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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動詞在句子中是一個關鍵的角色，因此動詞在語言學界被廣泛的研究，而事件

類型(event type)就為其中一個典型的動詞研究主題，事件類型為研究動詞本身所包

含之內部時間，而本論文研究澳門手語的事件類型，找出澳門手語動詞的基本句法

現象；本文研究根據 Vendler(1967)的事件類型分類及定義，並使用 Chang(2001)的各

個事件類型的漢語句法特性表來套入澳門手語的句子，看看澳門手語的表達方式及

其意義，並用澳門聾人及研究者本身為語料收集對象。 

  本文共有四大主要部份，第一部份為澳門手語行動動詞的基本句法，裡面有進

行式、表持續時間副詞、框架副詞、表等級副詞、包含｢快｣的副詞、命令句式以及

表意志力副詞，以上的組合，除了與框架副詞在一起不合法，表等級副詞是在特殊

情況下可在一起之外，在澳門手語行動動詞的基本句法裡都是合法的。 

  第二部份為澳門手語完成動詞的基本句法，裡面有進行式、表持續時間副詞、

框架副詞、表等級副詞、包含｢快｣的副詞、命令句式以及表意志力副詞。以上的組

合，在澳門手語的基本句法裡都是合法的。 

  第三部份為澳門手語成就動詞的基本句法，裡面有未完成式、表持續時間副

詞、框架副詞、表等級副詞、｢快｣的副詞、命令句式以及表意志力副詞。以上的組

合在澳門手語的基本句法，與表持續時間副詞、框架副詞、表等級副詞以及｢快｣的

副詞是合法的，未完成式、命令句式以及表意志力副詞是不合語法的。 

  第四部份為澳門手語狀態動詞的基本句法，分為兩個小部份，第一小部份是看

看澳門手語狀態動詞的特性以及基本句法，而第二小部份為狀態動詞與不同的程度

組合的基本句法。 

   本研究為初步之澳門手語研究，也是澳門手語研究的第一步，因此期許未來能

更全面研究各種澳門手語的句子類型，且能推動更多語言學家以及聾教育者去關注

澳門手語。 

 

關鍵字：澳門手語、事件類型、語義、句法、動詞內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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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前言 

  動詞基本上有分及物動詞及不及物動詞，動詞的分類可影響到句法的呈現，不

及物動詞不需要受詞，如(1a)，及物動詞則需要受詞，如(1b)，如果沒有了受詞，句

子就不合語法，如(1c)。 

  

(1) 

a. 他哭了。 

b. 他買了一件衣服。 

c. *他買。 

  

此外，有的動詞可以出現在進行式中，有的則不行，例如「跑步」可以使用進

行式，而「死」則不能，如(2)及(3)所示。 

 

(2)  他正在跑步。 

(3) *他正在死。  

 

以上的例子都證明動詞有其研究的價值，研究動詞的理論很多，而事件類型

(event structure)是其中一個經典的研究動詞的理論，事件類型是研究動詞的內部時

間，根據 Vendler (1967)把事件類型分成四大類，分別為行動動詞(Activities)、完成

動詞(Accomplishments)、狀態動詞(States)以及成就動詞(Achievements)，其分類是根

據動詞的內部時間來分類的，不同的事件類型就有不同的句法特徵，也就是說動詞

本身的語意會影響到句子的表達，事件類型就是從詞彙的認知語意的角度去看其詞

彙的語意如何影響句子的表達，而事件類型的理論簡介將在下一節一一呈現。 

  



 

  2  

 

1.2 事件類型的簡介 

  根據 Vendler (1967)把動詞分成四大類，其分類的依據為其動詞在動作之內在時

間，那四大類分別是動作動詞(Activities)（如：走，跑）、完成動詞(Accomplishments)

（如：殺死，學會）、成就動詞(Achievements)（如：發現、死）以及狀態動詞(States)

（如：飽、高）。 

 

根據 Tai(1984)對四個事件類型的解釋如下： 

動作動詞：持續進行的時式但沒有時間終點。 

完成動詞：持續進行的時式但有時間終點。 

成就動詞：沒有持續進行的時式，但斷定單一瞬間的時間。 

狀態動詞：沒有持續進行的時式，但斷定為一個較短或較長的一段時間。 

    

  從以上可以知道，動詞的四大類是以該動詞本身的內部時間有沒有終點，如

Tai(1984)所說，像是「走」及「高」都沒有終點，但「發現」及「學會」就有終點，

因為動詞有這些特性，故而有不同的句法表現，根據這些事件類型的句法特性，Chang 

(2001)整理出事件類型的句法特徵表如表 1.1。 

  

 

 
行動動詞 

(Activities) 

完成動詞 

(Accomplishments) 

狀態動詞 

(States) 

成就動詞 

(Achievements) 

未完成式     

表持續時

間副詞 
   

（特別情形下才

可以） 

框架副詞     

命令句式     

加入動詞

「強迫」 
    

加入表意

志力副詞 
    

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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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表試試直接列出實際的例子看看其事件類型的句法特徵，句子如(4)-(9)。 

 

(4) 命令句式 

     a. *餓！   （狀態動詞） 

     b. 跑！    （動作動詞） 

     c. 畫一幅畫！ （完成動詞） 

     d. *發現錢包！ （成就動詞） 

 

(5) 加上動詞「強迫」 

     a. *他強迫我餓。   （狀態動詞） 

     b. 他強迫我跑。    （動作動詞） 

     c. 他強迫我畫一幅畫。 （完成動詞） 

     d. *他強迫我發現錢包。 （成就動詞） 

 

(6) 加入表意志力的副詞 

     a. *我努力地餓。    （狀態動詞） 

     b. 我輕鬆地跑。    （動作動詞） 

     c. 我認真地畫一幅畫。 （完成動詞） 

     d. *我努力地發現錢包。 （成就動詞） 

 

(7) 未完成式 

     a. *我正在餓。    （狀態動詞） 

     b. 我正在跑。     （動作動詞） 

     c. 我正在畫一幅畫。  （完成動詞） 

     d. *我正在發現錢包。  （成就動詞） 



 

  4  

 

 

(8) 表持續時間副詞 

     a. 我餓了好幾天了。   （狀態動詞） 

     b. 我跑了一個小時。    （動作動詞） 

     c. 我畫一幅畫畫了３個小時。 （完成動詞） 

     d. 我發現錢包３個小時了。 （成就動詞） 

 

(9) 框架副詞 

     a. *我在５分鐘內餓。   （狀態動詞） 

     b. *我在５分鐘內跑。    （動作動詞） 

     c. 我在五分鐘內畫一幅畫。 （完成動詞） 

     d. 我在５分鐘內發現錢包。 （成就動詞） 

 

  從(4)—(9)的例子看出，動作動詞因本身並沒有終點，因此沒有辦法在句子中給

予時間終點；而狀態動詞因為本身有被動的意義且沒有終點，因此在句子中只能用

表持續時間副詞；而成就動詞因為本身包含了終點，而且是不可逆的事件，因此在

句子中只能與框架副詞一起出現，而表持續時間副詞則是在某些情況才適用；最後

完成動詞本身是包含了過程，也包含終點，因此都適用。 

  因為有以上事件類型的理論以及句法特徵表，有一些現象是可以解釋的，例子

如(10)及(11)。 

 

(10) 他正在跑步。 

(11)  *他正在死。 

 

  (10)及(11)的句子同樣都是表達事件正在進行當中，但不同的動詞種類卻有不同

的句子表現。(10)的句子成立而(11)卻不成立，其原因就是(10)的動詞是「跑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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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時間是沒有終點且持續進行，其事件類型是行動動詞，因此可以表示事件的持

續進行；而(11)的動詞是「死」，其內部時間是有時間終結點且發生的時間是瞬間的，

其事件類型為成就動詞，因為其事件是瞬間發生的，所以無法表達事件持續進行，

事件類型的理論就是可以解釋為何有以上的現象。 

  本文想了解澳門手語的事件類型有何句法表現，因此本文將根據 Vendler (1967)

的事件類型的分類以及 Chang (2001)的各事件類型特性的句法特徵，去觀察並整理澳

門手語事件類型的基本句法及其表達方式。 

 

1.3 研究動機與目的 

  隨著時代的推進，手語的地位從被忽略到大量的被研究，手語的地位也從不被

認為是語言，到現在被語言學界認為是語言，現在手語語言研究正是發展的時候，

因此研究手語的大學不少，如美國的高立德大學（Gallaudet University）、香港中文

大學等，不同國家及地區都分別有大學在做當地手語研究，或是不同國家手語的比

較，當然也有不少的手語動詞也有被研究，如 Tang (2003)的香港手語動詞的動作與

位置，Liu (2005)的台灣手語事件類型，Rathmann (2005)的美國手語事件類型研究等，

但澳門手語在學術上一直被忽略，也沒有被任何大學或專家在澳門手語上做任何的

研究，為此希望為澳門手語的研究做出一個開端，並以期望籍此研究推動更多專家

學者研究澳門手語。 

  一個句子裡，動詞在句子裡是一個關鍵位置，手語也不例外，而事件類型不但

是針對動詞做研究，更是在研究動詞本身內部的時間表達，以及根據其內部時間表

達在句法上的角色及句子的表達有何不同，如澳門手語例子(12)。 

 

(12) 他 我 看(hold)。 

   “我在看著他。” 

 

  從例子(12)看出澳門手語比中文的表達更為簡潔，因此會想知道，到底澳門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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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件類型有什麼現象？所以本文主要是探討這一部分，並找出澳門手語事件類型

的現象並予以歸納。 

  世界各國聾人的語文能力低下，澳門聾人也不例外，因此也希望可以藉由本研

究讓聾教育者參考，以提升聾人的中文教育水準並可促進聾人教育的前進及進步；

也希望可以讓語言研究者作為一個參考及推動。 

 

1.4 聾人及澳門的狀況 

1.4.1 聾人的狀況  

  全世界聾人的語文能力普遍低下，如張榮興 (2014)提到聾人常被貼上「缺乏溝

通能力」或是「聽、說、讀、寫能力不佳」的標籤，澳門的聾人也不例外；在香港，

已有香港中文大學在著手研究雙語教學的成效，但反觀澳門不但沒有大學在研究澳

門手語，聾人的教育也不被重視，因此現今大多數的聾人中文能力仍低下，甚至也

有少數聾人不但不會中文，也不會手語的，雖然有聾人機構在推動聾人的識字以及

中文理解能力，但成效不大，因此像新聞之類的內容，聾人大多不太理解，他們都

是以圖畫或照片去猜測新聞的內容，除非有會手語的人以手語對聾人講解新聞，正

因為如此，澳門大多數的聾人都是從事低下階層的工作，如清潔工、機械式的工作

等等。有鑑於此，本研究以事件類型的動作動詞作為開端研究澳門手語的表達與中

文句子的差異，而事件類型的研究主要在於時間詞以及句法的上研究，根據其差異

呈現出澳門手語事件類型的基本句形，讓語言學家以及從事聾教育的人士參考，藉

此推動手語教學，期望提升澳門聾人的中文水準以及其社經地位。 

 

1.4.2 澳門的狀況  

  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2019 年第一季的資料顯示，澳門總人口

約為六十七萬，又根據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工作局「殘疾評估登記證」的統計資料

顯示，截至 2019 年六月，有正式登記為聽障的人數為 3112 人，而聾人的人數就不

得而知，如依據以上的數據來算，澳門的聽障人數比例約為千分之四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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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聾人教育方面，根據李秀娟(2014)提到，澳門聾教育始於 1978 年，當時的學校

名字為路德會聖保羅學校，為現今的協同特殊學校，也是澳門唯一一所特殊學校，

然而現在澳門的聾人教育狀況，只有澳門協同特殊教育學校提供聾人教學服務，但

不是只收聾生，澳門協同特殊教育學校同時接納各種身心障礙類別的學生但該校有

手語課，會手語的老師的教學方式，與台灣啟聰學校的手語教學方式是一致的，那

就是使用手勢中文(Signed Chinese)，根據中文之文法以及字詞排序打出該手語，但大

部分的老師是不會手語的。而本文之手語研究不會採用手勢中文，因其不是聾人溝

通時所使用的手語，手勢中文只是為了老師在教學時方便教學而使用的工具而已，

除了特殊學校之外，另一種特殊教育方式就是回歸主流，也就是普通學校，但澳門

的普通學校都沒有所謂的特教班或啟聰班，都是與一般聽人學生一起上課。 

  澳門手語方面，澳門手語依然是聾人主要使用的語言，但澳門手語並不是官方

語言，澳門的官方語言是葡萄牙語以及中文，澳門在 1999 年回歸大陸後，有不少的

大陸人移民到澳門，其中當然也有聾人，在這些情況之下，澳門手語混雜了一些大

陸手語，在澳門手語研究上，更是完全一片空白，沒有任何一所大學對澳門手語有

研究及發表，因此澳門手語的歷史更加難以考究，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澳門手語與香

港手語都同樣來自大陸手語系統，各地根據自身環境發展出自己的手語特色，而港

澳手語是可以互通的。 

 

1.5 研究方法 

  在語料的收集中，本研究根據 Vendler (1967)的事件類型的分類，也就是分別為

行動動詞、完成動詞、狀態動詞以及成就動詞，以及根據 Chang (2001)的各事件類型

的特性的句法特徵(如表 1.1)直接套入澳門手語，根據其句法做出手語句子，研究者

本人以澳門手語打出來讓兩位澳門聾人去判斷句子的表達是否合乎文法，然後把所

有澳門手語事件類型的句子收集並整理，以觀察澳門手語事件類型的基本句法及其

表達意義為何。 

  在語料收集的對象上，本文以兩位澳門聾人作為語料收集的對象，分別為一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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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兩位都是五十多歲的中年人，都是出生在澳門且在澳門特殊學校畢業的聾人，

其手語成長環境都是在澳門回歸以前的，所以可確保沒有受到後來的大陸移民來澳

的聾人的手語影響，都是為當地澳門聾人的手語，同時語料收集對象也會加上研究

者本身，因研究者本身也為澳門聾人且有語言學之背景，同時因為地理原因，本研

究者打的手語句子，是以視訊的方式，經過澳門聾人的確認才會採用，因此具有一

定代表性，錄影後會根據各事件類型的基本句法找出並歸納澳門手語的表達現象。 

 

1.6 架構 

  本論文架構的安排如下：第一章為緒論，簡單的介紹一下研究背景、動機，理

論的簡介以及研究方法。第二章為行動動詞，說明行動動詞的特性，以及呈現出澳

門手語行動動詞的句法及語意。第三章為完成動詞，說明完成動詞的特性，以及呈

現澳門手語完成動詞的句法及語意。第四章為狀態動詞，分成兩個部分介紹，第一

部分為說明狀態動詞的特性以及研究澳門手語狀態動詞的句法及語意，而第二部分

為狀態動詞與各個程度副詞的語意及句法。第五章為成就動詞，說明成就動詞的特

性，以及呈現澳門手語成就動詞的句法及語意。第六章則為結論，總結本文的內容

以及探討未來澳門手語可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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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行動動詞 

 

2.1 前言 

  Vendler (1967)根據動詞本身的內部時間特性，將動詞劃分為四個種類，分別是

行動動詞(Activities)、完成動詞(Accomplishments)、狀態動詞(States)以及成就動詞

(Achievements)。本章探討行動動詞(Activities)，希望了解行動動詞本身的特性，再根

據其特性了解句法的特性，並且進一步了解澳門手語動作動詞的語意及句法。 

  Tai (1984)把漢語行動動詞定義為沒有時間終點且一直持續進行的事件，如「跑

步」、「走路」、「哭」等。而 Chang (2001)提到那些行動動詞可以是及物動詞，如「喝

飲料」、「看書」以及「學手語」等等，也可以是不及物動詞，如「哭」、「笑」、「跑」

等等。又如 Vendler (1967)所說的，行動動詞事件是同樣的動作且一直持續下去，Bhatt 

& Green (2005)也提出了類似的說法，行動動詞是由多個重複的小動作事件所組成的，

如「游泳」這個動詞一般會想到雙手不斷地在水裡划動以及雙腳不斷地重複在水裡

上下拍打組合而成，也就是一個行動動詞的事件是由很多小動作的組合而成的。由

以上那些多個重複小動作事件所組成且一直持續下去的特性，可延伸到如 Li & 

Thompson (1981)、Chu (1983)、Tai (1984)、He (1992)以及 Gu (1999)等人所提，漢語行

動動詞的事件可以和時貌標記「在」一同出現，以表示事件的未完成的概念。例子

如(1)跟(2)。 

 

(1) 他在跑步。 

(2) 他在哭。 

 

  例(1)中的句子並沒有告知我們他什麼時候跑完，我們只知道他在跑步的這個事

件當中，例(2)的句子也同樣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才結束「哭」這個事件，只知道他正

在哭，因此行動動詞事件結束的點可以有無數的可能性，如「一個小時後」、「一天」

甚至「一個月」等等。這完全符合前面所說的，行動動詞本身並沒有包含終結點(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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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ifka 1992)。 

    承上前面所說的，因為行動動詞本身並沒有包含終結點而且是持續的過程，所

以行動動詞可以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同時，Chang (2001)也提到行動動詞能與

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是因為行動動詞事件本身的內部時間沒有包含時間終結點，

如圖 2.1。 

 

       起始前階段   起始點 延展階段(表持續時間) 

 

        Ａ       Ｂ     Ｃ 

圖 2.1 

 

  圖 2.1 說明一個事件之前是另一個事件，也就是圖 2.1 中 A 的那一個階段，而 

圖 2.1 中的 B 就是前一個事件的終結點，同時也是新事件的起點，那行動動詞與表

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時，就是指圖 2.1 中Ｃ的那個階段，表示事件已經開始且持續

進行當中，例子如(4)和(5)。 

 

(3) 他跑了一個小時。 

(4) 他哭了三十分鐘。 

   

  以例子(3)來看，圖 2.1 中的Ａ就是事件「跑」之前的一個事件或階段，那Ｂ是

「跑」的這個事件的起始點，而 C 就是開始跑之後的持續時間，且表達已跑了一個

小時，因此加入表持續時間副詞代表事件是正在且持續發生，這與內部時間沒有包

含時間終結點的特性沒有衝突，因此可以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 

  以上都是討論漢語行動動詞與沒有終結點的副詞或時貌在一起的句法現象，那

麼，如果是與有終結點的副詞在一起，又會有怎樣的句法現象呢？ 

  首先來看看行動動詞與框架副詞的句法現象，Chang (2001)提到，行動動詞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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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會與框架副詞(frame adverbial)在一起，如「在十分鐘內」，如例子(5)，副詞「在十

分鐘內」與本身沒有終結點的行動動詞在一起，有不相容的地方，因為那個副詞只

只能與有終結點的事在一起，這說明了為什麼行動動詞通常是不會與框架副詞在一

起。但如果在框架副詞的基礎上再加上「會…開始」就能成立，如例(6)，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行動動詞上賦予一個邊界(boundary)，不管是起點或終點，那麼框架副詞

就可與行動動詞在一起，同時也要加上未來時間詞「會」，這樣才會成立，如例(6)在

「跑步」的這個行動動詞事件上賦予一個起點「開始」並在句前加上未來時間詞「會」，

這個句子就合法了。 

 

(5) ?他在十分鐘內跑步。 

(6)  他會在十分鐘內開始跑步。 

 

  除了框架副詞之外，還有一種副詞也是只能與有終結點的事件一起的，那就是

表等級副詞(scalar adverbials)，如「差不多」、「幾乎」、「快要」等等。Chang (2001)提

到行動動詞本身不包含時間的終結點，因此不能與表等級副詞(scalar adverbials)在一

起。如例子(8)和(9)。 

 

(7) *他差不多/幾乎跑了。 

(8)  *他差不多/幾乎哭了。 

 

  例(7)和(8)都不成立的原因與的差不多，那些表等級副詞必須要與有邊界的事件

作為參照點在一起才能具有意義，以例(7)來說明，事件為「跑了」，但那個事件並沒

有一個邊界或終結點作為參照點，因此不合法，也就是說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的事

件一定是有邊界的，例子如(9)及(10)。 

 

(9) 他差不多/幾乎跑了一千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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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差不多/幾乎哭了一個晚上。 

 

  (9)說明其參照點為一千公尺，所以那個人跑了一千公尺左右，一千公尺正是

邊界點，因此句子是成立的。 

  以上討論了行動動詞與未完成式，與有終結點的事件在一起的副詞等等之外，

行動動詞還有一個特性，那就是可以經由施事者的個人意志力去達成及操作。其證

明分析如下。 

  根據 Teng (1981)，行動動詞可以用在命令式(imperative)的狀況，比如用命令語

氣，又或是加上動詞補語「逼」或「勸」，如例子(11)和(12)。 

 

(11) 跑！ 

(12) 他逼我哭。 

 

  從例子(11)和(12)可知，行動動詞本身可以由做該動作的人的個人意志來執行，

所以才可以使用強迫式的口吻或加上動詞補語「強迫」或「勸」，希望或強迫某人經

由自己的意志去進行該動作。如例(11)，因為「跑」這個事件是可以經由被命令的人

的個人意志力去操作並達成該事件，因此行動動詞可以使用命令式或加上動詞補語

「強迫」或「勸」。 

  由於上述的特點，行動動詞也可以和表意志力副詞(agentive adverbials)一同出現，

原因是行動動詞可由動作的人用自己的意志去操作，那就代表該施事者可以用不同

的方式操作，比如「輕輕地」或「專心地」等等，如例子(13)和(14)。 

 

(13) 我輕輕地拿鑰匙。 

(14) 我專心地學英文。 

 

  綜合上述討論的內容，就可以得出以下的行動動詞句法特性表，也如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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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裡行動動詞特性表一樣，如表 2.1。 

 

 行動動詞 

進行式  

加入表持續時間副詞  

加入框架副詞  

加入表等級副詞  

命令式句子  

加入表意志力副詞  

表 2.1 

 

  了解行動動詞的特性後，接下來我們要探討澳門手語與行動動詞的語意及句

法。將會在 2.2 討論澳門手語行動動詞的特性，2.3 討論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進行

式，2.4 討論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持續類時貌動詞，2.5 討論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表

持續時間副詞，2.6 討論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框架副詞，2.7 討論澳門手語行動動詞

與表等級副詞，2.8 討論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包含快的副詞，2.9 討論澳門手語行動

動詞與命令句式，2.10 討論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表意志力副詞，而 2.11 則為本章總

結。 

 

2.2 澳門手語行動動詞的特性 

  Tai (1984)把漢語行動動詞定義為沒有時間終點且一直持續進行的事件，如「跑

步」、「走路」、「哭」等，澳門手語的行動動詞也同樣的是沒有時間終點且一直持續

進行的事件，這個定義是共通的。而 Chang (2001)提到那些行動動詞可以是及物動詞，

如「喝飲料」、「看書」以及「學手語」等等，也可以是不及物動詞，如「哭」、「笑」、

「跑」等等，澳門手語也同樣的可以是不及物動詞，如「吃麵」、「咳嗽」、「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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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也可以是及物動詞，如「穿衣服」、「買報紙」、「學手語」等等。Vendler (1967)

也指出行動動詞事件是同樣的動作且一直持續下去，Bhatt & Green (2005)也有提出類

似的說法，行動動詞是由多個重複的小動作事件所組成的。澳門手語行動動詞也是

同樣是由多個重複小的動作事件所組成的，而且比漢字更具體、更明顯。如「吃麵」

這個動詞，在澳門手語中，右手伸出食指及中指，代表筷子，而右手做出碗的形狀，

代表那碗麵，右手重複的來回在右手及嘴巴之間，這也証明了行動動詞由很多小部

動作的組合而成的。 

 

2.3 行動動詞與進行式 

  在漢語，行動動詞與進行式的表達上，都會在動詞前加未完成貌「在」，如例

子 (15)和(16)。 

 

(15) 他在跑步。 

(16) 他在畫畫。 

 

  除此之外，根據黃宣範譯(1982)的版本，activity verb 翻譯成行動動詞，並行動動

詞分成兩種，分別為動作動詞 (action verb)以及姿態動詞 (verb of posture)。動作動詞

就是表示“行動＂，如「跑」、「走」以及「打字」等等，同時也有不表示動作但有

行動的動詞，如「欣賞」、「看」、「研究」等等。而姿態動詞則是表示姿態或身體的

位置的動詞，如「坐」、「站」和「睡」等等。在漢語中，不管是動作動詞或姿態動

詞，使用未完成式表達都需在動詞前加未完成貌「在」，動作動詞的未完成式句子如

例(15)和(16)，而姿態動詞的未完成式例子如(17)和(18)。 

 

(17) 他在睡覺。 

(18)  他在跪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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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漢語上，不管是動作動詞或姿態動詞，進行式的表達方式都同樣是在動詞前

加未完成貌「在」，但在澳門手語中，不管是動作動詞或姿態動詞，表達進行式時並

不會使用未完成貌「在」，而且動作動詞及姿態動詞的進行式的表達方式各有不同。

將在下一節討論澳門手語的動作動詞及姿態動詞進行式的表達方式。 

 

2.3.1 澳門手語動作動詞與進行式 

  澳門手語動作動詞在表達進行式時，其表達方式是把動詞作一個變化來，而其

變化的方式是把動詞重複數次來表達動作正在進行中。以例(19)來說明，事件為跑步，

而跑步的手語打法為兩手皆為握拳，兩手置於胸前兩側，兩手手掌方向相對，做出

跑步的動作，手部擺動是一次，如圖 2.2。而當這個事件是一個進行的狀態，也就是

未完成式時，會把動作再重複一次，因此其未完成式的表達方式如(19)。 

 

 

圖 2.2 

 

(19) 我 跑步＋1。 

  “我(正)在跑步。＂ 

                                                 
1 符號“+”是代表動作重複，“+”代表重複一次，而“++”代表重複兩次，如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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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              b. 跑步＋ 

圖 2.3 

 

  例(20)的事件為寫信，寫的手語打法為一手手心向上，除大拇指之外，其他四指

併攏，掌手朝上，置於胸前不動，而另一手則是 拇指及食指指尖碰在一起，形成小

圈狀，其他三指握成拳狀，掌心朝下，放在另一手的手掌上，在手掌上從左到右移

動一次，如圖 2.4。而同樣的，當這個事件是找續進行時，也需再把動作重複一次，

因此其未完成式的表達方式如(20)。 

 

 

圖 2.4 

 

(20) 我 信 寫＋。 

  “我(正)在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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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            b. 信           c. 寫＋ 

圖 2.5 

 

  根據例子(19)及(20)，澳門手語的動作動詞進行式的表達方式是以動作重複來表

達。漢語則是在動詞前加一個時貌標記「（正）在」來表達該動作正在進行當中，而

在手語上因為在動作上已清楚表達真正世界的正在進行的概念，亦即重複該動作動

詞來表達事件正在進行的概念，也就是澳門手語以動作動詞變化來呈現正在進行方

式；此外，澳門手語進行式句子的句法呈現分為兩種，第一種為例子(19)的不及物動

詞的句子，其動詞的位置都是在主詞後面；第二種為例子(20)是及物動詞的句子，其

動詞的位置是在所及物的名詞後面，而所及物的名詞則是在主詞後面；而且能用動

作重複的方式都是有動作(movement)的動詞；此外 Liu (2005)指出，台灣手語動作動

詞的未完成式，其中一個方式是在動詞後加一個副詞「中」，澳門手語則不會這樣來

表達未完成式，因為澳門手語並沒有把手語「中」納為表達正在的概念，而手語「中」

在澳門手語只是一個手勢中文而已，澳門手語在這一點與台灣手語有所差異。 

  澳門手語動作動詞的進行式是以動作重複的變化方式來表達，那姿態動詞又是

以什麼方式來表達未完成式的概念，將在下一節討論。 

 

2.3.2  澳門手語姿態動詞與進行式 

  澳門手語姿態動詞在表達進行式時，並不是表達該動作的進行，而是表示該動

作狀態的持續。其表達方式也是把動詞作一個變化來表達，而變化的方式與動作動

詞的變化方式不同。姿態動詞的變化方式是把動詞的動作停留久一點的時間表示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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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作狀態的持續。如例(21)的事件為坐著，而坐的手語打法為一手五指併攏，掌心朝

上，另一手則是掌手向左，除大拇指及小拇指之下其他三指合在掌心上，大拇指向

上豎起來，而小拇指往前伸，放在另一手的掌心上，如圖 2.6。而當這個事件是作為

一個動作狀態的持續，會把動作停留久一點的時間，因此其未完成式的表達方式如

(21)。 

 

 

圖 2.6 

 

(21) 我 坐(hold)。 

  “我正在坐著。＂ 

  

a. 我            b. 坐 

圖 2.7 

 

  例(22)的事件為睡覺，睡覺的手語打法為兩手五指併攏並且兩手手掌合併在一起，

放在右臉臉頰，頭微微的往手背靠著，如圖 2.8。而同樣的，當這個事件的動作狀態

持續時，也一樣會把動作停留久一點的時間，因此其未完成式的表達方式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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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 

 

(22) 我 睡(hold)。 

  “我正在睡覺。＂ 

  

a. 我            b.睡 

圖 2.9 

 

  從例子(21)及(22)可知，澳門手語中姿態動詞狀態持續的表達方式是以動作停止

相對久一點的時間來呈現，而動詞的位置與前一節的不及物動詞句子一樣，是在主

詞的後面。同樣的，澳門手語姿態動詞的進行式也不會像台灣手語這樣在動詞後加

上副詞「中」來表示事件動作狀態的持續。也就是說，不管是動作動詞還是姿態動

詞，不會因為行動動詞的不同而變成有些句子可以加副詞「中」，有些則不能，其句

法的規則是一樣的。我們同時也發現，澳門手語的姿態動詞都沒有動作(movement)，

因此沒有辦法以動作重複的方式來表現，而是以動作停留久一點作為其變化方式。 

既然澳門手語行動動詞的進行式無法像台灣手語般可在動詞後加上副詞｢中｣來

表達事件正在進行的概念，那麼還有哪些方式可表達，將在下一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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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持續類時貌動詞 

  上一節提到，澳門手語不會像台灣手語般，可以在動詞後加上副詞｢中｣來表達

進行式，那澳門手語還有什麼方式來表達進行式？答案是持續類時貌動詞。 

    Freed(1979:38)認為英語的動貌詞(aspectualizer)如 begin、continue、keep等等，

其本身為動詞。在結構上，這些動貌詞在動詞後面帶有指涉事件動詞作為其補語，並有

能指出事件時間的語意功能。那些動貌詞使事件從狀態事件轉變為變化事件，或者從變

化事件轉為狀態事件，因為其詞彙的性質是動詞，所以把那些動貌詞稱之為時貌動詞

(aspectual verbs)。 

  因為時貌有表達起點的時貌，也有表達終點的時貌以及表達起點到終點之間過

程的時貌，臧國玫(2011)將時貌動詞大概分成三種，分別是起始類時貌動詞、持續類時

貌動詞以及終止類時貌動詞。本節是談進行式，因此只談澳門手語與持續類時貌動

詞。臧國玫(2011)所提出的三個持續類時貌動詞，分別為「保持」、「持續」以及「繼

續」。剛好下面就是要談其中兩個，因為澳門手語行動動詞進行式是有這樣的組合方

式，將會在下面一一細談。 

 

2.4.1  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持續類時貌動詞「久」 

  澳門手語不像台灣手語般使用副詞「中」來表達事件的進行式，而是以持續類

時貌動詞來表達，而在本節是討論持續類時貌動詞「久」，澳門手語｢久｣的打法為一

手大拇指及食指伸出來，兩指的角度大約九十度左右，其餘三指握成拳狀，掌心朝

上，放在另一手的手腕上，並順時針的旋轉，而另一手則是五指握拳，掌心朝下，

置放胸前不動，如圖 2.10，但那只是一般的打法，那並不是持續類時貌動詞，那只

是屬於表時間持續的副詞，而有關表時間持續的副詞的內容將會在 2.2.4 討論。持續

類時貌動詞「久」的澳門手語打法在一般｢久｣的打法上作一些變化，變化方式就是

把動作變慢，其意義為重複不斷的意思，如例子(23)到(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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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23) 我 跑  久++（慢動作）。 

  “我一直不斷的跑。＂ 

   

a. 我              b. 跑            

  

 

c. 久++(慢動作) 

圖 2.11 

 

(24) 我 睡  久++（慢動作）。 

  “我一直不斷的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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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           b. 睡   

 

 

c. 久++ 

圖 2.12 

 

(25) 我 久++（慢動作）  跑。 

  “我一直不斷的跑。＂ 

  

a. 我           b. 久++   

 

 

c.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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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26) 我 久++（慢動作） 睡。 

  “我一直不斷的睡。” 

  

a. 我           b. 久++  

  

 

c. 睡 

圖 2.14 

 

  從例子(23)-(26)來看，持續類時貌動詞「久」放在主動詞的後面或前面都可以，

其句子的意義都是一樣的，同樣是代表該事件持續進行當中，而一般多數句子打法

持續類時貌動詞都是在主動詞後面居多，也不會因主動詞本身是動作動詞或姿態動

詞而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如例子(23)及(25)為動作動詞的句子，而例子(24)及(26)為姿

態動詞的句子，表達方式都同樣可以把持續類時貌動詞放在主動詞前。後。澳門手

語除了有持續類時貌動詞「久」之外，還有另一個持續類時貌動詞，也是表達事件

的進行式，那就是持續類時貌動詞「繼續」，將會在下一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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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持續類時貌動詞「繼續」 

  澳門手語進行式的表達方式，除了有持續類時貌動詞「久」之外，還有另一個

持續類時貌動詞，那就是持續類時貌動詞「繼續」，「繼續」有兩種不同的表達方式。

首先是第一種表達方式，澳門手語「繼續」的打法為一手大拇指及食指伸出來，大

拇指靠在食指旁，其餘三指握成拳狀，掌心朝內，置於胸前，另一手與前面的做一

樣的動作，兩手食指相對成一條線，但相隔距離大約三公分左右，最後兩手同時往

右下方向移動，如圖 2.15，而持續類時貌動詞「繼續」的位置在主動詞前或主動詞

後的意思都沒有改變，例子如(27)及(28)，其句子的意思都是繼續跑下去。 

 

 

圖 2.15 

 

(27) 我 跑 繼續。 

  “我繼續跑下去。＂ 

   

a. 我           b. 跑            c. 繼續  

圖 2.16 

 

(28)  我 繼續  跑。 

Ｆ  “我繼續跑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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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           b. 繼續                         c. 跑 

圖 2.17 

 

  (27)及(28)是持續類時貌動詞「繼續」的第一種表達方式。第二種表達方式與上

節提到變化過後的「久」相同，其變化方式同樣的都是把動作放慢，其意義為持續

不斷的意思。而且同樣的，變化後的持續類時貌動詞「繼續」的位置可以在主動詞

前或在主動詞後面，句子的意思不變，也是代表該事件持續的進行當中，而其表達

方式與前一節的一樣，一般多數打法都是持續類時貌動詞在主動詞後面居多，例子

如(29)-(32)。 

 

(29) 我 跑  持續（慢動作）。 

  “我不斷的跑。＂ 

   

a. 我           b. 跑            c. 持續（慢動作） 

圖 2.18 

 

(30) 我 睡  持續（慢動作）。 

  “我一直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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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           b. 睡              c. 持續（慢動作） 

圖 2.19 

 

(31) 我 持續（慢動作）  跑。 

  “我不斷的跑。＂ 

   

a. 我              b. 持續（慢動作）                   c. 跑   

圖 2.20 

 

(32) 我 持續（慢動作）  睡。 

  “我一直睡。” 

   

a. 我              b. 持續（慢動作）                   c. 睡   

圖 2.21 

 

  從例子(29)到(32)發現，並不會因主動詞本身是動作動詞或姿態動詞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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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達方式，如例子(29)及(31)為動作動詞的句子，而例子(30)及(32)為姿態動詞的

句子，兩組的表達方式是一樣的。  

 

2.5 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詞 

  前面我們談的是澳門手語行動動詞進行式的句法及語意，說明澳門手語的行動

動詞也具有沒有時間終結點且是持續進行狀態的特性，理所當然與進行式是相容

的。既然是這個特性，那同理，澳門手語行動動詞應該也是與持續時間副詞是相容

的，因為表持續時間副詞也有表示事件持續的意義，只是再把事件的資訊增加一

點，那就是確實的時間，如「一天」、「三個小時」、「兩年」等等。 

  接下來我們要看看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詞的語意及句法。首先，

行動動詞可以分為動作動詞及姿態動詞，我們先觀察把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後

面，則動作動詞及姿態動詞的表達上及意義上有否差異，例子如(33)及(34)。(33)是動

作動詞的句子，而(34)是姿態動詞的句子，這兩個句子並沒有因動詞的性質的不同而

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其意義也是表達該事件所持續的時間，如(33)，事件是｢跑步｣，

主事者是｢我｣，表持續時間副詞為｢一個小時｣。「一個小時」的手語打法為左手握拳，

掌心向下，置於胸前，而右手手伸出食指，其餘四指握成拳狀，掌心向下，置於左

手的手腕上，並用食指在手腕上順時針的畫一圈。整句的意思是主事者跑步的持續

時間是一個小時，這一句並沒有說明事件已經做了，還是現在式或未來式。如果在

主事者前加上｢昨天｣，那就代表｢我昨天跑了一個小時｣，如果在主事者前加上｢明天

｣的話，那就代表｢我明天跑一個小時｣。 

  (34)也同理，事件是｢睡覺｣，主事者是｢我｣，表持續時間副詞為｢一個小時｣，整

句的意思是主事者睡覺的持續時間是一個小時，如果在主事者前加上｢昨天｣，那就

代表｢我昨天睡了一個小時｣，如果在主事者前加上｢明天｣的話，那就代表｢我明天要

睡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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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我 跑 一個小時。 

  “我跑(了)一個小時。＂ 

   

a. 我           b. 跑          c. 一個小時 

圖 2.22 

 

(34)  我 睡 一個小時。 

  “我睡(了)一個小時。＂ 

   

a. 我           b. 睡           c. 一個小時 

圖 2.23 

 

  上面兩個例子是把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後面，其意義為該事件所持續進行

的時間，那接下來看看，如果把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前面，動作動詞及姿態動

詞的表達上及意義上有否差異，又與把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後面的句子在義上

有否差異。以下例子(35)及(36)的表持續時間副詞一樣是｢一個小時｣，先看看把表持

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前面，那動作動詞及姿態動詞的句子表達上有否差異，答案是

沒有的，而意義上也沒有差異，同樣是表達要花多少時間去進行該事件，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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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前，就是把一段時間提取出來，而表持續時間副詞後的

動詞是說明要用那一時間時間做什麼事件。如(35)，事件為｢跑步｣，主事者是｢我｣，

表持續時間副詞為｢一個小時｣，整句的意思是主事者要提取一個小時的時間去做跑

步的這個事件，同時也與前面兩個例子是一樣的，沒有特定的時間點，所以如果在

主事者前加上｢昨天｣，那就代表｢我昨天要花一個小時去做跑步這件事｣，那如果在

主事者前加上｢明天｣的話，那就代表｢我明天要花一個小時去做跑步這件事｣。同理，

(36)也是，事件是｢睡覺｣，主事者是｢我｣，表持續時間副詞為｢一個小時｣，整句的意

思是主事者要提取一個小時的時間去做睡覺的這個事件，如果在主事者前加上｢昨天

｣，那就代表｢我昨天要花一個小時做睡覺這件事｣，那如果在主事者前加上｢明天｣的

話，那就代表｢我明天要花一個小時做睡覺這件事｣。 

 

(35)  我 一個小時 跑。 

  “我要花一個小時跑步。＂ 

   

a. 我           b. 一個小時     c. 跑 

圖 2.24 

 

(36) 我 一個小時 睡。 

  “我要花一個小時睡覺。＂ 



 

  30  

 

   

a. 我           b. 一個小時     c. 睡 

圖 2.25 

 

  從以上的表持續時間副詞的位置的不同及其意義整理出如以下圖 2.26。 

 

 

圖 2.26 

 

  表持續的副詞除了上述那些，也有之前圖 2.10 (P.21)所提到的詞彙「久」，如果

是一般的打法，其意思說是｢久｣，但當變化之後，也就是把動作放慢之後，其意思

則是｢一直不斷｣的意思，因此其意義的不同會影響到其詞彙的角色，一般的打法就

是｢久｣，也就是持續的時間很久之義，所以一般打法的｢久｣是表持續時間副詞，只

是與前面不太一樣的是｢久｣並不是一個確實的時間，先看看表持續時間副詞｢久｣的

句子，其位置在動詞前或動詞後是否與前面所述的一致，例子如(37)和(38)，與前面

所述的一樣，如(37)，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後的意思為｢跑很久｣或｢跑了很久｣，

而(38)是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前，意義為｢要花很多時間跑步｣。同理可證，(37)

及(38)是動作動詞的句子，他們與前面的例子是同樣的句法規律及意義，因此即便是

• 背景為一段時間

• 在這一段時間裡做的是該事件

• 意即要花這一段時間做該事件
時間詞＋動詞

• 背景為行動動詞的事件

• 而時間詞則是代表事件的持續時間動詞＋時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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姿態動詞，也是與前面的句法及意義是一致的。 

 

(37) 我 跑  久。 

  “我跑(了)很久。＂ 

   

a. 我           b. 跑            c.久 

圖 2.27 

 

(38) 我  久 跑  。 

  “我要花很久的時間跑步。＂ 

   

a. 我           b. 久                           c. 跑 

圖 2.28 

 

  從本節可以了解如果把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後面，是代表事件的持續進行

的時間，而如果把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前面則是代表進行該事件要花多少時間。 

 

2.6 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框架副詞 

    以上 2.5 及 2.6 都是討論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詞或時貌動詞在一起

時的語意及句法規則，那如果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必須要與有終結點的事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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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副詞一同出現時，又會有什麼的語意及句法規則呢，在本節先來看看與框架副詞

在一起的語意及句法規則。 

  Chang (2001)提出行動動詞通常來說是不會與框架副詞(frame adverbial)在一起，

但如果在框架副詞的基礎上再加上「會…開始」則會成立，這一個情況在澳門手語

也一樣需要加上特殊的詞才可以，澳門手語與漢語的「會…開始」的表達方式有所

不同，但他們都是要用來表達未來的概念時才可以使用框架副詞，在澳門手語表達

未來概念的詞就是｢等｣，其意義為｢將會｣，其手語打法為一手五指併攏，掌心朝下，

手背中間放在下巴處，如圖 2.29，從以上可知道，因為框架副詞本身是必須要與有

終結點的事件在一起，而行動動詞本身沒有終結點，因此不相容，但如果在行動動

詞上，額外賦予一個邊界點，不管是起始點還是終結點，如漢語的「會…開始」這

些，這時候框架副詞與行動動詞就可以相容了；另外，在澳門手語中，當他們打出

一個時間，通常都是代表剛好到該時間或該時間內就開始做某事，因此一般澳門手

語是不會在時間詞後加｢內｣這個手語，如果加｢內｣也不影響其意義，此外同時，澳

門手語不會像漢語一樣在動詞前加一個起始類時貌動詞｢開始｣，因為手語是視覺語

言，不像漢詞般的線性表達，因此澳門手語在打出時間詞後，接著打出該事件，就

等同現實世界的動作操作，以例子如(39)及(40)所示。 

  以(39)為例，主事者為｢我｣，事件為｢跑步｣，時間為｢五分鐘｣，在時間詞前加上

動詞｢等｣，整句的意義為我將會在五分鐘內開始做跑步這個事件。 

 

 

圖 2.29 

 

(39) 我 等 五分鐘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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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在五分鐘內開始跑步。＂ 

    

a. 我           b. 等            c. 五分鐘      d. 跑 

圖 2.30 

 

  再以(40)為例，主事者為｢我｣，事件為｢睡覺｣，時間為｢五分鐘｣，在時間詞前

加上動詞｢等｣，整句的意義為我將會在五分鐘內開始進行睡覺這個事件。 

 

(40) 我 等 五分鐘 睡。 

  “我會在五分鐘內開始睡覺。＂ 

    

a. 我             b. 等          c. 五分鐘     d. 睡 

圖 2.31 

 

  例子(39)及(40)也證實了澳門手語與漢語類似，其共同點是行動動詞與框架副詞

在一起時，必須要在特殊情況下才可一起出現，就是要在事件表達未來式，而他們

不同的地方是在漢語會加「內」以及「開始」，｢開始｣就是在漢語中額外賦予行動動

詞一個邊界點，好讓框架副詞有位置與行動動詞相容在一起，而在澳門手語不會加

「內」以及「開始」，其原因是在澳門手語中，時間詞本身已包含了｢內｣在一起，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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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手語行動動詞本身就如同現實世界一樣，動作的開始就是事件的開始，因此在澳

門手語沒有加上｢開始｣，而是以｢等｣作為未來的概念，其手語為「將會」的意思，

而澳門手語整個框架副詞｢等…｣是在動詞前，表示將會在多久時間內開始進行該事

件。 

  

2.7 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表等級副詞 

  出現在有終結點的事件的副詞除了框架副詞之外，還有表等級副詞 (scalar 

adverbials)，如「差不多」、「幾乎」、「快要」等等。Chang (2001)提到行動動詞本身不

包含時間的終結點，而表等級副詞只能出現在有終點的事件，兩者不相容，因此行

動動詞不能與表等級副詞(scalar adverbials)在一起，除非在特殊情況下，兩者才會相

容，那就是在行動動詞額外賦予一個邊界點。現在來看看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表等

級副詞的句法及意義。 

  在澳門手語，表等級副詞｢快要｣的手語打法為左手四指併攏，大拇指朝上，掌

心朝內，置於胸前，右手四指併攏，大拇指朝上，掌心朝內，置於胸前與左手之間，

然而慢慢靠近左手手掌。如圖 2.32，其意義為｢快要｣、｢接近｣。此手語與台灣手語

的表等級副詞意義相同，台灣手語｢快要｣的打法為左手五指併攏，五指朝上，掌心

朝右，置於胸前左側；右手五指併攏，五指朝上，掌手朝左，除大拇指之外四指往

左手手掌方向半彎曲，右手放在靠近左手手掌的地方，如圖 2.33 的。兩者都是「差

不多」、「幾乎」或「快要」的意思，但真正意思為接近終結點。 

 

 

圖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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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3 

 

  其實在澳門手語還有另一個手語也是表達「快要」或「幾乎」的概念，但有時

候只是一個形容詞｢快｣的意思，其手語的打法為右手食指指尖與大拇指指尖合在一

起形成一個小圈圈狀，其餘三指握成拳狀，掌手向左，前手臂往左一揮，如圖 2.34。

但由於其副詞與行動動詞在一起的時候，其含義較複雜，會有多樣的解讀方式，而

這將會在下一節詳述之。 

 

 

圖 2.3 

 

  如在之前所提，行動動詞本身不包含時間的終結點，代表行動動詞不能與表等

級副詞(scalar adverbials)在一起(Chang, 2001)，但在澳門手語卻可以成立，但那些副詞

的位置不能放在動詞前面，而是在動詞後面，且其句子都有兩個解讀，例子如(41)及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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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41)來說明，事件是跑步，表等級副詞為｢快要｣，其位置在動詞後面，而這一

句話有兩種解讀，要視視角為何而定，第一個視角，如把「跑步」這個事件視為行

動動詞的話，那事件本身沒有終結點，而表等級副詞只可以出現在有終點的事件，

但｢跑步｣這個事件是有起點，也就是把視角放到｢跑步｣這個事件的前一個事件的終

點，而前一個事件是什麼事件就不知道，但只知道那個前一個事件是有終點，而前

一個事件的下一個事件就是「跑步」，因此表等級副詞｢快要｣，是表達朝向前一個事

件的終點，也就是｢跑步｣這個事件的起點，因此其意義為我開始跑步的時間快要到

了。第二個視角，表等級副詞是只可以出現在有終點的事件，如果不把視角移到前

一個事件的話，那只能視角放在｢跑步｣這個事件，雖然看起來｢跑步｣是行動動詞，

是沒有終點的，但當動詞與表等級副詞｢快要｣在一起時，表等級副詞｢快要｣結予｢跑

步｣這個事件一個終結點，那｢跑步｣加上副詞｢快要｣就會被視為一個完整的事件，也

就是完成動詞的話，是表示該事件有起點，過程以及終結點，那表等級副詞｢快要｣

就是朝向事件結束的點，其意義為快要跑完了。 

 

(41) (我)跑 快要。 

  (a)“(我)開始跑步的時間快到了。＂ 

    (b)“(我)快要跑完了。＂ 

    

a. 跑             b. 快要           

圖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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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以(42)來說明，事件是睡覺，表等級副詞為｢快要｣，其位置在動詞後面，同樣

的有兩種解讀，第一個視角，如把｢睡覺｣這個事件視為行動動詞的話，而其意義為

(我)睡覺的時間快要到了。第二個視角，如果把｢跑步｣加上表等級副詞加起來視為完

成動詞，也就是該事件有起點，過程以及終結點，那表等級副詞為｢快要｣就是朝向

事件結束的點，其意義為(我)快睡飽了。 

 

(42) (我)睡 快要。 

  (a)“(我)睡覺的時間快到/快要睡。＂ 

    (b)“(我)快睡飽了。＂ 

    

a. 睡              b. 快要 

圖 2.36 

 

   例子(41)為行動動詞，而(42)為姿態動詞，兩者的表達方式都是一樣的，代表並不

會因為其動詞的性質而採用不同的表達策略；但這些句子都是有兩個解讀方式，所

以在解讀時必須要注意的，首先是如果該事件是行動動詞的話，除非是有「快要開

始跑」的意思，否則表等級副詞｢快要」是不能與行動動詞在一起，也就是表等級副

詞｢快要」把視角拉到該事件的前一個階段，以(41)為例，得出示意圖如(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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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快要 

                                                               時間軸 

                             跑 

 

  從示意圖(43)說明解讀的重點在於虛線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說這樣解讀的話，該

事件的前一個事件的終結點就是該事件要開始動作的起始點，就是因為這樣，才會

解讀進行該事件的時間快到了。 

  而第二種解讀為「快要跑完了」，實際上那是完成動詞，因為那個手語圖 2.31 的

左手實際為一個終結點，右手的移動則是正在邁向其終點的意思，正如表等級副詞

｢快要」是只出現在有終點的事件，因此如果把｢跑步｣這個事件視為行動動詞的話，

那這個事件是無法與表等級副詞｢快要」在一起，是不合語法的，如果要合法的話，

就是把｢跑步｣加上副詞「快要」整個看成是一個事件，也就是說副詞「快要」提供

一個終結點給｢跑步｣這個事件，把｢跑步｣加上「快要」就會變成完成動詞，如例子

(42)，如果把那句子的事件解讀成完成動詞，那就會解讀成「他快要跑完了」，但終

結點是在哪裡就不得而知，要看前後文而定，但唯一肯定的是有終結點的存在，示

意圖如(44)，因此表等級副詞｢快要｣是解讀成時間上的時間軸如(44)。 

 

(44) 

                            快要 

                                                                

           事件起點              事件終結點 

 

  總結來說，動作動詞可以與表等級副詞 (scalar adverbials)在一起，只有兩個情況，

第一個情況是把動作動詞本身的起始點當作為該事件的邊界(boundary)，同時也把時

間從事件的起始點往前延長，然後整個事件正在開始往該事件的起始點前進，並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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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離起始點很近，示意圖如(43)；而第二個情況則是，表面看起來是行動動詞，但能

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且合法，就是把該事件視為行動動詞加上終結點，也就是完成

動詞來看，而該事件的終點點就是事件完成的那個點，整個事件正在往事件的終結

點前進，且距離終結點很近。 

 

2.8  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包含｢快｣的副詞 

  承接前一節的內容，有提到一個手語如圖 2.37，其手語的意思有類似｢快｣的概

念，因為其手語所表達的含義比較複雜，在本節將一一詮釋之。 

  包含｢快｣的副詞在澳門手語有兩個，其意涵各不相同，第一個打法為右手食指

指尖與大拇指指尖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小圈圈狀，其餘三指握成拳狀，掌手向左，前

手臂往左一揮，其意思為｢快｣，如圖 2.37。 

 

 

圖 2.37 快 

 

  第二個打法為右手食指指尖與大拇指指尖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小圈圈狀，其餘三

指握成拳狀，掌手向左，用手腕快速的左右擺動，其意思為｢趕快｣或｢快一點｣，如

圖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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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8 趕快 

 

  以上兩個打法，都是放在動詞後面，以下例子表面上是行動動詞，但如果用不

同的角度去定義動詞的種類時，有不同的意義，澳門手語動作動詞與包含｢快｣的副

詞的例子如(45)-(48)。 

  例子(45)及(46)是動詞與副詞「快」在一起，且副詞位置是在動詞後面，但其句

子的意思卻有兩個解讀，第一個解讀，如果把動詞當成是行動動詞來看待的話，副

詞「快」就是修飾動詞的進行速度很快，如例子(45)，事件是｢跑步｣，副詞為「快」

且副詞位置是在動詞後面，｢跑步｣這個事件並沒有終結點，且持續進行當中，因此

副詞「快」是修飾｢跑步｣這個事件進行的速度很快，因此整句的意思是｢他跑的很快

｣，又如例子(46)，事件是｢吃｣，副詞為「快」且副詞位置是在動詞後面，也是解讀

為｢吃｣的動作很快；而第二個解讀則是如果把事件看成一個完整的事件來看，那副

詞「快」的意思也是快的意思，其副詞是修飾整個事件完成的速度很快，如例子(45)，

事件是｢跑步｣，副詞為「快」且副詞位置是在動詞後面，可能是前後文或在當時的

情境已提供｢跑步｣這個事件是一個完整的事件時，比如是他昨天比賽，那麼整句的

解讀是他昨天很快就跑完(那場比賽)，而又如例子(46)，事件是｢吃｣，副詞為「快」

且副詞位置是在動詞後面，也同樣的前後文或在當時的情境已提供｢吃｣這個事件是

一個完成動詞，比如是買了一個便當給他，那整句的意思是他很快吃完(那個便當)。 

 

(45) 他  跑  快。 

  (a)“他跑的很快。＂ 

  (b)“他很快跑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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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            b. 跑            c. 快 

圖 2.39 

 

(46)  他  吃 快 

   (a)“他吃的很快。＂ 

  (b)“他很快吃完了。＂ 

   

a. 他            b. 吃            c. 快 

圖 2.40 

 

  例子(47)及(48)是動詞與副詞「趕快」在一起，且副詞「趕快」的位置是在動詞

後面，其句子的意思也同樣有兩個解讀，第一個解讀是趕快去做某件事，也就是其

意涵是著重在事件的起點，讓某人趕快開始做某事，如例子(47)，叫他趕快跑，其意

思是叫他趕快開始跑，也就是整句所在意的重點是在事件的起點，趕快開始動作，

而(48)也是，叫他趕快吃，其意思是叫他趕快開始進行吃的事件；第二個解讀則是事

件的動作要再快一點，其意涵是副詞修飾的是在於動作本身的快慢程度，就是施事

方式。 

 

(47)  你  跑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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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你趕快跑。＂ 

  (b)“你跑快一點。＂ 

   

a.你  b.跑  c.趕快 

圖 2.41 

 

(48)  你  吃  趕快。 

  (a)“你趕快吃。＂ 

  (b)“你吃快一點。＂ 

   

a. 你            b. 吃            c. 趕快 

圖 2.42 

 

  總結一下上述的內容，副詞「快」的意思，是代表事件的進行速度，但當不同

的動詞性質時，會有兩個解讀，第一個解讀就是事件本身沒有終結點，也就是行動

動詞，整句的意義為單純描述事件的進行速度快；第二個解讀則是該事件是一個完

整的事件，整句的意義為形容事件從開始到結束的完成速度很快。而副詞「趕快」

則是有催促對方趕快去做該事件或做該事件的速度要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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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命令句式 

  以上討論了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未完成式、副詞等等，行動動詞還有一個特性，

那就是可以經由施事者的個人意志力去達成及操作的。 

  根據 Teng (1981)所說，行動動詞可以用在強迫式(imperative)的狀況，比如用命令

語氣，或是是加上動詞補語「逼」或「勸」，因為施予命令的人知道被命令的人是可

以經由個人的意志去操作並實行被命令的事，也就是說動作動詞是可以經由施事者

的個人意志力去達成及操作的動詞(cf. Yeh 1993)。 

  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命令句式的表達方式上，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使

用祈使標記來表達命令，而第二部分則是使用「強迫」動詞。 

  首先來看看第一個部分，也就是使用祈使標記來表達命令，澳門手語祈使標記

的手語打法為一手食指向前伸出，其餘四指握成拳狀，掌心向下置於胸前，然後手

腕往前甩，其標記的意義為用命令的標記(語氣)去命令某人去做某事，其標記的位置

不管是動作動詞或姿態動詞，都是在動詞之後，但如果把祈使標記放在動詞前也是

可以被允許的，只是一般大多數的表達方式都是加在動詞後面，除此之外，使用使

用祈使標記時，同時必須加上非手部的成份，眉頭深鎖加上一點兇的表情，例子如

(49)及(50)，(49)為姿態動詞，而(50)為動作動詞。 

 

(49) 坐 (祈使標記)。 

  “坐!＂ 

  

a. 坐             b. (祈使標記) 

圖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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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跑 (祈使標記)。 

  “跑!＂ 

  

a. 跑            b. (祈使標記) 

圖 2.44 

 

  接下來看看第二部分，也就是使用動詞「強迫」，澳門手語「強迫」的打法為左

手伸出大拇指，大拇指方向向上，其餘四指握成拳狀，掌心往左置於胸前；右手伸

出食指及中指，其兩指方向向前，其餘三指握成拳狀，掌心向下，其食指及中指中

間置於左手大拇指上，然後兩手同時往前動，其意義為強迫之意，動詞「強迫」的

位置是在行動動詞前，而行動動詞為動詞「強迫」的補語，如果把動詞「強迫」放

在行動動詞後，則是不合語法。例子如(51)及(52)。 

  (51)的動詞為「強迫」，而行動動詞為｢跑步｣，是「強迫」的補語，整句的意思

為｢我強迫你跑步｣。  

  (52)的動詞為「強迫」，而行動動詞為｢坐｣，是「強迫」的補語，整句的意思為

｢我強迫你跑步｣。而動詞｢坐｣，翻譯為｢坐下來｣是因為漢語中不是視覺語言，無法

知道坐的方向，而因為手語是視覺語言，已經在視覺中很清楚的看到由上到下的移

動，因此翻譯成｢坐下來｣。 

  

(51)  (我) 強迫你 跑步。 

     “我強迫你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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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         b. 強迫你         c. 跑步 

圖 2.45 

 

(52) (我) 強迫你 坐。 

     “我強迫你坐下來。＂ 

   

a. (我)          b. 強迫你       c. 坐 

圖 2.46 

   

  以上兩個命令句式有兩個部分，第一個是使用祈使標記，其位置是在動詞後

面，也可放在動詞前，但一般大多都是放在動詞後面；而第二個是使用動詞「強

迫」，其位置是在行動動詞前面，如放在後面則是不合語法的。 

 

2.10 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表意志力的副詞 

    上一節提到行動動詞有一個特性，那就是可以經由施事者的個人意志力去達成

及操作的，既然行動動詞的事件是可以經由施事者的個人意志力去達成及操作的，

那也代表該事件可以用不同的操作的方式去做該事件，那就是說，行動動詞可以與

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如「輕輕地」或「專心地」等等。 

  澳門手語行動動詞與表意志力的副詞在一起的表達方式有兩種表達方式，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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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是在動詞後加上表意志力的副詞，而第二種是使用臉部表情的方式表達主事者的

施事方式。 

  首先來看看澳門手語以表意志力的副詞來表達的方式，在以下的澳門手語例子

分別使用了兩個表意志力的副詞，分別為｢努力地｣以及｢放鬆地｣，｢努力｣的澳門手

語打法為一手掌掌心朝下，置於另一手的後臂上，而另一手手掌握拳，並把前臂往

上抬起來後輕輕前後擺動兩次，如圖 2.47；｢放鬆｣的澳門手語打法為兩手五指握成

圈並相對的置於胸前，然後兩手同時緩緩的往下移動並慢慢的打開手掌，如圖 2.48，

以上兩個副詞的位置都是在動詞的後面，如果副詞的位置放在動詞前則是不合法的，

例子如(53)及(54)，(53)為動作動詞的句子，而(54)為姿態動詞的句子。 

 

   

圖 2.47      圖 2.48 

 

(53) 我 跑 努力。 

  “我努力的跑。＂ 

   

a. 我           b. 跑           c. 努力 

圖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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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我 睡 放鬆。 

  “我很放鬆的睡。＂ 

   

a. 我           b. 睡             c. 放鬆 

圖 2.50 

 

  接下來就是看看以臉部表情作為表施事方式的表達方式，以下一樣以｢努力地｣

以及｢放鬆地｣作為其施事方式，例子如(55)及(56)。(55)為動作動詞的句子，可以看出

這句子與之前的動作動詞的進行式句子的表達方式很像，只是比進行式的動作動詞

句子多了表情那一個部分，因為表情是用以表達在事件進行當中，是以｢努力｣的方

式去跑步。而(56)為姿態動詞，同樣的與之前的姿態動詞的進行式句子的表達方式很

像，多了一個放鬆的表情，以表達是以放鬆的狀態睡覺。 

 

(55) 我 跑(努力貌) 跑(努力貌)。 

  “我努力的跑。＂ 

   

a. 我           b. 跑(努力貌)   c. 跑(努力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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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1 

 

(56) 我 睡(放鬆貌) 睡(放鬆貌)。 

  “我很放鬆的睡。＂ 

   

a. 我           b. 睡(放鬆貌)      c. 睡(放鬆貌) 

圖 2.52 

 

  既然在(55)及(56)的句子，都有很明顯的訊息是以進行的狀態來表達，那為什麼

之前的(53)及(54)的句子並沒有用進行式的方式去表達，其原因是因為後面已經有用

副詞去修飾動作的施事方式，其施事方式也不可能在不是進行的狀態去實現出來的，

也就是說，表意志力的副詞除了表達其施事方式之外，也賦予了動詞事件是進行的

狀態，因此行動動詞與表意志力的副詞在一起時，不用在動詞上做一個進行式的變

化方式。 

 

2.11 結論 

  本章談論了澳門手語行動動詞的各種特性的表達方式及語意，首先談論到進行

式的表達方式，進行式有很多種類，第一種是一般進行式，因為行動動詞有分動作

動詞及姿態動詞，發現動作動詞的手語是有動作(movement)的，因此動作動詞是以動

詞重複的變化方式來代表動作正在進行，而姿態動詞的手語則是沒有動作(movement)，

因此其動詞以動作停留相對久一點的時間作為變化方式代表正在進行當中，以上兩

者的共同點都是在動詞上的表達時間相對比較久，只是方式不同，除此之外，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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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用持續類時貌動詞「久」以及「繼續」，來表達該事件的持續進行，其時貌動詞

放在行動動詞前或後都可以，意義是一樣的。 

在表持續時間副詞上，放在動詞前或動詞後有不同的意思，副詞在動詞前是指

要花多少時間去做該事件，而副詞出現在動詞後則是指該動作所持續的時間。 

框架副詞則是如 Chang (2001)所述一樣，要用在未來式才可以適用，澳門手語就

是要加上副詞「等…」來表達未來，而其位置是出現在動詞前。 

表等級副詞加在動詞後面，其句子的意思有兩個，第一個意思是如把動詞當作

行動動詞來看的話，那表等級副詞的焦點是在事件的起始點，其意義為快要開始進

行該事件，而第二個意思是把行動動詞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的組合當作是一個事件

來看，表等級副詞提供一個終結點給行動動詞，行動動詞加上表等級副詞就是完成

動詞，表等級副詞的焦點則是在事件的終點，其意義為快要結束該事件。 

在含有｢快｣的副詞方面，含有｢快｣的副詞有兩個，第一個打法的意涵為進行該

事件的速度很快或是完成該事件的速度很快，不同的動詞性質，會有兩個解讀，第

一個解讀就是事件本身沒有終結點，也就是行動動詞，整句的意義為單純描述事件

的進行速度快，第二個解讀則是因為上下文或情境的關係讓看起來是「行動動詞」

的事件，實際為完成動詞，而完成動詞該事件有起點，終點以及過程的話，那該事

件為完成動詞，整句的意義為形容事件從開始到結束的完成速度很快。而第二個打

法的意涵則是有催促對方趕快去做該事件或做該事件的速度要加快。 

最後因為行動動詞的事件是可以由施事者以個人的意志及能力去操作並實行該

事件，因此行動動詞可以使用命令句式以及與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在命令句上，

有兩個形式，第一個是在動詞後加上祈使標記來表達命令，其意思為以命令的語氣

叫被命令的人做該事情，而第二個則是在行動動詞前加上動詞「強迫」，其意思為強

迫某人做某事；在表意志力的副詞的表達上，則是有兩種表示方式，第一種是以臉

部表情作成表達施事方式，且是用在進行式句子上，而第二種則是在動詞後加上表

意志力副詞以表達其施事方式，而使用該副詞時，其動詞不必以進行式的方式表達，

因為副詞除了表示該施事方式之外，也同時賦予動詞進行式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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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完成動詞 

 

3.1 前言 

  關於完成動詞(Accomplishments)的定義有不同的說法，根據 Rathmann (2009)的說

法，完成動詞是指一個完整的事件且包含整個事件所發生的那段過程，而且結束在

那段時間的最終點的完整過程。而根據 Grimshaw (1990)的說法是，完成動詞是包括

一個行動動詞以及一個狀態動詞或一個狀態的改變；或可分解成一個行動動詞以及

一個狀態動詞(Pustejovsky 1991, 1995; Alsina 1999)；或可分解成一個行動動詞以及一

個成就動詞或一個目標(Foley and Van Valin 1984: 38; Brinton 1988: 55)；或定義成包括

了一個行動動詞以及一個結果(Smith 1990, 1997)；Tai (1984)把完成動詞定義為該事件

是有終點且為持續進行的時式。不管是誰的定義，其共同點都是為一個行動動詞加

上一個讓事件結束的終點，如「走一圈」，「畫一幅畫」等等，根據以上的定義整理

成示意圖如圖 3.1，可以很清楚的看出完成動詞就是一個完整的事件，包含起點、終

點以及過程的一個事件。 

 

                                    完成動詞 

       起始點      過程        終結點 

 

        Ａ        Ｂ         Ｃ 

 

圖 3.1 

 

   從圖 3.1 可以看出，一個完成動詞包含了起點、過程以及終點，根據圖 3.1 的不

同的角度，可列出的句子，如例(1)到(4)。例(1)是把焦點放在畫一幅畫的這個事件的

起始點，也就是圖 3.1A 的部分；而(2)是把焦點放在畫一幅畫的這個事件的持續過程

當中，也就是圖 3.1B 的部分；而(3)是把焦點放在畫一幅畫的這個事件的終結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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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圖 3.1C 的部分;而(4)就是把焦點放大看整個事件，也就是圖 3.1 整個框的部分，

從例(1)到(4)証明了完成動詞本身包含了起點、過程以及終點的說法。 

 

(1) 他開始畫一幅畫。 

(2) 他正在畫一幅畫。 

(3)  他畫完一幅畫了。 

(4)  他畫一幅畫。 

 

  了解完成動詞本身的基本特性後，接下來看看在完成動詞的特性下，有哪些句

法上的規則。 

  如之前提到的，Tai (1984)把完成動詞定義為該事件是有終點且為持續進行的時

式。完成動詞本身有包含整個事件的過程，因此完成動詞是可以與未完成式在一起，

例子如(5)和(6)；如例(5)，該事件的終點是在「畫好一幅畫」那一刻結束，而整句的

內容是讓我們知道那個事件的目標是「畫完一幅畫」，而該事件的進行進度是「正在

畫一幅畫」的過程當中，而且是在持續進行中。又如例(6)，該事件的終點是在「到

達學校」那一刻結束，而整句的內容是讓我們知道那個事件的目標是「到達學校」，

而該事件的進行進度是「正在跑步到學校」的過程當中，而且是持續進行中。也就

是說，完成動詞與未完成式在一起是沒有問題的，且其涵義讓我們知道事件是在持

續進行的過程中，且朝著終結點邁進。 

 

(5) 我正在畫一幅畫。 

(6) 他正在跑步到學校。 

 

  Chang (2001)提出，在漢語中，行動動詞與狀態動詞都可以加入表持續時間副詞。

如果依照完成動詞的定義來推論，既然完成動詞本身包含了事件的過程，如圖 3.1B

所示，那完成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是相容的，也就是說完成動詞是可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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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以下例子如(7)和(8)就是說明完成動詞可以與表持續時間副

詞在一起。例(7)有兩種解讀，第一種解讀是指，從開始畫那一刻開始算到完成一幅

畫的完整過程是一個小時；而第二種解讀是，其終點是完成一幅畫，而該事件從開

始畫那一刻開始算並持續了一個小時，但還沒畫完。例(8)也一樣有兩種解讀，第一

種解讀是指，從開始吃那一刻開始算，到吃完一碗飯的過程是一個小時；而第二種

解讀為，目標是吃完一碗飯，而該事件從開始吃那一刻開始算，並持續了一個小時，

但還沒吃完。簡單來說，第一種解讀就是指從事件開始到結束所花的時間，而第二

種解讀是從開始到過程的某一個點所持續的時間，但還沒達成目標。不管是哪一種

解讀，也證明完成動詞是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的。 

 

(7) 他畫一幅畫畫了一個小時(還沒畫完/畫完)。 

(8) 他吃一碗飯吃了一個小時(還沒吃完/吃完)。 

 

    以上都是討論漢語完成動詞與表持續副詞或時貌在一起的句法現象，那如果是

只能與有終結點的事件的副詞在一起，又會有什麼的句法現象呢？ 

  先看看完成動詞與框架副詞在一起的句法及語意，框架副詞如｢在十分鐘內｣、

｢在一個月內｣等等，而完成動詞與框架副詞在一起的規則與前一章的行動動詞是不

一樣的，如前章所提，行動動詞要用框架副詞必須在特定的條件才可使用，而在完

成動詞上，因為完成動詞本身已經含有終結點，不但可不用在特定的條件才可使用，

而且還會有兩種表達方式，但兩者的意思卻有點不一點，例子如(9)和(10)。如例(9)的

意思是只知道他在三分鐘時間的範圍內就跑到學校這地方，但不知道他跑到學校的

確實時間，而且這事件一般是已經發生，而例(10)則是用預測的方式表達，他將會在

三分鐘時間的範圍內就跑到學校這個地方，而這事件是未發生的，只是作一個未來

預測。但不管是(9)或(10)也證明了，完成動詞加上框架副詞是成立的。 

 

(9) 他在三分鐘內跑到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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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他會在三分鐘內跑到學校。 

 

  有終結點的副詞除了框架副詞之外，還有表等級副詞(scalar adverbials)，如「差

不多」、「快要」及「幾乎」等等，如之前所說，行動動詞本身不含時間終結點，因

此不可能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而完成動詞因為本身包有時間終結點，那就代表完

成動詞是可以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的，例子如(11)和(12)。如例子(11)，「快要跑到學

校」的這個事件，也就是代表終結點在學校，而那個人離學校很近但還沒到學校；

例子(12)也同樣的，終結點是飽，而那個人距離飽的狀態很接近，但還沒到達飽的狀

態。以上都證明了完成動詞本身具有終結點，就是因為具備這特性而可以與表等級

副詞在一起。 

 

(11) 你快要跑到學校了。 

(12) 我差不多吃飽了。 

 

  前一章有提到行動動詞有一個特性，那就是該事件都是可經由施事者的個人意

志力去操作並實現。完成動詞是在行動動詞的基礎上加上終結點，那麼也可以推論

說，完成動詞是可以使用命令句式(imperative)以及與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亦即代表

完成動詞也可以經由施事者自己的意志去操弄並實現該事件，來看看完成動詞與命

令句式的例子，例子如(13)和(14)。 

 

(13) 畫一幅畫！ 

(14) 跑步到學校! 

 

  因為完成動詞的事件，施事者可以經由自己的意志去操弄該事件，也就代表說

施事者可以使用不同的施事方式進行該事件，也就是完成動詞可以與表意志力的副

詞在一起，如「專心的」及「輕鬆的」等等，例子如(15)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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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他專心的畫一幅畫。 

(16) 我輕鬆的跑步到學校。  

 

  基於以上所討論的完成動詞的內容後，得出以下的完成動詞測試工具表，也如

Chang(2001)的完成動詞測試表一樣，如表 3.1。 

 

 完成動詞 

進行式  

加入表持續時間副詞  

加入框架副詞  

加入表等級副詞  

命令式句子  

加入表意志力副詞  

表 3.1 

 

  了解完成動詞的特性後，接下來看看澳門手語完成動詞的語意及句法，將會在

3.2 討論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進行式，在 3.3 討論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

詞，在 3.4 討論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框架副詞，在 3.5 討論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表等

級副詞，在 3.6 討論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包含「快」的副詞，在 3.7 討論澳門手語完

成動詞與命令句式，在 3.8 討論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表意志力副詞，最後 3.9 為本節

做一個總結。 

 

3.2 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進行式 

  澳門手語完成動詞一樣是含有起點，終點以及起點到終點的持續過程，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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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與行動動詞的差別在於完成動詞比行動動詞多了終點的邊界點，而行動動詞本

身沒有終結點，但兩者的事件本身都包含了事件的起點及持續過程，因此可以推測

完成動詞在進行式的表達策略是一樣或類似的，澳門手語完成動詞在進行式的表達

如例子(17)及(18)。 

 

(17) 他 跑 圈 一 跑++。 

  “他正在跑這一圈。＂ 

    

a. 他              b. 跑           c. 圈               d. 一 

 

 

e. 跑++ 

圖 3.1 

 

(18) 你  畫   一 畫++。 

    “你正在畫一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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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            b. 畫            c. 一  

            

 

d. 畫++ 

圖 3.2 

 

  從以上例 (17)及(18)可看出，完成動詞進行式的表達方式與動作動詞一樣都是

把動詞重複來表達事件正在進行的狀態，但完成動詞的進行式與動作動詞的進行式

在句子的呈現方式有些不同，動作動詞的進行式只是把動詞重複且位置在主詞後面，

而完成動詞的進行式是先把事件說出來，然後在句末把動詞重複來表達該事件是在

進行當中。如例子(17)，他正在跑這一圈，澳門手語是先把「他跑一圈」這事件打出

來，表示他的任務目標是「跑一圈」，然後在句末再把「跑」這個動詞在句末重複打

出來，表示他是正在跑的狀態，而這事件就會在跑完一圈就結束。例 (18)也一樣，

他正在畫一幅畫，先把「他畫一幅畫」這事件打出來，表示他的任務目標是「畫一

幅畫」，然後在句末再把「畫」這個動詞在句末重複的打出來，表示他是正在畫畫的

狀態，而這事件就會在畫完一幅畫就結束，也就是說，澳門手語完成動詞的進行式，

是先把事件說出來，然後在句末再把動詞重複一次，而句末的動詞是修飾該事件的

進行情況，這種表達方式不是只有進行式才有，而在後面的 3.8，也就是表意志力副

詞的其中一個表達方式也相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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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詞 

  完成動詞既然包含了事件的持續過程，那麼除了可以使用進行式之外，也可能

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表持續時間副詞就是表達事件所進行的持續時間，如「五

秒」、「十分鐘」、「三天」或「一年」等等，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持續時間副詞在一

起，就是指該完成動詞的事件的整個過程所花費的時間，或是該事件已經進行的時

間，但還沒結束。 

  以下例句都是以「一個小時」作成表持續時間副詞的例子，「一個小時」的手語

打法為左手握拳，掌心向下，置於胸前，而右手手伸出食指，其餘四指握成拳狀，

掌心向下，置於左手的手腕上，並用食指在手腕上順時針的畫一圈，意義為一個小

時。 

  持續時間副詞出現的位置也如前一章的行動動詞一樣，有兩個不同的位置，分

別是放在動詞前以及在句末，不同的位置所表達的意思有所差異，例子如(19)及(20)。

當完成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且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句末，其意思為進行

該事件進行了多久時間，如(19)是把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句末，其意思是｢你畫一幅

畫畫了一個小時｣，代表進行了一個小時，但還沒結束，因此其示意圖如(21)；而當

完成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且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前，其意思為多久

時間做完該事件，如(20)是把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前，其意思為用一個小時時間

畫完一幅畫，因此其示意圖如(22)。 

 

(19) 你 畫 一 一個小時。 

  “你畫一幅畫畫了一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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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              b. 畫             c. 一            d. 一個小時 

圖 3.3 

 

(20) 你 一個小時 畫 一。 

    “你一個小時就畫完一幅畫。＂ 

 

    

a. 你             b. 一個小時        c. 畫            d. 一 

圖 3.4 

 

(21) 

     前階段              進行階段              完成後階段 

                     N 時間 

 

              起始點                    終結點 

 

(22) 



 

  59  

 

     前階段              進行階段              完成後階段 

                          N 時間 

 

              起始點                    終結點 

 

  還有另一個東西，可以更清楚的分清楚哪一句是表持續進行的事件，哪一句是

完成該事件的時間，那就是在句末加上時貌標記｢完｣，澳門手語｢完｣的打法為兩手

手掌掌心向上，水平且相對的置於胸前，然後兩手同時轉動手腕且往下甩，如圖 3.5。

接下來試試同樣用上面的兩個句子在句末加上時貌標記｢完｣，看看其結果如何，如

(23)及(24)。(23)在句末加上時貌標記｢完｣，且表持續時間副詞是在完成動詞後，那個

時貌標記｢完｣是表示，「畫一幅畫」的事件持續了一個小時就結束了；(24)也是在句

末加上時貌標記｢完｣，但表持續時間副詞是在完成動詞後，那個時貌標記｢完｣是說

這一個小時就只做畫一幅畫這個事件，做完就結束，沒有要做畫一幅畫以外的事，

也就是說，一個小時畫好一幅畫是一整個事件，因此也印證了前面所述的，表持續

時間副詞是在完成動詞後，代表事件持續的時間；而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前是

代表用多久時間做好該事件。 

 

 

圖 3.5 

 

(23) 你 畫 一 一個小時 完。 

  “你畫一幅畫畫了一個小時就畫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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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你 一個小時 畫 一  完。 

    “你在這一個小時就畫一幅畫就好。＂ 

 

3.4 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框架副詞 

  前面都是討論了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沒有時間終結點的副詞，或進行式的表達

方式及語意，那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有終結點的副詞在一起，會有什麼的句法以及

語意。首先看看澳門完成動詞與框架副詞在一起的句法及現象。 

  框架副詞(Frame adverbial)就是表達在多久時間內進行該事件或是完成該事件，

如「五秒內」、「十分鐘內」、「三天內」或「一年內」等等，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框

架副詞在一起時，會因其框架副詞位置的不同，意思就不太一樣，但澳門手語框架

副詞的句子與持續時間副詞的表達方式是一樣的，因為澳門手語的時間詞本身有包

含｢內｣的意涵，如澳門手語｢一個小時｣，其意思可以是｢一個小時｣或｢一個小時內｣，

因此｢內｣的手語可以打也可以不打，而在本小節是以加上澳門手語｢內｣作為例子來

說明，澳門手語｢內｣的打法為左手手掌置於胸前，掌心朝內，而右手五指微彎曲，

形成一個半圓形，掌心朝下，置於臉前，然後垂直往下移動到左手及胸前之前，如

圖 3.6。 

 

 

圖 3.6 

 

  在以下例句都是以「一個小時」作成持續時間副詞的例子，其手語的打法為左

手握拳，掌心向下，置於胸前，而右手手伸出食指，其餘四指握成拳狀，掌心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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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於左手的手腕上，並用食指在手腕上順時針的畫一圈，如圖 3.7。 

 

 

圖 3.7 

 

  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框架副詞有三種的表達方式，第一種為框架副詞加在句末，

如例子(25)，其意思為該事件進行了不到該時間；第二種為框架副詞加在動詞前，如

例子(26)，其意思為做完該事件是多久時間之內；最後一種為在框架副詞前加上動詞

「等」，且框架副詞是在完成動詞前，如例子(27)，則有兩種解讀，第一種將會在多

久時間內開始該事件，而第二種為在多久時間內完成該事件。 

 

(25) (我)  跑 圈 一 一個小時 (內)。  

  “(我)跑這一圈跑了不到一個小時＂ 

   

a. 跑             b. 圈            c.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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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一個小時         e. (內) 

圖 3.8 

 

(26) (我)  一個小時 (內) 跑 圈 一。  

  “(我)不到一個小時就跑完一圈。＂ 

    

a. 一個小時         b. (內)            c. 跑 

 

  

d. 圈              e. 一 

圖 3.9 

 

(27) 我 等 一個小時 (內)  跑 圈 一 

  “我會在一小時內開始跑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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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將會在一小時內跑完一圈。 

   

a. 我             b. 等              c. 一個小時 

 

    

d. (內)              e. 跑               f. 圈              g. 一 

圖 3.10 

 

    例(25)是把框架副詞加在句末，事件為｢跑步｣，副詞為｢一個小時內｣，整句的意

思跑這一圈跑了不到一個小時，也就是說，這一句的｢框架副詞｣其實是表持續時間

副詞，表示該事件進行了不到該時間。而例子(26)是把框架副詞加在動詞前，事件為

｢跑步｣，副詞為｢一個小時內｣，整句的意思是不到一個小時就跑完一圈，也就是說

框架副詞加在動詞前，代表做完該事件是多久時間之內，是該動作真實做完的時間。

而例子(27)是把框架副詞加在動詞前，且在框架副詞前加上動詞｢等｣，其動詞｢等｣與

「將會」的意思是同義，這一句則是有兩個角度去解讀，如之前所說的，完成動詞

本身包含起點及終點，也有起點及終點之間的持續過程，而框架副詞只能與有終結

點的事件在一起，那麼說，框架副詞有兩個位置可以安置，第一個位置是完成動詞

事件的起點，也就是完成動詞事件的前一個事件的終結點，而第二個位置就是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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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事件的終點，以上兩個位置就是之前所說的兩個角度，就(27)來說，第一個角度

是事件的起點，那麼這句子的意思是｢我將會在一個小時之內開始去跑一圈｣，而第

二個角度是事件的終點，那麼這句子的意思是｢我將會在一個小時之內跑完一圈｣。 

 

3.5 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表等級副詞 

  有終結點的副詞除了框架副詞之外，還有表等級副詞(scalar adverbials)，如「差

不多」、「幾乎」、「快要」等等。 

  澳門手語的表等級副詞「快要」的手語打法如圖 3.11，左手四指併攏，大拇指

朝上，掌心朝內，置於胸前，右手四指併攏，大拇指朝上，掌心朝內，置於胸前與

左手之間，然而慢慢靠近左手手掌。 

 

 

圖 3.11 

 

  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表等級副詞的表達方式，如同前一章的行動動詞與表等級

副詞的表達方式一樣，副詞「快要」的位置是在動詞的後面，如放在動詞前是不合

法的。副詞「快要」在動詞的後面的意義有兩個，因為完成動詞本身包含起點及終

點，也有起點及終點之間的持續過程，而表等級副詞是有終結點，因此表等級副詞

有兩個位置可以安置，第一個位置是完成動詞事件的起點，而第二個位置就是完成

動詞事件的終點，如果把表等級副詞的位置安放在完成動詞事件的起點，那句子的

意思是｢快要開始做該事情｣，而如果是把表等級副詞的位置放在完成動詞事件的終

點，那句子的意思是｢快要做完該事件｣，如例(28)，如把焦點著重在事件的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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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句子就會解讀成快要開始跑一圈，反之，如把焦點著重在事件的終結點，就會解

讀成快要跑完一圈；而(29)也同理，如把焦點著重在事件的起始點，那句子就會解讀

成快要開始去畫一幅畫，反之，把焦點著重在事件的終結點，就會解讀成快要畫完

一幅畫，當然也要看現實情境而決定該句子是表達哪一種，綜合以上的現象，可以

得出示意圖如(30)。 

 

(28) 我 跑 圈 一 快要。 

  (a)“我快要跑完一圈。＂ 

  (b)“我快要開始跑一圈/跑一圈的時間快到。＂ 

    

a. 我            b. 跑            c. 圈            d. 一 

   

 

e. 快要 

圖 3.12 

 

(29) 我 畫 一 快要 

  (a)“我快要畫完一幅畫。＂ 

  (b)“我快要開始畫一幅畫/畫一幅畫的時間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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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            b. 畫            c. 一            d. 快要 

圖 3.13 

 

綜合以上的現象，可以得出示意圖如(30)。 

 

(30) 

    前階段              進行階段              完成後階段 

          解讀 1                    解讀 2 

 

              起始點                    終結點 

 

3.6  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包含｢快｣的副詞 

  包含｢快｣的副詞在澳門手語有兩個，且其意涵各不相同，第一個是｢快｣，其打

法為右手食指指尖與大拇指指尖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小圈圈狀，其餘三指握成拳狀，

掌心向左，置於身體右側，然後前手臂往左邊揮一下，其意思為｢快｣，如圖 3.14。 

 

 

圖 3.14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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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是｢趕快｣，其打法為右手食指指尖與大拇指指尖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小圈

圈狀，其餘三指握成拳狀，掌手向左，置於身體右側，然後用手腕快速的左右擺動，

其意思為｢趕快｣或｢快一點｣，如圖 3.15。 

 

  

圖 3.15 趕快 

 

  以下例子(31)及(32)都是與「快」副詞在一起，「快」副詞的位置是在句末，放在

動詞前則是不合法的，副詞「快」與完成動詞在一起有兩個不同的意義，第一個是

完成該事件的施事方式很快，也就是把焦點放在完成動詞的操作方式，如例子(31)，

這一個解讀就是他跑這一圈跑的很快，就是跑步的方式是跑的快；而第二個則是完

成該事件的時間很短，也就是把焦點放在完成動詞整個完整事件的過程，事件結束

了，且進行的時間很短，而例子(32)也同理，也就是說，完成動詞使用「快 1」副詞

有兩個功能，第一個就是修飾事件的操作方式是｢快｣，而第二個就是副詞是修飾整

個事件從開始到結束的距離很短。 

 

(31)  他  跑  圈  一  快。 

  (a)“他跑這一圈跑的很快。＂ 

   (b)“他很快就跑完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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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            b. 跑            c. 圈            d. 一   

 

 

e.快 

圖 3.16 

 

(32)  他  畫  一  快。 

  (a)“他畫一幅畫畫的很快。＂ 

  (b)“他很快就畫完一幅畫。＂ 

    

a. 他             b. 畫           c. 一            d. 快 

圖 3.17 

 

  接下來看看副詞「趕快」的例子，以下例子(33)及(34)都是與副詞「趕快」在一

起，且副詞「趕快」的位置是在句末，如果放在動詞前是不合法的。「趕快」副詞與

完成動詞在一起有兩個不同的意思，第一個是趕快去做該動作，而第二個為修飾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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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事件要做快一點。如例子(33)，第一個解讀為催促那個人趕快去跑一圈，跑一圈就

是整個事件，趕快去進行跑一圈的這一個事件；而第二個解讀為跑一圈跑快一點，

就是希望跑者用更快的速度完成整個事件，例子(34)也同理。 

 

(33)  你  跑  圈  一  趕快。 

  (a)“你趕快跑一圈。＂ 

   (b)“你跑一圈跑快一點。＂ 

    

a. 你            b. 跑            c. 圈            d. 一   

 

e. 趕快 

圖 3.18 

 

(34)  你  畫  一  趕快。 

  (a)“你趕快去畫一幅畫。＂ 

   (b)“你畫一幅畫畫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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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你            b. 畫            c. 一            d. 趕快   

圖 3.19 

 

  總結本小節總結，澳門副詞｢快｣有兩個打法，第一個打法的意思是快，其副詞

的位置是在句末，與完成動詞在一起的意思有兩個，第一個意思是修飾事件的操作

方式是｢快｣，而第二個意思是修飾整個事件從開始到結束的距離很短。而第二個打

法的意思是趕快，其副詞的位置是在句末，與完成動詞在一起的意思有兩個，第一

個是趕快去做該動作，而第二個是修飾整個事件要做快一點。 

 

3.7 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命令句式 

  完成動詞與行動動詞一樣，那些事件都是可以經由施事者的個人意志力去達成

及操作的，而命令句式就是其中一種，完成動詞的祈使句的表達方式也如行動動詞

的祈使句一樣，祈使標記會放在句末，其標記的意涵為表示命令某人去做某事情。

祈使標記的手語打法為一手食指向前伸出，其餘四指握成拳狀，掌心向下置於胸前，

然後手腕往前甩，如圖 3.20，祈使句例子如(35)和(36)。 

 

 

圖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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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35)及(36)顯示出在祈使句是以祈使標記表達，且祈使標記的位置是在句子

後面。可以使用祈使標記代表該事件可以經由被命令者自己本身的意志去操作的，

如例(35)的「跑一圈」以及例(36)的「畫一幅畫」，都是可以經由被命令者自己本身的

意志去操作的，也顯示出在澳門手語完成動詞使用祈使標記是成立的。 

 

(35) 跑 圈 一 祈使標記。 

  “跑一圈！＂ 

    

a. 跑            b. 圈          c. 一          d. 祈使標記 

圖 3.21 

 

(36) 畫 一 祈使標記。 

  “畫一幅畫！＂ 

   

a. 畫             b. 一            c. 祈使標記 

圖 3.22 

 

 



 

  72  

 

3.8 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表意志力副詞 

  澳門手語完成動詞的表意志力副詞的表達方式也如行動動詞的表主事者副詞的

表達方式一樣，分別與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以及在動詞上加上臉部表情的方式，來

表達施事方式，首先來看看加上表意志力副詞的表達方式，以表意志力副詞作為表

達施事方式的例子如(37)及(38)，表意志力副詞的位置是在句末，如把表意志力副詞

放在動詞前則是不合法的，而這兩個例子的表意志力副詞為｢輕鬆｣，澳門手語的打

法為兩手五指張開，兩手互相相對，兩手大拇指指尖碰在相對的上胸位置，然後其

餘四指不規則的前後小動數次，如圖 3.23，其意思為輕鬆或享受。 

 

 

圖 3.23 

 

  表意志力副詞的位置是在句末，這個表達方式有兩種解讀，第一種解讀為副詞

是修飾完成動詞的事件在進行過程的施事方式，如例(37)，表示畫畫的人在完成一幅

畫的過程中都很輕鬆的畫；例(38)也一樣，表示跑的人在跑的過程當中是很輕鬆的跑；

而第二種解讀為副詞是修飾事件完成之後的心情感受，如例(37)，可解讀為畫畫的人

在完成一幅畫之後的心情是輕鬆的；例(38)也一樣，表示跑的人跑完之後的心情是很

輕鬆的。也就是說，要視副詞修飾的位置是在事件的過程，還是在事件完成之後來

決定。 

 

(37) 你 畫 一 輕鬆。 

  “你很輕鬆的畫一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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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畫完一幅畫後很輕鬆。＂ 

    

a. 你            b. 畫           c. 一       d. 享受 

圖 3.24 

 

(38)  他 跑 圈 一 輕鬆。 

  (a)“他很輕鬆的跑一圈。＂ 

  (b)“他跑完一圈後很輕鬆。＂ 

   

a. 他               b. 跑              c. 圈 

    

d. 一             e. 輕鬆 

圖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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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看看以臉部表情作為施事方式的表達方式，例子如(39)及(40)。此表達方

式與 3.2 的內容，亦即以完成動詞的進行式的表達方式作比較，其詞序及表達方式

幾乎一樣，一樣是先把事件表達出來，然後在句末再把動詞重複，只是在句末的動

詞重複的部分多了臉部表情，以臉部表情去修飾施事方式，也就是說，澳門手語完

成動詞以臉部表情來說明施事方式時，會把事件表達出來，然後句末的動詞重複就

是把事件的過程提取出來，再加以臉部表情說明施事方式，來代表整個事件都是以

該施事方式進行，直到事件結束。 

 

(39)  你  畫 一 畫(表情) 畫(表情)  

  “你很輕鬆的畫一幅畫。＂ 

    

a.你             a. 畫            b. 一            c. 畫(表情) 

 

   

d. 畫(表情)          e. 畫(表情) 

 

圖 3.26 

 

(40) 他 跑 圈 一 跑(表情) 跑(表情) 

  “他很輕鬆的跑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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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            b. 跑            c. 圈            d. 一 

 

   

e. 跑(表情)          f. 跑(表情)         g. 跑(表情) 

圖 3.27  

 

3.9 結論 

  本章討論了完成動詞各種特性的表達方式及語意，首先在進行式上，完成動詞

與動作動詞一樣是以動詞動作重複來表達正在進行的狀態，但不同的是完成動詞的

動詞會在句未重複動詞。 

  在持續時間副詞上，副詞加在動詞前或動詞後則是有不同的意思，表持續時間

副詞放在句末，其意思為進行該事件進行了多久時間，而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

前，其意思為花了多久時間做完該事件。 

  在框架副詞上，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框架副詞有三種表達方式，第一種為框架

副詞加在句末，其意思為該事件進行了不到該時間；第二種為框架副詞加在動詞前，

其意思為做完該事件是多久時間之內；最後一種為在框架副詞前加上動詞「等」，且

框架副詞是在完成動詞前，則有兩種解讀，第一種將會在多久時間內開始該事件，

而第二種為在多久時間內完成該事件。 

  在「快要」副詞上，只有加在句末，但句子本身會有兩種解讀，根據情境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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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適當的解讀方式，第一種解讀為快要完成該事件，第二種解讀則是快要到時間開

始進行該事件。 

  完成動詞與包含「快」的副詞，有兩個副詞，分別為｢快｣及｢趕快｣，但其副詞

都是放在句末，完成動詞與｢快｣有兩個解讀，第一個是完成該事件的方式是用很快

的方式去做，而第二個是很快完成該事件。而「趕快」，也有兩個解讀，第一個是趕

快去做該動作，而第二個為修飾整個事件要做快一點 

    在命令句式上，與行動動詞一樣，祈使標記的位置放在動詞後面，而在主事者

副詞上，也與行動動詞一樣，主事者副詞放在句末去表達施事方式，如果是用表情

去表示的話，則會在句末把動詞動作重複並加上表達去表示施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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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狀態動詞  

 

4.1 前言 

  Tai (1984)提到，狀態動詞的定義為一個長時間或短時間的狀態而且是沒有進行

的時式。Liu (2005)提出狀態動詞並不是動態的，綜合來說，狀態動詞是固定在靜態

的階段且為一段長時間或短時間的狀態，同時，Liu (2005)也說狀態動詞是沒有時間

終結點而且本身也沒有顯示出內部時間的終結點，如「餓」、「飽」、「累」等等。 

  另外在狀態動詞中，根據Chang (2003)、Pustejovsky (1995:15)、Carlson (1977) 以

及Kratzer (1989)狀態動詞可分成單一性狀態動詞 (Individual-level states)以及階段性狀

態動詞 (stage-level states)兩種。單一性狀態動詞如「帥」、「聰明」以及「善良」等

等，那些單一性狀態動詞相對來說都是永久性的狀態，因為那是都是個人個別擁有

的特質；而階段性狀態動詞不同於單一性狀態動詞，不是永久性的狀態，而是暫時

性的狀態，也就是個人擁有的狀態但不是永久性的，如「餓」、「累」等等。 

以上所提及的狀態動詞都是一般典型的狀態動詞，意思是那些狀態動詞都是有

程度等級的動詞，以單一性狀態動詞為例，都可以加上程度副詞，如「很帥」、「非

常帥」、「有點帥」，又以階段性狀態動詞為例，也可以加上程度副詞，如「很餓」、

「非常餓」、「有點餓」，以上都說明了不管是單一性狀態動詞還是階段性狀態動

詞都是有程度等級的動詞，但還是有一些狀態動詞是沒有程度等級的，如「姓」、

「是」、「有」等等，而這些都是無法與程度副詞一起出現，而本章狀態動詞的句

法及語意不討論如「姓」、「是」、「有」這些無法與程度副詞在一起的狀態動詞。

接下來看看根據狀態動詞的特性有哪些句法現象。 

  首先來看看狀態動詞與未完成式的句法現象，之前有提到在漢語上是可以以時

貌標記「在」來表達未完成式，現在看看狀態動詞與未完成式的句子，例子如(1)和

(2)。 

  (1)為單一性狀態動詞，(2)為階段性狀態動詞，從例子(1)和(2)看出不管是單一性

狀態動詞或階段性狀態動詞都無法與時貌標記「在」一起出現，因為狀態動詞的主



 

  78  

 

要特徵是靜態的，而時貌標記「在」要表達的是動作的持續，也就是適合動態的事

件類型在一起，如行動動詞及完成動詞等(Chung and Timberlake 1985; Vlach 1981)，

因此與永久性與否無關，而是動詞本身的靜態或動態的性質作區別。 

 

(1)  a. *我在聰明。 

     b. *我在帥。 

 

(2)  a. *我在累。 

     b. *我在餓。 

 

  未完成式是事件沒有終結點的表達方式，那沒有終結點的表達方式除了時貌標

記「在」之外，還有表持續時間副詞，如「四個小時」、「十天」、「一年」等等，而

表持續時間副詞是指該事件進行的時間或狀態所持續的時間，例子如(3)和(4)。 

  (3)為單一性狀態動詞的句子，(4)為階段性狀態動詞的句子，從(3)和(4)看出階段

性狀態動詞是可以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而單一性狀態動詞是不能，其原因很

有可能是與單一性狀態及階段性狀態的特性差異有關，根據 Chang(2001)解釋因為單

一性狀態動詞本身已經具體了永久的特性，而表持續時間副詞是表示某個時段的持

續時間，與永久性有衝突，而階段性狀態動詞本身具有暫時性的特性，是有時段性

的，因此可以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 

 

(3)  a. *我聰明了一天。 

   b. *我帥了一天。 

 

(4)  a. 我餓了一天。 

   b. 我辛苦了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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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面也延續了一個問題，就是時貌標記「了」的問題，時貌標記「了」在一

般的認知是指狀態的改變，如例子(4a)，可以解讀為一天前不餓，而「一天」的開始

點就是那個人轉變到餓的狀態，而那個餓的狀態持續了一天。然而例子(3)的單一性

狀態動詞是因為具有永久性的特性而不能與表持續時間副詞一起出現，也不能用時

貌標記「了」，同理，因為單一性狀態動詞有永久性的特性，因此不會有狀態改變的

可能，也就是不會與時貌標記「了」在一起。根據 Chang (2001)的解釋，時貌標記「了」

可以與階段性狀態動詞一起出現，是因為時貌標記「了」可以指出階段性狀態事件

的起點，且階段性狀態具有循環的特性，是有狀態的起點及終點，以表示進入了該

狀態。單一性狀態動詞的特性是永久性的，與階段性狀態的特性是相反的，因此單

一性狀態沒有起點及終點的，然後也導致時貌標記「了」無法指出單一性狀態事件

的起點，因此無法與時貌標記「了」一起出現。 

  以上都是討論未完成式的表達方式，接下來看看與框架副詞在一起的句法現象，

框架副詞的意義為多少時間內發生該事件或狀態，如「十分鐘內」、「一天之內」等

等，狀態動詞與框架副詞在一起的句法現象與動作動詞一樣，如之前所述，動作動

詞要與框架副詞在一起必須在特定的條件才可使用，而在狀態動詞也一樣，也是要

在特定的條件才可使用，但單一性狀態動詞以及階段性狀態動詞的句法是有所不同，

但不管如何，沒有使用特定條件的前提之下，都不能與框架副詞一起出現，狀態動

詞與框架副詞的例子如(5)和(6)。 

 

(5)  a. *我在一天內聰明。 

     b. *我會在一天內開始聰明。 

 

(6)  a. *我在五分鐘內生氣。 

     b. 我會在五分鐘內開始生氣。 

 

 (5)為單一性狀態動詞，而(6)為階段性狀態動詞。如例子(5)的單一性狀態動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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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有沒有用特殊條件皆不成立的，正如前面所提到，因為單一性程度狀態具有永久

性的特質，而且會找不到時間的起始點及終結點，因此與框架副詞在一起是有衝突，

Liu (2005)解釋，因為沒有時間終結點的事件類型，如動作動詞及狀態動詞，那些事

件只是在描述動作的維持或狀態的持續，沒有時間終結點，因此不能與框架副詞一

起出現，接著來看看(6)的階段性狀態動詞的句子，(6a)如前面所說的，因為階段性狀

態動詞是循環的特性，有起點也有終點，而這一句的事件為「生氣」，「在五分鐘內

生氣」並沒有完整的說明，到底是「開始生氣」還是「結束生氣的狀態」，因此無法

與框架副詞一起出現，但(6b)則可以，因為前面有提到，階段性狀態動詞是暫時性的

狀態，而在「生氣」的事件下把「會…開始」加上去，就可以完整的說明是強調事

件的開始點，因此在加了「會…開始」這些詞的情形下就可與框架副詞在一起。 

  上面討論了框架副詞，是其中一個只能與有終結點的事件一同出現的副詞，接

下來看看表等級副詞(scalar adverbials)，表等級的副詞如「差不多」、「快要」及「幾

乎」等等，其副詞的意思是代表事件接近邊界點，其特性與框架副詞一樣是只能與

有終結點的事件在一起的副詞，如之前所說，狀態動詞本身不含時間終結點，因此

不可能與表等級副詞一起出現，那也代表狀態動詞是不可以與表等級副詞一起出現

的，但因為狀態動詞有分單一性狀態動詞以及階段性狀態動詞，以下看看兩種狀態

動詞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的句法現象，例子如(7)和(8)。 

(7)為單一性狀態動詞，而(8)為階段性狀態動詞，(7)的句子不成立是因為如前面

所說的，單一性狀態動詞是永久性的特性，是沒有時間終結點的，與表等級副詞在

一起是有衝突的，因此無法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而(8)是因為其動詞「累」是階段

性狀態動詞，而階段性狀態動詞是暫時性的，因此是有狀態的改變的可能，而時貌

標記「了」是說明了狀態的改變，也就說有了邊界，而「累」是就是狀態改變後的

結果，而表等級副詞是說明了是在「累」之前的那個階段，代表那個人還沒到累的

狀態，快要轉變到累的狀態，因此階段性狀態動詞是可以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 

 

(7)  *我差不多/幾乎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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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差不多/幾乎累了。 

   

  前兩章有提過，可以使用在命令句式的動詞是代表該事件的施事者可以經由自

己的意志去操弄該事件，那接下來看看狀態動詞與命令句式的表現如何，在前面有

提過狀態動詞本身是與個人擁有的特質或狀態有關，因此基本上在現實生活中，是

無法由施事者的個人意志力去操弄那些狀態或特質的，那就代表命令句式是無法與

狀態動詞在一起，無論其狀態動詞是單一性狀態動詞還是階段性狀態動詞都是一樣

無法使用命令句式，例子如(9)和(10)。 

  (9)和(10)都說明了不管其狀態動詞是單一性狀態動詞還是階段性狀態動詞，都

是無法使用命令句式，如(9a)，聰明是無法經由施事者的個人自由意志去操弄聰明或

不聰明的狀態轉換，因此無法使用命令句式，又如(10a)，餓是生理的反應，也是無

法經由施事者的個人自由意志去操弄身體的生理狀態的轉換，因此也無法使用命令

句式。 

 

(9)  a. *聰明！ 

     b. *他逼我聰明。 

 

(10)  a. *餓！ 

     b. *他逼我餓。 

 

  狀態動詞的事件狀態無法經由施事者的意志去操弄該事件或狀態，因此不可以

使用命令句式，由此延伸，也就代表說施事者不能使用各種的施事方式進行該事件，

例子如(11)和(12)。 

    (11)及(12)說明了狀態動詞的事件狀態無法經由施事者的意志去操弄該事件或

狀態，更不用說要以何種方式去操弄或達成該事件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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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我故意聰明。 

 

(12)  *我故意累。 

 

  根據以上狀態動詞的特性及句法現象，得出以下表 4.1 

 

 單一性狀態動詞 階段性狀態動詞 

未完成式   

加入表持續時間副詞   

加入框架副詞   

加入表等級副詞 (scalar 

adverbials) 

  

命令句式   

加入表意志力的副詞   

表 4.1 

 

  了解了狀態動詞的特性及句法後，接下來看看澳門手語與狀態動詞的表達現象

有哪些，將會在下面分為兩大部分來探討，第一部分為狀態動詞的句法現象，第二

部分為狀態動詞與程度副詞，探討程度副詞與狀態動詞的句法現象及語意。 

 

4.2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未完成式 

  澳門手語的狀態動詞也同樣的分成單一性狀態動詞以及階段性狀態動詞，首先

來看看澳門手語狀態動詞未完成式的表達方式，在漢語上最明確的未完成式的表達

方式就是與未完成貌「在」一起出現，但澳門手語的未完成式就是使用進行式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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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表達，而澳門手語的進行式的表達方式有兩種，第一個是動詞重複，而第二個

則是動作相對停留久一點，澳門手語狀態動詞未完成式的例子如(13)-(16)。 

 

 (13) *他 帥 帥 

      *他 帥(hold) 

     “*他正在帥。＂ 

 

(14) *他 聰明 聰明 

     *他 聰明(hold) 

    “*他正在餓。＂ 

 

  例子(13)及(14)是單一性狀態動詞，使用進行式的方式表達是行不通的，其特性

與漢語一樣，因為那個是永久的狀態而且沒有進行的時式，所以無法使用進行式來

表示其狀態的持續；但例子(15)及(16)為階段性狀態動詞卻可以使用進行式的方式表

達，因為那些階段性狀態動詞具有短暫性的特性，可以使用進行式的方式，其意思

為該狀態正持續當中，還沒改變狀態。 

  例子(15)，他餓著肚子，代表他還在餓的狀態，還沒進入下一個循環階段，而該

句子的狀態動詞「餓」的手語並沒有動作(movement)，因此其表達策略如動作動詞的

姿態動詞一樣，用動作停留相對久一點，來代表其狀態的持續，而例子(16)也同樣的

道理，他正在累著身體，也代表他累的狀態持續當中，還沒進入下一個循環階段，

其狀態動詞「累」的手語有動作(movement)，因此其表達策略使用動作重複來表示其

狀態的持續。 

 

 (15) 他 餓(hold) 

    “他餓著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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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                  b. 餓(hold) 

圖 4.1 

 

(16) 他 累++ 

    “他身體正累著。＂ 

  

a. 他                b. 累++ 

圖 4.2 

 

  從以上的例子現象表示，在澳門手語中，永久性的狀態本身就是永久的，無法

改變狀態，因此不適合使用未完成式；而在階段程度狀態，因為其具有短暫性且可

改變狀態的特性，因此可以使用在未完成式，而其所表達的意含是該狀態正在持續

當中。而在階段性狀態動詞，未完成式的表達方式有兩種，第一種如例子(15)，其狀

態動詞「餓」並沒有動作(movement)，因此其表達策略如動作動詞的姿態動詞一樣，

用動作停留相對久一點，來代表其狀態的持續；而第二種如例子(16)，其狀態動詞「累」

的手語有動作(movement)，因此其表達策略使用動作重複來表示其狀態的持續。 

 

4.3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詞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表達狀態持續的方式，除了停頓和動作重複以外，還有表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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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時間副詞，如「四個小時」、「十天」、「一年」等等，而表持續時間副詞是指該事

件進行的時間或狀態所持續的時間，澳門手語的狀態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

的表達方式有兩個，第一個是表持續時間副詞在動詞後面，其意義為該狀態所持續

的時間，而第二個是表持續時間副詞在句末，其意義為多久之後會進入該狀態，但

表持續時間副詞只適合與階段性狀態動詞在一起，而單一性狀態動詞不能與表持續

時間副詞在一起，呈現的例子如(17)-(20)。 

 

(17)  *他  帥  一天。 

     *“他帥了一天。＂ 

 

(18)  *他  一天  帥。 

     *“他一天就帥。＂ 

 

(19) *他  聰明  一天。 

     *“他聰明了一天。＂ 

 

(20) *他  一天  聰明。 

     *“他一天就聰明。＂ 

 

  如前面對於單一性狀態動詞的定義所說，其特性是靜態且是永久性的，因此如

果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那就會與永久性的特性相衝突，以例子(17)及(18)的「帥」

為例，「帥」是永久性的特性，因此不管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前或句末，都是有

衝突的，例子(19)及(20) 的「聰明」也同理。 

  例子(21)-(24)為階段性狀態動詞的句子，因為其本身具有短暫性的特性，與單一

性狀態動詞的特性是不同的，因此可以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而副詞在動詞的

前後位置則會有不同的意思，如例子(21)及(22)副詞是在句末的位置，其意思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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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狀態的持續時間，示意圖如(23)，像(21)是餓的狀態持續了一個小時，而(22)則是累

的狀態持續了一個小時。 

 

(21)  我  餓  一個小時 

    “我餓了一個小時。＂ 

   

a. 我               b. 餓               c. 一個小時 

圖 4.3 

 

(22)  我  累  一個小時 

    “我累一個小時。＂ 

   

a. 我               b. 累              c. 一個小時 

圖 4.4 

 

(23) 

     前階段              進行階段              

                     持續時間 

 

              起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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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24)及(25)副詞在動詞前，其意思為若干時間後就開始進入該狀態，示意圖

為(26)。如例子(23)，經過一個小時的時間就開始進入了餓的狀態，(24)為經過一個小

時就進入累的狀態。 

 

(24)  他  一個小時  餓 

    “他一個小時就餓了。＂ 

   

a. 他            b. 一個小時      c. 餓 

圖 4.5 

 

(25)  他  一個小時  累 

    “他一個小時就累了。＂ 

   

a. 他            b. 一個小時      c.累 

圖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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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前階段              進行階段               

       N 時間               

 

              起始點                     

 

4.4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框架副詞 

  前兩節都是討論澳門手語狀態持續的表達方式，接下來看看只能與有終點的事

件在一起的副詞的句法現象，首先是澳門手語與框架副詞一起出現的句法現象，框

架副詞的意義為多少時間內發生該事件或狀態，如「十分鐘內」、「一天之內」等等，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框架副詞的表達方式，與前一節一樣，不適合與單一性狀態動

詞在一起，理由也是同樣因為單一性狀態動詞是永久性的，而框架副詞則是有時間

的邊界點，並非永久性，框架副詞與單一性狀態的永久性的特性相衝突。框架副詞

只適合與階段性狀態動詞在一起，其原因是因為框架副詞是有限且短時間的特性與

階段程度狀態動詞的短暫性的特性相符合，因此可以適用在一起，框架副詞的位置

是在動詞前，其意義為多久時間內進入該狀態，也可以使用「會…開始」那種將會

在多久時間內進入該狀態的表達方式，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框架副詞在一起的例子

如(27)-(34)。 

  例子(27)-(30)為單一性狀態動詞，因為框架副詞只能與有終點的事件在一起，而

單一性狀態動詞是永久性的，是沒有終點的，框架副詞與單一性狀態動詞的特性相

衝突而不能在一起，像(27)及(28)的動詞「帥」以及(29)及(30)的動詞「聰明」，都是永

久性的特性，無法與框架副詞在一起。 

 

(27)  *他  一天  內  帥。 

   *“他一天內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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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他  等  一天  帥。 

     *“他會在一天內帥。＂ 

 

(29)  *他  一天  內  聰明。 

   *“他一天內聰明。＂ 

 

(30)  *他  等  一天  聰明。 

     *“他會在一天內聰明。＂ 

 

  (31)-(34)為階段性狀態動詞，例子(31)及(33)為只與框架副詞在一起，且位置在動

詞前，其意含為在若干時間內就進入該狀態，如(33)，是說他在五分鐘的時間內就進

入到累的狀態，例子(31)也同理；例子(32)及(34)則是在框架副詞前加上動詞「等」，

且框架副詞的位置在動詞前，其含意為將會在若干時間內進入該狀態，如例子(34)是

代表他將會在五分鐘內就進入累的狀態，例子(32)也同理。 

 

(31) 他  一個小時  (內)  餓。 

   “他一個小時內就餓了。＂ 

    

a. 他            b. 一個小時      c. (內)            d. 餓 

圖 4.7 

 

(32)  他  等 一個小時  餓。 

   “他會在一個小時內就餓了。＂ 



 

  90  

 

    

a. 他             b. 等           c. 一個小時      d. 餓 

圖 4.8 

 

(33) 他  五分鐘  (內)  累。 

   “他五分鐘內就累了。＂ 

    

a. 他            b. 五分鐘        c. (內)            d. 累 

圖 4.9 

 

(34)  他  等 五分鐘   累。 

   “他會在五分鐘內就累了。＂ 

    

a. 他            b. 等            c. 五分鐘        d. 累 

圖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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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表等級副詞 

    有終結點的副詞除了框架副詞之外，還有表等級副詞(scalar adverbials)，如「差

不多」、「幾乎」、「快要」等等。 

    澳門手語表等級副詞｢快要｣的手語打法為左手四指併攏，大拇指朝上，掌心朝

內，置於胸前，右手四指併攏，大拇指朝上，掌心朝內，置於胸前與左手之間，然

而慢慢靠近左手手掌，如圖 4.11，其意義為｢快要｣、｢接近｣。 

 

 

圖 4.11 

 

    狀態動詞分成單一性狀態動詞以及階段性狀態動詞，在漢語上，單一性狀態動

詞是不適合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而階段性狀態動詞則可以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

在澳門手語的狀態動詞的句法表現上，不論是單一性狀態動詞或階段性狀態動詞都

可以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例子如(35)-(38)。 

    例子(35)及(36)為單一性狀態動詞，而(37)及(38)為階段性狀態動詞，從以上看出

不管是單一性程度狀態動詞或階段性狀態動詞都適合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在漢語

上，單一性狀態動詞不適合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是因為單一性狀態動詞沒有狀態

改變的分界點可以參照，因此無法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而在澳門手語是適合的，

但有一個前提，其前提為有一個參照點或有比較的情況下才適用，如之前所提，手

語「快要」的左手本身就代表一個終結點，也就是前面所說的參照點，而右手是代

表走向終點的過程，能與手語「快要」副詞在一起，那就代表該動詞事件一定要終

結點或參照點。如例子(35)，有兩個解讀，第一個是他快要到達某個帥/美的分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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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是他快要跟某人一樣帥/美，前者所提的分數就是所謂的參照點，而後者是比較

的參照點，而例子(36)也同理，如果沒有參照點或比較之下，單一性狀態動詞就不適

合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 

 

(35) 他 帥/美 快要。 

  “他快要接近那個/某人的帥/美。＂ 

   

a. 他               b. 帥/美                             c. 快要 

圖 4.12 

 

(36)  他  聰明  快要。 

    “他快要接近那個/某人的聰明程度。＂ 

   

a. 他            b. 聰明                         c. 快要 

圖 4.13 

 

  例子(37)及(38)的階段程度狀態與漢語的表達差不多，表等級副詞只與有終點的

事件在一起，階段性狀態動詞是具有短暫性的特性，有狀態改變的分界點，即狀態

的起點或狀態前的階段的終點，也就是可以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如例子(37)，餓就

是餓之前的狀態的終結點，他快要進入到餓的狀態，而例子(38)也一樣，累是累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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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狀態的終結點，他快要進入到累的狀態。 

 

(37)  我  餓  快要。 

    “我快要餓了。＂ 

   

a. 我               b. 餓               c. 快要 

圖 4.14 

 

(38)  我  累  快要。 

“我快要累了。＂ 

 

圖 4.15 

 

4.6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包含「快」的副詞 

  澳門手語包含「快」的副詞有兩個，分別｢快｣以及｢趕快｣，其所表達的意思都

不相同。｢快｣的手語打法為右手食指指尖與大拇指指尖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小圈圈狀，

其餘三指握成拳狀，掌手向左，前手臂往左一揮，其意思為快或快要，如圖 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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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快 

 

  ｢趕快｣的手語打法為右手食指指尖與大拇指指尖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小圈圈狀，

其餘三指握成拳狀，掌手向左，用手腕快速的左右擺動，並意思為趕快或快一點，

如圖 4.17。 

 

 

圖 4.17 趕快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副詞｢快｣的表達方式，因狀態動詞有分成單一性狀態動詞

以及階段性狀態動詞，以下也會把例子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單一性狀態動詞如

例子(39)-(42)，而第二部分為階段程度副詞，例子如(43)-(46)。 

    首先來看看第一部分的單一性狀態動詞的句子，例子(39)及(40)是與副詞「快」

在一起，且副詞「快」的位置是在動詞後面，解讀只有一種，就是狀態變化過程進

行的很快，如例子(39)是表達他變帥/美的速度很快，也就是說副詞「快」是修飾動詞

進行的速度，例子(40)也同理。 

 

(39)  他  帥/美  快。 

  “他這麼快變帥/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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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他                b.帥/美                              c.快 

圖 4.18 

 

(40)  他  聰明  快。 

  “他很快變聰明了。＂ 

   

a. 他            b.聰明                          c.快 

圖 4.19 

 

    例子(41)及(42)是與副詞「趕快」在一起，那些句子出現分歧，有些聾人認為那

些句子合文法，有些聾人則認為不合法，在此分析出現分歧的背後原因，首先不合

文法的原因，如之前在第四章的狀態動詞有提過，因為狀態動詞是不可經由主事者

的意志去操控的，也就是說，根本無法經由主事者讓狀態加速改變，如例子(39)的帥

/美，帥/美是無法經由自己的意志力去操控的，所以有些聾人認為不可行。而合文法

的原因，在於那些話並不是要主事者去操弄狀態的改變，而是一種個人的期望，只

是表達一個渴望或想法，希望趕快到該狀態，如例子(4)，其句子背後的意思可以是

希望他快一點變聰明，又或是主事者做了一些事，如讀書或看節目等等，可以讓自

己快一點變聰明。不管是哪一個，在這裡都呈現出各種可能性以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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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你  帥/美  趕快。 

   (a)“你快一點變帥/美。＂ 

     (b)“你趕快變帥/美。＂ 

 

(42)  ?他  聰明  趕快。 

   (a)“他快一點變聰明。＂ 

     (b)“他趕快變聰明。＂ 

 

    接下來看看階段性狀態動詞的句子，例子(43)及(44)都是使用副詞「快」，且位置

是在動詞後面，而解讀有兩種，第一種為很快就到達該狀態，而第二種為快要到達

該狀態。如例子(43)，第一種解讀是他很快就餓了，也就是他從本來飽的狀態到餓的

狀態的時間很短，換句話說，就是飽的狀態所維持的時間短，示意圖如(45)，因此解

讀為很快就餓；而第二種解讀為快要到達該狀態，如在本章引言所提，階段性狀態

動詞是有短暫性的特性，有狀態改變的分界點，即該狀態的起點，或狀態前的階段

的終點，而快要到達該狀態是代表該狀態的前一個狀態快要結束，如例子(44)，他快

要累了，那代表說他累的狀態的前一個狀態，就是不累，不累的狀態快要結束。 

 

(43)  他  餓  快。 

  (a)“他很快就餓了。＂ 

    (b)“他快要餓了。＂ 

   

a. 他            b. 餓            c. 快 

圖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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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他  累  快。 

  (a)“他很快就累了。＂ 

    (b)“他快要累了。＂ 

   

a. 他            b. 累            c. 快 

圖 4.21 

 

(45) 

                      時間短 

 

      餓               飽             餓 

 

    例子(46)及(47)是使用「趕快」副詞，且位置是在動詞後面，在澳門手語是不適

用的，因為其狀態是無法自己操控，除非如例子(43)和(44)一樣是表達一種期望的時

間可以使用，但一般的情況下，階段性狀態動詞是無法與「趕快」副詞在一起。如

例子(46)，趕快餓，在現實中根本無法可以經由自己的意志讓自己趕快到餓或快一點

餓的狀態，而例子(47)也同理。 

 

(46)  *他  餓  趕快。 

   *“他快一點餓。＂ 

     *“他趕快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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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他  累  趕快。 

   *“他快一點累。＂ 

     *“他趕快累。＂ 

 

4.7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命令句式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是不能使用命令句式，正如之前提到，命令句式是用在施事

者可以經由自己的意志去操控的事件，而狀態動詞，不管是單一性狀態動詞或階段

性狀態動詞也一樣是無法經由施事者自己的意志去操控的事件，因此都無法使用命

令句式，例子如(48)-(51) ，例子(48)及(49)為單一性狀態動詞，而例子(50)及(51)為階

段性狀態動詞。 

 

(48) *帥/美 (祈使標記)！ 

     *“帥/美!” 

 

(49)  *聰明  (祈使標記)! 

     *“聰明!” 

 

(50)  *餓  (祈使標記)! 

     *“餓!” 

 

(51)  *累  (祈使標記)! 

     *“累!” 

 

  從例子(48)及(49)的單一性狀態動詞以及例子(50)及(51)的階段性狀態動詞說明

了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漢語一樣都是無法使用命令句式，以單一性狀態動詞句子(48)

為例，無法經由自己的意志讓自己變帥或變美，又以階段性狀態動詞句子(50)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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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樣無法由自己的意志讓自己餓，那些都沒有其他例外的特殊狀況，因為狀態動

詞本身是無法經由施事者自己的意志去操控事件，如果有例外，恐怕已經脫離了狀

態動詞本身的定義。 

 

4.8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表意志力副詞 

  狀態動詞本身具有無法經由施事者自己的意志去操控事件的特性，無法使用命

令句式，也代表同樣的無法與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表意志力副詞如「輕輕地」或

「專心地」等等。無法與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是因為狀態動詞本身具有無法經由施

事者自己的意志去操控事件，因此也無法以任何方式去操弄該事件或狀態，所以也

無法與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在澳門手語也一樣，不管是單一性狀態動詞或階段性

狀態動詞也無法與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例子如(52)-(55)，例子(52)及(53)為單一性狀

態動詞，而例子(54)及(55)為階段性狀態動詞。 

 

(52) *我 帥/美 專心。 

   *我專心的高。 

 

(53)  *我  聰明  專心。 

   *“我專心的聰明。＂ 

 

(54)  *我 累 專心。 

   *“我專心的累。＂ 

 

(55)  *我  餓  專心。 

   *“我專心的餓。＂ 

 

    從例子(52)及(53)的單一性狀態動詞以及例子(54)及(55)的階段性狀態動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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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漢語一樣不能與在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如(52)，｢帥/美｣是

無法經由施事者的意志讓自己變帥或變美，更不用說是用什麼樣的施事方式了，同

樣的例子(54)也一樣無法由施事者的意志讓自己｢專心的｣累，那些都沒有其他例外的

特殊狀況，因為狀態動詞本身是無法經由施事者自己的意志去操控事件，如果有例

外，恐怕已經會脫離狀態動詞本身的定義。 

 

4.9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時貌標記「了」 

  時貌標記「了」是代表狀態的改變，根據張榮興(2001)的說法，在漢語上，階段

性狀態動詞可以加時貌標記「了」，而單一性狀態動詞卻不可加時貌標記「了」。因

為單一性狀態動詞是長久性的狀態，如「聰明」、美麗「」，都是無法改變狀態，因

此不可加時貌標記「了」，而階段性狀態動詞是短暫性的，而且會常常循環變動，如

「餓－飽」，「開心－難過」等等，是可以有狀態的改變，所以可加時貌標記「了」。

而在澳門手語上，澳門手語時貌標記「了」的打法為兩手手掌掌心向上，水平且相

對的置於胸前，然後兩手同時轉動手腕且往下甩，如圖 4.22，其意思為動作或事件

的結束或狀態改變了。 

 

 

圖 4.22 

 

  一般來說單一性狀態動詞是不能與時貌標記「了」在一起的，除非如下面的例

外例子，例子如(56)及(57)。 

 

(56)  他  帥/美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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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變帥/美了。＂ 

  

a. 他            b. 帥/美 

 

 

c. 了 

圖 4.23 

 

(57)  他  聰明  了 

    “他變聰明了。＂ 

  

a. 他              a.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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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了 

圖 4.24 

  澳門手語時貌標記「了」一般的意思是動作或事件的結束或狀態改變了，而例

子(56)及(57)是屬於後者，也就是狀態改變了，因為表達那些句子代表說話者原本印

象中的狀態跟現實中的狀態出現差異，也就是印象中的狀態與現實狀態不同，形同

狀態改變了，因此才會有狀態改變之意，就是因為這樣的狀況之下，單一性狀態動

詞才能與時貌標記「了」在一起。 

  像以上的那些表達方式不只是只出現在澳門手語，而在粵語上也有出現一樣的

表達方式，如例子(58)-(61)。 

 

(58)  你高咗。 

     你高了。 

    “你長高了。＂ 

 

(59)  你矮咗。 

     你矮了。 

    “你變矮了。＂ 

 

(60)  你靚仔咗。 

     你帥了。 

    “你變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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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你醒目咗。 

     你聰明了。 

    “你變聰明了。＂ 

 

  在粵語時貌標誌「咗」等同於國語的時貌標誌「了」，意思一樣是代表狀態的改

變，同樣的，一般來說粵語的單一性狀態動詞也是不能與時貌標記「了」在一起的，

但以上的內容所示，粵語的表達方式及意思與澳門手語的表達方式及意思是一樣的，

他們所表達的都不是現實上的狀態改變，而是心中的初始印象與現實出現了反差，

也就是現實的狀態與心中的印象狀態不同而造成的狀態的改變，因此在這情況下，

單一性狀態動詞可以與時貌標記「了」在一起。 

    而在階段性狀態動詞的表達上，如「餓了」、「飽了」、「累了」等等，以上都說

明了在漢語中，階段性狀態動詞有狀態改變都會加上時貌標記｢了｣，而在澳門手語

的階段性狀態動詞則不會加上時貌標記｢了｣，因為動詞已表明已進入了該狀態，其

句子表達方式就是主詞加上一個階段性狀態動詞，澳門手語例子如(62)及(63)。 

 

(62)  他 累+。 

   “他累了。＂ 

 

(63)  他  餓。 

   “他餓了。 

 

4.10 小結 

   在本節 4.2-4.9 是探討了澳門手語狀態動詞的句法表現。首先是狀態持續的表達

上上，因為單一性狀態動詞具有永久性的狀態而無法使用以進行式的方式表達狀態

的持續，而階段程度狀態具有短暫性的，可以使用進行式來表達，其表達方式是根

據其動詞本身的手語動作(movement)而定，有動作的是動作重複，沒有動作的動詞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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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動作停留久一點來表達狀態正持續當中。 

  在表持續時間副詞上也一樣不可以用在單一性狀態動詞，因為表持續時間副詞

與單一性狀態動詞本身的永久性的特性相衝突而不適用；而在階段性狀態動詞則有

兩種表達方式，第一種為在動詞後，表達狀態的持續時間；第二種為在動詞前，代

表若干時間後就開始進入該狀態。 

  框架副詞也同樣與單一性狀態動詞的永久性的特性相衝突而不適用，而在階段

性狀態動詞有兩種表達方式，第一種為用框架副詞，其意思為在指定時間內會進入

到該狀態；而第二種為動詞「等」加上框架副詞，並意思為預言將會在指定時間內

改變到該狀態。 

  表等級副詞，在漢語是不適合用在單一性狀態動詞，因為單一性狀態動詞的永

久性的特性而不存在終結點，而在澳門手語卻可以，但必須有個前提，其前提為必

須有參照點或比較的情況下才適用，而其副詞的位置是在動詞後面。階段性狀態適

合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位於動詞後面，表達快要到達該狀態。 

  在使用包含｢快｣的副詞上，澳門手語有兩個包含｢快｣的副詞，分別為「快」以

及「趕快」，首先在單一性狀態動詞上，使用副詞「快」，且位置是在動詞後面，解

讀只有一種，就是狀態變化過程進行的很快；而如果使用副詞「趕快」，且位置是在

動詞後面，如果是用以表達一個期望或期待，是合法的，其意義為趕快到達該狀態，

除此之外，單一性狀態動詞是不適合與副詞「趕快」在一起；另一方面就是在階段

性狀態動詞上，使用副詞「趕快」，且位置是在動詞後面，而解讀有兩種，第一種為

很快就到達該狀態，而第二種為快要到達該狀態；如果是使用副詞「趕快」，階段性

狀態動詞是不適合與副詞「趕快」在一起，因為是無法經由施事者的個人意志操控，

除非是表達一個期望或期待。 

    在命令句式以及表意志力副詞上，因為狀態動詞本身的特性是無法經由施事者

經由自己的意志去操作的 ，因此不管是單一性狀態動詞或階段性狀態動詞都不適用。 

  最後在時貌標記「了」的表達上，因為單一性狀態動詞在漢語上是不可使用時

貌標記「了」，是因為時貌標記「了」有狀態改變之意，而單一性狀態動詞具有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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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相衝突，除非在特殊情況之下，如澳門手語卻與時貌標記「了」在一起，是表

達者的印象中的狀態與現實狀態存在差異，等同狀態改變，而粵語也有與澳門手語

的相同表達方式，而在階段性狀態動詞上，澳門手語是不用任何的時貌標記，因為

在手語的意思是已進入該狀態。 

 

4.11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程度副詞 

    在本節會探討澳門手語典型狀態動詞與程度副詞的表達規律，因為所有的事件

類型中，只有狀態動詞同以與程度副詞在一起，同時也因為狀態動詞本身具有等級

程度的特性。在以下將會探討不同程度上的表達及動詞之間的關係，分別為有點、

很、非常以及越來越，程度副詞涵蓋的程度是有最小等級、中等等級、最大等級以

及從頭到尾的程度轉變。 

  

4.11.1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程度「很」的表達方式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副詞「很」的表達方式，澳門手語是沒有「很」單獨的

手語詞彙，而在漢語上會加上「很」來表達其程度，因此在澳門手語「很」字句的

表達方式，不管是個別狀態動詞或階段程度狀態動詞的句子都很簡單直接，例子如

(64)-(67)。 

 

(64)  他 聰明。 

  “他很聰明。＂ 

  

a. 他              b.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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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65)  他  帥/美。 

  “他很帥/美。＂ 

   

a.他               b.帥/美 

圖 4.26 

 

(66)  他  生氣。 

  “他很生氣。＂ 

  

a.他            b.生氣 

圖 4.27 

 

(67)  他  累。 

  “他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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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他             b.累 

圖 4.28 

 

    (64)及(65)為單一性狀態動詞的句子，而(66)及(67)為階段程度狀態動詞的句子，

以上兩者在「很」字句都沒有加上副詞「很」，都只打出狀態動詞，但會加上臉部表

情來輔助表達出「很」的概念，而且狀態動詞本身是不及物動詞。 

 

4.11.2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副詞「有點」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副詞的表達「有點」，在手語中兩種的副詞表達方式，分別

為「普通」及「一點」，手語圖如圖 4.29 及圖 4.30。 

    圖 4.28 的打法為兩手皆除大拇指之外，其餘四指併攏，掌心朝下，左手置於胸

前，右手在左手手背上往右邊方向掃數次，其意思為一般或普通。 

 

 

圖 4.29 普通 

 

  圖 4.29 的打法為一手掌心朝上，置於身體旁，大拇指指尖與小拇指指尖相碰

觸形成一個小圈圈，其餘三指微微彎曲，其手語的意思為一點或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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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0 一點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上面的兩個副詞在一起，不管是在單一性狀態動詞或階段

性狀態動詞都適用，而且副詞的位置都是在動詞後面，意義為該狀態的程度為｢有點

｣，例子如(68)-(75)。 

  首先看看副詞「普通」的例子，例子如(68)-(71)，(68)及(69)為單一性狀態動詞的

例子，而(70)及(71)為階段性狀態動詞的例子。 

 

(68)  他  帥/美  普通。 

    “他有點帥。＂ 

   

a. 他              b. 帥/美                      c. 普通 

圖 4.31 

 

(69)  他  聰明  普通。 

    “他有點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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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           b. 聰明                            c. 普通 

圖 4.32 

 

(70)  他  餓  普通。 

    “他有點餓。＂ 

    

a. 他           b. 餓         c. 普通 

圖 4.33 

 

(71)  他  累  普通。 

  “他有點累。＂ 

     

a. 他             b. 累           c. 普通 

圖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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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68)-(71)都是使用副詞「普通」，且副詞「普通」的位置都在動詞後面，如

果在動詞前面則是不合語法的，以上的例子証明了副詞「普通」並不會因為其狀態

動詞的性質不同而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副詞｢普通｣的背後含義為沒有到「很」的程

度，但又不是完全沒有該狀態。如(68)，他/她沒有到很帥/美，但又不是完全不帥/美，

又如例子(70)，他餓的程度普通，也同樣的表示沒有到很餓，但又不是完全不餓，因

此手語「普通」可理解成「有點」。 

接下來看看副詞「一點」的例子，例子如(72)-(75)，(72)及(73)為單一性狀態動詞

的例子，而(74)及(75)為階段性狀態動詞的例子。 

 

(72)  他  帥/美  一點。 

    “他有點帥。＂ 

   

a. 他              b. 帥/美                      c. 一點 

圖 4.35 

 

 (73)  他  聰明  一點。 

    “他有點聰明。＂ 

   

a. 他           b. 聰明                         c. 一點 

圖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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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他  餓  一點。 

  “他有點餓。＂ 

   

a. 他           b. 餓         c. 一點 

圖 4.37 

 

 (75)  他 累  一點。 

    “他有點累。＂ 

     

a. 他             b. 累           c. 一點 

圖 4.38 

 

例子(72)-(75)都是使用副詞「一點」，且副詞「普通」的位置都在動詞後面，如

果在動詞前面則是不合語法的，以上的例子也証明了副詞「一點」並不會因為其狀

態動詞的性質不同而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副詞｢一點｣的背後含義為沒有到「很」的

程度，但又不是完全沒有該狀態。如(72)，他/她沒有到很帥/美，但又不是完全不帥

/美，又如例子(74)，他餓的程度是有一點，也同樣的表示沒有到很餓，但又不是完全

不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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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3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副詞「非常」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副詞「非常」的表達方式有兩個，第一種為使用副詞「強」，

且加在動詞後面，第二種為使用適合該狀態的事件描述來表達｢非常｣的程度。首先

來看看副詞「強」的例子，副詞「強」的手語如圖 4.38，例子如(76)及(77)，(76)為單

一性狀態動詞的例子，而(77)為階段性狀態動詞的例子。 

  圖 4.39 的副詞「強」的手語打法為一手握拳，掌心朝上，置於身旁，前臂往身

體方向一提，其意思是強或非常。 

 

 

圖 4.39 強 

 

(76)  他  聰明  強 

    “他非常聰明。＂ 

   

a.他              b.聰明                              c.強 

圖 4.40 

 

(77)  他  累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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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非常累。＂ 

   

a.他             b.累            c. 強 

圖 4.41 

 

  例子(76)及(77)是使用副詞「強」，且位置是在動詞後面，如把副詞「強」放在動

詞前則是不合語法的，副詞「強」的意義為該狀態的程度為｢非常｣，(76)及(77)說明

了並不會因為其狀態動詞的特性不同而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在澳門手語因為沒有「非

常」的單獨手語，而是用「強」來替代｢非常｣的意思，而這個副詞是用來修飾狀態

的程度。 

  再下來看看以適合該狀態的事件描述來表達｢非常｣的程度，例子如(78)及(79)，

(78)為單一性狀態動詞的例子，而(79)為階段性狀態動詞的例子。 

 

(78)  他  聰明  考試  一百  一百 

    “他非常聰明，考試每科都一百分。＂ 

   

a.他             b.聰明                            c.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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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一百+ 

圖 4.42 

 

(79)  他  累  倒下 

    “他累癱了。＂ 

   

a. 他            b. 累            c. 倒下 

圖 4.43 

 

例子(78)及(79)是使用事件描述的方式表達狀態動詞的程度，如例子(78)，用每科

都考一百分的事件去描述聰明的達度是到達「非常」的程度；又如例子(79)，以人倒

下來的事件說明那個人累的程度到了非常的程度，如漢語的「他累癱了」，也就是說，

不管是單一性狀態動詞或階段性狀態動詞的事件，只要到達到非一般的程度時，都

會有一些外在事件的表徵，而那些外在事件的表徵會我們在腦中被誘發出那個狀態

的程度到達最高的等級，在澳門手語就是以這種方式說明狀態的程度。 

 

4.11.4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副詞「越來越」 

  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副詞「越來越」在一起的表達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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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詞「越來越」來表達，第二種為根據其外觀的變化來表示「越來越」的程度。 

  首先來看看澳門手語使用副詞「越來越」表達的方式，在澳門手語裡，副詞「越

來越」有兩種打法，第一種為副詞「加++」，如圖 4.44，第二種為副詞「變」，如圖

4.45，以上兩個副詞的意義都是｢越來越｣的意思，但有微小的差異。 

  圖 4.44 的手語打法為左手握拳，掌心朝右，置於胸前，右手也握拳，掌心朝右，

右手虎口對著左手打下去數次，每打一次兩手的位置往上提升一點，其意思為｢越來

越｣，但是其細微的涵義為多個事件所不斷堆積而來的程度改變。 

 

 

圖 4.44 

 

  圖 4.45 的手語打法為除食指及中指伸出外，其他手指握成拳狀，掌心朝下，兩

手手形都成剪刀狀，兩手成一直線的置於胸前，然後兩手慢慢的往前移動的同時，

兩手的掌心慢慢的轉成朝上，最後兩手手心朝上時就結束。其意思為｢越來越｣，但

是其細微的涵義為隨著時間的推進而慢慢改變的程度或遂漸變成的程度。 

 

 

圖 4.45 

 

  接著在下面就是澳門手語狀態動詞在「越來越」的表達句子，例子如(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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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80)及(82)是用副詞「加++」，而(81)及(83)是用副詞「變」，都是把副詞放在動詞

後面，而如果放在動詞前是不合語法的。如例子(80)及(81)，都是表達越來越聰明的

概念，(80)所表達的是指他經過多次事件的累積而變的越來越聰明，如不斷的讀書或

補習等等，是一件事又一件事的狀態改變累積的結果；而(81)則是隨著時間的過去而

變的聰明，可能是因為慢慢變成熟而變的聰明，所以(81)所描述的是指時間的推進所

造成的狀態的改變而不是事件的次數累積而造成的改變。 

 

(80)  他  聰明  加++。 

    “他越來越聰明。” 

   

a.他           b.聰明                       c.加++ 

圖 4.46 

 

(81)  他  聰明  變。 

    “他越來越聰明。” 

   

a.他           b.聰明                       c.變 

圖 4.47 

 

(82)  他  累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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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越來越累。” 

   

a.他           b.累            c.加++ 

圖 4.48 

 

(83)  他  累  變 

    “他越來越累。” 

   

a.他           b.累            c.變 

圖 4.49 

 

  接下來看看第二個表達方式，就是根據其外觀的變化來表示「越來越」的程度。

例子(84)及(85)的例子是因應其實際外形的改變所表達出來的副詞，且其副詞與動詞

是合成一體的，如圖 4.50c，句子的意思為他越來越瘦，一定是指身材的外形，從豐

腴的外形慢慢變到像竹一樣的身材，就是指外圍大小的改變，而圖 4.51b 也同樣的，

水位從低往上提高的過程，代表著水位的不斷提升。以上的例子僅適用於具體，規

律且手語可表達之外觀改變的狀態事件，如「胖」、「大」等等，但如「亂」、「急」

等事件都太抽象，又或是如「熟」、「擠」等等那些為無法以手語來呈現其外觀的變

化，則無法用根據其外觀的變化來表示「越來越」的程度，在使用上有其限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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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他  瘦  胖到瘦 

    “他越來越瘦。” 

   

a.他             b.瘦            c.胖到瘦 

圖 4.50 

 

(85)  水  水位低到高 

    “水位越來越高。” 

  

a.水               b.水位低到高 

圖 4.51 

 

  最後在「越來越」句子在澳門手語的表達整合出一個規律表，如下表 4.2。 

 加++ 變 外觀變化 

聰明    

累    

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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帥/美    

大    

瘦    

開放    

生氣    

表 4.2 

 

  從表 4.2 發現副詞「加++」以及「外觀變化」副詞剛好是相反的狀態，可能的

解釋是因為在澳門手語本來就可以用「外觀變化」副詞來描述其狀態的的逐漸改

變，會比用副詞更為具體，同時也發現「外觀變化」副詞與副詞「變」也同時符合

隨著時間而改變的特性，只是「外觀變化」副詞把長時間的改變壓縮成一個手語表

達出長時間改變的外觀現象，如電視上的快轉鏡頭一樣，而副詞「變」則是把重點

放在時間上的改變。 

  在副詞「加++」上，因為其意義為是多次事件狀態改變累積的結果，發現其狀

態動詞一般來說是無法與以多次事件狀態改變而成就的事件在一起，如「大」或「瘦」

等，無法以一次又一次的事件而造成的狀態改變，也就是無法以一次的短時間的作

為而達成該狀態，除非是特殊例外的情節，這就解釋了「加++」以及「外觀變化」

副詞剛好是相反的原因。 

 

4.11.5  小結 

  本節 4.11 探討了有關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程度副詞的規律，從不同的程度副詞

看澳門手語有什麼特性，分別為有點、很、非常以及越來越。副詞「有點」、「非常」

以及「越來越」都是在動詞後面。副詞「很」則不用副詞來表達。「有點」副詞在澳

門則有兩種表達方式，分別為「普通」和「一點」；而「非常」副詞在澳門則是用「強」

副詞取代，另外還有根據其狀態而加以補充的描述來表達其到達「非常」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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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越來越」副詞則有兩種表達，分別為「加++」以及「變」，「加++」是代表多次

事件的狀態改變的累積的結果，而「變」則是代表隨著時間的推進而狀態逐漸改變

的結果，另外還有因應其事件的狀況加上因應其狀況改變的副詞，亦即實際外形的

改變所表達出來的副詞，如「胖」、「大」等等。同時也發現了「加++」以及「外觀

變化」副詞剛好是相反的。 

 

4.12  結論 

  本章探討了澳門手語狀態動詞的兩個部分。 

  第一部分探討了澳門手語在狀態動詞澳門手語狀態動詞的句法表現，首先是狀

態持續上，因為單一性狀態動詞具有永久性的狀態而無法使用澳門手語進行式的方

式表達，而階段程度狀態具有短暫性的，可以使用澳門手語進行式來表達，其表達

方式是根據其動詞本身的手語動作(movement)而定，有動作的是重作重複，反則是動

作停留久一點來表達狀態正持續進行當中。 

  在表持續時間副詞上也一樣不可以用在單一性狀態動詞，因為表持續時間副詞

與單一性狀態動詞本身的永久性的特性相衝突而不適用；而在階段性狀態動詞則有

兩種表達方式，第一種為在動詞後，表達狀態的持續時間；第二種為在動詞前，代

表若干時間後就開始進入該狀態。 

  框架副詞也同樣與單一性狀態動詞的永久性的特性相衝突而不適用，而在階段

性狀態動詞有兩種表達方式，第一種為用框架副詞，其意思為在指定時間內會進入

到該狀態；而第二種為動詞「等」加上框架副詞，並意思為預言將會在指定時間內

改變到該狀態。 

  表等級副詞，在漢語是不適合用在單一性狀態動詞，因為單一性狀態動詞的永

久性的特性而不存在終結點，而在澳門手語卻可以，但必須有個前提，其前提為必

須有參照點或比較的情況下才適用，而其副詞的位置是在動詞後面。階段性狀態適

合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位於動詞後面，表達快要到達該狀態。 

  在使用包含｢快｣的副詞上，澳門手語有兩個副詞，分別為「快」以及「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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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單一性狀態動詞上，使用副詞「快」，且位置是在動詞後面，解讀只有一種，

就是狀態變化過程進行的很快；而如果使用副詞「趕快」，且位置是在動詞後面，如

果是用以表達一個期望或期待，是合語法的，其意義為趕快到達該狀態，除此之外，

單一性狀態動詞是不適合與副詞「趕快」在一起；另一方面就是在階段性狀態動詞

上，使用副詞「快」，且位置是在動詞後面，而解讀有兩種，第一種為很快就到達該

狀態，而第二種為快要到達該狀態；如果是使用副詞「趕快」，階段性狀態動詞是不

適合與副詞「趕快」在一起，因為是無法經由施事者的個人意志操控，除非是表達

一個期望或期待。 

    在命令句式以及表意志力副詞上，因為狀態動詞本身的特性是無法經由施事者

經由自己的意志去操作的 ，因此不管是單一性狀態動詞或階段性狀態動詞都不適用。 

  最後在時貌標記「了」的表達上，因為單一性狀態動詞在漢語上是不可使用時

貌標記「了」，是因為時貌標記「了」有狀態改變之意，而單一性狀態動詞具有永久

性而相衝突，但在澳門手語卻是可以與時貌標記「了」在一起，是因為表達者的印

象中的狀態與現實狀態存在差異，等同狀態改變，而粵語也有與澳門手語的相同表

達方式，而在階段性狀態動詞上，澳門手語是不用任何的時貌標記，只用階段性狀

態動詞就表達了進入了該狀態。  

  第二部分探討了有關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程度副詞的規律，從不同的程度副詞

看澳門手語有什麼特性，分別為有點、很、非常以及越來越。 

  副詞「有點」、「非常」以及「越來越」都是在動詞後面，副詞「很」則不用副

詞來表達，「有點」副詞在澳門則有兩種表達方式，分別為「普通」和「一點」；而

副詞「非常」在澳門手語則是用副詞「強」取代，另外還有根據其狀態而以事件描

述的方式來表達其到達「非常」的程度，而「越來越」句子有兩種表達方式，第一

種為使用副詞，第二種為分別為「加++」以及「變」，「加++」是代表多次事件的狀

態改變的累積的結果，而「變」則是代表隨著時間的推進而狀態逐漸改變的結果。

第二種表達方式為｢外觀變化｣，亦即因應其實際外形的改變所表達出來的副詞，如

「胖」、「大」等等。同時也發現了「加++」以及「外觀變化」副詞剛好是相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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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成就動詞 

 

5.1 前言 

  成就動詞是一個發生時間短暫且有終結點的動詞，首先來看漢語的成就動詞，

根據 Tai (1984)對成就動詞的定義是沒有進行的時式且斷定為單一瞬間的事件。根據

Smith (1997, 2003)對成就動詞的定義為發生在一瞬間而且包含了一個狀態改變的時

間終結點。而 Chang (2001)認為成就動詞是瞬間狀態改變的結果。從以上得知共同點

就是有終結點並且是瞬間的事件，如「死」、「贏」及「看到」等等，如例(1)和(2)。

在例(2)，找到手錶是在說找到那一瞬間而不是在整個尋找的過程，那也延伸出一個

特性，而且這特性只有發生在成就動詞，就是成就動詞之前的階段或狀態就是行動

動詞(Binnick 1991: 195)，像例子(2)，找到手表前那一階段一定是在找手表整個過程，

而「找」是行動動詞。  

 

(1) 他完成了任務。 

(2) 他找到手錶了。 

 

  了解了成就動詞的基本定義及特性後，接下來看看成就動詞的特性有什麼句法

規則。 

  首先來看看使用未完成式的句子，Chang (2001)提到成就動詞一般來說是不會出

現在未完成式，除非是特殊情境，如慢鏡頭畫面之內容，故意把瞬間的事件的發生

時間拉長，又或是單一瞬間的事件並且不斷的重複發生。但一般來說是不會出現進

行式，如例子如(3)和(4)。 

 

(3) *他在完成任務。 

(4) *他在找到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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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動詞不能出現在進行式的句子是因為 Tai (1984)對成就動詞的定義，沒有進

行的時式，正因為沒有進行的時式，代表該事件是沒有時間過程，就不太可能使用

進行式。 

  除了進行式之外，還有表持續時間副詞是表達事件未完成的概念，如「一個小

時」、「一天」或「一個月」等，一般來說，表持續時間副詞是指該事件持續進行的

時間，但表持續時間副詞與成就動詞在一起時卻不像是表達該事件進行的時間，例

子如(5)和(6)。 

 

(5) 他完成任務一天了。 

(6)  他找到手表一個小時了。 

 

    Chang (2001)提到表持續時間副詞與沒有時間終結點的事件類型在一起是指該

事件的持續進行時間；在前面已歸納出成就動詞無法使用進行式來表達，那同樣的

也應該無法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因為成就動詞並沒有進行的時式且是瞬間的

事件，Chang (2001)提到持續時間副詞用與有時間終結點的事件類型在一起，並不是

指成就動詞本身的事件的持續進行的時間，而是指狀態改變後的結果所持續的時間，

如例(5)的「死了一天」，「死」是指一瞬間的狀態改變，因此「死」的事件是無法使

用進行式的，因此該句是指死前的狀態是活的，然後狀態改變後是死的狀態，然後

就是死的那一瞬間開始，死的狀態持續了一天，而例(6)也同樣地說找到手表的結果

狀態持續了一小時，而找到手表前的狀態是正在找手錶的持續動作。 

    前面都是討論成就動詞的未完成式的句法現象，那接下來討論成就動詞與只能

與有終結點的事件在一起的副詞的句法現象。 

  首先來看看成就動詞與框架副詞在一起的句法現象，框架副詞是指在多久時間

之內發生或進行該事件，如「在十分鐘內」，而框架副詞與成就動詞在一起是指狀態

改變之前花了多久時間(Chang, 2001; Liu 2005)，例子如(7)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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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他在三十分鐘內贏了這場比賽。 

(8) 他在兩年內畢業。 

     

  如例子(7)是指贏之前還在進行著比賽，比賽時間不到三十分鐘就從還沒有結果

的狀態轉變到贏的狀態，換句話說，他用不到三十分鐘的時間就贏了這個比賽，而

(8)也一樣，在畢業前還在努力奮鬥，不到兩年的時間就畢業了，換句話說，他用不

到兩年的時間就畢業了。以上個例子都是表示用不到一開始所表的時間就從狀態前

改變到狀態後，也印證了前面所說的，框架副詞是指改變狀態之前花了多久時間。 

  只能與有終結點的事件在一起的副詞除了框架副詞之外，還有表等級副詞 

(scalar adverbials)，如「差不多」、「快要」及「幾乎」等，如之前所討論的，如果事件

類型不含時間終結點的話，是不可能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而成就動詞本身有時間

終結點，那就表示成就動詞是可以與表等級副詞在一起的，例子如(9)和(10)。 

 

(9) 我幾乎忘記了這件事情。 

(10) 他快要畢業了。 

 

  如例子(9)，幾乎忘記是快要從記得的狀態轉變到忘記的狀態，而可能那個人因

為什麼事而讓他維持在記得的狀態，而沒有真的到忘記的狀態，而該例子的終結點

是「忘記」；同樣的例子(10)也就說明終結點是「畢業」，而那個人(他)現在還沒畢業，

但即將達到畢業的終結點。 

  能使用命令句式代表該事件的施事者可以經由自己的意志去操弄該事件，但成

就動詞是無意識的動作，也就表示說不能由施事者控制或操作(Liu, 2005)，這一點與

狀態動詞相同，也表示說成就動詞不能使用祈使句，例子如(11)和(12)。 

 

(11) *死！ 

(12) *找到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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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接上面的內容，成就動詞不能使用命令句式表達，代表該事件的施事者不可

以經由自己的意志去操弄該事件，也就表示說施事者不可以使用各種的施事方式進

行該事件，例子如(13)和(14)。 

 

(13) *他專心的死。 

(14) *我故意找到手表。 

 

  根據以上成就動詞的特性及句法規則，得出以下表 5.1。 

 

 成就動詞 

未完成式  

加入表持續時間副詞 
(在表結果狀態時可

以) 

加入框架副詞  

加入表等級副詞  

祈使句  

加入表意志力副詞  

表 5.1 

 

  了解成就動詞的特性後，接下來看看澳門手語在成就動詞的特性，句法以及其

語意，將會在下面詳述之。 

 

5.2 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未完成式 

  澳門手語成就動詞一般來說是不能使用未完成式，如 5.1 所述，如非在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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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之下，成就動詞是不能使用未完成式；澳門手語的成就動詞也一樣，除非是如

慢鏡頭畫面之內容，又或是成就動詞瞬間的事件不斷的重複發生等等，才可以以未

完成式的方式表達出來，但一般來說是不會出現在進行式，澳門手語的進行式有兩

種表達方式，第一種為動詞重複，而第二種為動作相對停留久一點，例子如(15)及(16)。 

 

(15)  *他 死+。 

   *他  死(停留一到兩秒)。 

   *“他正在死。” 

 

(16)  *他 畢業+。 

     *他  畢業(停留一到兩秒)。 

     *“他正在畢業。” 

 

  從例子(15)及(16)中說明了澳門手語的成就動詞在一般的狀態下都一樣，皆不能

與進行式在一起，是因為成就動詞本身並沒有包含了進行的時式在裡面，如例(15)的

事件是｢死｣，死是一瞬間且無法重複發生的，因此不管是用動詞重複或動作停留的

方式來表達｢死｣的未完成式都不成立的；而(16)的事件為｢畢業｣，畢業也是一瞬間的

事，因此不能以動作停留的方式來表達進行式，雖然｢畢業｣是可以重複發生，但畢

業是不可能是在短時間內重複發生，而在澳門手語動作重複是指事件在短時間且持

續不斷的發生，與畢業的事件重複發生的頻率及時間是不同的，無法重作重複，因

此澳門手語的成就動詞也無法使用進行式去表達。 

 

5.3 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詞 

  澳門手語的未完成式表達方式除了進行式之外，還有表持續時間副詞，如「一

天」、「三個小時」、「兩年」等等，表示所持續的時間。 

  成就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的表達方式是成立的，雖然成就動詞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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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的時式且斷定為瞬間的事件，但表持續時間副詞所修飾的不是瞬間狀態改變的

那個短暫過程，而是狀態改變後的狀態。 

  澳門手語成就動詞也一樣可以與表持續時間副詞在一起，但其副詞的位置在動

詞的前或後的意思各不同，例子如(17)-(20)。 

  (17)及(18)是把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動詞後面，其含義為該事件的結果狀態所持

續時間。如例子(17)是表達進入死亡的結果狀態且該狀態持續了一個小時，也就是一

小時前就死去了，到目前已持續了一個小時，而例子(18)是表達他進入畢業的結果狀

態到現在是一年了，也就是一年前就畢業了，到目前已持續了一年。 

 

(17) 他 死 一個小時。 

  “他死了一個小時。＂ 

   

a. 他            b. 死            c. 一個小時 

圖 5.1 

 

(18) 我 畢業 一年。 

  “我畢業了一年。＂ 

   

a. 我               b. 畢業            c. 一年 

圖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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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及(20)是把副詞放在動詞前面，其含義為經歷一段時間之後就實現該事件

的狀態，如例子(19)是說他從某個事件的點到距離死亡的時間是一個小時，要一個小

時後才轉變到死亡的狀態，比如｢送去醫院｣，送去醫院之後，一個小時就死了；而

例子(20)也一樣，他從某個事件開始到畢業的時間距離一年，他一年後就畢業，又比

如像是｢進去某所學校｣，他進去某所學校一年就畢業了。 

 

(19) 他 一個小時 死 

  “他一個小時就死了。＂ 

   

a. 他            b. 一個小時      c. 死 

圖 5.3 

 

(20) 他 一年 畢業。 

  “他一年就畢業。＂ 

   

a. 他            b. 一年          c.畢業 

圖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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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框架副詞 

  前面都是討論了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表持續時間副詞，或進行式的表達方式及

語意，那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只能跟有終結點的事件在一起的副詞會有什麼的句法

以及語意。首先看看澳門成就動詞與框架副詞在一起的句法及現象。 

  框架副詞(Frame adverbial)就是表達在多久時間內進行該事件或是完成該事件，

如「五秒內」、「十分鐘內」、「三天」內或「一年內」等等，而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

框架副詞有三種表達方式，第一種為單純使用框架副詞，加在動詞前；第二種為單

純使用框架副詞，加在動詞後，而第三種為使用動詞「等」加上框架副詞，也同樣

地只可加在動詞前。例子如(21)-(26)。 

  首先來看看第一種句法，例子(21)及(22)是單純的使用框架副詞，其位置都是在

動詞前，含義為若干時間內就事件就會發生，如例子(21)就是代表從說那句話時開始

到一個小時的時間內就死亡，(22)也一樣是代表從說那句話時開始到兩年的時間內就

畢業。 

 

(21) 他 一個小時 (內) 死  

  “他一個小時內就死了。＂ 

    

a. 他             b. 一個小時      c.(內)           d. 死 

圖 5.5 

 

(22) 他 兩年 (內) 畢業 

  “他兩年內就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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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             b. 兩年          c. (內)            d. 畢業 

圖 5.6 

 

  例子(23)及(24)是單純的使用框架副詞，其位置都是在動詞後，含義為結果狀態

持續的時間不到該時間，如例子(23)就是代表從活的狀態轉變到死亡時開始，死亡的

狀態持續了不到一個小時，(24)也一樣是代表從還沒畢業的狀態轉變到畢業開始，已

畢業的狀態持續了不到兩年的時間。 

 

(23) 他 死 一個小時 (內)  

  “他死了不到一個小時＂ 

    

a. 他            b. 死            c. 一個小時      d. (內)  

圖 5.7 

 

(24) 他 兩年 (內) 畢業 

  “他畢業了不到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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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            b. 畢業          c. 兩年          d. (內)  

圖 5.8 

 

    例子(25)及(26)就是使用動詞「等」再加上框架副詞，而且位置是在動詞前，含

義為將會在若干時間內發生該事件，如例子(25)是將會在一個小時內死亡，而(26)也

一樣是將會在兩年內畢業。 

 

(25) 他 等 五分鐘 死 

  “他將會在五分鐘內死亡。＂ 

    

a. 他               b. 等              c. 五分鐘          d. 死 

圖 5.9 

 

(26) 我 等 一年 畢業 

  “我將會在一年內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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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               b. 等              c. 一年         d. 畢業 

圖 5.10 

 

如同前面所述，澳門手語與框架副詞在一起時，有以下三種表達方式：第一個

表達方式是框架副詞在動詞前，其意思為在若干時間內事件就會發生；第二個表達

方式是框架副詞在動詞後，其意思該結果狀態持續的時間不到該時間；第三個則是

動詞「等」在框架副詞前，且框架副詞是在動詞前面，其意思是若干時間內將會發

生該事件。 

 

5.5 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表等級副詞 

  只能與有終結點的事件在一起的副詞除了框架副詞之外，還有表等級副詞(scalar 

adverbials)，如「差不多」、「幾乎」、「快要」等等。 

  澳門手語表等級副詞「快要」的手語只有一種打法，如圖 5.11，左手四指伸直

併攏，大拇指朝上，掌心朝內，置於胸前，右手四指併攏，大拇指朝上，掌心朝內，

置於胸前與左手之間，然後再慢慢靠近左手手掌，其意義為｢快要｣、｢接近｣。 

 

 

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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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動詞是有終結點的，表等級副詞「快要」也同樣是只能與有終結點的事件

在一起，因此成就動詞與表等級副詞「快要」是可以在一起，這是因為成就動詞的

終結點就是表等級副詞「快要」可以安置的位置。 

  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表等級副詞「快要」的表達方式如同前兩章的表等級副詞

「快要的表達方式一樣，表等級副詞「快要」的位置是在動詞的後面，其意義為快

要到達該事件的狀態，例子如(27)及(28)。 

 

(27)   他 死 快要。 

   “他快要死了。” 

   

a. 他               b. 死              c. 快要 

圖 5.12 

 

(28) 他 畢業 快要。 

  “他快要畢業了。” 

   

a. 他            b. 畢業          c. 快要 

圖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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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27)，動詞的事件為「死亡」，此動詞的出現就是告知終結點是死亡，快要到

死亡的終結點，所以表示他快要死了；(28)也同理，動詞的事件為「畢業」，此動詞

的出現就是告知終結點是畢業，快要到達畢業的終結點，所以表示他快要畢業了。

以上這兩個例子也印證了澳門手語的成就動詞具有終結點，因此可與表等級副詞

「快要」一同出現。 

 

5.6  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包含｢快｣的副詞 

  包含｢快｣的副詞在澳門手語有兩個手語表達方式，且其意涵各不相同，第一個

打法為右手食指指尖與大拇指指尖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小圈圈狀，其餘三指握成拳狀，

掌手向左，前手臂往左一揮，其意思為｢快｣，如圖 5.14。第二個打法為右手食指指

尖與大拇指指尖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小圈圈狀，其餘三指握成拳狀，掌手向左，用手

腕快速的左右擺動，其意思為｢趕快｣或｢快一點｣，如圖 5.15。 

 

  

圖 5.14 快      圖 5.15 趕快 

 

  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兩種副詞｢快｣的表達方式都是將副詞放在句末，放在動詞

前是不合語法的，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兩種副詞｢快｣的句子如例子(29)-(32)。 

 

(29)  他  死  快。 

  (a)“他很快就死了。＂ 

  (b)“他快要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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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他            b. 死            c. 快 

圖 6.16 

 

(30)  他  畢業  快。 

  (a)“他很快就畢業了。＂ 

  (b)“他快要畢業了。＂ 

   

a. 他            b. 畢業          c. 快 

圖 6.17 

 

    例子(29)及(30)都是與副詞「快」在一起，且位置是在動詞後面，而解讀有兩種，

第一種為很快就到該狀態，而第二種為快要到達該狀態。如(29)，第一種解讀為他很

快就死了，其實這個副詞「快」並不是修飾「死」本身，因為死本身就是瞬間的狀

態改變，無法修飾死亡本身，而這個副詞「快」是描述死之前的那個階段很短，成

就動詞本來就有瞬間就狀態改變的特性，其實那句話含有隱藏的起點，而死就是那

句話整個事件的終結點，從起點到終點的過程時間短，比如他送到醫院之後很快就

死了，也就是從進到醫院開始到死的時間很短。而第二種解讀為他快要死了，「死」

為事件的終結點，表示他目前的狀態距離終結點很近且正朝著終結點前進；而例子

(30)也同理，第一種解讀為他很快就畢業了，這個副詞「快」是描述畢業之前的那個



 

  136  

 

階段很短，比如是他進到大學之後，很快就畢業，也就是從進到大學開始到畢業的

這段時間很短，而第二種解讀為他快要畢業，「畢業」為事件的終結點，表示他目前

的狀態距離終結點很近且正朝著終結點前進。 

 

(31)  你  死  趕快。 

  “你趕快死。＂ 

   

a. 你               b. 死              c. 趕快 

圖 6.18 

 

(32)  你  畢業  趕快。 

  “你趕快畢業。＂ 

   

a. 他               b. 畢業            c. 趕快 

圖 6.19 

 

    (31)及(32)都是使用副詞「趕快」，且位置是在動詞後面，其解讀只有一種，就

是趕快做某事情讓施事者達到該狀態。如例子(31)，你趕快死，是代表趕快做某事

讓自己進入到死的狀態，因此副詞並不是在修飾「死」這個狀態，而是這句話有隱

藏的動作動詞，而這副詞是在修飾該動作動詞，因此這句話真正完整的意思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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趕快做一些事或動作讓自己死亡」，所以副詞「趕快」是修飾「做一些事或動作」，

涵義為趕快去做某些動作或事情，然後進入死的狀態。而例子(32)也同樣的，趕快

去做某些事讓自己畢業。 

  總結以上所述，澳門手語副詞「快」的位置是在動詞後面，解讀有兩種，第一

種為很快就到該狀態，而第二種為快要到達該狀態，而「趕快」的位置也是在動詞

後面，就是趕快做某事情讓某人到該狀態。 

 

5.7 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命令句式 

    能與命令句式及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的事件是可以經由施事者的個人意志力去

操作或達成的。而成就動詞本身的特性是不包含意志力的概念，也就代表說不能由

施事者刻意控制或操作，也代表說澳門手語的成就動詞也一樣，因此澳門手語成就

動詞使用命令句式的表達方式，是不成立的，澳門手語命令句式是使用祈使標記，

澳門手語祈使標記的手語打法為一手食指向前伸出，其餘四指握成拳狀，掌心向下

置於胸前，然後手腕往前甩，使用使用祈使標記時，同時必須加上臉部表情，皺眉

再加上命令他人的表情，其標記的意義為用命令的標記(語氣)去命令某人去做某事，

如圖 6.20，澳門手語成就動詞使用命令句式的例子如(33)及(34)。 

 

 

圖 6.20 

 

(33) ?死 (祈使標記)!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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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畢業 (祈使標記)! 

  “畢業!” 

 

  從例子(33)及(34)看出成就動詞的特性，其本身是無法由施事者去操弄該動作；

而例子(33)，如果是命令對方死，是不成立的，因為對方是無法經由自己的意志讓自

己死掉，但如果那個祈使標誌是指「去」的意思的話，那就不是命令句式了，那句

話就變成是罵人的話，並非叫對方真的做該事件，因此在這情況之下是成立的，(34)

也同理。回到命令句式的本意，的確是不能用在成就動詞的。 

 

5.8 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表意志力副詞 

  成就動詞的特性本身是無法由施事者去操弄該動作，無法使用命令句式，那也

無法與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表意志力副詞如「輕輕地」或「專心地」等等。 

  同理，在澳門手語中，成就動詞無法使用命令句式，也表示表意志力副詞無法

與成就動詞在一起，句法也不成立，澳門手語成就動詞與表意志力副詞的例子如(35)

及(36)。 

 

(35) *他 死 認真。 

   *“他認真的死。＂ 

 

(36) *他 畢業 努力。 

   *“他努力的畢業。＂ 

 

  如(35)，「死」是無法經由施事者的個人意志力去達成該事件，因此也無法以「認

真的」施事方式達成該事件，又如(36)，「畢業」也是無法經由施事者的個人意志力

去達成該狀態，因此也無法以「努力的」施事方式達成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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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例子(35)及(36)也說明了表意志力副詞的特性，「死」及「畢業」是不能由自己

控制操作，因為那是瞬間的狀態改變，都是無法以任何施事方式去操作或達成該事

件，澳門手語的成就動詞是無法與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 

 

5.9 結論 

本章討論了澳門手語成就動詞的句法及語意，澳門手語成就動詞不能用在進行

式、命令句式以及與表意志力副詞一同出現，首先因為其本身特性並不包括進行的

時式，而是瞬間的時間就改變狀態，因此不可用在進行式；而因為成就動詞的特性

是不能經由自身意志操作的，因此也不可用在命令句式以及與表意志力的副詞一起

出現。 

在表持續時間副詞上，因為用在有時間終結點且是瞬間的狀態改變的成就動詞，

無法修飾其過程，所以是其表持續時間副詞是修飾成就動詞的結果狀態的持續時間，

而在澳門手語中，表持續時間副詞在動詞後則是結果狀態的持續時間，而表持續時

間副詞在動詞前則是表示狀態改變前的時間。 

澳門手語與框架副詞有三個表達方式，各方式的意義不同，如框架副詞在動詞

前則是代表若干時間內事件就會發生，如框架副詞在動詞後則是代表結果狀態持續

的時間不到該時間，而如果再加上動詞「等」在框架副詞前，且框架副詞是在動詞

前面，是指在若干時間內將會發生該事件。 

在「快要」副詞上，其副詞的意思是代表事件快要到達狀態改變的時間點，澳

門手語「快要」副詞的位置是在動詞後，代表快到到達狀態改變的那個臨界點。 

最後是成就動詞與包含「快」的副詞，澳門手語包含「快」的副詞有兩個，分

別為「快」以及「趕快」，以上兩個副詞的位置都是在動詞後，「快」有兩種解讀，

第一種解讀為很快就到該狀態，而第二種為快要到達該事件的終點，而副詞「趕快」

解讀只有一種，就是趕快做一些事或動作到達該事件的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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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動詞是句子中的關鍵角色，沒有了動詞，在一般情況下句子是不可能成立的。

因此研究動詞很重要，而事件類型就是動詞研究的一種。事件類型在不同的語言中

都有被研究，如中文、英文、美國手語及台灣手語等等。但澳門的口語語言是粵語，

而澳門手語並沒有被官方認可，也沒有被當地語言界注意，因此澳門手語的研究目

前尚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希望能以澳門手語事件類型的研究作為澳門手語研究

的開端。本論文主要探討澳門手語事件類型的語意及句法，而主要的研究框架來自

Vendler(1967)的四個事件類型的分類，分別為：行動動詞、完成動詞、狀態動詞以及

成就動詞 ; 此外，再以 Chang(2001)的事件類型句法特性表來探討澳門手語的句法特

性及語意。 

第二章探討澳門手語的行動動詞。關於進行式，因為行動動詞分成動作動詞及

姿態動詞。動作動詞是以動詞重複的方式來代表動作正在進行，姿態動詞的手語則

是以動作停留相對短的時間表示該姿態狀態的正在持續。關於表持續時間的副詞，

放在動詞前或動詞後會有不同的意思。動詞前是指要花多少時間去做該事件，而在

動詞後則是指該動作所持續的時間。框架副詞則是只有在未來式才可以適用，而其

位置是在動詞前。表等級副詞方面，則是加在動詞後面，但有兩個角度。第一個角

度是把動詞當作行動動詞來看，那表等級副詞的焦點是在事件的起始點，其意義為

「快要開始進行該事件」 ; 而第二個角度，是把動詞加上表等級副詞這個組合看成

是一個事件時，那就是完成動詞，因為表等級副詞就是給予行動動詞一個終結點，

表等級副詞的焦點則是在事件的終點，其意義「為快要結束該事件」。含有｢快｣的副

詞方面，含有｢快｣的副詞有兩個，第一個打法的意涵為「進行該事件的速度很快」

或是「完成該事件的速度很快」，當不同的動詞性質時，會有兩個解讀。第一個解讀

就是事件本身沒有終結點，也就是行動動詞，那整句的意義為單純描述「事件的進

行速度快」 ; 第二個解讀則是該事件有起點，終點以及過程的話，那該事件為完成

動詞，整句的意義為形容「事件從開始到結束的完成速度很快」。而第二個打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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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催促對方趕快去做該事件」或「做該事件的速度要加快」的意涵。最後，因

為行動動詞的事件是可以由施事者以個人的意志及能力去操作並實行該事件，因此

行動動詞可以使用命令句式以及與表意志力副詞在一起。命令句方面，有兩個形式，

第一個是在動詞後加上祈使標記來表達命令，其意思為「以命令的語氣叫被命令的

人做該事情」 ; 而第二個則是在行動動詞前加上動詞「強迫」，其意思為「強迫某人

做某事」。而表意志力的副詞的方面，則是有兩種表示方式，第一種是以臉部表情作

成表達施事方式，且是用在進行式句子中，而第二種則是在動詞後加上表意志力副

詞以表達其施事方式。 

  第三章探討澳門手語的完成動詞。關於進行式，完成動詞與動作動詞一樣是以

動詞動作重複來表達正在進行的狀態，但不同的是完成動詞的動詞會在句未重複動

詞。而關於持續時間副詞，副詞加在動詞前或動詞後則是有不同的意思，表持續時

間副詞放在句末，其意思為「進行該事件進行了多久時間」，而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在

動詞前，其意思為「多久時間做完該事件」。關於框架副詞，澳門手語完成動詞與框

架副詞有三種的表達方式，第一種為框架副詞加在句末，其意思為「該事件進行了

不到該時間」；第二種為框架副詞加在動詞前，其意思為做完「該事件是多久時間之

內」；最後一種為在框架副詞前加上動詞「等」，且框架副詞是在完成動詞前，則有

兩種解讀，第一種是「將會在多久時間內開始該事件」，而第二種為「在多久時間內

完成該事件」。在「快要」副詞方面，只有加在句末，但句子本身會有兩種解讀，根

據情境而對應適當的解讀方式，第一種解讀為「快要完成該事件」，第二種解讀則是

「快要到時間開始進行該事件」。在包含「快」的副詞上，有兩個副詞，分別為｢快｣

及｢趕快｣，但其副詞都是放在句末。完成動詞與｢快｣有兩個解讀，第一個是「完成

該事件的方式是用很快的方式去做」，而第二個是「很快完成該事件」。而「趕快」，

也有兩個解讀，第一個是「趕快去做該動作」，而第二個為修飾「整個事件要做快一

點」。在命令句式方面，與行動動詞一樣，祈使標記的位置放在動詞後面。而在主事

者副詞，也與行動動詞一樣，主事者副詞放在句末去表達施事方式，如果是用表情

去表示的話，則會在句末把動詞動作重複並加上表達去表示施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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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是探討澳門手語的狀態動詞，可以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了澳門

手語狀態動詞的句法表現。首先討論「狀態持續」。因為單一性狀態動詞具有永久性

的狀態而無法使用澳門手語進行式的方式表達，而階段程度狀態則是根據其動詞本

身的手語動作(movement)而定，有動作的是動作重複，反則是動作停留久一點來表達

狀態正持續進行當中。若是表持續時間副詞，則不可以用在單一性狀態動詞，而在

階段性狀態動詞則有兩種表達方式：第一種為在動詞後，表達狀態的持續時間；第

二種為在動詞前，代表「若干時間後就開始進入該狀態」。框架副詞不能與單一性狀

態動詞一起使用，且階段性狀態動詞有兩種表達方式：第一種為用框架副詞，其意

思為「在指定時間內會進入到該狀態」；而第二種為動詞「等」加上框架副詞，並意

思為「預言將會在指定時間內改變到該狀態」。表等級副詞，在特殊情況下可以與單

一性狀態動詞一起使用，其前提為必須有參照點或比較的情況下才適用，而其副詞

的位置是在動詞後面，表達「快要到該狀態的某個參照點」或「快要與某人的狀態

相同」。階段性狀態適合與表等級副詞一起使用，位於動詞後面，表達「快要到達該

狀態」。在包含｢快｣的副詞上，澳門手語有兩個副詞，分別為「快」以及「趕快」。

首先在單一性狀態動詞上，使用副詞「快」，且位置是在動詞後面，只有一種解讀，

就是「狀態變化過程進行的很快」；而如果使用副詞「趕快」，且位置是在動詞後面，

如果是用以表達期望或期待，是合語法的，其意義為「趕快到達該狀態」，除此之外，

單一性狀態動詞是不適合與副詞「趕快」一起使用；另一方面，使用副詞「快」，且

位置是在動詞後面，則有兩種解讀：第一種為「很快就到達該狀態」，第二種為「快

要到達該狀態」；階段性狀態動詞不適合與副詞「趕快」一起使用，除非是表達期望

或期待。在命令句式以及表意志力副詞方面，因為狀態動詞本身的特性是無法經由

施事者透過自己意志去操作的，因此不管是單一性狀態動詞或階段性狀態動詞都不

適用。關於時貌標記「了」的表達，在澳門手語中，單一性狀態動詞可以與時貌標

記「了」一起使用，這是因為表達者印象中的狀態與現實狀態存在差異，等同狀態

改變，而粵語也有與澳門手語的相同表達方式。而在階段性狀態動詞上，澳門手語

是不用任何時貌標記的，只用階段性狀態動詞就表達了「進入了該狀態」的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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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則探討了澳門手語狀態動詞與程度副詞的規律，從不同的程度副詞看

澳門手語有什麼特性，分別為「有點」、「很」、「非常」以及「越來越」。 

  副詞「有點」、「非常」以及「越來越」都是在動詞後面，在澳門手語的表達上

是沒有副詞「很」的手語，因此其表達方式為主詞加上狀態動詞，並在表達這句話

同時加上適合該狀態動詞的表情，即可表達該狀態的程度為「很」，副詞「有點」在

澳門手語則有兩種表達方式，分別為「普通」和「一點」。而副詞「非常」在澳門手

語則是用副詞「強」取代，另外還有根據情況而以事件描述的方式來表達到達「非

常」的程度。而「越來越」句子有兩種表達方式，第一種為使用副詞，第二種為分

別為「加++」以及「變」; 「加++」是代表「多次事件的狀態改變而累積的結果」，

而「變」則是代表「隨著時間的推進而狀態逐漸改變的結果」。第二種表達方式為｢

外觀變化｣，亦即因應其實際外形的改變所表達出來的副詞，如「胖」、「大」等等。 

第五章是探討澳門手語成就動詞。澳門手語成就動詞不能用在進行式、命令句

式以及與表意志力副詞一同出現，首先因為其本身特性並不包括進行的時式，而是

瞬間的時間就改變狀態，因此不可用在進行式；而因為成就動詞的特性是不能經由

自身意志操作的，因此也不可用在命令句式以及與表意志力的副詞一起出現。 

在表持續時間副詞上，因為用在有時間終結點且是瞬間的狀態改變的成就動詞，

無法修飾其過程，所以是其表持續時間副詞是修飾成就動詞的結果狀態的持續時間，

而在澳門手語中，表持續時間副詞在動詞後則是結果狀態的持續時間，而表持續時

間副詞在動詞前則是表示狀態改變前的時間。 

澳門手語與框架副詞有三個表達方式，各方式的意義不同，如框架副詞在動詞

前則是代表若干時間內事件就會發生，如框架副詞在動詞後則是代表結果狀態持續

的時間不到該時間，而如果再加上動詞「等」在框架副詞前，且框架副詞是在動詞

前面，是指在若干時間內將會發生該事件。 

在「快要」副詞上，其副詞的意思是代表事件快要到達狀態改變的時間點，澳

門手語「快要」副詞的位置是在動詞後，代表快到到達狀態改變的那個臨界點。 

最後是成就動詞與包含「快」的副詞，澳門手語包含「快」的副詞有兩個，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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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以及「趕快」，以上兩個副詞的位置都是在動詞後，「快」有兩種解讀，第一

種解讀為很快就到該狀態，而第二種為快要到達該事件的終點，而副詞「趕快」解

讀只有一種，就是趕快做一些事或動作到達該事件的終點。 

  總結上述探討，可以發現事件類型理論，能根據其動詞事件本身類別的不同，

也就是從認知語意的角度去看事件類型的不同，會影響到句子本身的表達方式。比

如說行動動詞因為本身沒有時間終結點，因此只能與有終結點的副詞搭配使用，不

適合與行動動詞搭配使用。這些都是事件類型的理論能夠解釋的。但畢竟這理論是

以書面語的角度來分析，而手語與書面語確實會有一些落差，因此本文也有一些例

子是事件類型理論無法解釋的。比如行動動詞後面加上表持續時間的副詞代表「事

件持續進行的時間」，但如果把表持續時間副詞放到動詞前的時候，該副詞就不是表

持續時間的副詞，且整句的意思將會不同，這一個現象，事件類型理論是無法解釋

的；又或表等級副詞是無法與行動動詞一同出現的，因為行動動詞本身沒有終結點，

但澳門手語卻可以，那是因為把該事件的起點，也就是該事件前一階段事件的終結

點，當成是終結點，因此可以與表等級副詞一同出現，又或是前後文的關係讓看起

來是行動動詞的事件成為完成動詞，也就是篇章的結構與事件類型的關係，這也是

事件類型本身無法解釋的。 

  本論文只是一個澳門手語語言學的起點，澳門手語仍有很多可以研究的地方。

如本論文只探討了澳門手語事件類型的基本句法及語意，若在雙重或更多事件的狀

況中，又或是以整個篇章為目標時，其事件類型的表達方式應該會有所不同。另外，

在本文也提到時貌標記「了」的問題，但澳門手語中，其時貌標記「了」除了有狀

態改變「了」的意思以外，還有「完/結束」的意思 ; 而且也發現了，不同的主詞會

搭配不同「完/結束」的呈現方式。再者，也希望未來能夠探討澳門手語的不同的句

子類型，如疑問句、澳門手語的時式、否定句等等，這些都有待未來研究者進一步

的探究。期待未來有一日，澳門手語的句法能夠被完整地呈現出來，供語言學家以

及從事聾教育的人士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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