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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佳作研究論文 
I.學生組 

（壹）中部阿美語否定詞研究－祈使句的語法結構 

張裕龍（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碩士） 

摘 要 

本論文討論否定句中「祈使句」的語法結構。阿美語祈使句的否定以 aka表示，位
於動詞之前居於句首，並區分了「命令句」及「勸使句」兩種結構句，且無論在肯定句

或否定句中皆使用同一套焦點標記。「命令句」的主事者為第二人稱，但「勸使句」沒

有人稱限制（包含一、二、三人稱單、複數皆可作為主事者）。另外「勸使句」有四種

表達結構，一、與 ho連用；二、與 han連用；三、與 tu連用；四、與第一人稱單數連
用等等，前兩種語意功能皆表示「請求」或「建議」，但與 han連用的勸使句必須與不
帶焦點的原型動詞詞根連用；與 tu連用結構則會表示「禁止」語氣；只與第一人稱單數
連用則作為表示對自我勸告的「自我勸戒」句。此外，祈使句中無處所焦點結構句，但

事實上並非無處所祈使句功能，而是因為要表示處所的祈使句時則是以”i”加上欲表地點
或處所的名詞連用而非關係焦點結構。否定詞 aka有一變體 ka，可與 tu連用亦表示「禁
止」外，也可以和 ho連用，但無法與 han連用。 
關鍵詞：中部阿美語、否定句、祈使句、命令句、勸使句 

 

祈使句結構是說話者對聽話者表達一種命令或勸使的語氣時所使用的語言結構，而

其中祈使句的勸使語氣含有表示請求、勸告、建議及禁止之意義。此類句型中，說話者

是命令或勸使聽話者去從事某事者，而聽話者則是祈使句中的主事者。本文中將探討中

部阿美語的祈使句結構及語法分佈，於第一章中說明肯定祈使句的焦點系統；第二章討

論祈使句的否定；第三章討論處所焦點的否定祈使句；第四章為結論。 

 

一、 肯定祈使句的焦點系統 
祈使句可表達「命令」、「勸使」（包括請求、勸告、建議及禁止等語氣）等語意，

並且會因所要表達的語意不同而使用不同的焦點標記。因為命令句或勸使句在語意的表

現上即有明顯的差異，因此接下我們將於本章把兩者分開來討論並逐一來檢視表達不同

祈使意義所使用的焦點標記。 

（一） 表達「命令句」的焦點系統 

在表達「命令」的祈使句中，說話者表達命令語氣的對象是聽話者（即第二人稱單

數的”你”或複數的”你們”），並作為該事件的主事者。不過在說話的過程中，聽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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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ee）通常是被省略的1。參看以下「主事焦點」例句並作直述句與命令句的對照
2： 
（1）a. mi-sti'    ci   mita    ci   putal-an. 
       AF-打  主格  mita   受格 putal-受格 
       mita要打 putal。 

b. pi-sti'  （kisu）  ci   putal-an. 
       PI-打   主.你  受格  putal-受格 
      （你）去打 putal。 

（2）a. ma-tayal-ay    cangra    i    rutuk. 
       AF-工作     主.他們  Prep   山上 
       他們在山上工作。 

b. ka-tayal   （kamu）    i     rutuk. 
       KA-工作   主.你們    Prep   山上 
       （你們）去山上工作。 

（3）a. k-um-aen   ci  mita    tu    titi'. 
        AF-吃   主格 mita   受格  肉 
       mita要吃肉。 

b. ka-k-um-aen  （kisu）   tu   titi'. 
         KA-吃      主.你   受格  肉 
       （你）去吃肉。 

（4）a. Ø-tayra     cingra   a    dafak. 
       AF-去     主.他   Lin  明天 
       他明天要去。 

b. ka-tayra   （kisu）  a    dafak. 
       KA-去     主.你   Lin  明天 
      （你）明天要去。 

例句(1)~(4)的 a句為肯定直述句，動詞所帶的焦點標記分別為 mi-；ma-；-um-及零
標記 Ø-動詞等，例句(1)~(4)的 b句為肯定祈使句的「命令」語氣，可以發現(1b)原動詞
所帶的焦點標記 mi-變化為 pi-，(2b)原動詞所帶的焦點標記 ma-變化為 ka-，(3b)的變化
在於多了一個標記 ka-但原動詞所帶的焦點標記-um-仍存在，(4b)原 Ø-標記動詞會帶 ka-
這個標記。以上顯示了除帶 mi-的動詞在祈使句結構中會以 pi-表示外，其餘的動詞都帶
有 ka-這個標記。而作為主語的聽話者”你”或”你們”通常於表達時是被省略的，此外，
原置於動詞後表示動貌的-ay在祈使句中也會消失(比較例 2的 a與 b)。 

透過以上分析，我們將主事焦點的肯定直述句與肯定祈使句的「命令」語氣的焦點

                                                
1 陳傑惠(1996：24)指出，在語境中「主事者」在說話者與聽話者的共同認知之內，故通常主事者在命令
句中是隱性的（implicit），沒必要一定要出現，這便是「主詞省略」（subject deletion）的情形。 
2 但為了討論方便，仍將聽話者 kisu「你」或 kamu「你們」標示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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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整理如下表格： 

 
表 1：主事焦點的肯定直述句與肯定祈使句「命令」語氣的焦點比較 

肯定直述句 肯定祈使命令句 
mi-V 
ma-V 
V-um- 
Ø-V 

pi-V 
ka-V 
ka-V-um- 
ka-V 

 

此外，根據 Sadoch與 Zwicky（1985）的分析，多數語言的命令句都有詞綴縮減（affix 
reduction）的情形。不過由以上主事焦點的命令句焦點標記結果顯示，阿美語似乎沒有
這種現象產生，而且非但沒減少反而增加（如焦點-um-變化成 ka-um-）或者在焦點系統
中並沒有焦點標記統一的情形（受事焦點除外），換言之，在阿美語的主事焦點中會依

動詞屬性的差異而出現三種表示命令句的焦點標記。 

          

如前所述，已知表示主語的聽話者（第二人稱的”你”或”你們”）通常是被省略的，
但若有明確指定的對象（如對兩個人以上或一個團體中的某一個人發出命令）時，則主

語不會被省略3。如下例句： 

（5）a. ka-tayal,    kisu！ 
       KA-工作  主.你  
       去工作，你！ 

b. kisu,   ka-tayal！  
       主.你  KA-工作   
       你，去工作！ 

而事實上其他「非主事焦點」和「主事焦點」不同的地方在於，在肯定直述句中，

雖然各焦點系統中的焦點標記都不只有一個，不過在表達祈使命令句時，「非主事焦點」

系統中的標記皆產生一致使用同一個標記-en的現象（無處所焦點命令句）。接下來我們
就來討論「非主事焦點」的肯定命令句。參看以下「受事焦點」例句： 
（6）a. ma-sti'   ni   mita    ci   panay. 

 PF-打   屬格  mita   主格 panay  
 panay會被 mita打。  

a'. sti'-en  （isu）  ci   panay. 
 PF-打  屬.你   主格 panay  
 （你）去打 panay。 

b. suwal-en    ci   mita. 
       告訴-PF   主格  mita 

                                                
3 陳傑惠（1996：24）稱此有強調、指定或呼名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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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告訴 mita。 
b'. suwal-en （isu）   ci   mita. 

       告訴-PF   屬.你  主格  mita 
        （你）去告訴 mita。 

c. mi-tangtang-an  ni   mita    kuni     a   dateng. 
   PF-煮-PF   屬格  mita   主.這個   Lin   菜 

  這個菜是 mita所煮的。 
c'. tangtang-en  （isu）    kuni    a   dateng. 

   PF-煮-PF   屬.你   主.這個  Lin    菜 
  （你）去煮這個菜。 
d.  kaen-an   na   mita   kura    hmai. 

  吃-PF   屬格  mita  主.那些    飯  
  那些飯是 mita他們所吃的。 

d'.  kaen-en  （namu）   kura    hmai.4 
   吃-PF    屬.你們   主.那些    飯  
  （你們）去吃那些飯。 

例句(6)a,b,c,d句為肯定直述句，顯示受事焦點的直述句有四種標記來標示主語的語
意角色；而 a',b',c',d'句為祈使命令句，並且從句中可以發現所有句子統一都以-en標示來
表達命令句型（畫有底線部份），因此此焦點祈使句所帶的標記在標示功能上較具一致

性。 

例句(6)的祈使句中作為受事者是定指的（difinite），這些受事名詞亦可以省略，如
下例句： 

（7）a. sti'-en  （isu）！  
 PF-打   屬.你   
 （你）去打。 

b. suwal-en （isu）！  

                                                
4 受事焦點帶-an和主事焦點中帶-um-的動詞在祈使句中會有不同的形式變化，列表如下： 
 
表 2：受事焦點帶-an和主事焦點中帶-um-的動詞於祈使命令句中的動詞變化 

主事焦點 受事焦點 
直述句 祁使命令句 直述句 祁使命令句 

k-um-aen（吃） ka-k-um-aen（吃!） kaen-an（吃） kaen-en（吃!） 
c-um-ikay（跑） ka-c-um-ikay（跑!） cikay-an（跑） cikay-en（跑!） 
r-um-adiw（唱歌） ka-r-um-adiw（唱歌!） radiw-an（唱歌） radiw-en（唱歌!） 
t-um-angic（哭） ka-t-um-angic（哭!） tangic-an（哭） tangic-en（哭!） 
 
由表中可以看出受事焦點和主事焦點帶-um-的動詞無論在直述句或祈使命令句中，除焦點所產生的變化
不同外，動詞也產生不同的變化，即主事焦點仍保留-um-，而受事焦點則是以原形動詞加-en呈現，而不
是以帶-um-的動詞形態呈現，此為受事焦點帶和主事焦點較為顯著的差異。另外，根據筆者所收集的語
料，帶-um-的動詞於受事焦點中都以原形動詞加-en呈現，但這和吳(2000：82)中所呈現的例句(受事焦點
句帶-um-動詞表達命令句時仍帶-um-)不同，或許具有地域性的語言差異，有待日後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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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PF    屬.你    
        （你）去說。 

c. tangtang-en （isu）！   
   PF-煮-PF  屬.你    

  （你）去煮。 
d.  kaen-en  （namu）！  
   吃-PF    屬.你們   
  （你們）去吃。 

工具焦點直述句分為兩類，即 sa-加上動詞形成的名物化結構及 sa-伴隨 pi-、ka-、
ki-等標記附著於動詞詞根形成的名物化結構，前一類所表達的是”工具”名詞，後者則是
表達”作為~用途”之名物化意義，並無直接的”工具”意義。接下來我們分別來討論這兩
類在祈使句的「命令」語氣中所使用的句法形式為何，例句如下： 

（8）a. sa-sti'   tu   wacu'   ningra   kuni. 
       IF-打  受格  狗     屬.他  主.這個 

            這是他打狗的棍子。 
b. sa-sti'-en   tu    wacu' （isu）  kuni. 

       IF-打-en  受格   狗   屬.你  主.這個 
       （你）用這根棍子打狗。 

（9）a. sa-kadat  tu   fukes    aku     kuni. 
IF-梳  受格 頭髮    屬.我  主.這個 

            這是我梳頭髮的梳子。 
b. sa-kadat-en  tu   fukes   （isu）    kuni. 

IF-梳-en  受格 頭髮    屬.你    主.這個 
            （你）用這把梳子梳頭髮。 

（10）a. sa-hacuk   tu   nanum    ningra   kuni. 
IF-舀   受格   水      屬.他  主.這個 

         這是他舀水的水瓢。 
b. sa-hacuk-en   tu   nanum   （isu）   kuni. 

IF-舀-en   受格   水     屬.你  主.這個 
         （你）用這個水瓢舀水。 

以上(8)~(10)的 a句為工具焦點 sa-的肯定直述句，例句中的動詞 sti'(打)、kadac(梳)、
hacuk(舀)等加上標示工具語意角色的 sa-之後即形成名物化結構，分別可被解釋成”棍
子”、”梳子”、”水瓢”等名詞意義。例句 b句是祈使句的命令型，且 sa-仍被保留，且例
句中的受事者可省略。另外 sa-V 結構本身即已具工具名詞意義，這和底下將討論的另
一工具焦點的句型結構不太相同。 

例句(8)~(10)的祈使句中作為主語的工具也是定指的（difinite），也就是說句子所強
調的是過程中所使用的(8b)這根棍子；(9b)這把梳子；(10b)這個水瓢等工具。不過，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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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這些受事名詞省略後，則句子將不具有祈使意味： 

（11）a. sa-sti'-en. （isu） 
        IF-打-en 屬.你 
       （你）打的棍子。 

b. sa-kadat-en. （isu）   
IF-梳-en   屬.你  

            （你）梳頭的梳子。 
c. sa-hacuk-en. （isu） 

IF-摇-en  屬.你 
        （你）搖水的水瓢。 

另外一類是用來描述「作為~用途」含意的名物化結構，但這一類結構並未具有直
接指「工具」之意義，這一類結構是 sa-伴隨 pi-、ka-、ki-等標記附著於動詞詞根形成的
名物化結構。請參看以下例句： 

（12）a. sa-pi-sti'    ni    ina    tu   wacu'    kuni. 
  IF-PI-打   屬格  媽媽  受格   狗   主.這個 
  這是媽媽用來打狗的。 
a'. sa-pi-sti'   ni    ina   tu   wacu'   a   oway   kuni. 
  IF-PI-打  屬格  媽媽  受格  狗   Lin   藤條  主.這個 

        這是媽媽用來打狗的藤條。 
b. sa-ka-k-um-aen  aku    kuni. 
    IF-KA-吃    屬.我  主.這個  
  這是我吃東西用的。 
b'. sa-ka-k-um-aen  aku   tu  hmay  a   kaysing   kuni. 
    IF-KA-吃    屬.我 受格  飯   Lin   碗    主.這個  
  這是我吃飯用的碗。 
c. sa-ki-adah   aku    tu   tiyad   kuni. 

        IF-KI-消滅 屬.我  受格  肚子  主.這個 
            這是我治療肚子痛用的(止痛藥)。 

c'. sa-ki-adah   aku   tu   tiyad    a    'eyu'   kuni. 
        IF-KI-消滅 屬.我 受格  肚子   Lin    藥   主.這個 

            這是我治療肚子痛用的藥(止痛藥)。 

例句 a,b,c 相較於 sa-V 的名物化結構，在語意上所強調的只是主語的”用途”或”功
能”，並未指涉到實際的工具名詞5，顯示 sa-pi-、sa-ka-、sa-ki-形成的名物化結構可以當

                                                
5 sa-pi-、sa-ka-、sa-ki-所形成的名物化是句子層次的名物化，並未指涉到實際的工具名詞，所以於句中加

入所欲使用的”工具(物件)”才能使意義有所指涉。而 sa-V本身就具有”工具”之名詞意義，不過於句中仍然
可以加上工具(物件)，如下列句中斜體字部份的 sa-sti'(打)及 oway(藤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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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關係子句修飾中心語名詞6，也就是說，sa-V 的名物化結構較偏向詞彙層次的名物化
(lexical nominalization)，而 sa-pi-、sa-ka-、sa-ki-所形成的名物化是句子層次的名物化
(clausal nominalization)（劉彩秀 1999：55-56）。 

釐清了 sa-V及 sa-pi-V、sa-ka-V、sa-ki-V兩類不同的名物化結構及所表達的意義後，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sa-pi-V、sa-ka-V、sa-ki-V這類句型的祈使句結構，參看以下例句： 

（14）a. sa-pi-sti'-en （isu）  a   oway   kuni. 
  IF-PI-打-en  屬.你  Lin  藤條  主.這個 

        （你）用這根藤條打。 
b. sa-ka-k-um-aen-en  （isu）   a   kaysing   kuni. 
    IF-KA-吃-en     屬.你    Lin    碗     主.這個  
  （你）用這個碗吃。 
c. sa-ki-adah-en  （isu）  a    'eyu'   kuni. 

        IF-KI-消減-en  屬.你  Lin    藥   主.這個 
            （你）用這個藥治療。 

由例句顯示，這類結構同樣可以-en來表達祈使意義，但必須於動詞後加上所使用
的”工具(物件)”並以”a”連結7。就焦點結構而言，也符合吳(2000：102)sa-的標示功能具
一致性外，-en的功能似乎亦是標示非主事者的焦點標記的說法。並且句中的主事者都
以屬格標示。 

此外，這類祈使句結構中作為主語的”工具（物件）”也是定指的（difinite），即所強
調的是用途過程中所使用的(14a)這根”藤條”；(14b)這個”碗”；(14c)這個”藥”等工具（物
件）。不過，若將這些受事名詞省略後，其功能也將不具有祈使意味： 

（15）a. sa-pi-sti'-en （isu）   a   oway 
  IF-PI-打-en  屬.你   Lin  藤條 

        （你）打的藤條。 
b. sa-ka-k-um-aen-en  （isu）  a   kaysing. 
    IF-KA-吃-en     屬.你   Lin   碗 
  （你）吃的碗。 
c. sa-ki-adah-en  （isu）   a   'eyu' 

        IF-KI-消減-en  屬.你   Lin   藥 
            （你）治療的藥。 
 

例句中所顯示的結果和前面在 sa-V中將受事名詞省略後即無祈使意味的解釋結果
                                                                                                                                                   
（13）sa-sti'    ni   ina   tu   wacu'   a   oway   kuni. 

IF-打   屬格 媽媽  受格  狗   連語  藤條  主.這個 

這是媽媽用來打狗的藤條。 
 
6 關於關係子句的討論請參閱吳（2000：151）。 
7 可參吳(2000：65)例句 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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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樣的，只不過差別在於這種屬於句子層次的名物化結構必須要加上”工具(物件)”，
這樣的句法通常在語言的使用上也較為完整而明確。 

處所焦點直述句以-an表示，不過這和工具焦點 sa-的結構不同，因為-an必須同時
和 ka-、pi-、ta-或 pi-sa-、pi-加名詞詞根等標記附著於詞根形成環綴結構8後才能夠具有

表示處所之意義。參看以下例句： 

（16）a.  ka-futi'-an    aku     kuni. 
  LF-睡覺-LF  屬.我   主.這個 

        這是我的房間。 
b. pi-danguy-an  na  wawa   itini. 
  LF-游泳-LF  屬格 小孩  主.這裡 
  這裡是兒童游泳池。 
c. ta-nginguy-an   niyam    kuni.  
  LF-洗澡-LF    屬.我們  主.這個 
  這是我們的浴室。 
d. pi-sa-dateng-an    ni    ina     itini. 
  LF-SA-菜-LF    屬格  媽媽   主.這裡 
  這裡是媽媽的菜圃。 
e. pi-paluma'-an   tu     kalitang    itini. 
    LF-種-LF  受格    四季豆   主.這裡 

        這裡是種四季豆的菜圃。 

例句顯示處所焦點直述句可以有以上標記標示處所意義，並可以發現這樣的環綴結

構亦可形成名物化結構。 

綜合以上討論，在焦點系統中的焦點分佈上，主事焦點系統不只一種祈使句焦點標

記，處所焦點不具有祈使句焦點標記，而受事焦點及工具焦點雖然具有皆以焦點標記-en
來標示祈使句的一致性外，不過原在受事焦點中的焦點標記會消失而工具焦點的原標記

並不會消失。另外在受事焦點中，-en具有不同的語意功能，即出現在直述句中顯示動
作行使者有較高的意志力，而在祈使句中則是反映祈使者的意志力（吳 2000：102）。 

我們將「非主事焦點」直述句及祈使句「命令」語氣的焦點變化比較於下表： 
 

表 3：「非主事焦點」的肯定直述句與肯定祈使「命令句」的焦點比較 
 肯定直述句 肯定祈使命令句 

受事焦點 ma-V, V-en, mi-V-an, V-an V-en 
工具焦點 sa-V sa-V-en 

處所焦點 
ka-V-an, pi-V-an, ta-V-an, pi-sa-N-an, 
pi-N-an 

－ 

 
                                                
8環綴(circumfix)：又稱合成綴，指同時在一個語詞或詞幹前後的詞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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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表達「勸使句」的焦點系統 

「命令句」是祈使句中較為強烈的語氣表達方式，但除了這種「命令」語氣外，祈

使句還可以表達比較委婉或客氣的意義，這樣的句子我們稱之為「勸使句」，勸使句內

含了請求、建議、勸告及禁止等語氣(表示禁止的勸使句留待第二章的(二)1節中單獨討
論)。我們先以中文及英文例句的對照來說明勸使句的意義： 

（18）請（你）讓我做吧！ 
Let me do it！ 

（19）（我們）走路回家吧！ 
Let's go home on foot！ 

（20）（我們）試試這把鑰匙！ 
Let's try this key！ 

中文例句(18)是一種「請求」的語氣，例句(19)~(20)兩者皆含有「建議」或「勸告」
的語氣，而英文例句中則是以 Let's或 Let「讓」來表達這三種語意。 

阿美語在表達「請求」、「建議」或「勸告」等語氣的勸使句時，有兩種句型用法，

一個是與 ho連用，另一個是與 han連用，接下來我們分別討論這兩種句型： 

1. 與 ho連用的勸使句 

與 ho連用的勸使句與表達「命令句」時所使用的焦點系統相同，參看以下例句： 

（21）a. pi-nginguy  ho  kaku！ 
        AF-洗澡   Asp  主.我 
        讓我先洗一下澡！ 
     b. ka-tayal   ho   kaku！ 

        AF-工作  Asp  主.我 
        讓我先工作一下！ 

c. ka-k-um-aen  ho  kaku！ 
AF-吃     Asp  主.我 

  讓我先吃(東西)一下！ 
d. ka-tayra  ho   kaku！ 

AF-去  Asp  主.我 
            讓我先去一下！ 

 （22）a. kaen-en  ho   aku！ 
        吃-PF   Asp  屬.我 
        讓我先吃一下！ 

例句(21)為主事焦點；例句(22)為受事焦點。從例句中可以觀察到勸使句所使用的
焦點標記和命令句相同，意即勸使句及命令句是共用同一套焦點標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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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例句(21)~(22)中我們知道主事者都是第一人稱單數，不過另外也有常常出現於勸
使句使用以第一人稱複數代名詞的情形，並且複數代名詞可分為有包含式（即包含聽

者，表示”咱們”）與排除式兩類（即不包含聽者，表示”我們”）（吳 2000：68）。接下來
我們來看看複數代名詞表達勸使句的句法情形： 

（23）a. pi-nginguy  ho   kita∕kami！ 
        AF-洗澡   Asp  主. 咱∕我們 
        讓咱∕我們先洗一下澡！ 

     b. ka-tayal   ho   kita∕kami！ 
        AF-工作  Asp  主. 咱∕我們 
        讓咱∕我們先工作一下！ 

c. ka-k-um-aen  ho    kita∕kami！ 
AF-吃     Asp  主. 咱∕我們 

  讓咱∕我們先吃(東西)一下！ 
d. ka-tayra  ho   kita∕kami！ 

AF-去   Asp  主. 咱∕我們 
            讓咱∕我們先去一下！  

e. kaen-en  ho   ita∕niyam！ 
        吃-PF   Asp  屬. 咱∕我們 
        讓咱∕我們先吃一下！ 

除此之外，當主事者為第二、三人稱（單∕複數）時也具勸使意義，意即聽話者為主
事者(指第二人稱)或說話者與聽話者都不是事件的主事者(指第三人稱)，並和上述與第
一人稱（單∕複數）所使用的助詞相同，句法行為（syntactic behavior）也相同： 

（24）a. pi-nginguy  ho   kisu∕cingra！ 
        AF-洗澡   Asp  主.你∕他 
        讓你∕他先洗一下澡！ 
      a'. pi-nginguy  ho   kamu∕cangra！ 
        AF-洗澡   Asp  主.你們∕他們 
        讓你們∕他們先洗一下澡！ 

b. kaen-en   ho   isu∕ningra！ 
        吃-PF    Asp   屬.你∕他 
        讓你∕他先吃一下！ 

b'. kaen-en   ho   namu∕nangra！ 
         吃-PF   Asp   屬.你們∕他們 
        讓你們∕他們先吃一下！ 

2. 與 han連用的勸使句 

阿美語的另一種勸使句是用 han表示，勸使句中與助詞 han連用來表達勸使意義的
句子中，動詞都以不帶詞綴的原型形態呈現，原帶-um-動詞也以原型動詞形態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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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 nginguy  han  aku！ 
         洗澡   Part  屬.我 
        （讓）我自己洗澡！ 
     b. tayal   han   aku！ 

        工作   Part  屬.我 
       （讓）我自己工作！ 

c. tayra    han  aku！ 
去    Part  屬.我 

           （讓）我自己去！ 
d. kaen   han    aku！ 

         吃   Part   屬.我 
        （讓）我自己吃！ 

透過例句顯示，從動詞本身無法判斷動詞是主事焦點或為非主事焦點，但從主事者

以屬格標示，可以推測出應是非主事焦點結構，所以助詞 han只能屬於非焦點結構祈使
勸使句所使用的助詞。此外，而 han也與 ho同樣可以和第一人稱複數及第二、三人稱
單複數使用： 

主事者為第一人稱複數，與助詞 han連用表示時。例句為「含聽話者的包含式」與
「不含聽話者的排除式」。 

（26）a. nginguy   han   ita∕niyam！ 
        洗澡     Part   屬. 咱∕我們 
        (讓)咱∕我們洗澡吧！ 
     b. tayal    han    ita∕niyam！ 

        工作    Part  屬. 咱∕我們 
       （讓）咱∕我們工作吧！ 

c. kaen    han    ita∕niyam！ 
吃     Part  屬. 咱∕我們 

 （讓）咱∕我們吃(東西)吧！ 
c. tayra  han    ita9∕niyam！ 

                                                
9 本方言中有一變體慣用語”ta” ，意義和第一人稱複數（包含式）的”ita”「我們」相同，通常這兩種語詞
是可相互通用的，並亦限於不帶焦點的動詞加上 han一起使用。例句如下： 
 
（27）a. nginguy   han    ta！ 
        洗澡     Part  屬. 咱們 

        (讓)咱們洗澡吧！ 

     b. tayal      han    ta！ 

        工作     Part  屬. 咱們 

        (讓)咱們工作吧！ 

c. kaen     han    ta！ 

吃      Part  屬. 咱們 

  (讓)咱們吃(東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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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Part    屬. 咱∕我們 
(讓)咱∕我們去吧！ 

 d. *kaen-en  han    ita∕niyam！ 
             吃-PF   Part   屬. 咱∕我們 

由例句顯示，第一人稱複數的勸使句也和第一人稱單數時的句法及焦點變化相同，

並且我們可以觀察到，與 han連用的動詞都無焦點附著。此外，第二、三人稱單複數也
可以和 han連用： 

（28）a. nginguy   han   isu∕ningra！ 
        洗澡     Part   屬.你∕他 
        (讓)你∕他洗澡吧！ 
    a'. nginguy   han   namu∕nangra！ 
        洗澡     Part   屬.你們∕他們 
        (讓)你們∕他們洗澡吧！ 

b. *kaen-en  han    ningra∕nangra！ 
             吃-PF   Part    屬.他∕他們 

c. *kaen-en  han    isu∕namu！ 
             吃-PF   Part    屬.你∕你們 

由以上討論可以得知，肯定祈使句在表達「命令」與「勸使」語氣時所使用的焦點

標記相同，命令句的主事者是聽話者（即第二人稱單數及複數），勸使句的主事者則無

此限制，即包括第一人稱單數及複數(含包含式及排除式)與第二、三人稱單複數皆可。
此外，「勸使句」有兩種類型，一種以 ho標示，一種以 han標示。與 han連用時，動詞
為原型動詞，無任何焦點標記，但從主事者以屬格標記可判斷應為非主事焦點結構。 

 

二、 祈使句的否定 
否定祈使句的功能在於說話者喝止聽話者進行某種行為或事件，用於祈使句的否定

詞以 aka來表示，置於句首，依語境的不同擁有表示「別；不要；不行；不可以」等意
義。 

（一） 「命令」語氣的否定 

關於「命令」語氣的肯定祈使句結構我們已在第一章的(一)中討論過，接下來我們
來討論否定祈使句中焦點動詞的變化，舉例如下： 

（29）主事焦點 
a. aka   (ka)  pi-alaw  （kisu）  tu  cudad. 

                                                                                                                                                   
 

d. tayra   han      ta！ 

去    Part   屬. 咱們 
            (讓)咱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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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KA   PI-看    主.你  受格  書 
        （你）不要看書。 

b.  aka  ka-ulah  （kisu）  ci    mita-an. 
  不要  KA-喜歡  主.你  受格  mita-受格 
  （你）不要喜歡 mita。 
c. aka   ka-r-um-adiw （kisu） i    ta-nginguy-an. 
  不要  KA-唱歌     主.你 Prep   LF-洗澡-LF 
  （你）不要在浴室唱歌。 
d. aka   ka-tayra  （kisu） i   taypak. 
  不要  KA-去    主.你 Prep  台北 
  （你）不要去台北。 

（30）受事焦點 
aka   ka-kaen-en （isu）  ni   mita    a    kasi. 

 不要 KA-吃-PF   屬.你  受格 mita    Lin  糖果 
（你）不要吃 mita的糖果。 

（31）工具焦點 
a. aka    ku   sa-sti'-en    tu  wacu'   （isu）  kuni. 

        不要  主格  IF-打-en   受格  狗    屬.你  主.這個 
       （你）不要用這根棍子打狗。 

b. aka   ku   sa-pi-sti'-en（isu） tu  wacu'  kuni    a   oway. 
  不要 主格  IF-PI-打-en 屬.你  受格  狗  主.這個 Lin 藤條 
  （你）不要用這根藤條打狗。 
c. aka   ku  sa-ka-r-um-akat-en  （isu）  kuni    a     payci. 
  不要 主格    IF-KA-走-en     屬.你 主.這個  Lin    錢 
  （你）不要用這筆錢當交通費。 
d. aka   ku   sa-ki-nga'ay-en   （isu）  kuni     a     eyu'. 

        不要 主格    IF-KI-好-en    屬.你  主.這個   Lin    藥 
        （你）不要用這個藥當醫治用。 

以上例句皆為否定祈使句的「命令句」式，例句(29)為主事焦點祈使句，例句(30)
為受事焦點祈使句，例句(31)為工具焦點祈使句。透過以上例句顯示，否定詞 aka的加
入並不會影響原肯定祈使句「命令」語氣時動詞的焦點標記，也就是說肯定祈使句與否

定祈使句的「命令」語氣是使用同一套焦點系統。另外，處所焦點祈使句的句式並不是

透過焦點變化來呈現，而是和”i”有較直接的關係，這部份留待第三章再做詳細的討論。 

將肯定與否定祈使句命令型的焦點系統表列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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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肯定與否定祈使命令句的焦點系統 
主事焦點 pi-V, ka-V, ka-V-um-, ka-V 
受事焦點 V-en 
工具焦點 sa-V-en 
處所焦點 － 

 

另外，我們從例句中可以觀察到，否定祈使句在否定詞之後都會出現 ka或 ku，也
就是說 ka與 ku的出現和否定詞有關，唯帶 pi-動詞前的 ka為一個非必要的標記10，並

且我們還可以發現 ka所接的是動詞11(例 29,30)，ku所接的是名詞或名物化結構(例 31)。
有關 ka與 ku的語法功能，我們在此不加以討論。 

（二） 「勸使」語氣的否定 

    接著我們來討論否定祈使句的「勸使」語氣的句法行為為何，參看以下與 ho連用
的否定勸使句： 

（32）a. pi-nginguy   ho  （kisu）！ 
        PI-洗澡    Asp    主.你 
        （你）先洗澡！ 
      b. aka   ho  (ka)  pi-nginguy （kisu）！ 
        不要 Asp  KA   PI-洗澡   主.你 

        （你）先不要洗澡！ 

（33）a. ka-tayal    ho  （kisu）！ 
        KA-工作  Asp   主.你 
        （你）先工作！ 

b. aka   ho  ka-tayal  （kisu）！ 
        不要  Asp  KA-工作  主.你 
        （你）先不要工作！ 

（34）a. ka-k-um-aen  ho （kisu）！ 
KA-吃      Asp  主.你 

  （你）先吃！ 
b. aka   ho  ka-k-um-aen （kisu）！ 
不要  Asp    KA-吃     主.你 

  （你）先不要吃！ 
（35）a. ka-tayra   ho  （kisu）！ 

KA-去   Asp   主.你 
            （你）先去！ 
                                                
10吳(2000：98)表示 ka-與 pi-同時出現在主事焦點祈使句中是為多餘的，並表示兩者似乎是反映其後動詞
的性質。 
11 有關 ka在其他南島語的語法功能請參閱蘇美娟（2003：41-42）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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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ka   ho   ka-tayra  （kisu）！ 
不要  Asp   KA-去     主.你 

            （你）先不要去！ 

（36）a. ka-kaen-en   ho  （isu）！ 
        KA-吃-PF   Asp  屬.你 
       （你）先吃！ 

b. aka   ho  ka-kaen-en （isu）！ 
        不要 Asp  KA-吃-PF   屬.你 
       （你）先不要吃！ 

例句(32)~(35)為主事焦點，例句(36)為受事焦點。從例句中顯示所使用的焦點標記
和肯定句時相同，唯於否定後的 ho會往前移至動詞之前12，就結構而言，肯定句是 V＋
ho；否定句是 aka＋ho＋V。  

接下來我們來看 han類型勸使句的否定： 

（37）a. nginguy    han （isu）！ 
       洗澡     Part  屬.你 

        （你）自己洗澡！ 
    b. aka  （ka） nginguy    han （isu）！ 

      不要  KA    洗澡     Part  屬.你 
        （你）不要自己洗澡！ 

（38）a. tayal     han  （isu）！ 
        工作    Part   屬.你 
        （你）自己工作！ 

b. aka （ka）  tayal     han  （isu）！ 
         不要  KA   工作    Part   屬.你 
        （你）不要自己工作！ 

（39）a. tayra    han （isu）！ 
 去     Part  屬.你 

  （你）自己去！ 
b. aka （ka）  tayra    han （isu）！ 
不要  KA    去    Part  屬.你 

  （你）不要自己去！ 

以上例句顯示，han類型勸使句的否定詞序和肯定句相同，動詞亦無變化。動詞後
的 ka是可以省略的 ka，因此不屬動詞的前綴。另外我們發現 han仍出現在動詞之後，
且不可移至 aka之後，如：          

                                                
12此處舉第二人稱為例，但第一及第三人稱的句法結構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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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a.  aka   (ka)  kaen  han  （isu）！ 
        不要   KA   吃   Part  屬.你 
        （你）不要自己吃！ 

b.*aka   han  (ka)  kaen （isu）！ 
            不要  Part  KA   吃   屬.你 

1. 表示「禁止」語氣的否定 

在討論中我們已知祈使句「勸使」語氣所表達的是比命令句委婉的語氣，並且勸使

句必須和 ho或 han連用來達成勸使意義，而且在表達「請求、勸告、建議」等勸使語
氣時也無人稱限制。另外，否定詞 aka還可以和”tu”連用產生勸使意義者，語氣表示「禁
止」。參看以下例句： 

（41）a. pi-cudad   tu   kisu 
        PI-書    Asp  主.你 

            你該讀書了。 
a'. aka    tu  （ka） pi-cudad   kisu. 

        NEG  Asp   KA   PI-書    主.你 
            你別再讀書了。 

b. ka-tayal    tu    kisu. 
        KA-工作  Asp   主.你 

            你該工作了。 
b'.  aka   tu    ka-tayal   kisu. 

        NEG   Asp   KA-工作   主.你 
            你別再工作了。 

c. ka-k-um-aen   tu   kisu. 
        KA-吃      Asp   主.你 

            你該吃了。 
c'.  aka   tu    ka-k-um-aen   kisu. 

        NEG   Asp    KA-吃      主.你 
             你別再吃了。 

d. ka-tayra   tu    kisu. 
        KA-去   Asp   主.你 

            你該去了。 
d'.  aka   tu    ka-tayra   kisu. 

        NEG   Asp    KA-去   主.你 
            你別再去了。 

（42）a. kaen-en   tu    ku   hmai   isu. 
        吃-PF   Asp  主格   飯   屬.你 
        你該吃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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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ka     tu  kaen-en    ku    hmai   isu. 
        NEG   Asp  吃-PF    主格    飯   屬.你 
        你別再吃飯了！ 

例句(41)為主事焦點，例句(42)為受事焦點，從例句中可得知，於第二人稱時否定
詞 aka與 tu連用後可表達「禁止」的語意。此外，肯定句時 tu的位置位於動詞之後，
否定句時會移至動詞前面，並且肯定句及否定句時所使用的焦點標記（包括單複數）仍

一致，即不影響焦點標記的變化。 

此外，否定詞 aka另有一變體（variation）”ka”，故(41),(42)的否定句也可以是以下
例句： 

（43）a.  ka   tu  （ka） pi-cudad   kisu. 
        NEG  Asp   KA   PI-書    主.你 

            你別再讀書了。 
b.  ka   tu    ka-tayal    kisu. 

        NEG  Asp   KA-工作   主.你 
            你別再工作了。 

c.  ka   tu    ka-k-um-aen   kisu. 
        NEG  Asp    KA-吃      主.你 

             你別再吃了。 
d.  ka   tu    ka-tayra   kisu. 

        NEG  Asp    KA-去   主.你 
            你別再去了。 

（44）  ka    tu   kaen-en   ku    hmai   isu. 
       NEG  Asp  吃-PF    主格   飯   屬.你 
        你別再吃飯了！ 

由例句可以觀察到 tu和 ho的句法結構非常相似，肯定句時位於動詞之後，否定後
會移至動詞前面，並且否定詞 aka這個簡略式的 ka也可以和 ho連用，不過和 ka連用後，
兩者語意或語氣完全不同，一個表示「禁止」，一個表示「勸使」。舉例如下： 

（45）a.  ka    tu. 
        NEG   Asp 
        不用了！ 

b.  ka    ho. 
        NEG   Asp 

            先不要∕先等一下。 
c.  ka   ho    ka-tayal    kisu. 

        NEG  Asp   KA-工作   主.你 
            你先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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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勸使句」與第一人稱單數的連用意義 

由肯定祈使句的討論中，我們知道表達勸使語氣的祈使句，主事者無人稱單、複數

的限制。不過在某種語境下，本方言的祈使句中有一種語意類似是「說話者」勸戒自己

不要去從事某事或動作，意即是自己在對自己說話，即以第一人稱代名詞單數作為該事

件的主事者時表現出一種”警告”或”警惕”的「自我勸戒」意義。參看以下例句： 

（46）putal： 
      sa-ka-tayra   i   taypak   a   lalan,  ma-plal-ay,  ka-talaw-an.  
      SA-KA-去  Prep  台北  Lin   路  AF-崩塌-AY  LF-怕-LF 
      去台北的道路崩塌了，很危險！ 
      mita,  haklung   kisu   ka-tayra  haw？ 
      mita    一起   主.你  KA-去   嗎 
      mita，要一起去嗎？ 

mita： 
        aka  ka-tayra   kaku.  

          不要 KA-去   主.我   
          我不要去。 

（47）putal： 
          haklung  kamu   takunan  tayla  i  talawadaw  mi-danguy  haw？ 
          一起    主.你們  受.我    去  Prep  河邊      AF-游泳    嗎 
          你們要跟我一起去河邊游泳嗎？ 
          panay、dungi、tfi'、asing： 
          hai,  tayra   kaku.   tayra   kaku. …… 
          是   AF-去 主.我   AF-去  主.我 
          是的，我要去，我要去 …… 

mita： 
          aka  ka-tayra   kaku 

不要 KA-去   主.我   
          我不要去。 

（48）putal： 
      mita,  ma-cahiw  kisu   haw？  kaen-en    kuni. 
      mita   AF-餓    主.你  嗎     吃-PF   主.這個 
      mita，你會餓嗎？這個給你吃。 

mita： 
          aka  kaen-en  aku 

不要 去-PF  屬.我   
          我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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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說話情境並非 mita有說話的對象，意即 mita並沒有把話說出來，而是 mita
自我內心的對話13。通常這是面臨危險時或是自己不願意去從事的事件時才會使用的語

境，例如例句(46)句是遇危險時的自我警惕，例句(47)句是因為害怕或自己不願去從事
時的自我警惕，例句(48)句是自己害怕或擔心時的自我警惕。而這種自己在對自己說話
的句子在語意上偏向自我內心思想的「自我勸戒」的功能，即有種自己在警告自己禁止

去從事某事或動作，而非解釋成自己在命令自己。另外這種結構的第一人稱主事者”我”
並不同與祈使句命令型時第二人稱主事者的”你” 可以被省略的情形，因為這種「自我
勸戒」的句法是無對話對象的(即是不含聽話者的)，因此若將第一人稱的”我”省略，語
意上就較無法判別主事者為誰，也無從了解該句為警告自己禁止去從事某事或動作的

「自我勸戒」的勸使句還是以第二人稱為主事者的命令句。此句型雖亦為「勸使」語氣

的祈使句，但由於句中並未出現得以連用產生勸使句意義的 ho或 han，所以這有別於勸
使句含有「請求、建議或勸告」語氣的句法表現，而是表現出一種”警告”或”警惕”語氣
的「自我勸戒」的句法行為，並限第一人稱單數時發生，亦限於主事焦點句及受事焦點

句時使用。此外，例句中所顯示的焦點標記仍和肯定及否定的命令句或與 ho連用的勸
使句相同。 

 

比較「命令句」與「勸使句」的否定與肯定和焦點系統的使用情形後可知，勸使句

使用的焦點系統一致，和命令句多了工具焦點的使用功能不同。列表如下： 
 

表 5：「命令句」或「勸使句」的否定、肯定和焦點系統的關係 
 

命令句 
勸使句 

與 ho連用 與 tu連用 與第一人稱單數連用 
主事焦點 ＋ ＋ ＋ ＋ 
受事焦點 ＋ ＋ ＋ ＋ 
工具焦點 ＋ － － － 
處所焦點 － － － － 

 

                                                
13 在有聽話對象的情境下，否定詞的否定表達句則是以另一個否定詞 na'ay「不要!」來表示，這種否定詞

具有較強烈表達”拒絕”的意味。例句如下： 

 

（49）a. na'ay  ka-tayra  kaku. 

  不要  KA-去  主.我 

我不要去。 

 

b. na'ay   kaen-en     aku. 

  不要   吃-PF    主.我 

我不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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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表示處所的祈使句 

在前述的討論中，我們並沒有發現用來表示祈使句的處所焦點句，一般來說我們都

會以直述句的焦點結構來檢視祈使句的焦點變化結果，但要表示處所的祈使句時則是

以”i”加上欲表地點或處所的名詞連用而非關係焦點結構。參看以下例句： 

（50）a.   i    ka-futi'-an    a    r-um-adiw. 
   Prep  LF-睡覺-LF  Lin    AF-唱歌 

        在房間唱歌。 
b. aka  （ka）  i    ka-futi'-an     a    r-um-adiw.  
  不要  KA  Prep  LF-睡覺-LF   Lin    AF-唱歌 

            不要在房間唱歌。 
（51）a.   i    tafalung      a     mi-sa-luma'. 

   Prep   太巴塱     Lin    AF-SA-房子 
    在太巴塱蓋房子。 
b. aka  （ka） i    tafalung     a     mi-sa-luma'. 
  不要  KA  Prep  太巴塱    Lin    AF-SA-房子 

        不要在太巴塱蓋房子。 

（52）a.  i    taypak    ku    ruma'. 
  Prep   台北    主格   家 

        住在台北。（以台北為家） 
b. aka （ka） i    taypak    ku    ruma'. 
  不要 KA  Prep   台北    主格   家 

        不要住在台北。（不要以台北為家） 

透過例句可以觀察到，似乎由”i”引導的處所或地點有構成處所意義的功能，再者表
示處所句的焦點標記於否定後也無變化產生。此外，表處所的否定祈使句，aka後面的
ka為一可以省略的 ka，參看以下例句： 

（53）a. aka  （ka）  i    pi-sa-ayam-an     mi-salama. 
        不要  KA   Prep  LF-SA-雞-LF    AF-玩耍 
        不要在雞寮玩。 

b. *aka （ka）  pi-sa-ayam-an    mi-salama. 
        不要  KA   LF-SA-雞-LF    AF-玩耍         

c. aka    i       pi-sa-ayam-an    mi-salama. 
        不要  Prep     LF-SA-雞-LF    AF-玩耍 
        不要在雞寮玩。 

吳（2000：102）認為祈使句結構沒有處所焦點句，如果要以處所為祈使句的重心，
祈使句的謂語是由”ka  i”加上地點而成。不過由以上例句顯示，顯然”ka  i”的存在是為
合理的之外，而 i的存在非必要 ka的配合，但 ka不能沒有 i而存在，且不論句式如何
變化，表示所在位置的地點或處所仍置於”i”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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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結論 
綜合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得知： 

（一） 阿美語祈使句的否定以 aka表示，位於動詞之前居於句首。 

（二） 阿美語祈使句區分了命令句及勸使句兩種結構句，無論在肯定句或

否定句中的焦點標記在使用上共用同一套焦點標記。 

（三） 命令句的主事者為第二人稱，但勸使句沒有人稱限制（包含一、二、

三人稱單∕複數皆可作為主事者）。 

（四） 勸使句中與 ho連用的焦點系統為「主事焦點」及「受事焦點」，且
肯定與否定句中 ho的位置不同。 

（五） 勸使句中與 han連用的動詞為原型動詞，且肯定與否定句中 han的
位置仍相同。 

（六） 勸使句中有一「自我勸戒」句結構，僅以第一人稱單數作為其主事

者。 

（七） 處所焦點的否定祈使句是以”i”加上名詞來表達實際的或心靈的位
置或處所。 

（八） 否定詞 aka有一變體 ka，可與 tu連用表示「禁止」外，也可以和
ho連用，但無法與 han連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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