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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引言

1.1 問題的提出
漢語兼語句是學習漢語的學生經常犯錯的一種句型，在 Susadee
（2000）、Pensuda（2001）的碩士論文中談到朱拉隆功大學三、四年級的學生
使用兼語句偏誤的現象，學生們在使用兼語句裏的詞彙或者語法等方面時，他
們都受到泰語幹擾的影響，例如：
（1）*

老師給我寫一件關於自己的事。
老師讓我寫一件關於自己的事。

例（1）學生要表示“老師叫學生寫一篇有關學生的事情”的意思，但是漢
語裏的「讓」或者「給」都能譯成泰語 ให ，不過以上的例子 ให 不
可以用「給」，此句需要用「讓」來指示“寫一件有關自己的事”的人並不是
老師而是學生。
（2）*

幸而哈利使一種神聖之力保佑而能够活下來。
幸而哈利被一種神聖之力保佑而能够活下來。

例（2）主語“哈利”是被神聖之力保佑的意思，但是學生不知道在什麽情
況應該用「使」，在什麽情況應該用「被」。此句必須用「被」字句句式，因
爲“哈利”是該句的受事者，而“神聖之力”是施事者。若用「使」“哈利”
又變成該句的施事者，而“神聖之力”也變成受事者。
（3）*

我想下棋使更集中。
我想下棋使人思想更集中。

例（3）在漢語裏，「使」是兼語句裏的典型動詞，「使」的後面要有賓語
而那個賓語也充當「使」的後面動詞的主語,“使更集中”缺乏了主語。這樣的
句子泰語裏可以省主語，但漢語不能省，所以應該在「使」 前面加“人”來當
“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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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例子已表明漢語兼語句對泰國學生來説是一種難點之一，其語義與
語法都可能受到泰語幹擾的影響，因此兼語句即是本論文要探討的句型。

1.2 研究目的
本文的目的首先是先瞭解漢語兼語句裏的動詞的主要意義，而辨認兼語句
裏的動詞和其他結構的動詞，然後將其與泰語相對的詞彙進行比較以及翻譯而
找出其不同之處 。其次是探討泰國大學生使用兼語句裏的動詞錯誤的主要原
因。最後是針對泰國學生而設計出兼語句之教學語法。

1.3 研究範圍
《現代漢語頻率詞典》(1986)指出兼語句中的「請」字句，其頻率為 7410
句；「讓」字句，其頻率為 3728 句。由此可見兩者可說是高頻率語句。爲了進
一步地瞭解現代漢語兼語句的實際使用情形，本文就以電視裏的中文連續劇爲
主要的調查工具，從連續劇當中不但可以調查到漢語兼語句的實際情況，還可
以探討其使用頻率。本文從四集連續劇中之語料，除掉 100 句的詞餘，如“是
嗎、真的、有”等的詞語，收集到總共為 1000 句。 在 1000 句當中，出現 81
句兼語句，其使用頻率為 8%，因爲在 1000 句當中，除了現代漢語兼語句之
外，還有其他句子結構，如：雙賓語句，連動句，介詞結構等。
根據調查結果，在中文連續劇中由「讓」、「請」、「叫」和「使」 為動
詞 1 最多的兼語句，其統計結果如下表。
表 1.1

現代漢語兼語句典型動詞的調查結果

兼語句的典型動詞

句子統計

百分比

讓

24

30%

請

22

27%

叫

15

19%

使

11

13%

其它

9

11%

總計

8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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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已說明在調查的兼語句中「讓」的使用次數最高，一共 24 句
（30%），「請」22 句(23%)，「叫」15 句(19%)，「使」11 句（13%），而其
它的動詞 9 句（11%）。
正因爲「讓」、「請」、「叫」和「使」這四個動詞是常常充當漢語兼語
句的動詞 1，也因爲他們在不同的句子都可以翻譯成泰語，這可使得泰國學
生在兼語句運用這些詞出現錯誤。因此本文所研究的範圍就指定在以「讓」、
「請」、「叫」和「使」為動詞

1

的兼語句，不包括以其他動詞為動詞 1 的兼

語句。

1.4

研究方法
根據研究目的，本文將研究方法劃分為四個階段：
1. 指出現代漢語兼語句的定義及其結構。
2. 將兼語句裏的動詞進行漢泰比較研究。
3. 指出泰國學生使用兼語句時常出現偏誤的原因。
4. 提出現代漢語兼語句的教學語法，首先根據語義的難易度排序。

1.5

研究的意義及作用
1. 教師能夠瞭解泰國學生使用兼語句偏誤的因素。
2. 泰國學生能夠進一步地瞭解現代漢語兼語句之句型以及能夠正確地使
用。
3. 本研究的現代漢語兼語句之教學設計有利於泰籍學習者,因為在目前
中未有此類研究。

1.6 研究說明
漢語兼語句是「主語 + 動詞 + 兼語 + 動詞」此形式，本文將把出現在主
語之後的動詞稱謂 V1，而把出現在兼語之後的動詞稱謂 V2。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歷來兼語句之分析以及其歸類是個爭議性的論題，有的主張兼語句之存在
是多餘的，有的肯定兼語句之存在，有的按照「主語+使成動詞+賓語+狀態動詞
或動作動詞」格式來分析其語義特徵而把它歸入其他句法結構。本章將總結出
各個對兼語句之論題。

2.1 否定兼語句之存在的觀點綜述
張靜（1977）很早就提出兼語句之觀點，認爲兼語句是不存在的，他首先
列舉了學者對兼語句之定義，如下；
1． 根據形式：凡是「動詞＋名詞＋謂語」之語序，或者「名詞＋謂語」
之間沒有停頓、名詞後面可以加別的成分，是「兼語式」。
2． 根據意義：兩個動詞共同表述一個主語，第一個動詞的賓語是第二個
動詞的主語。
3． 根據意義幷結合形式：兼語式是兩個主謂結構套在一起，前一個主謂
結構的賓語兼做後一個主謂結構的主語，幷且中間沒有停頓，不能加
副詞或副詞性修飾語。
張認爲只憑以上的定義會導致不同的理解，他指出「兼語式也是作爲句法
上的一種結構類型提出來的。要判斷這種結構類型跟別的結構類型之異同，必
1

須以句法結構特有之語法意義和語法形式 特點做為標準」。
張（1977）收集了其語法學家所斷定的十七個典型的兼語句而試以其分
類，如下表：

1

關於語法意義與語法形式，張在文中加以說明。語法意義大體上分為三種：（一）結構成分
之功用，如謂語用來表述主語、（二）結構成分能回答什麽問題，如主語能回答「誰」、
（三）結構成分之間的關係，如「拍攝電影」爲動賓關係。語法形式大體上可分為三種：
（一）詞序，如謂語（動詞）後面的成分一般是賓語或補語、（二）虛詞，如前面有連詞
「得」字的是補語、（三）其他詞類形式，如前面有副詞或能願動詞的動詞大都是謂語。

5

表 2.1 張（1997）十七個典型兼語句之分類
例句
(1)

我覺得他很好。

(2)

他老懷疑別人瞧不起自己。

(3)

這是同志們批評他呢。

(4)

大家鼓勵他參加競賽。

(5)

祝你身體健康。

(6)

告訴她小心一點兒。

(7)

人們叫他肖政委。

(8)

我喜歡他老實。

(9)

碗讓他打破了。

(10)

我會使你滿意的。

(11)

你把它拿來我看看。

(12)

我倒杯茶你喝。

(13)

人們給他送了個外號叫「大炮」。

(14)

買了個桌子三條腿。

(15)

有人找你。

(16)

大家叫他做肖隊長。

（17）

有一本書，叫做《林海雪原》。

張靜
動賓結構

雙賓結構

介詞結構

緊縮複句

複句

表 2.1 張將十七個典型兼語句來進行分類，總共分爲如下五類；
1. 動賓結構，如；例句(1)「我覺得他很好。」，「他很好」是「覺得」的
賓語。從意義上說，「覺得」之賓語為「他很好」，非為「他」。因此
不管停頓在什麽地方，此句爲「主動賓」，非爲「兼語句」。
2. 雙賓結構，如；例句(4)「大家鼓勵他參加競賽。」，句中第一個動詞
「鼓勵」為謂語中心語，「他」為近賓語（副賓語），「參加競賽」為
遠賓語（正賓語）。「他」與「參加競賽」分別跟動詞發生了動賓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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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可問「鼓勵他什

麽？」，此問句的回答即是「鼓勵他參加競

賽」。
3. 介詞結構，如；例句(9)「碗讓他打破了。」，「碗」爲被動句的主語，
「打」爲謂語，「讓他」爲介詞結構，表示對象或施事者。例句(10)
「我會使你滿意。」，「我」爲使動的主語，「使你」爲介詞結構，表
示對象或施事者。
4. 緊縮複句，如；例句(11)「你把他拿來我看看。」,「你把他拿來」為第
一個分句，「我看看」為第二個分句。有兩套組織中心（主謂結構），
符合複句的條件。例句(14)「買了個桌子三條腿。」表義爲「買了個桌
子，這個桌子三腿。」。兩套組織中心之間有表述關係。另一個例句，
例句（15）「有人找

你。」張將這種例句定為緊縮複句，若「有」是

句中的動詞。其實，張認爲

“有”不是真正的動詞，而是標誌名詞作

無定主語的虛詞。雖然張對此句之分類未清楚，但是最終他還是推論
「有人找你。」是緊縮複句，並不是“兼語句”。
5. 複句，如；例句(17)「有一本書，叫做《林海雪原》。」，此句以逗號
來標誌兩句，因此為複句。
經過分析之後，張認為這些兼語句可分別歸納為其他句法結構，如：動賓
結構、雙賓結構、介詞結構、緊縮複句、複句等，因此最後主張兼語句之存在
是多餘的。

2.2 肯定兼語句之存在觀點綜述
2.2.1 宋玉柱(1978)
對張之論述，宋玉柱（1978）贊同上述張（1977）對十五個例句的分析，
但對例句(10)與(15)有如下意見。
先說例句(10)宋認爲張首創性地把「使」說成「介詞」，卻未加論證。
二、若承認「使」為介詞，那和「使」相當的詞還有「叫」、「讓」、「令」
等。這些詞應該如何處理？總不能把這些詞統統歸納為介詞。三、與例句(10)
相似的一些句子如下：
(18)黨派我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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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請他去。
(20)大家選他作代表。
(21)縣裡召集各村村長去開會。
(22)連長命令我開槍。
這些句子是典型的兼語句，但是張在文章中却未列出這類句子的代表例
句。「派」、「請」、「選」、「召集」、「命令」是否能做介詞處理？
再說例句(15)。宋舉出以下兩個例句來說明：
(23)外邊有位丁副官找你。
(24)沒有誰能阻擋我們前進。
例句(23)中丁副官為具體的人，不可能是無定的，因此句中的「有」無法
解釋為「無定主語之虛詞」。再看例句(24)，「沒有」應屬表存在的動詞之否
定形式，不可能爲「無定主語之虛詞」。
宋認為例句(10)與(15)應歸納為「兼語句」。他主張兼語句爲漢語語法中
客觀存在的現象，因此不可以否定漢語兼語句之存在。宋（1978）在文中敘述
兼語句之特點：兼語式爲一個單句，它仍然只是一套主謂結構，只不過它的謂
語部分是由兼語詞組充當。兼語詞組的特點是由一個動賓詞組和一個主謂詞組
套在一起，動賓詞組中的賓語兼任主謂詞組中的主語。
2.2.2 呂叔湘（1980）
呂（1980）將動詞、形容詞之謂語句式進一步細分爲十三種，如下表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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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呂（1980）動詞謂語句式

動詞謂語句式

例句

1

及物動詞句

你學過英語嗎？

2

不及物動詞句

3

雙賓語句

4

動詞組做賓語句

5

小句做賓語句

6

數量賓語句

我曾經問過他一次。

7

賓語前置句

你一樣東西也沒買嗎？

8

「把」字句

你把介紹信帶在身邊。

9

被動句

敵人被徹底消滅了。

10

補語句

我問得他半天答不上來了。

11

存在句

屋子裡有人嗎？

12

連動句

大娘握著我的手不放。

13

兼語句

他的技術使我佩服。

塵土飛揚了。
他問我明天去不去。
你喜歡看小說嗎？
你們希望誰當代表呢？

上表呂（1980）將兼語句排在第十三種謂語句式。呂對兼語句的結構特徵
表示：兼語句之謂語是由「V1＋名詞＋V2」組成的。呂還加以說明：兼語句之謂
語「V1＋名詞＋V2」中，名詞夾在兩個動詞之間，這個名詞既是 V1 之賓語，又
是 V2 之主語，所以稱為「兼語」。呂（1980）還按照 V1 之語義特徵而將其分爲
A、B、C 三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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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呂（1980）對 V1 之分類
分類

語義

V1

備註

A類

使令 派 、 留 、 使 、 叫 、 讓 、 V1：表原因
勸 、 逼 、 催 、 請 、 要 、 V2：表結果或目的
托、求、號召、組織、發
動、阻止、命令、動員、
禁止等

B類

贊許 愛、感謝、佩服、誇獎、 V1：表結果
責怪 稱贊、嫌、恨、氣、怨、 V2：表原因
可憐、笑、駡、討厭等

C類

給予 送給、交給等

帶雙賓語：一個用
「把」提前；一個
當兼語。

呂（1980）將 A、B、C 此三類分別舉例而叙述其句子成分，如下表：
表 2.4 呂（1980）兼語句之句子成分
主語

狀語

「把」

動詞 1

兼語

＋賓語

動詞 2

助詞

形容詞

及其他

小句
A

張老師

叫

你們

就去

B

我

喜歡

這孩子

懂事

C

我

送給

你

用

現在

把這枝筆

呢

吧

表 2.2 – 2.4 已表明呂肯定兼語句之存在。呂將兼語句另立為一個句型，
而且給出了兼語句的定義，還將兼語句做語義上的分類，但是呂對兼語句之定
義及語義上之分類稍嫌不明確，如：呂只叙述[使令]有哪些動詞，未交代使令
義之範圍爲何，導致語義不太清楚，因此依呂之分析法還是無法避免兼語句與
其他相近句式間的混淆，如上面所談到的雙賓語句、小句做賓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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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劉月華（2004）
劉月華（2004）給兼語句下的定義：「兼語句的謂語是由一個動賓結構和
一個主謂結構套在一起構成的。即謂語中其一個動賓結構的賓語兼做後一個主
謂結構的主語」（2004）。如：「你請他來。」，「他」既為動賓結構的賓
語，也為主謂結構的主語，稱為一身兼二職的「兼語」。劉等還指出「兼語句
謂語的兩個動詞不共用一個主語」（2004）。如上面的例句，「請」與主語
「你」存在主謂關係，但「來」與「你」不存在主謂關係，「來」的主語爲
「他」。
對兼語句的特徵，劉等還進一步分析兼語句之兼語、V2 之分類、V1 之分
類、V1 與 V2 之間的語義關係等。
1. 兼語句之兼語
劉等指出哪些語法單位能充任兼語幷做出如下總結。
表 2.5

劉（2004）：在兼語句中充當兼語的語法單位

兼語

例句

1

名詞

改選以前，咱們先讓大夥兒提提意見。

2

代詞

這個消息使我很高興。

3

數量詞

從前綫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
服，沒有一個不為他的精神所感動。

4

間接賓語

小明這孩子，你一給他看書，他就不鬧了。

5

「把」、「給」

他們給傷員做了碗鶏蛋湯喝。

的賓語

從兼語的角度，劉等把兼語句分為一般兼語句與特殊兼語句兩類。一般兼
語句由名詞或代詞充任兼語，而在一定的上下文裡也可由數量詞充當兼語；特
殊的兼語句由間接賓語或介詞的賓語來當兼語。
2. V2 之分類
劉等指出可充任 V2 有動詞、形容詞短語、主謂短語、名詞此四種語法單
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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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V2 之分類

劉（2004）：V2 之分類
例句

1

動詞

你請他來。

2

形容詞短語

這個消息使我很高興。

3

主謂短語

昨天的事使他情緒有些波動。

4

名詞

他送我一枝圓珠筆三個筆芯。

劉等叙述：「兼語之謂語為動詞居多，接下來就是形容詞（形容詞短
語）、主謂短語，最後是名詞（名詞短語）。」。
3. V1 之分類
劉等按照兼語句的類別把 V1 分爲如下六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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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劉（2004）：V1 之分類1
V1 之分類

V1

1 V1 是表示使令意 (1)使令：使、讓、叫、請、派、強迫、吩咐、打
義的動詞

發、促使、使得、要求、教育、迫使、催、要
(2)容許、禁止：容許、許、禁止、准許、允許等

2 V1 是表示稱謂或 給、稱、罵、選、選舉、推選、認、認為。
認定意義的動詞

（V2=做、為、當、是等）
動詞之間有固定的句式：
認…為…、認…做…、稱…為…、稱…做…、
選…為…、選…做…、選…當…、叫…做…

3 V1 是表示心裏活 喜歡、討厭、愛、恨、嫌、佩服、欽佩、欣賞、
動動詞

贊揚、原諒等。

4 V1 為 「 有 」 或 有、沒有
「沒有」
5 V1 為「是」

是

6 V1 是說明或描寫 改編、擺著、新編等。
兼語的動詞

據兼語句的類別，劉等將 V1 分爲上述六種，而指出 V1 與 V2 之間的關係
（2004）如下。
4. V1 與 V2 之間的語義關係
1．V1 與 V2 之間表示使令意義
劉等指出有的 V1 所表示的行爲動作是兼語所發出的行爲動作的原因，有的
兼語的 V2 表示主語具有某種心理活動的原因或持有某種態度的理由。例如：
（24）你聽明白，我可沒逼你做事。
（25）他不准人家發表相反意見。
1

筆者將分類之順序加以調整，以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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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24）的 V1“逼”所表示的行爲動作是兼語“你做事”所發出的行爲
動作的原因，也就是說兼語後面的 V2“做事”所表示的行爲動作或狀態是由 V1
“逼”所表示的動作引起的。
例句（25）的 V1“准”所表示的行爲動作是兼語“人家發表相反意見”所
發出的行爲動作的原因，也就是說兼語後面的 V2“發表相反意見”所表示的行
爲動作或狀態是由 V1“准”所表示的動作引起的。
2．V1 與 V2 之間表示稱爲或認定意義的兼語句
（26）由於各國經常打仗，歷史上稱這一時期為戰國。
（27）我認您做我的師傅吧！
例句（26）的 V1“稱”是表示稱爲意義的動詞，兼語後的 V2 是“為”。
例句（27）的 V1“認”是表示認定意義的動詞，兼語後的 V2 是“做”。
3．V1 與 V2 之間表示愛曾、好惡等意義的兼語句
（28）群衆喜歡她辦事公道。
（29）人們愛他樸實、道厚。
例句（28）的 V1“喜歡” 是表示心理活動的動詞，兼語後的 V2“辦事公
道”表示主語具有某種心理活動的原因或持有某種態度的理由。
例句（29）的 V1“討厭” 是表示心理活動的動詞，兼語後的 V2“樸實、道
厚”表示主語具有某種心理活動的原因或持有某種態度的理由。

2.3

兼語句之語義分析綜述
鄧守信（2005：283-297）並沒有使用「兼語句」之稱，而他所提到的「使

成句」卻與「兼語句」之格式很相似的。鄧從結構來給使成動詞下定義：凡是
能夠套入「主語＋使成動詞＋狀態動詞」結構裡的動詞可稱為「使成動詞」，
而可套入「主語＋使成動詞＋賓語＋狀態動詞」或「主語＋使成動詞＋賓語＋
動作動詞」之句法格式的動詞也可定為「使成動詞」，如；讓、叫、使，弄得
等。鄧（2005）在文中將採取這些句法格式的語句稱為「使成句」。「使成
句」有兩種句法格式。

1.主語＋使成動詞＋賓語＋狀態動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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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他使我很滿意。
2.主語＋使成動詞＋賓語＋動作動詞，如；
（31）他叫我嘗了一口菜。
此外，鄧還對主語與賓語的語義關係加以分析如下:
1．施事：施事
（32）我故意讓他解釋一下兒。
（33）他故意叫我嘗了一口菜。
1

（34）*他故意使我喝了許多酒。
2．施事：受事
（35）我故意讓他嚇一跳。
（36）他故意叫我生氣。
（37）學生故意使他吃了一驚。
3．受事：施事

（38）那個電影讓他連茶飯都吃不下。
（39）滿嘴的飯叫他說不出話來。
（40）喝了過多的酒使他說了一些不該說的話。
4．受事：受事
（41）他的為人讓我失望。
（42）這次成果叫他很滿意。
（43）失敗使他更灰心。
從結構來看，鄧所講的使成句符合宋（1978）、呂（1980）兩位學者給兼語
句下的定義。另外，鄧（2005）在文中主要探討「讓」、「叫」、「使」，而這些動
詞即是宋、呂提及的兼語句之 V1。因此我認爲鄧之使成句即是宋、呂所談的兼
語句，但鄧將「使成句」與「兼語句」2加以區別，也將兼語句稱為「間接祈使
句」。鄧提出分辨使成句、兼語句以及結果補語句的意見如下：

1

「使」不出現在主語與賓語之關係皆爲施事的使成句。

2

鄧在文章中將兼語句稱為「間接祈使句」，註解說：間接祈使句為趙元任（1968）所講的兼
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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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使成句」與其他句式的比較
句子
使成句

結構

例句

主語＋使成動詞＋狀態動詞/

這件事讓他很滿

動作動詞

意。
我讓他解釋一下
兒。

兼語句

主語＋使成動詞＋動作動詞

（間接祈使句）
結果補語句

學生請他簽名。
*學生請他舒服。

*主語＋使成動詞＋狀態動詞

他把地址寫錯了。
*他寫地址錯了。

鄧（2005）認為：「間接祈使句」中的 V1 有「催、勸、請」等，而由於這
些動詞在事件 2 裏只能帶動作動詞，却不能帶狀態動詞，因此不同于「使成
句」。宋（1978）、呂（1980）也在文中談到「催、勸、請」等動詞，而在結
構上或語義上未與「讓」、「叫」、「使」等動詞加以分辨，反而在結構上皆
稱為「兼語句」，而且呂還在語義上將此六個動詞皆歸為使令義動詞。
如鄧所說，「使成句」之動詞可帶動作動詞，也可帶狀態動詞，而「間接
祈使句」只能帶動作動詞，但是「使成句」與「間接祈使句」都符合「主語＋
使成動詞＋賓語＋動作動詞」這句法格式，表示在結構上有共同點。
再說，「使成句」與「間接祈使句」都符合宋、呂所談的兼語句特徵：首
先，賓語夾在兩個動詞之間，這個賓語既為使成動詞之賓語，又是動作動詞之
主語，所以可以將其稱為「兼語」。其次，兼語句可停頓在兼語之後，而「使
成句」與「間接祈使句」也都可停頓在「賓語」之後。
既然「使成句」與「間接祈使句」皆有「兼語句」之特徵，那鄧所區別的
「使成句」與「間接祈使句」都可以歸類為「兼語句」。其實鄧也有敘述：
「兼語句與我們所說的施事—施事使成句之間的真正區別只是語義上的區別」
（2005）。至於兩者之間在語義上的差別，本文將在第三章加以探討。
鄧也將「使成句」與「結果補語句」加以區別。由于結果補語句之句法結
構完全不符合兼語句之結構，因此本文在此不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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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兼語句自從單獨成爲一種句型以來，一直存在著肯定或者取消之爭論，尤
其是二十世紀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因爲兼語句之結構可以用範疇符號標誌為
「NP1 + VP1 + NP2 + VP2」,這種結構與其他結構例如：雙賓結構，介詞結構，
主謂賓（小句短語）或者緊縮複句等相似的，所以有些語法學家如以上提到的
張靜就建議取消兼語句，主張將此結構歸類爲其他相似之結構。直到 80 年代中
至 90 年代，漢語語法研究有了較深入地發展，對兼語句分析之結果也取得了一
致的意見是：承認兼語句之存在。
根據上述情況就可以説明，兼語句的主要成分是謂語部分，而且謂語部分
也含有三個部分：
1．兼語句之謂語，謂語中的 V1 一般是表示使令意義，有時 V1 可含有間接祈
使意義，如:
（44）校長吩咐大家照顧他。
（45）我請他看。
例句（44）兼語句的謂語部分“吩咐大家照顧他”中的 V1“吩咐”表示使令
意義。例句（45）兼語句的謂語部分“請他看”中的 V1“請”含有間接祈使意
義。
2．兼語句之兼語，兼任動賓短語的賓語和主謂短語的主語一般是名詞性詞
語，如:
（46）你就讓他辦托運手續吧。
（47）他們請你主持今天的會議。
例句（46）“他”是此句的兼語，“他”兼任了動賓短語“你就讓他”的
語，同時又充當了主謂短語“他辦托運手續”的主語。例句（47）“你”充當
了此句的兼語，“你”是述賓短語“他們請你”的賓語，又是主謂短語“你主
持今天的會議”的主語。
3．兼語句中之 V2，一般是動詞或形容詞，如：
（48）學校派他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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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你真的讓我很爲難。
例句（48）已表示兼語句中的 V2 不但可以使用動詞“去”來充當，而且
在例句（49）也表示 V2 還可以使用形容詞“爲難”。

第三章

現代漢語兼語句

1

本章首先將通過漢語句式的表層及深層結構 探討兼語句的特徵，然後將兼
語句與其他結構相近相同的語句，如；雙賓結構、動賓結構等進行比較。其次
對從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的語料庫收集來的兼語句，即有「請」、
「讓」、「叫」、「使」充當 V1 的兼語句，進行觀察分析，與探索其語法結構
及語義功能此兩方面。

3.1

兼語句之特徵
宋（1978）提出，兼語句的謂語是由一個動賓詞組和一個主謂詞組套在一

起，動賓詞組中的賓語兼任主謂詞組中的主語。
呂（1980）對兼語句的結構特徵有如下論述：兼語句之謂語是由「V1 ＋名
詞＋V2」組成的。呂還加以說明：兼語句之謂語「V1＋名詞＋V2」中，名詞夾在
兩個動詞之間，這個名詞既為 V1 之賓語，又是 V2 之主語，所以稱為「兼語」。
劉等（2004）表示：兼語句之謂語是由一個動賓結構和一個主謂結構套在
一起組成的，兼語句在結構上區別於其他句型，如：「你請他來。」，句中的
「他」既為動賓結構的賓語，又為主謂結構的主語，稱為一身兼二職的「兼
語」。關於兼語句之定義，宋（1978）、呂（1980）、劉（2004）都有相同的
見解。
根據以上各語法學家對兼語句之結構的論述，本章可從兩大方面來討論兼
語句之結構特徵：一爲表層結構，二為深層結構。
3.1.1

1

兼語句之表層結構與深層結構之分析

黃（2005）論為；語言學家 Noam Chomsky 提出句子的雙重結構理論，將句子的結構分成表層
結構(surface structure)和深層結構(deep structure)。句子的表層結構乃指句子的形式，特
別與語音相關；而句子的深層結構則指句子所陳述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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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 兼語句之表層結構
例句「你請他來」這一句的表層結構可用「NP1+V1＋NP2＋V2」格式來表示，
其中之 NP2 既是 V1 之賓語，又是 V2 之主語，兼任賓語與主語，因此將 NP2 稱為
「兼語」。「我請他來。」此句可有如下分析；

我

請

主語 1(NP1)

他

來

謂語 1
動詞 1(V1)

賓語
主語 2(NP2)

謂語 2
動詞 2(V2)

總而言之，兼語句之「表層結構」可以使用「NP1+V1＋NP2＋V2」 格 式 來 表
示外，兼語句的謂語部分之「表層結構」可以簡單地使用「V1＋NP＋V2」格式來
表示。
3.1.1.2

兼語句之深層結構

依據研究分析，兼語句中謂語部分的深層結構並不是簡單的「V1＋NP＋V2」
之結構，而應為「V1 + NP + NP + V2 」。按照「指稱相同名詞組刪略變形」
1

（Equi-NP deletion） 理論來說，第二次出現的 NP 需要刪略，當一個 NP 被冊
略後，就變成「V1＋NP＋V2」。例如：「他勸我出國。」，此兼語句之樹狀圖
如下；

1

參照謝國平（1998：206）。

2

樹狀圖中之三角形是表示筆者不進一步標示該詞組內在之句法結構。

2

20

S

NP

VP

N

VP

V

他

Comp

NP

勸

我

S

NP

VP

我

出國

圖 3.1「他勸我出國」樹狀圖
從樹狀圖中可知，「我」既爲「勸」之賓語，又爲「出國」之主語，而根
據「指稱相同名詞組删略變形」的理論，把第二次出現的「我」省略，成爲
「他勸我出國」。劉等（2004）敘述：謂語中只有 V1 與主語存在主謂關係，V2
與主語不存在主謂關係。這表示兼語句中的兩個動詞不共有一個主語。
總的來說，兼語句之表層結構爲「NP1＋V1＋NP2＋V2」，而其深層結構應為
「NP1＋V1＋NP2＋NP2＋V2」。
3.1.2 兼語句與其他語法相近的句式之比較
兼語句之表層結構爲「NP1 + V1 + NP2 + V2」，而其他一些句式之表層結構
也如此，如：連動結構、動賓結構、雙賓結構、介詞結構、緊縮複句等。因此
學者談到兼語句時，或多或少會談到與兼語句之句法結構相近之句式。有些句
式從表層結構來看很難判斷是否是兼語句，以下將把與兼語句相似的一些句子
結構進行分析，以便作爲分辨兼語句與其他句式之依據。
有些句子看起來好像是「NP1 + V1 + NP2+ V2」格式之句式，但仔細分析就
會發現有些句子不是「NP1 + V1 + NP2+ V2」。如：
（1）我知道小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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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知道＋小王 +去。
*NP1 + V1 + NP2 + V2
（2）他洗碗打掃。
他

＋洗 + 碗 ＋打掃

*NP1 + V1 + NP2 + V2
例（1）是動賓結構，乍一看好像是「NP1 + V1 + NP2+ V2」，其實其句法結
構應該是「NP1 + V + NP2」。例（2）是連動結構,乍一看好像也是「NP1 + V1 +
NP2+ V2」，其實其句法結構應該是「NP1 +VP1 + VP2」。
有關這些看起來好像是「NP1 + V1 + NP2+ V2」格式的句式，我們探討過
Li&Thompson （ 2005 ） 、 劉 （ 2004 ） 、 屈 （ 1999 ） 、 邢 （ 2000 ） 、 張 斌
（2000）等有關研究論著，可以有如下總結：
表 3.1 句式分析
句式

句法結構

例句

兼語

NP1 + V1 + NP2 + V2

他＋叫＋我＋出去。

連動

NP1 +VP1 + VP2

他＋洗碗＋打掃。

動賓

NP1 + V + （NP2 + V2）

我＋知道＋小王去。

雙賓

NP1 + V + NP2 + NP3

他＋送＋圖書館＋一批書。

介詞結構

NP1 + PP + VP

他＋在家＋吃飯。

緊縮複句

S1 + Conj + S2

小明哭著＋也＋能吃得下兩
碗飯。

表 3.1 已表明有些結構雖在表層結構上皆爲「NP1+V1+NP2+V2」，但其結構
層次不同，如：
1． 兼語句之 NP2 為 V2 之主語，但連動句不然。連動句 VP1 與 VP2 共一個主
語根本區別是一個主謂結構。因此可以排除連動句為兼語句。
2． 兼語句之 NP1+V1+NP2 為 S+V+O，但其他相近句式不然。先談動賓句：動
賓句中的雖為及物動詞，但其賓語為 NP2+V2 的結合體，非只爲 NP2；再
談介詞結構：PP 為動詞性介詞，並非動詞。因此可以排除動賓句或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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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結構為兼語句。
3． 兼語句之與 V2 各有主語，NP1 為 V1 之主語，而 NP2 為 V2 之主語，因此
NP1 與 V2 並無直接的關係，但雙賓句不然。雙賓句之 NP1+V+NP2+NP3 為
1

S+V+O，NP2 和 NP3 為 V 之賓語 。因此可以排除雙賓句為兼語句。
4． 兼語句之 V1 為及物動詞，需要賓語 NP2，但緊縮複句不然。緊縮複句之
V1 為不及物動詞。因此可以排除緊縮複句為兼語句。
以上探究兼語句與其他句法結構相近的句式，鑑於它們的差別。以下再進
一步探討本文要研究的兼語句，即以「讓」、「請」、「叫」與「使」四個動
2

詞爲的“兼語句 ”，對其結構及語義特徵進行分析。

3.2 “兼語句”的語法結構分析
從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的語料庫挑選出使用「讓」、「請」、
「叫」與「使」的各 500 個例句，對其結構進行分析。首先來分析哪些詞類能
夠充當 NP1 與 NP2。
3.2.1

“兼語句”之 NP1

NP1 為之主語，同時也是全句的主語。範（1999）指述：兼語句中的 NP1 為
全句之主語，通常以名詞性詞語充當。經過語料分析後，發現能夠充當兼語句
裏的 NP1 除了名詞性詞語外，其他詞語也可以充當，如：

1

2

呂（1980）將此種句子稱為動詞做賓語句。
以下所提的“兼語句”指的是有「讓」、「請」、「叫」、與「使」当 V1 的兼语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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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充任 NP1 之語法單位

充任 NP1 之語法

例句

單位
名詞（短語）
代詞
數量詞

1

這件事太讓人驚訝了。（電視 ）
你叫他回來。（平衡語料庫）
有兩個女兒什麼用？一個讓我傷心，另一個讓我
擔心。（電視）

「的」字短語

身體好的叫他們到鄉下去，有病的留在系裏頭。
（範，1999：91）

動詞（短語）
形容詞（短語）
主謂短語

怎麽樣吃讓胃很健康？（平衡語料庫）
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劉等:2004）
你這樣做，讓我很困擾。（電視）

從表格上可看出，可以充當主語之語法單位除了範所提到的名詞性詞語

2

外，還有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主謂短語等。由此可見兼語句中的 NP1 沒有
特定的限制，不過是否所有的詞類或者短語都能當 NP1。我們從語料庫抽樣調查
了以後，有如下的結果。
1．「讓」的 NP1
（1）

我寫的讓軍隊動起來（「的」字短語）

（2）

集郵品：一個讓人疑慮重重的詞.（數量詞）

（3）

這麽說讓你比較沒有罪惡感嗎？（動詞短語）

（4）

這天要讓牛休息。（名詞短語）

（5）

他還讓人們帶著火種到遠方去捕魚打獵。（代詞）

（6）

你這麽做，會讓你自己丟掉這份工作。

（主謂短語）

1

從電視節目中蒐集語料。

2

范在文章中未談到名詞性詞語之範圍，筆者認為名詞性詞語有名詞、代詞、數量詞、「的」
字短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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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溫暖讓人感到幸福。

（形容詞）

例句（1）至（7）已指出，無論是「的」字短語的例句（1）、數量詞的例
句（2）、動詞短語的例句（3）、名詞短語的例句（4）、代詞的例句（5）主
謂短語的例句（6）或形容詞的例句（7）都可以充當「讓」的 NP1。
2．「請」的 NP1
（8） 省長請他剪彩。（名詞）
（9） 他們請小張留下名字。（代詞）
調查的結果顯示，只有名詞的例句（8）和代詞的例句（9）能夠充當 NP1。
3．「叫」的 NP1
（10）事實叫我死心。（名詞）
（11）他叫我等他半年。 （代詞）
經過語料庫調查後發現有「叫」當的兼語句中，NP1 很有限，只有名詞的例
句（10）和代詞的例句（11）兩種詞類而已。
4．「使」的 NP1
（12）

父親：一個使我心疼的人。（數量詞語）

（13）

快樂使人長壽!青春永住! 淩波仙子

（14）

這麽做使台灣民衆收益多而大陸民衆利益略有損。（動詞短語）

（15）

他這麽做，真使我心情不安。（主謂短語）

（16）

他們使毒品與酒的濫用者遠離毒品與酒。（代詞）

（17）

這些問題一直使古人困惑不解。

（18）

那種行政性的使人民幣或升或降的事情不會再存在了。（「的」

（形容詞）

（名詞短語）

字短語）
從例句（12）至（18）已表明，充當「使」的 NP1 與充當「讓」的 NP1 都是
相同，如：例句（12）以數量詞語充當 NP1，例句（13）以形容詞充當 NP1，例
句（14）以動詞短語充當 NP1，例句（15）以主謂短語充當 NP1，例句（16）以
代詞充當 NP1，例句（17）以名詞短語充當 NP1，最後例句（18）以「的」字短
語充當 NP1。
總而言之，「讓」、「請」、「叫」、「使」的 NP1 可有如下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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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讓」、「請」、「叫」、「使」的 NP1
「的」

動詞

形容詞

主謂

字短語

（短語）

（短語）

（短語）

√

√

√

√

√

√

X

X

X

X

X

√

√

X

X

X

X

X

√

√

√

√

√

√

√

V1

名詞

代詞

數量詞

讓

√

√

請

√

叫
使

3.2.2 兼語句之 NP2
在兼語句的表層結構中 NP2 既為之賓語，又為 V2 之主語。範（1999）認
爲：兼語句之 NP2 通常以名詞性詞語來充當。範（1999）也談過兼語句之 NP1
通常以名詞性詞語來充當。這樣一來 NP1 與 NP2 在條件上完全相同。但劉等
（2004）認為可以充當主語之詞語與賓語之詞語有所不同。劉等（2004）表
示：名詞或代詞、數詞或數量詞語、動詞（短語）或形容詞（短語）、「的」
字短語、主謂短語、介詞短語等可以充當賓語。兼語句之 NP2 為之賓語，以下
1

是從語料庫 中探討過能在兼語句充當 NP2 的語法單位。（見表 3.4）
表
充任 NP2 之語法

3.4

充當 NP2 之語法單位
例句

單位
名詞

熱烈的掌聲使人精神振奮。（範，1999）

代詞

這個消息使我很高興。（劉等，2004）

「的」字短語

為什麼你來還呢？讓欠錢的來還。（電視）

據語料調查發現，能夠充當兼語句 NP2 的只有名詞、代詞、和「的」字短
語，沒發現其他詞語等，如：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主謂短語及介
詞短語,充當 NP2。例如：

1

本章在語料庫中探討其他 V1 的 NP2，不指定在四個典型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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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讓」的 NP2
（19）他們還希望讓這批資料發揮更積極的功能。（名詞短語）
（20）這讓我一下子跌回到了現實。（代詞）
（21）讓不滿的只剩下個體單幹的開業醫師。（「的」字短語）
例句（19）名詞詞語充當 NP2。例句（20）代詞充當 NP2。例句（21）
「的」字短語充當 NP2。
2．「請」的 NP2
（22）詳細名單（按筆劃排列）內容請你們參見第 3 頁。（代詞）
（23）請漢人的喝酒。（「的」字短語）
（24）一位老太婆請人送錢給趙州。（名詞）
（25）他們也請她聽錄音帶。（代詞）
例句（22）與（25）由代詞充當 NP2。例句（23）「的」字短語充當 NP2。
（24）名詞充當 NP2。
3．「叫」的 NP2
（26）我不想叫這件事影響了她的情緒。（名詞短語）
（27）他叫你把球往下打，然後再加上發球。（代詞）
（28）有一位孫運璿在天水電廠的同事叫李劍寒的來找他。（「的」字
短語）
例句（26）以名詞短語充當 NP2 。例句（27）代詞充當 NP2 。例句（28）
「的」字短語充當 NP2。
4．「使」的 NP2
（29）北韓的導彈試射使這個國家更加孤立。（名詞短語）
（30）努力與嘗試將使我們真的變為更強壯。（代詞）
（31）使你變老的是你的營養和你的思想。（「的」字短語）
「使」的 NP2 與「讓」或者「叫」的 NP2 完全相同，「使」的 NP2 都可以使
用名詞短語、代詞與「的」字短語充當的，如；例句（29）以名詞短語充當
NP2，例句（30）代詞充當 NP2。例句（31）「的」字短語充當 N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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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可以充當 NP1 之詞語除名詞性詞語外，還有動詞（短語）、代
詞、數量詞（短語）、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的」字短語、主謂
短語等；可以充當 NP2 之詞語只有名詞（短語）、代詞和「的」字短語。
3.2.3

兼語句之 V2

兼語句的表層結構都是「NP1 +

+ NP2 + V2」格式，謂語部分是以兩個動詞

組成的。下面將探討 V2 的語法單位。主要是以鄧守信（2004）的使成句結構：
1

「主語＋使成動詞＋賓語＋狀態動詞 」與「主語＋使成動詞＋賓語＋動作動詞
2

」爲依據。

3.2.3.1 主語＋V1＋賓語＋動作動詞
經過第一步調查分析，發現以「讓」、「請」、「叫」、與「使」当的兼
语句都能夠以動作動詞爲 V2。
1．主語＋「讓」＋兼語＋動作動詞
在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料庫的 500 個例句中，此格式有 234 個
例句，佔 46.80%，如：
（32）他讓我來敘述這故事的背景。
（33）馬奎斯不厭其煩的讓上校一次次去碼頭等待郵船。
（34）真抱歉讓你聽了那麼多我的苦水，耽誤你不少的時間。
（35）只要讓人吃飽就好，吃什麽幷不重要。
例句（32-35）以「讓」爲，而有動作動詞爲 V2 的兼語句。
2．主語＋「請」＋兼語＋動作動詞
在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料庫的 500 個例句中，此格式有 500
個例句，佔 100%，如：
（36）有意者請將歷、照、傳，寄至臺北市南崗區。
（37）他們請你聼錄音帶。
（38）我請他選擇一個最喜歡的聲音。
（39）先生，請你帶我過馬路好嗎？
例句（36-39）是以「請」爲，而以動作動詞爲 V2 的兼語句。
1
2

狀態動詞（Stative verbs）是性質不能變化的動詞，如：高、冷、熱等。
動作動詞 (Dynamic vebs) 即性質可以變化的動詞，如：跑、說、聼、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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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語＋「叫」＋賓語＋動作動詞
在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料庫的 500 個例句中，此格式有 398
個例句，佔 79.60%，如：
（40）蘇魯克叫兒子送他回去。
（41）我叫你快走，爲什麽不走？
（42）孔子叫弟子告訴他生病不見客。
（43）開車追去的男孩子在路上叫她停下來，跟她講話。
例句（40-43）是以「叫」爲，而以動作動詞爲 V2 的兼語句。
4．主語＋「使」＋兼語＋動作動詞
在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料庫的 500 個例句中，此格式有 119
個例句，23.80 佔%，如：
（44）此情景使我寫了一首竹枝詞。
（45）我的一句話，使他離開了我。
（46）圓圓的盤子能使媽媽端出美味佳肴。
（47）領導的原因，使你送錯了文件。
例句（44-47）是以「使」爲，而以動作動詞爲 V2 的兼語句。
3.2.3.2 主語＋V1＋兼語＋狀態動詞
經過預料調查發現，只有以「讓」、「叫」、「使」爲的兼語句，才能夠
有狀態動詞爲 V2。
1．主語＋「讓」＋兼語＋狀態動詞
語料庫的 500 個例句中，以「讓」爲，而以狀態動詞爲 V2 的兼語句有 266
個例句，佔 53.20%，如：
（48）我讓她生氣。
（49）雷、毛這兩位智商極高的讓我難過。
（50）看看山看看海有時候會讓人心情愉快一點。
（51）這可能可以讓他很感動。
例句（48-51）是以「讓」爲，而以狀態動詞爲 V2 的兼語句。
2．主語＋「叫」＋兼語＋狀態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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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庫的 500 個例句中，以「叫」爲，而以狀態動詞爲 V2 的兼語句有 102
個例句，佔 20.40%，如：
（52）少年的小龍只有一件事能叫他靜下來
（53）你想叫我累死啊！
（54）這次成果叫她很滿意。
（55）第一次的分離真叫我傷心。
例句（52-55）是以「叫」爲，而以狀態動詞爲 V2 的兼語句。
3．主語＋「使」＋兼語＋狀態動詞
在語料庫的 500 個例句中，以「使」爲，而以狀態動詞爲 V2 的兼語句有
266 個例句，佔 53.20%，如：
（56）不肖子輕者會是父母極端失望。
（57）學生故意使他吃了一驚。
（58）失敗使人更灰心。
（59）我應該盡量使他快樂，不要傷他的心。
例句（56-59）是以「使」爲，而以狀態動詞爲 V2 的兼語句。

小結
1．主語（NP1）:可跟「讓」與「使」搭配的 NP1 沒有限制，一般都能够以
名詞、代詞、數量詞、「的」字短語、動詞（短語）、形容詞（短
語）、主謂短語等充當的，但是「請」只能以名詞、代詞充當 NP1，而
能夠充當「叫」的 NP1 只有名詞、代詞兩類。
2．兼語（NP2）：能夠充當「讓」、「請」、「叫」、與「使」此四個動
詞的 NP2 有名詞、代詞和「的」字短語。
3．V2：「讓」、「請」、「叫」與「使」都能夠以動作動詞充當 V2，而除
了「請」，「讓」、「叫」、與「使」都能夠以狀態動詞充當 V2。

30

3.3

兼語句的語義分析
1

根據鄧守信（2005）的主語與賓語的語義關係 ，本文以語料庫提供的語料
爲分析對象，探討了“兼語句”中的 NP1 與 NP2 的語義關係。總的來說，其關
係可分爲四大類：一、施事：施事；二、施事：受事；三、受事：施事；四、
受事：受事。
3.3.1 施事：施事
在語料庫語料中只有「讓」、「請」、「叫」這三個為的兼語句，NP1 與
NP2 才都表示施事的語義關係，如：
1．「讓」
在語料庫語料中，「讓」兼語句中的 NP1 跟 NP2 都表示施事的有 216 句，佔
43.2%，如：
（60）我讓他唱英文歌。
（61）父母放心地讓他們自己去上海。
首先，例句（60）的主語“我”和賓語“他”都表示施事，而例句（61）
主語“父母”，賓語“他們”都表示施事。此兩句的 NP1 與 NP2 都表示施事。
2

其次，例句（60）「讓」表示支使意義 ，而例句（61）「讓」却表示容許
意義。
再次,例句（60）與（61）的 V2 是“唱”和“去”都是由「讓」所引起的
動作行爲。
最後，V2 的動作行爲含有兩種可能性，一、事件可能發生，二、事件可能
不發生。
2．「請」
在語料庫中，「請」兼語句中的 NP1 跟 NP2 都表示施事的有 500 句，佔
100%，如：
（62）我建議主辦單位請這位「理容」小姐去「現身説法」。
（63）公司可請他前來訪察。

1
2

請詳看本文第一章的第三節兼語句的語義分析
吳（1992：238）敘述；支使意義指的是，表示使什麼做什麼，例如：「叫他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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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例句（62）的主語是“主辦單位”和賓語“這位「理容」小姐”都
表示施事，而例句（63）的主語“公司”和賓語“他”都表示施事。此兩句的
NP1 與 NP2 都表示施事。
其次，例句（62）的「請」表示支使和請求意義，而例句（63）的「請」
也表示支使和請求意義。
雖然「請」與「讓」都表示支使意義，但是「請」與「讓」也有不同之處,
即是在主語要對賓語表示客氣之條件下，需要用「請」。上面的例句（62）主
語：“主辦單位要”對“「理容」小姐”表示客氣，例句（63）主語：“公
司”也要對他表示客氣，因此應該用「請」，不可用「讓」。
此外，例句（62）與（63）的 V2 是“去現身説明”和“前來訪談”都是由
「讓」所引起的動作行爲。
最後 V2 的動作行爲含有兩種可能性，一、事件可能發生，二、事件可能不
發生。
3．「叫」
在語料庫中，「叫」兼語句中的 NP1 跟 NP2 都表示施事的有 388 句，佔
77.6%，如：
（64）經理便叫她泡茶出來招待客人。
（65）剛才我叫你快走，你爲什麽不走？
首先，例句（64）的主語“經理”和賓語“她”都表示施事，而例句
（65）的主語“我”和賓語“你”都表示施事。此兩句的 NP1 與 NP2 都表示施
事。
其次，例句（64）的「叫」表示支使意義，而例句（65）的「叫」也表示
支使意義，同時也含有請求意義。
「叫」與「請」也有不同之處,即主語之身份高于賓語之條件下，才可以用
「叫」；雖然「請」也有請求之義，但是只能用于主語要對賓語表示客氣的條
件下。
此外，例句（64）與（65）的 V2 是“泡茶出來招待客人”和“快走”都是
由「叫」所引起的動作行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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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V2 的動作行爲含有兩種可能性，一、事件可能發生，二、事件可能不
發生。
3.3.2

施事：受事的關係

在語料庫語料中只有「讓」、「叫」與「使」這三個為的兼語句，NP1 表示
施事而 NP2 表示受事的語義關係，如：
1．「讓」
在語料庫中，「讓」兼語句中表示施事的 NP1 而表示受事的 NP2 有 156 句，
佔 31.2%，如：
（66）他讓我心動。
（67）他讓我吃驚。
例句（66）主語“他”是施事，兼語“我”是受事。例句（67）主語
“他”是施事，兼語“我”是受事。例句（66）與（67）的「讓」表示致使，
就是使什麽怎麽樣，使成者致使結果，可能導致正面的結果，也可能導致負面
的結果，例句（66）主語“他”導致“我心動” 是正面結果，例句（67）主語
“他”導致“我吃驚”是負面結果。
當「讓」表示致使意義時，V2 所表達的事件多爲“實現性的”的事件，
如：例句（66）“他讓我心動”中的“我心動”為已實現的事件，例句（67）
“他讓我吃驚” 中的“我吃驚”也爲已實現的事件。
2．「叫」
在語料庫中，「叫」兼語句中表示施事的 NP1 而表示受事的 NP2 有 42 句，
佔 8.4%，如：
（68）你叫我熱死。
（69）他們叫我感到憤怒。
例句（68）主語“你”是施事，兼語“我”是受事。例句（69）主語“他
們”是施事，兼語“我”是受事。例句（68）與（69）的「叫」也表示致使，
可是「叫」只能導致負面的結果，例句（68）主語“你” 致使“我熱死” ,是
負面結果，而例句（69）主語“他們” 致使“我感到憤怒” ,也是負面的結
果。例句（68）與（69）中的 V2 所表達的事件也是“實現性的”，例句（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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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叫我熱死”中的“我熱死”是已實現的事件，例句（69）“他們叫我感到
憤怒”中的“我感到憤怒”也是已實現的事件。
3．「使」
在語料庫中，「使」兼語句中表示施事的 NP1 而表示受事的 NP2 有 189 句，
佔 37.8%，如：
（70）他使我傷心。
（71）他能使我快樂。
例句（70）主語“他”是施事，兼語“我”是受事。例句（71）主語
“他”是施事，兼語“我”是受事。例句（70）與（71）的「使」表示致使。
即是「使」與「叫」都能表示致使，但「使」除了導致負面結果外，還能導致
正面結果，如例句（70）主語“他” 致使“我傷心” ，是負面結果，例句
（71）主語“他” 致使“快樂” ，是正面結果。例句（70）與（71）中的 V2
所表達的事件還是“實現性的”，例句（70）“他讓我傷心”中的“我傷心”
是已實現的事件，例句（71）“他能使我快樂”中的“我快樂”也是已實現的
事件。
3.3.3 受事：施事的關係
在語料庫中只有「讓」、「叫」與「使」這三個為的兼語句，NP1 才表示
受事而 NP2 表示施事的語義關係，如：
1．「讓」
在語料庫中，「讓」兼語句中表示受事的 NP1 而表示施事的 NP2 有 96 句，
佔 19.2%，如：
（72）我的寫法讓他看不懂。
（73）人民的痛苦讓子孫後代永遠記住這血的歷史教訓。
例句（72）主語“我的寫法”是受事，兼語“他”是施事。例句（73）主
語“人民的痛苦”是受事，兼語“子孫後代”是施事。例句（72）與（73 ）的
「讓」表示致使。例句（72）主語“我的寫法” 致使“他看不懂” ，是負面
結果。例句（73）主語“人民的痛苦” 致使“永遠記住” ，是正面結果。例
句（72）與（73）中的 V2 所表達的事件還是“實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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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叫」
在語料庫中，「叫」兼語句中表示受事的 NP1 而表示施事的 NP2 有 22 句，
佔 4.4%，如：
（74）恐怖電影叫孩子哭個不停。
（75）他的表情叫人看不出來他是在演戲。
例句（74）主語“恐怖電影”表示受事，兼語“孩子”表示施事的。例句
（75）的主語是“他的表情”也表示受事，兼語“人”表示施事的。例句
（74）與（75 ）的「叫」表示致使意義。例句（74）主語“恐怖電影”導致
“孩子哭個不停” ，V2 是負面的結果。例句（75）主語“他的表情”導致“人
看不出來他是在演戲”, V2 是正面的結果。例句（74-75）中的 V2 所表達的事件
是“實現性的”。
3．「使」
在語料庫中，「使」兼語句中表示受事的 NP1 而表示施事的 NP2 有 150 句，
佔 30%，如：
（76）這本書使我忘了養兒育女的煩腦。
（77）夜晚的蒼茫使我唱了一首豪邁的歌。
例句（76）主語“這本書”是受事，兼語“我”是施事。例句（77）主語
“夜晚的蒼茫”是受事，兼語“我”是施事。例句（76）與（77 ）的「使」表
示致使意義。例句（76）主語“這本書” 致使“我忘了養兒育女的煩惱” ，
是正面結果。例句（77）主語“夜晚的蒼茫” 致使“我唱了一首豪邁的
歌” ，是正面結果。例句（76）中的 “我忘了養兒育女的煩腦”是已實現的
事件。例句（77）中的“我唱了一首豪邁的歌” 是已實現的事件。
3.3.4 受事：受事的關係
在語料庫中只有「讓」、「叫」與「使」這三個為 Vi 的兼語句，NP1 與 NP2
都表示受事的語義關係，如：
1．「讓」
在語料庫中，「讓」兼語句中 NP1 與 NP2 都表示受事的有 32 句，佔 6.4%，
如：
（78）這個事兒讓你爲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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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這個問題讓人著迷了。
例句（78）與（79）主語與賓語都是表示受事的語義關係。例句（78）主
語“這個事兒” 與兼語“你”都是受事。例句（79）主語“這個問題”表示受
事，兼語“人”也表示受事。
例句（78）與（79）的「讓」還是表示致使意義。例句（78）主語“這個
事兒”導致“你爲難了” ， V2 是負面的結果。例句（79）主語“這個問題”
導致“人著迷”， V2 是負面的結果。例句（78-79）中的 V2 所表達的事件是
“實現性的”。
2．「叫」
在語料庫中，「叫」兼語句中 NP1 與 NP2 都表示受事的有 48 句，佔 9.6%，
如：
（80）這部戲叫我感動。
（81）妳的純真叫我難忘。
例句（80）主語“這部戲”表示受事，兼語“我”也表示受事的。例句
（81）主語“你的純真”表示受事，兼語“我”也表示受事的。例句（80）與
（81）的「叫」表示致使意義。例句（80）主語“這部戲” 致使“我感
動” ，是正面結果。例句（81）主語“你的純真” 致使“我難忘”，是正面
結果。例句（80） “這部戲叫我感動。”中的 “我感動” 是已實現的事件。
例句（81）“你的純真真叫我難忘”中的“我難忘”也是已實現的事件。
3．「使」
在語料庫中，「讓」兼語句中 NP1 與 NP2 都表示受事的有 166 句，佔
33.2%，如：
（82）他的話使他不受歡迎。
（83）他的話使她心軟。
例句（82）主語“這部戲”表示受事，兼語“我”也表示受事的。例句
（80）主語“他的話”表示受事，兼語“他”也表示受事的。例句（82）與
（83）的「叫」表示致使意義。例句（82）主語“他的話” 致使“他不受歡
迎” ，是負面結果。例句（83）主語“他的話” 致使“她心軟”，是正面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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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例句（82） “他的話使他不受歡迎。”中的 “他不受歡迎” 是已實現的
事件。例句（83）“他的話使她心軟”中的“她心軟”也是已實現的事件。

小結
本文將以「讓」、「請」、「叫」與「使」爲的兼語句進行了語料分析，
幷分析了其句中的 NP1 與 NP2 之間的語義關係，得出了如下四種關係：
1． 施事：施事
2． 施事：受事
3． 受事：施事
4． 受事：受事。
而得出如下結果：
1. 主語與兼語都表示施事時，「讓」顯示出兩種語義：一、支使，二、容
許，而 V2 也表現出兩種可能性：一、可能實現的，二、未實現的。「請」
只能在這種關係裏出現，所表達的意義是支使與請求，「請」與「讓」不
同之處是在 NP1 的身份低於 NP2 的條件下需要用「請」，「請」與「讓」兼
語句中的 V2 同樣是能表現兩種意義：一、可能實現的，二、未實現的。
「叫」與「請」都能够表示支使與請求，但是在 NP1 的身份低於 NP2 的條件
下才能够使用「請」不能用「叫」，因此「叫」與「讓」在表示支使的條
件下他們都能換用，「叫」兼語句中的 V2 是能表現兩種意義：一、可能實
現的，二、未實現的。在觀察的過程中該種語義關係的 NP1 與 NP2 必需是
「人」與「人」的關係。
2. 只有「讓」、「叫」、與「使」為的兼語句，NP1 與 NP2 的語義關係才能是
施事與受事的語義關係。「讓」、「叫」、與「使」此三個都表示致使意
義，而根據語料調查，發現此關係的「叫」兼語句的出現率低于「讓」與
「使」兼語句。此外還發現能夠充當「叫」兼語句的 V2 是很有限的，
「叫」所帶的 V2 需要表示負面結果，但是「讓」與「使」兼語句中的 V2 都
可表示正面或者負面的。「讓」、「叫」與「使」兼語句中的 V2 需要表示
事件已發生的。這種關係的主語應該以「人」充當的，而賓語都可使用
「人」「事」或「物」充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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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只有「讓」、「叫」與「使」充當的兼語句，NP1 與 NP2 的語義關係才能是
受事與施事的語義關係。「讓」、「叫」、與「使」此三個還是都是表示
致使意義的，而當「讓」、「叫」、與「使」在這種語義關係出現時，它
們都可以換用。「讓」、「叫」、與「使」兼語句中的 V2 都可表示正面或
者負面的結果，而表示事件已發生的。語料調查發現，在這種語義關係
「讓」、「叫」、與「使」兼語句中的 NP1 應該以「人」、「事」或
「物」充當的，而 NP2 應該是「人」。
4. 只有「讓」、「叫」與「使」充當的兼語句，NP1 與 NP2 的語義關係才能是
受事與受事的語義關係。「讓」、「叫」與「使」此三個還是都是表示致
使意義的，而當「讓」、「叫」與「使」在這種語義關係中出現時，它們
都可以換用。「讓」、「叫」與「使」兼語句中的 V2 都可表示正面或者負
面的結果，而表示事件已發生的。語料調查發現「讓」、「叫」與「使」
兼語句的 NP1 與 NP2 都可使用「人」「事」或「物」充當的。

第四章

漢泰兼語句之比較

上述語料調查已指出，現代漢語兼語句一般以「讓」、「請」、「叫」與
「使」爲，而且這些詞對泰國學習者來説可算是較難於使用以及難於翻譯的，
在使用時還是會出現不少偏誤。這些詞有的可翻譯成
“//”，有的可以翻譯成

ให

“//”或者

ทําให

ขอให“//”等。本章將依第三章所分析

的結果，把「讓」、「請」、「叫」與「使」在語法結構及語義功能兩方面上
與泰語相對的詞語進行比較分析。

4.1 在語法結構上之比較
第三章已指出 ，漢語兼語句之句法結構可分爲表層結構和深層結構，爲了
易於分析本文將在表層結構「NP1 + V1 + NP2 + V2」的範圍之内探討句中的與泰
語相對的詞語，漢語“兼語句”的句法結構可分爲兩種結構 ，即「主語 ＋
讓、請、叫、使 ＋ 兼語 ＋ 動作動詞」與「主語 ＋ 讓、叫、使 ＋ 兼語 ＋
狀態動詞」 （鄧：2005）。以下將在此兩種結構上把例句譯成泰語，考察句中
的「讓」、「請」、「叫」與「使」可以與泰語的哪個詞相應。
4.1.1 主語 + V1

+ 兼語 + 動作動詞

在漢語中「讓」、「請」、「叫」與「使」都可以跟動作動詞組成兼語
句。
4.1.1.1 主語 + 讓 + 賓語 + 動作動詞
（1） 媽媽讓我學中文。

คุณแมใหฉัน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2） 老師讓我寫一篇文章。

คุณครูใหฉันเขียนบทความหนึ่งบ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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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本書讓我找到了真正意義。

หนังสือเลมนี้ทําใหฉันคนพบ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ที่แทจริง


（4） 厚重的冬衣幾乎讓我跑不動。

เสื้อหนาวที่หนาและหนักดูเหมือนวาจะทําใหฉันวิ่งไมไป


「讓」能夠翻譯成「」(如例 1-2）與「」（如例 3-4）。泰
語的結構是“主語 +「」或「」 + 兼語 + 謂語” ，與漢語
“主語 + 讓 + 兼語 + 謂語”相同。
4.1.1.2 主語 + 請 + 兼語 + 動作動詞
（5） 我請他唱這首歌。

ฉันขอใหเขารองเพลงนี้

（6） 親愛的，請你抱著我就好了。

ที่รัก ฉันขอใหคุณกอดฉันก็พอแลว

（7） 他請我坐下。

เขาเชิญใหฉันนั่งลง

（8） 他請我去逛逛。

เขาเชิญฉันไปเดินเล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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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 能 夠 翻 譯 成 「  」 （ 如 例 5-6 ） 與 「  」 或
「」（如例 7-8）。泰語的結構是“主語 +「//」或「//」
+ 兼語 + 謂語” ，與漢語“主語 + 請 + 兼語 + 謂語”相同。
4.1.1.3

主語 + 叫 + 兼語 + 動作動詞

（9） 經理叫他去搬家具。

ผู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กใหเขาไปยายเครื่องเรือน

（10） 他叫我讀一遍。

เขาเรียกใหฉันอานหนึ่งรอบ

（11） 他給我一只玉鐲子，叫我把鳥兒放了。

เขาใหกําไลหยกฉันอันหนึ่ง ใหฉันปลอยนกไป

（12） 我叫他改讀普通班。

ฉันใหเขาเปลี่ยนไปเรียนชั้นธรรมดาแทน

（13） 舊的學習方法叫我讀不下去。

การเรียนแบบเกาๆทําใหฉันเรียนตอไปไมไหว

（14） 這部電影的内容叫我吃不下飯。

เนื้อเรื่องของหนังเรื่องนี้ทําใหฉันกินขาวไมลง


「叫」能夠翻譯成「」（如例 9-10）、「」（如例 11-12）,
「  」 （ 如 例 13-14 ） 。 泰 語 的 結 構 是 “ 主 語 + 「  」 、
「」或「//」+ 兼語 + 謂語” ，與漢語“主語 + 叫 + 兼語
+ 謂語”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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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主語 + 使 + 兼語 + 動作動詞

（15） 强烈的節奏，已經使我坐不住了。

จังหวะที่เราใจทําใหฉันนั่งไมติด

（16） 這份情感使他跳入深淵。

อารมณแบบนี้ทําใหเขาตกสูหวงลึก

「使」只能翻譯成「」（如例 15-16）。泰語的結構是“主語
+「」+ 兼語 + 謂語” ，與漢語“主語 + 使 + 兼語 + 謂語”相
同。
4.1.2 主語 + V1 + 兼語 + 狀態動詞
4.1.2.1

主語 + 讓 + 兼語 + 狀態動詞

（17）我不願讓他再冷了。

ฉันไมยอมใหเขาหนาวอีกแลว

（18）我不要讓她再痛苦了。

ฉันไมตองการใหเขาเจ็บปวดอีกแลว

（19）老王讓我很佩服。

คุณหวางทําใหฉันรูสึกยกยอง(คุณหวาง)มาก

（20）名和利會讓我心煩。

ชื่อเสียงและลาภยศทําใหฉันวุนวายใจได

這種結構「讓」能夠翻譯成「//」（如例 17-18）與「//（如
例 19-20）。泰語的結構是“主語 +「//」，「」+ 兼語 + 謂
語” ，與漢語“主語 + 讓 + 兼語 + 謂語”相同。

42

4.1.2.2 主語 + 叫 + 兼語 + 狀態動詞
（21）這個秘密真叫他左右爲難。

ความลับนี้ทําใหเขาลําบากใจจริงๆ

（22）這個消息叫人悲寒。

ขาวนี้ทําใหคนหดหู

這種結構「叫」只能夠翻譯成「」（如例 21-22）。泰語的結構
是“主語 +「」+ 兼語 + 謂語” ，與漢語“主語 + 叫 + 兼語 +
謂語”相同。
4.1.2.3

主語 + 使 + 兼語 + 狀態動詞

（23）熱烈的發言，使我非常興奮。

สุนทรพจนที่เราใจทําใหฉันฮึกเหิมเปนพิเศษ


（24）這種擁擠的生活，使人們高度緊張。

ชีวิตที่กระเบียดกระเสียนเชนนี้ทําใหคนเราตึงเครียดมากขึ้น







這種結構「使」只能夠翻譯成「」（如例 23-24）。泰語的結構
是“主語 +「」+ 兼語 + 謂語” ，與漢語“主語 + 使 + 兼語 +
謂語”相同。

小結
1. 在漢語中「讓」、「請」、「叫」與「使」都可以跟動作動詞組成兼語
句，經過譯成泰語的調查，發現：
1.1 現代漢語兼語句之句法結構與泰語的完全相符，都是以「NP1 + V1 +
NP2 + 謂語」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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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這種結構的條件下「讓」能够翻譯成「」 （如例 1-2）與
「」（如例 3-4）。
1.3 在這種結構的條件下「請」能够翻譯成「」（如例 5-6）與
「」或「」（如例 7-8）。
1.4 在這種結構的條件下「叫」能够翻譯成「」（如例 9-10）,
「」（如例 11-12）與「」（如例 13-14）。
1.5 在這種結構的條件下「使」却只能翻譯成「」（如例 1516）。
2. 在漢語中除了「請」，「讓」、「叫」與「使」都可以跟狀態動詞組成
兼語句，經過譯成泰語的調查，發現：
2.1 現代漢語兼語句之句法結構與泰語的完全相符，都是以「NP1 + V1 +
NP2 + 謂語」構成的。
2.2 在這種結構的條件下「讓」能够翻譯成「」（如例 17-18）與
「」（如例 19-20）。
2.3 在這種結構的條件下「叫」只够翻譯成「」
（如例 21-22）。
2.4 在這種結構的條件下「使」也是只能翻譯成「」
（如例 23-24）。

4.2

在語義功能上之比較
據鄧（2005）主語與賓語的語義關係理論與呂（1999）所提的「讓」、

「請」、「叫」與「使」的語義，第二章所總結出的「讓」、「請」、「叫」
與「使」的語義特徵，即表示支使的有「讓」、「請」與「叫」，表示請求的
有「請」與「叫」，表示邀請或者宴請的只有「請」，表示容許或者許可的只
有「讓」，表示致使的有「讓」、「叫」與「使」等。本章將把「讓」、
「請」、「叫」、與「使」在語議功能方面上與泰語相對的詞語進行比較分
析。
4.2.1 支使意義
支使意義指的是，表示使什麼做什麼。（吳 1992,238）

44

4.2.1.1「讓」
（25）北京一些家長讓孩子打高爾夫球。

ผูปกครองหลายคนในปกกิ่งใหลูกไปตีกอลฟ

（26）我讓他們記住一個成語。

ฉันใหพวกเขาจําสุภาษิตวรรคหนึ่ง

這種語義「讓」只能夠翻譯成「//」（如例 25-26）。
4.2.1.2 「請」
（27）我請他坐下。

ฉันเชิญใหเขานั่งลง

（28）我请他大聲唱，他瞥了我一眼，不高興地放大了聲音。

ฉันขอใหเขารองดังๆ เขากลับคอนฉัน แลวรองเสียงดังอยางไมสบอารมณ





這種語義「請」能夠翻譯成「//」（如例 27）與「//」
（如例 28）。
4.2.1.3「叫」
（29）我叫她來，他卻叫你來。

ฉันเรียกเขามา เขากลับเรียกเธอมาแทน

（30）朋友叫我說說我的感情生活。

เพื่อนใหฉันเลาถึงชีวิตความรูสึกของฉัน

這種語義「叫」能夠翻譯成「//」（如例 29 ）與「//」（如例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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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容許意義：「讓」
（31）運輸船可以讓人搭乘。

เรือขนสงใหคนโดยสารไปได

（32）我不讓他們看電視。

ฉันไมใหพวกเขาดูโทรทัศน

這種語義「讓」能夠翻譯成「//」（如例 31-32）。
4.2.3 請求意義
4.2.3.1 「叫」
（33）我叫他別再這麽幹下去。

ฉันขอรองเขาวาอยาทําอยางนี้ตอไป

（34）我叫他们别打，可是他们甚麽也不听。

ฉันขอใหพวกเขาอยาตี แตพวกเขาไมฟงอะไรทั้งสิ้น


這種語義「叫」能夠翻譯成「//」或「//」（如例 3334）。
4.2.3.2 「請」
（35）我請他送我一本詩集。

ฉันขอใหเขาสงหนังสือรวมบทกวีใหฉันหนึ่งเลม


（36）我請他礼貌一些，他越發罵得兇了。

ฉันขอใหเขามีมารยาทหนอย เขากลับบาคลั่งยิ่งกวาเดิ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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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語義「請」只能能夠翻譯成「/kh:haj/」（如例 35）.
4.2.4 邀請意義：「請」
（37）我請他們吃頓便飯。

ฉันเชิญพวกเขาทานอะไรงายๆ มื้อหนึ่ง

（38）他請你看過兩次電影。

เขาเคยเชิญเธอดูหนังแลวสองครั้ง

這種語義「請」只能夠翻譯成「」（如例 37-38）。
4.2.5 致使意義
4.2.5.1 「讓」
（39）這個問題讓人糊塗了。

เรื่องนี้ทําใหคนงงไปหมด

（40）他讓我吃驚。

เขาทําใหฉันตกใจ

這種結構「讓」只能夠翻譯成「」（如例 39-40）。
4.2.5.2 「叫」
（41）今天后兩首歌叫我非常感動。

สองเพลงหลังของวันนี้ทําใหฉันประทับใจจริงๆ

（42）今天的天氣真叫人心裏很煩悶。

อากาศวันนี้ทําใหใจคนรอนลุมจริงๆ

這種語義「叫」只能夠翻譯成「//」（如例 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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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3 「使」
（43）這本書使我忘了養兒育女的煩惱。

หนังสือเลมนี้ทําใหฉันลืมความวุนวายในการเลี้ยงดูลูก

-
（44）他使我的痛苦煩惱都消失了。

เขาทําใหความกลัดกลุมใจของฉันจางหายไป

這種語義「使」只能夠翻譯成「」（如例 43 – 44）。

小結
「讓」、「請」、「叫」與「使」在“兼語句”中的語義特徵可分爲五
大類，即表示支使的有「讓」、「請」與「叫」，表示請求的有「請」與
「叫」，表示邀請或者宴請的只有「請」，表示容許或者許可的只有「讓」，
表示致使的有「讓」、「叫」與「使」等，經過譯成泰語的調查，發現：
1. 表示支使的「讓」可以翻譯成「」(如例 25-26），「請」也可以翻
譯成 「」(如例 27)與「」（如例 28），「叫」可以翻
譯成「」之外，還能夠翻譯成「」(如例 29-30）。
2. 表示請求的「叫」與「請」都能可以譯成「」或「」
(如例 33-36）。
3. 表示邀請或者宴請的「請」可以翻譯成「」 (如例 37-38）。
4. 表示容許或者許可的「讓」可以翻譯成「」 (如例 31-32）
5. 表示致使的「讓」、「叫」與「使」都可以翻譯成「」 (如
例 39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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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漢泰“兼語句”在語義功能上之比較
泰語

漢語

語義

「讓」

表示支使，容許

「叫」

表示支使

ขอให /

「請」

表示支使，請求

ขอรอง /

「叫」

表示請求

「叫」

表示支使

「請」

表示邀請。

ให



เรียก / เรียกให


เชิญ / เชิญให


ทําให



「讓」/「叫」/「使」

表示致使

第五章

現代漢語兼語句的教學語法

上章已把“兼語句”中的「讓」、「請」、「叫」與「使」與泰語相對應
的詞語進行比較分析，得出了一定的結果。接下來是瞭解泰國大學生在“兼語

句”中使用「讓」、「請」、「叫」與「使」為 V1 的情況，然後設計一項泰國
大學生習得現代漢語“兼語句”的調查研究 ，該調查是根據：一、上兩章所分
析的結果；二、「讓」、「請」、「叫」與「使」此四個動詞替換分析的結
果，此結果是通過對語料庫中抽出各二十個最代表的例句所作的替換分析（參
看附錄二）；三、《漢語病句辨析九百例》（1997）一書中所預設外國學生使
用兼語句的病句。以此三項爲參考，試圖明確把握泰國大學生在“兼語句”中
使用「讓」、「請」、「叫」與「使」為 V1 的過程。最後 ，探討針對泰國大
學生學習“兼語句”的教學語法。

5.1 泰國大學生“兼語句”偏誤之分析
本節將把內容分成兩大部分：一、外國學生習得兼語句的情况；二、泰國
大學生“兼語句”使用偏誤之預設。
5.1.1 外國學生習得兼語句的情況
《漢語病句辨析九百例》（ 1997 ）一書中探討外國學生使用兼語句之偏誤
如下：
5.1.1.1 兼語句之語序不當
（1）* 阿裏讓我那件事告訴你。
阿裏讓我告訴你那件事。
（2）* 丁力讓馬上我去。
丁力讓我馬上去。
例句（1）-（2）都指出外國學生使用兼語句錯誤的問題是兼語句之語序，
例句（1）兼語句之語序應該是 NP1+V1+ NP2+V2 ，可是句中把兼語句之結構排序
NP1+ V1+V2+NP2 ，所以該句應該改爲 “ 阿裏讓我告訴你那件事 ” 。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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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兼語句之語序 V1 與 NP2 之間不可帶停頓以及不可插入其他修飾語，所以
該句應該把 " 馬上 " 放在 NP2 之後面，成爲 “ 丁力讓我馬上去 ” 。
5.1.1.2 NP2 之省略
（3）* 老師讓我通知（ ）去教室練習漢語節目。
老師讓我通知你去教室練習漢語節目。
例句（3）現代漢語中，兼語句之 NP1 或 NP2 皆不可省略，但有些國家的
語言，若說話者與聽話者有所共識，可以省略。例句（3）之「你」被省略因爲
説話者與聽話者有所共識，因此不再重述，直接省略了 NP2 。
5.1.1.3 多加：V1 與 V2 之前多加動詞
（4）* 幾個月之前韓國警察局爲了杜絕青少年賣淫，強迫 讓許多娼
妓停止營業。
幾個月之前韓國警察局爲了杜絕青少年賣淫，讓許多娼妓停止營
業。
例句（4）是學生使用 V1 與 V2 不當，因爲有些語言把「讓」翻譯成其語
言時，其強迫義不強，因此學生再在「讓」之前加「強迫」一詞來加強其義。
5.1.2 泰國大學生“兼語句”使用偏誤之分析
泰國學生習得“兼語句”時，也會使用偏誤。按照上文所叙述，其偏誤大
多是：
5.1.2.1 V1 之選擇不當
（5）* 今天下午他給我去開會。
今天下午他叫、讓我去開會。
泰語 ให  此詞能譯成漢語「給、讓、叫」等，而當例句（5）翻譯成
泰語時，泰語句中出現的泰語 ให  却不可以用「給」來翻譯，此句需要用
「讓」或者「叫」。
5.1.2.2 否定詞位置不當
（6）* 學校讓我不教書。
學校不讓我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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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6）現代漢語之兼語句中，將否定詞加在 V1 之前，泰語中，否定詞
皆可以加在 V1 或者 V2 之前，因此要把否定詞「不」置于 V1「讓」之前，不是 V2
「教」之前。
5.1.2.3 NP2 之漏用
（7）* 我來中國以前我的父母不讓（ ）到國外留學。
我來中國以前我的父母不讓我到國外留學。
例句（7）現代漢語中，兼語句之 NP1 或 NP2 皆不可省略，但泰語中，若說
話者與聽話者有所共識，可以省略。例句（7）「我」出現兩次，泰國學生可能
以爲與聽話者有所共識，因此不再重述，直接省略第二次出現的“我”，導致
偏誤。

5.2 泰國大學生習得“兼語句”的調查研究
5.2.1 調查目的
本節的試驗目的是調查泰國大學生“兼語句”使用的情形，分析哪些語法
結構和哪些語義功能對他們來說是難點。
5.2.2 調查對象
本調查以泰國的大學中文係學生（ 60 個朱拉隆功）、（ 45 個法政）和
（ 24 個農業）爲研究對象，研究對象不考慮性別或年齡，分爲三組：
(1) A 組， 50 個大學生，已經學習 180 個小時左右的漢語。
(2) B 組， 59 個大學生，已經學習 480 個小時左右的漢語。
(3) C 組， 20 個大學生，已經學習 780 個小時左右的漢語。
5.2.3 調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問卷調查的方式，來測試出泰國大學生在“兼語句” 中是否
能够準確地使用「讓」、「請」、「叫」或者「使」的情况。使受訪者作答，
主要是讓調查對象在一定的時間裏完成我們的測試題（見附錄一）。首先，爲
了考察泰國大學生是否能根據泰語來選用「讓」、「請」、「叫」或者「使」,
因此第一部分測試題設出 5 個泰語例句，讓受訪者按泰語例句的意義選用
「讓」、「請」、「叫」或者「使」,不限於一個。第二部分，根據漢語例句的
意義選用「讓」、「請」、「叫」或者「使」，此部分的測試題也設出 5 個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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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例句，讓受訪者按漢語例句的意義選用「讓」、「請」、「叫」或者「使」,
不限於一個。這兩部分的測試題都以第四章所分析的結果作爲參考（參看第四
章的表 4.1）。第三部份，爲了考察學生能否正確地瞭解“兼語句”與其他漢
語語法形式的關係, 測試題設出 16 個漢語例句，讓受訪者按漢語例句的語法
結構選擇對錯。
5.2.4 調查結果
第一部分
受訪者根據泰語例句的意義選用「讓」、「請」、「叫」或者「使」，不
限一個。測試結果將按照各個語法結構跟語義功能搭配的類別來説明。
測試題設出泰語

ให

 與 表 示 支 使 的 「 讓 」 和 「 叫 」 ； 泰 語

 與表示 請 求 的「 叫 」和 「請」； 泰語
「請」；泰語

ขอให

 與 表 示邀請的

ให  與表示容許的「讓」；泰語 ทําให 

使的「讓」、「叫」和「使」。
測試題：（1）

ฉันใหเขากลับไปแลว
我「讓」/「叫」她回去了。

（2）

ฉันขอใหเขาอยาทําอยางนี้อีกตอไป
我「叫」/「請」他別再這麽幹下去。

（3）

เขาเชิญฉันไปบานเขา
他「請」我到他家去做客。

（4）

เขาไมใหฉันคิดอีกตอไป
他不「讓」我再想下去。

（5）

มีดนตรีประกอบยิ่งทําใหฉันรองเพลงไดไพเราะขึ้น
配上音樂「讓」/「叫」/「使」我唱得更好聽。

測試後得出如下結果（參看表 5.1）

ขอให

與表示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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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泰國大學生按泰語與「讓」、「請」、「叫」與「使」比較的使用偏誤率
A 組(59 人)

例句

正確

義項
人
數

比例

支使 (ให) 讓

49

83.05%

(ให) 叫

8

13.56%

請求(ขอให) 請

56

94.92%

(ขอให) 叫

2

3.39%

(3)

邀請 (เชิญ) 請

53

(4)

容許 (ให) 讓

(1)

(2)

(5)

B 組(50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人
數

比例

44

88%

24

48%

50

100%

14

28%

25.42%

47

3.39%

4

6.78%

1

1.69%

89.83%

15

57

96.61%

2

致使 (ทําให) 讓

22

37.29%

叫

4

6.78%

使

52

88.14%

4

正確

23.73%

C 組(20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人
數

比例

18

90%

8

40%

20

100%

15

30%

8%

20

0%

2

4%

0

0%

94%

4

50

100%

0

18

36%

2

4%

46

92%

2

正確

4%

合計(134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人數

比例

111

86.05%

40

31%

126

97.67%

31

24.03%

1

5%

0

0%

100%

13

65%

20

20

100%

0

0%

9

45%

1

5%

17

85%

0

0%

偏誤

人
數

比例

7

5.43%

1

0.78%

100%

13

10.08%

127

94.77%

2

1.55%

49

37.98%

7

5.43%

6

4.65%

115

8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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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5.1 可以看出：
(1) 按泰語

ให 的句子只可以用「讓」/「叫」來表示支使，答錯最多

的是 A 組，有 4 個人 (佔 6.78%)；其次是 B 組，有 2 個人（佔 4%），而 C 組
有 1 個人（佔 5%）。
(2) 按泰語

ขอให 

的句子只可以用「請」/「叫」來表示請求，答

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1 個人 (佔 1.69%)；而 B 和 C 組沒有人答錯。
(3) 按泰語

ขอให 的句子只可以用「請」來表示邀請，答錯最多的

是 A 組，有 15 個人 (佔 25.42%)；其次是 B 組，有 13 個人（佔 65%），而 C
組有 4 個人（佔 8%）。
(4) 按泰語

ให haj的句子只可以用「讓」來表示容許，答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2 個人 (佔 3.39%)；而 B 和 C 組沒有人答錯的。
(5) 按泰語

ทําให 

的句子可以用「讓」、「叫」與「使」來表示

致使，答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4 個人 (佔 23.73%)；其次是 B 組，有 2 個人
（佔 4%）,而 C 組沒有人答錯。
(6) 對于此五種語義功能，表示邀請的「請」是泰國大學生答錯最多的
(佔 10.08%)，排在第二是表示支使 (佔 5.43%)，排在第三是表示致使（佔
4.65），排在第四是表示容許（佔 1.55），最後是表示請求 (佔 0.78%) 。
第二部分
受訪者根據漢語例句的意義選用「讓」、「請」、「叫」或者「使」，不
限於一個。測試結果將按照各個語法結構跟語義功能搭配的類別來説明：
測試題設計出「讓」、「請」、「叫」或者「使」的句子表示支使，請
求，邀請，容許和致使。
測試題：(1) 哥哥「讓」/「叫」弟弟背著書包。
(2) 學生「請」/「叫」老師再解釋一下。
(3) 我「請」他和我談談。
(4) 我不「讓」你們出去。
(5) 他故意「讓」/「叫」/「使」女孩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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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泰國大學生按漢語的語義對「讓」、「請」、「叫」與「使」的使用偏誤率
A 組(59 人)

例句

正確

義項
人
數

比例

支使： 讓

5

8.47%

叫

51

86.44%

請求： 請

51

86.44%

叫

19

32.20%

(3)

邀請： 請

44

(4)

容許: 讓

(1)

(2)

(5)

B 組(50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人
數

比例

2

72%

49

56%

46

92%

16

32%

18.64%

32

42.37%

9

15.25%

10

16.95%

74.58%

11

55

93.22%

25

致使: 讓

44

74.58%

叫

4

6.78%

使

30

50.85%

4

正確

6.78%

C 組(20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比例

1

55%

19

80%

17

85%

15

75%

4%

8

16%

64%

42

84%

18

42

84%

20

40%

33

66%

28

56%

2

4%

2

4%

偏誤

人數

2

合計(134 人)

人
數

人
比例

人數

比例

8

6.20%

119

92.25%

114

88.37%

50

38.76%

比例

8.53%

26

20.16%

72.87%

68

52.71%

113

87.59%

57

44.19%

97

75.19%

33

25.58%

7

5.43%

50

38.76%

0%

8

40%

90%

15

75%

94

16

80%

12

60%

20

100%

1

5%

18

90%

5%

數
11

0

1

偏誤

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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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5.2 可以看出：
(1) 按漢語的語義只有「讓」/「叫」的句子表示支使，答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9 個人 (佔 15.25%)；其次是 B 組，有 2 個人（佔 4%），而 C 組沒有人
答錯的。
(2) 按漢語的語義只有「請」/「叫」的句子表示請求，答錯最多的是 C
組，有 8 個人 (佔 40%)；其次是 B 組，有 8 個人（佔 18%），而 C 組有 10 個
人（佔 16.95%）。
(3) 按漢語的語義只有「請」的句子表示邀請，答錯最多的是 B 組，有 42
個人 (佔 84%)；其次是 B 組，有 15 個人（佔 75%），而 A 組有 11 個人（佔
18.64%）。
(4) 按漢語的語義只有「讓」的句子表示容許，答錯最多的是 C 組，有 12
個人 (佔 60%)；其次是 B 組，有 25 個人（佔 42.37%）,而 A 組有 20 個人（佔
40%）。
(5) 按漢語的語義有「讓」/「叫」/「使」的句子表示致使，答錯最多的
是 A 組，有 4 個人 (佔 6.78%)；其次是 C 組，有 1 個人（佔 5%）,而 B 組有 2
個人（佔 4%）。
(6) 對於此五種語義功能，表示邀請的「請」是泰國大學生答錯最多的
(佔 52.71%)，排在第二是表示容許的「讓」（佔 49.19%），排在第三是表示
請求的「叫」/「請」（佔 20.16），排在第四是表示支使的「讓」/「叫」
（佔 8.53），最後是表示致使的 「讓」/「叫」和「使」(佔 5.43%)。

小結一:
上面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分析的各個語義功能的偏誤率可以整理為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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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讓」、「請」、「叫」與「使」語義功能的偏誤率
統計

正確

偏誤

數目

比例

數目

比例

（句）

%

（句）

%

「讓」

111

86.06

「叫」

40

31.00

7

5.43

「請」

126

97.67

「叫」

31

24.03

1

0.78

(3) 邀請

「請」

20

100.00

13

10.08

(4) 容許

「讓」

127

94.77

2

1.55

(5) 致使

「讓」

49

37.98

「叫」

7

5.43

6

4.65

「使」

115

89.15

626

95.57

29

4.43

「讓」

8

6.20

「叫」

119

92.25

11

8.55

「請」

114

88.37

「叫」

50

38.76

26

20.16

(3) 邀請

「請」

94

72.87

68

52.71

(4) 容許

「讓」

113

87.59

57

44.19

(5) 致使

「讓」

97

75.19

「叫」

33

25.58

7

5.43

「使」

50

38.76

678

79.40

176

20.60

語義功能的類別
1. 按泰語意義「讓」、
「請」、「叫」，「使」表示：
(1) 支使

(2) 請求

合計(655 個)
2. 按漢語意義「讓」、
「請」、「叫」，「使」表示：
(1) 支使

(2) 請求

合計(854 個)

1） 表 5.3 表示，按泰語的意義「讓」、「請」、「叫」與「使」的語義
功能的偏誤百分比順序排列：邀請 (佔 10.08%) → 支使 (佔 5.43%) → 致使
(佔 4.65%) → 容許 (佔 1.55%) → 請求 (佔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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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表 5.3 表示，按漢語的意義「讓」、「請」、「叫」與「使」的語義
功能的偏誤百分比順序排列：邀請 (佔 52.71%) → 容許 (佔 44.19%) → 請求
(佔 20.16%) → 支使 (佔 8.55%) → 致使 (佔 5.43%)。
3） 按漢語的意義選用 「讓」、「請」、「叫」與「使」的語義功能的偏
誤率高於按泰語的意義選用「讓」、「請」、「叫」與「使」的語義功能的偏
誤率。另外，無論按照泰語或漢語的語義，表示邀請的「請」譯成泰語為

เชิญ

 是泰國大學生答錯率最高的，因此我們將按這些問題而進行研究針對泰
國大學生“兼語句”的教學語法。
4） 從小結一可以看出，泰國大學生單憑漢語的語義來選用「讓」、
「請」、「叫」或者「使」是難于斷定的，因此爲了讓泰國大學生易于掌握和
使用“兼語句”，學生可以使用與「讓」、「請」、「叫」或者「使」相對應
的泰語詞語作爲參考。
第三部分
受訪者根據“兼語句”與其他漢語語法形式的關係，如“兼語句”跟完成
體「了」、 “兼語句” 跟時間副詞「已、已經」、 “兼語句” 跟否定副詞
「不」等，選出 " √ " （對）或者 " X" （不對）一個答案。測試結果將按
照各個語法結構跟語義功能搭配的類別來説明。
1） “兼語句”跟完成體「了」
本題是想測試在“兼語句”中，學生是否能够確定完成體「了」的位
置。
測試題：（1）他讓我說了幾句。
（2）* 他叫了妻子馬上去做飯。
（3）* 學生請老師再解釋了一下。
（4）他使我的痛苦煩惱都消失了。
此四題，例句（1 與 4）是對的句子，而、例句（2 與 3）是錯誤的。例
句（2 與 3）該把“了”省略。例句（2）對的句子應該是“他叫妻子馬上去做
飯”。例句（3）應該是“學生請老師再解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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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兼語句與完成體「了」的結構偏誤率
A 組(50 人)

例

正確

結構

句

人
數
(1)

(2)

(3)

(4)

讓 +
完成體「了」
叫 +
完成體「了」
請 +
完成體「了」
使 +
完成體「了」

比例

B 組(52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人
數

比例

C 組(32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人
數

比例

合計(134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人
數

比例

偏誤

人
數

比例

37

62.71%

22

37.29%

33

66%

17

34%

17

85%

3

15%

87

67.44%

42

32.56%

14

23.73%

45

76.27%

18

36%

32

64%

8

40%

12

60%

40

31.01%

89

68.99%

26

44.07%

33

55.93%

15

30%

35

70%

5

25%

15

75%

46

35.66%

83

64.34%

47

79.66%

12

20.34%

42

84%

8

16%

17

85%

3

15%

106

82.17%

23

1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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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5.4 可以看出：
(1) 「讓」 跟完成體「了」搭配，答錯最多的是 A 組，22 個人 (佔
37.29%)；其次是 B 組，有 17 個人 (佔 34%)；接下來是 C 組，只有 3 個人
（佔 15%）。
(2)

「叫」跟完成體「了」搭配，答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45 個人 (佔

76.27%)；其次是 B 組，有 32 個人 (佔 64%)；接下來是 C 組，有 12 個人 (佔
60%) 。
(3)

「請」跟完成體「了」搭配，答錯最多的是 C 組，有 15 個人 (佔

75%)；其次是 B 組，有 35 個人 (佔 70%)；接下來是 A 組，有 33 個人 (佔
55.93%) 。
(4)

「使」跟完成體「了」搭配，答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12 個人 (佔

20.34%)；其次是 B 組，有 8 個人 (佔 16%)；接下來是 C 組，有 3 個人 (佔
15%) 。
(5) 對於此類語法結構，“兼語句”跟完成體「了」搭配，「叫」是泰國
大學生答 錯最多（佔 68.99%），其次是「請」（佔 64.34%），接下來是
「讓」（佔 32.56%），最後是「使」，泰國大學生的偏誤佔 17.83% 。
2）“兼語句”跟時間副詞「已」，「已經」
本題是想測試在“兼語句”中，學生是否能够確定時間副詞「已」，「已
經」的位置。
測試題：（1）他已使我目不忍睹了。
（2）小王已經叫我去看足球比賽了。
（3）* 他請我已去他家。
（4）* 老師讓學生已寫了一篇作文，可是他們不肯。
此四題，例句（1 與 2）是對的句子，而例句（3 與 4）是錯誤的。例句
（3）-（4）該把“已”放在 V1「請」、「讓」之前。如；例句（3）“他已請
我去他家”。例句（4）除了要將“已”放在 V1 之前以外，還要將后句省掉，
如；“老師已讓學生寫了一篇作文”，因爲前句的“了”已表示事件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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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兼語句”跟時間副詞「已」、「已經」的結構偏誤率
A 組(50 人)

例
句

正確

結構
人
數

(1)

(2)

(3)

(4)

「已」、「已
經」+ 讓
「已」、「已
經」+ 叫
「已」、「已
經」+ 請
「已」、「已
經」+ 使

比例

B 組(52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人
數

比例

C 組(32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人
數

比例

合計(134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人
數

比例

偏誤

人
數

比例

16

27.12%

43

72.88%

18

36%

32

64%

7

35%

13

65%

41

31.78%

88

68.22%

8

13.56%

45

76.27%

18

36%

32

64%

8

40%

12

60%

34

26.36%

89

68.99%

37

62.71%

22

37.29%

33

66%

17

34%

17

85%

3

15%

87

67.44%

42

32.56%

43

72.88%

16

27.12%

32

64%

18

36%

13

65%

7

35%

88

68.22%

41

3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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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5.5 可以看出：
(1) 「讓」跟時間副詞「已」、「已經」搭配，答錯最多的是 A 組，43 個
人 (佔 72.88%)；其次是 C 組，有 13 個人 (佔 65%)；接下來是 B 組，有 32
個人 （佔 64%）。
(2)

「叫」跟時間副詞「已」、「已經」搭配，答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45 個人 (佔 76.27%)；其次是 B 組，有 32 個人 (佔 64%)；接下來是 C 組，有
12 個人 (佔 60%) 。
(3)

「請」跟時間副詞「已」、「已經」搭配，答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22 個人 (佔 37.29%)；其次是 B 組，有 17 個人 (佔 34%)；接下來是 C 組，有
3 個人 (佔 15%) 。
(4)

「使」跟時間副詞「已」、「已經」搭配，答錯最多的是 B 組，有

18 個人 (佔 36%)；其次是 C 組，有 7 個人 (佔 35%)；接下來是 A 組，有 16 個
人 (佔 27.12%) 。
(5) 對於此類語法結構， “兼語句” 跟跟時間副詞「已」、「已經」搭
配 ， 「 叫 」 是 泰 國 大 學 生 答 錯 最 多 （ 佔 68.99% ） ， 其 次 是 「 讓 」 （ 佔
68.22%），接下來是「請」（佔 32.56%），最後是「使」，泰國大學生的偏誤
佔 31.78% 。
3）“兼語句”的 NP2 之漏用
本題是想測試在“兼語句”中，學生是否能够確定 NP2 之存在。
測試題： （1）* 醫生叫（ ）多休息。
（2）* 這首歌使（ ）十分感動。
（3）* 他們請（ ）多吃。
（4）我讓學生幫我擦黑板。
例句（4）是對的句子，而例句（1 至 3）是錯誤的。例句（1 至 3）NP2 不
能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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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兼語句”NP2 漏用的結構偏誤率
A 組(50 人)

例
句

正確

結構
人
數

(1)

(2)

(3)

(4)

「讓」的
NP2 之漏用
「叫」的
NP2 之漏用
「請」的
NP2 之漏用
「使」的
NP2 之漏用

比例

B 組(52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人
數

比例

C 組(32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人
數

比例

合計(134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人
數

比例

偏誤

人
數

比例

49

83.05%

10

16.95%

32

64%

18

36%

18

90%

2

10%

99

76.74%

30

23.26%

48

81.36%

11

18.64%

32

64%

18

36%

16

80%

4

20%

99

76.74%

30

23.26%

49

88.05%

10

16.95%

47

94%

3

6%

18

90%

2

10%

114

88.37%

15

11.63%

50

84.75%

9

15.25%

46

92%

4

8%

20

100%

0

0%

116

89.92%

13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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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5.6 可以看出：
(1) 「讓」的 NP2 之漏用，答錯最多的是 B 組，有 18 個人 (佔 36%)；其
次是 A 組，有 10 個人 (佔 16.95%)；接下來是 C 組，有 2 個人 （佔 10%）。
(2)

「叫」的 NP2 之漏用，答錯最多的是 B 組，有 18 個人 (佔 36%)；其

次是 C 組，有 4 個人 (佔 20%)；接下來是 A 組，有 11 個人 (佔 18.64%) 。
(3)

「 請 」 的 NP2 之 漏 用 ， 答 錯 最 多 的 是 A 組 ， 有 10 個 人 ( 佔

16.95%)；其次是 C 組，有 2 個人 (佔 10%)；接下來是 B 組，有 3 個人 (佔
6%) 。
(4)

「使」的 NP2 之漏用，答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9 個人 (佔 15.25%)；

其次是 B 組，有 4 個人 (佔 8%)；而 C 組，卻沒有人答錯的 。
(5) 對於此類語法結構，“兼語句”的 NP2 之漏用，「讓」與「叫」是泰
國大學生答錯最多（佔 23.26%），其次是「請」（佔 11.63%），接下來是
「使」（佔 10.07%）。
4）“兼語句”跟否定副詞「不」
本題是想測試在 “兼語句” 中，學生是否能够確定否定副詞「不」的位
置。
測試題：（1）* 學校讓我不教書。
（2）他不請我到屋裏坐。
（3）他不叫我去他家。
（4）我絕不使你感到傷心。
此四題，例句（2 到 4）是對的句子，而例句（1）是錯誤的。例句（1）該
把“不”放在 V1「讓」之前，如；“學校不讓我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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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7
A 組(50 人)

例
句

正確

結構
人
數

比例

B 組(52 人)

偏誤

人
數

兼語句跟否定副詞「不」的結構偏誤率

比例

正確

人
數

比例

C 組(32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人
數

比例

合計(134 人)

偏誤

人
數

比例

正確

人
數

比例

偏誤

人
數

比例

(1)

不 + 「讓」

49

83.05%

10

33.73%

38

76%

12

24%

18

90%

2

10%

105

81.39%

24

18.61%

(2)

不 + 「叫」

53

89.83%

6

10.17%

46

92%

4

8%

19

95%

1

5%

118

91.47%

11

8.53%

(3)

不 + 「請」

51

86.44%

8

13.56%

47

94%

3

6%

20

100%

0

0%

118

91.47%

11

8.53%

(4)

不 + 「使」

47

79.66%

12

20.34%

39

78%

11

22%

17

85%

3

15%

103

79.84%

26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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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5.7 可以看出：
(1) 「讓」跟否定副詞「不」的搭配，答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10 個人 (佔
33.73%)；其次是 B 組，有 12 個人 (佔 24%)；接下來是 C 組，有 2 個人 （佔
10%）。
(2)

「叫」跟否定副詞「不」的搭配，答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6 個人 (佔

10.17%)；其次是 B 組，有 4 個人 (佔 8%)；接下來是 C 組，有 1 個人 (佔
5%) 。
(3)

「請」跟否定副詞「不」的搭配，答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12 個人

(佔 13.56%)；其次是 B 組，有 3 個人 (佔 6%)；而 B 組卻沒有人答錯的。
(4)

「使」跟否定副詞「不」的搭配，答錯最多的是 A 組，有 12 個人

(佔 20.34%)；其次是 B 組，有 11 個人 (佔 22%)；接下來是 C 組，有 3 個人
(佔 15%) 。
(5) 對於此類語法結構，“兼語句”跟否定副詞「不」的搭配，「使」泰
國大學生答錯最多（佔 20.16%），其次是「讓」（佔 18.61%），接下來是
「叫」「請」（佔 8.53%）。

小結二:
上述第三部分所分析“兼語句”跟各個語法結構搭配的偏誤率可以整理
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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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8 “兼語句”跟各個語法結構搭配的偏誤率
統計

正確

偏誤

數目

比例

數目

比例

（句）

%

（句）

%

(1) 「讓」跟完成體「了」

87

67.44

42

32.56

(2) 「叫」跟完成體「了」

40

31.01

89

68.99

(3) 「請」跟完成體「了」

46

35.66

83

64.34

(4) 「使」跟完成體「了」

106

82.17

23

17.83

279

54.07

237

45.93

(1) 「讓」跟時間副詞

41

31.78

88

68.22

(2) 「叫」跟時間副詞

34

26.36

89

68.99

(3) 「請」跟時間副詞

87

67.44

42

32.56

(4) 「使」跟時間副詞

88

68.22

41

31.78

250

49.02

260

50.98

(1) 「讓」的 NP2 之漏用

99

76.74

30

23.26

(2) 「叫」的 NP2 之漏用

99

76.74

30

23.26

(3) 「請」的 NP2 之漏用

114

88.30

15

11.63

(4) 「使」的 NP2 之漏用

116

89.92

13

10.08

428

82.95

88

17.05

(1) 「不」+ 「讓」

105

81.39

24

18.61

(2) 「不」+ 「叫」

118

91.47

11

8.53

(3) 「不」+ 「請」

118

91.47

11

8.53

(4) 「不」+ 「使」

103

79.84

26

20.16

縂率(516 個)

444

86.05

72

13.95

合計(2058 個)

1401

68.08

657

31.92

語法結構
1. 完成體「了」

縂率(516 個)
2. 時 間 副 詞 「 已 」 、 「 已
經」

縂率(510 個)
3. NP2 之漏用

縂率(516 個)
4. 否定副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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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 5.9 可以看出，“兼語句”跟各個語法結構搭配的偏誤百分比順序排
列： 時間副詞(佔 50.98%) →完成體「了」(佔 45.93%) → NP2 之漏用 (佔
17.05%) → 否定副詞「不」(佔 13.95%) 。

5.3 泰國大學生使用兼語句偏誤之原因
Hakuta 和 Cancino(1977) 把第二語言習得研究的主要方法概括爲四種；
比較分析，偏誤分析，行爲分析和話語分析。比較分析主要將注意力放在母語
引起的幹擾偏誤上，偏誤分析主要將注意力放在外語習得過程中由于外語語言
內部本身的複雜性而引起的偏誤上，行爲分析主要將注意力放在學習者的行爲
引發的偏誤上，最後話語分析主要將注意力放在人們在交際中的目的語，或成
篇的書面語上，如小句和小句之間，段落和段落之間，都存在結構上或語義上
的聯係。經過探討本文主要依據 Hakuta 和 Cancino 所提到的比較分析和偏誤
分析理論，來研究泰國大學生使用“兼語句”偏誤的原因。
經過調查分析結果，發現泰國大學生使用“兼語句”偏誤的原因是：一，
學生在習得漢語過程中所形成的結果不正確；二，學生在比較分析過程所得到
的結果不正確；三，“兼語句”的一些特點造成泰國大學生在學習或使用過程
當中產生的偏誤。
5.3.1 學生在習得漢語過程中所形成的結構不正確
對于第二語言習得者來説，整個學習過程伴隨著母語規則遷移和目的語規
則泛化現象，從而産生一系列逐漸趨近但始終不同于母語和目的語的中間過渡
狀態的語言，這種語言有其自身的多變性的特點 (Selinker: 1972)。再有，在使
用“兼語句”的過程中，由于學生對“兼語句”的規則尚未完全掌握，所做的
不全面的歸納與推論而産生的語言系統，存在一定的偏誤，偏離了“兼語句”
的軌道。泰國大學生使用“兼語句”偏誤之原因如下：
5.3.1.1 母語負遷移
學生的母語在習得外語時可以表現爲有害的負遷移，因爲母語語法規則可
能對學生掌握漢語產生負面影響。例如，現代漢語“兼語句”的結構與泰語兼
語句的結構都是相同的，即「 NP1+V1+NP2+V2 」，可是泰語的 NP1 或 NP2 有時
可以省略，若聽話者或説話者有所共識的話，漢語“兼語句”則不行。由於這

69

個原因使泰國學生在使用“兼語句”時會把 NP1 或 NP2 省略的現象，如 “醫
生叫多休息”，這一句學生需要加上 NP2: 「人稱代詞」或「專有名詞」成爲
“醫生叫他多休息”。
5.3.1.2 目的語知識負遷移
學生把他們所學有限的、不充分的漢語知識用類推的辦法不適當地套用在
新的結構上而造成偏誤，也稱爲“過渡泛化” (在一般化之上 ) 。例如，
「讓」、「請」、「叫」都能够表示支使之意，可是只有「請」、「叫」能表
示請求，如“學生讓老師再解釋一下”，因爲學生的地位低於老師，所以學生
只該請求老師做某件事。由于這個原因此句只能用「請」或者「叫」來表示請
求，可是泰國大學生對「讓」、「請」、「叫」表示支使意義或請求意義的知
識有限，所以就忽略地使用了「讓」來表示支使或請求。
5.3.1.3 學習策略和交際策略的影響
造成偏誤的學習策略和交際策略主要有遷移，過渡泛化和簡化。遷移主要
指學生遇到困難的情况下求助于已知的第一語言知識去理解幷運用目的語，有
可能由此而産生偏誤，過渡泛化和簡化主要指學生采用推理的方法，把新獲得
的目的語知識不適當的擴大或縮小使用而造成偏誤 (Selinker: 1972)。比如，
“他叫你要 回去睡哦” 此句中的 V1 「叫」已經表示支使意義，可是學生有
時還要多加「要」是爲了强迫支使意義，因此出現了偏誤，而不適當的擴大該
句之意。其實該句只用「叫」就够了，如“他叫你回去睡哦”。
5.3.2 學生在比較分析過程中所得到的結果不正確
各種語言之間有著許多相似之處，也有許多不同點；各種語言之間的異同
點都是可以描述的；各種語言之間的異同點是學生在第二語言學習中產生遷移
的根源。泰國大學生在習得兼語句的過程中，需要通過比較方式，在比較過程
中相同之處會產生正遷移，不同之處會產生負遷移。比如説，漢語和泰語的
「請」與「叫」都可以翻譯成 “ขอให”//，但是在漢語 「叫」只能表
示“請求”與“支使”之義，而「請」則能表示“請求”、“支使”與“邀
請”之義。因此學生在將這兩個動詞與泰語比較而使用中就出現了偏誤，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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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請他和我談談”，這一句只能用「請」來表示“邀請”的，可是泰國學生
以爲「叫」在泰語也可以翻譯成“ขอให” ”//就用錯了。
5.3.3 「讓」、「請」、「叫」與「使」的本身存在著一些特點造成學生在學
習或使用過程中産生的錯誤。
雖然有不少學者研究了以「讓」、「請」、「叫」與「使」為 V1 的漢語兼
語句的語法結構和語義功能，但是這些結果尚未用於教材。教材上對「讓」、
「請」、「叫」與「使」的講解還是不太清楚、太過複雜或不夠未全面。

5.4“兼語句”的教學
關於漢語兼語句之學習，對中歐美學生來說在兼語句之使用上沒有困難，
因此 兼語句之教學被認爲「零教學」，表示不需要進行教學，但對泰國大學生
卻是比較重要的問題，因爲本文的調查結果中已證明泰國學生對漢語 “兼語

句”的語義功能和語法結構兩方面還是沒有正確地把握，必須進行重點教學。
泰國大學生使用漢語“兼語句”時，大部分受到母語干擾和漢語本身的複
雜性之影響，這些因素對學生造成心理影響，致使學生不容易掌握語法規則。
爲了使泰國學生易於掌握漢語“兼語句”的使用規則，以及使漢語教師有更系
統的“兼語句”教學法，本節將提出針對泰國大學生的現代漢語“兼語句”之
教學語法。

“兼語句”之教學主要包括兩大要素：語法結構、語義功能。
5.4.1 “兼語句”之語法結構和用法
漢語“ 兼語句” 的語法結構與泰語的完全相符，都是以 NP1 + V1 + NP2 +
V2 構成的，因此漢語兼語句的基本結構對泰國大學生來說是不難於習得與掌握
的，可是漢語“兼語句”中的 NP1 與 NP2 皆不可省略，而泰語中皆可，若說話者
與聽話者有所共識。另外，漢語“兼語句”跟各個語法結構搭配就出現了不少
偏誤（參看表 5.8），偏誤率從高到低如下排序：
1．“「讓」、「請」、「叫」或「使」跟時間副詞”有 260 個例句
（佔 50.98%）
2．“「讓」、「請」、「叫」或「使」完成體「了」” 有 237 個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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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 45.93%）
3．“「讓」、「請」、「叫」或「使」的 NP2 之省略” 有 88 個例句
（佔 17.05%）
4．“否定副詞「不」+「讓」、「請」、「叫」或「使」” 有 72 個例
句（佔 13.95%）
按照偏誤頻率高低的結果看 ，先教的語法項目錯誤少；應該後教的錯誤
多，建議按如下教學排序；
1．否定副詞「不」+「讓」、「請」、「叫」或「使」
2．「讓」、「請」、「叫」或「使」的 NP2 之省略
3．「讓」、「請」、「叫」或「使」跟完成體「了」
4．「讓」、「請」、「叫」或「使」跟時間副詞
漢語“兼語句”的語法結構和用法可有如下建議；
5.4.1.1 “兼語句”的語法結構
根據以上的先後教學排序，本節將以下例句和語法結構框架作爲解釋工
具；
1. “兼語句”之基本結構:
主語 + V1 + 兼語 + V2 + 其他
「讓」/「叫」/「請」/「使」
(1) 他讓我出去。
(2) 我現在叫他去你那裏。
(3) 我請她趕快離開。
(4) 母親的去世使他感到傷心。
2. “兼語句”與否定副詞「不」:
主語 + 不（AV）+ V1 + 兼語 + V2 + 其他
「讓」/「叫」/「請」/「使」
(5) 我們不會讓你餓肚子。
(6) 你不要叫她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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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不請你當僕人。
(8) 政府一定不使人民受到災難。
3. “兼語句”與完成體「了」:
主語 + V1 + 兼語 + V2 + （賓語）了 + 其他
「讓」/「叫」/「請」/「使」
(9)

他們讓我聼了錄音帶。

(10) 我叫他再別搶你們的東西了。
(11) 我請他吃了一個橙子。
(12) 他使我的痛苦煩惱都消失了。
4. “兼語句”與時間副詞:
主語 + 時間副詞+ V1 + 兼語 + V2 + 其他
「讓」/「叫」/「請」/「使」
(13) 他已使我目不忍睹了。
(14) 小王已經叫我去看足球比賽。
(15) 他就請我去他家了。
(16) 老師才讓學生寫了一篇文章。
5.4.1.2 “兼語句”的用法
“兼語句”的用法有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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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兼語句”的用法
V1
讓

請

叫

使

搭配成分
名詞

名詞

代詞

代詞

NP1

數量詞

名詞

名詞

「的」
字短語

代詞

代詞

NP2

動作動詞
狀態動詞

「的」
字短語
動詞
形容詞
主謂

動詞
形容詞
主謂
V2

數量詞

動作動詞

動作動詞

動作動詞

狀態動詞

狀態動詞

名詞

名詞

名詞

名詞

代詞

代詞

代詞

代詞

「的」
字短語

「的」
字短語

「的」
字短語

「的」
字短語

從表 5.9 中可以看出；
1. 主語（NP1）:可跟「讓」與「使」搭配的 NP1 沒有限制，一般都能夠以名
詞、代詞、數量詞、「的」字短語、動詞（短語）、形容詞（短語）、
主謂短語等充當，但是「請」只能以名詞、代詞充當 NP1，而能夠充當
「叫」的 NP1 只有名詞、代詞兩類。
2. 兼語（NP2）：能夠充當「讓」、「請」、「叫」、「使」等四个动词的
NP2 有名詞、代詞和「的」字短語。
3. V2：「讓」、「請」、「叫」與「使」能夠以動作動詞充當 V2，而除了
「請」以外，「讓」、「叫」、與「使」都能夠以狀態動詞充當 V2。
5.4.2 “兼語句”之語義教學
根據 “兼語句” 使用偏誤的原因可以看出泰國大學生在使用 “兼語句”
時，他們對“兼語句”尚未完全掌握，因此就做出不全面的歸納與推論而導致
負面遷移,如；母語負遷移、目的語知識負遷移等。另外，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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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調 查 結 果 （ 參 看 表 5.3 ） 表 示 ， 若 泰 國 大 學 生 單 憑 漢 語 的 語 義 來 選 用
「讓」、「請」、「叫」或者「使」是較難于斷定的，因此爲了讓泰國大學生
易于掌握和使用 “兼語句” 學生可以使用與「讓」、「請」、「叫」或者
「使」相對應的泰語詞語作爲參考工具（參看表 4.1）。此外，本節將按漢語
1

的語義“兼語句”使用偏誤率從高到低可以提出如下“兼語句”之語義教學 排
2

序建議 ：
1．「讓」、「叫」、「使」表示致使
2．「讓」、「叫」表示支使
3．「請」、「叫」表示請求
4．「讓」表示容許
5．「請」表示邀請
最後，根據鄧守信（1994:3）本文在第 3 章將漢語“兼語句”的 NP1 與
NP2 之間的語義關係，得出 4 种關係，而此四种關係中可以使“兼語句”顯出
不同的語義如下表；
表 5.10 NP1 與 NP2 之間的語義關係以及 V1 與 V2 的語義顯示

NP1

1

2

V1

NP2

V2

按照偏誤頻率高低的結果 ，先教的語義項目是錯誤少；應該後教的是錯誤多。
此建議可以使用表 4.1 作爲參考工具，便找出與“兼語句”相對應的泰語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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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施事
（人）

表示施事
（人）

表示受事
（人、事、物）

表示受事
（人、事、物）

「讓」表示支使，容許
「請」表示支使，請求，邀請
「叫」表示支使，請求
「讓」
「叫」都表示致使
「使」
「讓」
「叫」都表示致使
「使」
「讓」
「叫」都表示致使
「使」

表示施事
（人）

表示受事
（人、事、物）

表示施事
（人）

表示受事
（人、事、物）

表示事件可能實現
表示事件未實現

表示事件已經實現

表示事件已經實現

表示事件已經實現

從表 5.10 可以看出如下；
1. NP1 與 NP2 都表示施事時，「讓」顯示出兩種語義：一、支使，二、容
許，而 V2 也表現出兩種可能性：一、可能實現的，二、未實現的。
「請」在這種關係裏出現，就表示支使與請求，V2 同樣是能表現兩種意
義：一、可能實現的，二、未實現的。「請」顯示出三種語義：一、支
使，二、請求，三、邀請，而 V2 也能表現兩種意義：一、可能實現的，
二、未實現的。該種語義關係 NP1 與 NP2 必需是「人」與「人」的關係。
2. NP1 表示施事而 NP2 表示受事時，「讓」、「叫」、與「使」此三個都表
示致使意義，V2 需要表示事件已發生的。這種關係的主語應該以「人」
充當的，而賓語都可使用「人」「事」或「物」充當的。
3. NP1 受事而 NP2 施事時，「讓」、「叫」、與「使」此三個還是都是表示
致使意義的，V2 需要表示事件已發生的。NP1 應該以「人」、「事」或
「物」充當的，而 NP2 應該是「人」。
4. NP1 與 NP2 都表示受事時，「讓」、「叫」與「使」此三個還是都是表示
致使意義的，V2 需要表示事件已發生的。NP1 與 NP2 都可使用「人」
「事」或「物」充當的。
本章提出了漢語 “兼語句” 的教學，首先爲了考察泰國大學生對 “兼語

句”的使用情形，請一部分中文專業的學生做調查問卷,然後分析泰國大學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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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兼語句”而出現偏誤率之原因，最後是將“兼語句”的偏誤率來排序，以
便安排“兼語句”的教學語法，還解釋了這些語法與語義的教學方法。

第六章

結論

本文是根據各個語法學家之論述以及北京大學語言學研究中心語料庫的語
料，通過漢泰比較與調查問卷探討針對泰國大學生的漢語“兼語句”的教學語
法。得出的結論如下。

6.1 “兼語句”之語法結構

“兼語句”之語法結構主要可分爲如下兩種類型：
1. NP1 + 「讓」、「請」、「叫」、「使」+ 兼語 + 動作動詞 + 其
他
2. NP1 + 「讓」、「叫」、「使」+ 兼語 + 狀態動詞 + 其他

6.2 “兼語句”結構之語義功能

“兼語句”結構之語義功能可分爲如下：
1. 「讓」可以表示支使、容許及致使意義。
2. 「請」可以表示支使、請求及邀請意義。
3. 「叫」可以表示支使、請求及致使意義。
4. 「使」只可以表示致使意義。

6.3 偏誤的主要原因
以上述結果與泰語相應的詞語比較分析後作了調查問卷，發現泰國大學生
學習漢語“兼語句”的語法結構和語義功能時出現偏誤的原因是：

1. 泰國大學生在習得漢語“兼語句”過程中，由於學生對“兼語句”的規
則尚未完全掌握，做出不全面的歸納與推論而産生的語言系統，必然存
在一定的偏誤，偏離了“兼語句”的軌道。例如：「請」、「叫」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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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請求，可是泰國大學生對“兼語句”表示請求意義的知識有限，所以
就錯誤地使用了「讓」來表示支使或請求，而「讓」不能用來表示請
求，只能表示支使與容許之義。
2. 泰國大學生在習得兼語句的過程中，常常會通過比較方式。在比較過程
中，相同之處會産生正遷移，相异之處會産生負遷移。例如：以「兼語
句」形式來

說，漢語「兼語句」中的 V1 一般不能帶完成體「了」，

「了」只能出現在 V2 之後，可是泰語句中的 V1 和 V2 之後都可帶完成體
「แลว」。
3. 漢語“兼語句”的本身存在著一些特點造成學生在學習或使用過程中産
生的錯誤。例如：以“兼語句”的附加成分來説，漢語“兼語句”中的
V2 之後已帶完成體「了」就表示動作已經完成，因此后句不能表示否定
前句的動作。另外，“兼語句”的語義，漢語「請」能夠表示邀請，有
時泰國大學生錯誤地使用「叫」來表示邀請之義，因此就產生了偏誤現
象。

6.4 偏誤排序
泰國大學生使用漢語“兼語句”時所造成的使用偏誤可按偏誤百分比順
序排列如下：
1. 漢語“兼語句”的語法結構的偏誤排序為：
時間副詞的錯誤語序 → 完成體「了」→ NP2 之漏用 → 否定副詞「不」位置不當

2. 漢語“兼語句”的語義功能的偏誤排序為：
2.1 按泰語的語義
表邀請 → 表支使 →表致使 →表容許 →表請求
2.2 按漢語的語義
表邀請 →表容許 →表請求 →表支使 →表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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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漢語“兼語句”的教學
根據漢語“兼語句”的調查結果與泰國大學生使用“兼語句”偏誤的原

因，本文可以提出如下教學建議。
1.“兼語句”之語法結構
根據調查結果，本文提出如下教學排序，以先教的語法項目錯誤少；後教
的錯誤多為例；
1. 否定副詞 + 「讓」、「請」、「叫」或「使」
2. 「讓」、「請」、「叫」或「使」的 NP2 之省略
3. 「讓」、「請」、「叫」或「使」跟完成體「了」
4. 「讓」、「請」、「叫」或「使」跟時間副詞
以上的教學排序，本文以語法結構框架作爲教學建議的思路,如；
1．“兼語句”之基本結構；
主語 +「讓」/「請」/「叫」/「使」+ 兼語 + V2 + 其他
2. “兼語句”與否定副詞「不」;
主語 + 不(AV) +「讓」/「請」/「叫」/「使」+ 兼語 + V2 + 其他
3. “兼語句”與完成體「了」:
主語 + 「讓」/「叫」/「請」/「使」+ 兼語 + V2 + 了（ + 其他）
4. “兼語句”與時間副詞:
主語 + 時間副詞+「讓」/「叫」/「請」/「使」 + 兼語 + V2 + 其他
2.“兼語句”之語義教學
根據調查結果，按漢語的語義對“兼語句”有如下教學排序。該教學排序
以先教的語法項目錯誤少；後教的錯誤多為依據。其教學法是使用與“兼語

句”相對應的泰語詞語作爲參考；
1．「讓」、「叫」、「使」表示致使
2．「讓」、「叫」表示支使
3．「請」、「叫」表示請求
4．「讓」表示容許
5．「請」表示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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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鄧守信的 NP1 與 NP2 之間的語義關係作爲“兼語句”之語義教學的
參考。

6.6 將來研究的問題
1．雖然漢語「兼語句」與泰語兼語句的主要結構有相同之處，但是漢語
「兼語句」的修飾成分卻是泰國學生的大問題。這種問題我們可以使用戴
浩的 PTS（THE PRINCIPLE OF TIME SEQUENCE），“主要分支方向”
（PBD）與“中心與參數”(HP)的原則來解釋。
2．本文以三所大學的泰國大學生爲實驗對象，事實上，三所大學的泰國大
學生只是實驗對象，不是全泰國的大學生。若實驗對象有變化，分析結果
也會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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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泰國大學生使用現代漢語以「讓」、「請」、「叫」與「使」為 V1 之情况
調查表
我們編制這份問卷，是想瞭解一下泰國大學生在兼語句中使用「讓」、
「請」、「叫」與「使」為 V1 的情況，幷對此進行認真的科學研究，以便提高
泰國大學生學習兼語句。這份問卷不填姓名，對您不會有什麽影響。選擇用什
麽答案完全由您决定，問卷不長，填答案也很簡單，主要是選用「讓」、
「請」、「叫」與「使」。請您如實選用填空，希望您能喜愛這份問卷，殷切
期待著收到您的回答。謝謝你的合作和支持！
本問卷共有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是想瞭解被調查者的基本情况。
第二部分是想瞭解泰國大學生在兼語句中使用「讓」、「請」、「叫」與
「使」為 V1 的情況。
填表説明：
1）請您在橫綫上填上具體內容。
2）請您按照泰語例句的意義，選填「讓」、「請」、「叫」與「使」。
3) 請不要遺漏項目。

第一部分：您的基本情況
1. 目前您在大學幾年級學習…………………..………..年級
2. 學習漢語的時間
2.1 □ 在國內
時間 ……………………………………….年…………………………… 個月
時間總共 ………………………………………………………………….小時
2.2 □
在國外
時間 ……………………………………….年……………………………. 個月
時間總共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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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瞭解泰國大學生使用現代漢語兼語句以「讓」、「請」、「叫」與
「使」為 V1 的情況。
説明：
一、請您按照泰語的意義，選填「讓」、「請」、「叫」或「使」，一題中
不限於一個。
1. ฉันใหเขากลับไปแลว

我...............................她回去了。

2. ฉันขอใหเขาอยาทําอยางนี้อีกตอไป
我………………………他別再這麽幹下去。
3.เขาเชิญฉันไปบานเขา
他………………………我到他家去做客。
4.เขาไมใหฉันคิดอีกตอไป
他不………………………我再想下去。
5. มีดนตรีประกอบยิ่งทําใหฉันรองเพลงไดไพเราะยิ่งขึ้น
配上音樂………………………我唱得更好聽。
二、選填「讓」、「請」、「叫」或「使」，一題中不限於一個。
6. 哥哥…………………..弟弟背著書包。
7. 學生…………………..老師再解釋一下。
8. 我…………………..他和我談談。
9. 我…………………..你們出去。
10. 他故意…………………..女孩懷孕。

88

三、請您按照漢語例句的意義及結構，選填「√」或「X」，一題
中限於一個。
11．他讓我說了幾句。

「

」

12．他叫了妻子馬上去做飯。

「

」

13．學生請老師再解釋了一下。

「

」

14．他使我的痛苦煩惱都消失了。

「

」

15．他已使我目不忍睹了。

「

」

16．小王已經叫我去看足球比賽了。

「

」

17．他請我已去他家。

「

」

18．老師讓學生已寫了一篇作文，可是他們不肯。

「

」

19．醫生叫多休息。

「

」

20．這首歌使十分感動。

「

」

21．他們請多吃。

「

」

22．我讓學生幫我插黑板。

「

」

23．學校叫我不教書。

「

」

24．他不請我到屋裏坐。

「

」

25．他不叫我去他家。

「

」

26．我絕不使你感到傷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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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此四個表格是「讓」、「請」、「叫」、「的」替換分析結果

序號

「讓」

「請」

「叫」

「使」

1

他讓我說了幾句。

√

√

-

2

我讓學生幫我擦黑板。

-

√

-

3

南美之行，讓我看到了很多開心的。

-

√

√

4

厚重的冬衣幾乎讓我跑不動。

-

√

√

5

宋城”故事讓我激動與留戀.

-

√

√

6

他故意讓女孩懷孕

-

√

√

7

你懷孕的事情讓我很吃驚。

-

√

√

8

-

√

√

9

一小杯酒就讓我的臉發燙紅透。
老師讓學生寫了一篇作文，可是他們不
肯。

-

√

-

10

那女人讓他噁心。

-

-

-

11

學校不讓我教書。

-

-

-

12

他故意讓那些女生知道他有女朋友了。

-

√

√

13

我們不會讓你餓肚子。

-

√

√

14

他故意讓海青誤會他想和金姊複婚。

-

√

√

15

他也喜歡讓我打扮成一個女

-

√

-

16

你的勇敢讓我泪水挂滿了臉。

-

√

√

17

這個電話讓我走進了網絡。

-

√

√

18

一塊表讓我跑了半個北京。

-

-

-

19

這本書中讓我找到了真正意義。

-

√

√

20

上天讓你補償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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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請」

「讓」

「叫」

「使」

1

我請他用快捷郵件寄去

√

√

-

2

我請他和我談談。

-

-

-

3

我請他述說了他的想法。

√

√

-

4

我請她吃一頓牛飯。

-

-

-

5

-

√

-

6

我請她趕快離開。
我請她們去看 1963 年 4 月中旬某天的
《人民日報》二版頭條。

√

√

-

7

我請她送我一本詩集。

√

√

-

8

我請他順帶清理我們這邊的車道。

√

√

-

9

我請他吃一個程子。

-

-

-

10

我請他們上了我的車向城裏開去。

√

√

-

11

他請我們到屋裏坐。

-

-

-

12

他請我到他家去做客。

-

-

-

13

他已請我去他家。

-

-

-

14

今晚我請你去王府。

-

-

-

15

我請你們出去！

√

√

-

16

後天我請你看戲消消氣。

-

-

-

17

我以後還要請你們出訪。

-

-

-

18

我請你給我改一改。

-

-

-

19

他們請我多吃。

-

-

-

20

學生請老師再解釋一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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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叫」

「讓」

「請」

「使」

1

我叫他再別搶你們了。

√

-

-

2

今天的天氣真叫人心裏很煩悶。

√

-

√

3

今天這句話叫我很感動。

√

-

√

4

我叫妻子馬上去做飯。

√

-

-

5

今年辯論賽叫我好傷心。

√

-

√

6

女人的心叫我好難懂。

√

-

-

√

-

√

7

“婚姻”等話題會叫你太沉重。

8

今天後兩首歌叫我非常感動。

√

-

√

9

《我愛世界杯》節目有點叫我失望。

√

-

√

10

小王叫我去看足球比賽。

√

√

-

11

這句話叫我流泪不止。

√

-

√

12

我不想叫這件事影響了她的情緒。

√

-

-

13

我現在叫他去你那里。

√

-

-

14

醫生叫我多休息。

-

√

-

15

他故意叫其女到樓下看攤子。

√

-

-

16

我叫她回去了。

√

-

-

17

他不叫我去他傢。

√

√

-

18

朋友叫我說說我的感情生活。

√

-

-

19

他叫我去他家。

√

√

-

20

你要叫我熱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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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使」

「讓」

「請」

「叫」

1

娃娃可以使我開心。

√

-

√

2

北韓的導彈試射使這個國家更加孤立。

√

-

-

3

恐懼使我瘋狂。

√

-

√

4

一場網戀使我成熟了。

√

-

√

5

音樂使我唱得更好聽。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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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經驗使他寫出了代表作之一《德米
安》，

-

-

-

7

我使他不高興。

√

-

√

8

我使他明白這命令。

√

-

√

9

人民使我看到信心和力量。

√

-

√

10

這本書使我忘了養兒育女的煩腦。

√

-

√

11

夜晚的蒼茫使我唱了一首豪邁的歌。

-

-

-

12

莫名的衝動使我跑出門外痛哭了一場。

√

-

-

13

他使我的痛苦煩惱都消失了。

√

-

-

14

有創意的人能夠使這件事更為意義化。

√

-

√

15

你能使我快樂麽？

√

-

-

16

這首歌使我十分感動。

√

-

√

17

他已使我目不忍睹了。

√

-

-

18

他的話使她心軟。

√

-

√

19

他絕不使你感到傷心。

√

-

√

20

人民使我看到信心和力量。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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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此附錄為本論文之英文簡略版
I. INTRODUCTION

1.1 Rational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re problematic for Thai students. Pensuda
Chowvanich (2002) and Susadee Maneekanjanasing (2000) found and classified
common errors in the us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by third and fourth year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Arts students. Their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hen Thai
students produce the words or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ey tend to be influenced by their mother tongue. For example,
*

老師給我寫一件關於自己的事。
Lăoshī gĕi wŏ xiĕ yí jiàn guānyú zìjĭ de shì.
The teacher writes about my story to me.

In this sentence, to be correct should read “The teacher lets me write about my
1

story” . In Chinese, “Ràng” should be used to replace “Gĕi”, because “Ràng”
functions as a verb in this sentence and indicates that the person who writes my story
is “I”, not “The teacher”. In Thai, “Ràng” and “Gĕi” can be translated into //, but
“Gĕi” functions as a preposition in this sentence.
As shown in the example abov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re difficult ones
for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s their semantic function and grammatical structures
may be influenced by their mother tongue. Therefore, this study pinpoints such
sentences for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1.2 The objectives of research
The study has the following three main objectives:

1

In Chinese, this sentence can be translated as “老師讓我寫一篇關於自己的事”(Lăoshī ràng wŏ xiĕ
yípiàn guānyú zìjĭ de sh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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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 study the semantics of verbs in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nd identify the
verbs in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nd other verbs in different Chinese
constructions.
2. To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mistakes made by Thai students when using the
verbs in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3. To suggest pedagogical 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ai students the gramma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1.3 Scope of the research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Frequency Dictionary” (1986) and the common
usage of verbs in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in Chinese soap-operas and cartoons
“Ràng”, “Jiào”, “Qĭng” and “Shĭ” are frequently used in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se four verb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ith
emphasis on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semantic function.

1.4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 research has the following four main methods:
1. To define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 and semantic function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2. To compare verbs in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ith Thai.
3. To indicate the causes of mistakes made by Thai students when using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4. To suggest pedagogical 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ai students the gramma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1.5 Benefits of research
1. Assist teachers of Chinese to understand the types and the causes of
mistakes made by Thai learners of Chinese when using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2. Allow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3. Suggest pedagogical approaches to teaching Thai students the gramma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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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Conventions
The syntactic fram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is “Subject + Verb + NP2 +
Verb”, this research will refer to verbs which appear immediately after the subject as
“V1”, verbs which appear immediately after NP2 as “V2”.

II. LITERATURE REVIEW
Over the years, many researchers have approached the topic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from various perspedtives. This study conducts a representative elabo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grammar. In this chapte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views
of researchers can be divided to three groups: First, the negation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second, the acceptation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ird, according to
the syntactic frame of “Subject + Causative verb + State verb”, of which some
researchers refer to as other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i.e. causative sentences, indirect
requisite sentences.

2.1 The negation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Zhāng Jìng (1977) considers pivotal sentences to be defined by the following:
1. By the syntactic frame：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re sentences which fit the
syntactic frame of「Verb＋Noun＋Predicate」and they do not allow a halt
between Nouns and Predicates. However, nouns can be followed by other
complements.
2. By the semantics：Both verbs are used to describe the subject. The objects of
the first verbs are the subjects of the second verbs.
3. B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yntactic frame and the semantics: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re the combination of two “Subject + Predicate” phrases. Objects
of the first “Subjects + Predicate” phrases function as subjects of the second
ones. There is not a halt between them and they cannot be followed by adverbs.
Zhang pointed out that we can separat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from other
sentences by applying the grammatical and semantic aspects of Chinese sentence
struc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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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are five main Chinese sentence structures that Zhang refered to in refuting
the seventeen sentences which some researchers had considered to b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1. Verb + Object contructions. Example (1) by the syntactic, “I think he is good”. “He
is good” is the object of the verb “think”. By the semantics, “He is good” is also the
object of the verb “think”, so this sentence has a “Subject + Verb + Object”
construction.
2．Double objects constructions. Example (2) “Everybody urges him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Urges” is the main verb of this sentence, “Him” functions as an
indirect object.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functions as a direct object. We
can inquire by using a question like “What is it you urge him to do?” and the answer
is “Urge him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mpetition”.
3．Preposition constructions. Example (3) “The bowl was broken by him”. “The
bowl” functions as the subject of the passive construction. “Was broken” acts as the
predicate of the sentence with “By him” functioning as the preposition to describe the
object or the agent.
4．The reductive compound sentence. Example (4) “Please bring it to me, I will see
it”. In this sentence “Please bring it to me” is the first clause with “I will see it” as the
second clause. This kind of sentence is appropriate to compound sentences.
5．The compound sentence. Example (5) “There is a book called ‘Lin Mei Xue
1

Yuan’” . This sentence uses a comma to symbolize the compound sentence.
According to the grammatical and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Zhāng,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 is a useless construction because it can be replaced by the Verb and
Object construction, th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the preprosition construction, the
reductive compound sentence or the compound sentence.

2.2 The acceptation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1

In Chinese, this sentence has a comma to separate the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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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Sòng Yùzhù (1978)
Sòng accepted some kinds of sentences analysed by Zhāng but not some of
Zhāng opinions.
According to the preposition constructions of Zhāng, Sòng offered many verbs
which are similar to the preposition “Ràng” such as “Jiào”, “Lìng” etc. Meanwhile, he
also gave the following examples that are similar to the preposition constructions of
Zhāng:
(1) 我請他去。
Wŏ qĭng tā qù.
I asked him to go.
(2) 大家選他作代表。
Dàjiā xuăn tā zuò dàibiăo.
Everybody chose him as a representative.
The above sentences are typical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the verbs “Qĭng” in sentence one and “Choose” in sentence two, which Zhāng did
not refer to in his research. Would we group the verbs “Qĭng”, “Xuăn” as prepositions.
Sòng accepted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nd considered a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 to be a single sentence. They are a combination of Verb + Object
constructions and Subject + Predicate constructions. Object of “Verb + Object”
constructions function as Subject of Subject + Predicate constructs.
2.2.2 Lǚ Shūxiāng（1980）
Lǚ (1980) also accepted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He classified verbs and
adjectives in predicate sentences into thirteen groups of which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 is one. He asserted that the predicat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as a
sentence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V1 + Noun + V2”, with the noun placed
between V1 and V2 functioning as object of V1 and the subject of V2 is called “the
pivot”. He classified V1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meaning such as A group
V1 means to force, B group V1 means to comment, C group V1 means to provide.
2.2.3 Liú Yuèhuá（2004）
Liú defined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 as a sentence of which its predicates are
a combination of verb + object clauses and subject + predicate clauses. Objec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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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 + object clauses function as subjects of subjects + predicates clauses. There is
only one subject for two verbs in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e use of “NP2”, “V2” and “V1” is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NP2
Liú listed the grammatical words which could function as NP2 as follows:
1.1 Nouns
1.2 Pronouns
1.3 Measure words
1.4 Indirect objects
1.5 Objects of “Bă” or “Gĕi”constructions
Liú also classified NP2 into ordinary NP2 and specific NP2. Nouns or pronouns
are used as the ordinary NP2, and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s, measure words are used
as NP2; Indirect objects or object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 are used as the specific
NP2.
2. V2
Liú noted the grammatical words which could function as V2. These are verbs,
adjectives, subject - predicate phrases and nouns. She also explained that verbs are
mostly used as the predicate of NP2, adjectives (adjective phrases), subject + predicate
phrases, nouns respectively
3. V1
According to the semantic meaning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Liú
classified V1 into 6 groups.
3.1. V1 means to command such as “Shĭ”, “Qĭng”, “Jiào” etc.
3.2. V1 means to be convinced such as “Rèn”, “Rènwéi”, “Suàn” etc.
3.3. V1 means feeling such as “Ài”, “Xĭhuān”, “Hĕn” etc.
3.4. V1 means “Yŏu (have)” and “Méiyŏu (do not have)”
3.5. V1 means “Shì (is)”
3.6. V1 means to explain or to describe such as “Găibiàn”, “Băizhe” etc.

2.4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eng Shouhxin (2005) renamed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s “Causative

sentences”, but the syntactic frame of “Causative sentences” is the same as “Pivotal
sentences”. He argued that causative verbs are verbs which fit the syntactic fram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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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 + Causative verb + Object + State verb”, and verbs which fit the syntactic
frame of “Subject + Causative verb + Object + Active verb” and also causative verbs
such as “Ràng”, “Jiào”, “Shĭ” etc. He classified causative sentences into two groups.
1. Subject ＋ causative verb + object ＋ state verb
2. Subject ＋ causative verb + object ＋ active verb
Teng classified the semantics relation between (NP1) Subject and (NP2) Object
into the following 4 groups:
1．Active - Active
3．Active - Passive
3．Passive - Active
4．Passive - Passive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syntactic frame of causative sentences of Teng and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of Sòng and Lǚ are similar. The verbs which Teng
analyzed such as “Ràng”, “Jiào” and “Shĭ” and V1 in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of
Sòng and Lǚ also are similar. The researcher considers the causative sentences of
Teng to be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of Sòng and Lǚ. However, Teng chose to
nam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indirect requisite sentences.
Teng indicated the diference among causative sentences,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nd resulative sentences as shown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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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s

The syntactic frame

Causative

Subject ＋ causative verb ＋ state

sentences

verb/ active verb

Pivotal sentences
（Indirect
requisite

example
This makes me
pleased.
I let him explains.
Students asked him to

Subject ＋causative verb ＋ active signs.
verb

*Students ask him to
be comfort.

sentences）

He wrote down the
Resultative
sentences

*Subject ＋ causative verb ＋ state address wrongly.
verb

* He wrote down the
address wrongly.

Table 2.1

The comparison of 「Causative sentences」and other sentences

Teng explained the difference of “Indirect requisite sentences” and “Causative
sentences” as being that V1 of indirect requisite sentences such as “Quàn (persuade)”,
“Qĭng (ask)” cannot be followed by state verbs, but V1 of causative sentences can be
followed by both active and state verbs.
The syntactic frame of “Causative sentences” and “Indirect requisite sentences”
are similar to the syntactic frame of the “Pivotal sentences” of Sòng and Lǚ because
of two main reasons: First, the objects which are placed between V1 and V2 function
as the object of causative verbs, and function as the subject of active verbs. This
object is called “The Pivot” (NP2). Second, “Pivotal sentences” could take a halt after
the pivot, “Causative sentences” and “Indirect requisite sentences” also take a halt
after their objects.

2.4 Disscussion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ith reference to Sòng Yùzhù (1978), Lǚ Shūxiāng (1980), Liú Yuèhuá (2004),
and Teng Shouhxin (2005),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re
the predicates. The predicat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can be separated into the
following three parts:
1．Predicates: V1 of the predicate normally means to command, but sometimes
means indirect requisition. For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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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請他看。
Wŏ qĭng tā kàn.
I asked him to see.
Example（1）The predicat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 is “Qĭng tā kàn (asked
him see)”，V1 “Qĭng (asked)” means to request.
2．The Pivot (NP2), NP2 normally function as objects of verb + object phrases
and subjects of subject + predicate phrases. In most cases, nouns are used as
NP2. For example;
（2）他們請你主持今天的會議。
Tāmen qĭng nĭ zhŭchí jīntiān de huìyì.
They asked you to be the chairperson of today’s meeting.
Example (2) “You” functions as the “NP2” of this sentence, “You” is the object of
the verbs + objects phrase “They asked me”, and the subject of the subject + predicate
phrases “You are the chairperson of today’s meeting”.
3. V2: Verbs or adjectives mostly function as V2. For example;
（3）你真的讓我很爲難。
Nĭ zhēnde ràng wŏ hĕn wéinán.
You really make me feel unpleasant.
Example（3）The adjective“unpleasant”functions as the V2 of this sentence。

III.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is chapter goes through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sentences, both its surface
structure and in-depth structure, and discove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ivotal
sentence; For example, the double-object structure, the verb-object structure and so on
to carry on the comparison. This study selected illustrative sentences matching the
first verb in the pivotal sentences. For example, “Ràng (let)”, “Jiào (to request)”,
“Qĭng (to invite)” and “Shĭ (to cause)”. These selected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re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This study carries out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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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ational analysis and explores the two aspects of grammar structure and
semantic function.

3.1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ivotal sentences
Sòng (1978) proposed that the predicate of pivotal sentences is the combination of
verb - object phrases and subject - predicate phrases, with the object of verb – object
phrases functioning as the subject of subject-predicate phrases.
Lǚ (1980)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e predicate of a pivotal sentence is composed by "V1 + noun + V2". Lǚ also
explains that in the predicate of the pivotal sentence "V1 + noun + V2", the noun
clamps between two verbs, and that this noun is both the object of V1, and the subject
of the V2; therefore, it is called a "pivot”.
Liú (2004) indicated that the predicate of the pivotal sentence is the combination
of verb-object structures and subject - predicate structures.
Concerning the definition of pivotal sentences, Sòng (1978), Lǚ (1980), Liú (2004)
all have the same opinion.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s of the above researchers regarding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is chapt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ivotal sentences from two
big aspects: firstly, its surface structure and secondly, its in-depth structure.
3.1.1. Analysis of surface structure and in-depth structure in pivotal sentences
3.1.1.1 Surface structures of pivotal sentences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pivotal sentences may use the form "NP1 + V1 + NP2 +
V2" to indicate. NP2 is not only the object of V1, but also is the subject of V2, which
holds a concurrent post as the object and the subject; therefore, NP2 is called “the
pivot”.
3.1.1.2 In-depth structure of pivotal sentences
Based on 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e pivotal sentence the part of the
predicate in-depth structure is certainly not as simple as the structure "V1 + NP + V2",
but should be "V1 + NP + NP + V2".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Equi-NP dele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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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time the NP appears, it needs to be removed. After being removed, the
syntactic frame will be “V1＋NP＋V2”.
The form of surface structure of pivotal sentences should be "V1 + NP + V2",
but their in-depth structure should be "NP1 + V1 + NP2 + NP2 + V2”.
3.1.2 Comparison of pivotal sentences and its equivalent sentences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the pivotal sentence is “NP1 + V1 + NP2 + V2”. Many
sentences in Chinese have a similar form such a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verbobject constructions,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prepositional constructions,
descriptive clauses etc. The form of these sentences is similar to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pivotal sentences, bu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as shown below:
他洗碗打掃。
Tā xĭ wăn dăsăo
He washes the bowl and sweeps.
他 ＋洗 + 碗 ＋打掃
Tā + xĭ + wăn + dăsăo
He + washes + the bowl + sweeps
*NP1 + V1 + NP2 + V2
The above sentence is a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 It is similar to “NP1 + V1 +
NP2+ V2”. In fact, its syntax structure should be “NP1 +VP1 + VP2”。
There are many sentences in Chinese that all have the same form of “NP1 + V1 +
NP2+ V2”. According to Li & Thomson (1983), Liú (2004), Xíng (2000) and Zhāng
Bīn (2000),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m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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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tence
Pivotal

structures

Examples
他＋叫＋我＋出去。

NP1 + V1 + NP2 + V2

Sentences

Tā + jiào + wŏ + qù
He + asked + me + go

Serial

他＋洗碗＋打掃。

NP1 +VP1 + VP2

Verb

Tā + xĭ wăn + dăsăo

Constructions
Verb-Object

He + washes the bowls + sweeps
NP1 + V + （NP2 + V2）

Constructions

我＋知道＋小王去。
Wŏ + zhīdào + Xiăowáng qù
I + know + he went

Double

NP1 + V + NP2 + NP3

Object

他＋送＋圖書館＋一批書。
Tā + sòng + túshūguăn + yì pī

Constructons

shū
He + returned + with library +
books

Prepositional

NP1 + PP + VP

Constructions

他＋在家＋吃飯。
Tā + zài jiā + chī fàn
He + at home + eat
(He ate at home)

Descriptive

S1 + Conj + S2

Constructions

小明哭著+也＋能吃得下兩碗
飯。
Xiăomíng kūzhe + yě + néng
chīde xià liăng wăn fàn
Xiaoming is crying + still + ate
two bowls of rice
(Xiaoming is crying but he still
has eaten two bowls of rice)

Table 3.1

Sentences analysis

Table 3.1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many sentences in Chinese which have the
same form with the surface structure “NP1+V1+NP2+V2”, but the structure levels
differ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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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NP2 of the pivotal sentences functions as the subject of V2, but i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t is otherwise. The first verb and the second verb i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re the action of the same subject in the sentenc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ivotal sentences and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s their subject – predicate
constructions.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re not pivotal sentences.
2.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NP1 + V1 + NP2” of pivotal sentences is S + V + O, but
in equivalent structures it is otherwise. First, this study focuses on verb – object
constructions. The verb in verb – object constructions is a transitive verb and is
followed by a direct object that is a clause. It is not followed by a noun or a noun
phrase. Second, this study discusses Prepositional constructions. PP (Prepositional
phrase) h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verbs, but is not. Therefore, verb – object
constructions and prepositional constructions are not pivotal sentences.
3. The first verb and the second verb in pivotal sentences respectively have a subject.
NP1 is the subject of the first verb, but NP2 is the subject of the second verb.
Therefore, NP1 is not directly related to V2, but in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this is
otherwise.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NP1+V+NP2+NP3”of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is S+V+O, NP2 and NP3 are objects of the verb.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s are removed because they are not pivotal sentences.
4. The first verb in a pivotal sentence is a transitive verb, but for a verb in descriptive
constructions it is an intransitive verb. Therefore, descriptive constructions will be
removed because they are not pivotal sentences.
The above reasons show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ivotal sentences and their
equivalent constructions. This study further discusses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nd
the semantics of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have the following verbs: "Ràng (to
command)", "Jiào (to request)", "Qĭng (to invite)" and "Shĭ (causes)" below. These
verbs function as the first verb in pivotal sentences.
3.2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alysis of pivotal sentences
This study selected illustrativ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matching the
following verbs: "Ràng (to command)", "Jiào (to request)", "Qĭng (to invite)" and
"Shĭ (causes)". Each of the 500 sentences com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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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otal sentences from those selected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irst, this study analyzes
which parts of speech could function as NP1 and NP2.
3.2.1

“The pivotal sentence” NP1
NP1 is subject of the V1, and also simultaneously acts as the entire sentence

subject. After analysis,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besides noun phrases, other words
also may act as NP1, like verb phrases, adjective phrases, subject - predicate phrases
and so on. The results follow:
1.

NP1 of “Ràng (Lets)”
“De” character phrases, classifier phrases, verb phrases, noun phrases, pronouns,

subject - predicate phrases, adjectives all may act as "lets" NP1.
2． NP1 of “Qĭng (Invit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nouns and pronouns can act as NP1.
3.

NP1 of “Jiào (Requests)"
NP1 of “Jiào” is very limited - it only has nouns and pronouns that can act as NP1.

4. NP1 of “Shĭ” (causes)”
“De” character phrases, classifier phrases, verb phrases, noun phrases, pronouns,
subject - predicate phrases, adjectives all may act as “causes” NP1.
3.2.2

“The pivotal sentence” NP2
The pivotal sentence surface structure, NP2 is both the object of the V1, and

the subject of the V2. According to the selected sentences,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nouns, pronouns, and “De” character phrases that could function as NP2. The
verb (phrase), the adjective (phrase), the subject - predicate phrase and the preposition
phrase could not function as NP2. The results follow:
1. NP2 of “Ràng (Lets)”
Noun phrases, pronouns, and “De” character phrases can function as "lets"
NP2.
2． NP2 of “Qĭng (Invites)”
Noun phrases, pronouns, and “De” character phrases can function as "Invites"
NP2.
3.

NP2 of “Jiào (Requests)"
Noun phrases, pronouns, and “De” character phrases can function as

"Requests" NP2.
4. NP2 of “Shĭ (ca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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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un phrases, pronouns, and “De” character phrases can function as
"Causes" NP2.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De” character phrases, classifier phrases, verb
phrases, noun phrases, pronouns, subject and predicate phrases, adjectives all act as
NP1. Noun phrases, pronouns, and “De” character phrases can function as NP2.
3.2.3 “The pivotal sentence” V2
The surface structure of pivotal sentences is "NP1 + V1 + NP2 + V2". The
predicate part is the combination of two verbs. According to Teng (2005), causative
sentences are "The subject + causative verbs + objects + State verbs" and "the subject
+ causative verbs + objects + Active verbs", this study analyzes which parts of speech
are able to act as V2.
3.2.3.1 Subjects + V1 + Pivots + Active verbs
1. Subjects + “Ràng” + Pivots + Active verbs
From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this form has 234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46.80%.
2. Subjects + “Qĭng” + Pivots + Active verbs
From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this form has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100%.
3. Subjects + “Jiào” + Pivots + Active verbs
From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this form has 398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79.60%.
4. Subjects + “Shĭ” + Pivots + Active verbs
From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this form has 119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23.80%.
3.2.3.2 Subjects + V1 + Pivots + State verbs
1. Subjects + “Ràng” + Pivots + State verbs
From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this form has 266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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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ubjects + “Jiào” + Pivots + State verbs
From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this form has 102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20.40%.
3. Subjects + “Shĭ” + Pivots + State verbs
From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this form has 266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53.20%.

3.3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pivotal sentences
With reference to Teng’s (2005) work on subject and object semantic relations,
this study discusses NP1 and NP2 in the aspect of semantic relations. Its relations 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kinds, namely, Agent - Agent; Agent – Patient, Patient: Agent
and Patient: Object.
3.3.1

Agent – Agent
This semantic relation only has “Ràng”, “Qĭng” and “Jiào” as the first verb in

pivotal sentences. These are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Ràng”
According to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Ràng”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There are 216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43.20%.
2. “Qĭng”
According to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Qĭng”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There ar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100%.
3. “Jiào”
According to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Jiào”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There are 388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77.6%.
3.3.2 Agent – Patient
This semantic relation only has “Ràng”, “Jiào” and “Shĭ” as the first verb in
pivotal sentences. These are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Rà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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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Ràng”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There are 156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31.20%.
2. “Jiào”
According to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Jiào”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There are 42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8.40%.
3. “Shĭ”
According to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Shĭ”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There are 189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s for 37.80%.
3.3.3 Patient – Agent
This semantic relation only has “Ràng”, “Jiào” and “Shĭ” as the first verb in
pivotal sentences. These are following results;
1. “Ràng”
According to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Ràng”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There are 96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19.20%.
2. “Jiào”
According to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Jiào”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There are 22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4.40%.
3. “Shĭ”
According to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Shĭ”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There are 15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30.00%.
3.3.3 Patient – Patient
This semantic relation only has “Ràng”, “Jiào” and “Shĭ” as the first verb in
pivotal sentences. These are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Ràng”
According to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Ràng”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There are 32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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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iào”
According to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Jiào”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There are 48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9.60%.
3. “Shĭ”
According to the 500 illustrative sentence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s Chinese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Shĭ” can participate in this type. There are 166
illustrative sentences, accounting for 33.20%.

IV.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THAI
PIVOTAL SENTENCES

As the results in Chapter Three point out,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commonly use “Ràng”, “Qĭng”, “Jiào” and “Shĭ” as the first verb, but Thai students
use or translate these verbs with some difficulty. They sometimes make an error in
using these verbs. Some of these verbs may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H/,
/T/ or /K/. This chapt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have “Ràng”, “Qĭng”, “Jiào” and “Shĭ” function as the first
verb with their Thai equivalents with respect to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the
semantic function.

4.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surface structure and the in-depth structure. This study uses the surface structure "NP1
+ V1 + NP2 + V2" which has “Ràng”, “Qĭng”, “Jiào” and “Shĭ” functioning as the first
verb for comparison with its Thai equivalents. According to Teng’s (2005), the
syntactic fram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the
subject + “Ràng”, “Qĭng”, “Jiào” and “Shĭ” + Pivot + Active verb” and “the subject +
“Ràng”, “Jiào” and “Shĭ” + Pivot + State verb”. This study identifies which words in
Thai are their equivalents.
4.1.1 The subject ＋ V1 + Pivot ＋ Active verb
“Ràng”, “Qĭng”, “Jiào” and “Shĭ” can occur in front of active verbs in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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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1 The subject ＋ Ràng + Pivot ＋ Active verb
（1） 媽媽讓我學中文。
Māma ràng wŏ xué Zhōngwén.

คุณแมใหฉันเรียนภาษาจีน

Mother let me study Chinese.
（2） 這本書讓我找到了真正意義。
Zhè běn shū ràng wŏ zhăodào le zhēnzhèng yìyì.

หนังสือเลมนี้ทําใหฉันคนพบ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ที่แทจริง

This book makes me find the true significance.
(This book has true significance to me)
“Rà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in sentence one andin
sentence two.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in Thai is “The subject + or +
Object + Active verb. It is similar to the Chinese syntactic frame “Subject ＋ Ràng +
Pivot ＋Pivot + Active verb”.
4.1.1.2

The subject ＋ Qĭng + Pivot ＋ Active verb

（3） 我請他唱這首歌。
Wŏ qĭng tā chàng zhè shŏu gē.

ฉันขอใหเขารองเพลงนี้



I asked him to sing this song.
（4）他請我坐下。
Tā qĭng wŏ zuòxià

เขาเชิญใหฉันนั่งลง

He asked me to sit down.
“Qĭ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in sentence three
andin sentence four.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in Thai is “The subje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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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 Object + Active verb. It is similar to Chinese syntactic
frames; “Subject ＋ Qĭng + Pivot ＋ Active verb”.
4.1.1.3

The subject ＋ Jiào + Pivot ＋ Active verb

（5） 經理叫他去搬家具。
Jīnglĭ jiào tā qù bān jiājù.

ผูจัดการเรียกใหเขาไปยายเครื่องเรือน

The manager asked him to move the furniture.
（6） 我叫他改讀普通班。
Wŏ jiào tā găi dú pŭtōng bān.

ฉันใหเขาเปลี่ยนไปเรียนชั้นธรรมดาแทน

I asked him to change to study in a normal class.
（7） 這部電影的内容叫我吃不下飯。
Zhè bù diànyĭngde nèiróng jiào wŏ chībuxià fàn.

เนื้อเรื่องของหนังเรื่องนี้ทําใหฉันกินขาวไมลง

This movie made me lose all appetite.
“Jiào”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in sentence five, in
sentence six and in sentence seve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in Thai is “The
subject + or + Object + Active verb. It is similar to
Chinese syntactic frame “Subject ＋ Jiào + Pivot ＋ Active verb”.
4.1.1.4

The subject ＋ Shĭ + Pivot ＋ Active verb

（8） 强烈的節奏，已經使我坐不住了。
Qiángliè de jiézòu, yĭjīng shĭ wŏ zuòbuzhù le

จังหวะที่เราใจทําใหฉันนั่งไมติด

The pulsating rhythm got me off my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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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ĭ”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in sentence eight.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in Thai is “The subject + or + Object + Active verb. It is similar
to Chinese syntactic frames; “Subject ＋ Shĭ + Pivot ＋ Active verb”.
4.1.2 The subject ＋ V1 + Pivot＋ State verb
4.1.2.1 The subject ＋ Ràng + Pivot ＋ State verb
（9）我不願讓他再冷了。
Wŏ bú yuàn ràng tā zài lěng le.

ฉันไมยอมใหเขาหนาวอีกแลว

I cannot let him be cold anymore.
（10）名和利會讓我心煩。
Míng hé lìhuì ràng wŏ xīnfán.

ชื่อเสียงและลาภยศทําใหฉันวุนวายใจได

Fame and honor can make me feel uncomfortable.
“Rà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in sentence nine andin
sentence ten.
4.1.2.2 The subject ＋ Jiào + Pivot ＋ State verb
（11）這個消息叫人悲寒。
Zhè gè xiāoxi jiào rén bēihán.

ขาวนี้ทําใหคนหดหู

This news made people sad.
“Jiào”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in sentence eleven.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in Thai is “The subject +  + Object + State verb. It is
similar to Chinese syntactic frame “Subject ＋ Jiào + Pivot ＋ State verb”.
4.1.2.3 The subject ＋ Shĭ + Pivot ＋ State verb
（12）熱烈的發言，使我非常興奮。
Rèliè de fāyán shĭ wŏ fēicháng xìngfèn.

114

สุนทรพจนที่เราใจทําใหฉันฮึกเหิมเปนพิเศษ



The enthusiastic speech made me extremely excited.
“Shĭ”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in sentence twelve.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in Thai is “The subject +  + Object + State verb. It is
similar to the Chinese syntactic frame “Subject ＋ Shĭ + Pivot ＋ State verb”.

Conclusion
1.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have “Ràng”, “Qǐng”, “Jiào” and
“Shĭ” function as the first verbs can be followed by active verbs. In Thai, they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e following:
1.1 “Rà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in sentence one and in
sentence two.
1.2 “Qǐ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in sentence three and
in sentence four.
1.3 “Jiào” can be translated into in sentence five,in sentence
six andin sentence seven.
1.4 “Shĭ” canbe translated into in sentence eight.
2.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have “Ràng”, “Jiào” and “Shĭ”
function as the first verbs can be followed by stative verbs. In Thai, they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e following:
2.1 “Rà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in sentence nineandin
sentence ten.
2.2 “Jiào” can be translated into in sentence eleven.
2.3 “Shĭ” can be translated into in sentence twelve.
4.2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terms of semantic function
According to Teng’s (2005) subject and object semantic relations and Lǚ’s
(1999) proposal of “Ràng”, “Jiào” and “Shĭ” having a semantic function, this study
found the meaning of “Ràng”, “Jiào” and “Qĭng” is “let”. “Qĭng” and “Jiào” means
“request” or “ask”. “Qĭng” also means “to invite”. “Ràng” also means “to allo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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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àng”, “Jiào” and “Shĭ” mean “to cause”. This chapter mak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terms of the semantic function.
4.2.1. To let
“Let” means to allow something to happen, or have someone do something（Wu
1992, 238）.
4.2.1.1 “Ràng”
（13）北京一些家長讓孩子打高爾夫球。
Bēijīng yìxiē jiāzhǎng ràng háizi dǎ gāoěrfūqiú.

ผูปกครองหลายคนในปกกิ่งใหลูกไปตีกอลฟ

Some parents in Beijing let their children play golf.
For this meaning, “Rà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 in sentence
thirteen.
4.2.1.2 “Qĭng”
（14）我請他坐下。
Wŏ qĭng tā zuò xià.

ฉันเชิญใหเขานั่งลง

I asked him to sit down.
（15）我请他大聲唱，他瞥了我一眼，不高興地放大了聲音。
Wŏ qĭng tā dàshēng chàng, tā piē le wŏ yì yǎn, bùgāoxìngde fàngdà le
shēngyīn.

ฉันขอใหเขารองดังๆ เขากลับคอนฉัน แลวรองเสียงดังอยางไมสบอารมณ


I ask him to sing loudly, he darted a look at me and sang at an unsatisfying
volume.
For this meaning, “Qĭ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 in
sentence fourteen, and // in sentence fif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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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3 “Jiào”
（16）我叫她來，他卻叫你來。
Wŏ jiào tā lái, tā què jiào nĭ lái.

ฉันเรียกเขามา เขากลับเรียกเธอมาแทน

I asked him to come but he asked you to come instead.



（17）朋友叫我說說我的感情生活。
Péngyou jiào wŏ shuōshuō wŏ de gǎnqíng shēnghuó.

เพื่อนใหฉันเลาถึงชีวิตความรูสึกของฉัน

Friends ask me talk about my feelings.
For this meaning, “Jiào”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 in sentence
sixteen, and // in sentence seventeen.
4.2.2 To allow: “Ràng”
（18）運輸船可以讓人搭乘。
Yùnshū chuán kĕyĭ ràng rén dāchèng.

เรือขนสงใหคนโดยสารไปได

The transportation ship allows passengers to go with it.
For this meaning, “Ràng” can be translated to Thai as // in sentence
eighteen.
4.2.3 To request
4.2.3.1 “Jiào”
（19）我叫他別再這麽幹下去。
Wŏ jiào tā bié zài zhème gàn xiàqu.

ฉันขอรองเขาวาอยาทําอยางนี้อีก

I asked him not to behave like this again.
For this meaning, “Jiào” can be translated to Thai as // in sentence

117

nineteen.
4.2.3.2 “Qĭng”
（20）我請他送我一本詩集。
Wŏ qĭng tā sòng wŏ yìbĕn shījí.

ฉันขอใหเขาสงหนังสือรวมบทกวีใหฉันหนึ่งเลม




I asked him to send me an anthology of poetry.
For this meaning, “Qĭ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 in sentence

twenty.
4.2.4 To invite: “Qĭng”
（21）我請他們吃頓便飯。
Wŏ qĭng tāmen chī dùn biànfàn.

ฉันเชิญพวกเขาทานอะไรงายๆ มื้อหนึ่ง

I invited them to have a plain meal.
For this meaning, “Qĭ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in sentence
twenty-one.
4.2.5 To cause
4.2.5.1 “Ràng”
（22）這個問題讓人糊塗了。
Zhè gè wèntí ràng rén hútú le.

เรื่องนี้ทําใหคนงงไปหมด

This question made people confused.
For this meaning, “Rà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in sentence
twenty-two.
4.2.5.2 “Jiào”
（23）今天后兩首歌叫我非常感動。
Jīntiān hòu liăng shŏu gē jiào wŏ fēicháng găndò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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สองเพลงหลังของวันนี้ทําใหฉันประทับใจจริงๆ

Today, the last two songs made me really impressed.
For this meaning, “Jiào” can be translated to Thai as in sentence
twenty-three.
4.2.5.3 “Shĭ”
（24）這本書使我忘了養兒育女的煩腦。
Zhè bĕn shū shĭ wŏ wàngle yăng ér yù nǚ de fánnăo.

หนังสือเลมนี้ทําใหฉันลืมความวุนวายในการเลี้ยงดูลูก

-
This book made me forgot my worries. My worries are “to bring up my
children”.
For this meaning, “Shǐ”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in sentence
twenty-four.

Conclusion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have “Ràng”, “Qǐng”, “Jiào” and “Shĭ”
function as the first verb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main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meanings as follows:
1. Meaning “to command” or “let someone do something”. “Rà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in sentence thirteen. “Qǐ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 in sentence fourteen and // in sentence fifteen. “Jiào” can be
translated into // in sentence sixteen, and // in sentence seventeen.
2. Meaning “to request”. “Jiào” and “Qǐ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
in sentences nineteen and twenty.
3. Meaning “to invite”. “Qǐ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in sentence
twenty-one.
4. Meaning “to allow”. “Ràng” can be translated into Thai as /in sentence
eigh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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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eaning “to cause”. “Ràng”, “Jiào” and “Shĭ”can be translated into
in sentences twenty-two to twenty - four.
The following table displays the results of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which has “Ràng”, “Qǐng”, “Jiào” and “Shĭ” function as the first verbs and
their Thai equivalents in terms of semantic function.
Thai

Chinese

Meaning

「讓」

To let，to allow

「叫」

To let

「請」

To let, to request

「叫」

To request



「叫」

To let



「請」

To invite

「讓」、「叫」、「請」

To cause



, /



Table 4.1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in terms of semantic function

V. PEDAGOGICAL GRAMMA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In the previous chapter, this study mad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have “Ràng”, “Qĭng”, “Jiào” and “Shĭ” function as the first
verb with their Thai equivalents in respect of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the
semantic function. This chapter conducts an experimental study with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bout the us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have “Ràng”, “Qĭng”,
“Jiào” and “Shĭ” function as the first verb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they
have when using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e results of the test (percentage) will
be referred to in suggesting a pedagogical gramma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for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5.1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ith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5.1.1

Experimental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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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mental goal is to investigate the situation of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regarding the us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have “Ràng”, “Qǐng”,
“Jiào” and “Shǐ” function as the first verbs, in order to analyze which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nd semantic functions are difficult for them.
5.1.2

Experimental samples
Representative samples were selected by a random sampling of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were Chinese language majors (60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students, 45 Thammasat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24 Kasetsart university students).
This experimental sample did not consider the sex or age of the samples. The
experimental samples are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1) Group A, 50 students, who have already studied about 180 hours in
Chinese.
(2) Group B, 59 students, who have already studied about 480 hours in
Chinese.
(3) Group C, 20 students, who have already studied about 780 hours in
Chinese.
5.1.3

Methodology of experimental study
The experimental instrument is a questionnaire which asks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bout the us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have “Ràng”, “Qǐng”,
“Jiào” and “Shǐ” function as the first verbs with respect to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nd
semantic functions in certain situations. This questionnaire has 26 Thai sentences and
Chinese sentences. First, regarding the Thai sentences’ meaning, students were
instructed to choose as many as they liked from “Ràng”, “Qǐng”, “Jiào” and “Shǐ” and
not be restricted to only one. Second,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sentences’meaning,
students also were instructed to choose as many as they liked from “Ràng”, “Qǐng”,
“Jiào” and “Shǐ” and not be restricted to only one. Third, regarding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grammatical structures, students were instructed to choose “Right”
or “Wrong” only.
5.1.4

Experimental results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are shown by each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each
semantic function as follows:
5.1.4.1 Semantic function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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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ults regarding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Total

Correct

Incorrect

Amount

Percentage

Amount

Percentage

“Ràng”

111

86.06

“Jiào”

40

31.00

7

5.43

(2) To request “Qĭng”

126

97.67

“Jiào”

31

24.03

1

0.78

(3) To invite “Qĭng”

20

100.00

13

10.08

(4) To allow “Ràng”

127

94.77

2

1.55

(5) To cause “Ràng”

49

37.98

“Jiào”

7

5.43

6

4.65

“Shĭ”

115

89.15

626

95.57

29

4.43

“Ràng”

8

6.20

“Jiào”

119

92.25

11

8.55

(2) To request “Qĭng”

114

88.37

“Jiào”

50

38.76

26

20.16

(3) To invite “Qǐng”

94

72.87

68

52.71

(4) To allow “Ràng”

113

87.59

57

44.19

(5) To cause “Ràng”

97

75.19

“Jiào”

33

25.58

7

5.43

“Shǐ”

50

38.76

678

79.40

176

20.60

Semantic functions
1.Regarding the Thai meaning,
students chose from “Ràng”,
“Jiào”, “Qĭng” or “Shĭ”
(1) To let

Total (655)
2.Regarding the Chinese meaning,
students chose from “Ràng”,
“Jiào”, “Qĭng” or “Shĭ”
(1) To let

Total(854)
Table 5.1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regarding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s shown in Table 5.1, regarding the Thai sentences’meaning, students were
instructed to choose as many as they liked from “Ràng”, “Qǐng”, “Jiào” or “Shǐ”. The
results are in percentages as follows: To invite (accounts for 10.08%) → To 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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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s for 5.43%) → To cause (accounts for 4.65%) → To allow (accounts for
1.55%) → To request (accounts 0.78%).
Regarding the Chinese sentences’meaning, students were instructed to choose
as many as they liked from “Ràng”, “Qǐng”, “Jiào” or “Shǐ”. The results are in
percentages as follows: To invite (accounts for 52.71%) → To allow (accounts for
49.19%) → To request (accounts 20.16%) → To let (accounts for 8.53%) → To
cause (accounts for 5.43%).
The results in part I and II show that when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only depend
on the Chinese meaning to select “Ràng”, “Qǐng”, “Jiào” or “Shǐ”, it is very difficult.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in order for Thai students to have a good grasp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have “Ràng”, “Qǐng”, “Jiào” or “Shǐ” function as the first
verbs, they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the Thai meaning of these verbs.
5.1.4.2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e results regarding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23
Total

Correct

Incorrect

Amount

Percentage

Amount

Percentage

(1) “Ràng” with final particle “le”

87

67.44%

42

32.56%

(2) “Jiào” with final particle “le”

40

31.01%

89

68.99%

(3) “Qǐng” with final particle “le”

46

35.66%

83

64.34%

(4) “Shǐ” with final particle “le”

106

82.17%

23

17.83%

279

54.07%

237

45.93%

(1) “Ràng” with durative adverbs

41

31.78%

88

68.22%

(2) “Jiào” with durative adverbs

34

26.36%

89

68.99%

(3) “Qǐng” with durative adverbs

87

67.44%

42

32.56%

(4) “Shǐ” with durative adverbs

88

68.22%

41

31.78%

250

49.02%

260

50.98%

(1) “Ràng” / NP2 is missing

99

76.74%

30

23.26%

(2) “Jiào” /NP2 is missing

99

76.74%

30

23.26%

(3) “Qǐng” / NP2 is missing

114

88.37%

15

11.63%

(4) “Shǐ” / NP2 is missing

116

89.92%

13

10.08%

428

82.95%

88

17.05%

(1) “Bù” + “Ràng”

105

81.39%

24

18.61%

(2) “Bù” + “Jiào”

118

91.47%

11

8.53%

(3) “Bù” + “Qǐng”

118

91.47%

11

8.53%

(4) “Bù” + “Shǐ”

103

79.84%

26

20.16%

Total(516)

444

86.05%

72

13.95%

Total (2058)

1401

68.08%

657

31.92%

Grammatical structure
1. Final Particle「了」

Total(516)
2.Durative adverbs “yǐ”, “yǐjīng”

Total (510)
3. NP2 is missing

Total (516)
4. Negative adverb “Bù”

Table 5.2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in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s can be seen in Table 5.2, each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can be estimated to have the following percentages: Durative ad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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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unt for 50.98%), Final particle “Le” (account for 45.93%), NP2 is missing
(account for 17.05%), Negative adverbs (account for 13.95%).

5.2

The reasons why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make mistakes when using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Hacuta and Cancino (1977) have proposed several theories o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Employing their theory, the researcher analyzed the reasons for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making mistakes when using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From the diagnostic results,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why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make mistakes when using “Pivotal sentences”: First, the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cquisition is not correct. Second, the results which students obtained in
the proces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re not correct. Lastly, the usage of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is itself complicated.
5.2.1 The situation in the process of acquisition is not correct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interlanguage, there are several reasons why
students make mistakes when studying a second language such as interference of
native language, and overgeneralization of the second language rules. Interlanguage is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he second language by verification because students make
incorrect conclusions and inferences. Also, the second language is a new language
system when students are in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a second language. The reason is
when students can not comprehend the second language, they will close themselves to
the second language in order to have an independent system (Selinker: 1972). The
reasons for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making mistakes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the
Chinese gramma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re as follows:
5.2.1.1

Language transfer
Language transfer is the use of a native-language pattern or rule which leads to

an error or inappropriate form in the target language.
5.2.1.2 Target language transfer
Students who have a limited knowledge of the target language will use words
and grammar which are already known to replace words or grammar in the target
language which have the same meaning or grammatical structure (Selinker: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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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Strategies of secon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For the goal of communication, a student who has a limited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may make error in using second language by language transfer, over –
generalization, simplified language.
5.2.2

The results which students obtained in the process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are

not correc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was made between the first language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tudents who learn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ill summarize interference rules in studying from the first
language to the second language, and forecast and explain the difficulty and mistake.
Sometimes, they may be correct and sometimes they may make errors when they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pivotal sentences.
5.2.3

The usage of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is itself complicated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rs who researched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the

semantic function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but their results are not applied to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therefore, the rules and the explanation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appear in textbooks are complicated and not clear.
5.3

Pedagogy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en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us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ey are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both their native language and the complexity of Chinese, and
these factors affect students’ psychology in a way which causes students difficulty in
comprehending grammatical rules. In order to comprehend the us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easily, and enable Chinese teachers to teach systematically, a pedagogical
gramma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for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is suggested in
this section.
Pedagogy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includes two main essential factors:
Grammatical structures and semantic functions.
5.3.1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pivotal sentences
The basic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Chinese and Thai are the same. They
contain NP1 + V1 + NP2 + V2. Therefore,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is not difficult for Thai student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arts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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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votal sentences where Thai student may be influenced by their native language and
the complexity of Chinese piotal sentences such as NP1 and NP2 are omitted,
negative adverbs “Bù” + V1 etc.
In the teaching sequenc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is based on the
total of frequency of mistakes,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in which there are few
mistakes, should be taught first. In contrast,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which usually
involves mistakes should be taught last. Therefore, the teaching orde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matched with grammatical structures is as follows:
1．Negative adverbs “Bù” + “Ràng”, “Qĭng”, “Jiào” and “Shĭ”
2．NP2 is omitted from “Ràng”, “Qĭng”, “Jiào” and “Shĭ” sentences
3．“Ràng”, “Qĭng”, “Jiào” and “Shĭ” / Final particle “Le”
4．Durative adverbs / “Ràng”, “Qĭng”, “Jiào” and “Shĭ”
5.3.1.1 Pedagogical gramma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orde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matched with
grammatical structures, this study offers the syntactic frames for teaching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1. The basic structur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Subject + V1 + Pivot + V2 + other
“Ràng” / “Qĭng” / “Jiào” / “Shĭ”
(1) 他讓我出去。
Tā ràng wŏ chūqù.
He let me exit.
(2) 我叫他去你那裏。
Wŏ jiào tā qù nǐ nàlǐ.
I asked him to go to your house.
(3) 我請她趕快離開。
Wŏ qǐng tā gănkuài líkāi.
I asked her to leave quickly.
(4) 他的話使他不受歡迎。
Tā de huà shǐ tā bú shòu huānyíng.
His choice of words made him unli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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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gative adverbs “Bù” in pivotal sentences
Subject + “Bù” (AV) V1 + Pivot + V2 + other
“Ràng” / “Qĭng” / “Jiào” / “Shĭ”
(5) 我們不會讓你餓肚子。
Wŏmen bú hùi ràng nǐ è dùzi.
We will not let you feel hungry.
(6) 你不要叫她出去。
Nǐ búyào jiào tā chūqù.
You should not tell her to go out.
(7) 我不請你當僕人。
Wŏ bù qǐng nǐ dāng pūrén.
I did not ask you to be a maid.
(8) 政府一定不使人民受到災難。
Zhèngfŭ yídìng bú shĭ rénmín shòudào zāinàn.
The government definitely does not let people face disaster.
3. Final particle “Le” in pivotal sentences
Subject + V1 + Pivot + V2 + (Objects)了 + other
“Ràng” / “Qĭng” / “Jiào” / “Shĭ”
(9)

他們讓我聼了錄音帶。
Tāmen ràng wŏ tīng le lùyīndài.
They let me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tape.

(10) 我叫他再別搶你們的東西了。
Wŏ jiào tā zài bié qiăng nǐmen de dōngxi le.
I asked him not to rob your things again.
(11) 我請他吃了一個橙子。
Wŏ qǐng tā chī le yí gè chéngzi.
I asked him to eat an orange.
(12) 他使我的痛苦煩惱都消失了。
Tā shǐ wŏ de tòngkŭ fánnăo dōu xiāoshī le.
He made my worries dis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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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urative adverbs in pivotal sentences
Subject + Durative adverb + V1 + Pivot + V2 + other
“Ràng” / “Qĭng” / “Jiào” / “Shĭ”
(13) 他已使我目不忍睹了。
Tā yĭ shĭ wŏ mù bù rĕn dù le.
He made me feel wretched already.
(14) 小王已經叫我去看足球比賽。
Xiăowáng yĭjiīng jiào wŏ qù kàn zúqiúbĭsài.
Ms.Wang already asked me to go to watch football competition.
(15) 他就請我去他家了。
Tā jiù qĭng wŏ qù tā jiā le.
He already asked me to go to his house.
(16) 老師才讓學生寫了一篇文章。
Lăoshī cái ràng xuéshēng xiĕle yì piān wénzhāng.
The teacher just let a student write an article.
5.3.1.2 The usag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1. Subjects (NP1): Nouns (Noun phrases), Pronouns, Classifier phrases, “De”
character phrases, Verbs (Verb phrases), Adjectives (Adjective phrases),
Subject – predicate phrases all can function as NP1 of “Ràng” and “Shĭ”.
NP1 of “Qĭng” and “Jiào” are Nouns and Pronouns.
2. Pivots: Nous, Pronouns and “De” character phrases can function as pivots.
3. V2: V2 of “Ràng”, “Qĭng”, “Jiào” and “Shĭ” are active verbs, but state
verbs can function as V2 of “Ràng”, “Jiào” and “Shĭ” only.
5.4.2 Pedagogical semantic function of pivotal sentences
The results in part I and II show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only depend on the
Chinese meaning to select “Ràng”, “Qǐng”, “Jiào” or “Shǐ” which is very difficult.
This study discovered that in order for Thai students to have a good grasp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have “Ràng”, “Qǐng”, “Jiào” or “Shǐ” function as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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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s, they should first understand the Thai meaning of these verbs. The teaching
1

2

orde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matched with semantic functions is as follows.
1．“Ràng”, “Jiào” or “Shǐ” mean to cause.
2．“Ràng”, “Jiào” mean to let.
3．“Qǐng”, “Jiào” mean to request.
4．“Ràng” means to allow.
5．“Qǐng” means to invite.
According to Teng (2005) subject and object semantic relations, the relations
of the pivotal sentenc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kinds: Agent - Agent; Agent - Patient;
Patient - Agent; Patient - Object as follows;
V1

NP1

NP2

V2
1. The event expressed by V2

“Ràng” means to allow, to let, .
Agent

“Qǐng” means to let, to request,
to invite

（Human）

The event is unrealized, or might
Agent
（Human）

“Jiào” means to let, to request

Agent
（Human）

（Human,

“Jiào” mean to cause
“Shǐ”

2. The event expressed by V2
The event is realized.

Patient
“Ràng”

happen.

The event expressed by V2
The event is realized.

event,
things）

Patient
（Human,
event,

The event expressed by V2

“Ràng”

Agent

“Jiào” mean to cause

The event is realized.

（Human）

“Shǐ”

things）
Patient
（Human,
event,

Patient

“Ràng”
“Jiào” mean to cause
“Shǐ”

things）
Table 5.3

1

（Human、

The event expressed by V2
The event is realized.

things）
NP1 and NP2 semantic relations and V1 and V2 meaning

The teaching orde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in term of semantic function is based on the total
frequency of mistakes; the semantic functions which there are few mistakes should be taught first. In
contrast, the semantic functions which usually involve mistakes should be taught last.

2

See Table 4.1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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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mentioned above, it was suggested pedagogy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have “Ràng”, “Qǐng”, “Jiào” or “Shǐ” function as V1. First, an experimental study
concerning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us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as
carried out. Second, the reasons behind the mistakes of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analyzed. After that,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mistake by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used to suggest a teaching sequence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for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Lastly, an explanation of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hese grammar
and semantic points were given.

VI. CONCLUSION
According to many articles of Chinese grammatical researchers, this thesis has
discussed a pedagogical grammar of th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hich have
“Ràng”, “Qǐng”, “Jiào” or “Shǐ” function as V1 for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by mak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aterials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Linguistics Research
Center corpus, and conducting an investigation using a questionnaire. What follows is
the final conclusion.

6.1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types as follows:
1. Subjects + “Ràng”, “Qǐng”, “Jiào” or “Shǐ” + Pivot + Active verb +
other
2. Subjects + “Ràng”, “Qǐng”, “Jiào” or “Shǐ” + Pivot + State verb + other

6.2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functions as follows:
1.“Ràng” means to allow, let, to cause.
2. “Qǐng” means to let, to request, to invite.
3. “Jiào” means to let, to request
4. “Shǐ” means to cause

6.3

The main reasons for mistakes
The results of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Chinese and Thai pivotal

sentences and the investigation from questionnaires to discover the reasons T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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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students make mistakes when studying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in
grammatical structure and semantic function are as follows:
6.3.1

The grammatical rule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re complicated; they can

be caused student make mistakes.
6.3.2

Some grammatical rules of Chinese and Thai pivotal sentences are different,

when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use them, they will be influenced by their first language.
6.3.3 Students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 first language and the second
language in order to discover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Students who learn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will summarize interference rules in studying from the first
language to the second language. Sometimes, their rules may be correct and
sometimes may be incorrect.

6.4

The sequence of mistakes
When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use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ey make

mistakes. The model below is based on percentage sequencing to sequence mistakes
that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make:
6.4.1

Mistakes in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at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make can be sequenced as follows
Inpropriate position of durative adverbs → Inpropriate position of Final
particle “Le” → Abbreviation of NP2 → Inpropriate position of “Bù”

6.4.2

Mistakes in the semantic function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that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make can be sequenced as follows:
6.4.2.1 Regarding the Thai meaning, students selected “Ràng”, “Qǐng”, “Jiào” or
“Shǐ”, to be sequenced as follows:

To invite → Let →to cause →to allow →to request

6.4.2.2 According to Chinese meaning, students selected “Ràng”, “Qǐng”, “Jiào” or
“Shǐ”, to be sequenced as fol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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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invite →To allow →To request →Let →To cause

The pattern sequencing of the pedagogical grammar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depends on the frequency of mistakes, i.e. those in which few mistakes are
made should be taught first. In contrast, those in which mistakes are usually made
should be taught last.
6.6

Discussion,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ies

1. However,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s of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re similar to
Thai pivotal sentences, but some words such as durative adverbs, negative adverbs
(Bù) which occur in Chinese pivotal sentences are problematic for Thai students.
These problems can be resolved by the PTS (The Principle of Time Sequence) of Dài
Hào, the Principle of Branching (PBD) and Head Parameter (HP).
2. This thesis takes students from three Thai universities as research samples;
however, Thai students in three universities do not represent the entire number of Thai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all universities. If the research sample was changed, the
results of analysis would als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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