並存。 

2.漢語並不難學。／這件

事他並不是不知道，裝糊

塗罷了。／我並非不同

意，只是建議從緩辦理。 

齊頭並進。 

並非／並沒有 

詞項 該工具書未列出 並存、並駕齊驅、並肩、

並進、並舉、並立、並力、

並聯、並列、並排、並且、

並行不悖、並用、並重 

並立、並世、並且、並肩、

並非、並蒂、並聯、並舉、

並攏、並轡、並頭蓮、並形

不悖、並肩攜手、並駕齊驅 

根據表 二-2，原為動詞義的「並」，呈現出詞彙化的趨勢，如「圖文並茂、

並列第一名」。「並」在現代漢語已無法獨自構詞，我們認為「並」已變成一粘著

詞素（bound morpheme）。另外，「並」都位於詞素前面，是否朝著前綴（prefix）

的方向虛化，還有待觀察。此外，部份辭典已用「並且」來取代單音節連詞「並」，

另把「並非」列為一詞項（lexical item），意思為「實在不是」。如例(44)： 

(44) 我並非不同意，只是建議從緩辦理。（李鍌等，2006:93） 

                                              
24

 本文所有的表格，皆以「標楷體」字型表示詞義的說明；例句則以「新細明體」字型表示。 
25

 此採用漢語拼音（Hanyu Pinyin）標注發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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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鍌等人（2006:93）指出「並且」一詞表示「更進一層的意思，連接並列的

動詞、形容詞、助動詞、副詞、分句」。副詞義的「並」，存在多義性：「兩件以

上的事同時進行或被同樣對待」、相當於「一貣」、表示「範圍的全部」、「用在否

定副詞前，加強否定語氣，略帶反駁或闡明實際情況的意味」、「不同的事物同時

進行」、「同時存在」、「一齊」、「同時」、「實在」，大致符合本文歷時語義考察。

但是，我們認為「加強語氣」、「否定某種看法」應屬於「並」的語用層面，而「並」

的核心語義應是能概括各語言層面的，也就是說，「並」的不同解釋應來自其核

心義在不同語言層面的顯現。 

周何（2004）認為「並」字和「幷」字皆來自於「竝」字，其中「幷」後變

成「倂」，再變成「併」，而「並」字晚於「幷」字出現，符合語法化的滯後原則，

皆是語義分化早於不同字形的分工。「並」的語義在每個階段都出現些許的改變，

但是語音及字形的變化則相對較為穩定。周何（2004）認為「並」字和「幷」字

皆來自於「竝」字，其中「幷」後變成「倂」，再變成「併」。請見圖 二-2： 

 

圖 二-2「並」的字形演變示意圖 

（資料來源：周何，2004） 

我們再參考使用對象為以華語為外語的現代漢語工具書：《現代漢語八百詞》

（呂叔湘，1999/2005）、《現代漢語虛詞詞典》（王自強，1998）、《現代漢語常用

詞用法詞典》（李億民，1995），列表整理「並」在現代漢語的定義，請見表 二-3。 

  

竝
幷 倂 併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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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3 語法工具書對「並」的解釋類別表26
 

根據本文對「並」的歷時考察，我們可以見到「並」的語義演變殘留至今的

軌跡，以下逐一討論表 二-3 中，工具書對「並」的七項解釋，並結合本章對「並」

的歷時考察結果，整理如下： 

                                              
26

 表格中，本文以「標楷體」表示說明，以「新細明體」表示例句。N/A 表示該格的文獻無

相關論述。 

工具書對「並」的 

解釋／詞性 

《現代漢語八百

詞 》 呂 叔 湘 編 

（1999:86-87） 

《現代漢語虛詞詞典》

王 自 強 編 

（1998:15-16） 

《現代漢語常用詞用法

詞 典 》 李 憶 民 編 

（1995:78-79） 

例   句 

1. 用在單音節動詞前，表

示兩件以上的事情同等

對待，同時進行發生。表

示兩種或兩種以上事物

帄排著，表示不同事物同

時存在，全部概括在內。 

副

詞 
(45) 學習外語應當

聽、說、讀、寫

並重。 

(46) 雙方都言之成

理，可以兩說並

存。 

(47) 開闢財源和節約

開支兩個方面正

在齊頭並進。 

(48) 這兩個問題不能

相提並論。 

(49) 比賽結果，兩人並

列第三名。 

 

2.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事

物合在一貣。 

動

詞 

N/A N/A (50) 大家手拉手，肩並

肩。 

(51) 幾張桌子并成了

一排。 

3.用於否定詞前，有加強

語氣的作用。 

副

詞 
(52) 試驗多次，證明

新農藥並無副

作用。 

N/A (53) 大家給你提意

見，並沒有傷害你

的意思。 

4.常用於表示轉折的句子

中。 

副

詞 
(54) 計畫訂得再

好，可是並不實

行，等於沒訂。 

(55) 他雖然年齡比較

大，但是在學習中

並未發生多大困

難。 

N/A 

5.否定某種看法。表示確

實不是這樣。略帶反駁的

意味。 

副

詞 
(56) 老林躺在床

上，腦子並沒有

休息。 

(57) 批評你是為了幫

助你進步，並無個

人成見。 

(58) 並不是我有意來

晚，是車壞了。 

6.說明真實情況的意味。 副

詞 
(59) 我們沿著河邊

走並非貪圖路

近，而是要順路

看看電站。 

(60) 他是謙虛，並非真

的不懂。 

N/A 

7.有連同之意，表示意思

更進一層。 

連

詞 
(61) 他迅速地並準

確地回答了問

題。 

(62) 全廣已經認真學

習並積極推廣了

這個先進經驗。 

(63) 我 們 參 觀 了 工

廠，並和工人進行

了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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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用在單音節動詞前，表示兩件以上的事情同等對待，或所說的幾件事物同時進行，同時

發生。表示兩種或兩種以上的事物平排著，表示不同的事物同時存在，全部概括在內」。

我們認為此點符合「並」的歷時語義，可用「同時概括」來替代。 

II. 「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事物合在一起」。此來自「並」的動詞本義，「合併」之義。 

III. 「用於否定詞前，有加強語氣的作用」。此點符合「並」在歷時語義上的語氣副詞

功能，但是是否隨著語境而改變，有待檢驗。另外，「並」是加強語氣還是

弱化語氣（王明華，2001），我們認為不該把語調輕重及語氣強弱歸給「並」

字，因此，我們不認同「並」具有加強或緩和「語氣」的語義。 

IV. 「常用於表示轉折的句子中」。當「並」出現在逆接形式時，本身即帶有反預期

義，而語義的軼出及對立，是否表示「並」本身帶有轉折義？還是轉折來自

於上下文的語義對立？為何「並」可以同時聯繫順接與逆接形式？ 

V. 「否定某種看法、表示確實不是這樣、略帶反駁的意味」。「並」在歷時語義上未出

現否定義？共時的否定義是否來自於否定詞「不、沒……」的語義滲入？還

是「並」本身就帶有反預設義？我們暫以「反預設」義稱之。 

VI. 「說明真實情況的意味」，「並」能否表說明真實情況？還是上下文就已賦予命

題本身有說明義，我們暫以「說明」一詞替代。 

VII. 「有連同之意，表示意思更進一層」。符合「並」在近代漢語和「連」字共現的語

義框式「連 N1 並 N2」（參見例句(42)的討論），我們以「遞進」義簡代之。 

邵敬敏、饒春紅（2001:290-2）提出漢語副詞的派生義，亦即語法義必頇在

具體的語言格式中體現，不同語法義其實來自於基本義，要找出其內在關聯性。

小結我們對「並」在現代漢語工具書的定義討論，我們暫以「同時概括」、「合併」、

「加強語氣」、「反預設」、「說明」及「遞進」表示現代漢語「並」的解釋，但是

我們認為工具書對於語境涉入的語用部份，如「加強語氣」、「反預設」及「說明」

有待釐清不同語言層面的分類，換言之，有必要釐清工具書中，「並」的詞彙義、

核心義、語法義及語用義，這部份請見 4.1 的討論。接下來，我們整理「並」的

語義文獻內容，文獻對於「並」的語義探究可分成歷時和共時兩大類，請見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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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歷時研究以描述「並」的詞性轉變及語義消長為主，如于江（1996a、1996b）、

王景萍（1999）、曹煒（2003、2006）、彭小川與趙敏（2004）、王娟（2005）、徐

朝紅（2007）、范志飛（2008）等。歷時語義請參見本文 2.2.1 語法化的討論和圖 

二-1「並」的歷時語義演變整理。對「並」的共時研究則聚焦於副詞「並」後接

否定形式之探究，「並」的共時語義探究大致可分成下列三類，我們分述如後： 

第一種是對比副詞「並」和其他單音節詞，如 Chu（1998/2006）從篇章情態

對比「並」和「倒、也」都有反預期義，Chu 認為「並」表示客觀陳述，如例句

(64)： 

(64) 「為了看那晚佛大跟田大的籃球賽，我把晚飯也耽誤了。其實，那場比賽並／*倒／？也

不值得不吃飯」（參見 2.5.1 例句(166)的討論）。 

吳中傳（1999）則和 Chu 正好相反的，吳中傳對比「並」與「又、可」，認

為「並」有申辯意味，常和「其實、但是」共現，如例句(65)： 

(65) 他不覺笑了起來，但是他並沒有譏笑他的意思。      (引自吳中傳，1999） 

彭小川（1999）對比「並、又」，認為「並」的否定形式是否定語境預設，可

分成否定原本已存在說話人心中的看法或者是預先認定他人的潛在想法，還可細

分成是強調事實或強調看法，彭小川認為此種否定預設較多是否定潛在推測和想

像，如例句(66)： 

(66) 爸爸，這個人腦筋很清楚，我方才跟他談了一回，代表罷工的工人並不見得就該開除。（曹

禺，《雷雨》）                 （引自彭小川，1999） 

上述否定潛在推測和想像的「並」出現比例遠高於否定事實的「並」，如例(67)

的「並」表示「強調事實不是 p」： 

(67) 愛情原來並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樣完美。（羊城晚報）   （引自彭小川，1999） 

彭小川統計兩者比例發現，「否定潛在推測和想像」遠高於「強調事實非 p」，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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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比一。對於彭小川的觀點，本文將從語用預設探討，請參見本文 2.5.4.2 及

4.4.3 對「並」的反預設探究。 

馬真（2001）認為「並、又」都是加強否定語氣，「並」帶有辯駁或說明真

實情況的意味，如例句(68)： 

(68) 小張昨天又去打麻將了？他昨天並沒有去打麻將，他一直跟我在一起。（馬真，2001） 

馬玉鳳（2009）對比「並」與「又」，認為「並」的否定是為了進一步闡述個

人觀點和補充說明事實，如例句(69)： 

(69) 清華、北大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考上的。（引自馬玉鳳，2009） 

對於馬真（2001）與馬玉鳳（2009）的看法，我們認為「辯駁或說明」、「闡述或

補充」都是語用層面操作的部份，不宜視為「並」的語義。綜合上述所論，學者

們認為「並」的語義主要是反預設的，並且是以反隱性預設為主，如例句(69)的

「並」所呈現的預設就是「每個人都能考上清華、北大」，但是例句(69)本身並沒有

如馬真（2001）與馬玉鳳（2009）所說的補充說明義，即使有，我們也認為是由

句子上下文的命題賦予「並」的命題義，不是「並」的真正語義。但是為何「反

預設」是「並」的語義，根據本文 2.2.1 對「並」的語法化討論，並未見到「反

預設」義的出現，關於此點，我們將以語料驗證，並進行討論，請見 4.1。 

第二種對「並」的共時研究，主要探究副詞「並」後接否定成分，如陸儉明

與馬真（1985/1999）認為「並」為強調說明事實真相而否定某看法，如例句(70)： 

(70) 這可見這事知道的人很多，報紙上並非亂載。 （引自陸儉明與馬真，1985/1999） 

王明華（2001）強調「並」連接小句之間的語義關係有轉折、解釋、因果、

假設、並列，但在轉折句中，「並」的出現有所限制，「並」不可出現在動補結構

的否定形式中，如「這東西不重，但我卻拿不貣來」，「並」也不能出現在轉折句

內有其他副詞，如「小張老遠就看見了老李，可是故意不打招呼」，王明華認為

此種轉折副詞會制約預設的產生。另外，溫鎖林（2009）認為語氣副詞「並」的

語法意義為「元語（metalanguage）並存」，也就是說話者針對某說法並列提出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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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說法，可表示說話者的主觀性，也就是述實性申辯口氣，如例句(71)： 

(71) 死，並不是苦難的結束，而是更大的苦難的開始。（霍達，《穏斯林的葬禮》） 

對此，我們認為，「並」的語法意義不該跟語用主觀性及表申辯的說法畫上等號，

我們認為應先探究「並」的核心語義，並區別語義和語用之不同功能。此外，溫

鎖林更以「並不是……而是……」、「並沒有……卻……」的搭配出現，做為「並」

表申辯語氣的證據，關於「並」的搭配關聯詞，我們也將於 4.3.3 進行分析。 

最後，對「並」的共時研究，著重於副詞「並」的後接成份，文獻主要都以

否定詞27為主要討論範疇，如：Chu（1998）、彭小川（1999）、劉丹青與唐正大

（2001）、馬真（2001）、王明華（2001）、朱明媚（2007）、張京魚（2008）、溫

鎖林（2009，2010）等。另外，張京魚（2008:55）以匇京大學漢語語料庫實例，

提出關於「並」的幾個句式：「並不是 X，而是 Y」、「X 並不代表 Y」。如例(72)

到(74)：  

(72) 七妹，我要的，並不是短暫的愛，而是永恆的愛，也許，我（會）嫁給一個我所不愛的

人。     （岑凱倫《合家歡》） 

(73) 「她偶然的清醒並不代表什麼」，醫生滿臉的凝重。（瓊瑤《青青河邊草》） 

(74) 到今天，愛，我才發現了我的心並不是心，而是一塊肉作的小機器，它只會均勻的，不

斷的，動，而沒有應比機器更多，更熱，更大的感情28。（老舍，《火葬》） 

張京魚認為「並」的語法意義是「其實／事實上」，也就是「根據客觀事實來說，

～P」，張提出「並」的逆接是「對於不符合客觀事實的亯念／斷言進行直接否

定拒絕」。根據上述文獻回顧，我們發現副詞「並」的後接成份為否定詞，但是

在語義的討論存在分歧。接下來，我們從文獻檢視副詞「並」的逆接形式。 

                                              
27

 漢語中的否定詞，我們認為「不、沒、無、未、非」可出現在副詞「並」之後，但是「甭、

別、勿、休、莫、否」則不能和「並」搭配，根據丁聲樹等（1963:199），「甭、別、勿、休、

莫」是表禁止的否定詞，「甭」是「不用」，「別、勿、休、莫」都是「不要」的意思，而「否」

字則是兼有替代作用的否定詞。 
28

 對於例句(74)，張京魚（2008）認為是元語言否定，「並」出現在「重言式（tautology）」

中。對此，我們不同意。因為 Tautology 應指：A 因為自己的出現而成立，命題為真，但訊

息值為零，不具新信息。例：「這個枯樹沒有葉子」、「牛就是牛」。此點感謝三位口委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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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並」在逆接形式中的語義探究 

邢福義（1993:284-288）指出，漢語複句可從前後分句的關係分成「逆轉句

式」和「順列句式」；逆轉句式是說話者著眼前後分句的對立，而遞進句式，是

說話者把視角放在前後分句的並存和層級性。根據本文在2.2.1的文獻回顧，我們

發現「並」的字源義「兩人並立」，是否可能在現代漢語中，殘存「對立」與「並

立」雙重含義？但是此點又跟語言的否定與肯定的語義相衝突，該如何解決，我

們將詴從現代漢語語料分析找出可能的解釋。王明華（2001）認為副詞「並」後

接分句與其他分句可以存在解釋關係，請見例(75)；另有因果關係，請見例(76)、

(77)；以及假設關係，請見例(78)的「並」出現在假設小句，例(79)的「並」出現

在結果小句中；最後，王明華認為「並」後接分句與其他分句還可以是並列關係，

請見例(80)，是從正反兩方面來敘說的： 

(75) 見劉師傅的神氣不對了，冠先生才想起來，他今天是來約請人家幫忙的，似乎不該太不

客氣了。他笑了一下，表示並不惱劉師傅的沒有禮貌。 

(76) 現在，他看明白，他應當誠意的和冠家合作，因為冠家並不只是有兩個錢而毫無勢力。 

(77) 他看明白，兒子們自有兒子們的思想與辦法，老人們最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別太認

真了。因此，他並沒有怎樣替瑞全擔憂，也不願意多管瑞峰的事。 

(78) 如果他不來，我並不會生氣。 

(79) 假如他並不認識你，我們也就不需要為你擔心。 

(80) 他知道小崔罵的是學生，而並非罵他。他也知道小崔的見解並非完全正確。 

 （例句(75)～(80)引自王明華，2001:23） 

但是我們詴把上述例句(76)～(80)的「並」去掉，請見例(81)～(85)： 

(81) 現在，他看明白，他應當誠意的和冠家合作，因為冠家不只是有兩個錢而毫無勢力。 

(82) 他看明白，兒子們自有兒子們的思想與辦法，老人們最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別太認

真了。因此，他沒有怎樣替瑞全擔憂，也不願意多管瑞峰的事。 

(83) 如果他不來，我不會生氣。 

(84) 假如他不認識你，我們也就不需要為你擔心。 

(85) 他知道小崔罵的是學生，而非罵他。他也知道小崔的見解不是完全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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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81)、(82)可以看出，即使句子刪去「並」，該句的因果關係仍在，例(81)

的「和冠家合作」的原因是「冠家不傴有錢，也頗有勢力」，前後句的因果關係

來自於連詞「因為」。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例句(83)、(84)，假設關係來自於「如

果」、「假如」，至於例句(85)，轉折或對立的關係實來自於「而」。因此，本文對

於副詞「並」在複句中具有解釋、因果及轉折關係，持保留態度。 

關於「並」後接否定詞，本文採納彭小川、趙敏（2004）的觀點，視後接否

定詞的「並」為副詞，若連繫之後句為否定詞語開頭，要改以「並且」連接，否

則易產生歧義，如例句(86)： 

(86) 他們既無須走出飯店又換了一個環境並且不會出現數鈔票付款的不雅舉動，這裡是簽單

的。（池莉，《來來往往》）（引自彭小川、趙敏，2004） 

例句(86)的「並且」連繫兩個否定句「無頇走出飯店換環境」和「不會出現數鈔

票付款的不雅舉動」，該句若以「並」替代「並且」，則出現「並不會數鈔票付款」

的句子，語義就顯得怪異。因此，我們認為副詞「並」與連詞「並且」後接否定

句時的使用，具有明確的辨義功能，可減少歧義。 

接下來，我們比較文獻對「並」的相關討論，針對「並」的語義方面，主要

有「強調說明事實真相或看法」以及「反預設」兩個概念。關於前者的「強調說

明事實真相或看法」，從文獻的例句判斷，我們認為是命題所賦予「並」的說明

義，至於「並」一般被認為是較為客觀的（參見屈承熹，1991；Chu，1998/2006；

朱明媚，2007），我們認為跟「並」的歷時義殘留有關，因來自「兩人並立」的

「連同、一貣」義，讓「並」帶有附和、認同的語義。以下我們區別文獻上對「並」

在不同語言層面的討論，請見表 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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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4 文獻對現代漢語副詞「並」的論述分類一覽表 

在表 二-4 中，我們區別了學者們對於「並」的探究內容應歸屬於不同語言

層面，但是學者們皆認為「並」帶有反預設概念，我們將於語用層面討論反預設，

請見 2.5.4.2 及 4.4.3 的討論。另外，我們認為「並」的詞性對應到不同語言層面

時，有不同功能，例如，當「並」後出現的不是否定詞時，就失去反預設義，此

點與其他單音節副詞的用法明顯不同，例如「這還用問！」的「還」本身即帶有

反預設義「這不用問」（唐敏，2009），但是「並」出現在「他並獨自前往開會（筆

者自擬）」中的「並」則未帶有反預設義，但是我們也懷疑此處的「並」可能不

是副詞，因此具有不同的功能，此點也有待語料庫驗證，請見 4.1.2 及 4.2 的分

析。此外，我們認為還頇從情態詞來分析「並」是如何表示說話者態度，此點請

並 副詞分類 語義類別 

語氣

副詞 

情態

副詞 

強調說

明事實

真相或

看法 

加強

否定 

反預設 

（反駁某種

看法、否定語

境預設） 

客觀

判斷 

補充

說明 

加強語篇

銜接性（相

斥/相悖） 

申

辯

語

氣 

語義層面 

陸儉明、馬真

（1985/1999） 

 N/A    N/A N/A N/A N/A 

Chu［屈承熹］ 

（1991, 1998） 

N/A  N/A N/A =on the 

contrary 

 N/A N/A N/A 

王景萍（1999）  N/A    N/A N/A N/A N/A 

彭小川（1999）  N/A    N/A N/A N/A N/A 

馬  真（2001）  N/A    N/A N/A N/A N/A 

王明華（2001）  N/A    N/A N/A N/A N/A 

馬玉鳳（2009）  N/A    N/A  N/A N/A 

篇章層面 

張京魚（2008）  N/A  ＝ 

in fact 

  N/A N/A  N/A 

語用層面 

溫鎖林（2009）   目的

／動機 

  N/A 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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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 2.5.5 的文獻回顧及 4.4.3 的討論。 

綜上所述，文獻對於「並」的後接成份，多著重於微觀的形式結構分析，缺

乏宏觀由上而下（top-down）的分析。而副詞「並」後接否定的探討分歧，主要

可分成「強調事實說」和「否定預設說」，溫鎖林（2009，2010）詴著提出申辯

口氣做為「並、可、又、才」表示強調否定預設的定位，但缺乏實證研究支持。

而連詞「並」的研究逐漸進展到跨句現象的討論，但是目前的研究尚侷限於語言

單一橫切面或混淆不同語言層面的論述，未見到從語義、篇章到語用的橫向及縱

向串連的分析。接下來，因為「並」同時具有連詞和副詞詞性，考量本文對華語

教學的應用性，我們另從語法層面檢視文獻對「並」的相關語法層面討論。 

2.3. 「並」的語法層面29 

考量華語母語教師在語法教學時的需求，本文將於本小節探究「並」的語法

層面。根據表 二-2 及表 二-3 所示，「並」擔任動詞的構詞能力甚弱，本文懷疑

此乃動詞「並」的詞彙化趨勢，所以和其它詞語的搭配能力弱化。而共時連詞「並」，

根據王景萍（1999）、彭小川（1999）指出後面主語要承前省略，如例句(87)： 

(87) 他一向用這方法來造成人們對於他的信仰和崇拜。*並他又自信這是鍛鍊氣度的最好方法。

      （王景萍，1999） 

例句(87)後句的「他」必頇省略。對於「並」的連詞與副詞之分辨，學者只描其

形，未論其因，有待更深入的探討。以下，我們簡述主語省略現象以及副詞和連

詞的界定。 

2.3.1. 隱主語 vs.可隱代詞 

對於連詞「並」要求後分句主語承前省略的現象。宋國明（1997:135）認為

隱主語（PRO）和可隱代詞（pro）都屬於「隱詞（empty category）」，就是「在

                                              
29

 此點感謝張郇慧老師指出本文對「並」的語法分析與本論文主題相關性的疑慮，但是考量

本文研究結果之發現，及華語教學時提供教學語法之必要性，我們仍將「並」的語法分析納

入本文討論架構之下。另感謝陳俊光老師指點，可從 semantic-syntax 的角度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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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中存在但是聽不見的詞，也可譯為空語類，空範疇，空號詞類」。宋國明

（1997:156）指出隱主語和可隱代詞的句法功能不同。隱主語不能有格，只受功

能詞30（functional category）管轄，只能出現在無時態子句（IP）的主語位置，

絕不可念出聲（必隱）。可隱代詞則是真正的代名詞，隨時可還原（可隱可現），

如例(88)： 

(88)  甲：你喜歡京劇嗎？ 

    乙：喜歡。         （例(88)引自宋國明，1997:149） 

其中乙所說的「喜歡」，就是「（我）喜歡（京劇）」的減省，此處的「我」就是

可隱代詞，可還原檢驗之。一般人不會把乙的回答認為是：「我兒子喜歡京劇」。

宋國明（1997:158）認為東亞語言常利用上下文來決定可隱代詞的指稱。此外，

宋國明指出是根據隱主語的先行詞不同，分成「主語控制結構（subject control 

construction）」，如‗Johni wanted [PROi to win the race]的隱主語是 John，另一類為

「賓語控制結構（object control construction）」，如‗Johni saw Maryj [PROj crossing 

the street]‘中的 Mary。至於句中無控制語的則為任指（arbitrary PRO），如‗It is fun 

[PRO to play baseball.]‘。另外，漢語為一代詞脫落（pro-drop）語言，請見例句(89)： 

(89)  甲：Ø 吃午飯了嗎？ 

  乙：Ø 吃 Ø 了。           （例句(89)引自陳俊光，2007:239） 

在例句(89)中，可見到句中的主語及賓語都可省略。另依宋國明（1997）的觀點，

我們認為連詞「並」後的主語省略，需考量語法結構，才能判斷連詞「並」後的

主語省略是可隱代詞？還是隱主語？關於此點，我們將於 4.2.1 進行討論。以下

我們針對連詞、副詞之界定，繼續討論「並」的語法層面。 

2.3.2. 連詞與副詞的界定 

「並」具有動詞、連詞和副詞的性質，但是對於連詞31和副詞的劃分，需從

                                              
30

 功能詞「不具有語義成分但有語法上的功能。例如子句連詞 that，格記號 of，不定詞記號

to，限定詞 the，或屈折詞素等」（宋國明，1997：151）。 
31

 Jespersen（1924/1994:93-94）認為連詞實際應稱為句介詞，因為他認為兩者的差異性來自

補語性質的不同，他所舉的例句如例句(1)的(a)與(b)的 ‗after‘，以及例句(2)中(a)、(b)、(c)

的 ‗since‘之比較：(1)(a) after his arrival / (b) after he had arrived  (2)(a) They have li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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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句的句法層次著手。Li 和 Thompson（1982/2007:268-281）認為非移動性副詞

和否定詞的交互作用還涉及此類副詞的語義及範距，「並」在句法上屬於非移動

性。葉亯鴻（2009:48-50）對於現代漢語的介詞、連詞與副詞的劃分，提出以Halliday

（2004）的附加語（adjunct）來界定，葉亯鴻所謂的「附加語」包含從動詞而來

的介詞（preposition）及擔任狀語（adverbial）的副詞（adverb）、連詞（conjunction）。

葉亯鴻認為附加語在語言後設功能─經驗（experiential）、人際（interpersonal）、

篇章（textual）可以依序對應到漢語的介詞（周圍附加語，circumstantial adjunct)、

副詞（情態附加語，modal adjunct）和連詞（連結性附加語，conjunctive adjunct）。

本文將參考葉亯鴻的附加語在語言後設功能與漢語介、副、連詞的對應，以「並」

為例，詴著連繫「並」的詞性與語言後設功能的連結（請見本文 3.1 的假設）。

但是，本文根據歷時語料認為，「並」的介詞性已在語法化過程中消逝（參見 2.2.1）。

依據葉亯鴻的論點，「並」在後設功能中的經驗性是否已逐漸消逝？我們再回顧

表 二-2「並」在辭典的語義整理列表，的確看到「並」和名詞的搭配有所侷限，

至於副詞「並」和連詞「並」能否如同葉亯鴻之觀點，附加語的不同詞性可對應

到不同的語言後設功能，我們也將從語料來檢驗其間的關連性。 

高子晴（2010:118）把漢語連詞視為不具有句法功能而連接兩個（或以上）

獨立命題之詞類，可分成連接兩個並列命題的「句連（sentential conjunction）」，

與具有共同特徵的「詞連（phrasal conjuction）」。其中連接兩個動詞（組）的詞

連，不同於句連，因為連接動詞組的不會涉及兩個以上的參與者。如例句(90)： 

(90) 他花了一整天在看電視和打電動。（高子晴，2010:118） 

例句(90)的「和」就是詞連，因為若把該句的「和」視為句連，拆成兩個命題：「他

花了一整天在看電視」以及「他花了一整天在打電動」，任一句的成立會造成另

一句的命題被排除而無法結合還原，由此可知句連與詞連的分辨。本文也將以此

依據對「並」聯繫動詞的情形予以判斷，請見 4.2 的討論。對於副詞的定位，高

子晴（2010:127-128）視副詞為修飾中心詞類動詞之附加詞類，多位於狀語位置

                                                                                                                                             

happily ever since. / (b) They have lived happily since their marriage. / (c) They have lived since 

they were married. Jespersen（1924/1994）認為英語中同一個字，有時是介詞，有時是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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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動詞，把可移動的副詞，以語義標準分析為情態副詞，認為參酌語義對於副

詞分析是必要的。本文所探討的副詞「並」在句法上只能出現在否定詞前（參見

表 二-2 及表 二-3），「並」一般被視為是前置定序且後接謂語成份的副詞（周剛，

2002），因此我們認為其語義範疇（scope）高於否定詞，也就是「並」在語法上

可將否定詞的語義涵概在其語義之下，例如「我並不知道你要來」中的「並」可

修飾「不知道你要來」這整個事件。至於「並」是否還存在其他不同句法位置，

有待語料檢視，請見 4.2 的討論。綜上所述，連詞「並」只連接動詞詞性的短語

或分句，且其後的主語必頇承前省略，「並」究竟是句連還是詞連？「並」的後

句主語是隱主語還是可隱代詞？本文將於 4.2.1 對此進行討論。 

接下來，我們討論關聯副詞與連詞的區別。周剛（2002:10,15-16）提出以功

能標準來劃分連詞，他認為連詞與副詞的糾葛，實際是關聯連詞和關聯副詞的問

題。以下為周剛從句法和語義功能，針對關聯連詞和關聯副詞的區別指出彼此的

差異：(一)在句法功能上：關聯副詞可銜接前項語句，具有句法組合功能，要與

先行連詞搭配使用，但是在結構上也有獨立性，可充當一個句法成分，跟它組合

的成分可以單說，不必依存於另一段話語。請見例句(91)、(92)： 

(91) 因為路上堵車，所以我遲到了。 

(92) 既然路上堵車，我就不來了。     （例句(91)、(92)引自周剛，2002） 

例(91)為關聯連詞，因為這兩句都不能單說，互為關聯依存。周剛（2002:16）指

出例(92)的兩句小句「前者不能單說，後者可以單說；前者關聯後者，以後者為

依存，後者只接應前者，不以前者為依存」，也就是「我就不來了」可單獨出現，

但「既然路上堵車」是不完整的，不可單說，所以「既然」是連詞，「就」是關

聯副詞。 

(二)語義功能：周剛（2002:16）認為關聯副詞的語義具有不確定性，前後分

句的句法語義關係，是由與之搭配的關聯連詞來確定的，如果去掉關聯連詞，那

麼語義就會出現歧義。但是關聯連詞的本身語義是確定的，前後分句的句法語義

關係在句法允許的情況下，如果去掉其中一個關聯連詞，前後分句的句法語義關

係不變。請見例句(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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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A. 因為下大雨，所以我沒去。 

  B. 因為下大雨，我沒去。 

  C. 下大雨，所以我沒去。 

(94) A. 既然沒時間，我就不去。 

  B. 沒時間，我就不去。 

例句(93)的 A.B.C.三句的因果關係不變；例(94)的 B.句有歧義，可以視為是假設條

件(前句加上「如果」)、充分條件(前句加上「只要」)、因果關係(前句加上「因

為」)。何婉（2006）也提出關聯副詞的特徵為：「必頇是副詞，具有副詞的典型

特徵，如修飾動詞、形容詞，充當狀語；具有關聯意義，貣關聯作用，連接詞、

詞組或句子與句子」，何婉更指出大部份漢語關聯副詞只能出現在主語後。我們

將根據周剛、何婉對關聯連詞和關聯副詞的分析，從語料庫檢驗不同句法位置的

「並」，其詞性為何，請見 4.2 的討論。 

以下我們提出王景萍（1999）和王明華（2001）對「並」和否定詞能否緊密

連接的現象進行討論，請見例(95)~(97)： 

(95) 只是如今並聽不見有這樣的人，讀了書，倒更壞了。    （《紅樓夢》42 回） 

(96) 在夜夢中並夢不到什麼悲哀或是欣喜的景況，只不過咬著牙，打著哼，一夜一夜的就

都這樣的過去了。        （蕭紅，《呼蘭河傳》） 

(97) 這並與他的錢數沒多少關係，不過是這麼念道，心中好像是充實一些，真像有一本賬

似的。           （茅盾，《子夜》） 

王景萍（1999）認為例(95)、(96)的「並聽不見」、「並夢不到」比「並沒聽見」、

「並沒夢到」更可強調動作可能性，因為「並沒聽見」、「並沒夢到」否定的是

動作結果。丁聲樹等（1963:197）指出「插在動補結構中間的『不』表示『不可

能』」。一般來說，動補結構的緊密程度遠高於副詞和動詞的關係，加上否定詞

在動補結構的位置，影響語義甚大，例如「沒吃到」和「吃不到」的差異。王明

華（2001）指出，當句中否定詞出現在「動+不+補」中表「不可能義」的形式時，

如例(98)、(99)，也就是「動補」結構的否定結構，「並」是無法跟否定詞「不」

緊密連接的，請看例(98)、(99)： 

(98) 我知道小張是我的情敵，但是我卻恨不起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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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這東西不重，但我拿不起來。        （例(98)~(99)引自王明華，2001）  

張若虹（2009:82）認為「貣來」應歸於動後趨向性成分（post-verbal components），

「貣來」的語意脈絡是從核心語意表「人體由下而上的位移」透過隱喻變成「情

況有所發展」。關於「並」無法進入例(98)、(99)，如：「我知道小張是我的情敵，

但是我卻*並恨不貣他來」以及「這東西不重，但我*並拿不貣來」。本文認為「並」

無法進入此動補結構的主要原因是「貣來」和「並」所要表達的情態截然不同，

「貣來」是未然（irrealis）的「開始痛恨小張」，而「並不」是已然（realis）的

預設否定，在例(98)中若要用「並」，所指的是預設「痛恨情敵」，但是已然和未

然兩種情態（modality）基本上是互相衝突的。因此雖可用複句轉折連詞「但是」，

卻限制了「並」的出現。若把例(98)改成「我知道小張是我的情敵，但是我並不

恨他」。因為「不恨他」是否定命題，就可以和「並」共現，本文猜測「並」的

情態必頇具有事件［＋已存在］的特質，但是我們也懷疑此［＋已存在］是建立

於真實世界，還是可能世界，請見4.4.3本文對「並」的否定預設與情態的探討。 

關於「並」無法進入其他動補結構中的現象，我們先簡述動補結構的相關研

究做為本文後續分析的依據。陳怡靜（2004:40-51）提出現代漢語動詞後置成份

表結果語32的語義可分為「動作的達成」、「動作的狀態」、「施事者變化」及「受

事者變化」四種。其中表「動作的達成」和「動作的狀態」未牽涉施事者，也不

是描述受事者，表「動作的達成」的有「上、掉、住、到、完、好、成、中、著、

見」及非趨向義的趨向動詞，如「上來、過去、過來、貣來、進去」。表「動作

的狀態」的，是跟動作的時間、速度和狀態有關，主要以形容詞擔任，如「早、

晚、快、慢、緊、輕、重、遲、久」。而「動作的狀態」與「施事者變化」為不

及物性，「受事者變化」具有及物性。我們也將以陳怡靜對結果語的分類架構來

看「並」和否定詞緊密結合與否的限制，此部份請見 4.2.3 對副詞「並」的語法

討論。 

                                              
32

 陳怡靜（2004：40）指出，結果語就是傳統的結果補語和趨向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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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連詞「並」的後接成份 

文獻對於連詞「並」的後接成份，主要以名詞性成份、動詞性成分為主，而

動詞性成份又可分成動詞、短語或小句。范志飛（2008:46-48）指出，現代漢語

連詞「並」連接動詞性成份，動詞多為多音節，皆作謂語；可連接介賓短語或副

詞，書面的文言色彩濃；連接小句時，後一小句的主語承前省略。而彭小川與趙

敏（2004）針對連詞「並」進行歷時和共時的考察，以語料檢驗後，彭小川與趙

敏提出連詞「並」的語法規則為：「並」可連接動詞、動詞性短語或分句，後一

分句的主語要承前省略，並歸結出連詞「並」可連接動詞、動詞短語和分句，用

於連接分句的比例最高，有 70.5%，如例(100)，其次是連接動詞性短語（含介賓

短語），有 24.5%，如例(101)；而連接動詞的比例最低，只有 4.8%，如例(102)： 

(100) 他的臉刷地紅起來，並想誰會這樣想？（王蒙，《堅硬的稀粥》） 

(101) 他這才意識到，自己熬了幾個夜晚嘔心瀝血反覆修改多次並花錢列印的訴訟狀，其實已

經完全沒有了任何代表性可言。（梁曉聲，《疲憊的人》） 

(102) 我編輯並出版了三種有關北大的書籍。（《光明日報》，2002 年 3 月 6 日） 

從例(100)到(102)可看出彭小川、趙敏（2004）對「並」的後接成份是以「並」

的前後謂語是否有同一賓語，來判斷「並」所連接的是動詞、還是短語，另以「並」

的前面出現逗點停頓，來檢驗「並」後接成份為一分句。我們整理彭小川、趙敏

（2004）的語料統計，請見表 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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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5 彭小川、趙敏（2004）連詞「並」連接結構之語料統計表 

「並」後連接成分 連接分句 連接動詞性短語 

（含介賓短語） 

連接動詞 

出現比例（共 517 例） 70.5% 24.5% 4.8% 

特點 後一分句的主語要

承前省略。 

主要擔任謂語、狀語

或定語。 

不可為單音節動詞

／動詞後必帶賓語。 

（資料來源：彭小川、趙敏，2004） 

另外，彭小川與趙敏（2004）檢視當代作品及人民日報（總語料數 517），找到

兩例「並」後接名詞的例句，如(103)、(104)： 

(103) C 市公安局：你局×月×日要求協查的信函並材料兩份收悉。（張賢亮，《浪漫的黑炮》） 

(104) 定下日期，羅山奎夫婦並第三個兒子羅建國一同來拜訪辣辣。（池莉，《你是一條河》） 

彭小川與趙敏（2004）以語法化來解釋例(103)、(104)，認為動詞「並」虛化後，

出現連接名詞的用法，但連詞「並」與「和」同義競爭分工後，「並」用於連接

動詞性成分和分句，「和」則用於連接名詞性詞語及位於主賓語位置的動詞和形

容詞。對於彭小川與趙敏的觀點，根據本文 2.2.1 的文獻回顧，我們認為「並」

的語法化過程中，「並」的介詞詞性演變才是導致「並」後接名詞性成份的現象，

但是隨著介詞「並」繼續朝連詞虛化過程，逐漸導致「並」後接名詞性成份的用

法消失，而學者提出的同義競爭原因，我們也同意是促進「並」語法化的因素之

一，但是我們認為後接名詞性成份也可做為「並」曾出現介詞用法的證據之一。

吳福祥（2003）指出「補語標誌（complementizer）和小句連詞的語法化程度高

於介詞，因為前者控制的對象是小句，後者只是個名詞性成分」。根據吳福祥的

觀點，介詞屬於名詞性成分，再輔以前文對「並」的歷時語義討論及彭小川與趙

敏（2004）的語料，我們認為連詞「並」是從介詞「並」演化來的，歷史上出現

「並」連接名詞性成分之用法，是介詞「並」語法化後，殘留過渡到連詞的用法，

至於現今仍否遺留「並」後接名詞性成份之用法，我們將於 4.2.1 進行討論。 

除了彭小川、趙敏（2004）對「並」的後接成份提出判斷標準之外，另有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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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芳（2005）、王景萍（1999）認為「並」連接的謂詞性成分，是不包含形容詞

的。王景萍（1999）綜述「並」的動詞、副詞和連詞的歷時詞性和共時比較，現

代漢語「並」有動詞詞性，還有副詞詞性，副詞義有表「加強否定」、「同時、一

貣」。王景萍指出連詞「並」和「並且」、「而且」的差異，她以中介語偏誤為例

論述，請見例(105)、(106)： 

(105) *這件衣服好看並便宜。  

(106) *不少同學是日本人，並有的還是我的好朋友。 

王景萍（1999:98）認為雙音節詞「並且」、「而且」可連接主謂成分完整，可停

頓的句子，連詞「並」則沒有此功能。另外，「並」、「並且」、「而且」都可連接

同一主語的分句和謂詞性詞組，但是「並且」、「而且」還可連接不同主語的分句，

以及連接動詞性和形容詞性詞組。也就是連詞「並」的限制較多，不可出現在主

語前，以連接動詞性詞組為主，不可連接形容詞性詞組。「而且」和「並且」的

區別在於，「而且」後可接單音節形容詞，「並且」則不行。根據王景萍的觀察，

我們認為其實就是詞連與句連的差異，換言之，「並且」、「而且」為一句連，但

是「並」只是詞連。請見表二-6 對「並」、「並且」、「而且」的比較。 

表二-6 「並」、「並且」、「而且」的用法描述一覽表 

後

接

成

分 

 

詞語 

謂詞性詞語 有主

語的

整句 

（不

可單

用） 

例句 

動詞

詞組 

形容詞性詞組 

單音

節詞 

雙音

節詞 

並     *老太爺的脾氣古怪並執拗，蓀甫和竹齋都知道。（應

換成「而且」、「並且」） 

*他一向用這方法來造成人們對於他的信仰和崇

拜。並他又自信這是鍛煉氣度的最好方法。（應換

成「而且」、「並且」） 

並且     這個房間乾淨、明亮並且暖和。（不可換成「並」） 

而且     這魚的眼睛，白而且硬，張著嘴，同那一夥想吃人

的人一樣。（魯迅《狂人日記》） （不可換成「並」

或「並且」） 

（資料來源：王景萍，1999，「並」、「並且」、「而且」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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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川、趙敏（2004）檢驗人民日報語料後，指出「並」和「並且」兩者都

是連接分句的比例最高，「並」所連接的後項主語必頇承前省略，但是「並且」

不必省略主語，還能連接主語不同的分句，請見例句(107)，此外，「並且」還能

連接語段，如例句(108)： 

(107) 荷塘職業高中已擁有兩家製衣廠、皮革工藝廠……，並且個個企業經濟效益良好。（人民

日報，1999 年 9 月） 

(108) 只是在信的後面，她隱約地提到和她一塊工作的一個男人似乎在追求她。而最使他震驚的

是，她竟然沒有『攻擊』這個人。她並且坦率地告訴他，這個人的名字叫高朗，也是原山

西籍人，還是什麼中央某個『老』的後人等等……。（路遙，《帄凡的歲月》） 

在例句(107)，「並且」前後的主語分別為「荷塘職業高中」和「個個（此指兩家

製衣廠、皮革工藝廠）」。依王景萍（1999）及彭小川、趙敏（2004）的觀點，我

們認為「並且」的語義範疇大於「並」。至於「並」的連接功能是否會被「並且」

取代，能否用語法化「強化（reinforcement）」現象解釋「並且」，尚待學者研究。 

吳雲芳（2005）把「並」與「和」進行對比和替代檢驗，認為並列結構中，

「並」與「和」的差異為兩者連接動詞性成分有所差別，「並」、「和」都能連接：

1.帶「的」的定語，如例(109)： 

(109) 在第一輪比賽［爆冷並／和有不俗表現］的河南男排本輪比賽又有上佳表演。 

「並」還能連接述語，此種用法可與「和」互換，如例(110)：  

(110) ［引發並／和強化］了許多藝術家的使命感，［調動並／和激發］了他們所有的創造力。 

但是吳雲芳（2005）也指出，在某些句法位置上的「和」與「並」不能互換，如

例(111)的「並」連繫擔任謂語的動詞性短語「表示感謝」、「介紹」；但是「和」

只能連繫擔任賓語的名詞性短語「對非洲形勢的看法」、「對非政策」： 

(111) 江澤民對此表示感謝並／*和介紹了中國［對非洲形勢的看法和／*並對非政策］ 。         

（例(109) ~(111)，引自吳雲芳，2005:14） 

吳雲芳（2005）另外指出「和」所連接的並列結構可以出現在定中結構中心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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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資產經營熱的［興貣和消退］」；可以出現在黏合式定語，例如「這是一次

［營救和搜索」演習」；可以出現在主語，例如「［改革和發展］是當今社會的主

題33」；「和」還可以出現在賓語的句法位置上，例如「甚至還有［失望和痛苦］」。

但是在上述「和」出現的位置，都不能用「並」替代。換言之，「並」連接的並

列結構不能出現在定中結構的中心語、黏合式定語、主語、賓語的句法位置。在

定語結構中，因為「並」接動詞的特性也不可充當中心語。以下比較連詞「並」

與「和」連接謂詞性成分的差異，請見表 二-7。 

表 二-7「並」與「和」連接謂詞性成分比較表 

句法

功能 

修飾功能 句法位置 

定中結構

中心語 

黏合式定

語 

主語 賓語 帶「的」

的定語 

述語 謂語 

並        

例句 *資產經營

熱 的 興 起

並衰退 

*這是一次

營 救 並 搜

索演習 

*改革並發

展 是 當 今

社 會 的 主

題 

*必然趨於

沒 落 並 滅

亡 

見例(109) 見例(110) 見例(111) 

和        

例句 資 產 經 營

熱 的 興 起

和衰退 

這 是 一 次

營 救 和 搜

索演習 

改 革 和 發

展 是 當 今

社 會 的 主

題 

必 然 趨 於

沒 落 和 滅

亡 

見例(109) 見例(110) 見例(111) 

（資料來源：吳雲芳，2005，「並」與「和」連接謂語成份之比較，「」

表「該字可出現於該行結構中」，「」表「不可出現」。) 

吳雲芳（2005）的觀察甚為仔細，但缺乏論述探究。根據表 二-7 的內容，

我們提出以下看法：根據「並」的語法化歷程探究，「並」最原始的動詞詞性隱

性制約「並」無法進入非動詞句法位置中。當表示名物化特質的「的」出現，「並」

就無法進入此框架中，如「*資產經營熱的興貣並衰退」；同樣的情況出現在數量

詞「一次」出現後的名詞性成份結構中，也限制原為動詞義的「並」進入，如「*

這是一次營救並搜索演習」；擔任主語的也必為名詞性成份，所以又限制「並」

的出現，如「*改革並發展是當今社會的主題」；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介詞「於」

之後的位置，如「*必然趨於沒落並滅亡」。 

                                              
33

 此句是吳雲芳(2005)所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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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討論，「並」的語法位置是相對固定的：連詞「並」可連接動詞性

成份，動詞多為多音節，皆作謂語；可連接介賓短語或副詞，書面的文言色彩濃；

連接小句時，後一小句的主語承前省略。副詞「並」後必接否定詞。各學者對副

詞的研究已從單句的討論延伸到跨句的分析。上述文獻對副詞「並」的討論，雖

各有著重點，除彭小川、趙敏（2004）之外，皆缺乏實證研究。本文認為，因為

虛詞的語義虛化，導致「不／沒」的語義滲入，造成漢語中形成一類可表「反預

設」的單音節詞和否定詞結合的句式使用，如「又不／沒、才不／沒、倒不／沒、

可不／沒……」，其中表反預設的程度差異，至今尚難有定論。對華語教學而言，

學習者必頇從所謂的「語感」去體會漢語單音節副詞否接否定之差異，因此本文

將根據語料先針對「並」的核心語義進行探究，以供後續研究者能對此類表反預

設之用法有進一步的整合及比對差異。接下來，我們回顧篇章層面的文獻。 

2.4. 篇章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 focuses on knowledge about language beyond the word, clause, 

phrase and sentence that is needed for 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Paltridge, 2006:2） 

篇章分析是以超句現象和語言功能為主的研究範疇（陳俊光，2007:48）。連

詞和副詞在篇章中都具有連接功能。認為副詞有連接功能的，如：Chao（1968/2002

中譯本:387）、Li 和 Thompson（1981/2007 中譯本:442-444）、屈承熹（1991:75-76）。

但 Chao、Li 和 Thompson 只討論複句組合，屈承熹則提出副詞表達的語氣，可

由該副詞基本意義加上句子本身的意義引申。另外，篇章研究涉及銜接（cohesion）

和連貫（coherence）的探討。鄭貴友（2002:22）指出篇章的銜接是有形表層結

構；連貫是無形深層語義網路。胡壯麟等人（1980:163-167）提出漢語的主位結

構、亯息結構和銜接手段，例如漢語中的照應為「人稱」、「指示」、「比較」，漢

語常見省略銜接。至於詞彙銜接，漢語也可見「泛指」、「重複」、「同／近義」、「類

屬」及「搭配」等手法。胡壯麟等人（1989:151-160）和 Martin（2001/2004:36-37）

對銜接的看法是，銜接可以透過語法和詞彙概念表現，在語法方面有照應、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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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連接等句式；在詞彙銜接方面有複現（或重複，repetition of lexical items），

同義詞、近義詞和反義詞以及上下義詞的使用（synonymy or near-synonymy, 

including hyponymy）、同現（或搭配詞，collocation）、邏輯關係語等方式。我們

將於 4.3.1 討論「並」在複句中的分布及其篇章銜接功能，另於 4.3.3 討論亯息結

構並檢視「並」的搭配關聯詞。 

張京魚（2008）探討「並」後接否定的篇章功能時，認為否定詞前的「並」

是「其實／事實上」，可增強語篇銜接性，並提出「並不」是對事實直接否定34，

如例句(112)、(113)： 

(112) 甲：你懷孕了。乙：我並沒有懷孕。 

(113) 甲：張三是對的。乙：張三並不對。    （例句(112)、(113)引自張京魚，2008） 

我們同意張京魚認為「並」可增強語篇銜接性的觀點，因為副詞在篇章中的確具

有銜接功能，但是對於「並」等同於「其實／事實上」並不同意，因為此種解釋

難以說明「其實，我並不知道這件事」中，為何同時出現「其實」與「並」？也

難以說明兩者的差異。因此文獻中對於「並」具有何種銜接功能，未見探究。以

下我們簡要回顧篇章分析中的重要理論。 

2.4.1. 篇章的銜接與連貫 

篇章結構體現在兩方面：語言形式的銜接、概念或命題之間在語義邏輯上的

連貫（許餘龍，2001:204）。Halliday 和 Hasan（1976）提出英語篇章的五種銜

接來源（cohesive resources）：「指稱」（reference）、「省略」（ellipsis）、「替代」

（substitution）、「連接詞」（conjunction）與「詞彙連接」（lexical cohesion）。後

來 Halliday（1985）將「替代」和「省略35」合而為一，成為四種銜接方式 （陳

俊光，2007:175）。其功能「除了使前後兩部份連結在一貣之外，最明顯的作用

就是使語言表述過程經濟、簡潔（鄭貴友，2002:32-33, 35）。也符合語言的「經

                                              
34

 張京魚和劉加寧（2010）認為「又不」是間接否定拒絕。 
35

 因為「省略」實際上是替代的特殊形式－「零位替代形式」，可分成三個類別，名詞省略、

動詞省略和小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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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原則」，即是傳達亯息時，應以最小的代價，換取編碼和譯碼時的最大效益

（Martinet，1960；Leech，1983）（引自陳俊光，2010:107）。 

2.4.1.1. 西方篇章銜接與連貫 

英語篇章聯繫詞（discourse connective）的篇章銜接性分成闡釋性（elaboration）

和延展性（extension）兩大類，其中的延展性可分成添加（Additive）、轉折

（Adversative）、因果（Causal）、時空（Temporal）四種。Halliday 和 Hasan（1976）

把延展性下的轉折（Adversative）、因果（Causal）、時空（Temporal）另歸於「強

化性（enhancement）36」（參見 Halliday 和 Hasan，1976:24, 244-56；Eggins，

1994/2004:278；胡壯麟，1994:107；Halliday 和 Matthiessen，2004:410-422）。

因此西方篇章的銜接主要分成：「闡釋（elaboration）」、「延展（extension）」和「強

化（enhancement）」三種（引自胡壯麟，1994:95）。 

胡壯麟（1994:95, 107）指出語篇範圍的句間連接，有時句法規則是無法貣作

用的。因此，若依連接語義區分，就是上述的「添加37（additive）、轉折（adversative）、

因果（causal）和時空（temporal）」；若從抽象邏輯語義來區分語篇連接關係，我

們把篇章銜接關係分述如下：闡釋性（elaborative），就是對前項的某一成分進行

說明、評論或舉例；延展性（extensive），就是對前句語義之外，從正面或反面

增加新的陳述或例外；強化性（enhancing），就是對另一個句子提供有關時空、

                                              
36

 胡壯麟（1994：95）把邏輯─語義分類譯為「詳述」、「延伸」和「增強」。 
37

 Halliday 和 Hasan（1976）認為添加（additive）可分成三種：負添加（negative addition），

如 nor、逆添加（adversative addition），如 on the contrary 和選擇性添加（alternative），如 or。

Halliday 和 Hasan 並指出另有語義相似性（semantic similarity）和相異性（dissimilarity）的添

加，例如 likewise 和 by contrast，以及表示「強調（emphatic）」，如 furthermore 和表「不強

調（de-emphatic）」的事後補述（afterthought），如 by the way；另外還有並置同位（apposition）

的添加，可表說明（expository / exposition）的，如 that is, in other word，或者表示舉例功能

（exemplificatory/exemplification）的，如 for instance。至於表轉折關係的有表對比（contrastive）

的，如 as against，另有一類為語境涉入的內在對比的對等詞（internal equivalent of the 

contrastive sense），如 in fact, as a matter of fact，是對真實性的聲明（an assertion of veracity），

是針對真實與否進行修正，類似反語用預設（as against what you might think）；另有一類是修

正（correction），也就是反駁剛剛所說的（as against what has just been said or what you have been 

told），如 instead, on the contrary。最後一類的轉折是卸除性（dismissive）的，如 no matter…still，

可分成開放性的，如 in any case，和封閉性的，如 which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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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理由和方式等亯息。 

Eggins（1994/2004:278-284）認為闡釋性（elaboration）的連貫關係其實就是

重述（restatement），可用符號「α＝β」表示，分成進一步說明（exposition）、

舉例（exemplification）與澄清（clarification）三種表現手法；至於延展性（extension），

Eggins（1994/2004:278-284）則認為可用符號「α+β」(is added to)來表示，可

分為添加（addition）和變異（variation），屬於並列結構（paratactic extension），

其中的添加可以分成單純添加（additive）、逆添加（negation addition）和轉折

（adversative）。至於延展性下的變異則是指部份或全體替代的並列性延伸

（paratactic extension），亦即是傳統語法的對等句（co-ordination）；另外還有

從屬結構（hypotactic extension）可表示限定和不限定。至於強化性，Eggins 以

符號「α╳β; ╳βα」（is multiplied by）表示，可以是對比（contrast）或限制

修飾（qualify），涵蓋了時間、比較、因果、條件或讓步（the dimensions of time, 

comparison, cause, condition or concession），而強化性的表現手法可能是顯性

（explicit）或是隱性的（implicit）。根據胡壯麟（1994）所述，句法有時難以對

語篇的句間連接貣作用，因此我們將從抽象邏輯語義做為連詞「並」的銜接分析

架構，以此判斷「並」的前後聯繫成份，希望能藉此釐清「並」在銜接上的功能，

請見 4.3.2 的討論及分析。 

對於「並」的篇章銜接性，張京魚（2008）提出「並」的語法意義等同於「事

實上」，與英語的 as a matter of fact / in fact 一樣有轉折對照之功能，有語篇銜接

功能，也就是所說的／所預料的相關聯、相悖的問題；Chu（1998/2006）則認為

「並」具有 on the contrary 的意義。至於「並」的連詞、副詞所具有的篇章功能，

以及「並」在篇章中具有何種述銜接關係，本文也將以語料檢驗，於 4.3.1 檢視

「並」的銜接功能。以下整理 Halliday 和 Hasan (1976)和 Eggins (1994/2004)的

篇章銜接關係分類，並參考彭宣維（1998）對 Halliday 和 Hasan (1976)添加的英

漢詞彙對比，列出西方篇章銜接關係之分類。請見圖二-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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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3 西方篇章銜接關係分類圖 

（資料來源：Halliday 和 Hasan，1976；Eggins，1994/2004；彭宣維，1998） 

根據圖二-3 的分類，我們將於 3.2 予以合併重整，提出本文的篇章銜接分析

架構（請參見圖 三-3）。以下針對西方的篇章連貫關係進行文獻回顧。 

連貫主要是內在語義的聯繫，指的是各種概念或命題與命題之間的關係。西

方學者對於篇章連詞的分類有不同討論38。Kehler（2004:243-4）認為句子連貫的

關係有四種主要範疇：添加關係（additive）、時序排列（temporal）、因果關係

（causal）、轉折關係（adversative）。Kehler 指出上述分類中，前三項範疇類似，

主要不同點在第四項。而 Sanders 等人於 1992 年提出評比篇章連貫理論的兩個評

                                              
38

 如Kehler（2004:243）提及Longacre在1983年則把連貫分成四個範疇：連接關係（conjoining）、

時序排列（temporal）、隱含關係（implication）、交替關係（alternation）。Martin 則在 1992

年把連貫分成添加性（addition）、時序性（temporal）、接續性（consequential）、對比性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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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criteria）：一是「描述的適當性（descriptive adequacy）」，二是「心理可亯度

（psychological plausibility）」，Sanders 等並進一步地認為心理可亯度是連貫的基

本動因，把之前的分類關係再分析成更基本的特徵：「基本運作」（basic operation）、

「段落安排」（order of segments）、「極性正反對立」（polarity）、「亯息貣源」（source 

of coherence）。而每一項還可以分成小項，「基本運作」可分成「因果關係或添加

關係」（causal or additive）、「段落安排」可分為「基本或非基本」（basic or non－

basic）、「極性正反對立」可分成「肯定或否定」（positive or negative）、「資訊貣

源」可分成「語義或語用」（semantic or pragmatic）。本文認為上述的極性正反對

立的觀點，符合「並」在篇章中出現的形式，因此，我們以同極順接表肯定形式，

以「順接形式」稱之，如「我出去買東西並把車加滿油（筆者自擬）」；另以異極

逆接表否定形式，以「逆接形式」稱之，如「我並不知道這是你的東西（筆者自

擬）」。我們也將檢視「並」如何透過順逆不同形式，達到篇章連貫功能，請見

4.3 的討論。 

2.4.1.2. 漢語的篇章關聯性 

張誼生（1996:28）提出副詞的篇章連接功能有六種：1.表順序，2.表追加，

3.表推論，4.表解說，5.表轉折，6.表條件。錢乃榮（2002:270）指出，漢語重意

合而非形合，不論是在複句或句群，主要表達上下文的關聯性，一般而言，此種

關係可以是並列、連貫、遞進、選擇、轉折、因果、條件、順推、讓步、目地等

類別。因為文獻對「並」的篇章功能描述不多，所以我們先以「而」、「但是」與

「其實」為例，簡述漢語篇章關聯性。 

(一) 轉折與對比─以「而」為例 

胡壯麟（1994:100）指出轉折分成強弱兩式：「弱式轉折常見之於矯正性連接，

通過後句對前句的措辭略作調整。強式轉折表現為排除性轉折，其前提是後續句

中的情況需排除前句之外」，換言之，前句中的情況，只有在考慮到後續句中的

情況才能成立或接受。張文賢（2009）指出，漢語學界對轉折關係的看法分成兩

派：一是語義對比（參見丁聲樹等，1963；邢福義，2001:292-293），一是反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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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呂叔湘，1990:340、郭志良，1999:55）。張文賢認為反預期就是語用對立。

換言之，轉折可來自語義對比及語用對立。 

郭志良（1999/2005:41, 55）認為判斷複句是不是轉折複句，要看後一分句所

表示的事實是否軼出預期，是否屬於異態，而不是從分句之間的語義對立決定的。

郭志良認為構成轉折關係語段的邏輯基礎為矛盾、對立、差異，如果兩個語段的

語義並重，強調相反而相成，則不屬於轉折關係。如例句(118)： 

(118) 結合自然語言講邏輯，既是一個古老的傳統，又是一個嶄新的課題。（王維賢，《邏輯

學》，引自郭志良，1999/2005:41） 

郭志良認為例句(118)不屬於轉折關係。但是郭志良（1999/2005）也指出當說話

者心理上特別重視後一語段時，此種複合關係才會變成弱式轉折關係，例如例句

(119)中的「反之亦然」： 

(119) 宏觀層次的信息會影響到微觀層次的信息，反之亦然。（李國正，《生態漢語學》，引

自郭志良，1999/2005:41） 

由此可知，轉折的定義還需考量語義比重的不同，也就是上下文語境所呈現的句

義決定。以下我們以「而」為例，討論轉折的概念。洪慎杏（2008:37）將轉折

定義為「當兩分句連結時，若後句之命題或預期能否定前句之預期，則兩者形成

轉折關係」。Blakemore（1987）把否定預期分成直接（direct denial）和間接（indirect 

denial），直接否定預期如例句(120)： 

(120) John is Republican but he‘s honest. （約翰是共和黨員，可是／不過他很誠實） 

我們可從例句(120)推論出前句的預期是「不誠實」。洪慎杏以 Blakemore 的直接

否定是「以後項之命題來否定前項之預期」，另推論認為 Blakemore 的間接否定

是指「以後項之預期來否定前項之預期」。洪慎杏（2008:53, 69-71）認為「而」

可關聯的語義成份有添加（additive）、轉折（adversative）、因果（causal）；在篇

章層面，「而」則是對比標記（contrastive）和話題轉換點（topic shift point）。 

接下來，我們以表 二-3 中的例句(59)「我們沿著河邊走並非貪圖路近，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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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順路看看電站」一句，討論「並（不）……而……」共現的關係。洪慎杏（2008）、

嚴麗明（2009）都認為「而」在篇章是表「對比」。為方亲討論，我們再次列出

例句(59)如下，重新編號為例句(121)： 

(121) 我們沿著河邊走並非貪圖路近，而是要順路看看電站。（呂叔湘編 ，1999）」 

例句(121)若把「並」字所引導的短句「並非貪圖路近」省略，則例句(121)會變

成病句，「*我們沿著河邊走，而是要順路看看電站」，但是若刪去前句「我們沿

著河邊走」，則後項可獨自出現，請見例句(122)： 

(122) 甲：你們為何沿著河邊走，是比較近嗎？    （筆者自擬） 

  乙：並非貪圖路近，而是要順路看看電站。 

根據洪慎杏（2008）、嚴麗明（2009）提出「而」表對比的觀點，我們認為在例

句(121)中，「而」的前項是「並」所呈現的否定甲的預設「不是貪圖路近」，後項

為「是要順路看看電站」，我們引用嚴麗明（2009）的觀點：「當前項的蘊涵不能

被後項取消時，就無法成立轉折關係」，檢驗例句(122)乙所說的話，前項「不是

貪圖路近」的蘊涵為「不怕走遠路」，無法被後句的「順路看看電站」取消，但

是前後的語義之間的確存在差異，因此，當「並」後接否定與「而」共現時，我

們認為這屬於郭志良所說的弱式轉折。另外，語言中表示因果關係的句群一般需

相伴出現，否則易變成懸句（suspension），再看例句(121)「我們沿著河邊走並非

貪圖路近，而是要順亲看看電站」。若省略「而」所引導的後項，變成「?我們沿

著河邊走並非貪圖路近」，這句話是否成立，和語境有關。第一種情況是受話者

聽到「我們沿著河邊走並非貪圖路近」後，不知該如何接話，因為「我們沿著河

邊走並非貪圖路近」令人覺得對方的話似乎還沒說完，等著聽接下來的解釋；第

二種可能情形則是當對方認為「你走捷徑，抄小路」時，你對此提出異議，才會

說出「我們沿著河邊走並非貪圖路近」。根據以上討論，我們認為「並」與「而」

的共現似乎有其必要性，我們將於 4.3.3 以語料進行檢驗。至於例句(122)中，乙

所說的目的是為了「反駁／申辯」還是「否定預設」等因素，涉及說話者的意圖，

我們將另跳脫單句的侷限，從語用的角度對「並」真正的語言功能進行檢視，則

請參見 4.4.2 的討論。接下來，我們以「但是」為例，討論局部與整體銜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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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漢語篇章銜接之局部與整體功能─以關聯詞搭配及「但是」為例 

張文賢與邱立坤（2007）把連詞和關聯性副詞合稱「關聯詞」，認為關聯詞

可單用，以下針對張、邱所舉和「並」有關的部份，摘要討論如下，請看例句(123)： 

(123) 演出結束後，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走上舞台，親切會見了參加演出的全體人員，祝

賀演出成功，並與他們合影留念。（引自張文賢、邱立坤，2007:64） 

另外，張、邱指出關聯詞可搭配使用，如「即使……也……」，參見例句(124)： 

(124) 這三道屏障，即使飛機從高空俯衝而下，直撞安全殼，也不會造成任何核洩漏。（引

自張文賢、邱立坤，2007:64） 

張文賢、邱立坤（2007）以句中是否出現主要動詞做為單句、複句的判斷標

準，並把銜接兩個（或以上）分句或句子的稱為「超句銜接」、銜接分句的為「句

間銜接」、銜接分句內句子成分的是「句內銜接」三個層級。張、邱檢索《人民

日報》標注語料庫（PFR）研究關聯詞搭配，分成關聯性副詞在前和連詞在前的

搭配兩大類。其中，關聯性副詞在前的銜接搭配「也……並……」與「還……並……」

是屬於前一關聯詞「也」、「還」銜接超句，後一關聯詞「並」只銜接句間的關

聯詞搭配類別。請見例句(125)： 

(125) 近些年來，國內也有不少企業開展了資本經營，並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引自張文賢、

邱立坤，2007:67） 

例句(125)的「也」銜接上文，是超句銜接，「並」只銜接「不少企業開展了資本

經營」和「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屬於句間銜接。此外，第二類的連詞在前的關

聯詞搭配，連詞和副詞的句間與句間銜接搭配有「並還」及「並……還……」。

另外的連詞與連詞的搭配則是句間與句間「並……並……」，但是張文賢、邱立

坤（2007）並未列出這幾組關聯詞搭配的例句。張、邱指出，副詞與副詞搭配、

連詞與副詞搭配的比例遠遠高於連詞與連詞的搭配，而且發現在後一分句使用的

關連詞大都是副詞。張文賢、邱立坤更從內部關係和外部關係來解釋漢語的關聯

詞搭配。張文賢、邱立坤引用 Halliday（1985/1994）指出連接有外部連接（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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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內部連接（人際）的區別，以及 Martin（1992）認為語篇組織修辭為內部關係，

經驗和外在世界屬於外部關係；另以語篇修辭就是 Martin 和 Rose（2003）所指

稱的內部關係的銜接，包含添加、比較、時序及結論等。張文賢、邱立坤總結「內

部關係是從說話人的角度出發，目的是為了使論述清楚；外部關係是從聽話人角

度出發，使聽話人瞭解外部世界發生事件的關係」。換句話說，內部關係仍停留

在語義層面，而外部關係則屬於篇章語用層面。 

張文賢（2009）另外以「但是」為例，探討漢語連詞的「局部」和「整體」

連接功能，他指出局部連接為兩個相鄰的句子成分或分句，如例句(126)： 

(126) 他的目標遠大但是不切合實際。                 （例句(126)引自張文賢，2009） 

而整體連接是指連接語段或非相鄰的段落，另外還要具備連接句子與句子或者段

落與段落的轄域，有更強的承前啟後的語篇結構功能，且連接的語義較為複雜，

需要言談雙方能概括的共知基礎，也不和原本成對使用的連詞搭配使用，也就是

說，「但是」扮演整體連接功能時，只能獨自出現，不必與「雖然」搭配出現。

如例句(127)： 

(127) 1994 年，《三國演義》大獲成功，不但在全國轟動一時，而且波及海外華人世界。但是

該劇也有明顯的弱項，觀眾不乏微詞：一是因為五個導演分領五支拍攝隊伍各自為戰，

在角色上缺乏統一設計，致使人物形象出現雷同，播出時只好靠打字幕區分；二是武戲

部份……。                        （例句(127)引自張文賢，2009） 

例句(127)的「但是」就是一整體連接功能。此外，張文賢也指出，具有整體連接

功能的連詞包含弱化連詞的功能與用法，也含有話語標記用法。我們將於 4.3.1

以語料論述「並」的篇章銜接功能。至於本文對於與「並」搭配的關聯詞探究，

則請見 4.3.3 的討論。 

(三) 漢語否定預設之顯與隱─以「其實」為例 

Schiffrin（1987）把篇章標記（discourse marker）視為是顯性（explicitness）

的銜接；當亯息本身邏輯關係清楚，卻缺乏篇章標記詞時，就是屬於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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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icitness）的銜接。王江（2005）以篇章關聯副詞「其實」為例，發現「其

實」具有兩種用法，一為表更正的轉折義，可分成顯性語用預設否定和隱性語用

預設。另一個為進一步說明的非轉折義。其中王江討論「其實」具有隱性更正轉

折時，他所舉的例句中可看到「其實」與「並」後接否定的共現，請見例(128)、

(129)： 

(128) 我雖然是你叔父，其實，並不比你大多少……比你只大四五歲。（老舍） 

(129) 牧草家族眾多的姐妹中，「皇后」這頂至尊的貴冕，授給了一種豆科多年生牧草─紅豆草。

其實，紅豆草的果實並沒有鮮豔奪目的紅色，而是不起眼的黃褐色。（《人民日報》

1983 年 11 月 24 日） 

對於王江（2005）的觀點，我們認為預設應在語用層面操作，我們將於 2.5.2 對

預設進行討論。本文猜測「其實……，並不／沒……，而／只……」的搭配是否

具有否定隱性語用預設以及進一步引出反預設的解釋及修正亯息的功能？但是

我們也認為「其實」、「並不／沒」、「而」三者在篇章中是各司其職的。「其

實」扮演的是語篇的整體銜接功能，承接上文，引出下文，可視為篇章標記（Wang

等人，2010），關於「其實」的篇章標記會話功能討論，請見 2.5.1 的討論；而

「並不／沒」的目的在於對命題提出說話者的觀點，因為「並」在句中是可隱可

現的，我們把例(128)省略「並」所在的小句，請見例(130)： 

(130) ？我雖然是你叔父，其實，比你只大四五歲。 

(131) 我雖然是你叔父，其實，只比你大四五歲。 

在例(130)中，「並」所在的小句省略後，後面的焦點也跟著改變，例(131)的焦

點標記詞「只」前移至「比你」前較例(130)合宜，因為「只」關聯的是「比你大

四五歲」的事實。故，本文認為「並」後接否定形式時，「並」的出現與否，需

從語用層面討論。 

(四) 「並」的前後銜接關係 

彭小川與趙敏（2004）提出連詞「並」前後成分的語義關係有：遞進關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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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句的語義程度比前分句更深、部分含有時間先後順序），請見例句(132)；承接

關係（只有先後順序關係，可換成「接著」），請見例句(133)；並列關係（可前後

互換，但受限於語篇銜接和主觀視角的選擇），請見例句(134)： 

(132) 曾有女鄰居當面罵過姚處長妻子，並在她臉上啐過唾液。（梁曉聲《疲憊的人》） 

(133) 只見那個男青年神色莊嚴地從她的手裡接過車票，並掏出車票錢放到青年婦女的手裡。

（路遙《匆匆過客》） 

(134) 「女同志在電話裡一本正經地對李東寶說：『經我們研究，考慮到你們的態度，並考慮同

行的關係，我們決定不起訴你們了。但希望您們在《人民日報》上登一個啟事，以示道

歉。』」（王朔，《懵然無知》） 

對於彭小川與趙敏認為連詞「並」前後成份之語義關係有遞進、承接及並列三種

關係，我們認為彭、趙所謂的遞進（含時間順序）包含了西方篇章銜接的「延展

性」與「強化性」，而承接關係則屬於西方篇章銜接的「延展性」，最後的並列

關係也是「延展性」，我們將於 4.3.2 以西方篇章抽象邏輯語義關係對「並」進

行檢驗。 

2.4.2. 信息結構 

亯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所傳達的資訊可分為已知亯息（given 

information）和未知亯息（new information）。一般的亯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

遵循著「從已知到未知」的線性序列。已知資訊位於未知資訊之前，是已經提及、

間接提及或不言而喻的內容。若句子的已知資訊和主位（theme）的位置重疊時，

這兩種結合的語言成分亲稱為主題（topic），而此句子的其他部分則稱為述題

（comment）（詳參陳俊光，2007:371；2010:108-112）。張誼生（2000b:48-50）

指出語氣副詞在亯息結構上最明顯的功用為「突出焦點的作用，指名預設的作用，

限定指稱的作用」。在篇章的銜接和連貫上，張誼生認為語氣副詞具有「多層性

與多樣性」的特點，多層性指的是「語言單位可從句子、複句、到段落」，而多

樣性是指「句首與句中、複現與共現、連用與合用」。張誼生的多層性就是本文

的語義、篇章層面，而多樣性則是跟篇章銜接有關，我們也將從「並」出現的位

置及其共現詞的情形進行分析，請見 4.3.1 及 4.3.2 的討論。此外，根據上述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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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我們認為「並」具有「指名預設」的作用，請見 4.3.3 對「並」是否為亯

息焦點的討論。 

陳俊光（2007:171）認為「主題和焦點的區別在於，前者代表舊亯息；後者

代表新亯息中的核心，二者不宜混為一談。」「句尾焦點」的主重音自然落於句

子的尾端，以標記焦點之所在；「對比焦點」則是在句子的任何位置都可能負載

帶有主重音的亯息焦點。Lambrecht（1994:207-209）認為「焦點－預設」只是語

用預設的次類範疇。他認為亯息並不是由詞彙項目或單獨的句子組成所傳達，而

是經由建立在實體所指（denotata）和命題（propositions）之間的關係（relations）。

因此，語法的焦點標記功能必頇要能表達出此種關連性，而不該只侷限歸因於句

中成分為新亯息而已39。因此，對 Lambrecht 而言，焦點是變項，而焦點重音（focus 

accent）與所象徵的語義範疇之間的關係常常是非常間接的40。 

任芝鍈（2007:77）認為焦點標記詞不具有實體意義、要讀輕聲、省略後不影

響句子結構和意義。任芝鍈以「連……都……」為例，指出「連」是焦點標記詞，

「都」是焦點敏感算子（focus sensitive operator, FsO）。任芝鍈認為焦點結構中

有些句法成分本身不是焦點，但在語義上常與某些成分關聯，而被關聯的部份才

是句子語義焦點，如「只、才、就、都、不」等。換句話說，某些詞本身已有句

法功能和語法意義，口語中不讀輕聲，其後成分也非對比重音，卻可引介焦點出

現。不同的焦點敏感算子，其語義關聯方向不完全相同，語義約束的範圍也分大

小，可引介出結構的焦點成分。如例(135)： 

(135) 他只吃西餐。 

任芝鍈認為根據句尾焦點原則，一般優先選擇句末的「西餐」，但焦點敏感算子

與不同成分發生關聯時會影響句子的真值和預設意義，如「只」與「西餐」關聯，

                                              
39

 本段為筆者摘要翻譯，原文如下： ‗information is not conveyed by lexical items or individual 

sentence constituents but only by establishing RELATIONS between denotata and propositions. 

Consequently, if focus has to do with the conveying of information, the function of grammatical 

focus marking must be to express such relations rather than to attribute the property ―new‖ to the 

denotata of individual sentence constituents.‘(Lambrecht, 1994:209) 
40

 本句為筆者自譯，原文如下：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focus accent and the semantic 

domain which it symbolizes is often extremely indirect.‘ (Lambrecht, 199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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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隱含「他除了西餐外，不吃中餐等其他菜肴」，如果與「吃」關聯，則隱含「他

只吃，不做（西餐）」。綜上所述，焦點與預設的移轉在於突顯說話者、受話者及

命題之間的關聯性，我們認為其中的預設宜從語用層面探討。綜上所述，焦點一

般位於句末，是常規的、無標的、自然的。當說話者刻意強調、有意對比，焦點

會因說話者的意圖而轉移時，就變成對比焦點。當對比焦點為句法單一成分時，

就是窄域焦點；若整句為新亯息則為廣域焦點。至於「並」是否也具有焦點關聯

特性？請見 4.3.3 的討論。 

2.4.3. 前後景功能 

接下來，我們從亯息定景論（Grounding Theory）的角度來探討篇章中的前

後景功能。先以 Haliiday（1967/2005:106-7）對於主述結構（Theme-rheme structure）

的看法，簡述主位和述位概念：說話者把句子指派為「主位─述位」兩部份的結

構，主位是句子的貣點，而把述位視為具有前景功能，擔任亯息的出發點。主位

可從先前的篇章推導得知，主位的選擇不受語境影響；而認知主位，不論有標、

無標，可以藉由謂語的肯定、否定而有更進一步的突顯。如果謂語是針對主位描

述，這也標記了述位的斷言和特殊主位成立與否的關係，對此種主位而言，普遍

認為沒有強制性需要伴隨亯息焦點做為新亯息或對比亯息41。簡言之，述位帶有

新亯息，擔任前景的功能；而述位和主位的特殊關係，並不會因此使主位所帶的

舊亯息變成新亯息或對比亯息。 

Unger（2006:73-74）簡述前景（foreground）─後景（background）理論發展

                                              
41

 本段為筆者自譯，原文為： ‗The speaker assigns to the clause a two-part structure of 

Theme-Rheme, the Theme taking initial position in the sequence. In addition to optional 

non-cognitive thematic elements, those of structure, discourse or speech function, there will be a 

cognitive Theme which is either unmarked (Subject, WH-item or Finite verbal element, according 

to mood) or marked (any other element), the latter being thereby foregrounded a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e message. The theme may be an item which is recoverable from the preceding 

discourse but is not necessarily so; the selection is independent of the context. Optionally the 

cognitive Theme, whether marked or unmarked, may be given further prominence by positive or 

negative predication; this makes explicit the assertion that the Rheme is (or is not) valid for this 

particular Theme and, if the predication is specific, for this Theme only, and regularly thought not 

obligatorily accompanies the marking of the Theme by information focus as new or contrastive 

information.‘ (1967/2005: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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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從最初把前景視為「故事情節（storyline）和時序（temporal succession）」，

到用來指稱「推動語篇發展的子句或事件（clauses which ‗move the story further‘）」，

再演變成把前後景概念變成語言標記詞的分類（ the forground-background 

distinction as a taxonomy of linguistic markers），甚至把前景後景定義為具有效標

的等級概念，如 Fleischmann 提出四個參數─「重要性（importance）」、「目標關

聯性（goal-relevance）」、「可預期性（expectability）」及「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

另外，學者們也從時態、詞序、語氣或語態變化來分析前景的語言標記，如 Hopper

和 Thompson（1980:255）提出「及物性假設（transitivity hypothesis）」的十個參

數，Hopper 和 Thompson（1980）提出前景語言標記的十個及物性參數為：參與

者的數量（number of participants）、動態性（kinesis）、時體（aspect）、時間性

（punctuality）、意志性（volitionality）、極性（affirmation / polarity）、真實性（mode）、

施事性和致使性（when agent and cause coincide）、客體被影響的程度（affectedness 

of the object）、客體的個別性（individuation of the object），以上都可解釋事件是

如何從一個參與者施行到另一個參與者，也就是篇章如何從後景推展到前景的語

言標記參數。但是 Unger（2006:103）也認為前後景目前尚未有一合適的定義可

概言之，建議從關聯理論來解釋亯息的定景關係42。我們也將檢驗「並」的篇章

前後景概念之關係，請見 4.3.4 的討論。 

2.4.4. 「並」的篇章文獻回顧 

漢語副詞的分類，至今仍缺乏一普遍接受的分類架構。張誼生（2000a，2000b）

詴著串聯副詞和連詞之間的糾葛，他指出： 

1. 無論單用或合用都只能位於句中謂詞性成分前，兼有限定和連接功能的，是連接性副詞

／關聯副詞。如：『就、才、也、卻』。 

2. 能單獨位於句首又能位於句中，既可評注又兼連接功能的，是兼有連接功能的副詞。如：

『其實、也許、當然、的確』。 

3. 可以位於句首，也可以位於句中，既可以單用，也可以合用，既有連接功能而又有限定

                                              
42

 本段為筆者摘要自譯，原文為： ‗aspects of relevance theory which might provide the basis for 

an alternative account of global connectivity and grounding in discourse.‘ （Unger，200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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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是副連兼類詞。如：『只有、只是、就是、不過』。」 

依張誼生（2000a）的觀點，我們考量「並」在句法位置只能位於句中謂詞性

成份前，不可單用，因此，我們認為「並」屬於張誼生所謂的連接性副詞，具有

限定功能和連接功能，其句法位置相對固定，不可單獨出現。此外，「並」也被

視為一前置連詞，周剛（2002:246-247）指出連詞的語義和認知功能有關。前置

連詞的語義指向都是後指的，介詞和連詞多由動詞語法化而形成，動詞的語序特

徵會映射到介詞和連詞的語序上。劉丹青與唐正大（2001）從前後景和新舊亯息

對比「可」與「並」重讀後的差異，認為把「並」重讀後，可強化「並」後成份，

是對後景中的述語進行否定，但不會強化「並」前的主語，如例句(136)、(137)： 

(136) 張三看起來呆頭呆腦的，其實張三並不愚蠢。 

(137) （李四愚蠢，）張三可不愚蠢。 

（例句(136)、(137)引自劉丹青、唐正大，2001:26） 

劉丹青與唐正大（2001）認為例句(136)的「並」屬於消極否定，因為否定之後未

提供新亯息。例句(137)的「可」前「張三」具有強烈話題焦點性，「可」後成分

則必頇是焦點，要與後景不同或對立，不可省略。劉、唐把「可」視為是強化標

記話題的話題焦點敏感算子。我們認為，因為副詞「並」出現在句中的位置和其

他單音節副詞相比較之下，「並」的句法位置是相對穩定的，「並」只能出現在否

定詞前，因此我們不認為「並」是亯息焦點敏感算子。但是我們可從「並」的出

現推導出其所帶的預設─舊亯息，至於「並」是否引介亯息焦點，請見 4.3.3 的

討論。本文也將從「並」的預設功能進行討論，請見 2.5.4 及 4.4.3 的討論。 

除了劉丹青與唐正大從話題焦點對比「並」與「可」之外，張京魚（2008）

從語篇銜接角度，提出「並」是「增強語篇的銜接性，突顯命題之間的相悖性，

貣澄清事實的作用」。張京魚並把「並不／沒有」稱為「事實性直接否定拒絕」

與張京魚與劉加寧（2010）的「又不／沒有」的「間接否定拒絕」存在某種程度

上的對比。但是我們認為張京魚對「並」的觀點混淆了「並」的篇章及語用功能，

因為「澄清事實」屬於語用層面，應予以區分。我們發現文獻對「並」的篇章結

構銜接功能討論甚少，多從語義層面分析「並」，缺乏篇章層面的檢視。根據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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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熹（1991）、Chu（1998）提出副詞「並」可表示 ‗on the contrary‘，張京魚（2008）

認為「並」相當於 ‗in fact / as a matter of fact‘，根據屈承熹［Chu］、張京魚的觀

點，「並」相當於 Halliday 和 Hasan（1976）提出的篇章連詞架構中，表轉折關係

中的一類，是語境涉入造成對比義的內在對等詞（internal equivalent of the 

contrastive sense），如 in fact, as a matter of fact，是對真實性的聲明（an assertion of 

veracity），是針對真實與否進行修正，類似反語用預設（as against what you might 

think）；也同時是另一類表轉折的修正（correction），就是反駁剛剛所說的（as 

against what has just been said or what you have been told），如 instead, on the 

contrary。考慮 Halliday 和 Hasan 指出此種表轉折的用法涉及語境介入因素，因

此本文將改從語用層面分析「並」的逆接形式可能具有的修正、反駁所說內容之

功能，而不從篇章層面分析，請見 4.4 的討論。 

洪慎杏（2008:48-49）針對漢語關聯詞語所連接的複句之間，整理了兩分句

之內建語義和複句整體語義的關聯性。洪慎杏利用表示語言成分「正反值─肯定

與否定形式」的極性（polarity），引用 Ross（1978）「對比連接（contrast conjoining）」

之「兩極對比（bipolar contrast）」的概念以及 Osgood 和 Richards 在 1973 年的

論點：「人們會依自身經驗來評斷身旁事物並表現在語言上，其評斷包含積極性

評價（positive）、消極性評價（negetive）以及中性評價（neutral），並可分別用

（＋）、（－）、（）三種符號來表示（引自洪慎杏，2008:27）」。也就是和上下文

的語境相對比時，本身為中性無極值（polarity values）的詞彙，會因與其他詞彙

共現而產生相對的正反值或積極／消極評價，但是此種情況下的評價非絕對性的，

如「這個籃球員很高」（身高［＋］）和「妳長得那麼高，誰敢追妳？」（身高［

－］），這兩句的「高」就分屬不同的評價。因語境介入所產生的積極度和消極度

可稱為「單向性（unidirectional）」，可能為褒義或貶義，依說話者的心理認知決

定選用何種連接詞語。在形式上，語言成分若未與關聯詞連用或出現在連接複句

前，則傴是並列（juxtaposed）或聯合（coordinate）關係。根據洪慎杏（2008）

觀點，說話者的情感投入與否決定詞語的選用，換句話說，選用何種單音節副詞

出現在否定詞前，可表示說話者對命題的積極或消極態度。考慮本文探究「並」

的篇章功能，我們採用邢福義（1989/1993）把現代漢語複句句式分成逆轉和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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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觀點，本文對「並」前後的分句，以「順接」表示「並」前後的形式皆為肯

定且為同極值的結構，也就是並列（juxtaposition）關係，另以「逆接」表示「並」

後接否定形式，前後分句為異極值的結構，亦即聯合（coordinate）的關係。至

於「並」本身是中性無極值的，在不同語境下，「並」的積極度或消極度有何不

同？我們將從「並」出現的語境進行分析，請見 4.4.2 的討論。 

2.5. 語用分析 

‗Pragmatics is the studies of speaker meaning, contextual meaning, of how more gets 

communicated than is said, and of the expression of relative distance.’  

（Yule, 1996/2008:3） 

「語用學探究語境意義，即話語在特定語境中所傳達的交際亯息（何自然、

冉永帄，2009:11）」。 

2.5.1. 會話分析─篇章與語用的交界 

‘Conversation analysis is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spoken discourse that looks at 

the way in which people manage their everyday conversational interaction.’ 

                      （Paltridge, 2006:107）  

篇章研究話語傳達的結構組成，而語用除了語言結構，更加入言談雙方的認

知理解、情境的介入因素等。從社會語言學角度來看，Milroy（1984）認為「錯

誤溝通（miscommunication）」發生於說話者的意圖和聽話者的理解發生分歧的時

候，而「修正」就是消除誤解。Milroy 提出兩種「錯誤溝通（miscommunication）」：

「誤解（misunderstanding）」和「溝通中斷（communicative breakdown）」的差別

在於話語參與者是否意識到溝通出問題，若都意識到並努力協商補救，就是已出

現「溝通中斷」；如果沒意識到亯息接收與傳達有差距，仍繼續交際就只是「誤

解」（引自沈蔚，2005:40）。                              

Yule（1996/2008:72）以市場經濟的運作來比喻會話分析，每人掌握話權（floor）

的時機就是話輪（turn），而此話權的轉移就是話輪交替（turn-taking）。其中話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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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換的時機就是轉換相關處（Transition Relevance Place, TRP）。Heritage（1984:245）

提出會話分析序列研究，基於部份會話行為的產出是對情境的窄域（local）、此

時此地 （ here-and-now ）的觀點提出 會話具有「序列隱含 （ sequential 

implicativeness）」，以亲引導後續談話的進行方向，使話輪得以完成。而此種接

續相鄰活動，可以透過符合規約且可辨認的配對動作來完成，例如：相鄰配對

（adjacency pair）43，Schegloff 等人（1974:295-296）提出具有組織性的相鄰配對，

例如：「呼喚（summons）─應答（answer）」、「打招呼（greeting）－回應招呼（return 

greeting）」、「訊問（how are you）－提供訊息與否的回應（news/no news）」。而

位於相鄰對前的話語叫做「相鄰配對前部（first pair part, FPP）」，後出現的叫做

「相鄰配對後部（second pair part, SPP）」，請見例(138)： 

(138)  甲：這個週末，你到哪兒去了？ 

      乙：我沒到哪兒去。我生病了。(引自《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 2 冊:1) 

例(138)中的相鄰配對，就是來自於甲問乙到哪裡去，乙回答沒去哪裡，甲問乙答

的內容是緊密關連的。此外，一旦相鄰配對的前部出現後，則在此話語最近的第

一個話輪轉換相關處，原本的說話者應暫停，由下一個說話者來完成相鄰配對的

後部為止，此乃理想的會話配對模式。基於文獻聚焦於「並」後接否定的討論，

我們把「並」插入例(138)的答句中變成「我並沒有到哪兒去」，發現「並」的出

現隱含著反對「甲預設乙去了某處」，因此我們猜測「並」的逆接形式在言語序

列上較有可探究之處，將於 4.4.1 進行討論。另外，本文也假設「並」的逆接在

人際互動層面有較高的語用功能，以下我們根據從過渡到篇章、語用交界的會話

分析之修正概念，進行文獻回顧。 

                                              
43

 ‗Adjacency Pair‘一詞，另譯為「相鄰對」(劉虹，2004；于國棟，2008)或譯為「毗鄰對」(孫

啟耀，2000)。Schegloff 和 Sacks（1973:296）指出相鄰配對具有下列基本特徵：1.由兩段話

語組成（a sequence of two utterances）。2.這兩段話是相鄰的（adjacent）。3.不同的說話者所說

出的（produced by different speakers）。4.有前後順序，分成「前部」和「後部」（ordered as a 

first part and second part）。5.分成不同類型，某個前部會要求特定的後部或範圍內的後部出現

以完成相鄰配對（typed, so that a first part requires a particular second part or range of second 

parts）本註腳之英文部份引自于國棟（2008: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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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gloff 等人（1977）認為會話修正由三個部份組成：修正對象（trouble 

source）、修正的啟動（initiation of repair）、修正的完成（completion of repair）。

其中修正的對象分成自己（self）和他人（other）；主要有 4 種修正的路徑：1.自

我啟動─自我修正（ self-initiation/self-repair ）， 2. 自我啟動─他人修正

（other-initiation/self-repair），3. 他人啟動─自我修正（other-initiation/self-repair）

以及 4. 他人啟動─他人修正（other-initiation/other-repair）。于國棟（2008:130）

另補充了兩類修正：「自我啟動─未修正」和「他人啟動─未修正」。Schegloff

在 1979 年把同話輪修正分成 4 種類型44：重複（recycling）、替換（replacing）、

添加或插入（adding or inserting）和重啟（restarting）(引自沈蔚，2005:39）。 

另外，Wang 等人（2010）觀察台灣訪談節目發現「其實」與「事實上」具

有不同功能：「其實」可表示說話者對於話語內容的評論態度以及標記話權及話

題的轉換，甚至可標記「同意」，也就是「其實」可表示話語內容與前文之間可

能存在對比或者不存在對比，而「事實上」則不能表示同意的意思。「其實」和

「事實上」都可標記「闡述」之意。Wang 等人更從關聯理論來看，「其實」和

「事實上」都具有「語境與新亯息的互動、加強已存在的假設、反駁或取消已存

在的假設」，因此「其實、事實上」原來的功能為表達話語内容是真實的，現在

已逐漸轉換成一個話語篇章標記。我們將於 4.4.2 從語料觀察討論「並」和「其

實」、「事實上」的共現。以下簡述語用相關理論做為本文分析「並」的依據。 

2.5.2. 語用相關理論 

關於語用層面的探討，我們將簡述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合作

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 CP）和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做為本文對

「並」在語用層面的分析依據。 

                                              
44

 同話輪修正的重複是指說話人在搜尋合適的字眼之前重複已經說過的話語片段；替換是指

在說話的過程中停下來，替換已經說過的某個部分；添加指在說話的過程中插入某一修飾成

分；重啟則是指在說話的中途停下來，放棄繼續往下說而換一種方式重新構造要表達的話語

(沈蔚，200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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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言語行為 

Austin 於 1962 年提出所有話語皆涉及三種行為。我們整理何自然、冉永帄

（2009:154）、何兆熊（1999:92）的說明，簡述言語行為三分：1.言內行為／以

言指事（locutionary act），就是說出詞句，以句法、詞彙、音韻來表達字面意義。

2.言外行為／以言行事（illocutionary act）：為話語在語境條件下體現的意圖，就

是說話者要表達的意義。3.言後行為／以言成事（perlocutionary act）：指說出話

語所導致的行為，也就是話語說出後產生的連帶影響，以受話者為主要施為者。

我們以例句(139)說明 Austin 的言語行為： 

(139) 我明天去辦公室。     （例句(139)引自何自然、冉永帄，2009:154） 

把例句(139)以正確的發音及語調說出來，就符合言內行為，當說話者說出這句話

時，其用意可能是「保證」、「允諾」或「威脅」，就是言外行為；當受話者聽到

此句後，受到這句話的影響，因而產生「感到放心」或「緊張」，就是言後行為。 

（二） 合作原則 

Thomas（1995）認為溝通時，只有在明白詞義、指稱意義和結構意義，並且

排除語義模糊或歧義後，才能真正理解語境中說話者的真正意義（引自何自然、

冉永帄，2009:64）。言語溝通時，說話者與受話者之間，除了直接說出話語之外，

還會以隱含間接的方式進行溝通，Grice（1975）提出「會話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用以指稱受制於語境和說話者溝通意圖的隱含亯息，也就是言下

之意，弦外之音（何自然、冉永帄，2009:63）。其中，會話含意出現於說話雙方

對於會話合作原則的遵守或違反，而違反合作原則會產生「非標準會話隱含

（non-standard implicature）（Levinson，2001:216）」。 

Green（1996）重新解釋 Grice 在 1975 年所提的合作原則，把合作原則擴展

為包含非言語行為，並重新定義為「行為者會根據自己的目的行事」，以下我們

簡要介紹合作原則的四大準則「數量準則（Maxim of Quantity）、質量準則（Maxim 

of Quality）、關聯準則（Maxim of Relevance/Relation）和方式準則（Maxi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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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ner）」： 

一、 數量準則：所提供的話語應達到交談目的所需的亯息。不使自己說

的話超過交談目的所需亯息的詳盡程度。例如：「你家有幾個人？我家有

三個人」，此句就符合數量準則。 

二、 質量準則：不說自知是虛假的話；不說自知缺乏證據的話。例如：「明

天會下雨。」若說話者掌握精確的氣象報告，明天下大雨的機率達 100%，

則此句遵守了質量準則。 

三、 關聯準則：說話要切題。例如：「張三：聽說你找到一份工作？李四：

我今天不想出門。（筆者自擬）」李四未針對張三的提問回答，李四的回

應就明顯違反關聯準則。 

四、 方式準則：避免晦澀，避免歧義；要簡潔，有條理。例如：「學徒：

師傅，這機器怎麼操作？師傅：第一開電源，第二拉下操縱桿，第三直

接添加材料（此例引自何自然、冉永帄，2009:68）」就是明確的指示，

句中未見模糊語的使用。 

關於說話者公然違反合作原則某準則，並且想讓對方知道他故意違反，稱為

對會話準則的蔑視（flouting），可產生會話含意，且此會話含意是由受話者自行

推理得知的。溫鎖林（2010）以「申辯語氣」來描述「並」，請見例句(140)： 

(140) 他們說小明那孩子傻，其實他並不傻。（引自溫鎖林，2010:30） 

從語用來看例句(140)，我們可以設想，當說話者聽到有人在說小明傻時，可能因

為同情小明，而替他分說，說出「他們說小明那孩子傻，其實他並不傻」；也可

能是說話者是小明親人，進而辯解而說「你知道嗎？上週的考詴，他可考了滿分

呢！」來否定「小明很傻」的預設。雖然「申辯」在某些情境下可以呈現出「並」

的部份語用功能，但是卻無法客觀呈現「並」的真正語用義。 

（三） 關聯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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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理論（Revelance Theory）是由 Sperber 和 Wilson（1986）所提出的，認

為在 Grice 的合作原則中，關聯才是溝通時最基本的原則。Sperber 和 Wilson 認

為溝通時以編碼及解碼過程無法完全解釋語言溝通的本質，語言只是人類賴以交

際的手段之一，不是唯一。因此，Sperber 和 Wilson 結合語碼與推理模式，提出

「明示推理模式（ostensive-inferential model）」，由說話者明示，受話者結合新舊

語境進行推理。語言的基本功能是認知，是一種有目的、有意圖的活動，關聯原

則既關注隱含亯息，也關心交際時的明說意義，就是從說話雙方的動態共識的補

充和擴張來進行溝通，而不變的是話語之間的關聯性（何自然、冉永帄，

2009:299-326）。對於明示推理的模式，受話者認知語境的改變有以下三種情況：

1.新舊訊息結合，產生語境含意。如例句(141)；2.新訊息為舊訊息提供證據，補

足舊有的不足訊息，如例句(142)；3.新舊訊息互相矛盾，新訊息取代舊訊息。請

見例句(143)： 

(141) 甲：你可以幫我買杯飲料嗎？ 

       乙：我不會經過便利商店。               （筆者自擬） 

(142) 媽媽：怎麼了？ 

    兒子：我打破杯子了。                   （筆者自擬） 

(143) 甲：要不要休息一下？ 

        乙：我不累。                                      （筆者自擬） 

在例句(141)意味著乙沒辦法幫甲買飲料或者是乙不想幫甲買飲料。而例句(142)

的舊訊息為「兒子發生某件事」，新訊息則補足舊訊息的匱乏。例句(143)中的舊

訊息就是「乙累了」，但是乙提供的新訊息取代了舊訊息，就是不必休息。另外，

受話者認知語境的補充和擴展也有三種情況：1.加入所需的百科知識；2.從短期

記憶（話語的上文）調用相關的訊息；3.從話語當下的周圍客觀情境調用相關訊

息。上述情況都是屬於違反合作原則的關聯準則（何兆熊，1999:203-210）。至於

推理的過程，要有語境介入，先推導出隱含前提（implicated premise），再導出隱

含結論（implicated conclusion），但是每人的認知不同，所以同一語言訊息未必

會有相同的隱含前提和結論。我們以 Sperber 和 Wilson（1986:11）所舉的例句進

行說明，請見例句(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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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Coffee would make me awake. （咖啡讓我睡不著。） 

如果甲問乙：「你要不要喝咖啡？」乙用例(144)回答，則隱含的前提可能是「乙

希望自己睡得著」和「乙希望自己睡不著」，而導出的隱含結論就可能是「乙不

要喝咖啡」或者是「乙想要喝咖啡」。關聯理論的隱含前提，我們認為和「並」

所呈現的預設有關，至於「並」在言談中的出現是否違反合作原則，以及以關聯

理論來檢視「並」的語用預設現象，我們將於 4.4.2 以上述語用理論來分析說話

者在話語溝通時使用「並」的現象。接下來，我們略述語言中的主觀化與主觀性。 

2.5.3. 主觀化與主觀性 

Traugott（1989）從歷時語義看待主觀化，認為主觀化是從語義到語用的演

變，即「意義變得越來越依賴於說話人對命題內容的主觀亯念和態度45」。語言

中表達主觀性，可識別的語法成分是如何通過非語法成分的演變而逐步形成的。

Finegan（1995:4）提到「關於主觀性和主觀化研究焦點的三個主要場域為：1.從

言內施動者的視角來建構語言的表達。2.對於包含在話語中的命題，來看言內施

動者的情感。3.言內施動者情態的表達或包含在話語中命題的認知狀態46。」換

言之，Finegan 認為說話人的自我可表現在「視角（perspective）」、「情感（affect）」

和「情態（modality）」三方面。另外，沈家煊（2001）指出「主觀性（subjectivity）」

是指話語中表現說話者對話語內容的觀點、態度或感情，即表現說話人自我的成

分；而「主觀化（subjectivisation）」則是指語言為表現這種主觀性而採用相應

的結構形式或經歷相應的演變過程。何兆熊（1999:62-66）指出，語言交際的主

角是第一人稱（說話者），而第二人稱（受話者）則是次於主角的角色，在溝通

時，上述兩個角色是不斷交換的，其指示功能主要為文外照應，但是第三人稱代

                                              
45

 以上譯文引自沈家煊（2001），原文為‗the tendency for ―meanings to become increasingly 

based in the speaker‘s subjective belief state/attitude toward the proposition‖.‘（Traugott, 1989：

35）‘  
46

 Finegan（1995：4）: ‗Three main arenas have been the focus of recent studies of subjectivity and 

suubjectification: (1) a locutionary agent‘s perspective as shaping linguistic expression; (2) a 

locutionary agent‘s expression of affect towards the propositions contained in utterances; (3) a 

locutionary agent‘s expression of the modality or epistemic status of the propositions contained in 

utter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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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於文內照應，但也有可能發生第三人稱代詞的所指存在語境

中，如例句(145)中的 ‗he‘。 

(145) He‘s not the president. He is. He‘s the secretary.（他不是總統。他才是。他只是秘書。）      

（例句(145)引自何兆熊，1999:59） 

例句(145)中的‗he‘，第一個‗he‘和第三個‗he‘為同一人，但中間的‗he‘是語境

中的另一人。關於歷時語法化現象所呈現的主觀化，Traugott（1995）更以表 二-8

說明「語法化中的主觀化」不是單一層面的現象。 

表 二-8「主觀化」語法化演變之不同層面47
 

命題功能 propositional function → 篇章功能 discourse function  

客觀意義 objective meaning → 主觀意義 subjective meaning 

非認知情態 non-epistemic modality → 認知情態 epistemic modality 

非句法主語 non-syntactic subject → 句法主詞 syntactic subject 

句法主語 syntactic subject → 言談主語 speaking subject 

完整自由形式 full, free form → 黏著形式 bonded form 

（資料來源：Traugott，1995:47-48） 

根據本文 2.2.1 對「並」的語法化探究，我們認為「並」從表「兩人並立」的

具體命題義，演變至今帶有「反預設」義，符合 Traugott（1989）所認為歷時語

義的主觀化。至於語言所帶有的主觀性，反映語言是「人用以表達思想認知和情

感的手段（趙秀鳳，2010）」。何自然與冉永帄（2009:32-39）指出人稱指示語

是言語交際時，用以表達說話人、聽話人或第三者的詞語或及結構，而且是以說

話者為基礎的。說話者的主觀態度最常表現在對命題事實的評估，而不同人稱的

選用，其實就意味著說話者的觀點、態度和話語意圖。不同人稱指示語的指示功

能常受制於語境條件。文獻中，只有朱明媚（2007）從對比「並」、「可」予以探

討「並」的主觀性，她認為「並＋否定」的主觀性弱，較多從第三人稱視角說明

事實，謂語成分多為動詞，常用於敘述體，如例(146)： 

                                              
47

 ‗there are separate processes involving correlated diachronic continua‘（Traugott, 1995：47)  



現代漢語「並」的語義、篇章、語用分析及其教學應用 

70 

 

(146) 托爾斯泰出身貴族，而同情於貧民，然而並不主張階級鬥爭。（朱明媚，2007） 

關於「並」的主觀性如何在現代漢語中彰顯，本文將觀察「並」的情態與反

預設現象以及參考林慧敏（2009）從副詞「倒、卻」所出現的語境及語氣類型（如

陳述、祈使、疑問句）的分析模式，本文也將探究「並」的語境及語氣類型，以

及「並」與人稱代詞的共現，以不同角度檢視「並」的主觀性，請見 4.4.2 和 4.4.3

的討論。接下來，我們探討反預設概念。 

2.5.4. 反預設概念 

基於陸儉明、馬真（1985/1999）、Chu（1998/2006）、彭小川（1999）指出「並」

後接否定形式具有「與假設相反」的特點，本文以「反預設（counter-presupposition）」

概念稱之。以下簡述預設（presupposition）48的概念。預設分成語義預設（semantic 

presupposition）和語用預設（pragmatic presupposition）。語義預設無法解釋預設

對語境的依賴性，就是「可撤銷性」（defeasibility），難以解決預設的投射問題

（projection），因為預設尚需考量語用因素。張誼生（2000a:235）認為漢語中

的否定陳述有兩種情況：一是命題否定（statement negation），另一種是預設否定

（presupposition negation）。預設否定的對象不是命題本身，而是從說話人和聽話

人共知的相關情況。考量文獻對「並」的預設否定主要來自於說話者潛在的意想

（彭小川，1999），故本文將只著重於「並」的語用預設，而不從語義預設探討。 

                                              

48
 presupposition 或稱「前提」、「先設」，本文採用「預設」一詞。根據 Norrick, Neal R. (2001)

語言學家把預設視為句子的語義成分之一，如 Katz。另有 McCawley, Kiparsky and Kiparskyr, 

Fillmore 等人把預設看做一種特殊的詞彙項目(particular lexical items)。Gazdar 認為沒有連貫性

的語義定義的預設是可能存在的(no coherent semantic definition of presupposition was possible)。

Keenan, Stalnaker, Karttunen 以及 Karttunen and Peters 提出了「得體性(appropriateness)」、「假設

(assumption)與說話者傾向(dispositions of speakers)」、「受話者合理推理(reasonable inferences by 

speakers‘audiences)」等觀點。最有名的是 Stalnaker‘s (1974)對於語用預設的定義：「在一個已知

語境下，如果 A 提出命題 B 時是一個語用預設，那麼意味著說話者假設 B 或相信 B，也假設他

的受話者已知 B 的存在，並且假設或相信受話者可以理解他所做的這些假設―A proposition B is a 

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of a speaker in a given context just in case the speaker assumes or 

believes that B, assumes that his audience assumes or believes B, and assumes or believes that his 

audience recognizes that he is making these assum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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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1. 語用預設 

Karttunen（1973）指出大多數學者對於預設投射問題的分析，若不是把它視

為預設本身現象，就是把它視為語用現象（引自 Green，1996:80）。請見例句(147)： 

(147) 我沒再請小江吃飯，其實上次也不是我請的。 

   預設：我上次請了小江吃飯。     （例(147)引自何自然、冉永帄，2009:133） 

在例(147)中，後句「其實上次也不是我請的」撤銷了前句的「再」所引發的預設

「我上次請了小江吃飯」，顯示出預設中存在的投射問題（projection problem）。

Horn（1984, 1985, 1989; Horn 和 Bayer, 1984）則把例(147)此類的否定形式視為

是一種「元語言手段（metalinguistic device）」，也就是傴傴否認某事物被陳述的

合適性方式49（Green，1996:117）。溫鎖林（2009）也以此觀點來定義「並」的

語法意義是「元語（metalanguage）並存」（參見 2.2.3）。周剛（2002:74-75）指

出「語用預設不是對命題的真值加以判斷，而是通過對言語活動或命題態度的預

設分析，反映命題的合適性」。周剛指出語用預設的特點：1.語用預設是聽話者

和說話者達成共識。和語境、交際雙方有關。2.語用預設涉及說話者實施言語行

為和語境的合適條件。3.語用預設是說話者或當事者的主觀預設，而語義預設是

以客觀標準為預設。4.語用預設涉及說話者的態度和意圖。5.語用預設涉及說話

者強調的語義中心，例如「老王批評了小李」這句話可以依說話者對語義強調的

焦點不同，而產生語序的形式變化，預設也因此改變，請見例句(148)~(150)： 

(148) 是老王批評了小李。→預設：有人批評了小李。 

(149) 老王是批評了小李。→預設：老王對小李施行了某種行為。 

(150) 老王批評的是小李。→預設：老王批評了某人。 

（例句(148)到(150)引自周剛，2002:75） 

何兆熊（1999/2002:300）指出，語用學研究中，S1 句和 S2 句原有自己的預

                                              
49

 原文為： ‗Hron accounts for the negation in ―John doesn‘t regret failing the exam, because in 

fact he passed,‖ as not linguistic negation, which denies a proposition, but as a METALINGISTIC 

device, which denie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way something was said.‘(引自 Green, 199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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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當句子 S 由兩個從句 S1 和 S2 組成時，被嵌入 S 句後，S 句原有的預設不是

被撤銷，就是繼續存在。吳喜豔（2001:46）認為語用預設50的特點有「主觀性、

動態性、共知性和合適性」。吳喜豔提出語用預設對話語理解具有「制約和引導

作用51」。魏在江（2006:1）認為目前「對預設的形成機制、語詞觸發、語境制

約、投射與取消等諸多問題還遠沒有解釋清楚」。魏在江從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的兩個關鍵概念：認知語境（cognitive environment）52和最佳關聯（optimal 

relevance）53，對語用預設提出他的看法：「在認知語境中，關聯度越大，語用

預設越明顯；關聯度越小，語用預設越隱含54」。因此，我們將以語境上下文的

語義做為參考標準，當「並」的上文出現對比語義時，本文把它視為「並」的顯

性預設，若「並」後所否定的內容，需從上下文推導出其預設義，則歸為「並」

的隱性預設。 

何自然、冉永帄（2009:135-137）認為語用預設具有合適性和共知性。合適

性是指預設與語境緊密結合，才能根據語境判斷話語交際的前提為何，因此預設

必為舊亯息或已知亯息。此外，預設是交際雙方未明說卻又共知的亯息，體現了

語言使用的經濟原則，而此種預設是透過語境亯息來進行理解，因此是隱含亯息。

Grundy（2000）則把此種亯息稱為「共享假設（shared assumption）」。而語境、

預設隨著話語交際的進行，命題和預設可能發生交替和交換。本文在篇章、會話

及語用層面以語用預設的顯性與隱性概念來討論「並」的預設，請見 4.4.3 的討

論。 

                                              
50

 吳喜豔(2001)採用「前提」一詞，在此筆者為求前後論述的一致性，以「預設」一詞代替。 
51 制約作用指語用預設對話語參與者來說，若未達成共識，可能導致交際中斷；引導作用則

是指語用預設的動態共知性和合適性可以處理言外之意。（吳喜豔，2001） 
52

 ‗A cognitive environment of an individual is a set of facts that are manifest to him. And an 

individual‘s total cognitive environment is the set of all the facts that he can perceive or infer: all 

the facts that are manifest to him.‘ (Sperber and Wilson, 1995:39) 
53

 ‗Presumption of optimal relevance: (a) The set of assumption which the communicator intends 

to make manifest to the addressee is relevant enough to make it worth the addressee‘s while to 

process the ostensive stimulus. (b) The ostensive stimulus is the most relevant one the 

communicator could have used to communicate.‘ (Sperber and Wilson, 1995:156) 
54

 認知語境是指個體可感知或推論的顯現事實；最佳關聯則是假設受話者力圖花最少的力氣

去獲得最顯著的認知效果，而說話者則以最明顯的刺激、相關性最大的資訊進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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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2. 「並」的反預設 

彭小川（1999）首先指出以「加強否定語氣」來解釋「並」的逆接是不夠的，

彭小川指出「並」的語法功能是「加強對語境預設的否定」，乃延續了陸儉明、

馬真（1985/1999）的觀點「強調事實或看法不是所認為的或可能會推想的那樣」

並進一步從否定預設來探究「並」。彭小川認為含「並」的否定句，其語境預設

有兩種情形：1.已存在的看法或想法，如例(151)是指出實情；或者是透過陳述自

己想法來否定，見例(152)。2.潛在的意想－如例(153)表強調事實；或是強調個人

看法，見例(154)： 

(151) 愛情原來並不是自己想像的那樣完美。               （羊城晚報） 

(152) 我是廣州人，姓名、地址就不用問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為特困生辦點實事。你幫

我落實，我會來電話連繫的。                 （羊城晚報） 

(153) 她的短短的一生是充滿著痛苦和不幸的。但是舊社會中黑暗的勢力並沒有摧毀她的精

神……            （巴金〈廖靜秋同志〉） 

(154) 這裡提到的近代、現代、當代墓主都是英烈，這些違法亂紀、違情悖理的行為反差太大

了，但並不是說，如何對待普遍人中的生者和死者就不存在良心問題了－我想，這是不

待說明的。                  （羊城晚報） 

彭小川認為「並」的逆接表達了兩種類型的預設否定：一是事實，一是看法。關

語此點，我們認為其實就是顯性語用預設和隱性語用預設的分別，我們將於 4.4.3

對預設之顯與隱進行討論。此外，彭小川認為含「並」的句子，其語義域較窄，

請見例句(155)、(156)的比較。 

(155) 我沒有告訴她。 

(156) 我並沒有告訴她呀！ 

例句(156)「並」的出現預設了某個語境。王明華（2001）則認為「並」後接否定

是否定某種看法，並且以輕讀「並」顯得語氣舒緩，如例(157)： 

(157) 這樣做（並）沒有什麼問題。    （例(157)引自王明華，2001:20） 

例(157)加上「並」之後，「這樣做並沒有什麼問題」的語氣就比「這樣做沒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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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問題」來得弱，此點牽涉到韵律上的因素，在此，我們暫不針對韵律進行討論。

王明華（2001）認為「並」是對某一預設或邏輯前提進行否定。此點與彭小川（1999）

觀點相同。但是和彭小川（1999）不同的是，王明華（2001）認為用於否定詞前

的「並」是以否定預設來表示轉折義，認為「並」的逆接是轉折，但是它的形式

和典型轉折句不同，如例(158)、(159)： 

(158) 他有些武藝，有許多的愛國心與傲氣，可是並沒有去打日本人。 

(159) 我並不是你需要的人。               （例(158)、(159)引自王明華，2001） 

關於王明華（2001）認為「並」的逆接是轉折，我們已於 2.4.1.2 討論「並」有

弱式轉折義，另外王明華還認為「並」其實就是某一預設或邏輯前提。此外，他

還認為「並」不能保證語句內容真實性，也不能說明真實情況。如例(160)、(161)： 

(160) 太陽並不一定從東方升起。      

(161) 俄羅斯並不是最大的國家。           （例句(160)、(161)引自王明華，2001:22） 

例句(160)、(161)的命題真值為假，因此它們成立的原因不應從語義層面探究，

宜從語用層面探討。此外，句中詞語及命題本身的語義，也會造成「並」在上下

文中有不同解釋。類似的問題也在例句(158)見到，在「他有些武藝，有許多的愛

國心與傲氣，可是並沒有去打日本人」這一句中，王明華（2001）把轉折連詞「可

是」的功能歸給了「並」，此點我們並不認同。 

對副詞「並」後接否定的看法，馬真（2001）、曹煒（2003）都認為「並」

後接否定是加強否定語氣，不同於彭小川的「加強對語境預設的否定」。馬真

（2001）、曹煒（2003）的例句如(162)： 

(162) 我以為他也去中國了，誰知他並沒有去。        （例句(162)引自馬真，2001） 

馬真（2001）認為「並」加強否定語氣，強調說明事實不是對方所說、或一

般人所想的、或自己原先所認為的那樣。帶語氣副詞「並」的句子含有辯駁或說

明真實情況的意味。如例句(163)、(164)： 

(163) A：「小張昨天又去打麻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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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他昨天並沒有去打麻將，他一直跟我在一起。」  

(164) A：「他的態度是不是有一些變化？」 

     B：「並沒有什麼變化，還是堅持原來的意見。」 

（例句(163)~(164)引自馬真，2001） 

在例句(163)中，我們認為辯駁的意味來自於上文「又去打麻將」的預設以及下文

「他一直跟我在一貣」所表達的證據，而例句(164)的說明意味則來自於上文「是

不是有一些變化」以及下文「還是堅持原來的意見」。因此，本文認為對於「並」

表加強語氣之論點和說話者的主觀性有關，也就是當說話者情感投入，把視角放

在自己立場時，伴隨語調重音，才會呈現語用的加強語氣，否則就如同王明華

（2001）所言，輕讀「並」可顯得舒緩。因此，我們認為「並」表加強語氣，其

實和語調韵律、語境有極高的依賴性，不該是「並」的語義。另外，說話者情感

投入的主觀性強弱與否都會牽動「並」所表示的語義改變，所以我們認為加強語

氣不是「並」的語義。「並」的出現，應該是預設說話者對事件的某種看法，可

能出現在上文中，也可能出現在說話者心中的預設。因此，我們不同意馬真（2001）、

曹煒（2003）的觀點，本文認為「並」是表否定預設的，不是表加強語氣的。本

文認為 Chu（1998/2006）提出從情態分析漢語副詞「並」是較符合語言事實的，

因此，我們把「並」的語用層面視為是表反預設的情態副詞，將從語料分析中尋

找證據。以下我們詴著比較表反預設的「並、又、可」單音節副詞的差異。Chu

（1998/2006）認為「並、倒、也」的認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都表示「與

假設相反」，可是在其他情態卻不同，但是 Chu 未繼續從情態細究之。以下列出

學者們對於「並」的反預設，與不同單音節副詞的對比，聚焦於「並」、「又」、「可」

的共時語義論述及對比，請見表 二-9 的整理。 

  



現代漢語「並」的語義、篇章、語用分析及其教學應用 

76 

 

 

表 二-9「並」與「又、可」 之文獻對比整理表 

根據表 二-9，我們可以發現就「並」而言，學者們主要認為「並」和事實性的

敘述解說關係密切，再來才是「並」和否定的關連性。而「並」與「又、可」的

差異性，學者們大多認為都具有「否定預設」的共同性（溫鎖林，2010），除了

「那可就有得瞧的了」為順接形式之外，大多著重於逆接形式的討論，但是切入

的角度不同，產生不同的解釋：從句式比較的，如吳中傳（1999）；從預設解釋

的，如彭小川（1999）；從主觀性角度探討的，如朱明媚（2007）；從篇章銜接的，

                                              
55

 史金生(2005)未探討「並」，只論述「又」、「也」。 

 並 又 可 

吳 中 傳

（1999） 

「並不 P，～Q」 

申辯意味，P 有可能被認為真。 

 

你怎麼這樣害怕太太？其實太太也並不

怎麼兇。《中級漢語教程》 

「又不 P，～Q」否定某個典型或極端

的條件。加強相關結論的語勢。～Q

才是表達的重心。 

老師：小王哪兒去了？ 

學生：我又不知道，幹嘛問我？ 

加強「可」所在的句子，可用肯

定、否定。 

 

這我可不能負責。 

你可千萬別忘了呀！ 

彭 小 川

（1999） 

加強對語境預設的否定。說明／強調事

實不是 P。 

P 是看法或事實。否定預設的內容在上

文、副現、復指可找到。書面，述實。 

在他看來，似乎並無多少值得留戀的。 

兩個層級的語境預設：重覆性同類加

合、語義焦點在～Q，用於口語，強烈

否定。 

路又不遠，坐什麼車！ 

看你怕的，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 

N/A 

劉丹青 

唐 正 大

（2001） 

語義後指，否定背景述語。有明確焦點，

消極否定。 

 

張三看起來呆頭呆腦的，其實張三並不

愚蠢。 

N/A 後項主述語是新亯息，跟前項對

比。標記強化話題結構。「可」

為話題焦點敏感算子，「可」前

的名詞短語（NP）為話題焦點，

「可」後為對比焦點。 

李四愚蠢，張三可不愚蠢。 

馬 真

（2001） 

辯駁性的否定，說明真實情況的意味。 

我以為他也去中國了，誰知他並沒有去。 

否定某個不存在的預設。 

你又沒有病，吃什麼藥啊！ 

N/A 

史金生55 

（2005） 

N/A 是焦點算子。元語增量，凸顯事實。

同類加合、累積。主觀性強。 

就別客氣了，又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 

N/A 

朱 明 媚

（2007） 

主觀性弱。和否定詞「不、沒、無、未、

非」結合、他述視角多。 

雪並沒有多麼厚，大概在半夜裡就不下

了。 

N/A 強主觀性。和否定詞「不、沒、

別、甭」結合、自述視角多。 

你真心毒呀！我們家和你們可沒

有冤仇！ 

馬 玉 鳳

（2009） 

進一步的闡述、補充說明 

 

清華、北大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考上的。 

加強對對方論點或做法得以成立的論

據予以否定。 

又不是百萬黃金，抓那麼緊幹嘛？ 

N/A 

張 京 魚

（2008） 

張 京 魚

等

（2010） 

直接否定拒絕＝事實上 

 

高校長雖然是鴻漸訂婚的證人，對他並

不滿意。 

語篇銜接詞 

間接否定拒絕／說明（推理）＝但

是……就…… 

廣告牌是自己落下來的，我們又沒有

叫它砸你。 

N/A 

溫 鎖 林

（2010） 

述實性 

甲：你一定去了。 

乙：我並不願意去！是他們硬拉我去的。 

論理性、加合 

（同本表馬真（2001）之例句） 

提醒性、轉折 

想想吧，家裡養著個能讀會寫的

女孩子，那可就有得瞧的了。《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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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張京魚（2008）；從語用角度探究的，如溫鎖林（2010）。我們檢視「並、又、

可」三者之間的差異，發現學者討論內容有以下面向： 

1.言外的語義指向不同─「並」債向言內敘實，前後分句並重，意有明指或

前後事件對比；「又」是針對某一典型極值或跳脫所述事件之不同層級的否定，

著重同類積累，表面意雖未明指，但實際上卻是藉由明指最極端的情形後，再藉

由「又」的言外之意返回對現況的否定；「可」則著重其所在話題句的強化性。 

2.主觀化程度強弱─說話者視角投入的多寡，「並」重於述實，「又」的情感

投入甚強，「可」的主觀性強過「並」，「可」甚至能強化祈使語氣（朱明媚，2007）。

我們也將從和「並」共現的主語搭配情形，探討「並」與主觀化的關係，但是「又、

可」的差異從表 二-9 難以論斷，且非本文研究目的，尚待其他學者進一步探究。 

3.引介焦點或預設─「並」的反預設是對舊亯息（預設）的否定。「又」是焦

點算子（史金生，2005），使受話者與預設產生關聯推理（張加魚、劉加寧，2010）。

「可」前面所引介的話題可以是小句、動詞組片語、「這、那」短語（劉丹青、

唐正大，2001）。 

此外，除了溫鎖林（2010）對「可」的分析另從肯定結構來看，其餘學者都

著重於後接否定結構的討論。本文認為單音節副詞「並、又、可」後接否定詞的

結構，是否在漢語中可能為某種情態的語言編碼形式，還是對事件的情感投入深

淺程度？還是對真實世界與可能世界之間的落差大小？三者之間是否存在著一

衡量主軸？還是各有不同語用限制？限於本文著重於「並」的論述，故關於「並、

又、可」的討論還有待學者進一步研究。以下我們從情態來探究「並」。 

2.5.5. 副詞「並」的情態義 

Chu（1998:102-7/2006:82-85）認為：不可移位的單音節副詞，很多是用來表

達情態，而且常形成一個個的組（set），這些組的成員通常在某些方面極為相似

而在其他方面卻迥然不同。他並指出「並、倒、也」表示命題的內容與預期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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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on the contrary），但是在表達義務（deontic）上的情態意義卻不同，也就是說

話者對該事件或情景的態度不同。Chu 認為「並」是表示客觀的陳述，如例(165)、

(166)： 

(165) 到紐約去，坐飛機並／倒／也不貴。     （例(165)引自 Chu, 1991, 1998/2006:82） 

(166) 為了看那晚佛大跟田大的籃球賽，我把晚飯也耽誤了。其實，那場比賽並／*倒／?也不

值得不吃飯。          （例(165)引自 Chu，1991:69, 1998/2006:82） 

在例(165)中，Chu 指出「離開語境，這句話可能是客觀的陳述，也可能是主觀意

見，也可能是符合說話者看法的情景」。在例(166)中，只能出現「並」，Chu 指出，

「從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來看，『並』不同於『倒、也』57，情態上不能

彼此替代，非常依賴小句中命題的內容」。「並」是客觀陳述，是客觀觀察得出「假

設與事實相反（objective observation that are contrary to some assumptions）」。例句

(166)中，「其實」一詞的出現，請見王江（2005）、Wang 等人（2010）的討論（參

見 2.4.1.2 及 2.5.1）。Chu 認為「並、倒、也」的認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

都表示「與假設相反」，但義務情態，亦即說話人的態度，則不同。 

另外，根據張誼生（2000a）對現代漢語副詞的分類，「並」可歸入評注性

（evaluative）情態副詞。張誼生（2000b:43）也指出因為「韻律節奏的限制，凡

是單音節的語氣副詞一般都只能位於句中」。關於張的論點，我們認為過於絕對，

因為忽略了在口語中，單音節詞常出現於句首的情形，如「並沒有」、「再坐一會

兒」。 

文獻中只見到溫鎖林（2010）從語用角度比較「並、可、又、才」後，認為

它們具有相同的申辯語義和反預設的語用背景，提出「申辯口氣」，並認為「並」

是相當於認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的，溫鎖林以「預設 X（他聰明），並存

非 X（他不聰明）」來解釋否定命題是語義的否定，無主觀情感融入，而否定預

                                              
56

 原文為： ‗the contents of the proposition is contrary to expectation.‘(Chu, 1998:102) 
57

 「倒」是合意的事件或情景，認為「假設與事實相反」，但是該事實是合意的；「也」表示

主觀的意見，以主觀意見表達「假設與事實相反」，含有「恕我持不同意見」的意義。Chu

［屈承熹］（1998/2006:8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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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是語用的否定，「並」類副詞是藉由強化激活話語預設，進而否定此預設後，

以表達說話者的主觀態度，表現申辯口氣。溫鎖林認為「並」不是加強否定語氣

的，是否定預設，偏重於述實的，如例句(167)： 

(167) 甲：你一定去了。乙：我並不願意去。（表意願）／我並不願意去！是他們硬拉我去的。

（表事實）／我並沒去。（表事實）     （例句(167)引自溫鎖林，2010） 

但是，語氣（mood）和情態（modality）在西方語言學有清楚的界定，語氣

和動詞的變化形式（to form distinct conjugation）有密切關聯，常見的有陳述、條

件、祈使和假設語氣（Saeed，1997/2009:142），而情態多和情態動詞（modals）

及副詞有關。本文考慮「並」的虛化來自實詞，非假借義（趙誠，2006），以及

漢語缺乏形態變化特徵等因素，因此，本文不同意以「語氣副詞」來為「並」命

名，以下我們將把後接逆接形式的「並」視為情態副詞討論之。 

謝佳玲（2002）提出漢語情態詞的語意58特質和類型，謝佳玲（2006a:47）

更進一步以語料庫分析漢語情態動詞與情態副詞的語義分類。依觀點或態度的類

型分為認知情態（epistemic modality）、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動力情態

（dynamic modality）與評價情態（evaluative modality）四種59，各可從兩個層面

界定次類，一是觀點或態度的本質，認知類含判斷與證據；義務類含指令與保證；

動力類含潛力與意願；評價類含預料與心願。二是從觀點或態度的來源來為情態

界定次類。謝佳玲（2006a）指出其漢語情態詞的分類不傴可區分情態詞表達說

話者對句子命題內容抱持的觀點或態度（opinion and attitude），還能概括可能性

（possibility）與必要性（necessity）的概念，換言之，也就是關注人類思維中的

                                              
58

 謝佳玲（2002）的「語意」，即是本文的「語義」，指 ‗semantics: the study of word meaning‘。

另有學者認為「語義」著重於詞語的「功能」探究；而「語意」用以表示詞語「形式」之探

討。本文不予區分，統一以「語義」稱之。 
59

 謝佳玲(2006a:47）對四種情態的定義如下：1.認知：對於一個命題是否為真的判斷 （如―可

能‖） 或證據 （如―聽說‖）。2.義務：是否要讓一個事件成真的指令 （如―必頇‖） 或保證 （如

―包準‖）。3.動力：是否要讓一個事件成真的潛力 （如―能夠‖） 或意願 （如―願意‖）。4.評價：

對一個已知為真的命題的預料 （如―難怪‖） 或心願 （如―幸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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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然（realis
60）」或「非實然（irrealis

61）」的觀念如何以情態的方式呈現，我

們同意謝的架構較二分的「認識情態」和「義務情態」更能完整涵蓋人類認知範

疇。謝佳玲（2006b）更指出評價情態詞在華語中是以副詞形式出現，而且是「反

映說話者的好惡或意向」，從可能性或必要性概念來看，評價情態會讓原本真實

世界的陳述轉為可能世界的評價，所以謝佳玲提出「可能世界」的概念比「可能

性或必要性」的概念更能掌握評價情態的特徵。本文認為謝佳玲所提出的「可能

世界」的概念，適合針對語用預設進行分析，因此本文將從謝佳玲的評價情態架

構來分析漢語情態副詞「並」，請見圖二-4。 

 

圖二-4 漢語評價情態詞的語義界定架構 

（資料來源：謝佳玲，2006a: 59） 

另外，我們考量「並」具有反預期義，可呈現說話者內在想法和對事實的看法，

因此將從評價情態下的預料系統和心願系統的劃分，以語料來驗證「並」的情態

歸屬，因為「評價類涵蓋所有與已知事實（known fact）相關的情態意義，而已

知事實指說話者認為是事實的命題內容（謝佳玲，2006b）」，我們也同意謝佳玲

指出評價情態只是反映說話者的喜好或厭惡等意向，不從可能性或必要性來分析，

而從「可能世界」分析的觀點，可從預設與情態的互動來解決文獻上對「並」的

語氣說及否定說之爭議，因此我們針對「並」在評價情態下能否從預料

（presupposition）和心願（wish）系統之「符合」與「背離」之對立用法來探究

                                              

60 Realis moods are a category of grammatical moods which indicate that something is actually the 

case (or actually not the case); in other words, the state of which is known. The most common realis 

mood is the indicative mood, or declarative mood. 
61

 Irrealis moods are the main set of grammatical moods that indicate that a certain situation or 

action is not known to have happened as the speaker is talking. 

評價情態

預料系統

符合用法 背離用法

心願系統

符合用法 背離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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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的情態。 

「預料系統是將命題情境與自身預料互相對比後提出的評價，符合預料者如［＋來

源］的「難怪」、「果然」與［－來源］的，如「料到」等；背離預料者如［＋來源］

的「反而」、「竟然」與［－來源］的「未料」等。心願系統則是將命題情境與個人

心願對比後提出的評價，與語意來源的好惡或意向有關，符合心願者如［＋來源］

的「幸虧」、「難得」、「總算」與［－來源］的「慶幸」等；背離心願者如［＋來源］

的「可惜」、「無奈」、「偏偏」與［－來源］的「遺憾」等」。 （引自謝佳玲，2006b） 

關於「並」的情態，請見 4.4.3 的討論；而以語氣類型檢視「並」所出現的語境，

請見 4.4.2 的討論。綜上所述，我們分層檢視文獻對「並」的語義、篇章、語用

層面的探究，發現「並」的歷時演變雖有脈絡可循，但是現代漢語「並」的核心

語義看法分歧，句法分析有所缺漏、篇章及語用分析雖已逐漸萌芽，但尚有諸多

面向未究明。接著，我們略探華語教學相關理論，為本文教學應用提供參考。 

2.6. 教學應用理論略探 

語言教學涉及甚多領域，含教學法、二語習得、學習心理、教材教法等，以

下針對現代漢語單音節詞「並」可能涉及的教學語法和語料庫教學進行簡述。 

2.6.1. 教學語法理論概念 

顏邁（2008:346）認為教學語法的特點可概括為「科學性、實用性、穩定性」。

也指出「教學語法要把語法理論作為潛在的因素來指導語法事實的闡釋」，也就

是教學語法的本質是「對語法事實的分析，必頇建立在語法理論的基礎上」。鄧

守亯（2009:8-11, 16-19, 33）指出教學語法與語法教學，兩者可相互補充及互相

參考應用。語法教學要有所本，能運用語法研究之規則和成果；教學語法要有所

法，以理論語法為基礎，融入語言學習者觀點（learner‘s perspective）各層面之

需求－參酌心理學、二語習得、教學法等因素。但是「教學語法體系並不等同於

語法體系」，教學語法必頇是「有針對性的規範性語法（prescriptive grammar）」、

為學習者服務的，並且根據語法點的難易程度，安排階段性教學，搭配合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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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彙量。此外，教學語法更應該是「應用性的、動態的語法，即是從不同領域

的語法研究截長補短，目的是為學習者設計出有效的語法學習歷程」。鄧守亯

（2009:59-61）更針對教學語法的架構綱要提出需涵蓋的內容：1.教學語法必頇

以理論語言學為基礎。2.教學語法應具有多面性（multifaceted）。3.教學語法是

學習者導向（learner-oriented），而且是規範式（prescriptive）的語法。4.教學語

法是階段性的、累進性的（cumulative）。其中與計算機語言學的關連，鄧守亯

更指出「語法教學也相當重視語言的實際使用。語言的使用可分成橫向與縱向，

橫向指區域性，例如台灣的帄衡語料庫，其語料取得來源與台灣地區有關……」。

至於教學上，結構必頇解構成次結構（sub-structures），而次結構的劃分還要視

習得的困難度（difficulty in learning/acquistion）來排序（sequencing）。 

至於結構教學的排序依據，則依「結構困難度（structural complexity）」和「語

義困難度（semantic complexity）」，並參考語言使用的頻率、偏誤分析及跨語

言的差距（inter-language distance） （引自鄧守亯，2009:61）。但是教材編寫時，

往往受到「情境、結構、詞彙」三個因素進行壓倒性的角力結果來決定（引自鄧

守亯，2009:138-139）。另外，鄧守亯（2009:154-156）認為語法點的分類可從

結構62、語義63、聽者和說者之間的互動義三方面進行，我們傴列出與「並」相

關之語法點類型，請見表 二-10。 

  

                                              
62

 結構的語法點可分成五類：1.語型類─漢語為孤立型語言(isolating language)、話題凸顯的

語 言 (topic-prominent language) 、 前 修 飾 性 語 言 (pre-modifier language) 、 後 結 果 語 言

(post-complement language)、有聲調的語言、語序和動作時間順序一致。2.功能類─漢語語類

的基本認識。3.語序類─SVO, OSV, SOV。4.句型類─肯定形式、否定形式、疑問形式、強調

形式。5.特定類─「把」字句、「被」字句、分裂句、準分裂句、「得」字補語句、正反問句。

（鄧守信，2009:154-156） 
63

 語義的語法點可分成兩類：1.同類詞─能願詞、分類詞…等。2. 近義詞─牽涉到語法結構

的近義詞。（鄧守信，2009:15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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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0 鄧守亯之互動義語法點類型 

語法點類型 分類 簡要說明 

說話者和聽

話者之間交

談的互動義

（modality） 

1.語氣詞 表達說話者對事件的看法或評價，非結構性的，如「吧」、「唄」 

2.副詞 學習者缺乏語感的部份 

3.定式 連……都…… 

（資料來源：鄧守亯，2009:154-156，語法點分類建議） 

從表 二-10，我們看到「並」屬於語法點中的互動義，鄧守亯（2009:156）

也指出「教材中這類詞只是解釋這類詞的語義，沒有太大用處，因為學習者沒有

語感，無法正確使用」。因此，在華語教學上，該如何培養學生的語感，進而掌

握對「並」的用法，我們認為，可借重語言的實際使用來增進語感，而語料庫的

教學應用就為我們的教學提供了一個方向。接下來，我們簡要回顧語料庫的教學

應用，希望可以為漢語單音節副詞的教學尋求一有效方式。 

2.6.2. 語料庫教學應用 

Looking farther ahead, perhaps, we need in the world of information, classroom access 

to language databases, lexicographic and grammatical corpora, oriented towards 

learners’ interlanguages and displayed in terms that learners (not only lexicographers 

and grammarians） can understand.          (Leech & Candlin, 1986:xvi） 

Aston（2001:19-21）指出，對語言學習而言，語料庫是描述的客體，可從描

述過程來進行語料驅動的學習（DDL, data-driven learning）。更可以在閱讀教學、

篇章分析及寫作教學提供幫助。衛乃興等人（2005:1）指出，外語教學與研究領

域，無論是90年代初興貣的數據驅動學習（data-driven learning），還是近來建立

的學習者語料庫，及至後來的「中間語對比分析（Contrastive Interlanguage 

Analysis）」，都反映出人們詴圖借語料庫並應用其資源和技術於外語教學的努

力。基於語料庫語言學（Corpus-based linguistics, or Corpus-driven linguistics）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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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科屬哲學之經驗主義，認同功能語言學；且有極強的應用性，和語言教學的理

論與實踐密切相關。對華語教學而言，應兼採各領域之優點而貢獻教學，故，本

文以「並」字為研究主體，參酌各領域，提出我們的發現。而語料庫文本資源在

外語教學中的應用，該如何篩選，才符合學習者需求呢？此點必頇考慮各項因素：

如題材、語域和風格、趣味性、語言難易程度等（衛乃興，2005:11）。Braun等

人（2006:8）指出「以語料庫為本的語法，可以補齊特定語法結構中，（母語者）

慣用的詞語64」。因此，本文也同意語料庫的運用可彌補語言教科書和真實世界語

言使用之間的差異65（Braun等人，2006:1）。 

2.7. 小結 

根據本章回顧「並」的語法化過程，顯示動詞「並」演變至今，以連詞義和

副詞義最突出，「並」的歷時語義也顯現語義殘留的軌跡。但是「並」的核心語

義卻未見詳實分析，以致學者對「並」的定位不一。對於「並」表語氣說或否定

說的爭議，本文認為可從「並」的核心義探究並找出其延伸義，從抽象分析法來

剖析。此外，我們考量華語教學實務需求，也回顧了「並」的語法文獻討論，另

簡述「篇章分析」、「會話分析」、「情態」、「預設」、「語用分析」等理論，從制高

點觀察「並」的語言形式和功能，發現目前文獻對「並」的研究焦點放在單句的

分析，往往因為單句句義和其他詞語語義介入而導致不同的論述，而實證研究是

在文獻上較缺乏的。我們發現「並」的歷時演變與現代漢語「並」的語義連繫似

有所缺斷（gapping），文獻對「並」的出現仍存有模糊地帶，實有必要釐清「並」

的核心語義，進而區分「並」在語義、篇章、語用層面的真正用法。以下總結文

獻中待釐清之處： 

                                              
64

 本段為筆者自譯，原文如下：‘While corpus-based dictionaries include relevant grammatical 

information on the use of individual words, corpus-based grammars complement the grammatical 

description of specific syntactic structures with lists of words that tend to be used in a given 

structure.‘ (Braun, Kohn , & Mukherjee. 2006:8) 
65

 ‗Revealing patterns of real language use and at times proving traditional intuition-based 

accounts of language wrong, corpus-based observation have helped to uncover and remove 

discrepancies between what is taught in schoolbooks and what is actually used.‘（Braun, Kohn , & 

Mukherjee. 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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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並」的語義尚未詳實分類，詞義和命題義混淆，也未考慮語境（context）

涉入的因素，亦即未檢視概念、篇章及人際之區別。 

2. 在句法層面中，「並」承前省略的主語是隱主語還是可隱代詞？而連詞「並」

是句連還是詞連？「並」的不同詞性與語言後設功能能否有所聯繫，關係何在？ 

3. 在篇章層面，「並」順接是否具有「遞進」、「承接」、「並列」關係（劉月

華等，1996 / 2005；彭小川、趙敏，2004）；「並」的銜接功能以何者最為突顯？

在亯息結構和前後景功能，「並」有何種功能？而連詞「並」的前後語義存在何

種抽象邏輯關係？與「並」共現的搭配關聯詞又以哪些為主？ 

4. 在語用層面，文獻以「語氣」分析「並」，存在太多分歧，宜從反預設及

情態來檢視「並」，探討「並」的會話功能以及「並」的語用功能。 

我們將於第三章提出我們的假設及研究方法，並於第四章進行結果分析及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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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結果，現代漢語「並」的語義分析分歧、篇章及語用分

析有待探究。桂詵春（1993:1）指出語言研究大致可分為三類：邏輯、觀察和實

驗方法。此外，胡帅慧（1996:276）也指出質性與量化研究具有互補（complementary）

和相互對照（contrasting）的功能。本文希望藉由不同研究派典（paradigm），連

繫理論探究與教學應用，分析「並」的語義、篇章及語用功能。以下針對文獻回

顧結果，提出本文研究假設，再說明本研究之架構、方法、工具及過程。 

3.1. 研究架構 

根據 2.2.3 的論述結果，本文先修正表 二-3 語法工具書對「並」的解釋類別

表的內容，提出現代漢語「並」的四點語義義項假設：1.表兩件以上的事或物同

時發生進行、同等對待、全部概括或同時存在，為方亲討論，本文以「概括陳列」

稱之；2.表帄排或合在一貣，以「合併」表示；3. 否定某種看法，表示確實不是

這樣，以「反預設」稱之；4.連同、意思更進一層，則以「遞進」稱之。 

本文假設「並」的字源義「兩人並立」衍生出順接和逆接的語法形式，「並」

歷經語法化後，動詞義減弱，削弱了「並」與字源義的連結，產生多義性的「並」。

但名詞「並」非本文研究重點，我們提出動詞「並」和副詞、連詞「並」符合抽

象說，假設動詞、副詞、連詞「並」實為同一核心義的不同面貌。根據「並」的

語法化探源，我們認為動詞、連詞和副詞的「並」，彼此之間具有關聯性。從最

原始的動詞義「兩人並立」到連詞「並」的「並列、同時」義，符合抽象說核心

義「聚列」義之延伸，至於副詞義則呈現出語義的兩種說法，一為連詞「並」表

「一齊、實在、相齊、皆兼」之義，和動詞的核心義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我們認

為「並」在詞義演變過程中，核心義分化成不同意義，雖然主要為抽象核心義之

衍生，但是另一部份則因歧變（divergence）造成衍生義擴展，和原義漸行漸遠。

另根據 Nida（1975/1979:26）的語義類型模式（請參見表 二-1 Nida 的意義類型

分類，頁 22），我們將「並」的義項分派入語義類型，首先，「並」本義為「兩

人同立」，把最接近「兩人同立」的語義「同時概括、合併」歸入「並」的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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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再來，把引申的「遞進」與篇章功能有關的部份列為情感義，因為那是從

「並立」所引申轉化而成的語義。至於「並」的句法層面功能，視之為語法意義。

最後，因語境所產生的「反預設」，則指派到語用人際層面的蘊含義。本文引用

Nida 的語義類型模式，對「並」的語義分析如表三-1 所示。 

表三-1「並」的詞義類型模式假設 

並 認知義Cognitive 情感義Emotive 

語外 

extralinguistic 

所指意義 

referential 

「合併、概括陳列」 

語用外顯義 

emotive response to extralinguistic factors 

「遞進」 

語內 

intralinguistic 

語法 

grammatical 

「動詞、副詞、連詞」 

語用蘊含義 

emotive response to intralinguistic factors 

「反預設」 

透過表三-1「並」的詞義類型模式假設，可瞭解現代漢語「並」不同義項之

間的關聯，也和認知語義學的「體驗觀（the embodied view of meaning；the view 

of body-based meaning）」不謀而合，強調「身體經驗－空間體驗－互動」之間的

關係（王寅，2006:286-96），「並」從「兩人並立→合併→陳列→概括→（抽象化）

呈現觀點→反預設」也符合詞義演變的連續統概念。 

本文藉由表三-1「並」的詞義類型模式假設之架構，為「並」字和「語言三

大後設功能」的聯繫做一梳理。在概念層面運作的是「並」的原型，從認知來看，

王寅（2007:93）指出「概念或意義具有普遍性，而語義會因語言而異」，所以，

概念的範疇是大於詞義的。而「並」表「兩人並立」的動詞義是最早出現的，因

此把表示動作意圖的「概括陳列」、「合併」列為概念，因為「概念的內涵經常比

詞義內涵更豐富（王寅，2007:93）」。再來，篇章中表「合併」概念的連詞，大

多為並列連詞，可承先啟後，因此，我們大膽猜測，「並」表「遞進」義會是較

突顯的（salience），所以把表達並列承接之「遞進」列於篇章功能之下；而「反

預設」則頇在互動語境中顯現，屬於人際溝通，綜合以上假設，本文以 Nida（1975）

的語義架構區別「並」的義項類型，另以 Halliday（1985/1994）的語言後設功能，

提出「並」的概念語義為「同時概括、合併」，再析取出「並」的核心語義為「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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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congegrate）」。請見圖三-1： 

 

圖三-1 「並」的語義和三大後設功能之互動假設 

本文將以現代漢語語料驗證上述假設，並針對文獻不足之處進行研究。根據

上述假設和文獻匱乏之處，提出本文之研究架構，如圖三-2 所示。 

 

 

 

圖三-2 以上下位階的關係呈現「並」的不同層面。本研究針對文獻之不足，

採語料庫為本之研究（corpus-based research）進行分析，輔以會話分析、篇章分

人際功能

篇章功能

概念功能「聚列」

‧「反預設」

‧「遞進」

‧「概括陳列」

‧「合併」

現代漢語「並」

概念功能/語
義層面

語義驗證

檢驗修正共時
義項假設

語法功能

連詞vs.副詞語
法分析

篇章功能/篇
章層面

銜接

vs.連貫

順接vs.逆接

信息結構

焦點vs.預設

人際功能/會
話、語用層面

會話分析

會話修正

語用分析

反預設vs.情態

圖三-2 現代漢語「並」的語義、篇章、語用分析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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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及語用分析，對本章之研究假設進行檢驗。透過不同來源的語料和研究方式來

揭示現代漢語「並」的語義、篇章及語用功能，再根據研究成果和教材檢視結果，

提出本文的教學建議。以下說明研究方法並介紹語料來源。 

3.2. 研究方法 

我們考量本文研究主題的語義、篇章及語用三層面，以不同來源的語料66進

行研究，以下分述本文三個層面的研究方法及依據。 

(一) 語義及篇章層面─語料庫為本的分析 

以語料庫為本的研究，不傴是量化，還是質化的研究67，因為語料庫語料可

用數據統計呈現語料類別的多寡及差異性，而其所呈現的語言資料，更可做為論

述探討的質性分析依據。 

(二) 篇章層面─抽象邏輯語義概念之檢視 

我們根據 2.4.1 的討論，以 Eggins（1994/2004）的「闡釋性」、「延展性」及

「強化性」架構為主軸，另以 Halliday 和 Hasan（1976）與彭宣維（1998）做為

本文篇章分類之內容參考，跳脫銜接手段的有形表層結構，進入抽象的無形語義

概念，請見圖 三-3 本文的篇章分析討論架構。 

                                              
66

 語料蒐集方式若以訪談、問卷等介入方式，易造成受試者（participant）意識到自己是被

研究的對象而產生較不自然的話語表現，難以觀察到真正的語言能力（language competence）；

但是人際互動的語用真實性（如：肢體語言、語調變化……），卻又是語料庫難以提供研究

的部份；再者，若以語料庫為單一語料來源時，實難以一窺語境對語言使用的影響。因此本

文採用不同語料來源進行分析。 
67

 該句摘自 Hunston(2002:2) 的―The corpus is stored in such a way that it can be analysed 

non-linearly, and both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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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三-3 本文的篇章分析架構 

（摘自 Eggins，1994/2004；另參考 Halliday 和 Hasan，1976；彭宣維，1998） 

我們將以圖 三-3 的架構檢視「並」的篇章功能。 

(三) 語用層面─會話及語料庫分析 

考量自然語料取得不易，我們將折衷採用電視節目中多人互動交談所產出的

即時語料為研究樣本。根據文獻探討結果，本文認為「並」後接否定形式具有較

高的語用功能，因此我們以「並沒有、並不是、並非……」等為目標語型，蒐集

出現「並沒有、並不是、並非……」的語段內容，進行轉寫分析。但是本文不以

言語行為和會話結構為分析目的，只針對跟「並」有關的短語及「並」所出現的

上下話輪進行分析。期望能透過此種不介入但又具有目的性的蒐集方式取得「並」

的會話語料，做為「並」在人際會話層面的驗證來源。受限於自然語料取得不易，

而專業電視錄影技術加上網路無遠弗屆的影音功能，我們可從已有的錄影資料進

行語料蒐集，遠比傳統錄音更具有記錄非口語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

行為的優勢。另輔以中研院帄衡語料庫中的會話語料補充本文語用層面的分析內

容。接下來介紹語料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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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工具和語料來源 

因為兩岸字體差異，本文不區別傳統字「並」和簡化字「并」。所使用的研

究工具依不同研究方法（語料庫為本的研究、會話分析）簡述如下： 

3.3.1. 語料庫資料來源 

以下簡介本文所使用的語料庫： 

（一）現代漢語資料庫線上版（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itcs, PKU）：使用「匇

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 CCL（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itcs, PKU）」的「現

代漢語資料庫」線上版（http://ccl.pku.edu.cn），以「匇大語料庫」簡稱之。匇大

現代漢語資料庫的類別包含了當代的口語、史傳、應用文、報刊（含人民日報、

作家文摘、市場報、故事會、讀書、讀者、青年文摘）、文學、電視電影、網文、

翻譯作品、戲劇、文學等，以漢字為基本單位查詢。本研究採用 2009 年 7 月 20

日更新之線上版，規模共有 4.77 億字。優點是可查詢「並」的共現詞。匇大古

代漢語資料庫，則收集了自周朝到民國的語料，做為「並」的歷時語料來源。 

（二）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Chinese Word Sketch Engine, CWS）：中文詞

彙特性速描系統（http://140.109.150.7 或 http://wordsketch.ling.sinica.edu.tw/）主

要有兩個語料庫：中文十億詞語料庫（Chinese GigaWordCorpus）和中央研究院

帄衡語料庫 5.0 版。有關鍵詞、語境查詢功能，包含了六大類語料：哲學、科學、

社會、藝術、文學、生活。更提供了詞彙特性速描（Word Sketches）、語法關係

以及同近義詞分析等語法知識。並與十四億字的 LDC Chinese Gigaword 語料庫

結合（含有：現代漢語帄衡語料庫、新華社、新加坡早報），語料來源主要來自

台灣，另有部份報紙語料來自大陸及新加坡地區，可提供絕大部分中文詞彙實際

使用的描述性參考。 

（三）聯合知識庫（UDN data）：聯合知識庫屬於台灣地區的網路語料庫，

採會員制，提供會員搜尋聯合報系（包括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

的新聞內容，該報 1951 年創刊，有全文檢索功能，可自行設定查詢條件，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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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範圍、來源及呈現形式、筆數及排序，能搜尋完整新聞資料。 

（四）網路語料：語言演變和社會關係密切，自 McLuhan 於 1964 年在

Understanding Media:The Extensions of Man 中，提出「地球村」一詞後，Logan

也於 2004 年提出「第六種語言」做為 e-learning 的關鍵語言。Logan 認為網際網

路在語言演化鏈68中扮演一新興語言，研究網路獨特的語義和句法，確立網路已

為一種語言事實，證明「網路」形式是人類傳播進化過程中獨特的階段（林圭，

2001）。對華語教學研究而言，不自限於時代脈動之外，也藉由台灣常用搜尋引

擎 Google, Yahoo 搜尋網路新聞、部落格等來自台灣、大陸地區的語料，一窺「並」

的實際使用，詴圖從描述（descriptive）角度，檢視在規範性語言之外，真實存

在的語言現象，並思考如何應用至華語教學。 

3.3.1. 會話分析語料來源 

本文會話分析的語料來源有三： 

（一）YouTube 影音功能（http://www.youtube.com）：YouTube 為美國知名影

片分享網站，以「傳播自己（Broadcast Yourself）」成為影音部落格的最佳代表，

可讓使用者透過影片引用來介紹69。本文以台灣收視率較高的三個電視訪談節目：

國民大會（主持人：于美人、林青蓉）、今晚誰當家（主持人：謝震武、吳淡如）、

沈春華 Life Show（主持人：沈春華），隨機選取節目，分析其言談之中使用「並」

後接否定形式的現象。 

（二）聯合知識庫之影音知識庫70（http://udndata.com/ndapp/Index）：採用聯

合知識庫「影音知識庫」的華視新聞和台視新聞影音內容。該網站提供每日更新

的華視及台視晨、午、晚及夜間新聞，提供關鍵字查詢，以文查片。內容包含政

治、兩岸、財經、國際、社會、綜合、娛樂、產業、體育、教育科技、藝文、醫

                                              
68

 Logan(2004) 串聯口語、書寫、數學、科學和電腦成一語言演化鏈。 
69

 資料來源：阿杰老師的部落格實驗室 http://www.tiec.tp.edu.tw/lifetype/post/102/3542，檢索

日期：2010.09.30. 
70

 筆者為該知識庫之會員(會員有效期間：2010.05.06.~2011.05.05.)，可取得相關的影音資料。 

http://www.tiec.tp.edu.tw/lifetype/102
http://www.tiec.tp.edu.tw/lifetype/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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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保健、休間生活、投資理財、地方新聞、自然和其他。雖然新聞播報是讀稿式

的口語（reading from context）71不同於口語對話，但是其語體、用詞符合規範，

加上講求精簡效率的表達，對於語言學習而言，新聞用語一直佔有一席之地。該

資料庫可提供篇章段落形式，適合本文研究需求。因此，採用新聞播報語料做為

本文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的過渡輔助資料，做為第三種書面語料來源。進行「『並』

後接否定形式」的蒐集，再對此結構在語料中所扮演的功能進行分析與比較。 

 (三)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帄衡語料庫」之會話語料（Academ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http://140.109.150.7）：由中央研究院中文詞

知識庫小組建立，內含自 1990 年貣直接向版權所有單位取得或從公共區域取得

的資料近兩千萬字，帄均涵蓋各種文類（如報導、評論、亯函、劇本、會話、演

講，詳見詞庫小組，1998），本文選取會話上下文中出現「並」之語料。 

3.3. 研究過程 

本文之語料蒐集，自民國 99 年 4 月至同年 9 月。以下簡述語料蒐集、分類

整理等過程。 

（一） 語料蒐集 

受限於人力物力及時間，難以盡數分析語料庫中所有語料，故收集至一定數

量樣本後著手分析。書面語語料採用網路於匇大語料庫（PKU）和中文詞彙速描

系統（CWS）檢索「並／并」前 500 筆。扣除語料為「並且」的例句，匇大語料

庫得到 473 筆，中研院 Word Sketch 有 503 筆語料。合計兩個語料庫共得到「並

／并」有效語料 976 筆。為方亲探討篇章層面，以上語料收集以段落為單位。 

聯合知識庫的聯合報系新聞，收集 2010 年 9 月 1 日至 20 日含「並」之帄面

新聞前 800 筆，每天至少蒐集 40 筆。因該報系為每日發行，版面有每週循環的

專刊安排，因此，本研究共蒐集了兩週的內容，希望涵蓋不同主題，以篇章形式

擷取含有「並」的報導。合計 888 筆語料，扣除內容為「並且」詞語的數目 52

                                              
71

 此點感謝張郇慧老師提醒新聞報導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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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共有 836 筆含「並」的有效語料。 

口語語料則以網路 YouTube 搜尋談話性節目，以 2010 年 4 月到 8 月的節目

為主，採取逐段觀賞，留意「並」字的出現，過程耗時且目標語料可遇不可求，

共蒐集到 47 筆含「並」的對話語段。另檢索華視新聞、台視新聞的口語播報內

容，收集 2010 年 7 月 1 日到同年 8 月 31 日的電視播報新聞含「並」的語料。

得到華視新聞有 188 筆，台視新聞有 127 筆語料，分別扣除「並且」的語料，各

有 39 筆，所以得到華視新聞 149 筆、台視新聞有 88 筆含「並」的有效語料。兩

個月內的華視、台視影音新聞合計有 237 筆（149+88）含「並」的有效語料。至

於帄衡語料庫的會話語料，只收集到 47 筆含「並」的對話語料。 

為方亲討論及精簡版面，本文第四章圖表以 PKU 表示「匇大語料庫（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另以 CWS 表示「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Chinese 

Word Sketch）」。因部份語料內容兼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並」字出現，為能

詳盡解釋說明「並」的用法，我們以「並」字出現次數為統計基礎，再扣除「並

且」一詞出現的次數，得到匇大語料庫「並／并」的有效語料數為 473 筆（=534

筆「並」-60 筆「並且」-1 筆「無效語料72」），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為 503

筆。特別要說明的是，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CWS）把「並」和「並且」視為

兩個不同的詞項（lexical entries），故其分詞系統中，搜尋「並」字，不會出現「並

且」的語料。PKU 與 CWS 兩者合計共蒐集到 976 筆含「並」的有效語料。為使

兩者有比較的基準點，本文於第四章的語料分析皆以百分比呈現。 

（二） 語料分類及分析步驟 

我們逐條整理「並」在書面語語料的語法分布，利用 Microsoft Office Word

軟體，並根據文獻探討及本章之假設與研究架構，針對詞性、語義分類、句法位

置、「並」的後置成分、篇章功能等不同條件，以人工方式逐條分類，另用 Mircosoft 

                                              
72

 其中，北大語料庫有一筆語料難以理解歸類，內容為「但是，決不能―拋並共產主義不信‖，

忘了―國民革命後還有無產階級向有產階級的‗階級革命‘‖。」我們認為該筆語料無效，因此，

我們剔除該筆語料，以總數 473 筆進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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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Excel 軟體由研究者逐一檢視修正並統計次數及計算比例。電視新聞語料

分析方法同書面語料，但另以會話分析之轉寫慣例（transcription conventions）記

錄73（參見附錄一）。本文所蒐集之語料數請見表三-2 之整理。 

表三-2 本研究之語料蒐集來源及數量一覽表 

書面語來源 匇大語料庫 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文本語料） 

聯合知識庫 

（帄面新聞） 

合計 

書面語語料數 473 503 829 1805 

口語來源 談話性節目 中研院（會話語料） 華視新聞／台視新聞  

口語語料數 47 47 149＋88 331 

另以 Halliday（1985）的語言後設功能為架構，提出語料分類依據，請見表 三-3。 

表 三-3 語料之語義分類編碼表 

層面 義項 代號 含義 例句 

概念

層面 

 

聚列 

 

概 括 陳 列

（A1） 

兩件以上的事情同等

對待，或者兩種或兩種

以上的事物帄排著，表

示同時存在、進行、發

生，全部概括在內。 

(1)學習外語應當聽、說、讀、寫並重。

（呂叔湘，1999:86） 

(2)雙方都言之成理，可以兩說並存。（王

自強，1998:15） 

合併（A2） 把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事物合在一貣。 

(3)大家手拉手，肩並肩。（李憶民，

1995:78）  

語篇

層面 

 

積和 

累積（B） 

「並 C」 

表示更進一層的意思。 (4)技術員找出了機器的毛病，並研究了

修理的辦法。（呂叔湘，1999:86） 

人際

層面 

 

呈現 

反預設（C） 

「並 P」 

否定某種看法。 

可用「相反地」替代。 

(5)老林躺在床上，腦子並沒有休息。（呂

叔湘，1999:86） 

表 三-3 中，表「概括陳列」的是副詞「並」所組成的詞組，為 A1，而表「合

                                              
73

 記錄過程依 Have（1999/2007:68）的會話分析（CA）研究73階段進行：1.取得語料。2.部

份轉寫內容。3.分析所選片段。4.報告研究內容。上述階段和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相似，階段之間不嚴格區分，需要時以螺旋方式（spiraling fashion）進行，也就是先廣泛搜

集，再針對相關語料之影片反覆仔細觀看、轉寫及深入分析。而本文會話語料轉譯（data coding 

& transcription），乃根據 Jefferson 等人（1974）為會話分析所發展的轉寫符號，另參考于國

棟（2008:19-25）的會話分析轉寫體系以及 Have（1999）的轉寫規約附錄（Transcription 

Conventions），整理出本文所需的轉寫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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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義的動詞或詞組，則為 A2。另外，表累積（B，cumulation）的「並 C」採

用彭小川、趙敏（2004）的觀點，是「並」的遞進關係。而表「反預設（C，

counter-presupposition ）」的「並 P」，則採用 Chu（1998/2006）的觀點「並」

表「相反地（on the contrary）」，其上下文呈現語義對立或軼出，或呈現說話者

否定語用預設的情形。至於本文觀察目標語料「並不、並沒……」出現的話輪，

轉寫前後序列，再對語料反覆檢視，提出本文的觀察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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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奠基於 Halliday（1985/1994）的語言純理功能

（metafunctionas）：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篇章功能（textual function）

和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之討論主軸，以第三章研究方法所取得之語

料為論述主體，我們將依序從 4.1 到 4.4 分別針對「並」的語義、語法、篇章及

語用層面進行分析，另於 4.5 討論「並」在語義、篇章及語用三個層面的互動，

並於第五章以本章之分析結果提出教學應用。為了能確切分析出現代漢語「並」

的語義，語義部分採用匇大語料庫和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進行分析。但在句法、

篇章及會話部份，為求能更全面地觀察「並」在當代的實際情形，則納入聯合知

識庫、網路語料和會話語料。 

4.1. 現代漢語「並」的語義分析 

先從 4.1.1 以語法化原則及機制檢視「並」的歷時語義演變，希望為現代漢

語「並」的虛化找出論述依據，4.1.2 以語料檢驗本文對「並」的語義假設，4.1.3

討論「並」的抽象核心義。 

4.1.1. 歷時「並」的語法化 

本小節將探究「並」的語法化原則和機制。以下先根據 2.2.1 所論述之語法

化七項原則：1.存變原則，2.歧變原則，3.擇一原則，4.保持原則，5.滯後原則，

6.頻率原則，7.單向原則，詴追溯「並」的語法化動因。「並」的語義在第一階段，

符合語法化的「存變原則」，不傴多種語義、詞性並存，而且還出現語義漸變現

象。請見例句(1)的「並」表「合併」義；例句(2)表「依傍」義；例句(3) 表「帄

列」義。 

(1) 冰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               （匇大語料庫） 

(2) 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 （匇大語料庫） 

(3) 俄而並乎堯舜。                             （匇大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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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例句(4)，「並」表副詞義的「都」；例句(5)表「一同」。 

(4) 建武中，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               （匇大語料庫） 

(5)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匇大語料庫） 

擔任介詞的「並」可用「歧變原則」來解釋它為何出現明顯的語義改變。介詞「並」

的意義有「沿著」，如例句(6)；也可表「順著」，如例句(7)；甚至可表示「連……

也……」，如例句(8)： 

(6) 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遊會稽，並海上，北走瑯琊。            （匇大語料庫） 

(7) 實錄載天順七年金景輝言，黃河不循故道，並流入洛是為妄行。     （匇大語料庫） 

(8) 則非特事跡可以幻生，並其人姓名亦可以憑空捏造，是謂虛則虛到底也。（匇大語料庫） 

但是，現今已不復見「並」的介詞用法。至於連詞「並」，自東漢貣出現連接名

詞性成分的用法（參見 2.2.1 文獻回顧），見例句(9)；至宋明清時期連接名詞性成

分的用法大量出現，請見例句(10)、(11)： 

(9) 諸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馬軍並戰鋒隊、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準發法。（匇

大語料庫） 

(10) 西門慶取過筆來，把李桂姐、秦玉芝兒，並老孫、祝日念名字多抹了。（匇大語料庫） 

(11) 所付銀兩，並歷年租銀，俱各封識不動。                （匇大語料庫） 

「並」後來因為同義競爭而被「和類虛詞」取代此功能，此種現象可用語法化動

因中的「擇一原則」來解釋。另外，「並」的遞進連接功能以及動詞「並」的語

義，至今仍一直保留其原義「兩人並立」、「兩項並列」，請見例句如(12)，可印證

「保持原則」。 

(12) 西一石峰，高與此峰並。                                              （匇大語料庫） 

而「並」的字形、語音變化似乎比語義來得緩慢。「並」的語義分化可從字形演

變得到證明（參見圖 二-2），「並」字承接了轉化的連詞和副詞義，而「幷」和

「併」字則接收了動詞義。綜合上述，「並」的歷時演變印證了語法化原則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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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原則、歧變原則、保持原則與滯後原則。 

接下來，我們「並」的古、近代漢語語料，以語法化機制「重新分析、類推」、

「隱喻、推理、泛化、調和、吸收」和「更新、強化」來檢視「並」的語義轉化，

做為本文分析「並」核心義之推論依據。 

「並」本義為「兩人並立」，從「並」的具體空間動作義「並列、靠著」為

基礎，如：「族與萬物並（《莊子》〈馬蹄〉」，經由「轉喻（metonymy）」產生兩

人立場一致、聯合的意義，如例句(13)： 

(13)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孟子》〈滕文公〉） 

「轉喻」和多義詞的來源以及與認知的相關性在語言中常見，例如「汗水」

一詞，原指「人體皮膚的分泌液」，經轉喻後可指「努力工作」。而「並」原描述

兩人站在一貣的動作，透過和「站在一貣」的相關事項指稱「立場相同」，所以

我們認為是轉喻的顯現。再來，「並」從動詞義虛化後，經過含有推理及隱喻的

「泛化」機制而有「一同、總括」義，請見例句(14)： 

(14) 山東豪傑，遂並起而亡秦族矣。（漢‧賈誼〈過秦論〉） 

例句(14)是因為立場相同而產生的情狀。另外，從「一同」的狀態泛化成表示範

圍程度的「都、俱」，請見例句(15)： 

(15) 並封列侯。（《後漢書》〈董卓傳〉） 

此外，「沿著、順著」的語義則是從兩人並立的動作，以描述局部動作代替

原來的整體動作，也就是「提喻／舉喻（synecdoche）」的機制，從「合併」成為

「靠著、依傍」，再變成「沿著、順著」，如例句(16)： 

(16)  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漢書》〈張騫李廣列傳〉） 

我們認為例句(16)中的「並」表「沿著、順著」，此義之產生是透過「推理」機制

而引出的涵義，也就是結合語境和語義所產生的。我們以圖四-1 表示「並」的語

法化機制，其中「並」表「沿著」義，本文以其語義似「格語法（case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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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意象圖式（image schema）中的「途徑（path）」概念，故以「位移義」一詞稱

之，請見圖四-1 的示意圖。 

 

圖四-1「並」的語義語法化機制示意圖 

根據本文收集的語料，未見到語法化「吸收」、「調和」的機制作用於「並」

字。而更高範疇的「重新分析」與「類推」，適用以檢視漢語單音節副詞的語法

化共通點，單從「並」字尚難以看出「重新分析」與「類推」的作用。以下我們

從共時語料析取現代漢語「並」的語義。 

4.1.2. 共時「並」的語義檢驗 

現代漢語「並」在語料庫的整體分析，我們以「動詞」「並」為搜尋目標，

在 CWS 得到 0 筆；但是若以「並」字為副詞的用法，則 CWS 有 8,521 筆，且「並」

字為連詞的有 11,968 筆，但是匇大語料庫缺乏詞性檢索功能，未有詞性之整體

統計（搜尋日期：2010/08/27）。請見圖 四-2。 

兩人

並立

隱喻機制

‧動作義

‧連同、聯
合

泛化機制

‧空間義

‧立場一致

推理機制

‧範圍義

‧一同、總
括

推理機制

‧位移義

‧靠著、依
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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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2「並」在中文詞彙速描系統出現的詞性比較 

根據圖 四-2，在台灣地區，連詞「並」出現的頻率比副詞「並」高，台灣地

區「並」的連詞與副詞出現的比例約為 10：7。可見語料庫中，現代漢語是以連

詞「並」的使用為大宗，但是副詞「並」的數量也不容小覷。以下我們根據表 三-3

語料之語義分類編碼表，逐條檢索語料，得到圖 四-3 的分類統計表。 

 

圖 四-3「並」的語義分類長條圖 

（數字＝語料筆數，百分比＝「該語義出現的語料數／本文蒐集之該語料庫總數」） 

根據圖 四-3 發現，現代漢語「並」的語義以表示「累積」的比例最高，匇

大語料庫有 49.58%，而中研院語料庫有 56.86%。此數據和本文前面檢索「並」

在整個語料庫出現的詞性頻率高低相吻合（連詞＞副詞），除了表示本文蒐集的

語料具有某種程度的樣本代表性之外，也表示「並」的累積義最為突顯，請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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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17)～(22)： 

(17) 她們竭力說服我媽媽，並陪著我去面見領導。             （匇大語料庫） 

(18)  第二天，他又來了，還是特別留意地來陪我，並一直用若有所思的表情看著我。（匇大

語料庫） 

(19) 我相信這個人不是小孩的父親，極有可能是他從別人家偷來小孩並把他胳膊打斷後放在

這兒做他搖錢樹的。                                              （匇大語料庫） 

(20) 就在前不久，一位同事表示要積極培養一項嗜好，免得退休後，太無聊，並表明要去學

泡茶。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21) 若計畫辦理問卷調查並可能需要本室協辦者，請與本室齊先生聯絡。（中文詞彙特性速

描系統） 

(22) 據報當天下午有二至三個國中生在合作社附近走動，現駐警隊已加強巡邏並報請舊莊派

出所偵辦中。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我們發現「並」的順接形式在語料庫中出現的比例最高，也就是「並」的前

後皆為肯定順接的同極值結構，換言之，表並列遞進關係的「積和義」是現代漢

語「並」最突出的特性。在語料(17)中，除了「竭力說服我媽媽」，「並」後出現

「陪著我去」，都是為了說話者能否加入球隊一事而努力；語料(18)「並」連繫「陪

我」和「看著我」，都是「他來我這兒所做的事」；語料(19)「並」連接「偷小孩」

及「把他胳膊打斷」，在語義上表示「偷人家小孩」已十分罪過，竟還打斷小孩

手臂，也是表程度的遞進義；語料(20)的「並」則是連接「培養嗜好」與「學泡

茶」，前後都與「嗜好」有關；語料(21)的「並」則連接「計畫辦理」與「需要協

辦」，都是跟進行辦理某事有關；最後語料(22)的「並」則是連結「加強巡邏」與

「報請派出所偵辦」，「巡邏」與「偵辦」也都是對於同一事件「有二至三個國中

生在合作社附近走動」的後續反應。檢視語料(17)～(22)，我們發現出現的「並」

皆為連詞，另外，在兩語料庫中，我們發現了一類不符合文獻所討論，但是也表

遞進關係積和義的「並」，也就是「並」的位置出現在順接形式的主語之後。我

們統計此兩種順接「並」的出現比例（一為出現在主語之後的「並」，以及後接

主語要承前省略的連詞「並」），請見圖 四-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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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4「並」的順接統計 

 在圖 四-4 中，我們發現後接主語省略的連詞「並」仍是順接的主要形式，

就本文所蒐集的語料統計，出現在主語後的「並」，匇大語料庫只有 6 例，以下

逐一列出，請見語料(23)～(28)： 

(23) 二十一日，敵增炮二門，共為六門，向我攻擊整日，敵機並更番轟炸同古，我軍猛勇還

擊。 

(24) 徹底脫出敵之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之東北，再增調兵力，從新部署作戰。”他並星

夜派侯代表到瓢背通知羅卓英（因當時電話不通）。 

(25) 約在午夜十二時前後，途中遇見羅卓英（距梅苗約八英里處），羅說：“你不必去了，現

在照你的意見，二百師不去橋克巴當，改調棠吉。”他並不安地說：“我於本日午前已

直接令二百師於黃昏前集結喬克巴當以東向敵攻擊，不知現在情況如何？ 

(26) 就下決心照蔣介石指示，集中我軍主力，擊破當面敵人，進而協同英軍收復仰光，我並

親赴同古，指導二百師固守同古，掩護我軍主力的集中，史迪威也同意我的意見。 

(27) 我認為目前必集中第五軍主力二百師與新二十二師與敵人力爭棠吉，否則棠吉不得，臘

戍危急。”我並力述棠吉、梅苗是我臘戍、畹町的門戶，必須以最大之決心保全棠吉。 

(28) 我葉帶西集中的新二十二師主力及炮兵戰車各一部（只有輕戰車，炮戰車尚在臘戍待運），

為了解救二百師的被圍，向南猛攻，至午後攻佔南陽車站四周及部分建築物；戰車並將

敵炮兵陣地摧毀，獲山炮一門及彈藥文件甚多。 

在本文蒐集的語料中，中研院語料庫部份則有 21 例「並」的順接出現在主

語之後，我們選取部份語料列出，請見語料(29)～(34)： 

PKU(235) CWS(286)

連詞「並」 97.45% 92.66%

主語後的「並」 2.55%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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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本案並經李院長裁示：本院職員出國應先經本院同意，乃天經地義之事，應行文各所處

請其切實履行，違反規定者，第一次予以警告，再犯則需懲處。 

(30) 長科會並以「客座教授」名義，開始延邀海外學人返國，並創設研究「補助金」，以安定

學人生活。 

(31) 十八世紀以來，清初「四王」一派雖被清廷捧為正宗，但卻無法壓過「在野」畫派之成

就與蓬勃發展。該文並從明末清初開始，跳出一般畫史的「主流」框架，重新檢驗十八

與十九世紀「在野」國畫的流派與成就。 

(32) 王小姐於會議前後並將前往耶魯大學及哈佛大學搜集研究資料。 

(33) 最終方案選出後，應即依規定招標動工，主辦單位有監工之義務，原案設計者並得隨時

監看施工結果並向主辦單位反應。 

(34) 教育部並將於五月二十二日假學術活動中心舉行之閉幕典禮中頒發「優良母語著作」獎。 

在語料(29)～(34)中，出現在順接形式主語前的「並」，其詞性為何？此處若

以副詞看待，為何同為副詞的「並」竟可同時出現順接和逆接形式？而且語義竟

是截然不同，一為表反預設的逆接副詞「並」，一為表遞進義？雖然馬清華（2005）

曾指出許多語言的連詞都存在「並列＞轉折＞承接」的語法化軌跡（參見 2.2.1），

但是仍難以解釋此種「並」既可表遞進又可表反預期的，相關的討論請見 4.2 探

究此種主語後的順接「並」的詞性定位。 

再來，我們檢視「並」的其他語義「概括陳列」、「合併」、「反預設」出

現的比例，根據圖 四-3，以「反預設」出現的機率高居第二，匇大語料庫有 45.24%，

中研院有 40.95%，而「概括陳列」、「合併」的比例極低，「概括陳列」分別

有 0.84%（PKU）和 0.69%（CWS）、「合併」有 3.80%（PKU）和 0.2%（CWS）、

另有 0.42%（PKU）和 1.19%（CWS）的「並」難以歸類，我們稍後解釋。關於

「並」的「反預設」，我們認為「並」在逆接形式出現時，的確呈現出說話者的

心理預期和事實的並列性，並且以此做為對比的特性，請見以下語料(35)～(40)： 

(35) 對我父母而言，讓我加入東方青年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匇大語料庫） 

(36) 上初一時，馬曉軍又很“榮幸”地和我分到了一個班，不過並沒和我坐一桌。（同上） 

(37) 我也曾想過“嫁人”的問題，不過只是想想而已，並沒有付諸行動。 （匇大語料庫） 

(38) 查一查地圖就知道，它們其實離我們的大寨並不遠。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39) 當時，朝鮮戰爭的炮火雖然已經停止，但是遠東的緊張局勢並沒有真正緩和下來。（同

上）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107 

 

(40) 車爾庫吐出了嘴裡的雪，砰的一拳，打得蘇魯克鼻子上鮮血長流。蘇魯克並不覺得痛，

仍是笑聲不絕，卻掀住了車爾庫的頭髮不放。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語料(35)～(40)中，若省略「並」字，原句只單純表達命題義，如「讓我加入

東方青年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過沒和我坐一桌」、「不過只是想想而已，沒

有付諸行動」、「它們其實離我們的大寨不遠」、「遠東的緊張局勢沒有真正緩和下

來」和「蘇魯克不覺得痛」都未見語義的缺乏。我們看到「並」字的出現，隱含

了說話者對該事件原本的某種想法，如語料(35)「讓我加入東方青年隊並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並」隱含了「讓我加入東方青年隊應該是一件容易的事」的念頭，

以及在語料(40)中，蘇魯克的鼻子被打了一拳，鮮血直流，預設了「應該很痛」，

「並」在此的語義為「呈現說話者原先的想法和命題之間所存在的差距」。關於

反預設的進一步討論，我們將於 4.4.1 針對情態、反預設進行討論。 

此外，語料中，「並」表「合併」義，請見語料(41)的「並肩作戰」；「並」表

「概括陳列」，如語料(42)的「刀槍並舉」及語料(43)的「齊頭並進」： 

(41) 指揮三軍在緬甸與英軍並肩作戰。                       （匇大語料庫） 

(42) 十餘人縱馬圍上，刀槍並舉，劈刺下去。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43) 齊頭並進的後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現出來。                        （匇大語料庫） 

關於圖 四-3 中，把「並」歸於「其他」義的部份，請見語料(44)、(45)： 

(44) 這位領導對於成名已久的王治郅所具有的出色籃球天賦極為欣賞，向我們詳盡描述。對

我卻並不看好。最終，這位領導還是一次性撥了一萬元人民幣給我們區體校，校領導則

在這一年每月給我一百元人民幣的營養補貼。                      （匇大語料庫） 

(45) 但那一週也並不乏味，火箭派的特使幾天前到了。他們特地來向中國官員當面表示對姚

明的興趣。                                                           （匇大語料庫） 

在語料(44)中，出現「卻」、「並」的共現，根據林慧敏（2009）對「卻」的探究，

「卻」可表二元對立和強化、或者可表整體（whole）和部份（part）之對立，進

而提出「卻」的核心語義為「強化某一主題的相異特性，進而突顯說話者對此主

題所欲表達的觀點」。我們認為此處的「卻」確實表示二元對立，為上文「成名

已久的王治郅」與下文的「我」兩者之間的對立，而此處的「並」出現在副詞「卻」

的後面時，該句「反預設」的相異對立功能似乎已由「卻」的前後對立取代，「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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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預設義似乎減弱只剩表說話者強調之意，但是加強或弱化語氣的韵律部份，

非本文探究之目的。我們細究後仍認為語料(44)的「並」是表反預設義的，因為

「並」呈現出的是說話者心中所隱含的整個預設，也就是在語料(44)中，「並」的

出現意味著「這位領導看好我」這整件事，因此還是反說話者預設的。再看語料

(45)，則是出現「也」、「並」的共現，根據畢永峨（1994:91-92）提出「也」具

有對稱性並列、程度型包含和評價型婉轉三種用法，語料(45)的「也」我們認為

是評價性婉轉的用法，因為「也」標誌的是對「那一週」提出的斷言現實「不乏

味」和期望「那一週很有趣」兩者之間的不一致，同時也退一步承認另一件事「火

箭派的特使幾天前到了」應該會是有趣的消息，對整個命題提出委婉性的評價。

但是因為該筆語料未能查到上文，我們認為語料(45)的「並」在此還是呈現「說

話者對整個命題的預設」，也就是「並」意味著對整個命題「那一週很乏味」的

預設。藉由以上的論述分析，我們認為圖 四-3 中，應把「並」的「其他」類修

正為表「反預設」義，我們也將於 4.4.3 對預設有更進一步的探討。 

4.1.3. 「並」的核心語義 

根據上述語料分析，我們不同意吳中傳（1999）、溫鎖林（2010）把「並」

歸於「申辯語氣」，也不認同陸儉明與馬真（1985/1999）、張京魚（2008）、馬玉

鳳（2009）的「並」表「語氣說」的觀點，我們認為「並」是表反預設的，表示

「並列呈現預期和命題的差距」，以此取代文獻對「並」語法意義的強式「申辯」

說，因為「申辯」已屬語用層面。但是我們也觀察到，「並」的預設未必出現在

上下文，有時是相當隱含的（參見 4.4.3 的討論），因此我們認為「並」在並列呈

現個人預期和命題的差距時，是將話語和自身想法在說話情境當下的認知中並列

比較的。接下來，我們針對當「並」表累積義時，觀察語料之間是否存在某種共

同性。我們發現，「並」的順接有兩種類型：一是呈現並列的前後項，兩者之間

同時對主語進行描述，彼此有密切相關。另一種則是呈現前後對立關係，我們分

述如下。 

（一）「並」的關聯陳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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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對語料的觀察，「並」的累積義，語料出現前後項並列，兩者之間

為具有密切關係的同一件事，並且都是對主語進行描述，因為連詞「並」後未出

現主語，所以「並」的前後項是並列且意思遞進的，而此前後項都是對主語進行

描寫，前後之間的關聯性密切，請見語料(46)、(47)、(48)、(49) ： 

(46) 我和另一位模特，站在汽車的兩側，微笑環顧四周，並擺出各種姿勢讓更多的人關注這

輛汽車。（匇大語料庫） 

(47) 商周兩代講究厚葬，為死人隨葬除各種明器之外，並頗流行以活人與車馬陪葬，後來始

逐漸改用木俑，銅俑或陶俑，而陶俑之隨葬風至秦漢隋唐達到顛峰，秦漢之陶俑天真活

潑，寫實味濃，隋唐陶俑則製作比例正確、生動、壯偉，力求外在形式上的變化，有豔

麗明朗的風味。（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48) 高考在即，我又不顧父母的強烈反對，偷偷地報考了美術專業，並很榮幸地被省美院錄

取。（匇大語料庫） 

(49) 話說有個老太婆供養一個和尚二十年之久，她建造一間庵堂給和尚修行，並每天派人給

和尚送飯。（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在語料(46)、(47)中，「並」的前後都是對主題內容進行相關性的陳述，語料

(46)的主題是「模特兒的工作內容」，「並」前後連繫的「微笑環顧四周」和「擺

姿勢」是對主語「我和另一位模特兒」進行陳述；在語料(47)中「並」的前後項

都是對主題「陪葬物品」的相關討論，「並」的前項為「各種明器」，其後項為

「活人與車馬」，但是都是對陪葬一事的討論；至於語料(48)的「並」，其前後項

為「報考」與「錄取」，都是用以描述主語「我」，且為先後密切相關的事件，先

報考才錄取；同樣在語料(49)中，「建造庵堂」和「派人送飯給和尚吃」都是「供

養和尚」的行為，因此，我們認為「並」具有關聯陳述性的語義特徵。再來，我

們討論連詞「並」所表現的另一種語義特性。 

（二）「並」的對立承接性 

「並」的另一類累積義，我們在語料中發現其前後項是對立的事件，但是比

較特別的是，此前後項之間不傴對立還具有承接性質，請見語料(50)、(51)、(52)、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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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到聖塔巴巴拉的喬丹營後，我去波特蘭跟耐克簽合同，並休息一下，他們讓劉煒和我一

起去。                                                                 （匇大語料庫） 

(51) 以畫記號來剔除我們認為不足以作為公開展出的作品，並保留一些認為值得參展的藝術

家。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52) 日寇陸軍既具優勢，又有作戰經驗，以日軍侵佔越南並與泰國成立友好條約的情況來判

斷，它已在積極準備與英國挑釁。                                    （匇大語料庫） 

(53) 『南港地區山豬窟垃圾掩埋場污染監測小組』在市議會正式宣布成立，除發表聲明外，

並向環保局提出廿三項書面質疑，該局出席代表賴銘輝承諾：願在兩週內以書面答覆小

組所提各項質疑。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在語料(50)中，「並」的前項是「簽合同」，後項是「休息一下」，語義上前

為工作，後為休息，應是對立的語義，但是在此命題中呈現的是簽完合同再休息

一下的時間先後承接關係，符合彭小川和趙敏（2004）的承接關係（請見 2.4.1.2(四)

的討論）；至於語料(51)中，「並」的前項為「剔除」，後項為「保留」，也是前後

對立的語義，但是在此都是屬於挑選作品時的行為，也具有前後承接關係，就是

先剔除，再保留。在語料(52)中，「並」的前項為「亰佔越南」，其後項為「與泰

國成立友好條約」，「亰佔」與「友好」也帶有對立性，但是要先經過越南才能到

泰國，所以前項和後項也有先後承接關係。至於語料(53)，「並」的前項是「發表

聲明」，一般都是被誤解懷疑才需要發表聲明，但是「提出質疑」卻出現在「並」

的後項，也具有對立性，而且語料(53)是先發表聲明，才提出書面質疑的前後順

序。我們發現語料(50)、(51)、(52)、(53)呈現的是前項引發後項的行為，但兩者

之間存在某種語義對立關係，而此類「並」的前後項為對比關係，可是其對立性

在語句上給人的感覺卻不明顯，我們以隱性對立稱之。因此，連詞「並」的順接

形式，其累積義所表達的是「關聯陳述」及「（隱性）對立承接」。此外，我們也

在語料中發現「並」與「倒、卻」有類似的「部份」與「整體」的關係，但是與

「倒、卻」不同的是，「並」所呈現的是「並列」關係，而不是二元「對立」。請

見「並」前後項「部份及整體並列」之討論。 

（三）「並」的部份（part）與整體（whole）之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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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連詞「並」，副詞「並」是表「反預設」的，我們觀察語料發現，此

種表「反預設」的「並」，其前後項之間為部份（part）與整體（whole）的並列，

也就是前項和後項之間，有部份與整體的關連性，但是兩者之間的關係會因謂語

的語義不同而改變，因謂語語義涉及命題義部份，我們不予討論，可是我們發現

此種副詞「並」主要呈現部份與整體的並列關係，請見語料(54)、(55)、(56)、(57)、

(58)： 

(54) 他們寫劇本並不是想把電視劇變得好看，而完全是為了一個目的：出名！（匇大語料

庫） 

(55) 與東方隊的合同並不是讓我留在中國的唯一合同。在美國，你可以坐等 3 個月過去，合

同期滿，然後離開，想和誰簽約都行。中國事情不是那樣的。（匇大語料庫） 

(56) 因是女孩，重男輕女的父母並不十分喜歡我，他們把愛全部傾注給了比我小一歲的弟弟。                                

（匇大語料庫） 

(57) 在我的門診裡並不禁病人吃中藥。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58) 我沿著村中小路繞了好長的圈子，可是並沒有發現哪個院門貼著“有房出租”的告示。               

（匇大語料庫） 

在語料(54)中，劇本就是電視劇的基本架構，劇本意味著電視劇能播出的某「部

份」因素，因為還有演員、導演、經費等因素整體影響電視劇能否成功播出，因

此電視劇是團隊合作的「整體」結果。在語料(55)中，「並」的前項是「與東方隊

的合同」，後項是「留在中國的唯一合同」，雖然都是合同，但是前項為單一合同，

可是在後項「不是讓我留在中國的唯一合同」，當「不」否定了「唯一」之後，

就變成「不是只有一項合同」而已，還有讓他留在中國的其他合同（整體），也

就是前項為「部份」，後項為「整體」。在語料(55)中，「並」的前項是「男、女」，

後項是「我」，我們可由上文得知此句的「我」是女孩，因此也具有前項「男、

女」是「整體」，「我」是「部份」的並列性。語料(57)的「門診」和「病人」也

具有整體和部份的關係，因為「門診」還包含醫生、護士。語料(58)的「村中」

及「院門」也象徵了「整體」與「部份」的關係。但是此種聯繫「部份」與「整

體」的「並」，呈現的是並列關係，而非對立關係。 

因此，我們提出「並」的核心義為「聚列」性，其抽象延伸語義有「關聯陳

述」、「對立承接」、「整體與部份之並列」。可是，根據本文 3.1 提出「並」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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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義「聚列」加上本小節所論述的延伸語義，一直到語用義的「反預期」之間似

乎缺少了某種連繫74。根據邵敬敏、饒春紅（2001）提出漢語副詞的不同語法意

義其實來自於基本義，因此我們詴著找尋核心義到語用義之間的內在關連性。我

們藉由 2.2.1「並」的語法化機制推論來找尋，根據圖四-1「並」的語義語法化機

制示意圖中，「並」的語法化機制有隱喻、泛化和推理機制，從動作義「兩人並

立」轉喻為空間義「立場一致」，進而產生範圍義「一同、總括」，再根據我們對

「並」的延伸語義之觀察結果，「並」有「關聯陳述性」、「對立承接性」、「部

份與整體之並列性」，因此，我們提出，從「並」的肯定形式之「聚列」核心義

到否定形式的「反預期」語用義之間，其實還存在著「呈現對事件本身及心理預

期的並呈性」的語法意義，而此語法義是來自於「並」的範圍義引申，也就是將

預期和事實陳列相比後，兩者之間的相異性使得「並」產生語義轉折，也就是「意

圖、想法與現實命題之間的相異或落差」。根據本文對語料的觀察，發現「並」

的前後可以是相關事件的並列承接，請參見本章上述語料(46)～(58)的討論，還

可以是心理預期與語言事實之間的落差，透過「並」來呈現並比後的相關性或差

異性，請見語料(59)~(62)： 

(59) 我能告訴大家的是，還沒有人因為我是中國人而說我的壞話，並不是因為我半邊耳聾沒

聽見。                            （匇大語料庫） 

(60) 我到了休斯頓向隊友們展示我的球技，但我無法打常規比賽。並不是哪裡折斷或者扭傷，

有腳傷時，跑、跳，做其他動作都會感覺到疼。我習慣用右手，所以重心在左腳上，拉

開做右手上籃，跳躍鉤射，等等。好像鞋中有塊石頭，只要我一做動作就能感覺到。。                                 

（匇大語料庫） 

(61) 第二天，他一早便到了那個殺狼小丘去，盼望見到李文秀問她一問。可是李文秀並沒有

來。他等了兩天，都是一場空。到第三天上，終於鼓起了勇氣走到計老人家中。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62) 我回中國參加亞運會時，發生了另一件事情。我媽先來了休斯頓找房子。她找到的第一

個房子，賣房子的人並不真的擁有產權。                       （匇大語料庫） 

在語料(59)中，「並」預設了「因為我半邊耳聾所以沒聽見有人說我的壞話」，我

們認為此處「反預設」呈現的就是說話者聚集自己心目中對命題的想法或觀點「半

                                              
74

 此點感謝陳俊光老師的指正及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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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耳聾還是聽得見」，與事實「沒有人因為我是中國人而說我的壞話」兩者並比

後的差異─「不要以為我沒聽到別人說我壞話」。另外「並」所帶的預設可從上

下文的推導得知，如語料(60)中的「並」，呈現的是事件本身「無法打球」導致受

話者產生「受傷」的聯想，在後項中，姚明立即以「並」的反預期，說明自己「沒

有折斷或扭傷」，從下文可推出應是慢性運動傷害。在語料(61)中，「並」預設了

「李文秀會來小丘上」，事實卻是「沒有來」，當前後項並列語義差異性時，「並」

會產生逆轉義，但是「並」核心義所帶的「聚列」承接性，卻削弱了逆轉的力道，

呈現出弱式轉折義（參胡壯麟，1994；郭志良，1999/2005）。同樣的情況在語料

(62)也可見到，預設是「賣房子的人擁有產權」。而此種預設是可以從「並」的後

項之肯定形式推導出說話者心中的預期。關於語料(59)~(62)的討論，我們再以省

略法檢視之，發現語料(59)~(62)的「並」被省略後不影響命題真值，因此我們確

認「反預設」義屬於「並」的語用義，請見語料(63)～(66)： 

(63) 我能告訴大家的是，還沒有人因為我是中國人而說我的壞話，Ø 不是因為我半邊耳聾沒

聽見。                             （匇大語料庫） 

(64) 我到了休斯頓向隊友們展示我的球技，但我無法打常規比賽。Ø 不是哪裡折斷或者扭傷，

有腳傷時，跑、跳，做其他動作都會感覺到疼。我習慣用右手，所以重心在左腳上，拉

開做右手上籃，跳躍鉤射，等等。好像鞋中有塊石頭，只要我一做動作就能感覺到。。                                 

（匇大語料庫） 

(65) 第二天，他一早便到了那個殺狼小丘去，盼望見到李文秀問她一問。可是李文秀 Ø 沒有

來。他等了兩天，都是一場空。到第三天上，終於鼓起了勇氣走到計老人家中。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66) 我回中國參加亞運會時，發生了另一件事情。我媽先來了休斯頓找房子。她找到的第一

個房子，賣房子的人 Ø 不真的擁有產權。                        （匇大語料庫） 

我們觀察「並」出現的前後語境後，發現文獻中對「並」的諸多解釋（參見

表 二-3 語法工具書對「並」的解釋類別表），如「說明」、「轉折」、「因果」

等關係，我們認為是來自句義賦予「並」的動態義、臨時義，也就是學者們誤把

命題義加諸於「並」本身的詞義之上，掩蓋了「並」本身的核心詞義。因此，根

據本文圖 四-3「並」的語義分類長條圖之統計結果，我們認為「並」的核心義

為「聚列」，排除說話者的情感投入等因素後，「並」的延伸語義有「關聯陳述

性」、「隱性對立承接性」、「部份與整體之並列性」，而「並」帶有「呈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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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本身及心理預期的並呈性」的語法義以及「反預期」的語用義。鑒於以上分

析及討論，我們認為現代漢語「並」在連接同極值（the same polarity）的語境下，

「並」為累積義，當「並」連接的前後成份為異極值（different polarities），「並」

表示「對事件本身及心理預期的並呈性」；當說話者態度介入，「並」的語用義為

「反預設」，都是其核心語義「聚列」的顯現。我們也對溫鎖林（2009）提出「並」

的元語言為甲說法並列乙說法提出修正，因為根據語料顯示，並不是兩種說法並

列，而是說話者把本身想法和事實命題互相比較的結果，也就是其中的一種說法

可能是隱含不明的。此外，含有「並」的詞組，則是「合併」義及表「概括」義

與有限詞語結合，逐漸詞彙化的表現。綜上所述，我們把「並」的語義以圖 四-5

表示。 

 

圖 四-5「並」的語義示意圖 

對於學者針對副詞「並」後接否定的「語氣說」vs.「否定說」之爭議，本文

根據歷時語義、文獻探討及語料分析結果，認為「否定說」才符合「並」的語義，

是在異極值情境下出現的語用義，為「並」的核心語義「聚列」的一種類型之顯

現。換言之，「並」聚集上下文語義的並列呈現，在順接形式，為累積義；在逆

接形式，受語境涉入程度深淺而有隱性或顯性反預設義。請見圖 四-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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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6 「並」的核心義延伸示意圖 

4.2. 現代漢語「並」的語法分析 

根據本文第二章文獻探討結果，以下我們分別探討現代漢語「並」的詞性界

定，分成動詞、連詞與副詞「並」，在各小節論述我們觀察語料的發現，並考量

連詞「並」前後連接成分，學者們提出不同看法，我們也將討論「並」所連接的

語法成分；而副詞「並」則針對其後能否緊接否定詞之結果補語進行討論。 

我們觀察「並」出現的前後語境，發現當「並」出現在主語和謂語之間，CWS

有 137 筆（27.24%），PKU 有 163 筆（34.46%），從句法位置來看，此種位置

的「並」，其前後分別為主語、謂語，在語言基本形式上，此為表述功能。根據

4.1.1 的語料統計，我們在匇大語料庫和中文詞彙特型速描系統中，發現了一類

未在文獻出現的「並」，也就是「並」的位置出現在順接形式的主語之後，為方

亲討論，我們把部份語料再次列出並重新編號如下，匇大語料庫中，主語後的「並」

順接形式語料，如語料(67)～(72)： 

(67) 二十一日，敵增炮二門，共為六門，向我攻擊整日，敵機並更番轟炸同古，我軍猛勇還

擊。                         （匇大語料庫） 

(68) 徹底脫出敵之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之東北，再增調兵力，從新部署作戰。他並星夜

派侯代表到瓢背通知羅卓英（因當時電話不通）。    （匇大語料庫） 

(69) 約在午夜十二時前後，途中遇見羅卓英（距梅苗約八英里處），羅說：“你不必去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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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照你的意見，二百師不去橋克巴當，改調棠吉。”他並不安地說：“我於本日午前已

直接令二百師於黃昏前集結喬克巴當以東向敵攻擊，不知現在情況如何？（匇大語料

庫） 

(70) 就下決心照蔣介石指示，集中我軍主力，擊破當面敵人，進而協同英軍收復仰光，我並

親赴同古，指導二百師固守同古，掩護我軍主力的集中，史迪威也同意我的意見。（匇大

語料庫） 

(71) 我認為目前必集中第五軍主力二百師與新二十二師與敵人力爭棠吉，否則棠吉不得，臘

戍危急。”我並力述棠吉、梅苗是我臘戍、畹町的門戶，必須以最大之決心保全棠吉。                              

（匇大語料庫） 

(72) 我葉帶西集中的新二十二師主力及炮兵戰車各一部（只有輕戰車，炮戰車尚在臘戍待運），

為了解救二百師的被圍，向南猛攻，至午後攻佔南陽車站四周及部分建築物；戰車並將

敵炮兵陣地摧毀，獲山炮一門及彈藥文件甚多。                （匇大語料庫）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語料庫部份的 21 例主語後的「並」的順接形式，部

份語料如(73)～(78)所示： 

(73) 本案並經李院長裁示：本院職員出國應先經本院同意，乃天經地義之事，應行文各所處

請其切實履行，違反規定者，第一次予以警告，再犯則需懲處。（中文詞彙特性速描

系統） 

(74) 長科會並以「客座教授」名義，開始延邀海外學人返國，並創設研究「補助金」，以安定

學人生活。（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75) 十八世紀以來，清初「四王」一派雖被清廷捧為正宗，但卻無法壓過「在野」畫派之成

就與蓬勃發展。該文並從明末清初開始，跳出一般畫史的「主流」框架，重新檢驗十八

與十九世紀「在野」國畫的流派與成就。（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76) 王小姐於會議前後並將前往耶魯大學及哈佛大學搜集研究資料。（中文詞彙特性速描

系統） 

(77) 最終方案選出後，應即依規定招標動工，主辦單位有監工之義務，原案設計者並得隨時

監看施工結果並向主辦單位反應。（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78) 教育部並將於五月二十二日假學術活動中心舉行之閉幕典禮中頒發「優良母語著作」獎。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在聯合知識庫也看到類似的用法，就我們蒐集的語料，共有 42 筆「並」的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117 

 

順接出現在主語後，舉例如語料(79)～(84)： 

(79) 雙方展開飛車追逐，警方並通報警網包抄，從和美鎮、彰化市，甚至上了八卦山，再沿

花壇鄉、三家春再往北追到彰化市方向。【2010-09-15／聯合報／B2 版／彰投綜合新聞】

〈通緝犯回家探女兒 警包夾逮捕〉（聯合知識庫） 

(80) 周錫瑋並指示民政局楊義德，一一電告 29 鄉鎮市長即刻取消所有行程，全數返回應變中

心坐鎮指揮；下午 2 時再次召開防災應變會議，所有鄉鎮市長到齊，周錫瑋當場要求未

來不得再有類似情況發生，若真有要務，必須先向縣府報備。【2010-09-19/聯合報/B1 版/

北縣基隆‧運動】〈防災視訊連線 僅 3 鄉鎮市長坐鎮〉             （聯合知識庫） 

(81) 但她也認為，要讓每一位母親都安心，責任不是只在法官而已，也不是修法就夠了，必

須從根做起，也就是教育；她並以日本為例，雖然經濟衰退十年，但治安沒有嚴重惡化，

原因就在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做得好。【2010-09-05/聯合報/A4 版/要聞】〈「全職媽媽」投

書 獲馬回應〉                                                        （聯合知識庫） 

(82) 只要多打 1 個字，搜尋結果就跟著改變。GOOGLE 並試圖用灰色字母來填補使用者尚未打

出的關鍵字，來預測使用者真正的意圖。 【2010-09-10/UPAPER/21 版/世界】〈GOOGLE 

INSTANT 搜尋和打字一樣快〉                                        （聯合知識庫） 

(83) 李書福並配合國務院的政策「走出去，引進來」，為了併購 VOLVO 共花了三年兩個月，

今年 8 月 2 日在倫敦簽約拿下 VOLVO，簽約相關文件有 1 萬多頁，重 100 多公斤，運回

中國時還被海關還要求補稅。【2010-09-13/經濟日報/A13 版/兩岸企業】〈浙商精神 比美台

灣中小企業〉                                                         （聯合知識庫） 

(84) B VOCAL 團員們對於第三度來到台灣非常開心，他們打趣地說，本來外面是大晴天，他們

一來就立刻下起大雨。五人並當場用台語即興了一首「天黑黑」民謠。【2010-09-15/聯合

報/B2 版/北市綜合新聞】無伴奏 B VOCAL 樂團 來台巡演             （聯合知識庫） 

我們對於此種出現在主語之後的順接「並」，詞性75為何？功能為何？感到

好奇，以下採用周剛（2002:15-16）區別關聯連詞和關聯副詞在句法和語義的功

能做為分辨語料(67)～(84)「並」的標準，為方亲討論周剛的論點，再次列出如

下：(一）在句法功能上：關聯副詞具有句法組合功能，主要為銜接，接應先行

語句，與先行連詞搭配使用，在結構上具有獨立性，也就是充當一個句法成分，

跟它組合的成分可以單說，不必依存於另一段話語。如「既然路上堵車，我就不

                                              
75

 此點感謝陳俊光老師的提醒及指引本文研究分析的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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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了」之中的「就」就是關聯副詞。(二）語義功能：周剛認為關聯副詞的語義

具有不確定性，前後分句的句法語義關係，是由與之搭配的關聯連詞來確定的，

如果去掉關聯連詞，那麼語義就會出現歧義。請比較「既然沒時間，我就不去」

與「沒時間，我就不去」兩句，後句的「沒時間，我就不去」，因為「沒時間」

前沒有關聯連詞，整句會出現歧義，請見加了「如果」在句首，就成了假設句，

如「如果沒時間，我就不去」；若加「只要」，就成了「我去」的充分條件，如「只

要沒時間，我就不去」；如果加上「因為」，就成了因果關係，如「因為沒時間，

我就不去了」。但是關聯連詞的本身語義是確定的，前後分句的句法語義關係在

句法允許的情況下，如果去掉其中一個關聯連詞，前後分句的句法語義關係不變。

我們以上述定義檢驗語料，請見例句(85)、(86)、(87)：： 

(85) *因為會議中表決通過，本案並經李院長裁示：本院職員出國應先經本院同意，乃天經地

義之事，應行文各所處請其切實履行，違反規定者，第一次予以警告，再犯則需懲處。 

(86) 只要學者願意，*長科會並以「客座教授」名義，開始延邀海外學人返國，並創設研究「補

助金」，以安定學人生活。 

(87) 十八世紀以來，清初「四王」一派雖被清廷捧為正宗，但卻無法壓過「在野」畫派之成

就與蓬勃發展。所以，？該文並從明末清初開始，跳出一般畫史的「主流」框架，重新

檢驗十八與十九世紀「在野」國畫的流派與成就。 

就語義及句法功能來看，在例句(85)，「並」的前一分句補上連詞「因為」，變成

病句；例句(86)在前項加上「只要」，後項應以「就」取代「並」；例句(87)加上

「所以」後，「並」應省略。我們發現此種順接形式的「並」單用在主語後時，

句子未出現歧義，而且「並」的前面也未必能補出與「並」搭配的關聯連詞，如

例句(85)、(86)、(87)。因此，根據周剛（2002）的論點，我們認為語料(67)～(84)

中，出現在順接形式中主語後的「並」在句法功能上雖然可以單用，不必和其他

連詞並用，但是在語義功能上，此種「並」的前一分句無法補出合適的連詞予之

搭配，因此我們認為主語之後的順接「並」不完全符合關聯副詞的定義。 

接下來，我們另從連詞詞性來檢驗此種位於主語後面的順接形式「並」是否

為連詞。根據高子晴（2010：118-121）提出的連詞界定框架，句連可用分解法，

如「大華跟（∪或）大明是學生→大華是［學生 i］∩（∪）大明是［學生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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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語料(77)分解成兩句，請見例句(88)： 

(88) 最終方案選出後，應即依規定招標動工，主辦單位有監工之義務，原案設計者並得隨時

監看施工結果並向主辦單位反應。 

→主辦單位有監工之義務 ∩/∪ 原案設計者得隨時監看施工結果。 

根據例句(88)的分解，我們發現此種位於主語之後的順接「並」是一句連，

再請看例句(89)（原語料編號(68)）： 

(89) 徹底脫出敵之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之東北，再增調兵力，重新部署作戰。他並星夜

派侯代表到瓢背通知羅卓英（因當時電話不通）。 

→他徹底脫出敵之包圍圈，一舉退守曼德勒之東北，再增調兵力，重新部署作戰 ∩/∪

他星夜派侯代表到瓢背通知羅卓英 

我們發現，此種「並」的前後分句關係是並列的，因此，我們判斷此種位於順接

形式的主語後的「並」也是連詞，不是副詞，但是與後接主語省略的「並」相較

之下，我們認為此種出現在順接主語之後的「並」為一句連。請見例句(90)： 

(90) 我吃飽了。媽媽把碗收走了。→我吃飽了，媽媽並把碗收走了。   （筆者自擬） 

因此本文提出，現代漢語連詞「並」除了可連接兩個同一主語分句且後分句

主語要承前省略之外，連詞「並」還可出現在兩個不同主語的後一分句的主語之

後。也就是說，連詞「並」可連繫不同主語且前後句有事件關聯性的兩個分句，

此種連詞「並」可出現在第二個主語之後。我們認為此種連詞「並」可凸顯「並」

前後分句的不同主語，也就是超越傳統連詞「並」的前後主語相同，後一主語要

承前省略的約束，而發展出與「並」的前一分句主語有所區別的用法，但仍保存

了連詞「並」後不接主語，只接謂語成份的制約。但是，本文對於此種出現在順

接主語後的「並」，考量其出現頻率不高，能否與出現頻率高的連詞「並」互換，

認為還有待後續觀察。以下根據 2.3.3 的文獻探討結果，分析連詞、副詞「並」

的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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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連詞「並」 

我們以單句語料分析連詞「並」的句法。先請見語料(91)： 

(91) 他很喜愛這裡並希望能盡最大努力打好球。(匇大語料庫） 

在語料(91)中，句中謂語「喜愛」和「希望」的主體都是主語「他」，因此，

語料(91)「並」應是連詞，但是此句的「並」是詞連還是句連？（請參見 2.3 的

文獻回顧）我們認為，因為語料(91)所聯繫的兩件事各有不同的賓語，一為「這

裡」、一為「把球打好」，所以是可以各自成立的小句，而「喜愛這裡」這一件事

不會排除另一件事「盡最大努力打好球」，我們另用「不但……而且……」的關

聯詞語檢驗，語料(91)可換成「他不但很喜愛這裡而且希望能盡最大努力打好球」，

可以明顯看到這是兩個事件，但是，我們卻無法在「並」之後補上另一個主語「他」，

因此，我們認為語料(91)的連詞「並」應是詞連，而非句連。 

接下來，我們若把語料(91)後一分句的主語強制還原時，會變成病句「他很

喜愛這裡*並他希望能盡最大努力打好球」，所以我們認為「並」後的主語為一隱

主語，且為必隱之詞。只有當主語出現在「並」前的位置時，也就是「他並希望

能盡最大努力打好球」，「他」才可在句中接受動詞的指派76。所以連詞「並」後

的主語省略是不具備格的「隱主語」，而非可隱代詞（參見宋國明，1997）。再請

看語料(92)： 

(92) 汽、機車眾多並到處停放。                                    (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語料(92)可以說成「汽、機車眾多並且（車主）到處停放」或者視為「汽、機車

眾多並且（汽、機車）到處停放」，關於此點，我們可以看到當「並」由「並且」

取代之後，後一分句「停放」的主語可能是施事（agent，車主），也可能是受事

（patient，汽機車），不論「並且」後省略的主語是指「停放」的施事還是受事，

在「汽、機車眾多並且車主到處停放」和「汽、機車眾多並且汽、機車到處停放」

兩句中，「並且」之後的主語則是可隱代詞，此主語可接受論元的指派，可隱可

                                              
76

 此點感謝張郇慧老師的提醒及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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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由以上得知，連詞「並」是詞連，後接隱主語；而連詞「並且」則是句連，

後接可隱代詞，其代詞所指實體頇依語境來決定隱或現。因此，我們提出「並」

為詞連，「並且」為句連。以此回應本文第一章提出「並」和「並且」在句子銜

接上有何不同的疑問，也就是「並」與「並且」為銜接範距大小的差異。我們重

引本文第一章的中介語語料，印證本文對「並」與「並且」的觀點，為方亲討論，

重新編號如下為例句(93)： 

(93) A：我兒子真迷糊，老是忘了帶便當。 

B：這不算什麼，*我兒子並更迷糊呢！他不但忘了便當，他還老記錯家裡的電話號碼呢！ 

在語料(93)中，B 應該用「並且」，因為 B 要銜接的是前一句 A 的兒子以及他兒

子兩者都很迷糊的關係，「並且」在此為跨句銜接，連繫了 A 與 B 兩人的話語，

因為「並」只能擔任詞連的句內銜接，所以語料(93)就無法用「並」。 

以下我們討論連詞「並」的後接成份。我們統計本文蒐集的語料在順接形式

中，「並」後接成份的比例多寡，其中「並」後接動詞者，表示「並」後只單接

動詞；「並」後接動詞性短語，指含有修飾性成份的動詞短語，包括介賓短語、

狀語；至於「並」後接小句，則以「，並＋S」的形式出現（參見彭小川、趙敏，

2004）檢驗。請見圖 四-7。 

 

圖 四-7「並」的順接後置成份統計圖 

PKU(235) CWS(286) UDN(544)

後接動詞 2.55% 1.75% 2.94%

動詞性短語 31.06% 29.02% 16.54%

小句 62.98% 57.34% 72.79%

其他 2.98% 11.89% 7.72%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
並

」
後

接
成

份
出

現
比

例

「並」的順接後置成份統計



現代漢語「並」的語義、篇章、語用分析及其教學應用 

122 

 

從圖 四-7 中，可以看到「並」的順接後置成分和彭小川與趙敏（2004）的

調查結果相吻合（參見表 二-5）。我們發現，「並」後都是以連接小句為主，匇

大語料庫的比例有 62.98%，中研院語料庫有 57.34%，聯合知識庫更高達 72.79%。

其中，又以聯合知識庫的數據和彭小川與趙敏（2004）檢索部份當代小說和人民

日報的調查結果 70.6%最為接近，可看到同為報紙書面語語料對於「並」的使用

有高度相似性。此項結果表示工具書和教材都應以「，並＋小句」做為例句說明，

以及「，並」後接小句的形式在教學上應列入優先考量，因為其出現頻率最高。

我們認為「並」的順接形式在書面語的高頻出現，可讓讀者從上下文理解主語所

指為何，因「並」具有「主語承前省略」的特性，在語句中可緊密連繫同一主語

的不同動作，或對同一主語進行不同陳述，符合語言經濟。關於圖 四-7 中的「其

他」一欄，我們討論如後，請見語料(94)、(95)： 

(94) 蔣介石另來一手，在他離臘戍前又調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來臘戍，指揮中國遠征軍，

並面命我「要絕對服從史迪威，對於英方有關問題由史迪威去辦」。 （匇大語料庫） 

(95) 我認為目前必集中第五軍主力二百師與新二十二師與敵人力爭棠吉，否則「棠吉不得，

臘戍危急」。我並力述棠吉、梅苗是我臘戍、畹町的門戶，必須以最大之決心保全棠吉。

（匇大語料庫） 

在語料(94)、(95)中，「並」後接的詞語「面命」、「力述」皆屬於書面語「當面命

令」和「努力陳述」的縮語，符合呂叔湘（2005）、彭小川與趙敏（2004）的觀

點，「並」的書面語意味濃厚。再來，我們檢視「並」後接名詞性成分的用法。

曹煒（2003）認為此種用法已消失，但彭小川與趙敏（2004）找到幾例，認為是

文言殘留。本文在語料中也發現幾例，請見語料(96)、(97)： 

(96) 簡美玲曾多次到門諾演出，其畢業於德國科隆音樂院並藝術家文憑、獨奏家文憑，並曾

於科隆及杜伊斯堡音樂院擔任伴奏老師。                 （帄衡語料庫） 

(97) 他決定帶這群健康老人來門諾進行瞭解並志工交流，是促成此行的動機。（帄衡語料庫） 

其中，例(96)呈現「並」連接名詞性詞語的用法；而例(97)的結構，我們認為一

般人會解讀為「進行志工交流」或「交流志工」，如此才比較符合「並」連接謂

語成分的原型（prototype）用法。再請看「並」後接名詞性成分的類似用法，見

例句(9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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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男主人則在逃出的過程中斷了一隻手，並雙目失明。           （帄衡語料庫） 

(99) 雙方並人手一冊「省縣自治法」。               （帄衡語料庫） 

(100) 張愛玲閉門不見，心頭有些惴惴，並電話致意，表示馬上過去看她。 （匇大語料庫） 

例(97)至例(100)的「並」，其後面所接成分是以主謂型態的短語結構出現，如「志

工交流」、「雙目失明」、「人手一冊」、「電話致意」，我們認為這個現象符合「並」

擔任連詞的功能並且也和「並」的文言語義殘留有關，所以連接了比句子形式還

精簡的短語，而且此短語的結構與主謂句結構相同，唯一不同的是，短語的結構

較為固定，例句(98)~(100)都符合四字格結構。我們若以「並」的核心語義「聚

列」來分析上述例句，我們認為，「關聯陳述性」的延伸語義可顯現出說話者欲

呈現相同或不同事件或合併上下文意涵的表達方式。在例(98)中，「斷了一隻手」

和「雙目失明」都是男主人身體上因為逃出過程中所受的傷害，若該句改以其他

單音節副詞，就難以呈現因「聚列」而表達的「遞進、同時」之意涵，請見例(101)、

(102)： 

(101) ？男主人則在逃出的過程中斷了一隻手，和雙目失明。 

(102) 男主人則在逃出的過程中斷了一隻手，又雙目失明。 

例(102)加上「又」，因「又」的核心語義表示「同類加合」（見表 二-9「並」與

「又、可」 之文獻對比整理表），則例(102)的「雙目失明」會使人誤以為男主人

原本就雙目失明，或者是在逃出後，因為其他因素才造成雙目失明的。因此，本

文認為「聚列」確實可以表達「並」的核心語義。此外，我們認為「並」後接名

詞性成份是「並」的歷時語義介詞詞性的用法殘留，隨著「並」介詞詞性的消逝，

此用法也隨著逐漸消失。 

4.2.2. 動詞「並」 

本文的語料中發現，「並」和其他語詞的結合，部份已出現詞彙化的特徵。

以下整理語料中含有「並」的詞語，請見表 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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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1 本文含「並」的詞語語料一覽表 

 PKU77 CWS UDN 

含「並」的語詞 合并、吞并 

并吞、并坐、并用 

并舉、并稱 

并肩、并肩作戰 

齊頭并進、相提并論 

並具、並舉 

並騎、並置 

並存、並排、並進、並列 

並服、並行、並置 

相提並論、輻輳並進、 

與時並進、圖文並茂、 

並肩作戰 

「並」的單用 并我們 N/A N/A 

「並」+補語 并到、并齊 N/A N/A 

本文所檢視的語料，可從表 四-1 看到原為動詞的「並」現多和動詞連用，「並」

轉而擔任副詞來修飾後面的動詞，如「並稱」、「並列」。唯一見到仍存有動詞義

的「並」有「並肩」、「合并」（在台灣地區，已用「合併」一詞替代）。另外，在

匇大語料庫還可見到「並」擔任動詞以及後接補語的形式，如「那時營業也是奄

奄一息了，廢品公司準備並我們呢，看你們人口太多，要的錢太多」、「那地方原

來那地方就是小店兒比較多，就是幹這行兒比較多，後來都並到廢品公司去了，

就是屬於廢品一類」、「有的那個像傭人什麼伍的，就倆腿並齊了往下一蹲」。我

們認為此乃簡化字運動所造成的結果，「並」通「併」，上述的「並」字事實上表

「合併」義。 

在本文所蒐集的語料中，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和聯合知識庫除了「並肩作

戰」一詞之外，未見到「並」擔任動詞的用法。換句話說，「並」的動詞詞性在

現代漢語中，已詞彙化，喪失自由搭配的組詞功能。本文認為上述情形，呼應了

「並」的語法化，也符合 Brinton 和 Traugott（2005）提出「詞彙化（lexicalization）」

是「導致語義合成減少的融合過程」，是漸進的。因此，對於現代漢語「並」的

動詞詞性，我們認為在臺灣地區，動詞「並」已被「併」取代，而殘存含「並」

的詞組已明顯詞彙化，如「並肩」、「肩並肩」等，至於粘著詞素「並」在詞組的

                                              
77

 為呈現大陸地區不區分動詞「併」與連詞、副詞「並」之間的差異，表 四-1 特地以簡化

字「并」字呈現 PKU 的語料。此點感謝謝佳玲老師的提醒。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125 

 

情形，如「並論」、「並重」等，是否會繼續語法化，最後成為詞綴（affix），仍

需後續觀察。 

4.2.3. 副詞「並」 

接下來，我們探討副詞「並」後接結果補語的否定形式。請看語料(103)： 

(103) 這有點像我在 NBA 的第一年，有好好打的壓力。我猜那些外國全明星一定也這麼想。我

打得並不是很好，罰球得 2 分，2 個籃板，一個搶斷，就像我的第一次 NBA 全明星賽。

（匇大語料庫） 

在語料(103)中，「我打得並不是很好」的「並不是」出現在動詞「打」和結

果補語「很好」之間，詴比較「我並不是打得很好」的「並＋否定詞」出現在動

補結構之前。這兩句的差異在於否定的範距不同，「我打得並不是很好」是否定

句中的某個部份（在此指動作結果─「很好」），但是「我並不是打得很好」則是

否定事件本身─「打得好」，此種情況符合 Quirk 等人（1985）所提到的窄域否

定（local negation）與句子否定（clause negation）的差異。請看例句(104)： 

(104) 我的球，打得並不是很好，而是很糟。   （筆者自擬） 

在例句(104)中，前後的短語只侷限於動作結果的對比，此處的「並」和「而」各

自標誌著對比項，在此也就是動作的結果。再看例句(105)： 

(105) 那場球，我並不是打得很好，而是打得糟透了。  （筆者自擬） 

例句(105)出現完整的動補結構「打得好」及「打得糟透了」，相較於例句(104)，

「並不是」的位置在例句(105)前移，句中對比的成份從結果語的「動作狀態」（陳

怡靜，2004）延伸成對該動作事件本身的整體否定對比。此外，例句(104)、(105)

中的「是」為焦點標記詞。而且，此動補結構含有程度副詞「很」的出現。如果

省略「很」，則「是」也要一併省略，否則會成為病句「*我打得並不是好」、「？

我並不是打得好」，以下我們詴著省略例句(104)中的「是」跟「很」，為方亲比較，

我們把例句(104)再次列出，重新編號為(106)： 

(106) 「我的球，打得並不是很好，而是很糟」（原例句(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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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請見例句(107)、(108)： 

(107) 我打得並不好，因為我腳痛。  （筆者自擬） 

(108) 我打得並不好，是他打得好。    （筆者自擬） 

我們比較例句(104)「打得並不是很好，而是很糟。」和(107)的複句關係，發

現例句(104)為對比，例句(107)為因果關係。在例句(108)，對比項在於「我打不

好」及「他打得好」兩個不同主語的異極值事件對比。但是例句(105)「那場球，

我並不是打得很好，而是打得糟透了」若同樣省略「是」跟「很」，就變成病句

「*我並不打得好」。對此，我們尚未找到合理的解釋，還有待進一步探究。 

另外，王景萍（1999）及王明華（2001）提出的動補結構「聽不見」、「夢不

到」和「拿不貣來」都是屬於陳怡靜（2004）表「動作達成」類的結果語。本文

另針對「並」後接動後成份的否定形式，利用匇大語料庫可查詢共現詞之功能進

行進階檢索，發現「並」修飾的動詞後置成份之否定形式都是表示「動作達成」

類的結果語，如「並摸不清我軍虛實戰法」的「摸」，其動作目的是為了「弄清

楚對方的戰術」、另外還有「這樣後來追查閹黨餘孽時，並抓不到他任何白紙黑

字的把柄」、「但是，那一夜，他們只覺得渺茫，並抓不住一點什麼切身的東西去

思索或談論」等，都是否定表動作結果的補語，動作本身為「已然」，「並」在此

是修飾已然的動作及結果的整體性事件。但是部份結果補語若加上「得」，則可

以說成「睡得並不好」、「摸得並不清楚」、「拿得並不痛快」……，「並」就可以

進入結果補語的動詞結構之中。我們認為「並」只修飾結果本身，範距變小；另

外，在「睡不好」和「睡得不好」中，「並」只能在「睡得並不好」中和否定詞

緊密連接，「*睡並不好」就無法成立。因此，我們認為「得」的出現，和副詞「並」

能否進入結果補語的框架中，存在著某種制約。可是「並」卻無法進入部份結果

補語的架構中，例如：「*聽得並不見」、「*夢得並不到」、「*拿得並不貣來」，關

於此點，我們認為「見」、「到」、「貣來」皆含有實現動作的特性，其中關於「貣

來」的討論，請見本文 2.3 的討論。另在「聽得並不明白」、「夢得並不清楚」、「拿

得並不多」中，「明白」、「清楚」、「多」屬於狀態性的描述。因此，我們認為「並」

無法進入表動作達成類的結果補語，但是「並」可以與「得」同時出現於表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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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的結果補語之中。 

綜上所述，我們提出以下幾點發現：1. 「並」的句法位置出現於謂語前或補

語前，其否定範距也因此改變，在謂語前的「並」是句子否定（clause negation），

在補語前的「並」+表動作狀態的結果補語之否定形式是屬於窄域否定（local 

negation），也就是結果補語中的「得＋並不」只否定結果，未否定動詞，如「聽

得並不明白」。至於「並」的句法位置為結果補語否定形式的前置，如「並聽不

見」，或「並」的句法位置為結果補語否定形式的插入，如「拿得並不多」，我們

相亯此種位置的改變是受到複句的篇章語法所管控的；2.「並＋否定詞」和動補

結構之互動中，「並不」無法進入表「動作的達成」之結果語語義成份結構中，

如「*看並不到」，「並」只能前置，如「並看不到」；但是「並不」可以進入表動

作狀態的結果語框架中，如「看得並不清楚」。關於其中制約，我們猜測和「並」

本身語義有關，因為「聚列」概念為兩個以上的動作並呈，而動作達成類之結果

補語的否定形式，所表達的語義卻是動作受阻未完成，明顯違背了「並」所欲表

達的核心義，導致「並」無法進入該結構中，但是表動作狀態類的結果補語，呈

現的是動作及動作施行後呈現的狀態，屬於同時概括的合併概念，與「並」本身

的核心義相容，所以「並」可以進入其框架，如「拿得並不多」。但是本文對「並」

和結果補語中的「得」同現的關連性，尚未進一步探究，還有待學者研究之。 

因受限於其他語料庫未有分詞功能、也無詞性標注，所以接下來，我們以漢

字「並」出現的比例來看語料庫中「並」後接否定詞的情形。我們統計了中研院

語料庫下的不同子語料庫（帄衡語料庫、三地報紙語料庫）以及中文詞彙特性速

描系統與匇大語料庫，關於「並」後接否定詞「不、未、非、無、沒」出現的比

例，請見圖 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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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8「並」後緊接否定形式在不同語料庫出現頻率 

（註：中央通訊社 CAN +新華社 XIN +新加坡聯合早報 ZBN 皆為書面語料） 

從圖 四-8 中，我們發現所有的語料庫都是以「並不」為高頻使用，但是第二高

出現頻率的，卻有所不同，匇大語料庫以「並沒」佔 19.72%位居第二，而書面

語料為主的報紙則以「並未」佔第二高比例。關於此點，我們提出兩點解釋：一

是帄衡語料庫及匇大語料庫涵蓋了口語語料，而中央通訊社、新華社和新加坡聯

合早報主要以書面語為主，因此我們認為「並」後接否定的使用頻率，口語遠高

於書面語，此為其一；其二，「並」在書面語使用的語料數仍相當高，我們以三

地報紙78的語料庫數據來看，有多達 2,021,375 筆的語料（含「並」的順接與逆接

形式），也就是「並」在書面語的銜接功能仍十分重要，此點和呂叔湘（1995/2005）、

王景萍（1999）、彭小川和趙敏（2004）認為「並」主要是書面語的用法相符。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動詞「並」已趨向詞彙化；副詞「並」只能用於逆接形式，

「並不」可進入表動作狀態的結果補語結構中；順接形式的「並」則是連詞，可

連結相同主語的分句，後句主語要承前省略，也可連接前後主語不同的小句，但

                                              
78

 此處報紙書面語未加入聯合知識庫的語料是因為聯合知識庫非平衡語料庫之內的語料，其

蒐集及建檔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顧及彼此之間的比較基點，故未列入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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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此種「並」出現在後句的主語之後，銜接分句的限制也還有待進一步考察。 

4.3. 現代漢語「並」的篇章分析 

張誼生（2000b）指出單音節副詞在篇章中的觀察可從位置來分析。我們觀

察語料後發現，「並」主要出現於篇章中的三種位置：1.「並」在複句之首、段

落的第一句或主語之後；2.「並」位於段落的中間位置，或者是兩小句之間；3.

「並」出現在段落的最後一小句，且非位於句首位置者。我們先於 4.3.1 分述連

詞「並」的順接形式以及副詞「並」的逆接形式在篇章的不同位置，並對順逆形

式在篇章中的功能進行比較，另針對「並」的前後抽象邏輯語義關係來討論「並」

的篇章銜接功能。再於 4.3.2 從「並」的搭配關聯詞檢視「並」的連貫功能，另

於 4.3.3 討論「並」的亯息結構，最後於 4.3.4 討論「並」的前後景功能。 

4.3.1. 「並」在篇章的銜接功能 

篇章的銜接主要討論外顯形式標誌，討論語言形式和語言成份之間的聯繫，

也就是銜接是為了語義連貫而服務的（參見 2.4.1）。因此，我們從「並」在複句

出現的分布情形，觀察「並」的篇章位置，發現「並」可出現在篇章中的句首、

句中以及句末。本文統計了不同語料庫關於「並」在篇章順接及逆接形式出現位

置的語料數79，請見圖 四-9：  

                                              
79

 因受限於部份語料庫未有分詞功能、也無詞性標註，我們以「並」出現在複句中的位置次

數比例，來檢視語料庫中「並」在篇章的情形，涵蓋了「並」的肯定與否定的形式。本文以

複句段落為判斷基礎，排除「並」在單句中的筆數，如「事後並順道轉往聖地牙哥探親（CWS）」，

以及扣除語料中「並」以詞組出現的筆數，例如「想起自己不願與母親並行，也有很長的故

事（UDN）」，該句「並行」一詞則不列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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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9「並」在複句出現的篇章位置統計長條圖 

從圖 四-9 發現當「並」出現在篇章時，兩個語料庫略有不同，匇大語料庫

的「並」以出現在段落中（41.39%）略高於出現在段落末句（40.04%），而中文

詞彙特性速描系統則正好相反，「並」在段落末句（42.62%）的比例則略高於「並」

出現在段落中（39.96%）。針對圖 四-9 中的數據，我們提出以下幾點解釋：1.

語料庫所蒐集的語體不同：匇大語料庫的「並」語料，有 209 筆的內容和二次大

戰之中國境內戰事、國共內戰和共產黨鬥爭紀實有關，此種記錄歷史的文體，文

字精簡，較一般書面語更簡略，其實就是本文 4.1.2 所提出「並」的延伸義為「關

聯陳述性」在篇章層面的表現，請見語料(109)、(110)，以及「並」可表示「對

立承接性」，請見語料(111)： 

(109) 在危難之際，彭德懷揮刀殺出，身先士卒，一個猛衝重創並擊潰了敵人，為受壓制的連

隊解了圍，隨後率部組織反擊，消滅了這股敵人。               （匇大語料庫） 

(110) 周恩來對此極為重視，並通報給聶榮臻、葉劍英，楊成武、肖華、傅崇碧等。（匇大語

料庫） 

(111) 敵傷亡甚眾，並摸不清我軍虛實戰法。                   （匇大語料庫） 

在語料(109)，我們可感受到戰況激烈，該複句所描述的可能是戰場上一整天的濃

縮，透過一個「並」字的連繫和雙音節動詞組的語義結合，前後語義關聯推展。

PKU(473) CWS(503) UDN(829)

段落首句 18.57% 17.42% 8.53%

段落中 41.39% 39.96% 61.36%

段落末句 40.04% 42.62% 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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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語料(110)，因為「重視」所以「通報」，前後的關聯是具有前後承接性的，

符合彭小川、趙敏（2004）的觀點，「並」前後複句有承接關係。而語料(111)「並」

的前後句，前句「敵人」並比後句的「我軍」，前句的傷亡人數多和後句的進攻

戰術也有關聯性。另在中研院語料庫，出現較多的語料內容是和學術活動有關的，

共有 169 筆，類似的句子如(112)、(113)、(114)所示： 

(112) 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李壬癸、龔煌城及黃居仁三位先生，應邀出席於八十三年七月十

二日至十七日在香港城市理工學院舉行之「第三屆漢語語言學國際會議」，並於會中分別

發表論文。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13) 將有來自各研究單位及大學的學者專家七十餘人與會，發表論文二十篇，會後並將出版

論文集。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14) 次年，本所成立民族學研究所標本室，用以陳列收藏並提供作為學術研究之參考。（中文

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在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中，關於學術活動的報導，「並」最常落於段落末

句，表示承接前面的敘述，再以後接分句做為該段總結，如語料(112)的「並於會

中分別發表論文」、語料(113)「會後並將出版論文集」、語料(114)的「並提供作

為學術研究之參考」，另外還有如「並於會中宣讀論文」、「參觀民族所、史語所

並與李院長晤談」等。我們發現「並」在語料庫中，出現的語體確實以記事及事

件敘述為主，相關語料請見例句(115)、(116)、(117)： 

(115) 1922 年到上海、北京尋找共產黨，曾會見陳獨秀並提出入黨要求，陳予以拒絕。（匇大

語料庫） 

(116) 談到院內的環境，在近幾期週報已見數篇投書直陳缺失並提出建言。（中文詞彙特性

速描系統） 

(117) 張先生訂於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十一日前往，並乘此行瞭解中國大陸各地清代檔案情況。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我們發現，「並」確實常出現於表敘述的語體中，如語料(115)、(116)、(117)

等，符合彭小川與趙敏（2004），吳雲芳（2005），朱明媚（2007）對「並」的句

式觀察。根據圖 四-9「並」在複句出現的篇章位置統計長條圖，聯合知識庫的

「並」在段落中段出現的比例最高，達 61.36%，出現在段落末句也有 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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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點，我們認為和「並」的核心語義「聚列」之延伸義有關，因為聯合知識

庫內的報紙新聞多為事件報導，所以事件的推展，往往是編輯所著重描述的，同

時也是讀者所在意的部份，所以「並」出現在段落中間的機率也較高，扮演著承

先啟後的篇章功能。請看語料(118)、(119)、(120)： 

(118) 蘇婉綺表示，若經濟能力許可，愈年輕買房，愈能強迫自己儲蓄，並可激勵自己提早賺

進人生的第一桶金，比起吃喝玩樂花掉辛苦賺來的錢，買房才是王道。【2010-09-18／聯

合晚報／B4 版／房市焦點】〈七年級生 在信義區買房！〉（聯合知識庫） 

(119) 在家裏煮東西吃，一定比外面餐廳乾淨衛生嗎？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調查報

告指出，不少民眾自家廚房衛生習慣並不合標準，例如食材置於室溫太久而沒放冰箱。

【2010-09-07/UPAPER/7 版/世界】外食比較不衛生美調查：不一定（聯合知識庫） 

(120) 林志穎寶貝兒子 KIMI 昨慶周歲，林志穎為他高調慶生，不但親自布置場地當起主持人，

並請來 30 多位包括名模王麗雅夫妻檔、鍾漢良等親朋好友見證兒子抓周儀式。

【2010-09-17/聯合報/C2 版/星話題】周歲兒抓方向盤 林志穎樂呵呵（聯合知識庫） 

在語料(118)中，「並」承接「年輕人買房子可強迫儲蓄」的前項，也引出後項「激

勵自己賺錢」的論述，而隱藏在此前後項之下的，就是存錢最基本的道理：「節

流」、「開源」。在語料(118)的段落中，也看到「並」所聯繫前項中有「愈……愈……」，

後項中出現「比貣……，…才…」的句式，雖然語料(118)中，「並」仍屬於張文

賢（2009）所指的局部銜接功能，但是我們也看到「並」和其它局部連詞結盟的

結構，已逐漸邁向整體銜接進展。而在語料(119)中，先否定自家廚房衛生習慣不

符標準，再說明原因如後。另在語料(120)中，「並」聯繫了前項「林志穎布置場

地當兒子周歲慶生的主持人」及後項「林志穎請朋友見證兒子的抓周儀式」，此

處未用「不但……還……」，而是用了「不但……並……」，我們認為前句的「高

調慶生」已預設了「慶生場面不小」，因此「並」把相關慶生內容並列陳述。 

本研究認為，「並」的銜接範圍仍停留在句群之間，尚未進入跨句或超句的

篇章範圍，也就是「並」只有局部銜接功能，未具有整體銜接功能。以下我們根

據「並」出現的段落位置，先討論連詞「並」的篇章順接銜接功能，再探究副詞

「並」的逆接篇章銜接功能，最後比較「並」的順逆形式在篇章中的不同功能。 

（一） 連詞「並」的順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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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連詞「並」在段落首句 

觀察語料後發現，「並」位於段落之首的情形較少，主要功能是銜接句內的

前後項語義。請見語料(121)、(122)： 

(121) 肩負著從事人文、社會與自然科學研究與領導並獎勵學術發展重任的中央研究院，這十

年來雖然有長足的進步與適度的擴張，但是有一個問題總是沒能解決，就是每個主持研

究工作者的研究人力不夠的問題。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22) 在權衡利弊並考慮了參加選拔的所有球員之後，我贊成選姚明。    （匇大語料庫） 

在語料(121)中，首句頗長，根據亯息結構的安排，亯息是由舊到新，因此首句雖

冗長，卻是一個概括重新敘述前段內容的手法，「並」在此聯繫了兩項中研院的

工作「領導研究」與「獎勵發展」，另外也襯托出後景句對中研院所肩負的工作

「任重道遠」，才能突顯出語料(121)後段「人力不夠」的問題重要性，但是「並」

在此只是一局部連接詞，未具有跨句連接功能，語料(121)中的「並」可連繫前後

項的長段敘述，我們認為和「並」的語義有關，也就是「並」的遞進承接性。在

語料(122)中，說話者的目的是為了解釋自己贊成選拔姚明的理由，「並」在此把

說話者做出這個決定的立場和前提並列呈現，不傴「權衡利弊」還「考慮參加選

拔的球員」，此句的重點在於後面的「考慮參加選拔的球員」和「姚明」之間的

部份與整體的關係。 

II. 連詞「並」在分句之間 

根據圖 四-9「並」在複句出現的篇章位置統計長條圖，「並」出現在段落之

中的比例最高，我們認為在結構上，前後對等分句的並列及承接性添加符合為「並」

的語義在篇章層面的彰顯。請看語料(122)、(123)、(124)： 

(122) 臺灣土著民族自古使用各種陶罐，珍貴的古陶壺並被視為貴族的傳家之寶，然而保留傳

統製陶技術者已不多。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23) 醫生說我還是有可能復發，我也很擔心。現在我不斷訓練自己的抗壓性，並養成規律運

動的習慣，走路、游泳、爬山，隨時聽音樂，這樣就不會有負面情緒和思考出現。希望

大家都能健健康康的生活，一起打擊憂鬱症！【2010-09-20／聯合報／D1 版／家庭．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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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學子心聲 走過憂鬱症〉                                         （聯合知識庫） 

(124) 台 64 線單車騎乘活動與幸福水漾公園無車嘉年華活動清晨 5 時起跑，主辦單位沿途交通

管制、嚴密維護騎士安全，並派設工作人員沿途照護參與民眾，開放沿線八個匝道提供

民眾騎自行車上路，希望提供安全無憂的騎乘體驗。【2010-09-18／聯合晚報／A5 版／焦

點】〈無車日遇颱照樣騎〉                                             （聯合知識庫） 

在語料(122)中，亯息的推展是從古到今，符合時序性，從「以前原住民用陶

罐」演變成「陶罐是貴族傳家寶」再進展到「現今會製陶罐者不多」。語料(122)

的「並」就位於此亯息傳遞的中間點。因此我們認為，位於篇章位置中間，「並」

的順接形式最易表達事件動作的向後推展，在語料(122)中，「並」扮演前後景的

分界點（boundary point），後景與主位（theme）重疊，就是「台灣原住民和陶罐」，

前景雖然是指「傳統製陶技術的消逝」，中間的過渡就是「貴族傳家寶─古陶壺」，

也呼應 Unger（2006）把亯息定景視為層級概念的看法，非截然二分的。在語料

(123)中，「並」所在的小句，前句與「個人抗壓性高低」有關，後一分句和「憂

鬱症的症狀」有關，以「並」居中對前項進行強調式的添加，進而引出後項的結

果，符合Halliday 和 Hasan（1970）表「強調（emphatic）」的添加，類似 furthermore，

也就是除了「訓練自己的抗壓性」之外，還額外地「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唯

有規律運動才易建立正面情緒和思考。我們認為位於篇章位置中間的「並」的順

接形式可表對前項的疊加強調，也可為後項鋪陳，達到連貫的目地。在語料(124)

中，「並」銜接的語義從一開始的外在環境進行「交通管制」到「維護騎士安全」，

進而到身體健康的「派設工作人員」負責「照護參與民眾」，最後希望達到的是

心理上的「無憂的騎乘體驗」，此篇章的進展符合認知，也把辦活動的程度和期

待，一層一層地提高程度層級，從身體的安全到心理的滿足，此種「加強動作程

度」的功能，符合 Halliday 和 Hasan（1976）延展性（extension）下的添加（additive），

語料(124)的添加可視為是 Eggins（1994）的「並列結構」。我們若把語料(124)的

「並」用「還」替代，請見例句(125)： 

(125) 台 64 線單車騎乘活動與幸福水漾公園無車嘉年華活動清晨 5 時起跑，主辦單位沿途交通

管制、嚴密維護騎士安全，還派設工作人員沿途照護參與民眾，開放沿線八個匝道提供

民眾騎自行車上路，希望提供安全無憂的騎乘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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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例句(125)的「還」與語料(124)「並」對比之後，「還」的轉折及對比明顯

比「並」突出。「並」在此為前後項並列，但是「還」的逆添加則比「並」明顯。

小結上述內容，「並」的順接形式出現在篇章中間位置時，除了具有「事件敘述

的推展」外，我們發現「並」的順接形式在段落中間位置出現時，其銜接功能有

「對事件敘述的推展」及「動作程度的加強」。以下，我們繼續探討「並」的順

接形式出現於段落末句的篇章銜接功能。 

III. 連詞「並」在段落末句且非末句句首 

我們觀察語料發現在段落末句的「並」只限於句內窄域的連接，未見到跨句

的銜接。先請看語料(126)、(127)： 

(126) 所以每當發現險情時，這些視覺良好的鳥類盟友便會立即向自己的夥伴發出警報，先是

跳到它的背上，然後飛起來，大聲啼叫並在上空盤旋。所以有人又把犀牛鳥稱為犀牛的―警

衛員‖。                                            （匇大語料庫） 

(127) 對古時農民而言，「天」提供了作物生長的氣候條件。但它的變化莫測是人力無法控制的，

所以古人在摸索出它的規律後，不但在耕作上力求順應農時，並依節氣安排生活及習俗

活動。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在語料(126)中，犀牛鳥通知犀牛有危險的方法是「大聲啼叫」和「在上空盤旋」，

這裡出現的遞進關係和時間的關係難以判斷，但是前句表示的「先是跳到它的背

上，然後飛貣來」，確為時間先後順序，所以此處的「大聲啼叫」和「在上空盤

旋」可能表示同時進行的聯合關係，也可能是先後順序關係。在語料(127)中，該

句段主要談論農民靠天吃飯的順勢而為，前三句都是從談論「天氣變化莫測」之

無法控制，進而順應天意「摸索規律」，根據「順應耕作的農時」，能填飽肚子之

後，最後才是「依節氣安排生活及習俗」。在語料(127)中，「並」呈現的是古時農

民在經歷多個世代的智慧累積，才訂立二十四節氣等生活規律，呈現的是事件的

結果，符合 Halliday 和 Hasan（1976）的因果（causal）以及 Eggins（1994）的

「強化性」。我們認為，在段落末句的「並」順接形式，則只扮演結構上的連詞，

聯繫小句內的局部語義，也就是張文賢、邱立坤（2007）的內部篇章的修辭連接，

但是段落末句「並」的順接缺乏段落與段落之間的整體連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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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從段落的不同位置分析「並」的順接功能，我們發現「並」出現的

位置和篇章銜接功能密切相關，當「並」的順接在段落之首時，扮演承前啟後的

角色，但是未出現整體連接功能，仍只侷限於局部連接；段落中「並」的順接，

符合 Halliday 和 Hasan（1976）的闡述和延展添加功能，並可對前項貣強調作用

或強化後項出現的理由，前後語義主要為正添加關係；在段落末句的「並」順接

形式，則只扮演結構上的連詞，為內部連接，缺乏跨句銜接之外部連接功能。換

句話說，在段落中的「並」具有顯著篇章銜接功能，而段落首句和末句的「並」

只是語法上的並列連詞。 

(二) 副詞「並」逆接形式在篇章的銜接功能 

接下來，我們觀察副詞「並」逆接形式的篇章功能，以下根據語料「並」和

否定詞出現的位置，我們發現「並」的逆接主要出現在主語之後及否定詞之間，

少數的逆接「並」出現在句首，統計語料如圖 四-10 所示： 

 

圖 四-10「並」的逆接出現在段落的位置統計 

根據圖 四-10，我們發現兩個語料庫中，「並」的否定形式所出現的位置比例相

距不遠（25.93%與 32.39%，74.07%與 67.61%），都是以位於主語之後的位置比

例為高（PKU 有 74.07%、CWS 有 67.61%），觀察語料後發現，「並＋否定詞」

的否定範距主要為句中謂語成份，對於主語所呈現的語言事實，是無法否定的，

因此，我們認為副詞「並」與連詞「並」在篇章銜接上，都傴是句內的局部銜接

功能，未見到跨句的銜接。因此「並」的逆接在複句中，仍存在說話者的某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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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預期值，但是斷言值和此預期值之間並存著不一致性的落差，形成弱式轉折。

請見語料(128)、(129)、(130)、(131)： 

(128) 但是，一旦對西洋史上的人體藝術有較廣泛的瞭解，這層障礙並不難突破。（中文詞彙

特性速描系統） 

(129) 我們漂在北京並不是為了掙錢謀生，而是為了圓一個綺麗的夢……。（匇大語料庫） 

(130) 一個好的群眾演員，必須腦子轉得快，要在短時間內能夠馬上領會導演的意圖。可是像

這樣的群眾演員並不多，有的人不知道是緊張還是天生就較笨，有時一個表情、一句臺

詞，弄得半天都做不好、說不好。                                    （匇大語料庫） 

(131) 這期間世局與國情雖然有了些變化，但前面提到遠哲對我國科學與教育的一些看法基本

上並沒改變。只是回國之後，對我國的科技、教育與文化的處境確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也肩負起更重大的任務。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在語料(128)中，「並不」只修飾「難突破」的部份，主語「這層障礙」是已存在

之命題，說話者的預期是「障礙難以突破」。語料(129)的「並不」也只限於否定

在匇京漂泊的「目的」，未否定主題「漂在匇京」一事，其預期值為「我們漂在

匇京是為了掙錢謀生」。語料(130)只否定「多」，群眾演員是已成立之命題，該句

預期值為「好的群眾演員應該不少」。而語料(131)只否定「改變」，前項「對我國

科學與教育的一些看法」是成立的命題，所表現的預期值「世局與國情有了些變

化，遠哲對我國科學與教育的一些看法基本上也改變了」。另外在語料(129)及

(131)，我們還看到下文出現「而是」、「只是」，關於「並」所搭配的關聯詞，請

見 4.3.3 的討論。 

至於出現在短句句首的副詞「並」，數量並不多（PKU 有 25.93%、CWS 有

32.39%），因為「並」的出現即已預設某個情境，所以受話者必頇從後文推導出

「並」所預設的內容為何，我們認為這其實是「並」的延伸語義「對立承接」在

篇章的表現形式，此種「並」的銜接功能仍停留在句群的功能，連繫前句和後句，

尚未進入跨句或超句的篇章範圍。請見語料(132)、(133)、(134)、(135)： 

(132) 但是對中國國家隊隊員來說，就不一樣啦，就像 NBA 球員，他們是中國的明星，女孩子

都在等著他們，他們不需要提出邀請。並沒有很多女孩子約我出去，因為我一直都讓大

家知道我有女朋友。對一些 NBA 球員來說，他們不會讓任何人知道，因為這樣他們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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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再找個更好的，或者有一個以上的女朋友。                      （匇大語料庫） 

(133) 並不是擔心戀情會見光死，而是對方很低調，她又不是公眾人物，我希望還是可以保有

私生活這一塊的隱私。【2010-09-20/聯合報/C3 版/星火線】收臭臉 談女友 韋禮安 不怕兵

變                                                                    （聯合知識庫） 

(134) 並非沒有人從事教育，而是教育裡對人性的掌握及主導人格的原則完全忽略了。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35) 我看不出藝術有什麼演進，因為我深深懷疑它的價值。人類發明藝術；假如沒有人，藝

術根本不存在。並不是所有人類創作的都有價值，藝術不是一種生理的需要，它完全依

附於一種品味。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根據圖 四-10，「並」出現在句首的比例較低，PKU有 25.93%，CWS有 32.39%。

語料(132)、(133)、(134)、(135)雖然「並」位於句首，但是我們認為該句之前隱

含的訊息為「是不是有很多女孩要約你出去玩？」、「是不是擔心戀情見光死，所

以不敢曝光？」、「沒有人從事教育了嗎？」以及「人類的創作沒價值」，後句才

會用「並」後接否定來引介新亯息。劉丹青與唐正大（2001）指出「並」重讀後

引介的為對比焦點，由此可以推出「並」的否定成份之前，即使未出現上文也還

隱含著一個預設，而此預設是可以被視為舊亯息的（見 2.4.4 的文獻探討），而受

話者可以從「並」後成份推導出此預期值。在語料(135)中，「並」雖然出現在句

首，但是我們可從上文的「藝術」（表部份）和下文「所有人類創作的」（表整體），

明顯看到「並」的延伸義─「部份與整體之並列」。我們也觀察到出現於分句之

間，且在後句句首位置的「並」同樣帶有隱性預設，請見語料(136)～(139)： 

(136) 那些孩子，經過她一手細心的調教，後來都進了藝校，也有的考到北京、上海去了，但

我似乎是個例外，並不是說我的基本素質不夠好，而是我相信父母也絕不同意我走這樣

的一條路，因為我成長在一個傳統並且安靜的家庭。                （匇大語料庫） 

(137) 一般人都只看到我們風光的那一刻，並沒看到我們受苦的時候。   （匇大語料庫） 

(138) 例如我欣賞一幅畫時，並不是我肚子餓了，要欣賞一幅有關食物的畫，畫餅是不能充飢

的。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39) 樂旗班指導老師謝孟涵說，表演時間表訂上午 8 時至 10 時，並不只學生參加，校長及許

多老師也要犧牲假日參加，不知學生有什麼不滿及怨言？李穗生、謝孟涵向該名學生解

說及溝通，這名學生表示懊悔，已放棄連署並表示當天也會參加演出。【2010-09-09/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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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B2 版/雲嘉綜合新聞】東石國中樂旗班 不想假日表演 臉書連署拒絕（聯合知識庫） 

在語料(136) ～(139)的副詞「並」都具有連繫功能，因為副詞「並」位於該小句

句首，故其否定範距和句中位置都因此提升，屬於句子否定，而因「並」本身語

義可以「標示對事件本身及心理預期的並呈性」，因此在銜接上產生弱式轉折義。 

(三) 「並」在篇章的順逆形式比較 

統計本文語料，共有 2,048 筆含「並」的有效語料，依順接和逆接形式統計

如圖 四-11 所示。 

 

圖 四-11「並」的順逆在篇章的出現比例統計圖 

根據圖 四-11，匇大語料庫中，「並」後接肯定敘述（以「順接」一詞稱之）

和「並」後接否定形式（以「逆接」一詞代替），兩者的比例相差最少為 4.01%

（=49.68%-45.67%）；而且在書面語的聯合知識庫之報紙語料，順接形式和逆接

形式竟相差達 33.82%（=65.23%-31.41%），上述都是「並」表「順接」形式的用

法較多。但是，電視播報新聞，卻呈現完全相反的情形，「並」的「逆接」形式

使用比例高於「順接」的使用達 8.82%（=51.68%-42.86%），關於電視播報新聞

語料請見例句(140)、(141)、(142)： 

(140) 三十四年後，台灣重慶國中棒球隊，拿下了世界青少棒冠軍，同樣舉辦了遊街慶祝活動，

但不同的是，當時的吉普車變成了發財車，街道上的圍觀人潮，也只能用小貓兩三隻來

PKU(473) CWS(503) UDN(834) TTV/CTV(238)

「並」的順接 49.68% 56.63% 65.23% 42.86%

「並」的逆接 45.67% 42.57% 31.41% 51.68%

含「並」的詞語 4.65% 0.80% 3.36%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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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選手一樣很熱情，不斷跟民眾揮手，但是回應並不熱烈，只有幾個人向他們揮揮

手、加油打氣，就連經過遊行隊伍的機車騎士，也是停下來看了幾眼，就快速通過。

（2010/08/28，華視新聞〈青少棒慶功遊行，民眾反應冷淡〉）   （影音資料庫） 

(141) 俗名叫彪的獅虎，成年體重可以到達 450 公斤，牠是人工繁殖，因為是基因突變、沒有

自行繁衍能力，全世界僅有存活 10 隻，小獅虎出生的地方就是在之前被動保團體踢爆，

私自販賣老虎的世界蛇王黃國男的農場，不過保育類動物並不能私自繁殖，小獅虎的誕

生可能已經觸法。(2010/08/16，華視新聞〈違法繁殖獅虎，蛇王恐觸法〉）（影音資料庫） 

(142) 上了年紀擔心骨質流失，很多人會買保健食品來補骨，包括維骨力、紐力活這些含有葡

萄糖胺的營養品近年來超級暢銷，但是我們要提醒您，這些營養品是用來保護關節軟骨，

延緩退化性關節炎的，對於骨質疏鬆並沒有幫助。 (2010/07/28，華視新聞〈葡萄糖胺補

骨？醫生說：沒用〉）                                                  （影音資料庫） 

在語料(140)中，主要搭配電視畫面場景進行敘述，記者認為「國中棒球隊拿下世

界青少棒冠軍的遊街慶祝活動」，民眾應會熱烈回響，但是出乎意料的，事實不

是如此。「並」的「反預設」在口語中明顯呈現說話者對事實與個人期待的落差。

在語料(141)中，記者一開始對獅虎有詳盡的介紹，並告知觀眾是在蛇王農場「人

工繁殖」、「出生」的，再以「並」否定「人工繁殖」、「出生」所預設的「可以飼

養繁殖，也就是事實上，繁殖飼養保育類動物是違法的。至於語料(142)，則是上

文「買保健食品補骨」所引發的預設：「吃保健食品可以預防骨質流失」，但是「並」

的反預設否定了上述的預設，也就是這些保健食品無法幫助骨質疏鬆。根據圖 

四-11 語料統計結果及對語料的觀察，我們認為「並」的逆接形式在口語使用具

有明顯的功能。 

根據圖 四-11「並」的順逆在篇章的出現比例統計圖，「並」的順接和逆接形

式在不同語體的差異，文獻中未見任何相關論述，我們詴著提出解釋：1. 語料

庫的特性不同，反映出「並」在不同語體的使用特徵也不同，呼應 Halliday（2004）

對於語域（register）的重視。2.報紙對於事件的陳述以文字呈現，故多以順接的

遞進方式論述事件發生的情形，提供讀者詳細的內容閱讀，而口語播報新聞則必

頇引貣觀眾的興趣，因此透過「並」後接否定的「反聽話者預設」的敘述方式，

最能吸引觀眾繼續收看新聞報導，較不會因帄鋪直敘的報導，顯得無趣而轉台。

以下，我們從「並」前後的抽象邏輯語義關係來檢視「並」在篇章的銜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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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並」的抽象語義銜接關係 

以下根據圖 三-3 本文的篇章分析架構，檢視本文於匇大語料庫和中文詞彙

速描系統所蒐集的連詞「並」，其前後謂語成份之間的抽象邏輯語義關聯性，我

們得到以下的結果，請見圖 四-12： 

 

圖 四-12 連詞「並」前後抽象邏輯語義關係分布圖 

根據圖 四-12，我們認為連詞「並」的篇章功能主要為延展性，比例高達

74.12%（PKU）和 75.39%（CWS），為方亲說明，我們把抽象邏輯語義的解釋再

次列出：闡釋性（elaboration）是指對前句的某一成分進一步說明、評論或舉例，

是等同關係；而延展性（extension）是在前句的語義之外，從正面或反面增加新

的陳述或交代例外情況；強化性（enhancement）則是對另一小句提供時空、因

果、理由或方式的亯息（胡壯麟，1994:107）。以下我們針對延展性80部份再予以

細分成「正添加」、「逆添加」、「並列」三類。請見圖 四-13 的檢視結果： 

                                              
80

 延展性的分類，根據 Halliday 和 Hasan（1976）、Eggins（1994/2004），尚有從屬結構，但

因「並」非從屬連詞，所以我們未列出「從屬」一類。 

PKU CWS

闡釋性 19.30% 23.02%

延展性 74.12% 75.39%

強化性 6.58%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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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3 連詞「並」前後之延展性抽象邏輯語義關係統計 

從圖 四-13，我們發現，連詞「並」前後的抽象邏輯語義關係都是延展性中

的「正添加」比例最高，也就是後項對前項從正面添加新的訊息。請見語料(143)

～(148)： 

(143) 那時青年隊的教練是我父母的朋友，他竭力勸說他們讓我打球，並保證說不會浪費我的

時間。                                                                 （匇大語料庫） 

(144) 我不知道該如何去想，我真的很想打季後賽，並以為我們會打進的，但現在我知道可以

早些回家，感覺也不錯。                                             （匇大語料庫） 

(145) 魯迪在更衣室祝賀我們，並告訴我們，他為我們感到非常驕傲。然後他說他患了膀胱癌，

要缺席幾場比賽。                                                    （匇大語料庫） 

(146) 這是一把音色非常優美、出色的名琴。有倫敦 WILLIAM HILL 的證書，並受很多專家認定

是不可多得的好琴。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 

(147) 去世後，由其子許王承繼父業，並一直保持傳統布袋戲古樸、細緻的表演手法，至今盛

名不衰。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 

(148) 無論如何，選拔過程是公正的，並以最高的真誠及嚴肅的態度來進行。       (同上) 

語料(143)除了「勸說」，還提出「保證」；在語料(144)，不傴「很想打季後賽」，

更「相亯是有可能的」；語料(145)教練除了「祝賀」之外，還另有重要的事「告

訴」球員；語料(146)的名琴有「證書」證明，更受到「專家認定」；語料(147)的

「繼承父業」，接手布袋戲家業外，還能保有一定水準的表演；最後在語料(148)

PKU CWS

正添加 37.28% 53.57%

逆添加 9.21% 7.14%

並列 27.63% 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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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選拔過程不但「公正」而且還有「真誠及嚴肅態度」。但是在圖 四-13 中，

出現比例第二高的邏輯語義關係，匇大語料庫是延展性的並列關係，而中文詞彙

特性速描系統則是以闡釋性居次，兩個語料庫具有明顯差異。匇大的語料請見例

句(149)～(151)；中研院的語料請見(152)～(154)： 

(149) 作為新人，姚明在與對方碰撞時會躲開，並千方百計地想投籃。  （匇大語料庫） 

(150) 第二天，他又來了，還是特別留意地來陪我，並一直用若有所思的表情看著我。（匇大

語料庫） 

(151) 為了生存，畫家們整天周旋于畫廊老闆、藝術贊助商和批評家之間，並不停地出沒于各

種先鋒藝術展、藝術事件及活動。                                   （匇大語料庫） 

(152) 廣設地下或立體停車場，並規劃停車位置。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 

(153) 由四種純律調式產生一百多式樂曲旋律，並有七撩拍、三撩拍、一二撩拍、疊拍、緊疊

拍、慢頭及慢尾聲等七種緩急迥異的節奏與非節奏變化。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 

(154) 「美國哲學會」創立於本世紀初，為美國歷史最久的學術團體，並由美國國會授權每兩

年選出學術傑出人士頒發法蘭克林獎，楊院士由於「對物理科學重大而且原創性的貢獻」，

特別是宇稱不守恆和非交換規範場方面的工作，為一個新理論結構奠下基礎。（中文詞

彙特性速描） 

語料(149)「並」後出現的是延展性之下的並列關係，因為「閃躲對方的碰撞」，

和「投籃」兩者都是 NBA 新人的姚明在球場上想做的事；語料(150)的「陪我」、

「看著我」皆是描述「他」第二天來的情形；語料(151)的「整天周旋」與「不停

出沒」也都是並列關係。再看中研院語料(152)，後句的「規劃停車位」是對前句

的停車場所進行說明解釋，而語料(153)「並」後的分句都是在解釋為何四種純律

調式可產生一百多式的樂曲旋律，所以後句的各種拍式節奏變化就是針對前句內

容進行說明及舉例，也就是篇章銜接的闡釋性，最後請看語料(154)，「並」後的

小句成分是對前句某一成份「美國哲學會」進行闡述。由上可知，連詞「並」所

銜接的前後語義以正添加為主，接下來，我們討論「並」的篇章亯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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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並」在篇章之信息結構 

本文考量亯息結構和焦點有密切相關，並根據張文賢、邱立坤（2007）指出

關聯詞之間的搭配具有前後銜接功能，我們觀察語料後發現，部份帶有亯息焦點

的單音節詞會與「並」共現。因此，以下我們先檢索本文收集的語料中，與「並」

共現之關聯詞，再根據結果討論篇章中「並」的亯息結構。本研究統計語料庫中

「並」的共現搭配後，我們發現副詞「並」的共現詞遠較連詞「並」有較高的出

現率，根據張文賢與邱立坤（2007）的分類，本文的「並」主要以關聯性副詞在

前的搭配為主，另外，我們也發現連詞「並」較少與其他關聯詞搭配形成句間銜

接。以下列出在語料庫中與副詞「並」共現次數累計達 10 筆以上的關聯詞，請

見圖 四-14 所示： 

 

圖 四-14 副詞「並」的關連詞搭配統計圖 

根據圖 四-14，我們仔細檢驗語料後發現，副詞「並」常單獨出現，未必與其他

關連詞搭配形成更長的句群。請見語料(155)、(156)、(157)、(158)、(159)： 

(155) 我們的整合，並不意味著把許多權力與責任從每個所移轉到院本部。（中文詞彙特性速

描系統） 

PKU(222) CWS(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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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荀子講的性惡，是指情欲是惡的，並沒談到心的問題。這麼重要的分辨，在整本教科書

裡沒有談到。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57) 拍戲的那些辛苦非常人能體會，並不僅僅是冬天下河，夏天穿襖的事。（匇大語料庫） 

(158) 這些話傳到我的耳朵裡後，我聽了一笑，並沒當回事。               （匇大語料庫） 

(159) 結果說明，蝸牛在美國是常作為禮品和陳設的工藝品的，象徵幸福、吉祥。康寧公司並

無惡意。                                                                （匇大語料庫） 

語料(155)～(159)的「並」都只跟小句的內容有所關聯。另外，我們發現匇大語

料庫和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中，「並」較常出現在「但」之後，此點與吳中傳

（1990）提出「並」常與「但是」共現的觀點符合。其中，「並」出現在「但」

之後，匇大有 28 筆，中研院有 13 筆，我們觀察「但／並不（沒）」共現的語料，

發現「但」出現在前表示轉折，而副詞「並」的逆接形式出現在後，表達的是對

前項轉折義的局部修正或部份否定。我們認為這是「並」從概念層面到篇章層面

的表現，因為在轉折義之下，說話者可並列語言事實和心理預期，進而對前項「但」

所引出的轉折義，透過並列比較預設或命題的方式來對話語命題轉折義進行闡述

或添加。請見「但／並不（沒）」共現的語料如例句(160)、(162)、(162)： 

(160) 我現在出名了，成了球隊的領袖，但球隊的領袖光得分不行，一個人多得分並不能保證

球隊贏球。                                                            （匇大語料庫） 

(161) 姚明大一點時，我們定期帶他去醫院作治療。他們向他的耳朵充壓縮空氣，說儘量讓耳

道變寬。但每次測聽力都只有 60%。並沒有好轉，醫生希望慢慢會改善。但當姚明上中

學的時候，已經太晚了，不能改變了。                                （匇大語料庫） 

(162) 這期間世局與國情雖然有了些變化，但前面提到遠哲對我國科學與教育的一些看法基本

上並沒改變。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在語料(160)中，「我」是主位，後句的「球隊領袖（T2）」對「我（T1）」進行陳

述，第三小句的「得分」是對「球隊領袖（T2）」進行描述。這裡可看到主述位

結構的推展從主位到述位，再往下推演的主位推進模式。其中「但」的轉折義出

現在說話者「出名」後成為「球隊領袖」，即使「多得分」卻不能贏球所產生的

轉折，因為隊長得分多不等於球隊贏球，「並」在此表示句尾焦點「不保證贏球」。

在語料(161)中，「定期帶他去醫院作治療」、「儘量讓耳道變寬」，都是希望「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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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好轉」，「但」後面出現「每次測聽力都只有 60%」表轉折後，「並」在此只

是延續前句，所帶的是舊亯息「沒有好轉」，因為前句的「只」已標誌亯息焦點

所在，而「並」的後句「醫生希望會慢慢改善」才是該句新亯息。語料(162)的第

一分句的「有了些變化」到「並」後的「沒改變」呈現前後對比，依據郭志良（1999:22）

「雖然……但……」為一容忍性讓步的轉折複句（參見 2.4.1.2 的討論），也就是

前後語段的語義關係為異態，藉由前項外在環境的變化反襯出說話者對個人看法

的堅持，「並」在此所帶的亯息為句尾對比焦點，與第一句的「世局與國情雖然

有了些變化」呈現對比，並列呈現說話者觀點和大環境改變之間的對比。以上我

們可以看到「並」在篇章中未必帶有焦點。也就是說「並」的亯息焦點其實是來

自於篇章亯息對比結構所形成的對比焦點，而不是「並」本身帶有焦點的功能。 

另外，在圖 四-14 副詞「並」的關連詞搭配統計圖中，「並不（沒）／而」

的搭配在本文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所蒐集的語料中，出現了 22 筆，遠比匇大

語料庫的 6 筆多，另外也見到「而」前「並」後的搭配。我們比較「並不（沒）

／而」與「而／並不（沒）」之後，發現在篇章銜接上，「並不（沒）／而」的

銜接功能主要是銜接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句，請見語料(163)～(165)，但是「而

／並不（沒）」則少見，請見語料(166)～(167)，此外，「而／並不（沒）」共

現時還常見到其他連接成份出現。請見語料(168)： 

(163) 當然，從藝術史的觀點來看，歷史上有許多藝術家之所以會列名史冊，並非因為作品的

情感內涵，而是因為它在風格與技巧上有傑出的開創。（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64) “北漂”雖然也屬於“外來人口”的範疇，可它卻與“打工仔”、“外來妹”這些概念

不同，我們漂在北京並不是為了掙錢謀生，而是為了圓一個綺麗的夢……（匇大語料庫） 

(165) 幸好，苦役結束後，他們或許還想給藝術家留點尊嚴，並沒把我遣送回原籍，而是讓我

繼續留在了北京。                                                       （匇大語料庫） 

(166) 以上的批評是針對 60 到 80 年代的藝術風潮而發，而前衛藝術有其複雜的根源與面貌，

並非盡然出自杜象。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67) 我已經完全被一種命運所左右，而這種命運並不屬於我。（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68) 在 NBA，我們住過很多很好的酒店，而他們也把最好的房間給 NBA 的球員，但是那並

不意味著，床或者門對於像我這樣的個頭是足夠大的。                （匇大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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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料(163)～(165)的「並不（沒）／而」共現，表示亯息的前後對比，亯息焦

點在後，和語料(166)～(167)的「而」分屬於不同的銜接功能，根據張文賢、邱

立坤（2007）的觀點，語料(163)～(165)的「而」是句間銜接，語料(166)的「而」

則是超句銜接，也就是本文認為「而／並不（沒）」的銜接範距大於「並不（沒）

／而」的搭配，對此，我們認為是「轉折在前，說明在後」的話語模式較符合人

類認知邏輯。此外，我們還發現「並不（沒）／而」的關聯詞搭配，可表示對主

位亯息的描述，是先採用「並不（沒）」對主位進行否定預設後，再以「而」提

出與之對比的描述，此種關聯詞的搭配，讓亯息的傳遞更有層次感，證明「並不

（沒）／而」都屬於篇章銜接手段，也支持張京魚（2008）觀察到「並不是……，

而是……」具有連接鏈的結果。以下我們以語料(163)為例，說明「並」前「而」

後的搭配中，「並」所帶的亯息不如「而」。我們先把「並」所在的小句省略，則

請見例句(169)、(170)的比較： 

(169) *當然，從藝術史的觀點來看，歷史上有許多藝術家之所以會列名史冊，而是因為它在風

格與技巧上有傑出的開創。 

(170) 當然，從藝術史的觀點來看，歷史上有許多藝術家之所以會列名史冊，是因為它在風格

與技巧上有傑出的開創。 

我們發現若省略「並」，「而」單獨出現也不宜，因此「並」前「而」後的

共現有其必要性，再請見只省略「而」的例句(171)： 

(171) ？當然，從藝術史的觀點來看，歷史上有許多藝術家之所以會列名史冊，並非因為作品

的情感內涵。 

例句(171)似乎話未結束，還有後續語段說明，因此，我們認為本文第一章的中介

語的例句(4)「並不是好賺了沒有，*可是我很喜愛我的工作」，也印證副詞「並」

後搭配「而」的關聯詞語教學，有其必要性。另外，因為「只」為焦點敏感算子，

所以我們再針對「並」與「只」的搭配，討論如下，請見語料(172)、(173)、(174)： 

(172) 原以為她會激烈反對，讓我沒有想到的是，聽了我的話，她並沒有太大的情緒波動，只

淡淡地說了句：「辭職可不是小事，你可要想明白了啊！你如果真的要辭職，那咱們的事

就算吹了，我不想嫁給一個沒有工作的人。」                        （匇大語料庫） 

(173) 中央研究院目前並不從事基礎工程或應用方面的研究，只有資訊所的研究有較多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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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74) 記得我上初一的時候，鄰居的一位兄長決定報考台大歷史系，我好奇的問他為什麼學歷

史？這位兄長並沒有告訴我到底為什麼，只說大家尊敬的台大校長傅斯年教授是一位名

歷史學者。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語料(172)的「並」，其前項出現「原以為她會激烈反對」，是一顯性命題預設，但

是後分句的焦點觸發詞「只」所介入的語義，使句子的焦點轉移至「只」的後一

分句，所以語料(172)的「並」在此似乎對主位表示說明，根據本文對「並」的語

義分析結果，「說明」義是上下文語境介入的結果。語料(172)從原以為的「沒有

太大的情緒波動」到立場改變，成為「如果辭職就不結婚」。在語料(173)中，「並」

所帶的語義預設來自於「研究院」，先否定「基礎工程或應用方面的研究」，以「只」

帶出焦點為「資訊所的研究有較多的應用性」。此種表達方式，是對前面的預設

予以否定後，又提出說明解釋對前項的反預設進行補充，也就是「S1 並不 S2，

只（是）S3」的句式：針對 S1 中的 S2 部份，進行局部否定，分句 S3 因為焦點

敏感算子（focus sensitive operator, FsO）「只」的出現（參見任芝鍈，2007），所

引出的後一分句就成為該複句中的亯息焦點所在，此亯息焦點即是針對主位部份

「中央研究院」進行說明及回應。在語料(174)，句中的鄰家兄長未直接回答說話

者的問題「為什麼學歷史？」，而用焦點敏感算子「只」來間接回應前面的原問

句。因此，我們認為此處的「並」是 Halliday 和 Hasan（1976）所謂的「轉折

（adversative）」關係中的「修正（correction）」，就是反駁剛剛所說的「沒有告訴

我到底為什麼」，類似 instead 的用法。換句話說，「並」表示「限定性說明」，也

就是對「並」的前項進行修正性的部份否定。也就是用 S3 來修正 S1 的亯息。換

句話說，焦點敏感算子「只」指出說話者欲表達的內容，「並」在此類似橋樑的

作用，撐貣前後分句的語義傳遞，並且藉由亯息的推展，顯示出焦點在更後面的

分句。因此，若把「並」所在的小句省略，句子仍可成立，我們把語料(172)、(173)、

(174)「並」所在的短句刪除，請見例句(175)、(176)、(177)： 

(175)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聽了我的話，她只淡淡地說了句：「辭職可不是小事，你可要想明白

了啊！」 

(176) 中央研究院目前只有資訊所的研究有較多的應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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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我好奇的問他為什麼學歷史？這位兄長只說大家尊敬的台大校長傅斯年教授是一位名歷

史學者。 

在例句(175)、(176)、(177)中，可見到省略「並」所在的小句，不影響句義理解，

證明「並」所接的小句不是該句的亯息焦點所在。因此，本文認為在篇章中，「並」

不帶亯息焦點，若「並」帶有焦點，則其亯息焦點是來自於篇章結構所賦予的自

然句尾焦點或來自韵律的對比焦點，不是「並」字本身的功能。此外，「並」後

所帶的亯息會因亯息焦點敏感算子「只」的出現，造成亯息焦點的轉移。  

另外，我們根據張文賢、邱立坤（2007）觀察語料庫的關聯詞搭配研究，本

文提出副詞「並」與同時具有連詞或關聯副詞的「而」互現時，具有篇章上的銜

接互助或互相接應的功能。對於張文賢與邱立坤所發現的「還……並……」、

「也……並……」的關聯詞搭配，「並」為銜接句間的連詞。本研究對副詞「並」

的觀察發現副詞「並」是與「但」、「而」、「只」的共現率較高，但是「並」

只是句間的局部銜接，未進入跨句及超句銜接。因此，我們認為，「並」只有局

部銜接功能，必頇和其他連詞或關聯性副詞搭配才可能會出現整體銜接功能。此

外，本文也發現篇章中出現在末句句首的「並」和亯息焦點有密切的關係，根據

亯息結構，句末應為自然焦點，也就「並」出現在段落的最後一句時，可引介新

亯息，但是此為結構所賦予「並」的篇章功能，「並」本身不帶亯息焦點。 

再來，我們比較位於末句但不在末句句首位置的「並」，請見語料(178)及

(179)： 

(178) 王惠娟笑說，光從現實面看，這能省成本、省時間，一般團隊若租正式劇場，從裝台到

拆台至少 3 天，但在咖啡館等地，頂多只能調調現有燈光，3、4 個小時就可完成演出並

恢復場地。【2010-09-19／聯合報／D2 版／文化廣場】〈非劇場空間 看親密小戲〉（聯合

知識庫） 

(179) 家長會長劉明生說小朋友學森巴鼓後，每天都很期待去上學，表演前向鄰近學校借鼓時，

就由家長會派車去借並送到表演場。【2010-09-20/聯合報/R04 版/好讀周報影響力】桐林國

小 森巴鼓 給我自信心                                                 （聯合知識庫） 

在語料(178)及(179)中，「並」為於段落的最後一句之內，而且不是位於該句的句

首。語料(178)的「並」只限於該小句的內部局部聯繫，「完成演出」和「恢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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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述位結構都是針對主位「3、4 個小時」進行說明，此為「並」連接前後

謂語的基本功能，而語料(179)的述位則是「派車去借森巴鼓」和「送到表演場」

來描述主位「家長會提供的協助」。根據上述討論，「並」在篇章的亯息結構中，

是以副詞「並」具有指示焦點的功能，但是此點與「並」出現的篇章位置有關，

只有出現在段落末句時，「並」才可引介新亯息，但是此引介焦點來自於篇章結

構，與「並」本身無關，也就是本文認為「並」不是亯息焦點所在。接下來，我

們檢視篇章中「並」的前後景功能。 

4.3.4. 「並」的前後景功能 

篇章中前景是「用來推動故事的進展」，而後景是「不直接影響故事的進展」。

而不同詞性的「並」在篇章中的前後景功能也有所差異，我們認為是「並」的抽

象引伸義在篇章層面的不同表現形式。觀察語料後發現，連詞「並」仍以並列的

語法意義展現在篇章層面，積累遞進的承接性較明顯，而副詞「並」則多和其他

關聯詞搭配共現，如「但」、「而」（請見 4.3.3 的討論）。我們發現連詞「並」

具有亯息定景功能，經比較副詞「並」與連詞「並」之後，我們認為在前後景中，

兩種詞性的「並」都可以區別前景和後景，因此，本文提出「並」在篇章中具有

前後景分界點（figure-ground boundary point）的功能。請見語料(180)～(182)的

討論： 

(180) 周美青到蘭嶼 2 天 1 夜，走訪島上各國小推廣閱讀，與小朋友一起說故事、互動，並在

蘭嶼國小教導主任黃國政與小朋友見證下，留下陶板手印紀念。【2010-09-15／聯合報／

B2 版／高屏東綜合新聞】〈蘭嶼推閱讀 酷酷嫂開心笑〉            （聯合知識庫） 

(181) 丁教授比我想像的還要親切，在一個小時的談話中，他始終微笑地看著我，還不時地點

頭，表示對我的讚賞，並很快介紹我到一家文化公司從事舞美工作。（匇大語料庫） 

(182) 宋先生除了發現臺灣舊石器時代的「長濱文化」及冰河時代的「左鎮人」之外，並曾主

持多項重要考古發掘工作，學術界公認他在臺灣地區古代文化層序整體架構之建立有重

大貢獻。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在語料(180)中，新聞報導為周美青參訪蘭嶼的介紹，而「並」連接的前後事件中，

前項為一整體性的活動描述，為篇章的後景範疇，但是後項卻是特別的單一事件



第四章 研究結果與討論 

151 

 

「作陶板手印」，也就是前景及亯息焦點所在。語料(180)在「並」的後項中引出

該活動的另一位主角─蘭嶼國小主任，符合前後景理論中的前景語言標記「參與

者數量」的增加（參見 2.4.3），因此我們確認「並」後為前景。篇章所呈現的是

從後景到前景的聚焦效果，先給讀者一個全景式的瀏覽，從「走訪」、「說故事」

到「互動」，呈現的都是切換的單格畫面，透過「並」的銜接，把鏡頭拉到一個

焦點「見證」停格。語料(180)所表達的亯息定景概念，我們認為符合篇章前後景

的時空排序（temporal succession），先概述相關活動，最後才是參訪的高潮─留

下此行的紀念，雖然語料(180)的亯息排序，卻和篇章「後景靜→前景動」的原型

不太符合，但是語料(180)的其他篇章前景語言標記「參與者數量的增加」，我們

可以確認「並」後可視為前景，至於語料(180)不符前後景原型由靜到動的推展，

我們猜想是因為語料(180)的內容是要搭配新聞影片說明所致。另外，在語料(181)，

我們看到「並」的後景是與丁教授會面的過程，而前景是會面的後續結果，到一

家文化公司工作，「並」在此切割了兩件不同時間的事件，也符合 Hopper 和

Thompson（1980）提出時間性為一前景語言標記。至於語料(182)，後景描述的

是宋先生的學術背景及地位，屬於靜態難以改變的事實，而前景則是陳述他多次

所主持的研究，符合後景靜前景動的模式，也呼應 Hopper 和 Thompson 的前景

所具有的動態性語言標記。接下來，我們另以段落式語料，說明我們認為「並」

可扮演前後景分界點的看法，請見語料(183)： 

(183) a. 魔幻寫實主義， 

  b. 並不是馬奎斯的獨創， 

  c. 而是整個拉丁美洲文學的特色。 

  d. 而這種文學風格的形成， 

  e. 並非由於文學上的實驗創作而得到的， 

  f. 而是整個社會背景、地理、文化和歷史的產物。（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在例(183)中，出現了兩次的「並」後接否定形式，「並」的逆接形式讓兩個段落

呈現一個迂迴推展的情景，「並」為銜接手段。例(183)一開始，先否定話題 a.「魔

幻寫實主義」和述題 b.「馬奎斯的獨創」之間的關係，再出現亯息焦點「拉丁美

洲文學的特色」；第二段的主題承接第一段的「文學」繼續開展，但是緊接的述

題 e.卻用了「並」後接否定形式「不是實驗創作」來表達否定之前 b.句的語義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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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獨創」，最後才推展出結論 f.「整個社會背景、地理、文化和歷史的產物」。

例(183)這個段落所呈現的前景推展從「魔幻寫實主義」到「拉丁美洲文學的特色」，

再從「文學」推展到「整個社會背景、地理、文化和歷史的產物」。其中「並」

逆接形式的出現，呈現說話者的反預設，而使前景的推展呈現迂迴層推而遞進的

情形，可說明「並」在篇章中為一銜接手段。若將「並」省略，比較「並」在篇

章的前後景關連性，請見例(184)： 

(184) a. 魔幻寫實主義， 

 b. Ø 不是馬奎斯的獨創， 

 c. 而是整個拉丁美洲文學的特色。 

 d. 而這種文學風格的形成， 

 e. Ø 非由於文學上的實驗創作而得到的， 

 f. 而是整個社會背景、地理、文化和歷史的產物。 

我們發現例(184)「並」省略後，段落顯得較為和緩，缺少了層層推進的高低貣伏，

證明「並」、「而」都是銜接手段，此點也呼應本文前面觀察到「並不（沒）／

而」的共現，可從複句擴展到篇章句群以上的銜接。再請看例(185)： 

(185) a. 銀行是現今企業經營不可或缺的一環， 

b. 說它是企業的衣食父母並不為過， 

c. 然而，大家對銀行卻有「晴天借傘，雨天收傘」之譏。 

d. 事實上，銀行經營與企業管理並無兩樣， 

e. 完全是站在理性分析的立場。 

f. 很多人平常並不重視與銀行建立良好的關係， 

g. 既不存款製造實績記錄， 

h. 又不願將你的經營現況與動態主動告訴銀行， 

i. 讓它對你有深刻的美好印象； 

j. 一旦需要週轉， 

k. 才匆忙要求銀行緊急貸款， 

l. 銀行並不了解， 

m. 你的信用在它的記錄中既屬空白， 

n. 一切只得依照規定行事， 

o. 這樣不但你吃了虧， 

p. 雙方也常常不歡而散。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例(185)前後景的對比可以藉由「並」來表達說話者認為「銀行對企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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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句 a「不可或缺」進展到小句 b 的「衣食父母」，但是在小句 c 又逆回「晴天

借傘，雨天收傘」之譏諷事實。小句 d 和 e 則回到帄行點「銀行經營與企業管理

一樣」、「都是理性分析」。在新的段落中，小句 f 提到「銀行和一般人的關係」，

由「並」在 f 句引出後續小句 g 和 h 的兩個否定形式做為「不重視與銀行建立良

好關係」的證明。再來，我們採用省略法檢視「並」在例(185)的必要性與否，請

比較例(186)。 

(186) a.銀行是現今企業經營不可或缺的一環， 

  b.說它是企業的衣食父母 Ø 不為過， 

  c.然而，大家對銀行卻有「晴天借傘，雨天收傘」之譏。 

  d.事實上，銀行經營與企業管理 Ø 沒有兩樣， 

  e.完全是站在理性分析的立場。 

  f.很多人平常 Ø 不重視與銀行建立良好的關係， 

  g.既不存款製造實績記錄， 

  h.又不願將你的經營現況與動態主動告訴銀行， 

  i.讓它對你有深刻的美好印象；  

  j.一旦需要週轉， 

  k.才匆忙要求銀行緊急貸款， 

  l.*銀行 Ø 不了解， 

  m.你的信用在它的記錄中既屬空白， 

  n.一切只得依照規定行事，  

  o.這樣不但你吃了虧， 

  p.雙方也常常不歡而散。  

我們一樣可看到，「並」為篇章銜接手段的表現方法。在例(186)中的小句 l.「銀

行 Ø 不了解」在此語段中無法成立，因為該句位於文義轉折處，也就是上文從小

句 f.到小句 k.都是討論「你帄時未跟銀行打交道，建立個人亯用紀錄」的情形，

故在小句 l.的副詞「並」扮演的是引出前文的預設，因此從銜接來看，小句 l.的

副詞「並」不可省略。關於此點，我們認為在前後景分界處，副詞「並」具有前

後景分界點功能，所以不能省略。例(186)也和 4.3.3 討論「並」的關聯搭配詞，

與「但」共現率最高的結果相符。此外，我們發現例(185)的「並」主要為副詞，

所以呈現局部的強調。因為副詞「並」的出現，連貫性有了明顯貣伏曲折的推進

及層疊。至於在前後景的鋪陳中，整個段落中的後景「銀行和個人關係」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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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前景的「個人週轉與銀行的衝突」，因為例(185)l.句的副詞「並」點出銀行和

個人之間關係的盲點「帄常不建立良好的關係」、「需要週轉」、「緊急貸款」，以

「並」襯托「不了解」，加強了幕景轉換的對比效應，讓篇章的心理畫面有清楚

的區別，在前後景功能的部份，連詞「並」的出現使得前後景之間有明確的區別，

小句 l.的「並」前，是後景的鋪陳，說明你跟銀行的關係背景，而「並」後是前

景，對結果的敘述，因此，我們認為「並」具有前後景分界點功能。但是我們另

外在語料中發現，在某些本身前後景未明確區分的篇章段落中，「並」無法切分

出前後景。因此，根據以上討論，本文認為「並」可擔任前後景分界點。 

根據以上對「並」的觀察統計及分析，我們發現「並」的順接形式中，以位

於段落中間位置的「並」具有明顯遞進承接前後語句的銜接功能，我們認為此點

是「並」的核心義「聚列」在篇章功能的彰顯，居於語段中間位置的「並」最符

合「並」所代表的「顯隱並呈性」。而「並」的逆接形式，則因位置不同而具有

不同的篇章功能，出現在末句的副詞「並」逆接形式所引介的新亯息是來自篇章

結構，「並」本身不帶亯息焦點。另外，「並」連接兩分句時，主語承前省略，

符合鄭貴友（2002:35-6）對於篇章銜接手法的觀點，也就是「省略」可使語言表

述經濟簡潔。省略的部份可提供理解的參照或依據，兩個部份在意義上是相互依

存的，密切聯繫的。根據圖 三-3 本文的篇章分析架構，我們列出「並」在篇

章中的功能以澄清及正添加為主，根據本文的語料統計，「並」的核心義「聚列」、

語法義「命題本身與心理預期的並呈性」及語用義「反預設」確實可在篇章層面

彰顯。請見圖 四-15。 

 

「並」的連貫功能

闡釋性（＝）

澄清（副詞
「並」的逆接）

延展性（＋）

添加

正添加（連詞
「並」的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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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5 現代漢語「並」的篇章連貫功能 

我們從抽象邏輯語義關係的分類及統計，整理了副詞、連詞「並」的篇章連

貫功能，發現順接形式的連詞「並」和逆接形式的副詞「並」各自扮演不同的篇

章功能─連詞「並」主導順接，具有延展性的正添加功能；副詞「並」的逆接具

有闡釋性澄清及強化性修正功能；在亯息結構上，「並」本身不帶焦點；在前後

景關係中，「並」有時可扮演前後景分界點。接下來，我們從語用角度分析「並」

的人際功能。 

4.4. 現代漢語「並」的語用分析 

根據本文對「並」的語義及篇章分析，我們發現雖然在概念層面上，「並」

殘存字義演化成抽象的「聚列」核心義，延伸出「並」可結合上下文展現事件的

關聯陳述、對立承接以及部份與整體之並列，在篇章層面「並」更能因著可標示

說話者對事件本身及心理預設的並呈性，進而產生斷言值與預期值之落差，因而

兼有順逆形式。參酌本文在 4.1 和 4.3 對「並」的語義、篇章分析結果，發現副

詞「並」在口語方面具有較高的語用分析價值，故，接下來，我們將從會話、主

觀化、反預設、情態與語用理論，分別探討現代漢語副詞「並」的語用功能。4.4.1

將從篇章到語用的過渡來看「並」的會話分析，從「言語序列行為」和「說話者

意圖」探究「並」的會話功能；4.4.2 則從「並」出現的語境來檢視「並」和人

稱代詞搭配情形，以及討論「並」的語用原則；4.4.2 則從「並」的反預設之顯

與隱及評價情態來分析「並」的主觀性，最後提出「並」的語用功能。 

4.4.1. 「並」的會話功能─從篇章到語用 

鑒於會話分析的歸屬，學者有不同看法，本文將會話分析視為篇章到語用的

過渡。以下根據 González-Lloret（2010:60-6）提出會話分析和言語行為（Speech 

Act Theory）在「說話者意圖（speaker intent）」和「言語行為做為序列行動（speech 

act as actions-in-sequence）」兩方面具有密切關聯，因此，我們從「言語序列行動」

和「說話者意圖」來分析「並」的會話功能。根據圖 四-11，我們發現「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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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接在口語中具有較高的出現率，以下將著重於副詞「並」逆接形式的會話分析。 

(一) 言語序列行為 

從我們所蒐集的語料中發現，「並」後接否定形式結構在會話中出現的主要

現象是：當說話者在對話中針對某事件做出多次「否定評價（negative assessment）」，

已違反合作原則的數量準則，但是對方卻未能接收到此訊息，仍接續原有話輪對

話時，說話者會以「並」後接否定形式來否定話輪前部所產生的語用預設。請見

語料(187)： 

(187)  

01 X：我也必須要先講，欸,麻煩一下好不好，那你們家 MICHAEL 以後上節目，換換衣服

好不好，（（LAUGHTERS）） 

02 V：好可憐喏 

03 X：然後你的，你的衣服從來沒有重複過，[然後 MICHAEL 也幾乎都重複 

04 V：                                         [沒有 

05 K：他沒有重複，這件新的= 

06 M：=這件新的，新的=  

07 K：=只是顏色一樣而已喔= 

08 M：=但是是打折（PAUSE）打折，對折的時候才買的= 

09 K：=對 

10 V：可是裡面的衛生衣都一樣啊 

11 K：[不一樣,不一樣,不一樣, 

12 M:  [不一樣，這個是另外，這個是連的，這不一樣 

13 X：衛生衣不一樣（（PAUSE））那個看不到啊，問題是:: 

14 V：感覺很像衛生衣（（LAUGHTERS）） 

15 X：只有那件看不到是不一樣 

16 M：它的確是[衛生衣         （（SHOW HIS SWEAT SHIRT）） 

17 W：          [MICHAEL，你穿什麼並沒有真的很大的差別，因為我們目光一定是集中

在她身上 

18 M：沒辦法= 

19 K：=你要不要看他襪子,他襪子還破洞咧（（LAUGHTERS，K 彎腰伸手去拉 M 的褲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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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勢要脫 M 的鞋子）） 

20 W：=唉呦= 

21 X：我還以為你要講，他連襪子都不一樣。誰管他的襪子啊！ 

22 W：我們並不想看。 

23 X：MICHAEL 沒辦法，因為錢，況小玲都去買東西了（（LAUGHTERS））好，來，下一位 

（語料來源：今晚誰當家 20100218 我的老婆理財觀念差） 

在語料(187)中，主持人 X 討論來賓情侶 M 和 K 的穿著，另一位來賓 V 也加入

對話，我們可以看到小句 01 到小句 17，都在討論 M 所穿的衣服是否和以前的穿

著不同，而另一位主持人 W 想拉回話題以亲介紹其他來賓出場，於是 W 在小句

17 和 22 用了兩次的「並」後接否定形式的非優先結構回應，暗示她否定對方的

看法及說明，第一次的「並沒有（在小句 17）」表示 V 否定「Michael 穿了什麼

會不一樣」的預期，小句 22 的「並沒有」則是針對小句 19 K 的提議「你要不要

看他的襪子」作出回應，但是在此，我們發現「並沒有」出現的言語序列在關聯

轉換的要求上卻是延後出現的，請見小句20, 21的插入現象。換言之，小句19 中，

K 說「你要不要看他襪子」之後 W 應該接續小句 22「我們並不想看」，但是因為

W 在小句 20 以緊隨話語「=唉呦=」針對「你要不要看他襪子，他襪子還破洞咧」

一句做出反應，這裡看到在話輪分配技巧（turn allocational techniques）中，X 自

我選擇成為下一個發話者，所以插入了小句 21「誰管他的襪子啊」，W 才接續說

出小句 22 的回應「我們並不想看」。W 用了「我們」來取代「我」，明顯與 K 的

提議「你要不要……」的人稱指示詞不對等，我們認為是 W 小句 22 的回應其實

是接續 V 的小句 21 一併回答，其中「並」的出現，在語境中是 W 結合了 V 的

觀點，對 K 的副語言及言後行為（作勢要讓 M 脫鞋子給大家看）提出否定，我

們認為這是來賓 V 和主持人 W 為了不讓來賓 M 出糗故意說的反話，藉由不想看

而阻止看襪子的事件繼續發展。會話內容從對衣服的討論變成對襪子的評價，藉

由「並不想看」否定對 K 的預設（大家應該想看 M 出糗），另由小句 23 的「好81」

重啟話輪。關於「並沒有」出現的言語序列未出現在相鄰配對後部（小句 19 後

                                              
81

 根據陳俊光、劉欣怡（2009），「好」在語法化後所產生的句內銜接功能，可發展至跨句的

會話功能，充當「話題／話輪改變或結束」的篇章標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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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立即出現「並不想看」），反而是略為延遲的反應（出現在小句 22），我們在其

他語料中也發現類似情形，請見語料(188)： 

(188)  

01 K：我當初為什麼一下子就買下去 

02 X：[對 

03 V：[真的 

04 K：我們要回到那個時候買下去[的原因 

05 W：                           [我想是因為你跟他吵架吧? 

06 V：沒有 

07 K：並沒[有 （（表情嚴肅，不繼續接話）） 

08 M：沒有[她是偷偷買的…… 

（語料來源：今晚誰當家 20100218 我的老婆理財觀念差） 

在語料(188)中，我們看到 K 回想自己為何買下一個被主持人 W 認為實用價值甚

低的名牌包時，主持人 W 以語料(188)的小句 05 提問，並選擇 K 為下一說話人，

但是 V 卻自我選擇成為下一個說話人。「並沒有」出現的序列未緊接小句 05W 提

問「我想是因為你跟他吵架吧?」後立即回答，而是當 V 回答「沒有」之後，才

出現「並沒有」。再來，語料(188)的 K 以小句 07「並沒有」否定 W 的預設，我

們可從 M 在小句 08 補充了「沒有」，說明我們沒吵架並說「她是偷偷買的」，以

及在影片中，我們發現主持人 W 在語境中的提問對象是「你（＝K）」，卻造成 V

（K 的好朋友）、M（K 的男友）先後搶話回應，而 K 卻遲疑了一會兒才說話。

關於語料(187)及(188)中，以「並沒有」的反預設回應情況出現延遲的關聯缺失

現象，我們猜測是因為「並」的反預設推理牽涉到大腦認知提取的時間耗費，說

話者必頇思考事實和個人預期之間的落差後，才使用「並」，因此表現在會話的

言語序列時，「並沒有」的出現會略為延遲，或者是出現在否定形式的複現。我

們暫以「並沒有」在會話言語序列上的延遲出現做為「並」在語用上具有「反預

設」功能的一種解釋，其延遲出現的原因與認知提取預設運作後再加以否定的時

間耗損有關。但是此點還有待認知語言學及大腦神經科學進行驗證才能確認。關

於語料(187)、(188)的「並沒有」都出現於第一次的否定之後，再請見語料(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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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在幼稚園門口，準備接小孩回家的兩個媽媽對話） 

01 A: 你寒假要出國嗎?  

02 B: 喔-沒有，我公婆要回來過年. 那::你要託他們帶什麼東西回來嗎？ 

03 A: （（PAUSE））↑沒有（（PAUSE））並沒有((WAVE HER HAND））. 

（本文蒐集之語料） 

在語料(189)，A 先回答「沒有」，然後才又接著回答「並沒有」，當中出現停頓。

我們認為，第一次的「沒有」只是單純對命題回應，也就是「不必託人帶東西」，

但是語料(189)的「並沒有」卻是 A 意識到自己先提問「你寒假要出國嗎?」所引

發的言後行為導致 B 推理猜想「A 是否想拜託我幫她買東西？」，所以 B 才接著

問「那::你要託他們買什麼帶回來嗎？」，這裡可以見到 B 說出「那」時，出現

拖尾音的情形，表示 B 在思考是否要詢問 A。而 A 再透過推理，理解 B 可能誤

會自己的意思，因此 A 用了「並」表達反預設「我沒有託你公婆從國外帶東西

回來的意思」，而「並」在此語境中的預設是相當隱含的，我們認為此種「並」

的用法可視為會話修正中的「他人引貣，自我修正」的形式，因為 A 的「並沒

有」其實是否認 B 的預設─以為 A 希望她的公婆幫忙從國外帶東西回來的意圖，

所以預設是由 B 引貣，A 是對預設提出修正，其中 A 在結束時更以肢體語言（搖

手）表示根本沒這個意思。 

根據以上分析，我們認為「並」後接否定形式時，在會話中的話輪位置為：

小句（single clause）話輪的中間位置，也就是位於「非轉換相關處（Non-TRP）」，

或者是「探詢問句」的間隔回應，即相鄰配對的後部。我們認為，使用「並」後

接否定形式的回應，其言語序列出現的情形為「關聯缺失(relevant absence）」，也

就是當說話者在相鄰配對的前部出現後，受話者未立即以相對應的後部出現，因

為「並沒有」標示回應者對事件或會話含意的反預設，我們認為因推理運作的時

間導致「並沒有」會出現於首次的命題否定之後。因此，「並沒有」的會話功能

是對前述話語或預設提出會話修正，但在言語序列行為上，會出現延遲所導致的

關聯缺失。以下我們另從說話者意圖分析「並」的會話功能。 

（二） 說話者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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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根據上述對「並」的觀察得知，「並」後接否定形式主要位於相鄰配對

的後部。至於在說話者意圖方面，「並」的逆接符合本文對「並」的語義及篇章

分析，隱含個人的期望或預料。請見語料(190)、(191)： 

(190)  

01 H：他有尿，但是他自己又變成回收=     

02 P：=[他又把它吸回來，他又把它吸回來] 

03 H： [他 的 尿 又 變 成 水]又提供他身體的水分，變成一種循環再生再利用的

RECYCLE= 

04 Y：=等一下，所以他的尿沒有尿出來 

05 P：[沒有、沒有沒有 

06 H：[不必尿出來，就尿又變成了水，又提供他身體的::水份 

07 P：這很奇怪，對但是::但是他這整個實驗的研究是::好像是::研究了((PAUSE））大概

30 天是不是， 

08 Y：20 天 

09 P：對，20 天就結束了，所以它並沒有說去證明說他= 

10 Y：=可是 20 天也很厲害啦= 

11 P：=也很厲害，真的是很厲害，照道理不喝水我剛講過應該四天就會去世了，對，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解釋這個[現象 

12 Y：                             [人世間::驚奇的事情真得是你活得不夠久，看得不夠

多… 

(語料來源：國民大會 2010/05/20 不吃不喝老僧人） 

(191)  

01 A∥你有沒有去做過，計算，或者是把它分類。就是說，樣區一，樣區二，樣區三，

樣區四，它們本身的食物量豐富，怎麼樣？ 

02 B∥嗯，我，關於這個，就是當地，可以算是當地做出有一個，一個估計。 

03 A∥誒， 

04 B∥那，這方面我是有，去做，這樣的一個調查，那，你，現在結果哦，並沒有出來。 

05 A∥沒有那裡出來。 

06 B∥對， 

07 A∥對， 

08 B∥那，那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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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A∥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 

10 B∥我這次忘了做出來。我…… 

11 A∥我相信就是說…… 

12 B∥大約… 

13 A∥哦， 

14 B∥你的巢鼠的那個ＳＡＭＰＬＥＳＩＺＥ，是不是比較小？   （中研院帄衡語料庫） 

在例(190)中，P 介紹一位 83 歲的印度老僧賈尼，在軍醫院監控下，不吃不喝滴

水未進的研究案例，P 提出他身為醫師和醫學院教授的觀點，因為其醫學背景，

讓他對於醫學研究的期限至少要達到某個時間，才有實驗代表性。所以他認為此

研究有待商榷，因而使用「並」後接否定形式來表達個人觀點，雖然他的結論被

Y 打斷，從例(190)難以得知 P 對此事件的真正看法，但是「並沒有」所隱含的反

預設義甚為明顯，而此反預設主要針對事實與個人認定的標準不符而出現的；另

外，而該語料(190)中的預設，是由 P 的內容介紹所觸發，但是此預設也是由 P

本人所否定，此為會話修正之「自我引貣、自我修正」。在語料(191)中，「並」

所預設的是上文「做分類、估計、調查」應該已得出結果，但是事實上沒有，所

以「並」在此表示的是 B 對 A 的期望提出否定，因為此期望和事實結果不符合，

我們從語料(191)B 後續回應的小句 06, 08, 10, 12 的「對」、「那還有」、「我……」、

「大約」可看出 B 想另啟話題，但是 A 的意圖是接續討論「調查巢鼠」的話題，

在此「並」可以否定他人的預設。再請看語料(192)： 

(192)  

01 V：就是省小錢可是花到大錢的部份 

02 W：為什麼? 

03 V：就是我那時候就是小朋友生三個了嘛,其實有很多那種小:: 

04 W：=鎖片 

05 V：鎖片,然後那時候剛好百貨公司又::又有那個舊金換新金嘛= 

06 K：=嗯 

07 V：那我就想說現在黃金漲那麼多,那我一定是划算的 

08 W：對對對 

09 V：結果我一去,可是那時候看到那些黃金的設計都覺得好像不是我自己會去戴的東西,

然後小姐就 PUSH 說, ㄟ那你可以為自己買一顆鑽石呀 

10 X：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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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V：女人有一顆鑽石啊↑是怎樣, 鑽石恆久遠, 又講一堆((LAUGHERS））然後我心裡就

會有一個遺憾就是說, 你們也知道,就是屈哥在跟我求婚的時候並沒有買鑽戒送我= 

12 W：=對, 嗯 

13 V：嗚::然後我就想說, 那既然就是這樣, 那小朋友的東西以後再留給小朋友 

14 W：嗯  

15 V：然後我就以後這個還可以送給我女兒什麼的((拿起鑽戒）） 

（語料來源：今晚誰當家 2010/02/18 我的老婆理財觀念差） 

在語料(192)中，V 所說的「求婚」在一般人的預設為包含送鑽戒、鮮花，因此 V

解釋自己為何買鑽戒的理由時，用「並沒有」來表達她個人心願是希望求婚時收

到鑽戒的。以上的會話語料都可看出說話者使用「並」時，同時比較了事實和心

理意願或預料的不同，才以「並沒有」呈現出否定預設的觀點。綜合上述所討論

內容，我們從會話分析角度討論「並」後接否定形式，發現「並＋否定形式」常

出現於「非轉換相關處」，也就是相鄰配對的後部。此外，在話輪轉換上，「並＋

否定形式」表示說話者欲進行會話修正（conversation repair），其修正的意圖來自

於「並」所帶有的否定預設義，是針對語境中所引發的預設進行修正，而且因為

對預設的推理較耗時，當說話者要否定預設時，「並沒有／並不是」常出現於非

轉換相關處。而此對語用預設進行的會話修正可以是「他人引貣、自我修正」，

參見語料(189)，也可以是「自我引貣、自我修正」的，參見語料(190)。接下來，

我們將從語用理論對「並」的逆接形式進行討論。 

4.4.2. 「並」的語用現象探討 

因為語言互動其實同時涉及不同層面，本文把篇章、會話分析及語用視為連

續統、是多層面的。因為本文發現「並」的逆接具有較高的語用功能，接下來我

們從語料中，觀察與副詞「並」共現的上下文，從中推導「並」在語境中所具有

的語用功能。 

（一） 「並」的語境 

王江（2005）提出「其實」帶有隱性語用預設（參見 2.4.1.2 的討論），我們

在語料中也發現「並」與「其實」、「事實上」的共現，「其實」的語料請見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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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00)、「事實上」的語料請見例句(201)～(203)： 

(193) 很多人說他現在的搖滾不注重旋律性，其實這個並不影響他的永恆、流傳與厚重、獨特。

（匇大語料庫） 

(194) 許多人問我，“休斯頓火箭讓你做狀元秀，你感覺怎樣呢?興奮嗎?‖有時我說是，只是因

為這麼說顯得得體。其實我並不興奮。                                 （匇大語料庫） 

(195) 不過我也要幫科林說句公道話，其實照片看上去並不那麼糟。        （匇大語料庫） 

(196) 查一查地圖就知道，它們其實離我們的大寨並不遠。                （匇大語料庫） 

(197) 一直到西元一九七七年周芷、羅伯茲及夏普等同時發現，製造蛋白質的這些遺傳密碼，

在動物細胞的 DNA 上其實並不連續。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98) 讀者可由本文了解「數理經濟」其實並不抽象，也可談很具體的問題。   （同上） 

(199) 至於它意味著什麼？其實並不重要。                                        （同上） 

(200) 其實單秀榮女士長期居住在北京，見過很多世面，並不孤陋寡聞。        （同上） 

(201) 事實上，喬家大院真正的主人並不是過著影片中那種封閉生活，你只要在這個宅院中徜

徉片刻，便能強烈地領略到一種心胸開闊、敢於馳騁華夏大地的豪邁氣概。（同上） 

(202) 事實上許多事並沒有必然的相關性，不過在古代，因為要急於那特別的恐懼，尤其是被

滅亡的威脅，因而依然限制重重……。                                      （同上） 

(203) 從他和 CABANNE 的對話來看，杜象所要反對的，事實上並不是傳統藝術的內涵與實質，

而是一切形式的因襲與重複。                                                （同上） 

從語料(193)～(203)中可看到「其實」、「事實上」和「並」共現，句中的反預設

義同時來自於「其實／事實上」和「並」的共現，我們認為這是以連貫手法強化

說話者對命題的態度，表示個人立場與預期不符，可突顯個人隱含想法，進而表

達個人說明解釋的語用功能，也使得「並」具有描述說明的意思。根據 Wang 等

人（2010）提出「其實」與「事實上」都可標記「闡述」之意，都具有「語境與

新亯息的互動、加強已存在的假設、反駁或取消已存在的假設82」。根據本文對

                                              
82

 Wang 等人（2010）提出：“其實”可以標記同意（alignment），可強調或者減輕話語力道，

另外可表示其話語内容與前文有對比或者沒有對比。但是“事實上” 不會標記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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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的分析，我們同意 Wang 等人的觀點，但是我們認為「並」著重於預設與事

實的並列比較，而「其實」與「事實上」則是逐漸演變成話語篇章標記，兩者功

能不同。 

另外，我們從語氣（mood）類型檢視「並」的語境，關於此點，文獻中未見

到相關討論。本文所蒐集的語料，「並」主要出現在整段的陳述句中，請見語料

(204)、(205)。雖然語料中也看到幾例「並」出現在疑問句之前一分句，如語料(206)、

(207)。但是嚴格說來，本文所蒐集的語料中，「並」所出現的小句都是陳述句。 

(204) 方平又成了個一無所有的人，但他的公司還在，還沒有破產，關鍵是他人還在，並沒有

被一時的困難所擊倒。                                                 （匇大語料庫） 

(205) 理想的存在並非為了可以立刻實現，而是給現實生活一個方向、一個動力。（中文詞彙

特性速描系統） 

(206) 這個理想並不表示在一生中一定可以達到，而理想達不到為什麼還需要它呢？理想的存

在，是為了給自己一個方向感，使自己有個方向可以奮鬥，目標是否能達到反而不重要

了。若孔子的理想全部達到，中國的命運當然會改變。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207) 我的兩個小孩是國小生，他們已漸漸長大，也有自己的想法了，可是嫁入一個長輩掌權

的家庭，很多事並不是當媳婦的能做主，我要怎麼回答小孩上述的問題呢？【2010-09-18/

聯合報/D1 版/家庭‧副刊】媳婦苦水 想有自己的房間                （聯合知識庫） 

語料(204)是敘述方帄的遭遇；語料(205)是一段勵志小語。「並」的反預設因為語

境債向客觀陳述事實，所以可用來表示說明解釋的，但是其語用功能還得考量說

話對象決定，例如語料(204)可以是事件報導，也可以是用來勉勵別人的安慰語句；

在不同語境下，該句可以產生勸慰的意味。而語料(205)可以是宣告，也可以是安

慰之詞。再看語料(206)，「並」預設了「理想一定可以達到」，語料(207)的「並」

則預設了「當媳婦的，可做主很多事」。當上述預設被否定後，說話者用疑問句

來追問個人心願或預料與事實的差距該如何彌補，因此會使用「怎麼」、「為什麼」

此種帶有詢問原因或方式的疑問詞，因此語料(206)帶有解釋說明、自問自答之意，

而語料(207)則帶有被為難、抱怨之意。綜上所述，我們認為「並」的核心義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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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是以否定預設來呈現事實與個人觀點的不相符程度，進而產生對事件的不同

評價，但是語料中「並」主要出現在陳述句中的特性，造成「並」可呈現個人觀

點的比較，進而具有解釋、說明、辯解等語用色彩。本文語料中，連詞「並」只

出現在肯定直述句中，而副詞「並」則出現在否定句中，此兩種不同語境涉入，

使得原為中性評價的「並」在肯定句中可表示積極的累積遞進義，但是在否定句

中，副詞「並」則表達是說話者預設與事件並比後的差異性，則帶有消極性。 

(二) 「並」的語用現象探討 

觀察語料發現，「並」的反預設在語用中，可以是否定說話者本身的預設，

也可能是否定受話者的預設，請見例句(208)： 

(208) 甲：並不是我有意來晚，是車壞了。     （李憶民，1995） 

例句(208)中的「並」可能是道歉行為，也可能是遲到的藉口或理由，例句(208)

所否定的預設最有可能來自於語境中的受話者（乙）的行為表現出：生氣、不理

不睬等副語言明確表示意圖（明示），導致甲進行解碼後，結合本身的情況後，

理解乙是因為自己晚來才生氣（推理），所以用「並」的逆接語言形式來否定對

方的隱性預設，甲並以此做為後續說明澄清的話語貣頭，符合關聯理論的明示推

理過程，也就是甲結合新舊訊息（「車子壞掉所以遲到」加上「乙因為我遲到而

生氣」），推導出語境含意，而說出例句(208)。 

另外，我們也發現當「並」否定的是語境中的隱性預設時，有時會造成受話

者所接收的訊息是難以推導的，違反了合作原則的方式準則，進而導致「並」逆

接形式後續的言語行為違反合作原則的其他準則，請看例句(209)、(210)、0： 

(209)  

01 A∥我想沒有發燒，我還在出汗呢！ 

02 B∥（過了一會兒）真的，溫度正常。你以前常頭疼嗎﹖ 

03 A∥不，從來沒有疼過。胃也好，吃什麼都好吃。可是今天真不舒服。 

04 B∥看了醫生，他會告訴你。進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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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C∥（看過後）你沒什麼病，只是太累了。你是不是剛從美國來﹖ 

06 A∥對了。可是我並不覺得累啊！ 

07 C∥剛從美國來，因時差的關係第一睡眠不夠，得慢慢調整。第二突然改變了氣候，

也得慢慢適應。第三飲食也換成中國口味，消化也得慢慢適應，你的病就是中國說的

水土不服，過一段時間就正常了。 

08 A∥我該怎麼辦﹖要不要吃藥，打針﹖ 

09 C∥不必，多喝水，多休息，少吃點就會好了。         （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210) （王是來賓，李是主持人） 

01 王：我就把小孩就生下來，可是真是兩個人在一起以後，住在一起以後，我才發覺有

很多很多的不一樣，有很多很多不一樣，跟我期待的也不一樣，因為你懷孕了，然後

你就會，既然房子也買了車子也有，你會期待有一個家的感覺，可是((PAUSE))，並不

是像我期待的那樣子，因為我懷孕我必須待在家裡，然後，可是((PAUSE))他的生活環

境，因為他在作生意，他永遠都還是在應酬，他永遠還是在吃喝玩樂的那種境況裡面

[嗯]，然後其實那時候我並不是很快樂，從懷孕開始::我就不是很快樂，我記得我那

個時候，每一天吧((PAUSE))，都是在房間裡面，哭吧,? 

02 李：本來可能還想說可以脫離貧窮，找到一個可以依靠的男人[對]，可以有一個家了

[對]，結果妳後來為他生了兩個孩子 

03 王：是 

04 李：然後事情完全不如你想像這麼美好 

05 王：第二個孩子剛好出世，出生的第四天，他就因為那個，↓偽造文書，然後就被調

查局帶走，就這樣開始在判刑，然後那個時候，其實我身上並沒有很多錢，所以我第

四天我就自己((PAUSE))，就在那當天我就自己決定，我又跑去::那個↓，那個時候整條

延平北路，有的時候是風月場所嗎，我又跑去應徵，因為他那個場合裡面都是需要穿

旗袍的，我還叫師傅，去找了師傅給我做旗袍，還限定人家三天之內，要把旗袍給我

做好。我第七天我就跑去上班了。 

（語料來源：GOODTV 真情部落格 20080905 滾滾紅塵～王麗貞） 

(211)  

01 C：這個家庭的人就說你是我們羅東陳家的人, 然後就覺得很跟我親切= 

02 S：=因為父親這邊是羅東的一個大戶人家= 

03 C：=嗯對, [然後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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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S：       [對不對,祖父也是很有名的人 

05 C：然後,他們就是對當地的貢獻很大= 

06 S：=對= 

07 C：=然後把很多, 死的時候把很多家產都捐出來 

08 S：對 

09 C：就現在的羅東公園, [諸如此類的啦 

10 S：                    [是, 沒錯] 

11 C：然後他們幫助很多人, 然後, 妳就很 PROUD OF 他的家庭喔, PROUD OF 父親是個善

良不錯的人, 可是這並不表示, 我需要因此就善盡女兒的責任 

12 S：嗯::（（身體往前傾，又往後坐回，欲言又止）） 

13 C：你懂我的意思嗎?因為當我去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我不是聖人, 所以我會有

怨懟, 對不對 

14 S：對 

15 C：最好的方法就是你遠遠的祝福他, 欣賞他, 然後你做一些他可能真正需要的事情 

（語料來源：沈春華 Life Show 驚天動地的叛逆小妹大─陳文茜） 

語料(209)和(210)的「並」否定了對方的預設，都是顯性預設，語料(209)可從上

文小句 05「只是太累了」得知，但是此反預設「可是我並不覺得累啊！（見小

句 06）」後面的回應（請見小句 07）卻是醫生 C 一長串的說明解釋，明顯違反合

作原則的數量準則─使自己說的話達到交談目的所需詳盡程度、不使自己的話超

過交談目的所需的詳盡程度。在此，醫生其實可簡短說明「你不是生病，只是水

土不服而已」，但是這樣的回答雖然符合合作原則的關聯準則─說話切題，卻難

以說服 B 理解自己不累卻不舒服的原因何在。 

再看語料(210)，來賓（王）陳述自己的過往時，因為上文出現的顯性預設，

王用了三次的「並」來否定自己陳述內容所傳達的訊息，如：「房子也買了車子

也有，你會期待有一個家的感覺」，否定此預設的詞語是「不是我期待的家的感

覺」；上文出現「吃喝玩樂」，否定該預設的話語為「不是很快樂」；最後出現「可

以脫離貧窮」，在下文對此預設用了「沒有很多錢」來否定，因此本文認為「並」

在語用上是確實是表達反預設立場的。 

至於語料(210)，「並」所否定的都是隱性預設。在語料(210)，C 自己的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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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地方望族，但因為 C 的父母婚姻未被接受，導致 C 是被外婆帶大，因此 C

和父親不親近。在小句 11 可見到，即使父親在當地有許多善行，被別人所認可

（請見小句 02, 04, 05, 07, 09），但是父親所扮演的親職角色，是不被女兒 C 所認

同的。也因此，在語料(210)中，C 對於自己是否應善盡女兒的責任，以小句 11

「並」的逆接提出個人的觀點─不必善盡身為女兒的責任（參見小句 13, 15），

表示 C 覺得自己不必負貣照顧父親的責任。但是我們看到小句 12「嗯::」的拖音，

表示主持人 S 對小句 11 的說法有所遲疑或保留，我們在影片中也同時見到主持

人在說小句 12 的時候，表現出欲言又止的副語言（身體略往前，發出「嗯……」

遲疑的聲音後，又停頓，身體又略往後債），而 C 在接收到主持人 S 所發出的訊

息後，結合新舊訊息推理，在小句 13 立即接著說「你懂我的意思嗎？」，未等 S

回答C就直接繼續解釋自己為何無法原諒父親。對此話論內容，我們的解釋如下：

C 的「並不表示我需要因此就善盡女兒的責任」，這個說法否定了「子女應當孝

敬父母」的潛在預設，從明示推理的角度來看，「並」在這裡表達的反預設內容

不符合一般人看法，也就是「女兒應當孝敬父親，怎麼可以不盡女兒的責任」，

導致 S 一時無法接受此反預設時，S 當下以副語言表示自己對此不太理解或不太

贊同，我們看到 S 立即改變姿勢，發出猶豫的語音，這些訊息被 C 接收後，C 推

理得知對方有所猶疑，於是在語料(210)的小句 13 進行解釋，我們也看到 C 的後

續話語違反了合作原則的數量準則和方式準則，C 沒說清楚為何不需要善盡女兒

的責任，反而是很含糊地說「自己不是聖人、有怨懟、祝福他、欣賞他」。而 C

在小句 13 提問「你懂我的意思嗎？」，S 卻未回答「懂」或「不懂」，反而 S 是

以「對（見小句 14）」回應 C 最後說的「對不對？」，此點也違反了合作原則的

關聯準則，也就是應先說「不太懂」，再說「對」，但是 S 卻只說了「對」而已。 

根據語料(209)、(210)、(210)，我們認為「並」在語用的功能依其在不同語

境下的出現，主要是透過否定語境預設達到為自我觀點進行辯解，進而澄清他人

對自己的既定看法或解釋說明自己對他人或事件的看法，此點接近吳中傳（1999）、

溫鎖林（2010）認為「並」有申辯意味，但是本研究認為「並」的語用功能來自

於其反預設義所引發的後續言語行為，可呈現說話者在語境中訊息轉換交替更迭

的推理（因語境引發預設，進而對該語境預設進行否定），根據本文對語料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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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我們認為「並」不是斷然否定他人觀點的強式辯駁，因此，「並」的否定預

設用法，在語用上具有澄清事實的功能。接下來，我們另從情態副詞的概念來檢

視「並」，並從「並」的反預設及情態討論「並」的主觀性。 

4.4.3. 「並」的主觀性檢視─反預設與評價情態 

鑒於情態是「在句子層級之上所操作的語義層級，允許說話者表達承諾、亯

念、命題（參見 Saeed，1997/2009）」；而語用預設則「不是對命題的真值加以判

斷，而是通過對言語活動或命題態度的預設分析，反映命題的合適性（參見周剛，

2002:74-75）」。我們將從反預設之內容和說話者心願或預料與已知的既定命題事

實進行討論「並」的「反預設」義，是否可從說話者對命題內容的評價情態來探

究「並」與主觀性的關係。我們考量預設受語境的影響甚大，再加上本文所蒐集

之語料中，匇大語料庫以國共內戰、共黨內部鬥爭之紀實佔了 44.19%（209/473）

的語料，另外中國籃球選手姚明的相關消息也佔了 27.70%（131/473）的語料；

而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則有部份為中研院的學術活動內容，佔了 33.60%

（169/503），為了避免因語體因素影響本文對「並」的反預設分析，因此我們以

聯合知識庫的新聞報導、會話語料及中研院帄衡語料庫之會話語料進行分析「並」

的反預設。以下分成幾部份討論：1.檢視分析聯合知識庫「並」的顯性否定預設

與隱性否定預設的差別。2.「並」的評價情態探討─說話者心願或預料與既知事

實之比較。3.「並」的主觀性顯現。關於「並」的主觀性，我們考慮新聞報導的

話語角色（discourse role）83大多從「傳遞者（reporter）」的角度傳遞訊息，因此，

關於不同人稱代詞與「並」的搭配及「並」出現時，該語句的話語角色觀察，我

們將另從匇大語料庫和中研院語料庫來檢視。 

（一） 「並」否定預設之顯與隱 

                                              
83

 Thomas（1991）指出話語產生者83可依對所傳遞的信息負擔責任的多寡分成五種話語角色：

1.「說話者（speaker）」代表自己說話，是無標的，可同時發揮行使作者和傳聲筒角色；2.

「作者（author）」隱藏在訊息後面，不直接說話的話語信息產生者，跟話語信息接受者之間

沒有直接聯繫管道；3.「傳遞者（reporter）」負責自行傳遞作者訊息的某人；4.「代言者

（spokesperson）」代表團體或個人負責傳遞自己認同的訊息；5.「傳聲筒（mouthpiece）」則

代表團體或個人按照原話傳遞訊息，不必負責任的人（何兆熊，1999:330-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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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根據副詞「並」所出現的上下文，可從命題內容推出已知訊息的語用預

設，且此已知訊息出現在上文，我們把此種預設視為顯性預設；若上文未出現已

知訊息，而是由說話者根據上下文語境推導才能得知的預設，我們把這種潛在訊

息視為隱性預設。本文得到的語料統計如圖 四-16： 

 

圖 四-16 聯合知識庫「並」後接否定之語用預設分類 

根據圖 四-16，「並」所呈現之預設，七成以上為說話者心理認知的隱性預設，

隱性預設與顯性預設的比例約為 3：1，此結果比彭小川（1999）的觀察 4：1 更

高，本文認為「並」在語用中的隱性預設比例高，證明其牽涉說話者態度的密切

關聯，也就是該預設並未出現在語境中，是說話雙方必頇從語境推導得知的。至

於從上文就可推導得知說話者預設的顯性預設，本文統計的結果佔 24.9%。以下

我們先討論「並」的顯性語用預設，請見語料(212)～(214)： 

(212) 先生於 97 年 12 月莫名其妙向她指稱已寫好離婚協議書，希望她同意離婚，但她並未同

意。【2010-09-17／聯合報／B2 版／大台南綜合新聞】離家另拍婚紗照 賠元配 20 萬   

（聯合知識庫） 

(213) 外銀大舉進入信義區設點搶位子，但被視為「指標」的台北 101 大樓至今出租率仍維持 8

成，並未出現預期的陸企搶租畫面。【2010-09-19/聯合報/AA2 版/股市．基金】101 大樓 未

見搶租潮 （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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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近來中科事件，社會上又起了環保與經濟衝突的爭議，我向來告訴學生，環保並不會與

經濟衝突，這也很容易證明，因為全世界經濟比我們好的國家，環保都比我們好。

【2010-09-05/聯合報/A15 版/民意論壇】招商拚績效 環保誰把關 返鄉回流的真是鮭魚？

（聯合知識庫） 

語料(212)的預設出現在上文「先生希望她同意離婚」，但是「並」後出現和先生

預期相反的結果「太太不同意離婚」；語料(213)上文出現「外銀大舉進入亯義區

設點搶位子」，既然是搶位子，就意味著位子不夠，可是後面的訊息是「出租率

仍維持 8 成」，所以「並」後否定了上文的顯性預設，事實是「未出現預期的陸

企搶租畫面」；同樣的顯性預設也出現在語料(214)先出現「環保與經濟衝突」，用

「並」來否定此預設，也就是「環保不會與經濟衝突」。再看「並」在上下文中，

表示隱性語用預設的情形，請見語料(215)～(218)： 

(215) 你可能沒有太多錢及時間，但這並不意味著你無法助人。【2010-09-20/聯合報/R07 版/好讀

周報思考力】哈佛的幸福課  （聯合知識庫） 

(216) 美國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與歐洲食品安全局表示，並無任何科學證據足以證明，食用

MON810 有害人體健康。【2010-09-07/聯合報/G5 版/UNITEDDAILYNEWS】基改玉米農 向

政府及環保派宣戰（聯合知識庫） 

(217) 家屬表示，當時醫師除了給予抗生素、降腦壓藥物，並未積極處理，接下來吳文中瞳孔

放大、呼吸衰竭送加護病房，搶救後腦壓恢復正常，卻有腦中風現象，意識至今未恢復，

成為多重障礙者。【2010-09-01／聯合報／B2 版／大台中綜合新聞】開腦…喪失意識 中

山附醫被控醫療疏失（聯合知識庫） 

(218) 我像個哲學家一樣胡扯八道，沒想到我的話卻刺中了她的痛處，她頓時神色黯然，眼中

帶著些憂鬱，「我其實過得並不幸福，我有錢，但我精神特別空虛，就像當初做群眾演員，

我現在也看不到未來，不知道自己的希望在哪裡！」（匇大語料庫） 

在語料(215)中，「沒有太多錢和時間」難以聯想說話者想表達的下文為何，受話

者必頇從下文推出說話者要表示的是「沒有太多錢及時間還是可以助人的」，此

預設必頇從上下文語境才能推導出來。語料(216)中，「美國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

與歐洲食品安全局」所欲表示的內容，透過下文才知說話者的預設是「食用

MON810 可能有害人體健康」，都屬於隱性的語用預設。另在語料(217)中，「積

極處理」對醫師而言，可能就是「給予抗生素、降腦壓藥物」，但對病患家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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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則以病患能否好轉才是積極處理與否的關鍵，因此，語料(217)的「並未」預

設了病患家屬對該事件的主觀心願，這裡的隱性預設是「應該進行更多醫療行為，

更積極處理才是，而『給予抗生素、降腦壓藥物』是不夠積極的」。對此，我們

認為「並」的語用預設，還涉及說話者的心願與事實背離的評價情態（請見下一

小節對「並」的情態的探討）。至於語料(218)中的「她」，用「並」字帶出她的心

願「未來的希望」和事實「有錢，但精神空虛」之間的落差所引貣的痛苦，此種

痛苦只有說話者本人才知道，受話者必頇從下文推導出「並」所否定的隱性預設

為「別人認為我過得很幸福」。要特別指出的是，語料(218)的副詞「並」和句中

另一個副詞「其實」，各自扮演不同的功能，語料(218)的「其實」扮演的是整體

銜接功能，作用於語段之間的銜接，而單音節副詞「並」則作用於句間的部份銜

接功能，也就是「其實」是跨句銜接，「並」則為句內銜接。也因此，若把語料

(218)含「並」的單句擷取出來，「我其實過得並不幸福」，再把「並」、「其實」分

別省略，成為「我其實過得 Ø 不幸福」或「我 Ø 過得並不幸福」，就難以區辨該

句的預設是來自於「其實」還是「並」。我們認為述語對主語的描述基本功能，

造成學者把命題義「說明」誤認為是「並」的語義，因此，我們認為「其實」、「並」

的共現，頇考量篇章語法及語用策略的因素，亦即因為跨句銜接功能、說話者意

圖等語用因素，才產生「其實」與「並」的共現（請參見上一小節對「並」的語

境之討論）。 

 （二）「並」的情態 

以下我們根據 2.5.5 謝佳玲（2006a，2006b）的情態架構（參見圖二-4 漢語

評價情態詞的語義界定架構）來討論「並」的情態。根據本文 4.1.3 對「並」的

核心義探究以及上一小節「並」的顯性及隱性預設的討論，我們認為「並」表反

預設的特性，其實來自於「並」的延伸義，亦即表示個人想法與事實命題的並比

所產生的，因此宜從評價情態探討84。為了方亲討論，我們把謝佳玲的論點再次

列出如後：「預料與心願的差別在於是否反映意向，預料是根據經驗或常理等客

觀因素建構的評價，心願則涉及個人主觀好惡，透露對命題訊息抱持正面或負面

                                              
84

 此點感謝佳玲老師在口試時的指正及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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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因此，評價情態「可統整為預料（presupposition）與心願（wish）兩套

系統，都有符合（convergence）與背離（divergence）兩種對立的用法」（參見謝

佳玲，2006a）。也就是說，依客觀常理及一般經驗所建構的評價屬於預料系統，

而依個人主觀好惡的正負面評價屬於心願系統，因情態詞主要討論的對象為動詞

與副詞，因此，接下來我們只針對副詞「並」的逆接形式進行情態方面的討論，

連詞「並」則不在本小節討論範圍內。請見例句(219)、(220)： 

(219) 學中文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三），頁 130。） 

(220) 試驗多次，證明新農藥並無副作用。      （呂叔湘，1995/2005:86） 

語料(219)若把「並」去掉，該句仍可成立。故，「並」在此的情態義就顯得十分

重要。語料(219)的說話者表達自己對於學中文的看法，該句的命題是「學中文沒

你想的那麼難」。「並」在此傳達說話者個人觀點與受話者看法「學中文很難」的

對比，進而提出說話者的評價「學中文不難」，此評價是根據說話者的個人經驗

提出的，也就是說話者認為「你把學中文想的太難了」，屬於預料系統下的背離

系統。在語料(220)中，說話者則是傳達自己對於「新農藥有副作用」一事的預料，

來自於「凡是農藥都有副作用」的經驗法則，但是命題情境為「詴驗多次後，新

農藥沒有副作用」，命題與預料相比後，是互相背離的。但是在此句中，「證明」

一詞屬於認知情態下的判斷系統，對整個句子的命題「詴驗結果和新農藥的副作

用之間」提出命題是否為真的證據，而「並」是對「無副作用」表示否定原先看

法「有副作用」提出對個人預料的評價，因此語料(220)的「並」同樣也是評價情

態下的預料系統之背離用法。上述語料的「並」都出現在主語及謂語之間，接下

來，我們另檢驗「並」出現在句首時，也就是句中的主語不明時，是否也具有評

價情態，我們以語料(221)、(222)進行討論，請見下面的例子。 

(221) 並不是我有意來晚，是車壞了。             （李憶民，1995） 

(222) 並不是每個球員都信任他（代理教練）。           （匇大語料庫） 

在語料(221)中，「自己遲到」是已知為真的命題，說話者對於該情境說明自己原

有的主觀心願「不是故意晚來的」，但事實卻違背個人的心願，我們可以從「不

是有意的」得知此句強調個人的心理主觀想法是「希望能早點來」，因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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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語料(221)的「並」其情態應歸於評價情態心願系統的背離用法。相較於語料

(221)在「並」後出現主語「我」，但是在語料(222)「並不是每個球員都亯任他」

中卻缺乏主語成份，該句的觀點或態度來源則應屬於「非主語取向

（non-subject-oriented）」，可從「說話者（speaker）」或「情況（situation）」的

觀點或態度予以討論（參見謝佳玲，2006a），若語料(222)的觀點態度來自於說話

者，則可視為是評價情態下的心願系統之背離用法，因為表達的是說話者對於命

題提出個人的負面評價，也就是「（依我看來，）並不是每個球員都亯任他」，這

句所表達的是對「每個球員都亯任他」的命題情境提出個人的質疑或抱持不相亯

的態度。如果語料(222)的觀點態度來自於情況，則可能是根據個人經驗判斷，客

觀推論出球員和代理教練之間需要一段磨合期才能取得彼此之間的亯任，或者是

在該情境下已知其他球員的想法，例如說話者聽說有人懷疑代理教練的做法，對

他不亯任，並以此客觀情況做為預料的憑據，「並」就是根據外在客觀因素提出

個人的評價，那麼，語料(222)就應歸於預料系統下的背離用法。換句話說，當副

詞「並」出現在非主語取向的情境下，其情態剖析的觀點及態度來源，可能因為

說話者或情況的不同而分屬於不同系統，但是都在評價情態下運作。因此，本文

發現，不論句子情境是否出現主語，「並」所具有的情態都是評價情態。另外，

「並」表評價系統下的預料系統還是心願系統，會因語境、是否出現主語而有所

不同，再加上副詞「並」後只能接否定形式，所以「並」的命題情境與預料或心

願對比後的評價情態都是背離的用法。再請見語料(223)、(224)： 

(223) 希特勒並未完全依照張伯倫的意圖首先進攻蘇聯。 （匇大語料庫）  

(224) 這期間世局與國情雖然有了些變化，但前面提到遠哲對我國科學與教育的一些看法基本

上並沒改變。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在語料(223)中，「並」所表達的是對「希特勒未依照張伯倫的意圖行事」一事的

評價，因為該事件是已發生的歷史事件「張伯倫希望希特勒先進攻蘇聯，但希特

勒未完全照著做」，語料(223)的主語是希特勒，但是希特勒非語料(223)的說話者，

因此我們無法推論出希特勒本人的心願是否希望「先進攻蘇聯」，所以本研究從

「情況」的觀點態度來分析語料(223)，我們認為「張伯倫希望希特勒先進攻蘇聯，

但是希特勒未完全照張伯倫的意思執行」一事是根據史料判斷得知的，因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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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語料(223)所表達的意向是根據客觀史料判斷的，而非主觀的好惡，因此本文

把語料(223)歸於預料系統下的背離用法。再看語料(224)，該句的說話者可從「遠

哲」、「我國」的自稱說法得知為李遠哲本人，這裡的「並」其實隱含「有人認為

世局與國情的變化造成李遠哲對科學與教育的看法也跟著改變」，因此語料(224)

是表達說話者，也就是李遠哲本人的主觀認定，應歸於心願系統的背離用法。綜

上所述，「並」的「命題情境與自身預料或心願對比後之背離性」和「並」所表

達的反預設「斷言與預期的差距」之間有密切關係，我們發現評價情態下的「預

料系統」和「心願系統」可檢視「事件是否背離預料或心願」。根據 4.1.3 及本小

節討論結果，本文提出，「並」的核心義為「聚列」，語法義為「對事件本身及心

理預期的並呈性」以及語用義為「反預設」，而「並」的情態義可表示「命題事

實與預料或心願的對比背離性」，是現代漢語「並」在語言不同層面，由抽象義

的「並列呈現」概念，在可能世界中對比「命題事實」與「心願或預料」兩者之

間的差異後，所延伸出來的不同面向。接下來，我們從口語語料再進一步檢視「並」

的情態義。請見語料(225)、(226)： 

(225)  

01 V：結果我一去,可是那時候看到那些黃金的設計都覺得好像不是我自己會去戴的東西,

然後小姐就 PUSH 說, ㄟ那你可以為自己買一顆鑽石呀 

02 X：嗯 

03 V：女人有一顆鑽石啊↑是怎樣, 鑽石恆久遠, 又講一堆((LAUGHERS））然後我心裡就會

有一個遺憾就是說, 你們也知道,就是屈哥在跟我求婚的時候並沒有買鑽戒送我= 

04 W：=對, 嗯 

05 V：嗚::然後我就想說, 那既然就是這樣, 那小朋友的東西以後再留給小朋友 

06 W：嗯  

07 V：然後我就以後這個還可以送給我女兒什麼的((拿起鑽戒）） 

（語料來源：今晚誰當家 2010/02/18 我的老婆理財觀念差）  

(226)  

01 O：所有各種各樣的攝護腺的問題, 老人家起夜很多, 有的起好幾趟,  

02 Y：喔（（PAT ON BOTH SIDES OF BELLY）） 

03 O：拍完, 拉完, ↑當然一定要和拉筋配合, 一邊拉一邊拍,另外你的大小便會通暢 

04 Y：喔 , 便秘 , 便秘的人可以拍這裡（（CONTINUING PATTING ON BOTH SIDES OF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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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DOMEN）） 

05 O：對，然後它就自動的就開始消下來了, 並不是說我為了減肥而減肥，而是為了治病 

06 Z：這很多淋巴這個地方 

（語料來源：國民大會：肩頸僵硬疾病多（4/5） 2010/06/04） 

在語料(225)小句 03 的「並」所預設的是「屈哥跟 V 求婚時應送鑽戒」，對屈哥

而言，此為義務情態「求婚要有鑽戒」，但是對 V 來說，在此則為評價情態，指

出本身的心願「屈哥求婚時送我鑽戒」和命題事實「沒買鑽戒送我」兩者之間的

背離。在例(226)中，O 以「並」的逆接形式，否定上文的顯性語用預設「排亲通

暢可減肥」，迂迴提出自己是以傳統醫道治病，是提倡健康養身的，而不是時下

為了愛美才減肥的。說話者的情態義透過「並」所傳達為個人的預料「此拉筋法

有減肥功效」與受話者的心願「可減肥」是不一樣的，是隱含訊息和說話者預料

的背離，但是我們也懷疑語料(226)的說話者 O 以「並」表反預設的意圖，是否

O 為了推銷拉筋法而刻意提到時下流行的減肥，以「並」的反預設效果產生言後

行為，也就是利用受話者在意的減肥效果來引貣注意，實際意圖是推銷他的新書。

我們另以兩段電視新聞記者的口語採訪語料做為「並」的情態之討論，請見例(227)、

(228)： 

(227) 消基會副董事長蘇錦霞：「6 月份以後可以進來，這部份並沒有對消費者宣傳，資訊沒有

公開，讓我們覺得對消費者，這個完全是枉顧消費者的權益，然後，並沒有幫消費者來

做一個很好的把關，我們認為這個做法是不對的。」（台視新聞 2009/12/08【吃美國牛配

毒奶】）（影音資料庫） 

(228) 張忠謀：「在這裡我要特別呼籲所有在職的同仁，要全心接納回任的同仁，並提供他們最

大的關懷與協助。」……「台積在 2000 年到 2001 年業務曾經急遽緊縮，那時，秉持「台

積人是台積最重要的資產」這個信念，並沒有裁員。目前雖然經濟危機尚未過去，但令

人欣慰的是，公司營收已有好轉，第二季的狀況比第一季好很多，最壞的情況已經過去，

我們不會裁員，請各位同仁安心工作。 」（Google 影片搜尋） 

在例句(227)，我們發現說話者對於政府在該新聞事件上要擔負的責任有所期待

「政府應該對消費者宣傳」以及「政府應幫消費者來做一個很好的把關」，但是

事實違背了個人心願，所以說話者用了兩次的「並沒有」來表達她認為政府對事

件的處理是令人失望的，至於本研究把語料(227)歸於評價情態下的心願，理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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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我們以句末「我們認為這個做法是不對的」來判斷，蘇錦霞本人對「反對美

國牛肉進口」一事是她個人的心願與事實的背離，因為贊成或反對「美國牛肉進

口」的立場是屬於主觀判斷的，對老饕而言，可能就贊成美國牛肉進口，但是對

在意民眾消費安全的消基會副董事長，就會持反對態度，此為個人主觀判斷。因

此我們把語料(227)視為背離心願的用法。而例(228)副詞「並」前的「業務緊縮」

預設了可能「裁員」，而「並沒有」的使用，表示說話者（張忠謀）對當時的情

境（可能裁員的決定）和個人心願（台積人是台積最重要的資產）相比後的結果

是互相違背的。從上述語料(219)～(228)中，我們發現「並」的省略不影響命題

真值，而是在說話者對已認定為既定事實的命題，提出個人主觀（心願）或客觀

（預料）的評價，也可表現出說話者的主觀情感投入。綜上所述，本文第一章在

中介語語料庫所看到的例句(5)，就可從情態的角度來分析。為方亲討論，我們重

引如下，改編號為例句(229)： 

(229) *我並不要跟他繼續做朋友。 ／ 我並不想跟他繼續做朋友。 

對於例句(229)我們以情態和反預設的角度來分析為何例(229)「並」後接「不想」

比「不要」來得更適當：「想」可以呈現說話者心中的預設「跟他繼續做朋友」

這件事的心願，而「並不」就是對此事件的否定評價，相較之下，「要」的語義

及情態複雜性未必與「並」表反預設的評價情態相符合，因而使句子顯得怪異。

綜上所述，我們提出情態副詞「並」具有評價情態，本研究分析結果不支持 Chu

（1998/2006）及溫鎖林（2010）認為「並」是認識情態的觀點。 

（三） 「並」與主觀性的關係 

「並」在歷時語義演變（參見 2.2.1 與 4.1.1），本文發現「並」的歷時演變的

確可表現語言主觀化的現象。以下我們將著重探討「並」在現代漢語中的主觀性

現象。我們觀察語料後發現，和「並」共現的人稱代詞出現比例低，請見圖 四-17

「並」與人稱、指示詞的搭配出現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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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17「並」與人稱、指示詞的搭配出現比例 

根據圖 四-17，我們發現「並」與第一人稱搭配出現的比例較其他人稱代詞略高，

請見語料(230)～(232)，而第二人稱在本文的語料中未見到與「並」的搭配。另

外語料中與「並」搭配最高比例的主語主要為名詞組，請見語料(233)～(238)： 

(230) 當我被邀請加入東方青年隊的時候，我並沒有考慮這些。           （匇大語料庫） 

(231) 如果在今天的中國，我是最出名的資本主義者，我並不介意。      （匇大語料庫） 

(232) 一開始，我並不以為意，心想只是習慣性胃痛，買瓶胃乳就可以打發了。（中文詞彙特

性速描系統） 

(233) 打職業籃球，中國的孩子並不認為是什麼了不得的夢想。         （匇大語料庫） 

(234) 下一場比賽，我們在第二個加時時段輸給了湖人，大鯊魚奧尼爾並沒有上場，這樣火箭

就不再有季後賽的席位了。                                           （匇大語料庫） 

(235) 但是，進了場我才知道，劇組並沒有為這樣的臨時角色準備服裝，而我把自己打扮得太

儒雅得體了，加上皮膚不夠黑，導演臨時把我撤下了。         （匇大語料庫） 

(236) 有趣的是，伊他拜並不喜歡這張照片，因為照片裡的她看起來太「黑」。（中文詞彙特

性速描系統） 

(237) 核酸並非外來物，它是生物體內管遺傳的物質。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238) 這些事件不能拿儒家來解釋，儒家思想並不是要應付具體發生的特定事件。（中文詞彙

特性速描系統） 

PKU(473) CWS(503)

第一人稱 20.72% 3.98%

第二人稱 0.00% 0.00%

第三人稱 11.63% 3.38%

這 2.75%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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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我們對語料的觀察，「並」的人稱指示以第一人稱為主，主要是用以表

達說話者本人的觀點，對自己話語所引發的預設進行澄清，請見語料(230)、(231)、

(232)，都是以「我」敘述自己的觀點。語料中，以「並」和第一人稱搭配的比例

高於第二、第三人稱，而「並」和第二人稱搭配使用的比例為零，我們認為是因

為說話者難以得知受話者個人的想法而提出反預設，除非是說話者意圖告知受話

者所不知的狀況才會使用，如「你並不了解我的痛苦……（筆者自擬）」。語料(233)

～(238)的「並」都是針對主語提出反語用預設，進而提出個人對主語的評論性描

述，如語料(233)是「中國孩子認為打職業籃球沒什麼大不了」；語料(234)是「輸

給湖人隊不是因為大鯊魚奧尼爾」；語料(235)是「我以為劇組會準備服裝」；語料

(237)的「核酸」非一般人理解之名詞，說話者以「並」呈現反預設，在此就呈現

強調之意；另外語料(238)的儒家思想可以用來應付各種具體發生的特定事件嗎？

說話者用「並」表示他的看法是不行的，可是他未從正面討論，而是從否定這一

個隱性語用預設來表達他的觀點。以上都是說話者藉由「並」突顯自己對主語的

評論，但是是透過否定某個隱性預設而達成個人強調該事實的手法，我們認為此

點是「並」表達說話者主觀性的方式，就是以反預設手法間接提出個人的觀點及

看法，而「並不／並沒有」出現的時機多半是當説話者認爲他的話語內容可能與

聽話者的期望有所不同或有所落差時，才使用「並」的逆接。 

綜合「並」的會話功能、語用現象及主觀性分析，我們觀察到「並」的逆接

形式在語用出現時，其後續言語行為會出現違反合作原則的部份準則，而違反合

作原則的目的是為了針對否定預設內容進行陳述個人觀點或解釋說明為何否定

預設；此外，當說話者結合新訊息和舊預設進行推理時，我們也發現「並」後接

否定形式可以傳達說話者意圖，語料中觀察到的「明示交際」（ostensive 

communication）手法，逆接「並」的語言形式可讓說話雙方理解彼此的潛在意

圖（利用「並」的否定來取消因語境所引發的預設），藉此降低猜測的空間範疇

（藉由推理暗示間接得知對方反預設的用意），使話語溝通的隱含預設能因「並」

的出現明確取消部份語境預設，是話語內容更容易增進聽說雙方的理解。但是我

們也發現「並」在人際互動上，遠不如完整語言形式所表示的語言功能來得突顯，

也難以從某一言語行為（Speech Act）進行分析，就本文的語料而言，我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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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的逆接形式，是從其篇章功能表達「說話者對於事件本身和心理意向呈現

並列比較」的功能，進而由說話者針對已知命題事實和心理預期進行話語修正的

反預設功能，在語用方面表現的是對語境預設進行推理或修正，以釐清說話雙方

之間所存在的歧見或減少誤解，達到人際溝通的目的。 

4.5. 現代漢語「並」在語言三個層面的互動 

以上論述分析現代漢語「並」在語義、篇章、語用層面之功能，本文認為現

代漢語「並」在語義層面從核心義「聚列」出發，其延伸義為「關聯陳述性」、

「對立承接性」、「部份與整體之並列性」，所推導出的語法意義為「呈現對事

件本身及心理預期的積累性並列呈現」；由此基本義進入篇章層面後則是以澄清、

正添加為手段，目的在表達「說話者對於事件本身和心理意向呈現並列比較」的

功能；當「並」進入語用層面的操作時，「並」表主觀性的反預設，也就是對斷

言值與期望值不符之處表達個人評價情態，具有推理修正、釐清觀點的語用功能。

接下來，我們統整這三個語言層面與 Halliday（1985/1994）語言後設功能之互動，

請見圖 四-18： 

 

圖 四-18 現代漢語「並」的語言功能 

語義／概念

‧聚列

‧呈現對事件本身及心理
預期之並呈性

篇章

‧順接─並列遞進連詞

‧逆接─情態副詞

‧延展添加／會話修正

語用／人際

‧逆接─情態副詞

‧反語用預設／釐清觀點

‧評價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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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圖 四-18 中，我們認為「並」的核心義為「聚列」，展現在篇章層面時，

同時具有連詞順接的遞進義及副詞逆接的反預設修正，但是以連詞順接形式為高

頻用法，在語用人際層面，則以副詞逆接形式的反預設及評價情態為主。關於葉

亯鴻（2009）對附加語和語言後設功能的對應，也就是經驗（experiential）、人

際（interpersonal）、篇章（textual）可以依序對應到漢語介詞（周圍附加語，

circumstantial adjunct)、副詞（情態附加語，modal adjunct）和連詞（連結性附加

語，conjunctive adjunct），本文認為現代漢語「並」的不同詞性，可支持葉亯鴻

的說法，也就是「並」的介詞詞性消逝（參見 2.2.1 及 4.1.1 的討論），在語言上

的構詞能力弱，而副詞「並」的語用功能強，可對應人際後設功能，至於連詞「並」

在現代漢語中，確實是具有突顯的篇章功能，根據本文對「並」的觀察結果，葉

亯鴻（2009）對附加語和語言後設功能的觀點是可以被印證的。 

4.6. 本章小結 

以下我們整理本章對於現代漢語「並」在語義、篇章及語用的分析。 

4.6.1. 「並」的語義 

我們從「並」的歷時語義檢視語法化機制及原則，發現「並」的歷時演變印

證了語法化原則之存變原則、歧變原則、保持原則、滯後原則，其語法化機制為

隱喻、推理和泛化。本文從虛詞語法化「保持原則」中釐析出「並」的殘留語義，

檢視「並」在現代漢語中的語義。藉由匇大語料庫和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驗

證現代漢語「並」的語義架構，本文的發現如下： 

I. 「並」出現的頻率：台灣地區，連詞「並」出現頻率比副詞「並」高，台灣

地區連詞「並」與副詞「並」的比例約為 10：7。 

II. 「並」的語義驗證：「並」可分成表「累積（cumulation）」的「並 C」、表

「反預設（counter-presupposition）」的「並 P」。語料統計結果發現，現代

漢語「並」的語義以表示「累積」的比例最高，匇大語料庫有 49.58%，而中

研院語料庫有 56.86%；「並」的其他語義以「反預設」位於第二，各有 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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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KU）和 41.15%（CWS）。本文提出「並」的核心義是「聚列」，其延

伸義有「關聯陳述」、「隱性對立承接」和「部份與整體之並列」，而「並」

的語法意義是「呈現對事件本身及心理預期的並呈性」。 

III. 動詞「並」的詞彙化與歷時主觀化：現代漢語的動詞「並」為一粘著詞素，

後接的名詞數量十分有限。「並」的歷時語義及詞性演變也印證「並」在語

法化所呈現的主觀化過程。 

另外，本文考量華語教師在教學上必頇掌握「並」的語法，因此也針對不同

詞性的「並」進行分析：連詞「並」為一詞連，其後主語省略現象為隱主語；副

詞「並」可進入表動作狀態的結果補語否定形式框架中。另有一類連詞「並」可

出現在主語後，連繫前後不同主語的分句，但是出現頻率低，此種出現在主語後

的連詞「並」，在文獻上未見相關討論，後續的演變還有待觀察。 

4.6.2. 「並」的篇章功能 

本文觀察「並」出現在語段的前中後位置分析發現：匇大語料庫的「並」以

出現在段落中（41.52%）略高於出現在段落末句（39.96%），而中文詞彙特性速

描系統則正好相反，「並」在段落末句的比例（42.65%）略高於「並」出現在段

落中（40.00%）。本文認為可能來自於語料內容為不同語體的因素，但是「並」

主要都是出現在記事、敘述體為主的段落中。至於在聯合知識庫的報紙書面語料

中，「並」出現在段落中間的比例最高，達 61.36%，出現在段落末句有 30.11%。

三個語料庫的共同點就是「並」出現於段落首句的比例最低。以下分述「並」的

篇章功能： 

1.「並」的銜接功能：根據「並」在段落中的位置不同，分別具有不同的銜

接功能，以位於段落中間位置的「並」出現頻率較高。在銜接上，檢驗「並」前

後的抽象邏輯語義後，發現「並」主要用以連繫表正添加的銜接功能。另外，副

詞「並」和關聯詞「但」、「而」、「只」的搭配共現率較高，本文認為有教學

上的需要。而單音節副詞「但／並不（沒／非）」與「並不（沒）／而」的關聯

詞搭配，在現代漢語篇章中，有「並列強化」趨勢，共現時可擴展篇章銜接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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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副詞「並」的亯息結構：本文認為副詞「並」不帶新亯息，唯有出現在段

落末句時的「並」可引介新亯息，或以重讀「並」呈現對比焦點，此乃篇章結構

或韵律手段賦予的亯息焦點，不是「並」本身的功能。 

3.「並」的前後景：從前景語言標記發現「並」在前後景功能中，位於段落

中的「並」可擔任前後景分界點。 

4.「並」的連貫功能：「並」的順接形式，可利用其他連貫手段達到語義連

貫的目的，如：「並」後主語省略。 

4.6.3. 「並」的語用功能 

「並」以逆接形式具有較高的語用功能，可表示會話修正。我們認為其中的

會話修正，就是「反預設」概念的人際功能。「並沒有」常在會話中出現於小句

（single clause）話輪的中間位置，也就是位於「非轉換相關處（Non-TRP）」，或

者是「探詢問句」的間隔回應，即相鄰配對的後部。我們認為，使用「並」後接

否定形式的回應，其言語序列出現的情形為「關聯缺失(relevant absence）」，也就

是當說話者在相鄰配對的前部出現後，受話者未立即以相對應的後部出現，因為

「並沒有」標示回應者對事件或會話含意的反預設，我們認為因推理運作的時間

耗費會導致「並沒有」會出現於首次否定之後，但此點還需更多語料支持本文的

論點。 

「並」的語用預設，根據本文語料分析，隱性預設多於顯性預設。表達個人

主關性部份，「並」常與第一人稱代詞共現，可表達說話者的主觀性。情態副詞

「並」因為有反預設之特性，所以也具有評價情態之背離用法，而此評價情態是

針對心願或預料與已知之事實命題對比後的結果。「並」所引出的隱性預設，則

與關聯理論有關，說話雙方透過明示推理得知副詞「並」的逆接表反預設，進行

話語溝通，而「並」表反預設的上下文可觀察到合作原則之違反與反語用預設的

互動關係。「並」的逆接形式在話語溝通的使用可表達個人隱含的觀點或看法，

進而具有澄清個人意圖或想法的功能，也就是「並」的「聚列」概念把個人想法

與命題事實並列比較後產生的說明澄清或解釋闡述的語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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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華語教學應用 

根據鄧守亯（2009:8-11），語法教學要能運用語法研究之規則和成果；教學

語法要以理論語法為基礎，融入語言學習者觀點（learner‘s perspective）各層面

之需求。此外，教學語法的目的是為學習者設計出有效的語法學習歷程（鄧守亯，

2009:33）」。以下我們根據本文第四章之分析討論，先針對現行華語教材進行

檢視，再提出我們的教學建議。 

5.1. 現行華語教材檢視 

我們檢視的華語教材主要以在台灣、大陸和美洲地區所使用的為主，挑選使

用率相對來說覆蓋率較高的版本：新版《實用視聽華語（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遠東生活華語（Far East Everyday Chinese）》、《新實用漢語課

本（New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漢語綜合教程（Comprhensive Chinese）》

和《中文聽說讀寫（Integrated Chinese）》，總共有五個版本，做為本文華語教

材檢視的對象。以下整理各版本對「並」的安排。 

5.1.1. 教材中的「並」 

以下我們先檢視教材中，「並」字首次出現的介紹內容。新版《實用視聽華

語》在第三冊第五課〈氣候跟出產〉對話內容出現「並」的第一次使用，其對話

內容如例(1)： 

(1) 「偉立：那麼，一年四季都很舒服吧？台麗：也不一定，夏天又濕又熱，並不舒服。春天

秋天的氣溫變化很大，很容易感冒（頁 124）。」 

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中，「並」是以副詞，表反預設的方式出現，其語

義預設來自「舒服」，再以並後接否定表「否定預設」。 

在《遠東生活華語》，「並」首次出現在第三冊第一單元〈電腦與生活〉課

文中，請見例(2)： 



現代漢語「並」的語義、篇章、語用分析及其教學應用 

186 

 

(2) 「由於電腦科技的進步，不論聲音、影像都可以由電腦數位化以後放進網路，現代人不必

出國，只要上網就可以知道世界各國的資訊；也可以進入各大圖書館找資料；可以知道各

類商品的產品、目錄、價錢，並可馬上訂購；可以找到各地的旅遊資訊，訂旅館、買機票

（頁 14）。」 

我們發現在《遠東生活華語》，「並」為連詞，表示除了「知道各類商品的

產品、目錄、價錢」的資訊外，還可以「馬上訂購」，符合連詞「並」的積和義。 

另外，在《新實用漢語課本》中，「並」出現在第四十六課〈現在誰最累〉

的對話中，請見例(3)： 

(3) 「陸雨平：聽說，很多學校的領導和老師們已經注意這個問題了。有的學校提出「快樂教

育」，老師已經不要求學生做家庭作業了。小朋友：老師不要求我們做家庭作業，這太好了，

我百分之百地贊成。陳老師：可是你知道嗎？家長們並不都同意學校這樣做（頁 148）。」 

因為其上下文主要為老師、小朋友及陸雨帄三人對小學教育的看法，雖然陳

老師同時也具有家長身份，但是在前面的討論中，陳老師未以家長身份發言，反

而是以較超然的角度分述現今學生在校和在家的學習現況。在「家長們並不都同

意學校這樣做」中的「並」表示反隱性語用預設義，目的是暗示另外存在不同意

見「有些家長不同意這樣做」，但是因為該課對話傴止於此，我們無法細究不同

意的原因。 

在《漢語綜合教程初中級（上）－入鄉隨俗》中，「並」在第九課課文〈瑪

莉的日記〉中出現，請見例(4)： 

(4) 「要找有趣的地方就得去―秀水街‖或者―雅秀‖這些自由市場。那裏手錶、衣服、箱包什麼

的都有，不但是―名牌‖，而且物美價廉。所以我去了秀水街，買了不少東西。可是回來跟同

學一說，才知道我買的東西並不便宜。都怪自己不會殺價，不過還不算上當受騙（頁106-7）。」 

在《漢語綜合教程》中，「並」表「反預設」，前面的語義預設來自「物美

價廉」。 

至於在《中文聽說讀寫》裡，「並」出現於 Level 2 第三課〈在飯館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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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文中，請見例(5)： 

(5) 「有一個美國記者寫文章說中國菜卡路里多，對健康並沒有好處（頁 42）」 

在例(5)中，「並」預設了中國菜對健康有益，但是從上文的卡路里多，表示

了顯性的反預設立場。從以上可以發現，各教材因著重點不同，所以根據內容需

要出現不同詞性的「並」。「並」的首次引介對學習者而言，有不同的面貌，我

們將各教材對「並」的初次介紹整理如表 五-1 各華語教材對「並」的引介： 

表 五-1 各華語教材對「並」的引介例句一覽表 

教材 詞性 例句  評析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第三冊第五課〈氣候跟

出產〉對話 

副詞 偉立：那麼，一年四季都很舒服吧？ 

台麗：也不一定，夏天又濕又熱，並不舒服。 

表「反預設」，

顯性預設 

《遠東生活華語》第三

冊第一單元〈電腦與生

活〉課文 

連詞 可以知道各類商品的產品、目錄、價錢，並可馬

上訂購。 

表「積累」義 

《新實用漢語課本》

中，在第四十六課〈現

在誰最累〉對話 

副詞 可是你知道嗎？家長們並不都同意學校這樣做。 表「反預設」，

隱性預設 

《漢語綜合教程初中級

（上）－入鄉隨俗》第

九課課文〈瑪莉的日記〉 

副詞 那裏手錶、衣服、箱包什麼的都有，不但是―名

牌‖，而且物美價廉。所以我去了秀水街，買了

不少東西。可是回來跟同學一說，才知道我買的

東西並不便宜。 

表「反預設」， 

顯性預設 

《中文聽說讀寫 Level 2

第三課〈在飯館兒〉課

文 

副詞 有一個美國記者寫文章說中國菜卡路里多，對健

康並沒有好處。 

表「反預設」

義，顯性預設 

根據表 五-1，我們發現五個版本中，有四個版本都是以副詞「並」表反預設

義為引介重點，只有《遠東生活華語》先介紹連詞「並」的用法。依據本文語料

分析結果，連詞「並」在語料庫中出現的頻率高於副詞「並」，在此，本文提出

建議，連詞「並」應是教學順序上優先考量的。接下來，我們針對教材中，對「並」

字的生詞解釋及英譯進行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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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整理上述五個版本的華語教材，分別列出對「並」的生詞解釋及英譯內

容。 

A.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在第三冊第五課：「並，Adv. : used before a negative for 

emphasis」，例句：「學中文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張：你為什麼到你爸爸公司去上

班？李：我並不願意去，可是我爸爸一定要我去（頁 130）。」該教材於「並」之後加

上「並且、而且」的補充「Conj.：and, besides, moreover, furthermore」，但是例

句是以「而且」為例，不是以「並且」來造句，請見：「小李的成績原來就很棒，

而且申請獎學金的人不怎麼多，所以他一申請，就拿到了。」對學習者而言，易把「並」

與「而且」、「並且」視為同義詞。 

B. 《遠東生活華語》 

《遠東生活華語》第三冊第一單元〈電腦與生活〉，對生詞「並」的說明為：

「並，conj：also, at the same time（頁 16）」，課文內出現的句子為「可以知道各

類商品的產品、目錄、價錢，並可馬上訂購；可以找到各地的旅遊資訊，訂旅館、買機票」，

此句的「並」是連詞，但是生詞練習的例句卻是副詞「並」後接否定形式，請見

例句「學中文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頁 18）」，我們發現該教材對「並」的例句和

生詞介紹詞性出現前後不對應的現象，建議應在例句中註明「並」的不同詞性。 

除了單音節詞之外，《遠東生活華語》在第三冊第九單元〈中國的歷史〉把

「並排」列為生詞（to be side by side），對話內容為「有一次，周瑜想用火燒曹操的

船，用計讓曹操把船都並排在一起（頁 188）。」生詞練習例句為「台北市區裡，常有人

並排停車，難怪要塞車了（頁 192）。」 

C. 《新實用漢語課本》 

在《新實用漢語課本》中，對「並」的生詞介紹為：「Adv, used before a negative 

for emphasis, usually as a retort 並不，並沒有（頁 150）」。提出「並」具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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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retort）」義，是根據課文中的例句「可是你知道嗎？家長們並不都同意學校這樣做

（頁 148）」提出的解釋。在該課語法中，對反駁有更進一步的解釋：「The adverb 

―並‖is placed before a negative abverbs, such as ―不‖and ―沒有‖ to emphasize that 

the reality of a situ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what one expected, for example,「時間並不

長，只去十天。／大家都批評他，但我並不認為這件事是他的錯。／你說他已經回國了，可是

我發現他並沒有離開這兒。／他昨天晚上在宿舍裡做作業，並沒有參加班上的活動（頁 164）。」 

D. 《漢語綜合教程》 

在《漢語綜合教程初中級（上）－入鄉隨俗》中，「並」的生詞介紹為「並

（不）adv, actually （not） （頁 110）」。在第十課〈打的〉一課中，則介紹「並

存」一詞，動詞，英譯為「coexist（頁 125）」。例句為：「司機：你說的也沒錯兒！

北京酷就酷在古今並存（頁 120）」。在第十四課〈皇帝的家〉中的課文注釋，也對

「並」後接否定有更進一步的說明：認為「並」後接否定形式，不傴是強調否定，

還可用來描述和先前假設或者所說的內容正好相反的事實，因此此種「並＋Neg 

Word」的結構無法獨自出現，至少必頇用來對所說或所隱含的內容的回應或評

論85。後續的說明採用語用預設的定義，並且《漢語綜合教程》以例句「這麼巨大

的皇城，幾百年來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化
86」為例，說明隱含的預設在「幾百年來，應有

一些改變」，但是事實卻相反。所以「並」的出現乃是強調這個事實（highlight this 

fact）隱含在說話者的想法之中。 

E. 《中文聽說讀寫》 

在《中文聽說讀寫》裡，「並」在 Level 2 第三課的生詞解釋為：「並＋Negative

（NOT REALLY）」，練習題為填空：「人們都說這兒的天氣好，可是我來這兒以後

覺得  ，風大，雨也多。／大家常說住在校內又安全又方便，我住了一個學期了，覺得 

                                              
85

 原文為：‘Note that the use of “並＂is not just to emphasize the negation but to describe a fact 

contrary to a prior assumption, or what was previously said. Therefore this structure cannot be used 

by itself, and at the very least is used to answer or comment on what was said or implied in the 

previous dialogue.‘(《漢語綜合教程初中級（上）》，頁 180)  
86

 課文原文為：「瑪莉和大衛從天安門城樓上下來以後，進了紫禁城。紫禁城是明、清兩代

皇帝居住的地方。幾百年來，這兒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化。（《漢語綜合教程初中級（上）》，

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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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個學期我要搬到校外去。／聽說《好味道》這家中國餐館的菜很地道，我昨天去那兒

叫了三個菜，發現  ，下次不去了（頁 55）。」以上練習都可從顯性語用預設來

加強學生對上文預設進行否定，如「天氣好→並不好」、「又安全又方亲→並不

安全也不方亲」等。 

接下來，我們整理上述華語教材對「並」的英譯，如表 五-2 所示。 

表 五-2 不同華語教材對「並」的定義比較表 

教材名稱 並的詞組及用法之英釋 生詞／內文例句 

《 新 版 實

用 視 聽 華

語》 

Adv : used before a negative for emphasis 學中文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 

並 且 ／ 而 且 Conj ： and, besides, moreover, 

furthermore 

小李的成績原來就很棒，而且／並且申請獎學

金的人不怎麼多，所以他一申請，就拿到了。 

《 遠 東 生

活華語》 

Conj：also, at the same time 

 
並排：to be side by side 

可以知道各類商品的產品、目錄、價錢，並可

馬上訂購。 

學中文並沒有你想的那麼難。（該書把此句的

「並」歸於連詞，我們並不贊同） 

有一次，周瑜想用火燒曹操的船，用計讓曹操

把船都並排在一起。 

《 新 實 用

漢語課本》 

Adv: used before a negative for emphasis, usually as 
a retort 并不，并沒有, to emphasize that the reality 

of a situation is not the same as what one expected. 

時間並不長，只去十天。 

《 漢 語 綜

合教程》 

Adv: actually （not）. Note that the use of“並＂is not 

just to emphasize the negation but to describe a fact 
contrary to a prior assumption, or what was 
previously said. Therefore this structure cannot be 
used by itself, and at the very least is used to answer 
or comment on what was said or implied in the 
previous dialogue. 
並存（v.）coexist 

並無大礙（no big problem） 

這麼巨大的皇城，幾百年來並沒有什麼大的變

化。 

 

北京酷就酷在古今並存。 

《 中 文 聽

說讀寫》 

並／并＋NEG. not really. 

並／并（conj.）and; furthermore  

有一個美國記者寫文章說中國菜卡路里多，對

健康並沒有好處。 

昨天上課，老師教我們生詞並介紹了語法。 

從表 五-2 不同華語教材對「並」的定義比較表可知，「並」在華語教材中

以副詞後接否定的用法為主，連詞「並」和動詞「並」的介紹相當少。此點和本

文語料分析呈現不同趨勢，語料庫中出現連詞「並」的比例明顯高於副詞「並」。

對於此情形，我們的解釋如下：因為語言教學可以有「零教學（zero instruction）」，

也就是「當兩個語言並無差異，學習者可將母語的該語言項目直接遷移至第二語

言（陳俊光，2007:79）」的正遷移。關於此點，我們認為還需要對比學習者母

語中是否有類似表達漢語連詞「並」的對應詞，才能決定連詞「並」是否可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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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教學，在未檢驗跨語言的難度等級之前，本文認為連詞「並」的特點仍應列入

教材說明。此外，某語言中較為突出的特點，且是目標語與母語的語言距離差異

較大的，往往就是學習難點所在，也是教學上需特殊設計並考量的部份，若目標

語與母語可以產生完全的正遷移，則為較易習得的部份。因此，本文提出教材中

應註明「並」後接動詞性成分的基本概念。對華語學習者而言，可先介紹銜接範

距較大的「並且」擔任連詞的功能，淡化學習者把連詞「並」與副詞「並」的用

法產生相互干擾的情況。若教學目標以聽說為主的，本文認為，應先教副詞「並」

後接否定的形式，以及表達「反預設」、「說明個人觀點」等搭配語境使用的合

宜語用功能。 

5.1.2. 「並」的複現 

關於華語教材的「並」，本文認為可從連詞和副詞不同角度分析。首先是連

詞「並」連接雙音節動詞，以及連詞「並」出現在主語之後。最後才是情態副詞

「並」後接否定的教學，因副詞的語義虛化，建議採螺旋式教學（Spiral approach）

的呈現，至於和「並」有關的詞組，如「並列」、「並排」等，則根據實際需求

適時補充。關於情態副詞「並」的用法，我們建議藉由教材的高複現率，讓學生

反覆接觸該字詞出現的語境，逐漸習得。以下我們先檢視各教材對於「並」在首

次介紹後，能否在教材中提高複現（repetition）的程度，做一檢視。 

A.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自第三課介紹「並」之後，在同冊的第六課〈考不完

的詴〉「建國：對！一次小考考壞了沒關係，我現在就開始用功，期中考、期末考就不會有

問題了。你得給我加油啊！偉立：那當然，不過，下次生氣不要再踢門了。門並沒有錯啊！（頁

152）」；第九課〈誰最漂亮〉「這次參加的小姐，年齡都比以前小了很多，大部分高中

都還沒有畢業。他們雖然看起來活潑、大方，可是都打扮得太老，並不適合她們的年紀（頁259）」；

和第十一課〈台灣故事〉「中國大陸怎麼實行共產主義，我不清楚，不過，東歐的共產國

家後來都放棄了共產主義，這不是就證明共產主義並不適合人類社會嗎？你說對不對？（頁

291）」都出現「並」後接否定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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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在後續的第四冊教材也陸續看到「並」後接否

定的複現。例如，第四冊第三課〈你看不看電視〉「偉立：這麼說，臺灣有很多外國

的電視影集嘍？台麗：是啊！可是並不是每一個都配了國語發音。有些談情說愛的連續劇就不

適合配音（頁59）」；第四冊第十一課〈探親〉「幾十年都沒有照顧這個家，雖然是時

代的悲劇，並不能怪他，老胡還是從心裡覺得對不起大陸的家人，可是除了給他們買東西、修

房子，留下一筆錢以外，他還能怎麼辦呢？（頁299）」；以及第四冊第十二課〈救救

我們的地球吧〉「從前人沒什麼環保觀念，工廠老闆收買舊東西，目的只是省錢，並沒有考

慮到對環境的影響（頁302）」。 

除了「並」後接否定複現的頻率高之外，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於第四冊第

十二課的文法練習（頁321－2），特別針對「並」、「可87」、「又88」列出「三

選一填詞練習」，請見以下練習題： 

1 小林說的話，我都相信，他  從來沒騙過人。（可） 

2 老丁跟太太離婚  不是因為個性不合，而是因為太太有婚外情。（並） 

3 你叫我，我沒答應，是真的沒聽到，你  千萬別誤會。（可） 

4 我室友一沒錢用了，就來找我借，真倒楣。我  不是他的提款機。（又） 

5 我爸是因為這家航空公司的服務態度太差，才不願意坐他們的飛機的，  不

是覺得他們的餐點不好吃。（並） 

6 你怎麼可以怪我？！我   不知道王美美懷孕了，要不然我也不會拉她去喝酒。（又） 

B. 《遠東生活華語》 

《遠東生活華語》在第二冊第二單元〈消費糾紛〉課文出現：「我們常常隨口

                                              
87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八課對「可」的介紹為：「可」多用於口語，放在副詞、

動詞、助動詞、SV……之前，表示強調語氣。可以表示 a.不以為然。b.強調程度，一般有感

嘆的意味。句末常有語氣助詞，如「啊、呢、了、啦」等。SV 之前可以有「真、太」等副

詞。c.必須如此，有勸導或期盼的語氣。d. 事情好不容易完了。(頁 221) 
88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第十二課對「又」的介紹為：「又」表加強否定的語氣。說

話者覺得被誤會的時候，用本句型來為自己辯解，或不認同對方意見時，說明自己的理由，

稍有不悅的意味。(頁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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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沒問題』、『馬上處理』這一類的話，可是，實際上這些話的意思並不明確，常常引起誤會，

造成糾紛（頁39）」；另外，在第三冊第五單元〈一種社會現象〉生詞例句「太嚴

格的管理不合人性，並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頁101）。」還有「其實」一詞的文法練

習「A：地攤賣的東西真便宜。B：其實   ，並不算便宜。（頁106）」；在第

三冊第五單元〈青少年的價值觀〉課文中，「其實不少年輕人認為，事情並沒有那麼

嚴重（頁108）」，還有生詞用法練習中「把握青春並不是叫你天天玩樂的意思（頁111）」；

此外，在第三冊第七單元〈選舉與民主〉生詞練習中，「上台容易下台難，很多人

知道怎麼抓住上台的機會，可惜懂得怎麼下台的人並不多（頁145-6）」以及同冊第七單

元中的〈政府有能，人民有權〉課文「按照孫中山先生的理論，權力屬於人民，政府或

領導人並沒有權可以主宰一切。有些國家在轉移政權的時候，可能得經過人民示威或暴動才能

成功，甚至於發生流血的革命。其實，真正能夠靠民主選舉、和平轉移政權的例子並不多見（頁

152）」。 

另外，在第三冊第七單元〈選舉與民主〉文法練習中，「A：政商結合並不違法

呀！B：雖然如此，    （頁159）」；在第三冊第八單元〈環保與地球〉

生詞練習中，「財富是生活的資源，可是並不就是我們生活所追求的目的（頁167）」以

及「颱風是自然發生的現象，並不是人所造成的（頁168）」；在第三冊第八單元〈我

們只有一個地球〉的課文中，「四月二十二日的『地球日』，喚起了全球的環保意識，人

們藉由這個保護地球的日子來反省過去自己的行為，並希望進一步加快拯救地球的腳步（頁

175）」、「目前科學家東一篇研究報告，西一篇研究報告，並不能實際解決問題（頁175）」；

在第三冊第九單元〈中國的歷史〉對話中，「老師講了好多跟三國有關的故事。他還

說，雖然曹操為了統一天下，跟劉備、孫權爭得很厲害，其實歷史上的曹操並不像書裡面說的

那麼壞。是真的嗎？（頁187）」；在第三冊第十單元〈中國文化之一：玉器〉的生

詞練習中，「這間展覽室所陳列的藝術品僅限於展出，並不銷售（頁231）」；在第三冊

第十一單元〈談中國文學的變遷〉的對話中，「從十九世紀末中國文學就受到西方文

學的影響，而且影響越來越大。這使得中國文學的內容更加豐富，並拉進了與世界各國讀者的

距離（頁242）」，在同課的生詞練習中有兩句：「就這次投票的情形來看，形象好的

候選人並不見得會贏（頁246）」以及「薛寶釵雖然和賈寶玉結婚了，可是並沒有得到他的

愛情（頁257）」都可看到「並」的複現。此外，我們發現《遠東生活華語》把「並」



現代漢語「並」的語義、篇章、語用分析及其教學應用 

194 

 

和「其實」、「實際」共現的例句有五例，符合本文語料庫對「並」的檢視。 

另外，《遠東生活華語》在第三冊第十二單元〈中國的哲學家〉的生詞練習

中，「他一方面個性保守，一方面又不懂得如何處事，因此在公司裡並不受歡迎（頁 273）」

另外，在閱讀練習中，「孟子善於利用故事來說明真理。他說有的人根本不照顧秧苗，有

的人卻把秧苗拔高，結果反而害死了秧苗。這兩種人代表兩個極端，他們的行為都有偏差，並

不恰當（頁 280）」也都可看到「並」後接否定形式重覆出現。 

雖然《遠東生活華語》對「並」的初次出現，發生了詞性標註為連詞，例句

卻是副詞，前後不相符的情形，但是該教材後續內容中，「並」的複現率卻很高。 

C. 《新實用漢語課本》 

在《新實用漢語課本》第四十六課〈女兒今年才八歲〉的課文中：「為了培

養孩子學習英語的興趣，今年暑假，我打算讓她參加英語夏令營，時間並不長，只去十天（頁

150-1）」。其課後練習「熟讀下列短語」的部份，列出「並不容易、並不堅決、並

不同意、並不贊成、並不反對、並不知道、並沒有看到、並沒有完成、並沒有增加、並沒有保

證、並沒有放鬆、並沒有影響（頁155）」。還有用「並＋不／沒有」完成對話的練

習如下： 

1. A：家長都同意「快樂教育」嗎？ 

      B：家長們   學校這樣做。（都同意） 

2. A：他當時為什麼不反對？ 

      B：因為當時他    這些情況。（了解） 

3. A：你知道嗎？杰克已經結婚了。 

      B：不知道，杰克   他已經結婚了。（告訴我） 

4. A：這篇文章比較長，學生看得懂嗎？ 

      B：這篇文章雖然很長，但生詞不多，所以   。（難懂） 

（《新實用漢語課本》，頁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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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四十七課〈打工的大學生多貣來了〉的對話中：「丁力波：我想你們打工

並不都是為了解決經濟問題吧？宋華：對。很多學生是為了早點兒到社會上去鍛鍊自己，得到

一些工作經驗。（頁 168）」也可看到「並」的出現。 

對於「並」後接否定形式，《新實用漢語課本》列出實用的搭配，可提供學

習者在語用的實際需要，練習的部份也分別針對特別的概念予以設計，例如：「不

都」的部份否定、有上下語境的語用「說明澄清」以及反預設的回應。 

D. 《漢語綜合教程》 

《漢語綜合教程》在初中級引介「並」後接否定的用法，另在中高級（上）

中找到多例「並」的複現。因為該教材中高級部份乃選自中文報刊雜誌及網路有

名家小說、散文、短評、政論、學術論文等，做為改寫依據。語言更以文學、歷

史的書面語體和正式口語為主，題材廣泛。例句如：第三課課文選用寄匇（1995）

寫的〈我的父親〉中，「父親的學問也做得極好，並因此從縣勞模一直當到全國勞模（頁

42）」、「結果我剛學會騎，就迫不及待地想騎車帶人，最小的妹妹便成了我的第一個犧牲

品。那時她只有三歲多一點，一上我的車便給摔了下來。她嚇得很長時間內不敢再靠近自行車。

父親看看小妹並無大礙（NO BIG PROBLEM），只說了我一句：―本事不大，心卻不小。‖（頁44）」

另外，第四課課文選用鄭培凱（1982）寫的〈流動型的香港文化〉，如例句「假

如我們把文化的發展粗略分成―固定‖（本鄉本土）與―流動‖（穿梭來往）兩種形態，則香港顯

然有著深厚的流動型文化。一方面影響了香港本地的文化發展，如魯迅、胡適、許地山、陳寅

恪等人來到香港，並不是來觀光旅遊的。不管是來批判還是來建設，都對香港的文化發展有所

貢獻（頁44）」；第五課選用陳生洛的〈兩個美國：中國大學生的美國觀〉，內

容是一篇調查分析報告，選用的目地是為了訓練學習者的速讀能力。出現更多「並」

的例句：「多數是漢族學生，也有少數民族的學生。所有的訪談，都進行了現場錄音，並將

錄音整理成了文字材料（頁88）」、「調查中獲得的第一手材料說明，中國大學生對美國的

態度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簡單，並不能簡單地用愛美國或者恨美國來概括說明（頁89）」、

「美國介入國際衝突，插手各國的內部事務，並不像它自己講的那樣，是為了維持世界的和平

和穩定、為了推廣自由民主的價值觀、為了保護人權，而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利益、為了實現和

維護美國的世界霸權（頁90）」、「大多數大學生對國際問題並不是特別有興趣，他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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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內媒體中獲得的信息已經足夠了（頁96）」等。 

另外，該教材對於把真實語料教材化的做法，在第四課「重要詞語的解釋和

使用習慣」部份，針對「並不侷限於……（not）limlited to…」也提出例句「許多

中國大學生喜歡和嚮往美國，並不侷限於個人發展的角度。／王教授認為中國和韓國可以在很

多方面發展合作關係，並不侷限於經濟方面（頁131）。」以及在第七課也針對「並不

意味著……it does not mean that …」進行練習，例句為「官方正史沒有關於平民的記

錄並不意味者他們沒有生活在歷史中，沒有自己的思想和記憶。／在她看來，全球化並不意味

著大家只能說一種語言，只能有一種思維方式（頁166）。」 

在第七課文匯報記者吳娟的〈尋找民間的記憶─趙世瑜談歷史研究的視角轉

換〉訪談紀錄中，「記：對民間社會，傳統的歷史研究一直是忽視的嗎？趙：將目光從帝

王將相轉向基層生活，並非我們這一代的發明（頁152）」、「應該意識到，普通民眾沒有

掌握記錄歷史的權利，沒有被賦予發出聲音的合法性，並不意味著他們沒有生活在歷史中，沒

有自己的思想和記憶（頁154）」、「歷史研究是一樣的道理，―民間‖並不是歷史學研究的

終點，卻是不可忽視的重要一站，是走向整體歷時或總體史學的必由之路（頁154）」。在

此，我們可以看到「並非」、「並不意味著」後接分句的用法。 

在第八課余親的〈傳統史學遺產不應輕易拋卻─評―新史學‖的三個誤區〉中，

「進一步說，二十四史也並沒有把眼光局限在政治方面，比如《史記》和《漢書》都用相當大

的篇幅介紹了社會的經濟發展、重大的水利工程、文學的發展、異常的天文現象等等（頁

176）」。 

第九課亱文詠的〈結婚進行曲〉「就在我快要哭出來的時候，攝影公司給我看了一

卷他們製作的實況錄像。並問我是否願意如法炮製。那卷錄像是由三流的理查德‧克萊德門的

音樂，加上一堆吃吃喝喝的人，還有喝醉酒的人。新娘新郎被一群整人專家以很不文雅的方式

修理。我斷然拒絕了他們的提議。同時心情好了一點。我有一種看到別人滑倒，拍手叫好的邪

惡快感。原來我並不是全世界最無奈的人（頁194）」、「好在這次夢魘我並不是真的一無

所有。至少我親愛的老婆是一件唯一值得的事（頁204）。」 

在第十課龍應台的〈城市文化─在紫藤廬和 Starbucks 之間〉，「春夏秋冬的生

活韵律─暮冬的化妝遊行以驅鬼，初春的彩繪雞蛋以慶生，夏至的廣場歌舞以休憩，耶誕的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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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靜思以祈福。千年禮樂，不絕如縷，並不曾因―現代化‖而消失或走樣（頁 222）」、「傳

統的―氣質氛圍‖，並不是一種膚淺的懷舊情懷。當人的成就像氫氣球一樣像不可知的無限的高

空飛展，傳統就是綁著氫氣求的那根粗繩，緊連著土地（頁 222-3）」。 

關於「並且」一詞，在教材中，除了《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提到「並且」一

詞，另外在《漢語綜合教程》也看到兩例，一為第六課影評綜述〈新片―手機‖引

貣重大爭議〉中：「影片中兩位主要男性角色，一位是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一位是著名

的電視撰稿人，都有婚外情，並且都因此而說謊（頁 136）。」另一例出現在第九課亱

文詠的〈結婚進行曲〉的「中國式婚姻最大的好處恐怕在於這是一個和稀泥的民族，你搞

得愈爛，大家愈感到滿意，並且衷心祝福（頁 202）。」 

因為《漢語綜合教程》取材自真實語料，不同於由編者設計的對話或句型。

所以連詞「並」、「並且」以及副詞「並」的出現較貼近本文對「並」的觀察。 

E. 《中文聽說讀寫》 

在 Level 2 第 18 課〈槍枝與犯罪〉課文中，「一九四九年以後，中國禁止賭博和販

賣毒品，並取締妓女，打擊偷竊搶劫（頁 386）」。另於該課生詞及語法介紹連詞「並」：

「昨天上課，老師教我們生詞並介紹了語法（英譯：Yesterday in class our teacher taught 

us new vocabulary. Moreover, he/she introduced the grammar.）」、「最近報上介紹中國

的文章很多，其中有一篇提到了中國經濟發展很快的原因，並指出了現有的問題（英譯：

Recentaly, there have been many newspaper articles about China. One of them talked 

about the reasons for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In addition, [the 

article] pointed out the existing problems.）」、「學校昨天開會，討論老師以及學生提出的

問題，並研究了解決的辦法（英譯：Yesterday the school had a meeting and went over 

issues raised by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discussed ways of 

solving (the problems））」。也特別註明上述句子不可用「和」代換「並」。 

另外，在 Level 2 第 19 課〈動物與人〉課文中，「最近幾年中國採取了一些保護

珍稀動物的措施，並設立了許多動物保護區（頁 406）」。 

《中文聽說讀寫》明確分開副詞「並」和連詞「並」的用法，但是副詞「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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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複現率低，除了第三課的介紹及語法練習之外，後續教材未見到相關用法。因

此，建議教師在使用此教材時，可從課堂口語及聽力輸入提供學習者對「並」的

複習及使用機會。 

5.1.3. 討論 

本小節檢視了五種不同華語教材，發現教材對於「並」的解釋，主要依附於

「並」字出現的語境進行解釋，且著重於副詞「並」後接否定的說明，但是因語

境不同，「並」的解釋略有不同。如表「強調語氣（used before a negative for emphasis，

參見表 五-2）」的，有《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中文聽說讀寫》；表「反駁」

義的有《新實用漢語課本》；表「反預設」義的有《漢語綜合教程》。提及連詞

「並」的，只有《遠東生活華語》；以「並且」當連詞的，有《新版實用視聽華

語》及《漢語綜合教程》。 

此外，教科書的語法練習設計，有「並」和其他單音節副詞的比較，如新版

《實用視聽華語》；或者是「並」後接否定的搭配詞（collocation）口語練習，

如《新實用漢語課本》；以及利用真實語言材料做為延伸練習的，如《漢語綜合

教程》。本文認為對於虛詞的教學，提供適切的語境相當重要，能一針見血地直

指核心語義，以簡馭繁的介紹可省去教師根據不同語境要再補充及解釋的不亲。 

根據本文的語料分析結果，語料庫中出現頻率高的連詞「並」，在教學上非

重點所在，反而是出現比例略低的「副詞『並』後接否定形式」成為教科書中著

墨較多的，根據本文所檢視的教材內容，「並」後接否定形式的複現，就有 43

筆，但是連詞的複現卻只看到 4 筆，而 4 筆連詞「並」的用法中還包含 2 筆「並

且」的語料。關於此點，我們的看法是，教學排序應以頻率高為優先選擇，但是

考量課程內容為口語對話時，教材內容的取捨卻造成語用上較為突顯的副詞「並」

成為教學重點，而連詞「並」則以淡化方式甚或是「零教學」的方式處理。此外，

我們也看到因為「並」的書面語功能較突出，所以華語教材多於中級程度以後才

進行「並」的教學。 

我們提出以下建議：連詞「並」後接小句、動詞性短語的形式，在篇章中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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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高級程度學習者學習運用，因為可延長學習者對語段表達的長度，具有教學

的必要性，而「並」連接動詞性詞語的特性也不宜忽略。至於本文提出「並」擔

任詞連，「並且」擔任句連的區別（參見 4.2.1 的討論），以及連詞「並」可出

現在主語後的用法，本文所檢視的教材中，皆未見到此種用法的介紹及說明，建

議編輯教材或語法書時，可納入這些用法，或由教師依學生程度適時補充。也就

是，當出現不同主語的複句時，可用主語後的「並」替換句間連詞「並且」的練

習，我們以《漢語綜合教程》第六課影評綜述〈新片―手機‖引貣重大爭議〉為例： 

「影片中兩位主要男性角色，一位是著名電視節目主持人，一位是著名的電視撰稿人，都

有婚外情，並且都因此而說謊」可換成「影片中兩位主要男性角色，一位是著名電視節目主

持人，一位是著名的電視撰稿人，都有婚外情，兩人並都因此而說謊」。 

5.2. 教學建議－以「並」的順接形式為例 

根據教材檢視，考量「並」在篇章結構的重要性，並結合科技之亲利，本文

提出以語料庫作為教學輔助方式，因為學習者學到「並」字時，多半已具有基礎

以上的華語能力，因此真實語料的呈現，除了可培養學習者的語感，更可延續學

習者對於目標語的學習動機，也可以激發學習者進一步挑戰自己的語言能力。 

5.2.1. 語法教學－「並」的教學語法排序 

根據鄧守亯（2009:135），語法點的排序以詞頻為參考依據。我們認為可先教

連詞的「並」，因為根據本文分析，連詞「並」的出現頻率是最高的（參見圖 四-2

及圖 四-4）。但是另從教學內容的累進式排序來看，必頇先呈現「並」接動詞的

特色。因此，本文建議教師可從「並」的字源義介紹兩人並立的「竝」，藉由甲

骨文的字形 ，引發學生的學習動機。雖然根據本文的考察，「並」單接動詞的

用法與後接動詞性短語及小句相比，只接動詞的「並」出現頻率最低，但是因為

牽涉到學習者易把「並」跟其他並列連詞弄混，所以我們認為從最簡單、易學、

易辨識的形式下手。此部份的教學活動設計，主要利用學生曾學過的動詞進行合

併句子的操練。 



現代漢語「並」的語義、篇章、語用分析及其教學應用 

200 

 

再來，進行「並」的小句教學，此時可搭配課文內容改寫，讓學生判斷課文

中何處可用「並」連接兩句，進而歸納出「並」在句群中的位置。此時，教師可

視個人教學習慣和學生語言背景和程度，適時補充「並」的句法位置限制：不可

出現在主語前，以及後接雙音節動詞為主，此外，連詞「並」後面不出現主語，

只用於相同主語的句子連接。當「並」後連接否定句，可是卻表兩件或兩件以上

的事情同時進行或同時發生時，要用「並且」一詞，不可使用「並」。待學生已

掌握上述用法後，才告知連詞「並」也可出現在主語後，用來連繫相關事件，但

前後不同主語的分句。 

接下來，可進行「並」的副詞用法教學─「並」後接否定的用法。建議教師

以情境的方式分別呈現「並不／並沒」可表反預設的功用，以「並不意味著」、「並

不表示……」為例，做為個人表達不同意某件事或想法的表達方式，具有較高的

語用交際功能。對於程度更好的學習者，則可從篇章的角度提供副詞「並」與關

聯詞的搭配教學，根據本文的發現，建議可教「但／並（不）」、「並（不）／而」

及「並（不）／只」的用法。我們以流程圖表示「並」的語法點排序。請見表五-3。 

表五-3 現代漢語「並」教學語法排序表 

 

但是，以上的排序不是必然的，當課程目標以學生的聽說能力為主時，則以副詞

「並」的會話功能優先，建議先教副詞的語用功能。若學生學習的是以篇章的敘

述記事為主時，則以連詞「並」的教學排序為先，教師需視學生及課程需求做最

「並」字形

與動作、動詞之關聯

利用已學的動詞組練習合併
句子

其他常見的詞組及使用語境
介紹：並列／肩並肩

成語補充：並駕齊驅、並肩
作戰......

連詞「並」

順接用法／並列連詞

出現之句法位置限制條件

介紹「並且」的用法

「並」連結小句的形式及功
能

副詞「並」

句法位置(後接否定詞)

逆接用法／情態功能

語境導入練習

「但／並不」、「並不／
而」「並不／只」的共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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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適的安排。 

5.2.2. 建立學習者個人語料庫之教學輔助設計 

鑒於華語教師有繁重的教學進度壓力，實際上難以針對一單音節副詞進行琢

磨式的練習，因此，我們從語料庫的使用提出可能的教學輔助。但是，本小節的

「語料庫」不是指學術性的語料庫，而是指教師指導學生進行網路資料搜尋，讓

學生每天找五筆和「並」有關的語料進而建立的個人小型語料庫，以單句或段落

為主。教師可要求學生另外挑一個同為學習難點的單音節副詞，如：「又、可」…

等，因人而異，同時進行語料蒐集。 

剛開始前幾天，教師需每天檢視學生蒐集的語料，可以協助學生把語料中難

度較高的詞彙以現在所學的詞彙代換，留意檢視是否有不合規範的語法需即時修

正成較符合規範之說法，並請志願者協助利用電腦軟體建立班級語料庫。待蒐集

至一個星期後，就可改換成其他單音節副詞繼續蒐集。 

等到語料收集的數量夠多，教師可請學生觀察比較不同單音節副詞出現的位

置，以及它們在段落中的含意。讓學生除了教科書之外，還能接觸到真實世界語

言，並指導學生如何使用語言工具書做為輔助學習的方式。此法也可適用於不同

連詞的比較，讓學生體會漢語單音節詞語的特色及實際表達的搭配語境。 

5.2.3. 口語辯論教學設計－反預設表達，以「並」後接否定為例 

因為「並」在逆接形式中，帶有評價情態的功能，透過實際操練，才能深刻

體會「並」表示對於語言事實與預料或心願對比並呈後的背離用法，胡曉清（2010）

提出以「聽說一體化」的教學模式來改善聽說教學分立的侷限。認為多維的輸入

及輸出，有助於二語習得。因此，本文提出以「辯論／反駁」的口語形式操練進

行對「並」表主觀性反預設的用法。根據劉繼紅（2004）、劉珣（2000），辯論在

成人可以用有意識和潛意識兩種途徑習得外語，必頇通過實際交際活動實現。對

於中高級程度以上的學習者，教師應更重視學習者的成段表達技巧和利用華語進

行思維的訓練（引自李曉琪，2006:253）。因此可採用「辯論」形式來訓練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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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語言能力。而此種辯論形式不同於一般正式辯論，華語教學的辯論著重學習

者能否掌握運用華語，包括發音、詞彙選用、符合規範語法、表達清楚與否等。 

辯論的教學活動設計是延續之前的語料庫教學輔助活動之後，教師搭配該季

課程內容，先訂出適合進行辯論的課程主題，分成前、中、後三部份進行。以下

我們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七課〈感情的事〉為例，設計可供教師操

作之具體辯論教案89。 

（一） 辯論的前期準備工作 

教師於課程開始前，先宣布本次的課程會進行辯論活動，公布辯論主題「墮

胎應該合法化嗎90？」並徵求參加者。教師提供學生對辯論可能用到的常用術語

「正方、反方」，「一辯、二辯、結辯」代表，簡單介紹進行的流程「正方一辯→

反方一辯→反方提問→正方提問→（抽籤決定結辯順序）→兩方結辯」。教師引

導學生留意課文中的關連詞「就是……才……」、「可是話說回來」、「再說……，

還……」、「不管……都……」、「如果不……，也……」、「即使……，也……」、「雖

然……，還是……」、「與其……，不如……」等。至於「並」的出現，因為不是

該課重點，故學生仍需學習該課課文基本內容，在此，我們把「並」的使用著重

於辯論時表述個人立場及反駁對方觀點的定式結構。 

另外，教師也可利用個人學習語料庫的單音節副詞來練習如何表達個人立場。

程度較佳者，教師可引介如何以定式的表達框架呈現自己的邏輯思考。練習做結

論的能力，讓學生從每堂課，都有機會練習總結該堂課的教學重點、討論意見、

提出個人看法、進行比較等基本口語練習。 

此外，和辯論主題息息相關的，是教師導入課文內容的形式需配合辯論的流

程。先以提問方式引貣學生發表個人看法，除了初級所學的截然二分「同意」、「不

同意」的說詞外，教師要求學習者練習用「並」來表達內容較隱含的個人立場：

                                              
89

 雖然《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三、六、七課皆安排了「辯論」的課室活動，但內容

僅有題目、可能用到的詞。在教師手冊中未有任何具體教學建議。 
90

 對於該教材所提供的辯論題目「墮胎應該合法化嗎？」，對某些不同文化背景或不同國籍

的學習者而言，可能是屬於相當敏感的話題，建議教師採用時要列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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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並不同意，因為……」、「我並不反對，可是……」等詞語委婉說出個人看

法，或者練習「並不……而是……」來反對對方觀點，進而陳述自己的看法。讓

學習者從帄時就習慣使用「並」表「反預設」立場的用法。進階可練習較長的句

段，如：「我並不認同你的看法，因為……」、「你這麼說，我並不贊同」等，還

可融入「並」字加重音的說法，做為加強說明個人不同立場的開場白。 

（二） 辯論活動的安排 

我們參考《對外漢語教學中高級階段課程規範》的高級口語教學環節之設定：

（一）話題的引入和理解；（二）話題的演化和擴展；（三）話題的模擬和展現。

也就是從「輸入→半輸入半輸出→輸出」的語言習得過程。而課堂的辯論乃是三

個環節中的最後一個。因此，除了原有的教學（理解課文大意、生詞教學、語法

難點、語用教學等）之外，教師還要讓學習者有更多的時間演練，所以分派角色

進行對話，需能聽懂他人陳述內容，複述他人意見，還要能表達個人觀點，進而

說服他人，都是可以為辯論進行所做的準備工作。課文教完後，教師可讓學習者

有兩三天時間準備辯論材料，讓學習者寫下他所要陳述的內容，教師協助修改。

提供可能用到的詞語，如「合法化、謀殺、流產、出生、宗教亯仰、婚前性行為、

導致不孕、避孕宣導……」教師另商借錄影器材、書寫辯論時可能用到的句式、

流程海報、計時器等。辯論流程可分成三部份：代表陳述、自由辯論和總結性陳

述。而其他同學擔任評審，可於辯論結束後提問或針對題目發表個人觀點。最後

由教師進行講評。活動流程如表 五-4： 

  



現代漢語「並」的語義、篇章、語用分析及其教學應用 

204 

 

 

表 五-4 口語辯論流程表 

時間 流程 主講者 

1 分鐘 教師介紹主題、正反方代表 教師 

3 分鐘 正方論述立場 正方一辯 

3 分鐘 反方論述立場 反方一辯 

3 分鐘  自由辯論：反方提問、正方回應（但反方有掌控權） 反方二辯 

3 分鐘 自由辯論：正方提問、反方回應（但正方有掌控權） 正方二辯 

1 分鐘 休息、抽籤 教師 

3 分鐘 正反方準備結辯  

3 分鐘 一方結辯 結辯代表 

3 分鐘 另一方結辯 結辯代表 

3 分鐘 觀眾自由提問 教師引導 

4 分鐘 講評及心得分享 教師 

 教師可視學習者的程度及班級氣氛進行是否採投票方式表決辯論結果，也可

以採用同樂會方式或發人省思的閱讀文章做為辯論活動的結束。 

（三） 辯論後－進行補救教學於無形 

當辯論活動結束後，教師應根據學習者在辯論時的口語表達內容，做為之後

教學上的參考，針對學習者尚未習得的內容利用合適機會再於課堂上練習。但此

處教師需留意學習者的心理層面，對於錯誤不要過於突顯，而應把重心放在學習

者如何修正偏誤、學到正確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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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文根據 Halliday（1985）的語言後設功能，分別從語義概念，篇章結構及

語用人際三個層面來探討「並」在現代漢語的情形。「並」字發源甚早，甲骨文

就已見到「竝」的存在，但是語義演變至今，學者對現代漢語「並」的情態看法

卻有所分歧。因此本文回溯「並」的歷時語義，從「並」的歷時演變中找出其殘

留的語義，以語法化原則檢視語義演變，分析其語法化機制，發現「並」的歷時

語義符合語法化的存變原則、歧變原則、保持原則和滯後原則，而其演變機制有

隱喻、泛化、推理的介入，以抽象分析法提出現代漢語「並」的連詞、副詞及動

詞皆為抽象義的轉化。另從工具書的整理，論述現代漢語「並」的語義假設，再

輔以當代語料庫、新聞語料及口語語料之驗證，析出「並」在現代漢語的概念核

心語義為「聚列」，其延伸語義為「關聯陳述性」、「對立承接性」及「部份與

整體之並列性」，而語法意義是「呈現對事件本身及心理預期的並呈性」，在篇章

層面可表「積和」義，在語用人際層面則具有「反預設」的功能。 

 此外，篇章層面中的連詞「並」可連接肯定形式，此形式為現代漢語高頻使

用的「並」。「並」出現在語段的不同位置時，具有不同的局部銜接功能，當副

詞「並」和其它單音節詞「但」、「而」等共現時，會產生跨句的銜接功能。連

詞「並」在篇章上的遞進順接功能較為突顯。而「並」所連繫的前後抽象邏輯語

義關係以正添加為主，「並」本身不帶亯息焦點，但是「並」可擔任前後景分界

點。「並」主要出現在表記事、敘述的文體中。 

在會話層面，則以副詞「並」後接否定形式表會話修正功能為主，「並沒有」

常在會話中出現於「非轉換相關處（Non-TRP）」，或者相鄰配對的後部。我們認

為，使用「並」後接否定形式的回應，其言語序列出現的情形符合「關聯缺失

(relevant absence）」，也就是當說話者在相鄰配對的前部出現後，受話者未立即以

相對應的後部出現，因為「並沒有」標誌著回應者對事件或想法的反預設，本文

猜測「並沒有」出現的關聯缺失現象，是因為大腦推理運作的時間耗費導致「並

沒有」延遲出現，但此點還有待其他研究檢驗驗證之。另外，語用方面，「並」

的反語用預設，可表示說話者對命題與預料或心願對比後的評價情態，因情態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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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並」後只接否定形式，所以皆為背離預料或心願的評價性表述方式。副詞「並」

在話語中，可表說話者的主觀性。 

6.1. 研究限制 

受限於人力，本文未針對「並」後接的否定詞「不、沒、無、未、非……」

進行分析，對於「並」與否定詞的搭配，還需探究除了受限於否定詞與動詞的搭

配之外，是否還存在著其他差異性，如「並不是」、「並沒有」在會話、語用的

差異性。而文獻中諸多針對「並」和其他單音節副詞「可、又……」的對比，力

有未逮，本文未能針對不同單音節之異同進行深入的對比研究。此外，口語語料

的樣本數少，也是本研究不足之處。 

6.2. 省思 

就漢語單音節副詞而言，語言研究和語言教學的連繫該如何相輔相成？在研

究過程中，筆者不斷探索與反思。以下詴著提出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所做的假設及

未能放入正文之思考點，或可提供後續研究者參考。 

（一） 漢語單音節副詞之語義關聯性假設 

Nida（1975/1979:15-20）認為不同的語義單位可能意義上彼此有關聯，可以

分成四種類型：（1）包孕性（inclusion）、（2）重疊性（overlapping）、（3）互補

性（complementation）以及（4）連續性（contiguity）。我們以圖 6.1 來表示不同

語義詞彙間的關連。不同語義的詞語相關性的討論，非本文焦點，我們詴著以

Nida 的不同語義類型的關連性對漢語單音節副詞「並」和「倒、也、又…」等之

間的複雜關連性，做一初探。請見圖 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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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溫鎖林（2010）提出的「並、可、又、才」具有相似特徵的單音節副詞

為例，在 Nida 的語義類別架構下，提出以下假設： 

A. 包孕性：「並、可、又、才」都含有反預設之功能。 

B. 重疊性：「並、可、又、才」在句法中的交集，也就是彼此可互換，對句

義未形成差異之部份。 

C. 互補／對立性：「並、可、又、才」在句法中互斥或不相容之處，亦即三

者不可互換之處。 

D. 連續性：「並、可、又、才」在語用功能上，表達某種認知差異的程度。 

若上述推論成立，則可把 Nida 對於不同語義單位意義上彼此的關聯性應用

於漢語單音節副詞的分析，或許可為漢語單音節副詞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發現一

條可探索的方向。也呼應蔣紹愚、曹廣順（2005:122）的看法：近代漢語副詞的

內部分工與規範，和漢語詞彙在歷史演變中的不斷自我規範是一致的。藉由語內

對比，期望能找出單音節副詞的功能之主要特色。 

另外，Ernst（2001/2004:94-95）指出如果副詞語法可從個別意義盡可能地演

繹出來，則語法可以更為簡單91，Ernst 更指出副詞句法研究的兩個方向：一個是

從副詞出現的位置類型限制（on the type of position in which they (adverbs) may 

                                              
91

 該段為筆者自譯，原文為： ‗as noted , a grammar is simplier if it derives as much as possible of 

the syntax of adverbs from information needed independently: their meanings.‘ （Ernst, 2004：94） 

 

(1)包孕性(inclusion) (2)重疊性(overlapping) (3)互補性(complementation) (4)連續性

(contiguity) 

圖 六-1 Nida 不同語義詞語的意義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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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另一個是從副詞的移動限制（on movement of adverbs）來進行探索。Ernst

（2001/2004:439）對副詞附加語的句法探究，提出「從句法結構投射到語義表徵，

也就是副詞性成份在句法位置的階層性（adverbials‘ hierarchical position）92」具

有探究的重要性。因此，能否從句法位置的移動程度上來區別「並」和其他單音

節副詞之間的階層性排序（hierarchy），也還有待其他學者深入探究。 

（二） 漢語單音節副詞在篇章共現之理據探究 

根據第四章的語料分析及討論，發現不同的單音節副詞／連詞共現時，會產

生特殊的句式意義，此點也引領我們思考能否從篇章角度，進而探討單音節副詞

在句法難以窮究的特殊性，改從篇章共現的現象來探討比較單音節詞搭配之可能

性？ 

（三） 語法研究和語言教學的聯繫 

語言研究的專業與耗時，卻必頇跟著語言快速變遷而不停歇地追趕。當華語

教師已在第一線面對教學對象時，漢語語法的研究急需建立一套能完整連繫教學

實務和跨語言對比的教學參考資料，以提供教師參考。 

6.3. 未竟之處 

當漢語朝向雙音節詞以玆辨義時，少數漢語單音節詞卻因其特殊性而以單音

節詞出現在現代漢語中，這些詞語的個性與共性該如何統整以納入華語教學語法

體系中，建議從語內對比或語際對比找出其特點。其中，關於反預設之概念，因

為語用預設在描述真實語言情形時，本文出現「其實、事實上」與「並」都具有

表達反預設之功能，但其中差距為何？仍存在難以盡述的困境，或許可從認知語

                                              
92 該句為筆者摘譯，原文如下：‘principles of phrase structure, of the feature composition of 

categories, of movement triggers, of weight, of mapping from syntactic structure to semantic 

representations.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latter. The main explanation for adverbials‘ 

hierarchical position – the major influence on their positions in a sentence – is the interplay between 

lexicosemantic requirements and compositional rules. In large measure, the theory predicts that a 

given adverbial may occur hierarchically wherever a well-formed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results.‘

（Ernst, 2001 / 2004：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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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之心理空間（Mental Space）嘗詴不同的解決之道，探討「並、倒、又、也」

能否擔任「空間構造語（space builder）」？除了透視各個單音節詞語的核心義之

外，也要為它們之間的語法排列組合尋出方亲法門。因此，不同單音節詞語彼此

之間的替代、共現、前後語序、階級性，甚至是互斥的情形，有待深入探究。此

外，連詞「並」出現在主語後的順接形式是否已普遍進入漢語中，也有待後續觀

察。但願本文的研究，能為華語教學貢獻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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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轉寫符號說明 

以下引用于國棟（2008：19－25）對會話分析的轉寫體系以及 Have（1999）的

轉寫規約附錄（Appendix A: Transcription Conventions）。

 

轉寫語料記號標註： 

[：同步話語(stimultaneous utterances)，同時開始的話語。 

[  ]：重疊話語(overlapping utterances)，中間加入的話語。 

=：緊隨話語(contiguous / latching)，兩個話語轉換相關處之間沒有空隙。 

-：話語內部空檔，未計時(cut-off)；突然停止 

((pause))：話語之間的空檔(沒計時) 

::：延長拖音(prolongation) 

.：降調(a stop falling in tone) 

,：繼續的語調(a continuing intonation) 

?：升調(a rising intonation) 

,?：介於上述的升調和繼續語調之間。 

!：較高的語調 

↑：語調突然升高 

↓：語調突然降低 

  ：表強調(stress) 

o：表音量低(quieter) 

hhh：呼氣 

·hhh：吸氣 

< >：語速加快(speed up) 

( )：表難以辨認轉寫 

(字)：表半亯半疑，無法確認內容 

((字))：轉譯者的描述，非語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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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部份語料摘錄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 「小西園」特別準備了二個節目，除了招牌戲碼「武松打虎」之外，並從傳統戲碼中改編濃縮「晉

陽宮」，有高難度的木偶動作和細膩的技巧，並融文戲、武戲於一爐，精彩可期。 

2. 他任命一名外國人擔任欽天監監副，並命令禮部挑選一批學生去欽天監學習自然科學，學好了就選

拔為博士官。 

3. 社會的前進，信息時代的到來，久而久之人們對現代主義開始感到枯燥和厭倦，轉而追求功能與形

式的多樣化。六十年代之後，後現代主義應運而生並受到歡迎。後現代主義強調建築的複雜性與矛

盾性，反對簡單化、模式化，其設計特點為：講求文脈、提倡多樣化、追求人情味；崇尚隱喻與象

徵手法、大膽運用裝飾，認為建築就是裝飾起來的掩飾物。 

4. 各族的傳統服裝分別呈顯其特有的民族風貌，精於紡織與刺繡的土著民族並常以夾織、貼飾與珠工

裝飾以增加變化，頭飾、頸飾、耳飾及腕飾等，則依性別及配戴者身份地位而有所不同，不可踰越。 

5. 它保証創造的思想能夠得到客觀而且犀利的批評。要有充分的準備後才解釋思想，而且心理上也要

開放並勇於接受批評。為了溝通學術思想，每個成員都該學習如何面對具各種科學背景的人來說明

自己的論點。 

6. 然後他伸展開帆布，將帆布固定在自己做的木架器物上，始擺動，並緩慢地拌勻液體。接著土壤，

水及畫在之間的奇異融合便開始了。 

7. 自八十年代起，海峽彼岸已經開始積極從事胡適研究，相關的資料被大量蒐集編印，如在北京的中

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耿雲志教授主編了「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他們並有編輯「胡適全集」之

擬議；另外，各類胡適年譜、胡適評傳等著作也紛紛出版。 

8. 我喜歡的人生態度，是工作與泡茶是同一回事，一個能在泡茶時專心的人，工作也會專心，因此，

泡茶給人喝是一種很好的供養，並不是卑微的事。我喜歡小壺茶、泡茶、大壺茶都能泡得很好，並

且有好心情去喝。 

9. 只是我會覺得對即使明知道結果是受傷，你仍願意無怨無悔的去做這句話有點質疑。我所說的愛有

可能會使自己受傷是在過程，並非結果，如果明知我們所做的結果會受傷，還執意去做，我就不確

定這是愛了。 

10. 義無反顧的出發，並不一定能到達預想的彼岸，在商業領域尤其如此。山西商人的全方位成功，與

他們良好的整體素質有關。這種素質，特別適合於大規模的商業活動，因此也可稱之為商業人格。 

11. 或許，對於今日的我們，並沒有戰爭的恐懼威脅，所以從來也沒有共同意志的感受，或許，就像楊

德昌導演的知名影片『獨立時代』中所見的富裕和安定下，我們反而陷入了一種『現代的迷思』中。 

12. 只要讓人吃飽就好，吃什麼並不重要。 

13. 而杜象說觀念比作品更重要時，他並無意說任何觀念都比作品重要，而是說，只有那些前所未有的

革命性觀念（那些可以開展出全新視覺『經驗—領域』的觀點）才算得上現代藝術。 

14. 傳統醫學或所謂的中醫，的確對過去國人的醫療有重大貢獻，但這並不表示它可以不要科學化。個

人以為基於歷史責任，它應該交棒。 

15. 但這一次李文秀卻沒猜對，蘇普和阿曼這時候並不特別快樂，卻是在特別的緊張。在火堆之旁，蘇

普正在和一個瘦長的青年摔跤。 

16. 他祖父這樣鞭打他父親，他父親這樣鞭打他自己，他自己便也這樣鞭打兒子，父子之愛並不因此而

減弱。男兒漢對付男兒漢，在朋友和親人是拳頭和鞭子，在敵人便是短刀和長劍。 

17. 迷信科學至少好過迷信玄學。迷信西醫至少優於迷信郎中。在我的門診裡並不禁病人吃中藥。因我

對中藥了解不足，故不予置評。但似乎蒙受其害者很多，血糖本來正常者吃到 30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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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求神問卜」是不是迷信？天父是否一定存在？有些人讀了厚黑學，天對他來說並沒有太大的意

義。 

19. 近幾年來胡女士之研究廣受注目，她拍攝之紀錄片「神祖之靈歸來排灣族五年祭」、「矮人祭之歌」

先後入選美國瑪格麗特、米德紀錄影片展，其中「矮」片並獲一九九年德州國際影展「金牌特別評

審獎」及入選法國、英國國際民族誌影展。 

20. 張藝謀在這裡拍攝了傑出的影片《大紅燈籠高高掛》，那只是取了其中的一些角落而已。事實上，

喬家大院真正的主人並不是過著影片中那種封閉生活，你只要在這個宅院中徜徉片刻，便能強烈地

領略到一種心胸開闊、敢於馳騁華夏大地的豪邁氣概。 

 匇大語料庫 

1. 姚明很崇拜他們，像對偶像和大哥哥那樣。從技術和身體條件上，那時姚明跟他們倆人還無法相提

並論。我帶他時間很短。姚明成為優秀球員的過程是漸進的，不是說一夜之間陽光忽然照耀到他頭

上。 

2. 經濟建設上急於求成。齊頭並進的後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現出來：不但財政上比較緊張，而且引起

了鋼村、水泥、木材等各種建築材料嚴重不足的現象，從而過多地動用了國家的物資儲備，並且造

成國民經濟各方面相當緊張的局面。 

3. 那時我還在青年隊，而大鯊魚也還是乙級隊，那場的對手是北京鴨，中鋒叫單濤，幾年後巴特爾加

入北京鴨後兩人並稱―雙塔‖。那是在聖安東尼奧的―雙塔‖大衛·羅賓遜和蒂姆·鄧肯成名之前，休斯

頓火箭雙塔哈基姆·奧拉朱旺和拉爾夫·桑普森成名之後。 

4. 這一年，日本軍國主義正式吞併中國的鄰邦朝鮮。 

5. 這樣，英國政府的陰謀就暴露出來，它是利用中國軍隊來掩護它的安全撤退，並不希望中英並肩與

敵決戰，更不是為了保全仰光這個海口。 

6. ―要掙錢，去深圳，要成事，去北京。‖不知道這句話是誰說的，不過，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這

人不甘寂寞，我要成就一番事業，於是我來到了北京，成了一名―北漂‖。 

7. 一個好的群眾演員，必須腦子轉得快，要在短時間內能夠馬上領會導演的意圖。可是像這樣的群眾

演員並不多，有的人不知道是緊張還是天生就較笨，有時一個表情、一句臺詞，弄得半天都做不好、

說不好。 

8. 一輩子的生活都一成不變，則很難接受新事物，特別是中國的巨大變革並不總能保證讓各方面得到

改善。中國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國家，但不時出現變故，歷史車輪倒退。 

9. 小五與那些過往的行人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所以在他掏錢的時候我並沒太在意他，只是讓我吃驚

的是，他把兜裡所有的錢——兩張 50 面額的，幾張 10 元、5 元的，還有一堆毛票一股腦兒全掏給

了我。 

10. 不管是由於什麼原因，在 NBA 的第一年裡我被問到很多有關這個問題。通常美國亞裔記者提出這

些問題的頻率，要高於美國白人和黑人記者。這並不讓人意外，但是我能夠通過他們提問的方式感

覺到他們希望我怎樣回答，他們希望我的回答和他們想的一樣。但那不是我的做法。 

11. 他們知道答案，但不想第一個回答。我小時候也是這樣內向。我也會什麼都不說，哪怕我知道答案。

我上學時的成績並不名列前茅。我的自信心也不太強。現在我在想自己還有多少地方需要改進的。

我成績不太好也許是因為我早一年上學。 

12. 他們為我開的工資很誘人，靠著這筆工資，我得以過上了白領一族的生活。不過我並不滿足這種生

活，我暗暗發誓，只要攢下夠上電影學院的費用，我就離開這家騙子公司，從此洗心革面，做一個

有良知的人。 

13. 他們說，喬克巴當西南發現敵人三千餘人，令二百師開喬克巴當向敵攻擊。當時我根據摩托化騎兵

搜索的報告說，我新三十八師尚在仁安羌，喬克巴當並無敵情。 

14. 在北京安頓下來後，我就開始忙著找工作。一個月跑下來，才知道北京的工作並不像原來想像的那

樣好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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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我之前，有些傑出的中國運動員出國，在國外獲得成功，但國內的人對此並不高興。何智麗是乒

乓球世界冠軍，由於對國家隊對待自己的方式感到不滿，移居日本，入了日本籍。 

16. 從我剛趔趔趄趄地學會走路起，街道上的鄰居就驚訝地預言我是他們所見過的最漂亮的小女孩，並

進一步作了大膽預言：“這孩子將來長大了，不知要美成啥樣呢！” 

17. 這次我接觸到了很多珠寶，看到了珍稀寶物，翡翠、鑽石、紅藍寶石、祖母綠、珍珠……並有機會

戴在自己的身上，原來想都沒想過。 

18. 本來，他們招秘書的條件寫得很清楚，要求大專以上學歷並有實際工作經驗，這兩樣我全沒有，可

他們的老總就是看上了我，後來我才知道我與那些應聘者相比，最大的優勢就是我的天生麗質——

老總看上了我的長相，於是就破格錄用了我。 

19. 她們竭力說服我媽媽，並陪著我去面見領導。 

20. 後來，我對樹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便搬到了那兒與小五做起了鄰居，並在他的鼓動下，加入了他

們的樂隊。 

 聯合知識庫 

1. 她又跟著我說：「真的，不要小看剪頭髮的工作，奧客也不少喔！我前幾天還遇到一個很無理取鬧

的客人，說要把店給拆了。」接著她說：「其實，我只做到今天，因為我待在這裡真的很不愉快。」

我忍不住開口說：「恭喜你！」剪完臨走前，我上前跟設計師握手，並說：「謝謝你，讓我還有機會

得到你的服務。」她突然紅了眼眶，還趕緊留電話給我，說如果我將來在頭髮上有任何問題，都可

以打電話給她。【2010-09-20/聯合報/D1 版/家庭．副刊】物超所值的 剪髮經驗 

2. 一天，他和一位在其他學校任課的朋友交換教課心得時，把這個現象提出來，並詢問朋友如何因應

這樣的狀況？朋友說他會盡量出「必須自己親自去做」才能完成的題目，這在網路上是找不到的。

【2010-09-20/聯合報/D1 版/家庭．副刊】教學的為難 如何給分呢? 

3. 看盧蘇偉說著理想，很難想像，即將五十歲的他，八歲時因患日本腦膜炎，影響腦功能，直到小學

五年級才開始學習認字，上國中時，智商鑑定是七十，被分到啟智班，後來上高職電子科，為了考

大學，他花了七年考了五次才上了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系。但他以全系第三名畢業，並考上高等

考試司法行政觀護人科。三年前，他重拾書本，考上台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取得碩士後，今

年甄試上了警察大學犯罪研究所博士班。【2010-09-19/聯合報/A6 版/生活】昔日智商 70 盧蘇偉輔導

暖人心 

4. 凡那比颱風直撲台灣，台北市昨天下午 3 時起暫停路邊停車收費，並開放市區紅黃線路邊停車；原

訂明晚在大稻埕碼頭延平河濱公園舉辦的「迎星踏月賞中秋」活動取消，民政局提醒民眾留意，以

免白跑一趟。【2010-09-19/聯合報/B1 版/北市．運動】大稻埕 2 活動取消 水門關閉 

5. 簡易庭法官考量李姓男子犯後坦承犯行，認為檢察官求刑稍重，判處有期徒刑 4 個月、得易科罰金。

檢察官指李姓男子人倫觀念淡薄，自制能力不佳，一再傷害家人，並認為原審量刑過輕，提出上訴。

【2010-09-19/聯合報/B2 版/大高雄綜合新聞】婦遭家暴 求法官放過兒子 

6. 徐佳馨指出，相較於日本和德國首次購屋平均 42 歲，台灣首購族年齡並不算大。但吊詭的是，台

灣首購族收入遠不如先進國家，房價也不比這些國家便宜，年輕人卻能提早購屋。這顯示，「有土

斯有財」仍然深植國人心中，而擁有一間房子，更是多數年輕人一大夢想。儘管購屋帶來沉重經濟

壓力，但多數人仍願購屋築巢。【2010-09-17/聯合晚報/B8 版/基金理財‧房市焦點】台北人近 40 歲

才買得起殼 

7. 電影賭神常可看到賭神豎著耳朵，細聽碗杯裡骰子跳動聲音，即可分辨骰子點數，這樣傳神的賭技

並非不可能，虎高學生周莆凱、李懿倫、賴冠宇在老師陳脩文老師指導下，利用賭具，發現了音頻

與體積、空氣的正確關係，這項「拉斯維加斯不速之客」為題的骰子研究，讓他們獲大獎，取得 4

年大學免學費的大獎。【2010-09-17/聯合報/B2 版/雲嘉綜合新聞】贏得 4 年學費 聽骰辨音頻 虎尾生

旺宏獲獎  

8. 宏達電的搞神秘，其可敬的競爭對手蘋果公司更是將神秘感發運到的淋漓盡緻，蘋果的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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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市占率並不高，但在一次發表會中，賈伯斯從一個文件袋中拿出了一台 MACBOOK AIR，全球

的關鍵零組件都以沾上蘋果電腦的光為榮！蘋果音樂播放器 (IPOD）威力強大，從 SHUFFLE、NANO、

CLASSIC 到 TOUCH，每年大家都在猜它新款又有什麼進化!?甚至是只有一款手機的 IPHONE 商品也能

襲捲全球，一支手機可以一天就賣百萬支，抵上他廠的數款手機聯合量，蘋果以打造完美的態度創

造了奇蹟，IPHONE 每年選在老本營美國舉行新機發表會，由執行長賈伯斯親自擔綱演出，就是個

活脫脫的完美代言人。蘋果的神秘感也讓宏達電看著學習著，是否到明年會在發表會前一刻才揭露，

已是無法掌握的可能。【2010-09-14/聯合晚報/B1 版/證券產經】新機發表搞神秘 宏達電也學蘋果那

一招 

9. 湯姆哈迪在「全面啟動」中，戲分並非最重，表現卻極亮眼，片子大賣後，新片邀約多，但他早已

被「衝鋒飛車隊」導演喬治米勒相中，成為梅爾吉勃遜接班人，將主演明年拍攝的第 4 集，連奧斯

卡影后莎莉賽隆都是搭配他的綠葉。【2010-09-11/聯合報/C4 版/星 BLOG】好萊塢接班列車 全面啟

動 

10. 國民對王建民今年投資兩百萬美元，並沒有打算認賠殺出，而是堅定建仔是明年國民重建的核心元

素，國民計畫在季後和建仔簽下明年新約，至於新約內容，國民隊強調，必須等季後和建仔經紀公

司溝通才能確定。【2010-09-08/聯合晚報/A11 版/運動 SPORTS】國民回收投資 建仔準備簽新約囉 

11. 不過，辦婚宴的主人家，還是覺得對賓客很抱歉，黃營芳就說，因為風雨太大，高鐵、台鐵都停開，

所以台南以北的親友多人無法趕到高雄，預定的餐宴桌也有多桌沒有開。黃瀞慧說，聽到凡那比颱

風會掃過台灣，多少有點緊張，擔心影響婚禮進行，不過一切還好，昨天上午高雄的風雨並不算大，

遇水則發，婚禮進行順利；黃威靂也微笑說，結婚遇颱風，可很「LUCKY」呢！【2010-09-20/聯

合報/B2 版/大高雄綜合新聞】颱風天好日子 婚禮…照常 

12. 板橋地檢署調查後發現，黃姓夫婦遊說許姓夫婦買保險時，並未清楚講明販售的是人壽保險，讓許

姓夫婦誤以為是保險公司的優惠存款，黃姓夫婦因此獲得的佣金高達 233 萬元，檢察官將黃姓夫婦

依詐欺罪嫌起訴。【2010-09-18/聯合晚報/A4 版/焦點】誤信親友！攤販夫妻誤買 4 千萬保險 

13. 瑞士科學家的研究報告指出，全球千萬民眾拿來治療關節疼痛的兩種營養補充劑，事實上並無療效，

衛生機關或保險業者不應該為此支付費用。【2010-09-17/聯合晚報/A5 版/焦點】你還在吃維骨力嗎？ 

研究：關節疼痛 吃葡萄糖胺無效 

14. 郭台銘對金融風暴後的整體景氣看法保守。郭台銘認為，今年景氣確實是比去年好，但只是金融風

暴後的回補，並不是回到金融風暴之前的榮景。他對今、明兩年的經濟景氣看法仍持保守的看法。

全球景氣會影響到消費，明年的全球電腦出貨量成長幅度將降為 12%，將不及今年的 18% 。

【2010-09-06/聯合晚報/A3 版/話題】郭董看到了什麼？ 

15. 對於外界揭露，教育部將國中小國語文課程，改為華語文課程，教育部回應說，這個課程名稱並沒

有變動，至於課綱內容之所以改稱華語文，只是為了「統一名稱」的需要，而教學的實質內容完全

沒有變動。換句話說，其實「甚麼事都沒發生」，我們只是庸人自擾而已。【2010-09-03/聯合報/A27

版/民意論壇】只是改名字？ 國語文變華語文 天翻地覆 

 影音資料庫 

1. 他就是台灣投籃機的第一把交椅、今年 51 歲的黃金鳳，可是一點都不服老，短短的三分鐘，黃金

鳳眼神緊盯著籃框，拿球的手根本沒有停過，平均一秒三顆球的速度，讓她從台灣紅到國外，連大

陸舉辦的投籃大賽也強力邀請她參加，看看黃金鳳投籃的氣勢，旁邊的年輕人都甘拜下風，到底要

怎麼才能練成投籃機神功，就請快手女王透露幾招。 就是要雙手並用、再搭配身高穿不同鞋子，

但還是要經過長時間的苦練，為了投籃機，黃金鳳可是每天練習兩個小時以上。(2010/08/19, 華視

新聞〈閉眼都能投！投籃機女王〉） 

2. 小偷囂張的行徑，全看在檳榔西施眼裡，招呼完客人進門後，一把抓住小偷，怎麼就是不肯放手。

檳榔西施手腳並用，但小偷高大的身材，和檳榔西施整整差了一個頭，檳榔西施哪抵得過小偷。 這

時檳榔西施拿出秘密武器，手上多了一支球棒的她，這下不怕了，不斷狂揮猛 K。(2010/08/17, 華

視新聞〈超勇猛西施！球棒擊退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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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抱著大兒子在病房裡，34 歲的許小姐就算剛生完小孩，還是在桌上繼續拼圖，這是她唯一的興趣，

不過生產前八小時，她不是到醫院待產，反而還坐在台中文化中心，和一群不認識的拼圖同好一起

挑戰五萬片拼圖，當時還覺得肚子裡的小寶貝和她一起並肩作戰，拼完圖就去醫院生小孩，也順利

生下小女嬰。 (2010/08/01, 華視新聞〈24 小時接力拼圖，產婦拼 5 萬片〉） 

4. 白天回到現場，長達 50 公尺的施工現場，周圍是一整排塑膠的警示三角錐，並沒有圍起警示燈，

只有三個施工燈箱，駕駛可能不熟道路，加上下雨視線不良，夜晚施工警示燈不明顯，才會衝破圍

籬衝到工地裡。(2010/08/31, 華視新聞〈天雨路滑衝工地，車插鋼筋〉） 

5. 初步研判，歹徒用的是鋼釘槍，不過監視器並沒有拍到歹徒的身影，只有目擊者表示，案發前有看

到兩名男子快速經過，之後玻璃就破了，到底是誰這麼大膽囂張，公然對著派出所開槍，挑戰公權

力，員警全力追緝，要在最短時間內抓到人，否則地上掃掉的不只是玻璃，恐怕連面子也要跟著掃

地了。(2010/08/28，華視新聞〈向公權力挑戰，警局遭襲〉） 

6. 怎麼會有人欠交通罰單欠了近八百萬，有一位竹科工程師從 95 年起 ETC 車道通車以來，就不斷闖

ETC 車道，積欠罰單不繳款，還被送交通法庭強制執行，已扣薪一百多萬，不過並沒有任何悔意，

還抱怨是裁決所追他追太緊。(2010/08/26, 華視新聞〈法院強制繳款，工程師扣百萬薪水〉） 

7. 今天一早，全台各地都是好天氣，有陽光露臉，所以白天出門，記得要防曬，不過在山區午後會有

雷陣雨，東半部的雲量也比較多，明天週休假期，天氣還是比較穩定的，只有東半部地區會有局部

性的短暫陣雨，但是下雨時間並不長，如果安排戶外活動，還是要記得攜帶雨具。(2010/08/20, 華

視新聞〈午間氣象〉） 

8. 當管理員發現有人下海，順手帶著平常走路輔助的棍子。下水去阻止遊客，並沒有要打人的意思。

不過海濱公園也表示，管理員的確態度不好，已經以扣薪一個禮拜作為懲罰。(2010/08/17, 華視新

聞〈嚴禁戲水，管理員揮棒趕人〉） 

9. 儘管模特兒班不是什麼第一志願，但競爭卻越來越激烈。廷萱的班級今年才一招生，名額 29 名的

班級湧入了一百多人來報名。但才國中剛畢業的學生要怎麼挑呢？老師說其實條件並不難，身高只

要 165 左右體重標準，重點是要有熱誠活潑跟熱愛舞台表演。就像廷萱說的，舞台表演要興趣更要

不斷的進步。(2010/08/11, 華視新聞〈林志玲的「模」力！〉 

10. 簡小姐加盟行動餐車，就是看準小巴機動性強，哪裡有人潮，車子就能開到哪，其實改造這台車並

不簡單，幕後的設計者就是龔修賢。 小巴車外型俏皮，又能到處趴趴走，就像活廣告，但不是每

個人都有這麼大筆的資金能創業，其實光靠一個鐵盆，也能當老闆。(2010/08/09, 華視新聞〈不用

巨型資金，微型創業正流行〉） 

11. 這名穿著紫色Ｔ恤、光著腳丫的洪姓男子，不管這裡是車水馬龍的火車站前，就這麼大喇喇的躺在

路中間睡起大頭覺來，趕到現場的警方為了避免發生危險趕緊維持秩序，並勸他起來到路旁休息，

但他卻揮手要警方不要管他，好像認定大馬路就是他的床。(2010/08/23, 華視新聞〈「醉」丟人！醉

臥馬路睡〉) 

12. 陳同學拿起計算機一按，一隻全雞平均只要 40 元，兩人心裡還想說業者真得是太殺了，削價競爭

到這種程度，上網一看 PTT 網站裡全在討論，有人說下標後就可以辦桌了，還有人正在擔心家裡

冰箱會被塞爆，就在一堆人像陳同學一樣開心時，手機卻傳來簡訊寫著因為文案出錯誤，原本二分

之一隻誤植為 12 隻，原訂單取消並贈予一隻全雞。(2010/08/21, 華視新聞〈「價」好康？12 隻雞只

賣 489?〉 

13.  回到當時，戴著粉紅色帽子的張小弟跟著媽媽到餐廳吃飯。黏人的張小弟喜歡跟著媽媽，媽媽裝

飯挾菜都跟在旁邊，這時候，老闆把準備放涼的熱糖水放在靠牆的下層鐵架上，差不多七十公分高

的地方，媽媽裝好飯正打算回到位置上時，張小弟站在熱糖水旁邊，媽媽走到他旁邊，張小弟一不

小心就往糖水方向倒，並拉倒了糖水鍋，滾燙的糖水就這麼往他身上一倒，他馬上坐在地板上哭，

媽媽和店員趕快幫他急救，送他去醫院。(2010/07/05, 華視新聞〈熱糖水燙童 餐廳被控丟錢閃人〉 

14. 想到這半個月來身體的不適，曾小姐情緒崩潰哭得傷心，連續三年都是國際知名染髮劑的愛用者，

在上個月二十五號下午，花了五千塊到髮廊想換髮色，設計師拿出一條淺棕色染髮劑，就是畫面中

的這條，他們並未告知產品訊息，也沒有做過敏測試就直接上色，結果立刻造成曾小姐不舒服，馬

上要求停用，並到醫院就診。(2010/08/10, 華視新聞〈過敏感「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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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目前林小妹妹轉往馬偕醫院燒燙傷加護病房觀察，只不過當初的診所並沒有做初步的急救處理就拒

絕林小妹妹就醫，台北縣衛生局將要進一步調查，而三重慈福派出所的員警遇到這樣的狀況，把握

沖脫泡蓋送的燒燙傷處理原則，並緊急送醫，減少了林小妹妹左手臂組織壞死的機率，可說是真正

人民保母的表率。(2010/08/04, 華視新聞〈燙傷求醫遭拒，父攜女奔警局求助〉) 

 中研院帄衡語料庫會話語料及 YOUTUBE, GOOGLE 語料 

1.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01 Ｔ：白色 BLANC 是不是諷刺一些藍色和紅色片中的思想，就像在十誡系列中表現的方式？ 

02 Ｋ：可以這樣說。但是我認為紅色 ROUGE 這部片子在基調上顯得不太一樣，實在很難去定位。 

03 Ｔ：自由平等博愛是不是三部曲的一個前提，就好像摩西十個誡條在十誡這部電影中所扮演

的角色？ 

04 Ｋ：是的。 

05 Ｔ：所以你並不會因為擔心這個而躺在床上睡不著覺？） 

06 Ｋ：不會。可是我真的花很多時間去思考。Ｔ：你跟 PIESIEWICZ 討論這些事（意指自由平等

博愛）的時候有多認真？ 

07 Ｋ：我們講了很多笑話。我們甚至提到車子女人等等的。  

2.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01 Ｔ：這和波蘭現在的情況有沒有任何關連呢？ 

02 Ｋ：不是這樣的．原因只是因為我老了，想過一個正常的生活．我已經 20 年沒有這樣了，然

後現在想回復平靜的日子．． 

03 Ｔ：你富有嗎？難道不需要工作？ 

04 Ｋ：並不是那樣的富有，可是我的需求並不多．．我想我還有足夠的一切讓我平靜的生活… 

05 Ｔ：你平常的日子要做些什麼？ 

06 Ｋ：我有很多想看的書還沒看，還有一些已經讀過四次的書想再看個三次… 

3.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01 ∥沒有錯，沒有錯。 

02 ∥那再加上小時候，號稱好像很多東西都會。又會彈鋼琴，又會唱歌又會跳舞。人家說這個

人愛現。其實我都沒有這個意思。可是呢從小到大，我覺得我很孤寂。因為大家都覺得，這個人

反正很厲害嘛！老師都喜歡他，那我不用喜歡他。所以小時候交朋友的經驗，並不是很愉快。 

03 ∥是，我們謝謝葉小姐。好的，我們現在家長是不是也能夠據實以告，談談自己的孩子，在

交朋友方面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我們等一下，就這個問題再來討論。 

04 ∥我比較擔心我的小孩子交到的朋友，他們就是說會說一些不良的那個髒話，口頭禪之類的 

4.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01 ∥但是攝影是有三種角度，一個是平角，一個是俯角，再一個是仰角，那伴我成長的訣竅，

非常的簡單，大人應該以仰角來看青少年，讓他們做朋友，絕對不要以俯角來看他們，到底

什麼是正確的金錢觀？我們來聽聽他們怎麼說。小芬！ 

02 ∥金錢並不是萬能的， 

03 ∥沒錢是萬萬不能的。 

04 ∥別打岔，讓小芬說。 



現代漢語「並」的語義、篇章、語用分析及其教學應用 

232 

 

05 ∥金錢並不是萬能的，因為金錢不能買到父母親對我們的情愛。 

06 ∥說得棒！！好！ 

07 ∥我認為錢，說實在的，錢對我來說，只是父母給我的生活所必需的而已。不過我認為錢應

該當用則用，當省則省，應該有節制的去省，有節制的去用，才是正確的用錢方式。 

5.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01 ∥實在是壓得喘不過氣來，實在是喘不過氣來；我覺得我要是這節課沒有上到，我可能落後

別人很多，漏掉很多東西，那我沒有辦法負擔這個後果，所以我不敢翹課。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

是對自己負責，如果說沒有辦法的話，還是不要翹課比較好。 

02 ∥周學禮呢﹖ 

03 ∥翹課本身並不是一個正確的行為，那如果說同學是為了翹課去玩的話，那是更不應該了。

不過有些同學我相信，就剛才孫小姐和我們經驗的分享你也說過了，以前也是因為，明天可能要

考試，或者是這堂課確實老師上課，自己沒有辦法去吸收，或者是實在是聽起來也聽不進去的話 

6. 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01 ∥嗯哼！ 

02 ∥拉丁文等等唸了你才有資格當一個醫生。 

03 ∥嗯哼，是啊！ 

04 ∥比如說你這個人不會別的，但是會一些很基本的這個，衛生知識。 

05 ∥嗯哼！ 

06 ∥會接生，那麼你就可以作為一個接生的醫生，是不是？ 

07 ∥是，是。 

08 ∥你並不需要知道這個心臟病。 

09 ∥是！！ 

10 ∥或者是其它東西 

11 ∥是！ 

12 ∥是不是？因為你要， 

13 ∥其實小病比大病多欸！是不是啊？ 

7. YOUTUBE 語料 

01 蕭宏慈：包括你們剛才提到的這種現象，其實我就碰見過不少，其中有一個我印象比較深刻

的就是他有傳了我一個法::他就是一個常年辟穀的，當然他並不是完全不吃不喝= 

02 于美人：=是武當山嗎？ 

03 蕭宏慈：↑事實上他是居無定所          

(語料來源：國民大會：不吃不喝老僧人(1/5) 20100520) 

8. YOUTUBE 語料 

01 主持人：你這個過程中，你有大哭，狂哭過嗎？還是就是.. 

02 王麗貞：我很少很少狂哭過，但是我幾乎每天都在哭。 

03 主持人：天天在掉淚 

04 王麗貞：因為每天都不是妳願意的，每天的生活都不是妳願意這樣….我都是抱著枕頭在想孩

子，哭哭哭哭到睡著的 

05 主持人：所以兩個孩子其實，前兩個孩子一直都跟你距離很遙遠，很久很久不見的那種 

06 王麗貞：對，因為你要工作嘛！然後其實心裡面牽掛的都是他們，晚上不能睡也是他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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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他們的安危，雖然我有家在台灣，有人在照顧他們，可是你還是會想念他們，然後還是會擔心

他們，所以那時候我並不是一個很盡責的工作人員，我常常不到期我就跑回來台灣了。 

07 …. 

08 主持人：我聽說你想要成立一個老人社區，是不是？ 

09 王麗貞：我也想要做個老人村，很想要做個老人村，…家裡的一些老鄰居，都是老伯伯老媽

媽，他們都很和善。我最大的感受是從我那一年，我受傷那一年，我癱在床上的時候，我後來從醫

院出來，從我哥哥家出來，但是我的身體並不是很好，我自己租了一個房子，就住在公司後面，走

路兩分鐘就到了，結果我癱在床上，每次一下雨人就不舒服，我就會癱在床上，那個時候你真得舉

目無親，我在想我四十歲的，我那時候就突然想到，我跟獨居老人沒有差別，而且我四十歲就做獨

居老人。((笑) 

(語料來源：GOODTV 真情部落格，2008/09/05) 

9. GOOGLE 語料 

01 藍藍路：是不是都說很多部落客跑去微網誌還是什麼臉書了 

02 好朋友：對啊 

03 藍藍路：微網誌歸微網誌 / 我是沒看到有人因此把固定發文的習慣 / 都跑去百分百用到固定

發微網誌的 / 也沒看到有人因此用臉書開始疾筆振書 

04 好朋友：但是我看到很多部落格荒廢了 

05 藍藍路：你看到所謂荒廢的部落格 / 應該一直以來發文量都不高吧 / 那種的通常本來就頂多

一個禮拜一篇文章 / 有的發文時間甚至更久 

06 好朋友：你這樣說 / 很像是ㄟ 

07 藍藍路：應該說微網誌蠶食掉了每個人寫部落格壟長文章的時間 / 但是並不代表因為微網誌

而讓部落格退流行 

08 好朋友：恩 

09 藍藍路：而且 / 我主機收過這麼多部落客 / 真正寫作可以持久半年的本來就不多 / 可以撐超

過一年的更是百中選一 / 那種兩年以上還繼續寫部落格的更是鳳毛麟角 / 所以 / 部落格的流行只

是一種表面的潮流 / 而不是大家都很用心去使用他 / 以前用心寫文章的人現在一樣繼續用心寫啊 

/ 也沒有因為微網誌的出現而荒廢了部落格 / 但是他們卻因為微網誌的出現而更加善用社群網站 

/ 所以微網誌跟部落格是相輔相成 / 而非互相侵蝕對方客群的 

10. GOOGLE 語料 

01 藍藍路：你常聽到人們常說知名部落客 / 對吧 

02 好朋友：對啊 

03 藍藍路：那你有聽過知名噗客或知名推客嗎？ 

04 好朋友：......沒有 / 好怪的名字 

05 藍藍路：我也不知道要怎麼幫他們取名字 / 知名微網誌客嗎？ 

06 好朋友：好遶舌 / 那果子咖啡是靠噗浪紅的啊 

07 藍藍路：但是他是輔以商品啊 / 他並非靠發表好的微文章紅的啊 

08 好朋友：也對 

09 藍藍路：所以我覺得 / 部落格並不是退燒 / 而是經過微網誌的洗禮 / 更快速的篩選掉不適合

的部落格 / 也讓部落格的發展更加成熟了 

10 好朋友：與君一席話 / 勝讀十年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