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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主要探討副手（non-dominant hand）在臺灣手語（Taiwan Sign 
Language）篇章中的表現以及功能，我們認為副手的保留以及重複出現在篇章中

具有銜接的功能。 
主要探討的議題是來自於 Vermeerbergen（2001）對於手部的共現結構

（simultaneity）的分類，他認為分別有以下這五種：第一種雙手皆為分類詞；第

二種一手為分類詞，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第三種一手保留前一個詞

彙，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第四種一手為指稱詞，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

手語詞彙和第五種一手為手語數字詞彙，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 
這五種手部的共現結構在篇章中的表現往往副手會被保留或者再次重複出

現，而主手則繼續打接下去的篇章內容。其中第三種副手在篇章所保留的部分又

可以區分為無意義的語意保留和有意義的語意保留。所謂無意義的語意保留指的

是副手保留前一個詞彙部分手形，但是無法給予任何語意；相對於有意義的保留

在我們看來是副手保留前一個詞彙手形，作為分類詞，並且和後面篇章句子產生

關聯，是手語使用者有意地保留副手。 
基於以上觀察，我們注意到 Vermeerbergen 所提的第一、第二種和第三種中

有意義的保留在臺灣手語篇章表現，副手以分類詞方式保留，而主手則繼續打接

下去的篇章內容。根據 Chang, Su & Tai（2005）的分析，將分類詞視為代形詞

（proform），功能用來代替之前所提過的事物名稱。本論文同樣參考他們做法，

將分類詞視為代形詞。因此第一個議題探討副手代形詞在篇章中的表現以及副手

代形詞的保留與重複出現對於篇章發揮了銜接功能。 
第二個議題同樣來自 Vermeerbergen（2001）所提的第五種共現結構在臺灣

手語篇章的表現，我們注意到副手往往會以列舉詞素(enumeration morpheme )方
式保留和重複出現，主手則繼續打接下去的篇章內容。因此第二個議題探討副手

列舉在篇章中的表現以及討論副手列舉詞素的保留與重複出現發揮了銜接功能。 
 
關鍵字：臺灣手語、手部的共現結構、代形詞、列舉詞素、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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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使用說明 

符號 說明 
/  /，(如 /紳/) /  /表示手形 
分，(如 屋分+外) 分 表示分類詞縮寫 
+，(如 屋分+外) + 表示共現結構 
代，(如 屋代+三) 代 表示代形詞縮寫 
^，(如 木馬（木^騎）) ^ 表示複合詞 
_N、_S，(如 喜歡_N、喜歡_S) N(orth)表示北部方言打法，S(outh)

表示南部方言打法 
//，(如 他 髮型 呆 // 他 見 幫忙 他 修改) //表示手語句子的斷句 
背代，(如 樹背代) 背代表示背景代形詞 
主代，(如 鳥主代) 主代表示主體代形詞 
—，(如 樹背代+鳥主代—上面) —表示主體代形詞對背景代形詞

所施於動作 
_A、_B，(如 好吃_A 、好吃_B) _A、_B 表示不同的打法 
[   ]，(如     四季        ) 
          [主手環繞列舉/四/] 

[  ]表示手語詞彙打法 

「 」，(如「魚」) 「 」表示手語詞彙 
‘   ’ ，(如 ‘烏龜爬進屋內。’) ‘   ’ 表示例子中與手語相對應的 

中文翻譯 
“  ”，(如 “四個人看他。” ) “   ” 表示口語句子 

，(如  ) 

表示有意義的語意保留 

，(如  ) 

表示無意義的語意保留 

      ，(如 ) 

箭頭表示動作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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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前言 

手語是手語使用者所使用的自然語言，和口語一樣，皆能透過有限的符號，

發展出一套獨特的語法系統，表達無限的概念（Stokoe et al. 1965； Klima & 

Bellugi 1979）。雖然手語和口語都是屬於自然語言，但兩者在語言的產生

（production）以及感知（perception）皆不相同，這樣的差異也造成各自語法結

構上不同。 

口語是屬於口說與聽覺（oral-auditory）的語言系統（Liddell 2003），透過聽

覺管道進行語言的產生與感知，其中語言產生的歷程是：意念→腦→發音器官（口

腔、舌、聲道）→聲波；口語的感知歷程是：聲波→聽覺器官→腦→理解意念

（Liddell 2003；戴浩一、蔡素娟 2009）。因此口語的表達形式是序列性（linearity），

只有一度空間，受限於發音的時間順序（temporal order）。 

而手語則是手勢與視覺（manual-visual）的語言系統，透過視覺管道進行語

言的產生與感知，其產生歷程是：意念→腦→動作（手以及臉部肌肉）→手勢動

作及表情；手語的語言感知歷程是：手勢動作及表情→眼→腦→理解意念。因此

相較於口語，手語能利用視覺的三度空間和時間關係表達語言形式（form）與意

義（meaning）上的像似性（iconicity）（Meier 2002）。 

本論文所要研究的便是手語使用者彼此溝通所使用的臺灣自然手語（Taiwan 

Sign Language）。其中臺灣手語屬於日本手語（Japanese Sign Language）語系，

兩者間有 65%的共通性（伊藤正雄、竹村茂 2001）。日本手語語系、法國手語語

系和中國手語語系並列世界三大手語語系（姚俊英 2001）。而臺灣手語和其他國

家手語皆有各自獨特的音韻、構詞和句法結構。除此之外，臺灣手語又有台北手

語及台南手語之分別，主要差異在於部分手語詞彙打法不同，在句法上相當一

致，彼此間的溝通沒有困難（Chang, Su & Tai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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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關於臺灣手語的研究有以下方面：臺灣手語線上辭典1的建立，屬於線

上學習詞彙平台，對於有興趣學習手語的人，提供了便利的管道；臺灣手語期刊

Special Issue on Taiwan Sign Language （Tai & James 2005）以及 Taiwan Sign 

Language and Beyond（Tai & Tsay 2009）的出版；研究臺灣手語構詞方面的論文

有 Smith（1989）、李羿賢（2006）和吳佩蘭（2007）；研究臺灣手語認知方面的

論文有鄒雅靜（2003）、蘇秀芬（2004）、劉曉梅（2005）、賴玉婷（2005）、柯秀

玲（2006）、林芳宇（2007）、林建宏（2007）和吳怡玲（2009）；研究臺灣手語

語音和音韻方面的論文有李信賢（2003）；研究社會語言學方面的有陳怡君

（2003）。 

 

1.2 討論議題 

由於手語擁有數個表達器官，相較於口語侷限在於人類天生只有一個聲道

（vocal tract）用來發音外，手語除了利用雙手，還可以利用臉部表達（facial 

expression）、嘴型（mouthing）和身體的姿勢等。因此手語能表現出口語無法表

達的共現結構（simultaneous construction）。而所謂手語共現結構的呈現是超過一

個的溝通管道（channel），而且每個溝通管道都能產生獨特和獨立的意義單位，

彼此有著關係（Miller 1994；Engberg-Pedersen 1994；Leeson & Saeed 2002）。 

許多學者研究了手語中雙手的共現結構，如 Miller（1994）研究魁北克手語

（Quebec Sign languge）；Engberg-Pedersen （1993,1994）研究丹麥手語（Danish 

Sign Language）；Leeson & Saeed（2002）研究以色列手語（Irish Sign Language）；

Vermeerbergen（2001）研究芬蘭手語（Flemish Sign Language）；Liddell （2003）

研究美國手語（American Sign Language）；Chang, Su & Tai（2005）、鄒雅靜（2005）

與 Chang（2009）則研究臺灣手語共現結構中分類詞結構（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研究，並以代形詞（proform）代替分類詞的說法。 

從手部的共現結構中可以知道雙手可以同時打各自獨立詞彙，也就是主手

                                                
1台灣手語線上辭典網址為 http://tsl.ccu.edu.tw/web/browser.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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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ant hand）打單手詞彙，同時副手（non-dominant hand）也打單手的詞彙。

所謂主手指的是手語使用者在打手語時會優先選取一手來呈現單手詞彙和指拼

法（finger spelling），或者在不對稱結構（asymmetric constructions）的雙手詞彙

中作為主要動作的手，相對於另一手則稱為副手（Vermeerbergen, Lesson & 

Crasborn 2007）。而針對臺灣手語使用者之主副手可以藉由空中書寫文字，也就

是空書、數字打法或單手詞彙來判別其主手。慣用右手（right-handed）的手語

使用者的主手通常為右手，而慣用左手（left-handed）則主手為左手，兩者在溝

通時是沒有問題（Frishberg 1985）。 

例如圖 1.1 中，手語使用者2以主手打詞彙「笑」，副手打指稱詞，表示「前

面某樣事物好笑」。或者副手維持（persevere）前一個詞彙手形，而主手繼續打

接下去的詞彙，例如一開始手語使用者3先打雙手詞彙「畫」，如圖 1.2a 所示，然

後副手維持前一個詞彙「畫_S」的部分手形，作為代形詞，而主手打「漂亮」，

如圖 1.2b 所示，表示「畫很漂亮」。以上兩則例子都是手部的共現結構。 

 

 
圖 1.1 前面某樣事物好笑 
 

  
a 畫         b 畫代+漂亮_S 
圖 1.2 畫很漂亮 

 

Vermeerbergen（2001）認為手語中手部的共現結構分別有以下五種：第一種

                                                
2 此手語使用者（圖 1.1）為慣用左手，因此主手為左手。 
3 此手語使用者（圖 1.2）為慣用右手，因此主手為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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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雙手皆為分類詞；第二種是一手為分類詞，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第

三種是一手保留前一個詞彙手形，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第四種是一手

為指稱詞（pointing），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第五種是一手為手語數字

詞彙，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 

其中第三種一手保留前一個詞彙的手形在臺灣手語語料中，從語意上，我們

又可以區分為無意義的保留和有意義的保留。無意義的保留指的是副手保留前一

個詞彙手形，但是我們不能給予該保留手形語意，而且和後面篇章句子沒有任何

關聯。而所謂有意義的保留在我們分析是副手保留前一個詞彙手形，作為分類

詞，代替前面提過的詞彙，並且和後面篇章句子產生關聯，也就是手語使用者有

意地保留副手。 

因此我們注意到 Vermeerbergen（2001）所提的前兩種共現結構和第三種有

意義的保留在臺灣手語篇章表現中，副手會以分類詞方式在篇章中保留，而主手

則繼續打接下去的篇章內容。根據 Chang, Su & Tai（2005）的分析，將分類詞視

為代形詞（proform），其功能是用來代替之前所提過的事物名稱。本論文也同樣

參考他們的做法，將分類詞視為代形詞。因此第一個議題所要討論的重點為副手

代形詞在篇章中的表現以及分析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與重複出現對於篇章發揮

了什麼功能。 

第二個議題我們則針對 Vermeerbergen 所提的第五種共現結構4 一手為手語

數字，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在篇章的表現，副手往往會以列舉方式保留

和重複出現，而主手則繼續打接下去的篇章內容。因此第二個議題所要討論的重

點為副手列舉在篇章中的表現以及分析副手列舉保留與重複出現對於篇章發揮

了什麼功能。 

1.3 語料來源與處理方式 

本論文中所採用的語料來自於戴浩一教授所主持的臺灣手語之研究：

                                                
4 至於 Vermeerbergen 所提的第四種共現結構“一手為指稱詞，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在

我們所錄製的篇章語料中較少出現副手指稱詞保留一段時間的現象，唯一較明顯的例子是在第二

章 2.2.2.2 單元指向式浮標（pointer buoy）。因此本論文暫時不討論這種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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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ality Effects on Linguistic Structure of Sign Language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Universals, II. （NSC97-2410-H-194-073-MY3） 以及張榮興教授主持的

臺灣手語詞彙、句法、語意與篇章之認知研究（NSC98-2410-H-194-093-MY3）。

而語料錄影者皆是以臺灣自然手語為溝通語言。我們以來自日常生活的照片、四

格漫畫圖片或者和手語使用者彼此交談為誘發材料，收集了臺灣手語篇章語料。

除此之外，我們要求手語使用者看到提供的照片，以自然手語描繪說明圖片的內

容，並且使用數位攝影機拍攝過程，再轉至電腦中，最後以軟體 ELAN 逐步翻

譯篇章句子。ELAN 是一套可以幫視頻和音頻加上註解（annotation）的免費軟

體，常運用在言談分析或者肢體語言等項目，如圖 1.3 所示。 

 

 
圖 1.3 ELAN 

 

1.4 架構 

本論文架構的安排如下：第一章為序論。第二章為文獻回顧，介紹手語的共

現結構以及篇章的銜接和連貫現象。第三章為臺灣手語副手代形詞在篇章中的功

能。第四章為臺灣手語副手列舉在篇章中的功能。第五章則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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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2.1 前言 

 手語有著獨特的共現結構（simultaneity），這是因為手語使用者可以使用超

過一個的表達器官（articulator），相較於口語侷限於人類天生就只有一個聲道

（vocal tract）用來發音（Miller 1994；Engberg-Pedersen 1994；Leeson & Saeed 

2002）。 

由於手語可以使用超過一個的表達器官，因此手語存有不同類型的共現結構

（simultaneity），例如手部的共現結構（manual simultaneity）指的是手語使用者

利用雙手同時表達不同的詞彙；手部與口說的共現結構（manual-oral simultaneity）

指的是能同時使用手部和嘴部動作（mouth gesture）表達詞彙（Sutton-Spence 

2007；Nyst 2007b）；另一種共現結構則同時使用到手部和眼神注視（eye-gaze）

或身體傾向（body-lean）（Perniss 2007a）。本章所介紹的共現結構著重於手部的

共現結構，其餘的部分則不討論。 

2.2 單元介紹手語中的共現結構，我們著重在手部的共現結構（manual 

simultaneity）。其中手部的共現結構又可再分為五類（Vermeerbergen 2001），而

Liddell （2003）以浮標（buoy）這個名稱代替共現結構，認為浮標是由副手建

立並且引導篇章的進行。 

2.3 單元介紹臺灣手語的共現結構中雙手皆為分類詞結構，並以代形詞

（proform）代替分類詞說法，結合了 Talmy（1985,2000）動態事件分析，也介

紹代形詞的選擇。 

2.4 單元則是介紹 Halliday & Hasan（1976）的銜接理論中的照應（reference）

與連接（conjunction），並利用 Halliday & Hasan（1985）所提出的銜接鏈檢視篇

章銜接與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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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手語的共現結構 

Friedman（1975）最早研究手語的共現結構；Miller（1994）試圖從魁北克

手語（Quebec Sign language）找出不同的共現結構類型；Engberg-Pedersen（1994）

描述了丹麥手語（Danish Sign Language）的共現結構；Liddell 也（2003）提到

美國手語（American Sign Language）中的共現結構現象，不過重點擺在手語在

空間上的應用；Cuxac（1985, 2000）研究法國手語（French Sign Language）的共

現結構，可惜是以法文呈現論述，因此受到較少人注意；而 Vermeerbergen（2001）

則研究荷蘭手語（Dutch Sign Language）共現結構；Chang, Su & Tai（2005）、Zou

（2005）和 Chang（2008）則研究臺灣手語（Taiwan Sign Language）動作事件

（motion event）的共現結構，討論到主副手皆為代形詞（proform）時在動態與

靜態空間關係的呈現方式，並根據 Tamly（1985, 2000）理論，將動作事件分解

成主體（Figure）、背景（Ground）、路徑（Path）、動作（Motion）和方式（Manner）

五個基本語意成分來探討，這個部分會在 2.3 單元介紹。 

其中手語的共現結構在於手語使用者可以同時利用雙手分別表達不同的手

語詞彙，不過口語的語音和聲調也會發生共現的現象（Millier 1994）。例如閃米

語系（Semitic language）中的阿拉伯語（Arabic）就有語音上的共現結構；但是

Hendriks（2007a）認為上述具有爭議，因為阿拉伯語的共現結構只發生在音韻

與構詞上，與我們所討論到發生在手語句子層面上的共現結構不相同。接下來我

們將介紹手部的共現結構。 

 

2.2.1 手部的共現結構 

Engberg-Pedersen（1994）將手語的共現結構區分為兩類：第一類為中心型

共現結構（central type of simultaneity），第二類為非中心型共現結構（noncentral 

type of simultaneity）。中心型共現結構指的是雙手皆為分類詞（classifier），表達

兩者物體的位置關係，而非中心型共現結構指的是只要雙手都不是分類詞，就屬

於非中心型共現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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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meerbergen（2001）提到手語的共現結構分別有以下這五種，我們以臺灣

手語為例說明。 

第一種為雙手皆為分類詞，表達彼此間的位置關係。例如圖 2.1c，副手手形

/布袋戲/5置於主手手形/手/上，前者用來代替「鳥」的分類詞，而後者用來代替

「樹」的分類詞，表達「鳥在樹上」的相對位置關係。 

 

(1) 樹  鳥  樹背代+鳥主代—上面。 
   ‘鳥在樹上。’ 

   
a 樹               b 鳥               c 樹分+鳥分—上面 
圖 2.1 

 

第二種為一手為分類詞，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例如圖 2.2a，主手

形/一/敲打副手分類詞/民/，表達「打小孩」，這裡的副手分類詞/民/代替前面提

過的「小孩」。 

 

(2) 小孩分+媽媽 小孩分+打 連續 
‘媽媽連續打小孩。’ 

   
a 小孩分+媽媽       b 小孩分+打       c 連續 
圖 2.2 

                                                
5 有關臺灣手形表請參考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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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為一手保留著前一個詞彙，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例如圖

2.3a，手語使用者以雙手手形/手/且指尖相碰，表示「屋子」，然後保留副手手形

/手/作為「屋子」的分類詞，而主手手形/手/向前推，表達「屋子的外面」，如圖

2.3b 所示。 

 

(3) 屋 屋分+外 屋分+有 小狗(小^狗)。 
   ‘屋外有狗。’ 

    
a 屋                b 屋分+外             c 屋分+有 

 
               d 小狗(小^狗) 
圖 2.3  
 

第四種為一手為指示詞，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例如圖 2.4a 主手

手形/九/在眼前左右擺動，表示「看不清楚」，而副手食指指著前方，表達「看不

清楚前面東西」。 

 

(4) 指稱詞+看不清楚 大頭。 
   ‘看不清楚前面大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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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指稱詞+看不清楚   b 大頭 
圖 2.4 

 

第五種為一手為數字詞彙，另一手打其他單手手語詞彙。例如圖 2.5a，主手

捏著副手手形/二/中食指，表示 「第二」，接著主手手形/三/在胸前向下搖擺，

表示「水」，如圖 2.5b 所示，接著主手再打詞彙「喝」，如圖 2.5c 所示，整句表

示「第二個步驟要喝水」。 

 

(5) 第二 列舉/二/+水 列舉/二/+喝。 
    ‘第二個步驟要喝水。’ 

    
 a 第二              b 二+水         c 二+喝 
 圖 2.5 
             

從以上手部的共現結構中，手語使用者傾向使用副手表達靜止不動的部分，

主手則表達移動的部分。Liddell（2003）也提到在美國手語的共現結構中，往往

副手常維持固定靜止的手形（stationary configuration），主手則持續的打接下去的

手語詞彙，然而 Liddell 不用共現結構這個名稱，反而使用浮標（buoy）代替，

認為浮標是由副手建立在適當的手語空間位置充當概念性陸標（conceptual 

landmarks），目的引導篇章進行（Liddell 2003:223），就如同海面上的浮標，標示

航道路線。下一單元我們則介紹手語中的浮標現象，同樣以臺灣手語為例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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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浮標現象 

Liddell 觀察到美國手語中有四種類型的浮標，分別是列舉式浮標（list 

buoy）、主題式浮標（theme buoy）、片段式浮標（fragment buoy）和指向式浮標 

（pointer buoy），我們以臺灣手語例子來說明此現象。 

 

2.2.2.1 列舉式浮標（list buoy） 

所謂列舉式浮標指的是手語使用者開始打手語列舉詞彙，如圖 2.6a「第二」

所示，接著副手維持該詞彙的列舉項目並且保留，主手打接下去的詞彙，如圖

2.6b「水」和 2.6c「喝」所示。例（6）是手語使用者在表達吞完藥丸後，第二

個步驟要緊接著喝水的情形。 

 

（6） 第二 水 喝 
   ‘第二步驟要喝水。’ 

   
a 第二              b 水               c 喝 
圖 2.6 第二個步驟要喝水  
 
2.2.2.2 主題式浮標（theme buoy） 

所謂主題式浮標指的是稍早提到的篇章的主題（theme），將會在後面敘述中

繼續討論，並且以副手的食指在胸前朝上表示，也就是該浮標會出現在後面的篇

章中（Liddell 2003:242）。例如在瑞典手語（Swedish Sign Language）中，手語使

用者忘記說明此書的作者，於是在圖 2.7 中，副手食指朝上且置於身前，表示代

替前面提過的魔戒小說，而主手打小說作者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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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 指稱詞 T-O-L-K-I-E-N 指稱詞。 
  ‘這本書的作者是 Tolkien。’ 

     

a 我           b 指稱詞     c T-O-L-K-I-E-N   d 指稱詞 
圖 2.7                                          （Liddell et al. 2007:206） 
                                

然而目前我們收集臺灣手語的語料中尚未發現有此現象，可能和語料的文體

有關係，或者是臺灣手語以別種方式呈現此概念（例如分類詞/代形詞），則需進

一步觀察和分析。 

 

2.2.2.3 片段式浮標（fragment buoy） 

在手語的句子中，假如前一個詞彙是需雙手表達，而後面緊接的詞彙只需要

單手的話，通常雙手詞彙的副手就會保留到下一個單手詞彙，而主手則繼續打接

下去的手語詞彙，當這個情形發生時，我們可以說副手保留（perseverate）前一

個詞彙的副手手形、位置和方向（Liddell & Johnson 1989）。   

Liddell（2003）認為手語的副手保留不存有任何的語意功能（semantic 

function），然而 Liddell 又認為只要主手與副手所保留的手形存有互動關係，並

且給予副手語意，即可成為片段浮標（fragment buoy），同樣可以引導篇章進行。   

    因此我們可以把手語中的副手保留現象看成兩種：一種是不帶有任何語意，

屬於無意義的保留；另一種帶有語意，屬於有意義的保留。例（8）是屬於無意

義的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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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杯子 喝 舒服 喝 心平氣和。 
   ‘喝了東西後，就很舒服心平氣和。’ 

    
a 杯子             b 喝                c 舒服 

  
d 喝              e 心平氣和 
圖 2.8 

 

從圖 2.8 b 至 2.8e 中，我們發現到副手仍舊維持手形/手/，手心略朝上位於

胸前，這是因為保留圖 2.8a 詞彙「杯子」的副手，而之後的詞彙都只需要單手

表示即可。雖然有人會認為所保留的副手手形/手/是桌子的分類詞（classifier），

但是在這篇章中並沒有討論到桌子，而且即便副手整個放下也不會影響整段的語

意，因此我們認定此種的副手保留在語意方面屬於無意義的保留。像這類副手保

留現象通常不帶有語法或篇章功能（syntactic or discursive function），純粹是手語

語音（phonetic）過程，目的主要用來界定韻律的界線（mark prosodic domains） 

（Nespor & Sandler 1999；Sandler 1999a）6。因此針對所保留的副手我們無法給

予任何的語意，主要是表達的便利（ease of articulation）。Sandler（1999a）又把

這種副手保留現象稱為副手的語音延伸（Non-dominant Hand Spread, NHS）。 

而例（9）則屬於有意義的保留現象，這是手語使用者在描述描述屋子內外

                                                
6
有關手語韻律結構的分析請參考 Nespor &Sandler（1999）和 Sandler（199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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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9） 屋 屋代+內 屋代+三 屋代+內 屋代+三 // 屋代+外 屋 屋代+外 屋代+有 小狗。 
‘有三個人在屋內，有小狗在屋外。’ 

    
a 屋                 b 屋代+內           c 屋代+三 

   
d 屋代+內             e 屋代+三             f 屋代+外面   

   
g 屋                h 屋代+外           i 屋代+有 

 
                   j 小狗 （小^狗）                 

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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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使用者7首先以雙手手形/手/指間相碰置於眼前，如圖 2.9a 所示，表示 

「屋」，接著副手保留前一個手形/手/，主手手形/同/置於副手旁，如圖 2.9b 所示，

表示 「屋內」，在這裡副手手形便是「房子」代形詞；然後主手再打詞彙「三」，

表示 「三個人」，副手繼續維持相同手形，如圖 2.9c 所示。接著同樣重複詞彙 「屋

內」和「三個人」，整句表達 「有三個人在屋內」。 

表達屋外的情形後，手語使用者副手繼續保留前一句詞彙「屋」代形詞手形，

主手手形/手/向外推出，如圖 2.9f 所示，表示 「屋外」；接著雙手再回到詞彙 「屋」

的基本打法（citation form），如圖 2.9g 所示，並且再一次重複詞彙 「屋外」如

圖 2.9h 所示，接著主手手形/五/向前一推，副手保持「屋」的代形詞手形，如圖

2.9i 所示，表示 「有」；最後才打詞彙 「小狗」，如圖 2.9j 所示；整句表達 「屋

外有小狗」。 

在例（9）中，手語使用者藉由保留詞彙「屋」的副手手形/手/作為代形詞，

並且多次重複出現，回指到前面提到的「屋」。Liddell（2003）認為主手與副手

所保留的手形存有互動關係，在這例子中副手手形/手/提供了事件場所，成為片

段浮標（fragment buoy），同樣引導篇章進行。   

 

2.2.2.4 指向式浮標（pointer buoy） 

指向式浮標是副手的食指指著手語空間某個位置，表示篇章中是指向重要物

體，而主手則繼續打接下去的詞彙。例（10）是手語使用者描述四格漫畫中主角

在比賽賽馬時，發現到自己騎的馬是木馬的窘境。在這篇章一開始，副手指向右

方的手語空間，表示篇章中的競爭對手，並且保留一段時間，而主手則繼續打篇

章內容，如圖 2.10a 至 2.10e 所示，最後發現自己騎的馬還依然不動，原來是和

競爭對手所騎的馬不一樣。 

 

 
                                                
7此手語使用者（圖 2.9）為慣用左手，因此主手為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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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指示詞(對手)+誰 指示詞(對手)+知道 指示詞(對手)+突然  
      指示詞(對手)+指示詞(自己騎的馬）等// 木馬（木^騎）不一樣。 

‘突然發現到自己騎的馬還在等待，原來是木馬不一樣。’ 

    
a 指示詞(對手)+誰  b 指示詞(對手)+知道 c 指示詞(對手)+突然 

                
d 指示詞(對手)+指示詞(自己騎的馬） e 等 

   
        f 木馬（木^騎）            g 不一樣 
圖 2.10 

 

從 Liddell（2003）的分類中，他認為這些共現結構中的副手以相同的手形

停留在適當手語空間，而主手則繼續打接下去的詞彙。副手除了可以維持列舉項

目和指著篇章中某個物體外，還可以維持主題和保留前一個詞彙手形，Liddell

指出這些副手就是浮標現象，可以引導篇章進行的功能，但是他並沒有完整說明

如何引導篇章進行，而只是純粹描述現象。至於副手怎麼銜接句子和連貫篇章，

我們則會在不同章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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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臺灣手語共現結構的相關文獻 

這一單元介紹臺灣手語的共現結構中雙手皆為分類詞結構，並以代形詞

（proform）代替分類詞說法，結合了 Talmy（1985, 2000）動態事件分析，也討

論代形詞的選擇。 

 

2.3.1 手語的三大動詞分類 

在介紹臺灣手語的共現結構之前，先來介紹臺灣手語動詞的劃分。臺灣手語

和其他手語相同，都可將動詞劃分成以下三類:普通動詞（plain verb）、呼應動詞

（agreement verb）和空間動詞（spatial verbs） （Sutton-Spence & Woll 1999）。 

 

2.3.1.1 普通動詞（plain verbs） 

這一類的動詞常附著在身體的某一部位，因此又稱為附著身體部位動詞

（body-anchored verbs）（Johnston 1989），例如手語詞彙「喜歡_N」打在臉頰8，

如圖 2.11 所示；詞彙「想」打在太陽穴，如圖 2.12 所示。 

 

    
圖 2.11 喜歡_N      圖 2.12 想 
 

此外，又因為這類動詞一般不會改變其動詞形式來表達主詞或受詞的語法關

係，因此又可稱為非呼應動詞（Smith 1989），如例句（5）中，會把普通動詞「說」

和「哭」打在嘴前和眼前。 

 
                                                
8此手語使用者（圖 2.11）為慣用右手，因此主手為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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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小孩 說 不// 哭。 
     ‘小孩說不要，然後在哭。’ 

    
a 小孩               b 說              c 不 

 
d 哭 
圖 2.13 

 

2.3.1.2 呼應動詞（agreement verbs） 

這類動詞往往會受到語法關係的影響而改變動詞的方向或移動的方向。在例

（6）中，手語使用者將受語「他」設立在右方的手語空間，如圖 2.14a，將主語

另一個「他」設立在左方的手語空間，如圖 2.14d 所示，然後呼應動詞「見」和

「幫」從代表主語的左方位置朝向右方位置移動，如圖 2.14e 和 2.14f 所示，同

時眼睛也注視右方的手語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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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他 髮型 呆 //他 見 幫忙 他 修改 
 ‘他髮型呆，他看見幫他修改。’ 

    
a 他             b 髮型              c 呆 

    
d 他                e 見               f 幫 

  
g 他            h 修改 
圖 2.14 

 

由於呼應動詞形式的改變是用來表達主詞和受詞的語法關係，而非真實世界

中相關物體的移動，因此呼應動詞的空間位移屬於語法空間（syntactic space）

（Sutton-Spence & Woll 1999）。 

 

2.3.1.3 空間動詞（spatial verbs） 

相較於呼應動詞，這一類動詞的移動所表達的是真實世界中物體的位移，所

呈現的是地理位置空間（topographic space），因此又稱為動作或位置動詞（verbs 

of motion and location）（Supalla 1982）。空間動詞常和分類詞（classifier）一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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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又稱為分類詞動詞（classifier verbs），在臺灣手語中，我們又以代形詞代替

分類詞這個名稱（Chang, Su & Tai 2005）。在例句（7）中，空間動詞以代表生物

類別的代形詞/布袋戲/代替「烏龜」，朝著代表「屋」的代形詞/手/緩慢移動而去，

如圖 2.15 所示。 

 

（7） 屋 烏龜  屋代+烏龜代—爬進去 
   ‘烏龜爬進屋內。’ 

   
a 屋                b 烏龜             c 屋代+烏龜代—爬進去 
圖 2.15 

 

2.3.2 手語分類詞視為代形詞 

手語分類詞（classifier）指的是手形成分，而手形的成分可以表現物體的共

同語意特徵，因此和口語中的分類詞相似，表現物體的某一顯著外形和基本功能

特徵（Tai & Wong 1990）。Frishberg（1975）、Kegl & Wilbur（1976）和 Supalla （1978） 

認為手語中呈現物體動作與位置的動詞（verbs of motion and location）含蓋了分

類詞結構；Supalla（1982, 1986, 1990）分析了手語分類詞的語意和特徵分為五類：

大小形狀分類詞（size and shape specifiers, SASS）、語意類別分類詞（semantic 

classifiers）、身體分類詞 （body classifiers）、身體部分分類詞（body part classifiers）

和工具分類詞（instrument classifiers）。而 Sutton-Spence & Woll（1999）認為手

語分類詞結構是代形詞（proform）的一種，替手語的分類詞下了這樣的定義：

分類詞是一群具備有相同特徵的物體，又是屬於代形詞的一種，並且出現在表示

物體位置與移動的動詞中。 

Chang, Su & Tai （2005）在分析臺灣手語時，認同 Sutton-Spence & Woll 



 21 

（1999）的論述，認為分類詞在句子中有指稱前面所提過物體的功能，因此稱為

代形詞更為適合。Chang, Su & Tai（2005）是基於以下之理由：在臺灣手語中，

兩個詞彙彼此毫不相關也不具有任何相同的語意特徵，可以使用相同的手形替

代。例如「蛇」 和「火車」都是利用手形/棕/取代，如圖 2.16 所示；例如「床」

和「狗」利用手形/龍/替代，如圖 2.17 所示。 

 

     
蛇                   火車                手形/棕/ 
圖 2.16 「蛇」與「火車」的代形詞/棕/ 
 

   
床                  狗                       手形/龍/ 
圖 2.17 「床」與「狗」的代形詞/龍/ 

 

另一個理由是在臺灣手語的手形/守/只能代替詞彙「飛機」的代形詞，如圖

2.18 所示，違反上述分類詞可以代替一群具備有相同特徵的物體。 

   
飛機                   手形/守/ 
圖 2.18 「飛機」的代形詞/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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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據以上的裡由，Chang, Su & Tai 將分類詞視為代形詞更為適合；同

時認為之所以有分類詞的特徵，是因為分類詞在分類學上是屬於上位詞 

（superordinate），上位詞在口語中有回溯前述名詞片語（noun phrase）的功能 

（ Miller 1991），主要功能用來指稱之前所提過的事物。因此本文也採用此說

法，將分類詞視為代形詞。 

 

2.3.3 雙手皆為代形詞的共現結構 

在臺灣手語的動態與靜態空間關係是由共現結構來呈現，藉由主體和背景兩

個成分共同出現表達彼此的空間關係，Talmy（1985, 2000）認為動作事件（motion 

event）可包含下列五個基本的語意成分： 

 
主體（Figure）：空間中移動或靜止的物體。 
背景（Ground）：當主體在空間中移動或靜止時，所參照的物體。 
路徑（Path）：主體相對於背景所移動的路線和主體在靜態時，相對於背景所在

位置。             
動作（Motion）：主體相對於背景的動態移動或靜態位置關係。 
方式（Manner）：移動的方式。 

 

以英文句子“ Charlotte swam away from the crocodile ”為例，我們將上述

Talmy 認為的五個基本語意成分描述如例（8），Charlotte 為主體，the crocodile

為背景，動詞 swam 包含了動作和方式，路徑則用介系詞 away from 呈現。 

（8）Charlotte   swam        away from   the crocodile. 

   [Figure]   [Manner+Motion]   [Path]     [Ground] 

在例（9）西班牙文“Subió las ecaleras corriendo”中，動詞 Subió 包含了動作

和路徑兩個不同的語意成分，而以 corriendo 一詞分開來表達動作事件中的方式。 

（9） Subio       las  ecaleras    corriendo. 

   [Motion+path]  [Ground]     [Manner]  

went-up      the  stairs      running 
“He ran up the st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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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ft & Crues（2004 : 56） 根據 Talmy 的概念，認為主體和背景間的不對稱

關係具備以下特徵，如表 2.1 所示。 

 

主體 背景 

空間位置未知（location less known） 空間位置已知（location more 
known） 

相對較小（smaller） 相對較大（large） 

較為動態（more mobile） 較為靜態（more stationary） 

構造較簡單（structurally simpler）   構造較複雜（structurally more 
complex） 

較為顯著（more salient）   較不顯著（more backgrounded） 

較近的知覺（more recently in awareness） 較遠的知覺（earlier on scene/in     
memory） 

表 2.1 主體和背景間的不對稱關係 

 

手語在表達相對靜態空間和動態空間關係時，會分別利用雙手代表主體和背

景，呈現共現結構，具有高度的視覺像似性，是口語以線性語音為基礎（linier 

order）無法比擬。例（10）是表達靜態空間結構，首先打出背景物體「樹」，如

圖 2.19a 所示，再打出主體物體「鳥」，如圖 2.19b 所示，接著以共現結構呈現兩

者的空間關係，以手形/布袋戲/置於手形/手/的指尖上，如圖 2.19c，表示代形詞

「鳥」在代形詞「樹」的上面。如果想表示主體「鳥」在背景「樹」裡面，則以

手形/布袋戲/置於手形/手/的手心，如圖 2.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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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樹  鳥  樹背代+鳥主代—上面 
      ‘鳥在樹上。’ 

   
a 樹               b 鳥               c 樹背代+鳥主代—上面 
圖 2.19 
 

 
圖 2.20 鳥在樹裡 

 

例（10）介紹了手語使用者表達靜態空間的例子，例（11）介紹的是表達動

態空間的例子，手語使用者先打出背景「樹」，如圖 2.21a 所示，接下來打主體

「鳥」，如圖 2.21b 所示，接著再以主體代形詞從背景代形詞上方移動，以共現

結構呈現兩者事物動態空間關係，如圖 2.21c 所示，在此手形/布袋戲/表示鳥的

代形詞，手形/手/和手臂表示樹的代形詞。 

 
（11）樹 鳥  樹背代+鳥主代—飛過 
      ‘鳥飛過樹。’ 

   
a 樹               b 鳥                c 樹背代+鳥主代—飛過  
圖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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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完手語主體代形詞和背景代形詞的共現結構，我們注意到主體的代形詞

通常會採用新的手形，而背景代形詞則沿用原來的部分手形，下一單元會介紹主

體代形詞和背景代形詞是怎麼選擇的。 

 

2.3.4 代形詞的選擇 

有關主體和背景代形詞的選擇和造詞策略中的形體取代（ substitutive 

depiction）有著直接關聯。根據 Mandel（1977）所研究的手語詞彙形成策略，

分別有以下四種: 

 

實物直指（presentable object）：使用手指指出所想表達的事物。 
動作模擬（presentable action）：運用肢體動作模擬出想表達的相關事物動作。 
外形描繪（virtual depiction）：使用手描繪出想表達事物的輪廓。 
形體取代（substitutive depiction）：使用手形代表想表達事物。 

 

當中形體取代之詞彙主要著重在空間動詞的搭配，特別是作為動作事件中的

主體代形詞與背景代形詞時，採取以下三種方式表達（Chang, Su & Tai 2005; 

Chang 2009）： 

第一種取全部手形作為代形詞，例如單手詞彙「飛機」，取手形/飛機/表示代

形詞，如圖 2.22 所示；如單手詞彙「男生」，取手形/男/表示代形詞，如圖 2.23

所示。 

 

    
a 飛機                 代形詞/飛機/ 
圖 2.22 取全部手形作為代形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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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男             代形詞/男/ 
圖 2.23 取全部手形作為代形詞 

 

第二種取部分手形作為代形詞，例如雙手詞彙「畫」，取手形/手/作為代形詞

如圖 2.24 所示；詞彙「烏龜」，取手形/九/作為代形詞，如圖 2.25 所示。 

 

    
a 畫             代形詞/手/   
圖 2.24 取部分手形作為代形詞 

  
烏龜             代形詞/九/ 
圖 2.25 取部分手形作為代形詞 

 

第三種取全新手形作為代形詞，例如詞彙「小孩」，取手形/民/作為代形詞，

如圖 2.26 所示；詞彙「狗」取手形/龍/或手形/布袋戲/作為代形詞，如圖 2.2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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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                 代形詞/民/ 

圖 2.26 取全新手形作為代形詞 

       
狗                     代形詞/布袋戲/   代形詞/龍/  

圖 2.27 取全新手形作為代形詞 

 

此外，假如雙手詞彙的主手有移動而副手是靜止的話，手語使用者傾向取靜

止的手形為背景代形詞，取移動的手形為主體代形詞（Chang, Su & Tai 2005）。

例如詞彙「火車」是由主手手形/棕/置於副手手形/手/旁並繞轉，我們取移動的

主手為主體代形詞/棕/而靜止的副手為背景代形詞/手/，如圖 2.28 所示。 

 

     
火車            主體代形詞/棕/ 背景代形詞/手/ 
圖 2.28 「火車」的主體代形詞/棕/與背景代形詞/手/ 

 

然而詞彙「車子」是由主手手形/車/置於副手手形/手/的手背且副手前後移

動，手語使用者皆取靜止的主手手形/紳/為主體和背景代形詞，如圖 2.29 所示，



 28 

因此並非所有代形詞都按照此標準取部分作為代形詞，而是取以最能代表該物體

的語意特徵的手形為標準。 

   
車                 代形詞/紳/ 
圖 2.29 「車」的代形詞/紳/ 

 

2.4 篇章的銜接與連貫 

Labov（1972）認為篇章（discourse）是相互接續的話語，以邏輯和規律方

式呈現。鄭貴友（2002）則認為篇章是一段有意義、傳達一個完整的訊息、前後

銜接、語意連貫，具有一定交際目的功能的言語作品。Beaugrande & Dressler 

（1981）則認為以下七個要素是用來評斷篇章的完整性:銜接性（cohesion）、連

貫性（coherence）、目的性（intentionality）、可接受性（acceptability）、語境背景

性（situationality）、訊息性（informativity）和最後的互文性（text-centered）。而

篇章研究的項目有篇章的架構、句子的排列、句子段落的關係和句子和句子間的

銜接連貫。 

Halliday（1962）首先提出銜接的概念。所謂的銜接（cohesion）是指說話者

用來表示篇章的經驗和人際方面連貫的語法手段，而連貫（coherence）是說話者

的心理現象，存在於人的頭腦中，可以說銜接是具體，而連貫卻是抽象，是因為

連貫無法在篇章層面中找到銜接的線索，也不能透過形式特徵來判斷篇章是否連

貫（Widdowson 1978；Brown & Yule 2005）。Halliday & Hasan（1976）將連貫看

作為是與銜接相關的範疇，認為銜接是大廈的基石，而連貫是最後的大廈，也就

是銜接是篇章的必要條件，透過銜接將句子和句子連繫。銜接簡單的說有助於完

成連貫，但前者不一定是後者的必要條件（Rumelhart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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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iday & Hason（ 1976）對銜接現象做了詳盡的闡述，他們提出五種銜接

的形式或手段：第一是照應（reference）、第二是替代（substitution）、第三是省

略（ellipsis）、第四是連接（conjunction）、第五是詞彙銜接（lexical cohesion）。

圖 2.30 是銜接和連貫與篇章的關係，從圖中得知篇章整體的意義是透句子和句

子、段落和段落銜接上，使篇章產生連貫。以下我們就以「照應」和「連接」作

介紹，該兩項概念和之後研究的手語現象相關。 

 

圖 2.30 銜接、連貫與篇章結構的關係 

 

 

 A  B  C

銜接手段:照應、替代 
省略、連接、詞彙銜接 

第一段 
A   B  C

銜接手段:照應、替代 
省略、連接、詞彙銜接 

第二段 

銜接手段：照應、替代 
省略、連接、詞彙銜接 

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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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銜接理論中的連接 

Halliday & Hasan（1976）承接了語言系統功能的觀念，並提出了銜接理論

的重要性。銜接理論中的銜接手段有語法層次與詞彙層次，其中的語法層的表現

形式有照應（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和連接（conjunction）

等四類。Halliday & Hasan 依照連接詞連結兩單位的語意關係將連接詞分為四

類：附加（additive）、反義（adversative）、因果（causal）、與時間順序（temporal）。

連接關係在語法層次主要由連詞（and/or/but）、連接副詞（therefore/hence）和介

詞短語（in a word/ in short）等體現，例如給予句子增加一點新的信息，稱為表

示附加的連接，如 and、furthermore、in addition、besides；或者引出正好與已知

信息相反的新信息，稱為表示反義的連接，如 on the other hand、however、yet；

或者說明前後句子的因果關係，如 because、so、for、consequently；和說明時間

與順序，如 first、before、while、in the end。 

因此連接詞可以連結微觀面的詞與詞、片語與片語、子句與子句，甚至於宏

觀面的段落與段落。 

 

2.4.2 銜接理論中的照應 

照應是指篇章中某一個成分作為另一個成分的參照點（reference point），也

就是使用代詞等語法手段來表示語意關系。照應銜接關係又可以分為人稱照應

（personal reference）、指代照應（demonstrative reference）和比較照應（comparative 

reference）等。 

 

2.4.2.1 人稱照應（personal reference） 

人稱照應指採用語言的人稱系統，即人稱代詞與相應的所屬限定詞即所屬代

詞（you、it、he、she、they；your、its、his、her、their；yours、its、his、hers、

theirs）等來指稱人或物。如例（12）中，人稱代詞 he 和 his 都回指 Beckham，

事物與現象代詞 it 回指 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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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England's David Beckham is set to miss this year's World Cup despite 
undergoing successful surgery on his torn Achilles tendon on Monday. 
Beckham was actually in quite a good mood. He was smiling and happy that 
the operation was done, and happy to hear it went fine。 

 

2.4.2.2 指代照應（demonstrative reference） 

指示詞是表示空間上或時間上遠近關係的詞語，說話人借此通過指明事物在

時間和空間上的遠近來確定所指對象。這類詞在一定上下文中形成照應關係，銜

接語義。常用指示照應詞有 this、that；these、those；here、there；the 等。如例

（13）中，that 回指到 let’s go shopping at weekend。 

 

（13） A: Let’s go shopping at weekend. B: That is a good idea.  

 

2.4.2.3 比較照應（comparative reference） 

通過形容詞或副詞的比較級形式和某些含有比較意義的詞（same、similar、

different、equal、otherwise 等）來表示照應關係。比較一般總在兩事物之間進行，

比較雙方互相依存，缺少比較中的任何一方，比較照應就無法成立。因此，當我

們看到句子中表示比較的詞語時，便會在上下文中尋找其他詞語作為比較標準，

從而形成比較照應關係，如例（14）中，“on three different teams” 是一種比較照

應，說明三者所屬球隊的不同。 

 

（14）There is no better example of the value of team work than the Boston Celtics. 
Paul Pierce, Ray Allen and Kevin Garnett were all superstars on three 
different teams. 

 

2.4.3 銜接鏈 

Halliday & Hasan （1985）提出銜接鏈（cohesive chain）概念，以銜接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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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hesive tie）成分之間的語意關係為基礎，將銜接鏈分為同一鏈（identity chain）

與相似鏈（similarity chain），並且提出銜接鏈互動（chain interaction）的概念。 

謀篇機制（texture）由篇章中一個個縱橫交錯的銜接紐帶（cohesive ties）組

成（張德祿 1999）。銜接紐帶存在的基本條件是它必須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成分

作為其端點，如圖 2.31 所示。銜接紐帶各端點間的聯繫可歸納為三類語意關係，

即同指（co-referentiality）、同類（co-classification）及同延（co-extension）關係

（Halliday & Hasan 1985）。 

 

 

 

 

圖 2.31 銜接紐帶                   （Halliday & Hasan, 1985:73） 

 

假設某銜接紐帶的兩個端點分別是 A 與 B，當 A 與 B 指向同一（廣義）語

境下相同的人、事物、事件，或同一抽象概念時，A 與 B 組成的銜接紐帶就是

同指紐帶，如例子（14）所示，little nut tree 和 it 分別為 A 與 B 端點，兩者之間

屬於同指紐帶，it 回指到剛剛所提到 little nut tree，指的是相同的物體。 

 

（14） I had a little nut tree. Nothing would it bear. 
                                        （Halliday & Hasan, 1985:73） 

 

當 A 與 B 所指的事物、過程或環境等相互獨立但卻在類屬上一致時，A 與

B 組成的銜接紐帶就是同類紐帶，如例（15）所示，play the cello 與 does 雖然

都是演奏的行為，但卻具有不同的行為主體，因此 play the cello 與 does 組成同

類銜接紐帶。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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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I play the cello. My husband does, too. 
（Halliday & Hasan, 1985:73） 

 

當 A 與 B 之間組成同延銜接紐帶時，A 與 B 在性質上不同，但他們的意義

卻屬於同一個語意類別，如例（16） golden 與 silver 是不同性質的兩種金屬，

但都可歸到貴重金屬這一總體意義。 

 

（16） （I had a little nut tree. Nothing would it bear.） But a silver nutmeg. And a   
golden pear.  

（Halliday & Hasan, 1985:73） 

篇章呈現銜接紐帶語意關係的詞彙（指經過詞彙還原後的詞彙標記）組成銜

接鏈（cohesive chain）。銜接鏈分同一鏈（identity chain）和相似鏈（similarity chain）

兩類。同一鏈的語意基礎是同指語意關係；相似鏈的語意基礎則是同類或同延語

意關係。例如下面篇章中，我們將此篇章分成五個句子。 

 

   （1）  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little girl,  
（2）  and she went out for a walk,  
（3）  and she saw a lovely little teddybear,  
（4）  and so she took it home,  
（5）  and when she got home she was washed it.  

            （Halliday & Hasan, 1985:70） 

 

我們從句子 1 提出 girl；句子 2 提出 she、went、walk；句子 3 提出 she、

teddybear；句子 4 提出 she、 it、 home；句子 5 提出 she、got、home、she、it。 

圖 2.32 是篇章的不同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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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篇章銜接鏈                        （Halliday & Hasan, 1985:73） 

 

圖 2.29 為此篇章銜接鏈，當中每個長方形表示篇章中句子，長方形內為組

成銜接鏈的成員，而這些成員分別屬於不同的鏈，有以下四種鏈: 

 
銜接鏈 a：用實線的成員有 girl、she、she、she、she 
銜接鏈 b：用點線的成員有 went、walk、got 
銜接鏈 c：用短線的成員有 teddybear 、it、it 
銜接鏈 d：用短線和點的成員有 home、home 

此篇章的四個銜接鏈中，銜接鏈 a、c 和 d 分別為同一鏈。同一鏈中的各個

成員之間關係是同指涉 （co-reference）的關係，在這個鏈中每個成員指的都是

同樣的東西或事件；而銜接鏈 b 為相似鏈，Halliday & Hasan（1985）認為相似

鏈 中 的 各 個 成 員 關 係 是 同 類 關 係 （ co-classification ） 或 者 是 同 延 關 係

（co-extension），也就是相似鏈中各個成員的關係都是非同一個成員，但是屬於

同類事物或事件。除此之外，進入銜接鏈的詞彙稱為相關詞項（relevant tokens），

如 girl、she、home 和 teddybear 等；未進入銜接鏈的詞項稱為邊緣詞項（peripheral 

tokens），如篇章中的 time、lovely、when 等。 

Halliday & Hasan（1985）認為篇章的連貫除了大量的相關詞彙外，還離不

開銜接鏈互動（chain interaction）。銜接鏈互動指某銜接鏈中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詞彙與另一銜接鏈中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彙之間存在著語法關係（grammatical 

relation）。例如銜接鏈 a 與 b 之間就存在互動關係，銜接鏈 a 中的 girl 是行為者

（doer），銜接鏈 b 中的 went、walk、got 則是 girl 所產生的行為（doing）。進人

銜接鏈且參與銜接鏈互動的詞彙稱為中心詞彙（central token）；進人銜接鏈但卻

未參與互動的詞項稱為非中心詞項（non-central token）。篇章中不同銜接鏈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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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是不一樣的。在某一篇章總有一個銜接鏈與其他大多數銜接鏈有互動關

係，因而從互動參與程度上講是最活躍的，這種銜接鏈稱為中心銜接鏈（focal 

chain）。有些銜接鏈不與其他任何銜接鏈發生互動，便產生互動中斷（interaction 

break）。 

Halliday & Hasan 認為每一個銜接鏈都可以看成是一個結構，有的銜接鏈在

篇章中是局部的，如銜接鏈 b、c 和 d；有的是貫穿整個篇章，如銜接鏈 a，因此

篇章應由若干個這種結構構成，而多種結構的總合就構成了篇章的整體性，發揮

了銜接作用。 

 

2.5 結論 

本章我們介紹了手語中不同類型的共現結構，例如手部的共現結構、手部與

口說的共現結構以及手部加上眼睛注視或者身體傾向等同時發生的共現結構。而

我們所討論的重點只擺在手部的共現結構。其中在手部的共現結構中，

Vermeerbergen（2001）注意到有五種共現結構，分別為：第一種雙手為分類詞；

第二種是一手為分類詞，另一手為其他詞彙；第三種是一手保留前一個詞彙，另

一手為其他詞彙；第四種是一手為指示詞，另一手為其他詞彙和第五種是一手為

數字，另一手為其他詞彙等五種。 

從以上的共現結構中得知，手語使用者傾向使用副手表達較靜止部分，主手

則表達移動的部分，Liddell（2003）也提到副手常扮演固定靜止不動的手形，而

主手則打接下去的詞彙，因此稱副手這個現象為浮標（buoy），它的功能在於引

導篇章的進行；手語浮標有這四種類型：列舉式浮標、主題式浮標、片段式浮標

和指向式浮標，其中主題式浮標在我們目前所收集的語料中尚未發現，可能和語

料的文體有關係，或者是臺灣手語以別種方式呈現此現象。 

本章介紹了臺灣手語中的共現結構中雙手皆為分類詞結構，並以代形詞代替

分類詞說法，結合了 Talmy（1985, 2000）動態事件分析。我們先介紹臺灣手語

動詞的劃分，將動詞劃分成普通動詞、呼應動詞和空間動詞等三類（Sutton-Sp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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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ll 1999）。其中空間動詞常和分類詞一起出現，Chang、Su & Tai（2005）在

分析臺灣手語時，認同 Sutton-Spence & Woll（1999）的論述，認為分類詞在句

子中有指稱前面所提過物體的功能，因此稱為代形詞更為適合。在臺灣手語的動

態與靜態空間關係是由主體和背景兩個成分共同出現表達彼此的空間關係，分別

利用主手代表主體和副手代表背景，呈現共現結構，具有高度的視覺像似性。而

主體和背景代形詞的選擇和造詞策略中的形體取代有著直接關係，可以取全部手

形作為代形詞、取部分手形作為代形詞和取全新手形作為代形詞（Chang, Su & 

Tai 2005；Chang 2009）。 

最後我們介紹了 Halliday & Hason（1976）所提出銜接理論，他們提出五種

銜接的形式或手段:照應、替代、省略、連接以及是詞彙銜接。其中照應和連接

兩項概念和之後研究的手語現象息息相關。所謂照應指的是篇章中某一個成分作

為另一個成分的參照點，也就是使用代詞等語法手段來表示語意關系；而連接指

的是相鄰兩個句子間的連接方式，既包括連詞，又包括有連接功能的副詞或介詞

片語等。最後以 Halliday & Hasan（1985）所提出銜接鏈建構句子關聯性，當中

同一鏈的語意基礎是同指語意關係，相似鏈的語意基礎則是同類或同延語意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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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副手代形詞的篇章功能 

3.1 前言 

在第一章中我們提到 Vermeerbergen（2001）認為手語中手部的共現結構分

別有以下五種：第一種是雙手皆為分類詞；第二種是一手為分類詞，另一手以單

手打其他手語詞彙；第三種是一手保留前一個詞彙手形，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

語詞彙；第四種是一手為指稱詞，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第五種是一手

為手語數字詞彙，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 

其中第三種一手保留前一個詞彙的手形在臺灣手語語料中，我們又可以區分

為無意義的保留和有意義的保留。所謂無意義的保留指的是副手保留前一個詞彙

手形，但是無法給予語意，而且和後面敘述沒有任何關聯。而所謂有意義的保留

在我們看來是副手保留前一個詞彙手形，作為分類詞，代替前面提過的詞彙，並

且和後面篇章句子產生關聯，也就是手語使用者有意的保留副手。 

因此我們注意到 Vermeerbergen 所提的前兩種和第三種中有意義的保留在臺

灣手語篇章表現中，副手會以分類詞方式在篇章中出現，而主手則繼續打接下去

的篇章內容。根據 Chang, Su & Tai（2005）的分析，將分類詞視為代形詞

（proform），功能用來代替之前所提過的事物名稱。本文也同樣參考他們的做

法，將分類詞視為代形詞。因此本章所要討論的重點為副手代形詞在篇章中的表

現以及分析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與重複出現對於篇章發揮了甚麼功能。 

其中有關代形詞在篇章中表現有以下三種方式：第一種取全部手形作為代形

詞；第二種取部分手形作為代形詞；第三種取全新手形作為代形詞（Chang, Su & 

Tai 2005；Chang 2009）。 

以下我們就以這三種方式作為副手代形詞分類依據，並且以 Halliday & 

Hasan（1976）的銜接理論中的照應（reference）解釋副手所保留代形詞現象，

以及採用 Halliday & Hasan（1985）銜接鏈（cohesive chain）分析副手代形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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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中分布。繼前言之後，3.2 單元則分別討論副手保留全部手形、副手保留部

分手形和副手取全新手形，3.3 單元為本章結論。 

 

3.2 副手代形詞 

3.2 單元主要討論副手代形詞在篇章的表現，我們以臺灣手語篇章為例，並

且觀察篇章中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以及重複出現的現象。3.2.1 單元討論副手保

留全部手形；3.2.2 單元討論副手保留部分手形；3.2.3 單元討論副手取全新手形。 

為了讓往後的分析更為方便，我們先描述副手代形詞在篇章的表現，接著運用

Halliday & Hasan（1976）銜接理論中的照應解釋該現象，以及利用 Halliday & 

Hasan（1985）所提出的銜接鏈（cohesive chain）進一步來看副手代形詞在篇章

中的分布。 

 

3.2.1 保留全部手形 

本篇章是手語使用者描述新聞中有四個流氓欺負一個又胖又呆的男孩，由於

這四個流氓因為無聊，又剛好看到一個身材肥胖的男孩，於是拿著武器追打著

他，嚇得他趕緊跑掉。因此我們將此篇章題目訂為「惡霸欺負男孩」，並且依照

手語使用者所打的篇章內容，我們分成五個句子描述，如例（1）至（5）所示。

首先我們來看此篇章的第一個句子，如例（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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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  可能 四  男+見 男代+指稱詞。 
    ‘有四個人可能看著某個男孩。’ 

    
a 四             b 可能          c 四             d 男+ 見 

  
e 男代+指稱詞 
圖 3.1 
 

在例（1）中，手語使用者一開始以主手呈現詞彙「四」並且打在手語者的

右胸前，將篇章中「四個流氓」設定在右方的手語空間，如圖 3.1a 所示。接著

將篇章另一個角色「被欺負的男孩」設定在左方的手語空間，並且藉著眼睛注視

左方和主手打呼應動詞「見」朝向副手詞彙「男」，如圖 3.1d 所示，以共現結構

表達「四個流氓正盯著他看」。接著副手保留前一個詞彙「男」的全部手形/男/

作為代形詞，代替「被欺負的男孩」，而主手指著/男/代形詞，如圖 3.4e 所示。

接下來我們將介紹該篇章的第二個句子，如例（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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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男代+四 無聊  男代+見 男代+指稱詞  胖 呆 。 
     ‘這四個人無聊，看到他又胖又呆。’ 

   
a 男代 + 四        b 無聊           c 男代+見 

   
d 男代+指稱詞        e 胖             f 呆 

圖 3.2  

 

在例（2）中，手語使用者保留例（1）的副手手形/男/，同樣作為代形詞，

代替「被欺負的男孩」，而主手呈現詞彙「四」，如圖 3.5a 所示，同樣回指到例

（1）的「四個流氓」。除了將「四個流氓」設定在右方手語空間，「被欺負的男

孩」設定在左方手語空間，形成對比外，也說明手語的語法空間（syntactic space） 

（Sutton-Spence & Woll 1999）。 

所謂語法空間是用來表示事物之間主語與受語的語法關係，並不是事物在真

實世界的空間關係，例如我們以此篇章說明，手語使用者將「四個流氓」設定在

右方手語空間，將「被欺負的男孩」設定在左方手語空間，呼應動詞「見」往左

方移動，表示受語的所在位置，表達「四個人看見這男孩」，而這裡的左右兩方

並非真實世界的空間關係。 

由於詞彙「無聊」是必須使用到雙手搭配，因此副手代形詞就暫時消失，如

圖 3.2b 所示，而在圖 3.2c 和圖 3.2d 再次出現。副手代形詞可以消失和再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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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與 Liddell（2003）所認為的浮標（buoy）概念是一致。同樣副手代形詞再

次消失在圖 3.5e 和圖 3.5f，也就是因為詞彙「胖」是屬於雙手搭配，因此副手代

形詞無法保留。 

其中圖 3.2e「胖」是雙手手形/同/拉開，而圖 3.2f「呆」是主手以/布袋戲/

手形置於鼻子上，手語使用者在打「呆」這個詞彙時，副手保留了前一個詞彙「胖」

的副手手形/同/，而這裡的保留純粹是語音過程，屬於無意義的保留。 

值得注意的是詞彙「無聊」打在右方手語空間與詞彙「胖」和「呆」打在左

方的手語空間，表示「無聊」與「四個流氓」產生「語意密切關係」 （semantic 

affinity）（Engberg-Pedersen 1993），手語使用者會將語意有相關事件設定在相同

手語空間位置，並以眼睛注視和身體轉向右方，因此我們可以解釋成「四個流氓

無聊」；同樣「胖」和「呆」打在與「被欺負的男孩」左方相同的手語空間，解

釋成「這男生又胖又呆」。接下來，我們將介紹此篇章的第三個句子，如例（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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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 討論 男代+陷害 拿 男代+好 。 
 ‘四個人討論拿著東西害他。’ 

     
 a 四            b 討論             c 男代+陷害             d 拿 

   
 e 男代+好 
圖 3.3  
 

在表達完「由於四個流氓無聊，看他又肥又呆」後，手語使用者身體轉向右

方，並且將詞彙「四」和「討論」打在右方手語空間，如圖 3.3a、3.3b 所示，表

達「這四個流氓在討論」，接著主手手形/棕/碰觸鼻子再拍打副手/男/，眼睛同時

看著副手手形/男/，表示「陷害他」，如圖 3.3c 所示。詞彙「陷害」也是屬於呼

應動詞，主手往副手代形詞/男/移動，在這裡的副手代形詞/男/同樣代替「被欺

負的男孩」。 

由於詞彙「拿」是屬於雙手搭配，因此副手代形詞暫時消失，如圖 3.3d 所

示，而在圖 3.3e 再次出現，這是因為詞彙「好」只需要用到主手，因此副手代

形詞再次出現。接下來，我們將介紹此篇章的第四個句子，如例（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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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男背代+男主代—追  男代+砍 刀子 男代+砍。 
     ‘四個人拿著刀子追趕著他。’ 

   
a 男背代+男主代 –追       b 男代+砍               c 刀子 

  
 d 男代+砍                           

圖 3.4 

 

在例（4）中，手語使用者想表達「四個流氓追著男孩」的動態事件，副手

保留例（3）的手形/男/作為背景代形詞，代替「被欺負的男孩」，而主手以手形     

/民/作為主體代形詞，代替「四個流氓」，兩者間的動態空間關係是主手代形詞朝

著背景代形詞移動，表達「四個流氓」正追著「被欺負的男孩」，如圖 3.4a 所示。 

接著手語使用者繼續保留副手代形詞/男/，而主手詞彙「砍」朝著副手代形

詞位置模擬砍人的動作，如圖 3.4b，而所使用的工具「刀」則緊接在後，如圖

3.4c 所示，同樣由於詞彙「刀」是屬於雙手搭配，因此副手代形詞再次消失，而

在圖 3.4d 中，手語使用者重複詞彙「砍」再次出現。詞彙「砍」是屬於呼應動

詞，主手往副手代形詞/男/移動，在這裡的副手代形詞/男/同樣回指到「被欺負

的男孩」。最後我們將介紹此篇章的第五句，如例（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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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男代+男 怕 跑 溜。 
    ‘他嚇得趕緊溜走。’ 

   
a 男代+男           b 怕              c 跑 

 
d 溜 
圖 3.5 
 

在例（5）中，副手繼續維持上一句的副手代形詞/男/，而主手詞彙「男」搖

晃著，如圖 3.5a 所示，藉著搖晃主手的動作，提醒溝通對象現在手語使用者的

主手詞彙「男」是回指「被欺負的男孩」，相較於在例（1）至例（4）中，主手

表示「四個流氓」而副手表示「被欺負的男孩」是不同指涉對象。接著主手手形

/同/敲著胸前，眼睛看著右方「四個流氓」手語空間，如圖 3.5b 所示，表達彷彿

看到這四個人，嚇得趕緊溜走。其中圖 3.5d「溜」的副手保留了圖 3.8c「跑」的

副手手形/手/，同樣是屬於沒有意義的保留，純粹是語音過程。 

從篇章「惡霸欺負男孩」得知，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手形/男/保留以及重複

出現在篇章中，代替「被欺負的男孩」。以 Halliday 為代表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家

認為，形成篇章連貫通順的關鍵在於句子之間的銜接手段，Halliday & Hasan

（1976）提出五種銜接的形式或手段：第一種是照應（reference），第二種是替

代（substitution），第三種是省略（ellipsis），第四種是連接（conjunction）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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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詞彙銜接（lexical cohesion）。我們認為在手語篇章中，副手代形詞在篇章中

保留以及重複出現與 Halliday & Hasan 提出五種銜接手段中的照應（reference）

相關。所謂照應指的是篇章或句子中某一個成分作為另一個成分的參照點

（reference point），也就是使用代詞等語法手段來表示語意關系。從篇章的角度

分析此類議題時，也多半使用回指（anaphora）一詞。根據徐赳赳（2003, 2010）

對回指關係的認定是某個成分引進篇章後，如再次提及，作者可能重複使用這個

成分，也可能不再重複使用這個成分，而是使用另一個成分來指稱前一個成分，

這一前一後兩個成分之間的關係，稱為回指關係。 

在臺灣手語篇章中，手語使用者藉由保留副手代形詞用來代替前面所提過的

事物名稱，符合了照應的銜接手段。照應是篇章中的一個成分作為另一個成分的

參照點，例如篇章「惡霸欺負男孩」中，一開始手語使用者打詞彙「男」，表示

「被欺負的男孩」，設定在左方手語空間，然後副手取詞彙「男」的全部手形 /

男/作為代形詞，用來代替詞彙「男」，回指到「被欺負的男孩」。具體來說手語

使用者藉由一開始的詞彙「男」作為後來多次出現在篇章副手代形詞/男/的參照

點，其中副手代形詞/男/指涉對象為何，我們必須檢視一開始出現的詞彙「男」，

才能推斷指涉對象為「被欺負的男孩」，也就是說副手代形詞/男/的成分內容，是

要藉由別的成分參照之後才可得知。 

Halliday & Hasan（1985）注意到篇章中的相同的詞彙可以組成一個鏈，而

所組成的鏈最重要的功能是發揮了銜接作用。其中銜接鏈以銜接紐帶（cohesive 

tie）成分之間的語意關係為基礎，銜接紐帶各端點間的聯繫可歸納為三類語意關

係，即同指（co-referecnce）、同類（co-classification）及同延（co-extension）關

係。由同指紐帶所組成的銜接鏈是屬於同一鏈（identity chain）；由同類或同延所

組成的銜接鏈是屬於相似鏈 （similarity chain）。在篇章「惡霸欺負男孩」中，

詞彙「男」以及副手代形詞/男/兩者指的是同一個人，也就是同指紐帶，表示「被

欺負的男孩」，如圖 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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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被欺負的男孩」的同指紐帶                    

 

因此我們利用 Halliday & Hasan 所提出的銜接鏈來看此篇章中副手代形詞的

分布，將篇章「惡霸欺負男孩」仿照銜接鏈的做法，每個長方形表示篇章句子，

並且改成直式呈現。我們將篇章中詞彙「男」以及男的代形詞/男/以粗體字標示，

表示這些語言成分指的是同一個人，也就是同指概念，回指「被欺負的男孩」。

如圖 3.7 所示。 

 

詞彙「男」 副手代形詞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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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 篇章「惡霸欺負男孩」的銜接鏈                                 

 

從圖 3.7 的銜接鏈中，我們注意到第二句是藉由保留第一句的副手代形詞/

男/形成銜接，同樣第三句也是透過重複副手代形詞/男/與第一和第二句形成銜

接，第四句則是藉由保留副手代形詞銜接到第三句，第五句也是藉由保留副手代

形詞銜接到第四句。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代形詞的保留和重複銜接了五個句子，

將整個篇章連貫起來。由於這些副手代形詞出現在相同的手語空間位置上

（locus），因此具有指涉功能（referential function） （Friedman 1975, van Hoek 1992, 

Engberg-Pedersen 1993, Liddell 2003），能夠幫助溝通對象理解所討論和所指的是

同一個事物，從而達到結構上的銜接。Halliday & Hasan 認為由同指紐帶所組成

的 銜 接 鏈 屬 於 同 一 鏈 ， 這 種 特 殊 的 同 一 鏈 具 有 一 種 篇 章 的 貫 穿 性

（1） 四 可能 四  男+見 男代+指稱詞 

（2） 男代+四 無聊  男代+見 男代+指稱詞  胖 呆 

（3） 四 討論 男代+陷害 拿 男代+好 

（4） 男背代+男主代—追  男代+砍 刀子 男代+砍 

（5） 男代+男 怕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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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t-exhaustive），也就是說貫穿了整個篇章。 

接著我們試著將手語篇章「惡霸欺負男孩」翻譯成通順口語文章，並且根據

手語使用者所表達的概念，配合當時新聞中的情境，重新整理如下： 

 
① 有四個流氓 i 由於無聊，Øi 剛好看到一個又呆又胖的路人 j，這四個人 i 就在

一旁討論欺負這個又呆又胖的男孩 j，於是他們 i 拿著刀子追趕著他 j，他 j 看

到這個景象，Øj 嚇得趕緊跑掉。 
 

由於口語是屬於發音與聽覺（oral-auditory）的語言系統，透過聽覺管道進

行語言的產生與感知，表達形式是序列性，屬於一度空間，並受限於發音的時間

順序，因此在口語篇章中，必須不斷的提及事件參與者或者使用代詞回指到參與

者，例如口語篇章中「他們」和「他」分別回指到「四個流氓」和「被欺負的男

孩」，才能將篇章的意圖表達清楚，使話語之間的語意關係明晰，如此一來溝通

對象才能夠明白篇章所要表達內容。其中在這段口語篇章中，是以「四個流氓」

作為話題引進篇章，然後又出現同指的零形式 Øi、「這四個人」、「他們」形成篇

章的話題鏈（topic chain），意思是篇章中句子都出現相同的話題，使整個篇章連

成一體（Givón 1983）；同樣口語篇章中的「又呆又胖的路人」、「這個又呆又胖

的男孩」、「他」、「他」和零形式 Øj 也組成另一個話題鏈。 

相較於手語是屬於手勢與視覺（manual-visual）的語言系統，透過視覺管道

進行語言的產生與感知，能同時利用雙手等器官表達出共現結構和呈現出視覺的

三度空間和時間關係（Meier 2002）。因此在手語篇章「惡霸欺負男孩」中，事

件參與者「四個流氓」和「被欺負的男孩」可以分別透過主手和副手表達共現結

構，藉由副手保留代形詞/男/，並且設定在左方的手語空間，回指到「被欺負的

男孩」，而主手則與副手所保留代形詞產生互動關係，如表達「四個流氓」的追、

趕、打等動作以及篇章接下去的內容。從信息構成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將副手保

留視為舊信息，為手語使用者和溝通對象雙方都知道的已知信息（given 

information），並且和上文相連；而主手對於副手代形詞所做的動作或者主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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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去的篇章內容是屬於溝通對象不知道的新信息，透過副手保留所表示的舊信

息，主手以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為出發點，對舊信息有所評述，將新信息引進。 

Gee & Kegl （1983）認為副手保留提供了話題或背景訊息（ topic or 

background information）。同樣在此篇章中也是一樣情形，藉由篇章第一句「四

個人可能在看他」，手語使用者引進「他（被欺負的男孩）」這個話題，設定在左

方手語空間，接著有意地保留代形詞/男/並且重複出現在篇章中，後面句子如「這

四個人無聊，看到他又胖又呆」、「四個人討論拿著東西害他」、「四個人拿著刀子

追趕著他」和「他嚇得趕緊溜走」都圍繞此話題進行，因此我們可以將副手所保

留的代形詞 /男/視為話題鏈（topic chain），意思是篇章各個句子都出現同樣話

題，使整個篇章連成一體，一環扣著一環（Givón 1983），篇章透過副手所保留

的代形詞延續了話題。 

由於此篇章是由「被欺負的男孩」以副手代形詞方式將各個句子銜接起來，

篇章中句子是透過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觸發，因此我們可以將副手代形詞/男/看

成觸發詞（trigger）或者源詞（source）（Corblin 1987），相關事件則借助觸發詞

引進篇章，我們以圖形方式呈現，並命名為關聯圖，如圖 3.8 所示。 

 

                          

  

  

  

   

  
 
圖 3.8 篇章「惡霸欺負男孩」的關聯圖 

四個人看他 

看他又肥又呆 

討論害他 

拿著刀子殺他 

他們追趕著他 

他嚇得跑掉 

代形詞/男/ 

銜接手段：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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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3.8「惡霸欺負男孩」的關聯圖中，手語使用者引進了事件參與者，以

主手表示「四個人」，副手表示「他（被欺負的男孩）」，之後副手取詞彙「男」

的全部手形作為代形詞，並以詞彙「男」為參照點，副手代形詞/男/回指到「被

欺負的男孩」。後續語句透過主手對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男/所做的行為，圍繞著

副手展開，靠著照應與上文建立關聯；換句換說，當手語使用者有意地保留副手

代形詞/男/並且設立在左方手語空間時，其他事件透過主手對於副手所保留的代

形詞產生互動，連同被引出來，例如“四個人看他、看他又肥又呆、討論害他、

拿刀子砍他、追著他跑”等相關事件。 

根據認知語言學，語言交際是一種認知活動，手語也是如此。從圖 3.8「惡

霸欺負男孩」的關聯圖中，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男/和重複出現在篇章中，表示

手語使用者思路的來龍去脈，透過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發揮了重要的認知導向，

引導了篇章命題線索的走向，建立各個事件關聯，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男/如同

手語使用者思維道路上留下來的痕跡，成為篇章信息發展的陸標，這幾個事件就

靠著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互相銜接，也清楚描述出篇章事件的發生順序。 

Leeson & Saeed（2004）、Chang, Su & Tai（2005）提出共現結構中的主手會

連結到行為者（actor）與主體（Figure），副手則連結到受事者（undergo）與背

景（Ground）。從圖 3.8「惡霸欺負男孩」的關聯圖中，副手代形詞/男/在事件中

充當受事者，作為主手行為者「四個人」施事對象；而到最後一個事件時「他嚇

得跑掉」，藉由主手搖晃詞彙「男」，將副手代形詞轉移到主手，轉變成行為者

（actor）。 

其中溝通對象在看到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時，可以預測到篇章後出現的句子

或段落肯定也圍繞著此展開，透過副手重複出現，得到強調和突出主題，中心意

思得以確立，使幾個分句也聯繫一起，使得句子意思相連，手語使用者以副手代

形詞/男/方式貫穿了整個篇章，不管是哪一個句子，都和整個篇章話題緊密相連。

圖 3.8「惡霸欺負男孩」的關聯圖也透露出副手代形詞所帶出來的信息，也就是

「被欺負的男孩」，在篇章中具有較大的權重，成為篇章的中心，實際上在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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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更加凸顯，成為句子論述的內容。 

一般人都能意識到同一個語言成分多次的出現，最先想到的是強調。由於手

語是視覺語言，因此在篇章「惡霸欺負男孩」中，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的代形詞

/男/停留在相同的手語空間並且持續一段時間，所以在空間上有著極高明顯度

（prominence），提供溝通對象這是重要成分，強化了此成分在篇章中的重要性。 

人們在感知事物的認知過程中注意的焦點不同，往往會將注意力集中於事物

最突顯的部分，而手語透過副手代形詞/男/在篇章中保留以及重複出現，將焦點

突顯出來，即是手語使用者最想將「被欺負的男孩」突顯出來，在篇章內部賦予

信息強度最高的部分，認為霸凌事件是不對的行為，可能也是手語使用者最想引

起大家注意的地方。 

此外，由於手語篇章中少出現連接詞（例如和、或、但是、因為、所以等），

因此副手代形詞的保留或者重複出現不僅銜接了彼此句子和連貫篇章。在手語篇

章中，我們一方面抓住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關鍵部分，因為它多次出現，必然會

在心智中引起溝通對象的注意，符合了「數量相似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quantitative iconicity）（Simone 1994）。由於手語是視覺語言，因此副手代形詞呈

現在溝通對象面前，彷彿「被欺負的男孩」出現在眼前，在人類的心智上也建立

了一座橋，連接前後句子，增加溝通對象在理解上的順暢度。 

 

3.2.2 保留部分手形 

此單元主要介紹副手保留部分手形並作為代形詞在篇章的表現，以臺灣手語

篇章為例，並且觀察當中副手代形詞的保留以及重複出現的現象，接著運用

Halliday & Hasan 銜接理論中的照應分析該現象，並利用 Halliday & Hasan 所提

出的銜接鏈來看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在篇章中的銜接功能。 

這一個篇章是描述手語使用者看畫展的情形，她認為雖然有些畫很漂亮，縱

使一開始看不太懂，但是內心覺得很感動，手語使用者認為假如第一次看不懂的

話，再看一次就會有所領悟。我們將此篇章題目訂為「畫展的心得」，並且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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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使用者所打的篇章內容，我們分成四個句子描述，如例（6）至（9）所示。

首先我們來看此篇章的第一個句子，如例（6）所示。 

 

（6）畫 畫代+漂亮_S 。 
     ‘畫很漂亮。’  

   
a 畫            b 畫代+漂亮_s 
圖 3.9 

 

在例（6）中，手語使用者一開始以主手手形/手/在副手手形/手/的手心上重

複輕擦，表示詞彙「畫」，如圖 3.9a 所示，接著保留該詞彙部分手形，也就是取

詞彙「畫」的副手手形/手/作為代形詞，設定在左方的手語空間，而主手手形/

手/在嘴前左右晃動，表示「漂亮_S」，如圖 3.9b 所示，以共現表達「畫很漂亮」。

而此種類形的共現結構呈現「話題-評述」（topic-comment）結構，藉由副手保留

在固定的手語空間中充當篇章指涉（discourse referent ），而主手打著相關訊息

（Miller 1994）。Miller 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此現象，例如當副手打詞彙「太陽」

並且保留，主手則打著有關「太陽」的述語。我們認為臺灣手語中副手代形詞的

保留也有同樣的結構，如例（6）「畫很漂亮」。接下來，我們將介紹此篇章的第

二個句子，如例（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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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畫代+見 畫代+不懂 感動 好。 
  ‘雖然看不懂畫，但是很感動。’ 

   
a 畫代+看         b  畫代+不懂      c 感動 

 
d 好   
圖 3.10 

 

在例（7）中，手語使用者保留例（6）的副手手形/手/，同樣作為代形詞，

代替「畫」，主手相繼打詞彙「看」和「不懂」，如圖 3.10a 和 3.10b 所示，表達

「畫，我看不懂」，同樣可以看成「話題-評述」結構。由於詞彙「感動」是雙手

詞彙，因此副手代形詞/手/暫時消失。 

詞彙「感動」是雙手手形/棕/在胸前作閃電狀，如圖 3.10c 所示，而詞彙「好」

是主手手形/拳/置於鼻上，如圖 3.10d 所示，在這裡手語使用者的副手保留了前

一個詞彙「感動」的副手手形，純粹是語音過程，屬於無語意的保留現象。目的

是為了表達的便利（ease of articulation），而相對於手語使用者有目的的保留副手  

/手/作為代形詞，代替前面所提的「畫」，兩者是不同的現象。接下來，我們將介

紹此篇章的第三個句子，如例（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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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如果 畫代+見 畫代+不管 畫代+走掉。 
     ‘如果第一次看不懂畫就走開。’  

    
a 如果           b 畫代+見         c 畫代+不管          d 畫代+離開        
圖 3.11 

 

在例（8）中，主手手形/九/碰觸臉頰表示「如果」，而副手保留例（9）詞彙

「感動」的副手手形/棕/，如圖 3.11a 所示，在這裡是屬於沒有意義的保留。接

著副手代形詞/手/再次出現在左方的手語空間，而主手相繼打詞彙「見」、「不管」

以及「離開」，如圖 3.12b 至 3.12d 所示，表達“畫，我第一次看就走掉”的意思，

同樣可以看成「話題-評述」結構。最後我們將介紹此篇章的第五句，如例（9）

所示。 

 

（9） 畫代+見  畫代+領悟  畫代+ 一  畫代+ 有。 
  ‘再看一次畫就會有想法。’ 

    
a 畫代+見         b 畫代+領悟        c 畫代+一           d 畫代+ 有 
圖 3.12 

 

在例（9）中，副手繼續保留例（8）的副手代形詞/手/，回指到「畫」，並且

持續保留到最後，而主手相繼打詞彙「見」、「領悟」、「一」以及「有」，如圖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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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3.12d 所示，表達“畫，再看一次就會有想法”，同樣屬於「話題-評述」結構。 

從篇章「畫展之心得」中，手語使用者取詞彙「畫」的部分手形/手/作為代

形詞，並且保留以及重複出現在篇章中。從 Halliday & Hasan 的銜接理論，副手

代形詞重複出現與 Halliday & Hasan 銜接手段中的照應直接相關。他們認為篇章

中某處的參與者（participant）可以做為下文某物的參照點（reference point），也

就是用代詞來互相照應。藉由一開始出現詞彙「畫」可作為後面副手代形詞/手/

的參照點，回指到同一幅「畫」。為什麼溝通對象知道手語使用者是在表達同一

幅畫，而不是指其他幅畫的原因在於手語使用者打在相同手語空間，也就是左方

手語空間；假如手語使用者打在其他位置的話，我們就會認為手語使用者是在講

其他幅畫，而不是一開始設定在左方手語空間的畫。這與英文中使用定冠詞表示

限定作用是一樣的，the+NP 常指上文中已提及的物體，與手語打在相同的空間

獲得適當的所指關係是一樣的概念。  

在篇章「畫展之心得」中，詞彙「畫」和副手代形詞/手/兩者指的是同一個

物體，也就是同指紐帶，如圖 3.13 所示。 

 

 

 

 

 

圖 3.13「畫」的同指紐帶                    

 

我們利用 Halliday & Hasan 所提出的銜接鏈來看此篇章中副手代形詞的分

布，將篇章「畫展之心得」仿照銜接鏈的做法，如圖 3.14 所示。 

 

詞彙「畫」 代形詞/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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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篇章「畫展的心得」的銜接鏈 

 

從圖 3.14 的銜接鏈中，我們將篇章中第一次出現的詞彙「畫」以及代替「畫」

的副手代形詞/手/以粗體字標示，表示這些語言成分指的是同一個事物，回指第

一次出現的詞彙「畫」。我們注意到第二句是藉由保留第一句的副手代形詞/手/

銜接到第一句，第三句是重複副手代形詞/手/連結到第一和第二句，同樣後面的

句子也是透過重複第一句中的副手代形詞/手/形成銜接，篇章藉由副手代形詞的

銜接使得句和句之間緊密相扣，使溝通對象能夠直接明白篇章所要表達的內容。

篇章中以同指紐帶所組成的銜接鏈屬於同一鏈，貫穿了整個篇章，這一點跟

Matthiessen（1995）的全局鏈（global chain）的概念有相似之處。 

同樣我們將手語篇章「畫展的心得」翻譯成通順口語篇章，並且根據手語使

用者所表達的概念，重新整理如下： 

（1）畫 畫代+漂亮

（2） 畫代+見 畫代+不懂 感動 好 

（3） 如果 畫代+見 畫代+不管 畫代+走掉 

（4） 畫代+見  畫代+領悟  畫代+一  畫代+有 



 57 

② 畫展的畫 i 很漂亮，雖然我 j 看不懂這些畫 i，但是 Øj 內心充滿了感動，假如 
   第一次 Øj 看不懂畫 i 的內容就走開，那麼 Øj 再看一次 Øi 就會有所領悟了。 
 

由於口語屬於發音與聽覺語言系統，表達形式是序列性，只有一度空間，從

口語篇章中，我們注意到事件參與者「我」和「畫」，口語必須不斷提到事件參

與者，溝通對象才能夠直接明白篇章所要表達內容。在這段口語篇章中，是以「畫

展的畫」作為話題引進篇章，然後出現「這些畫」、「畫」和零形式 Øi 形成篇章

的話題鏈；而「我」、零形式 Øj、零形式 Øj 和零形式 Øj 也組成另一個話題鏈。 

相較於手語是屬於手勢與視覺語言系統，可以同時利用雙手等器官表達出共

現結構和呈現出視覺的三度空間和時間關係。因此在手語篇章「畫展的心得」中，

事件參與者可以透過主手和副手分別表達，藉由副手保留代形詞/手/，並且設定

在左方的手語空間，回指到「畫」，主手則與副手所保留代形詞產生互動關係，

例如表達手語使用者對畫的想法或者篇章接下去的內容。從篇章信息構成的角度

看，我們可以將副手所保留代形詞/手/視為舊信息，屬於雙方都知道的已知信息，

並且和第一句出現的詞彙「畫」相照應；而主手對於副手代形詞所做的動作或者

主手打接下去的篇章內容則是屬於溝通對象不知道的新信息。 

副手代形詞/手/停留在相同的手語空間並且保留到篇章結束，在空間上有著

高度的明顯度，也可以看出手語使用者特地的強調「畫」，提供溝通對象這是屬

於重要成分資訊，藉由篇章第一句「畫很漂亮」，手語使用者引進「畫」這個話

題，設定在左方手語空間，接著保留代形詞/手/並且重複出現在篇章中，之後句

子如“看不懂畫，但是很感動、如果第一次看不懂畫，就走開、再看一次就會有

想法”等，都圍繞有關「畫」的相關話題進行，透過副手延續了此話題，並成為

話題鏈，篇章各個句子都出現同樣話題，使整個篇章連成一體，一環扣著一環。 

由於此篇章是由「畫」以副手代形詞方式將各個句子銜接起來，篇章中句子

是透過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觸發，因此我們可以將副手代形詞/手/看成觸發詞，

相關事件則借助觸發詞引進篇章，我們以關聯圖圖形方式呈現，如圖 3.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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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 篇章「畫展的心得」的關聯圖 

 

從圖 3.15「畫展的心得」的關聯圖中，一開始引進了「畫」這個話題，之後

副手取詞彙「畫」的部分手形作為代形詞，並以詞彙「畫」為參照點，副手代形

詞/手/回指到「畫」，後續句子則圍繞副手代形詞展開，靠著照應與第一句的「畫」

建立關聯。當某個詞語激活了某個認知世界之後，其中的相關信息就可能被調用

出來，建立信息之間的各種聯繫（Facuonnier 1994, 1997）。從圖 3.15「畫展之心

得」的關聯圖中，手語使用者置於一個「畫」的認知世界，其中對於「畫」的想

法就被觸發出，彼此句子就有了聯繫，整個篇章以副手代形詞為主線發展，環環

相扣，形成一個較為清晰的線索，溝通對象可以根據此獲取語篇的連貫。 

圖 3.15「畫展的心得」的關聯圖中，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和重複出現表達了

篇章中信息的走向和命題發展的方向，透過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發揮了重要的認

知導向，提供了彼此句子間語意關聯的線索，如同手語使用者思維道路上留下來

的陸標，引導溝通對象在理解篇章過程中所需付出的努力以及清楚篇章各個事件

但對畫很感動 

雖然看不懂畫 

第一次看不懂畫

不管畫就走開 

再看一次畫 

對畫會有所領悟 

畫很漂亮 

代形詞/手/ 

詞彙「畫」 

銜接手段：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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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來龍去脈。副手代形詞/手/在篇章中保留以及重複出現，造成銜接作用，並將

焦點突顯出來，也就是「畫」在篇章裡頭是手語使用者賦予信息強度最高的部分，

可能也是手語使用者希望溝通對象能找到欣賞畫展的不同樂趣，激發更多的想像

與想法。 

 

3.2.3 保留全新手形 

這一單元主要介紹副手取全新手形作為代形詞在篇章的表現，我們同樣以臺

灣手語篇章例子說明，並且觀察當中副手代形詞的保留以及重複出現的現象，接

著運用 Halliday & Hasan 銜接理論中的照應分析該現象，並利用 Halliday & Hasa

所提出的銜接鏈來看副手代形詞在篇章中的銜接功能。 

此篇章是手語使用者描述影片中三隻小豬的故事，影片中敘述著大野狼追著

三隻小豬，於是三隻小豬衝忙跑回家裡。因此我們將此篇章題目訂為「三隻小

豬」，並且依照手語使用者所打的篇章內容，我們分成四個句子描述，如例（10）

至（13）所示。首先我們來看此篇章的第一個句子，如例（10）所示。 

 

（10）狼  狼代+豬  狼代+三 豬代+狼代—追。 
      ‘大野狼追著三隻小豬。’ 

    
a 狼                 b 狼代+豬           c 狼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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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豬代+狼代—追 
圖 3.16 

 

手語使用者在表現動態或者靜態的空間結構時，通常會先打出背景物體與主

體物體在不同的手語空間，接著再利用主體的代形詞與背景的代形詞在共現結構

中呈現相對的空間關係。如例（10）中，手語使用者想表達「大野狼追三隻小豬」

的動態空間關係，先以主手手形/龍/置於右方的手語空間，表示事件中主體「大

野狼」，如圖 3.16a 所示，接著身體轉向左方，副手以手形/民/置於鼻上，表示 

「豬」，如圖 3.16b 所示，緊接副手打數量詞「三」，如圖 3.16c，將事件中背景

「三隻小豬」設定在左方的手語空間。而「大野狼」和「三隻小豬」兩者間的動

態空間關係則以圖 3.16d 共現結構呈現，以主手手形/一/9來表示主體「大野狼」

的代形詞，而以副手手形/三/表示背景「三隻小豬」的代形詞，然後將主體代形

詞往背景代形詞移動，表達「大野狼追三隻小豬」的動態關係。接下來我們將介

紹該篇章的第二個句子，如例（11）所示。 

 

                                                
9手形/一/可以代表動物之代形詞。而這裡手形/三/是屬於數詞分類詞（numeral classifier），可以

代替前面提過的物體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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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門+狼代—撞// 豬代+狼代—外面// 豬代+打 豬代+罵。 
“大野狼用力的撞著門而仍然在外面，牠敲打著門和臭罵三隻小豬。” 

    
a 門代+狼代—衝撞       b 豬代+狼代—外面      c 豬代+打                  

   
d 豬代+罵   

圖 3.17 

 

在例（11）中，手語使用者的主手以手形/民/10作為主體代形詞，代替「大

野狼」，副手手形/手/作為背景代形詞，代替「門」，接著主體朝著背景拍打，表

達「大野狼猛烈撞著門」，如圖 3.17a 所示。接著副手取全新手形/民/作為代形詞，

代替前面提過的「三隻小豬」，表達「大野狼在三隻小豬的外面」，如圖 3.17b 所

示。然後在圖 3.17c 和 3.17d 中，副手保留「三隻小豬」的代形詞/民/，而主手將

呼應動詞「打」和「罵」打在與「三隻小豬」相同的左方手語空間，表達「大野

狼敲門和罵著三隻小豬」。接著我們將介紹此篇章的第三句，如例（12）所示。 

 

                                                
10

手形/民/可以當作擬人化動物的代形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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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豬代+灰心// 豬代+辛苦 豬代+壓迫 
‘大野狼覺得很灰心，辛苦地壓迫他們。’ 

   
a 豬代+灰心           b 豬代+辛苦          c 豬代+壓迫 
圖 3.18 

 

在例（12）中，副手繼續維持上一句的副手代形詞/民/，同樣代替「三隻小

豬」，而主手打接下去的詞彙「灰心」、「辛苦」和「壓迫」，表達“大野狼覺得很

灰心又辛苦地壓迫三隻小豬”。圖 3.18a 與 3.18b 中的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民/表

達了三隻小豬和大野狼的相對位置，在這裡我們依舊視為有意義的保留。詞彙「壓

迫」是屬於呼應動詞，因此打在和「三隻小豬」的相同手語空間。接著我們將介

紹此篇章的最後一句，如例（13）所示。 

 

（13）豬代+討厭_S// 豬代+狼代—離開。 
      ‘大野狼討厭三隻小豬，憤怒的離開。’ 

  
        a 豬代+討厭_S                 b 豬代+狼代—遠離 
圖 3.19 

 

在例（13）中，副手繼續維持前一句的副手代形詞/民/，代替「三隻小豬」，

而主手抓鼻子後朝著副手代形詞/民/，表示「討厭」，如圖 3.19a 所示。最後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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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想表達「大野狼離開三隻小豬」的動態空間關係，副手同樣保留著代形詞

/男/，代替背景「三隻小豬」，主手也同樣以代形詞/民/，代替主體「大野狼」，

兩者間的動態空間關係以共現結構呈現，將主體從背景位置移開，如圖 3.19b 所

示。 

值得注意的是，從例子（11）至（13），副手取新的手形/民/代替例（10）中

的「三隻小豬」並且保留到最後，而主手則相繼打「大野狼」對「三隻小豬」的

動作或想法，例如圖 3.17d「豬代+罵」和 3.18a 「豬代+灰心」，從上下文的解釋上

分別會是“大野狼罵三隻小豬”和“大野狼覺得灰心”，而非“三隻小豬罵著某物”和 

“三隻小豬覺得灰心”的解釋。 

從篇章「三隻小豬」中，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取全新手形/民/作為「三隻小

豬」的代形詞，並且保留以及重複出現在篇章中。根據 Halliday & Hasan 的銜接

理論劃分為語法銜接和詞彙銜接，前者包含照應（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

省略（ellipsis）及連接（conjunction）。而副手代形詞重複出現與 Halliday & Hasan 

提出銜接手段中的照應相關。照應就是指一個語言成分的解釋依賴於另一個語言

成分，如果對於一個詞語的解釋不能從本身獲得，而必須從該詞語所指的對象中

尋求答案，這就產生了照應關係，如同此篇章中副手代形詞/民/的解釋必須由一

開始提到的「三隻小豬」作為參照點，兩者形成前呼後應的關係。  

由於口語是屬於發音與聽覺的語言系統，透過聽覺管道進行語言的產生與感

知，表達形式是序列性，只有一度空間，受限於發音的時間順序，我們將手語篇

章「三隻小豬」翻譯成通順口語篇章，並且根據手語使用者所表達的概念，並且

配合故事的情境，重新整理如下： 

 

③ 大野狼 i 追著三隻小豬 j 跑，三隻小豬 i 衝忙的跑回家並將門鎖上，大野狼 i

用力衝撞著門，但是 Øi 依然在屋外，於是 Øi 生氣的罵著他們 j，最後他 i 覺

得灰心和辛苦，Øi 憤怒地離開他們 j。 
 

在口語篇章中，我們必須不斷的提及事件參與者或者使用代詞回指到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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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就是「他們」和「他」分別回指到「三隻小豬」和「大野狼」，才能將篇

章的意圖表達清楚，使讀者能夠直接明白篇章所要表達內容。其中在這段口語篇

章中，以「大野狼」作為話題引進篇章，然後又出現「大野狼」、零形式 Øi、零

形式 Øi、「他」和零形式 Øi 形成篇章的話題鏈；同樣「三隻小豬」、「三隻小豬」、

「他們」、「他們」也組成另一個話題鏈。 

相較於手語是屬於手勢與視覺的語言系統，能同時利用雙手等器官表達出共

現結構和呈現出視覺的三度空間和時間關係。因此在手語篇章「三隻小豬」中，

事件參與者「大野狼」和「三隻小豬」可以透過主手和副手分別表達，藉由副手

保留代形詞/民/，並且設定在左方的手語空間，回指到「三隻小豬」，同時主手則

與副手所保留代形詞產生互動關係，如表達「大野狼」的動作或者篇章接下去的

內容。藉由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而主手打篇章接下去的內容，提醒溝通對象當

前的話題都是圍繞著副手代形詞，提供了語句之間語意關聯的線索，也減少在理

解篇章過程中所需的努力；同時也透過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延續了話題，成為話

題鏈。 

同樣我們利用 Halliday & Hasan 所提出的「銜接鏈」來看此篇章架構，詞彙

「豬」和副手代形詞/民/兩者指的是同一個物體，也就是同指紐帶，如圖 3.20 所

示。 

 

 

 

 

圖 3.20 「三隻小豬」的同指紐帶 

 

接著我們將篇章「三隻小豬」仿照銜接鏈的做法，如圖 3.21 所示。 

詞彙「豬」 副手代形

詞/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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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1 篇章「三隻小豬」的銜接鏈 

 

從圖 3.21 的銜接鏈中，我們將篇章中詞彙「豬」以及表示豬的代形詞/民/

以粗體字標示，表示這些成分指的是同一個物體，回指到「三隻小豬」；我們注

意到第一和第二句的銜接是藉由副手取全新手形/民/作為「豬」的代形詞，回指

到第一句中「三隻小豬」，接著保留「豬」的代形詞銜接到第三句與第四句，藉

著保留副手代形詞使得句和句之間緊密相扣，使溝通對象能夠直接明白手語使用

者所要表達的內容；而篇章中的副手代形詞就像是作者或說話人的思維上的陸標

一樣，標明思路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進行，信息是如何按造先後順序組織起來，增

加在理解上的流暢度。 

副手的代形詞/民/停留在相同的手語空間並且持續到篇章最後，藉由篇章第

（4） 豬代+討厭_S  豬背代+狼主代—離開 

（3） 豬代+灰心  豬代+辛苦  豬代+壓迫 

（2） 門+狼代—撞  豬代+狼代—外面  豬代+打  豬代+罵 

（1） 狼  狼代+豬  狼代形詞+三  豬代+狼代—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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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野狼在門外，三隻小豬在屋內 

一句「大野狼追著三隻小豬」，手語使用者引進「三隻小豬」這個話題，可以看

出手語使用者認為「三隻小豬」是篇章焦點所在，設定在左方手語空間，接著有

意保留代形詞/民/並且重複出現在篇章中，也藉由事件中設定右方手語空間「大

野狼」與左方手語空間「三隻小豬」兩者造成強烈對比。接下來手語句子如「大

野狼用力的撞著門」、「敲打著門和咒罵著」、「大野狼覺得辛苦和心灰意冷」和「大

野狼憤怒的走開」，都圍繞此相關話題進行，並透過副手將篇章話題延續。篇章

中以同指紐帶所組成的銜接鏈屬於同一鏈，貫穿了整個篇章。從篇章信息構成的

角度看，我們可以將副手所保留代形詞/民/視為舊信息，屬於雙方都知道的已知

信息，並且和第一句出現的詞彙「豬」照應；而主手對於副手代形詞所做的動作

或者主手打接下去的篇章內容則是屬於新信息。 

由於此篇章是由「三隻小豬」以副手代形詞方式將各個句子銜接起來，語句

是藉由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觸發並且圍繞此話題延伸，如圖 3.22 關聯圖所示。 

 

 
 

  

  

  

  

  
  
圖 3.22 篇章「三隻小豬」的關聯圖 

 

從圖 3.22「三隻小豬」的關聯圖中，一開始介紹了事件參與者，分別以主手

大野狼灰心，辛苦地強迫他們 

大野狼追著三隻小豬 

大野狼敲打屋內的三隻小豬 

大野狼咒罵他們 

大野狼生氣離開三隻小豬 

代形詞/民/ 

詞彙「豬」 

銜接手段：照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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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大野狼」，副手表示「三隻小豬」，之後副手取詞彙「豬」的全新手形作為

代形詞，並以最初的手語詞彙「豬」為參照點，副手代形詞/民/回指到「三隻小

豬」，而後面語句主要圍繞副手代形詞展開，靠著照應的手段與第一句建立關聯。

當手語使用者在表達篇章時，往往先選擇一個已知的概念作為出發點，例如在此

篇章中，以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回指到「三隻小豬」，並且作為出發點，藉由主

手與副手的互動，自動引出新信息。  

圖 3.22「三隻小豬」的關聯圖中，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民/和重複出現表示

手語使用者思路的來龍去脈，透過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發揮了語用陸標的作用，

引導溝通對象對於該篇章的理解，有助於以較小的認知努力獲取最大的認知效

果。這幾個事件就靠著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互相銜接，清楚描述大野狼和三隻小

豬故事的發生順序，標明篇章內容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進行。 

由於手語是視覺語言，因此在篇章「三隻小豬」中，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的

代形詞/民/停留在相同的手語空間並且持續一段時間，所以在空間上有著高度明

顯度，達到突出效果，賦予信息強度最高的部分，認為「三隻小豬」與「大野狼」

的互動過程是故事中最精彩的部分。 

 

3.3 結論 

本章主要在介紹臺灣手語的副手代形詞在篇章中的表現，藉由副手保留代形

詞，代替前面所提的事物，接著保留其代形詞和重複出現在篇章中。其中代形詞

的選擇有三種，如取全部手形作為代形詞、取部分手形作為代形詞以及取全新手

形作為代形詞。 

我們根據 Halliday & Hasan（1976）的銜接理論中的照應來解釋手語篇章中

副手保留代形詞和重複出現的現象，所謂照應指的是句子中的連接關係，使用代

詞來表達語意，而所指的特定對象，可以從上文中找到，與回指一詞概念相符，

通過照應推理而獲得的特定指稱之間的照應關係。同時我們利用 Halliday & 

Hasan（1985）所提出的銜接鏈來看此篇章中副手代形詞的分布；Halliday & Hasan



 68 

注意到篇章中的相同的詞彙可以組成一個鏈，而所組成的鏈最重要的功能是發揮

了銜接作用，也成為話題鏈。 

由於手語篇章中少出現連接詞，因此我們注意到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代形詞

的保留和重複銜接了篇章中每個句子，將整個篇章連貫起來，也是此章的重點所

在。最後我們以關聯圖圖形方式呈現，將篇章事件圍繞著副手代形詞所帶出的話

題，也是手語使用者最想引起大家注意的部分，增強篇章的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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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副手列舉的篇章功能 

4.1 前言 

第三章我們討論了副手所保留代形詞在篇章中的功能，這一章則討論副手列

舉在篇章中的功能。在第一章中我們提到 Vermeerbergen（2001）認為手語中手

部的共現結構分別有五種：第一種是雙手皆為分類詞；第二種是一手為分類詞，

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第三種是一手保留前一個詞彙手形，另一手以單

手打其他手語詞彙；第四種是一手為指稱詞，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第

五種是一手為手語數字詞彙，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 

其中第五種共現結構 “一手為手語數字，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在

篇章的表現，副手往往會以列舉方式保留和重複出現，而主手則繼續打接下去的

篇章內容。因此本章所要討論的重點為副手列舉在篇章中的表現以及分析副手列

舉的保留與重複出現發揮了銜接功能。 

其中手語列舉在篇章的表現又可分為兩種，第一種就是固定列舉（single 

fixed-length lists），第二種是順序列舉（sequentially built lists）（Liddell et al. 

2007）。所謂固定列舉就是手語使用者一開始就以副手手指個數呈現出所有要列

舉的總數目，如圖 4.1 副手呈現手形/三/，之後再逐一利用主手碰觸副手手形/三/

的食指、中指和無名指，分別表示「第一」、 「第二」和「第三」。其中手語使

用者一開始就將所要列舉的全部數量以副手手指個數呈現，我們可以將此現象視

為副手以最大列舉數目表達。 

 

 
圖 4.1 固定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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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順序列舉就是副手逐一伸出手指個數，在利用主手碰觸副手所伸出的相

對手指，例如副手呈現手形/一/，主手碰觸食指，表示「第一」；副手呈現手形      

/二/，主手碰觸中指，表示「第二」；副手呈現手形/三/，主手碰觸無名指，表示

「第三」，如圖 4.2 所示。其副手所伸出的手指個數是逐漸累加上去，相較於固

定列舉一開始就以副手手指個數呈現出所有要列舉的總數目是不同的表達方式。 

 

   
a 第一               b 第二              c 第三 
圖 4.2 順序列舉 

 

採用順序列舉的原因可能所列舉的項目是按造時間順序或者以合乎邏輯方

式呈現，但也有可能是手語使用者當下所想到的項目。而固定列舉是手語使用者

一開始腦海中就已經呈現出要列舉的全部數量，副手以最大列舉數目方式表現，

這是與順序列舉最大的差別；但兩者皆可以在篇章中透過副手追溯之前所提到的

內容，使得溝通對象容易理解手語使用者目前所打的篇章走向。 

 

以下我們就以這兩種表現作為副手列舉分類依據，並且以 Halliday & Hasan

（1976）的銜接理論中的連接（conjunction）來解釋副手列舉在篇章的功能，以

及採用 Halliday & Hasan（1985）銜接鏈（cohesive chain）進一步來看副手列舉

在篇章分布。在介紹副手列舉之前，4.2 單元我們先討論手語中的數字與手語列

舉之分別。4.3 單元討論固定列舉和順序列舉在篇章的表現以及功能，4.4 單元為

本章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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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手語數字與列舉 

數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抽象思維能力，數學是這種能力的極致發揮。在數學之

外，人類任何語言都使用數字，任何語言都必然有數範疇（曾志雄 2005）。我們

使用的數字可分為基數（cardinal number）和序數（ordinal number）兩大類。基

數用來表示數量，序數用來描述序列；二者雖然同屬數範疇，但畢竟性質不同。

大多數語言往往對基數和序數都加以區分，例如英語基數用 one、two、three，

序數用 first、second、third；現代漢語基數用一、二、三，序數用第一、第二、

第三。例（1）和（2）就可說明基數和序數的用法。 

 

（1）衛生署昨天公布，有三件進口美國牛肉初步檢驗發現含禁藥瘦肉精，並透

露這三件牛肉來自台北市的大賣場。 
（2011-01-15/聯合報/A12 版/話題） 

 
（2）名列百大前十名的先發投手依序是第一名費城人哈勒戴、第二名巨人林瑟 

坎、第三名水手赫南德茲、第四名紅雀韋恩萊特、第五名馬林魚強森、第

六名費城人克里夫．李、第七名洋基沙巴西亞、第八名紅襪列斯特、第九

名天使哈倫、第十名轉戰釀酒人的葛蘭基。 
（2011-01-15/聯合晚報/A7 版/運動） 

 

在例（1）中，基數「三」是說明進口牛肉的數量總共有三件，是用來量化

（quantify）物件的多少；在例（2）中，序數「第一」到「第十」則是說明該投

手是列於先發投手中的順序位置。所以序數「第一」到「第十」無法呈現數量的

多寡；同樣基數「一」、「三」也無法說明數的先後順序。 

其中臺灣手語中的數字屬於基數範疇，而列舉屬於序數範疇，兩者呈現的方

式和語意不相同，從表 4.1 可以清楚分辨臺灣手語中列舉和數字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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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語列舉 手語數字 

 
 
第一 

 
一 

 
第二 

 
二 

 
第三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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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四 

 

 
第五 

 

 
五 

表 4.1 手語數字和列舉打法 

臺灣手語列舉的打法是副手呈現列舉詞素（enumeration morpheme）（Miller 

1994），而主手捏著相對指尖，例如「第一」是副手呈現列舉詞素/一/（手形為/

一/），主手捏著食指；「第二」是副手呈現列舉詞素/二/（手形為/二/），主手捏著

中指；「第三」是副手呈現列舉詞素/三/（手形為/三/），主手捏著無名指；「第四」

是副手呈現列舉詞素/四/（手形為/四/），主手捏著小指；「第五」有兩種打法，

分別是副手呈現列舉詞素/五/（手形為/五/），主手捏著小指，或者副手呈現手形

/男/橫擺，主手捏著拇指，兩種都可以表達「第五」。 

除了以上表達外，「第一」的打法還有主手以手形/一/碰副手/男/後往上提；

「第二」則是主手改為手形/二/，「第三」為主手改為手形/三/依此類推，如圖 4.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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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第一」的打法也可以主手以手形/一/碰觸左肩在向前；「第二」則是主手

改為/二/手形，「第三」為主手改為手形/三/依此類推，如圖 4.3b 所示。 

 

   
 a 第一               b 第一 
 圖 4.3 「第一」的其他打法 

 

手語數字的打法則是主手直接打出手指個數，例如數字「一」伸出食指（手

形/一/）；數字「二」伸出食指和中指（手形為/二/）；數字「五」則和「第五」

的副手一樣具有兩種打法，分別是伸出五指（手形為/五/）或只伸出拇指橫擺（手

形為/男/）。 

臺灣手語「第一」除了副手以列舉詞素/一/方式呈現，主手捏著食指外，也

可以副手以列舉詞素/二/、列舉詞素/三/或列舉詞素/四/等方式呈現，而主手捏著

食指，同樣都表達「第一」。差別在於如果副手以列舉詞素/二/、列舉詞素/三/或

列舉詞素/四/等呈現，可以解釋為「全部兩項中的第一項」、「全部三項中的第一

項」和「全部四項中的第一項」。 

雖然臺灣手語在表達列舉時的副手列舉詞素與手語數字的手形一致，但是兩

者在手語空間的表現方式不同。臺灣手語的數字是由主手表達，而列舉則是以副

手呈現列舉詞素，再藉由主手捏著相對指尖。除此之外，兩者的方向也不一樣，

臺灣手語數字「一」至「五」的手心向外（數字「六」至「九」手心朝內），手

指是垂直；而副手所呈現的列舉詞素則是手心朝內，手指傾斜略呈水平狀。 

除了以上呈現的方式不同，手語的列舉和數字在語法和語意上的使用也不一

樣。手語的數字提供數量的訊息，而列舉表達該物體所占的次序。由於手語是視



 75 

覺語言，因此副手列舉詞素可以連結到指涉對象（referent），再透過主手的碰觸

或者指向（pointing）該副手手指，就可以清楚手語使用者目前在討論哪個項目。 

我們以下面篇章為例說明手語數字與列舉的表現。這一個篇章是手語使用者

在描述假如有一天撿到阿拉丁神燈，可以許三個願望的話，那麼第一個願望她會

希望有工作，第二個願望是有個家，第三個願望是結婚。我們將此篇章題目訂為

「三個願望」，並且依照手語使用者所打的內容分成兩個部分，如例（3）和（4）

所示。首先我們來看此篇章的第一個部分，如例（3）所示。 

 

（3）三 願望 願意 三 。 
     ‘有三個願望。’ 

   
a 三                    b 願望 （願意^希望）         c 願意 

 
d  三 
圖 4.4  

 

在例（3）中，手語使用者一開始以主手打出詞彙「三」以及「願望」的複

合詞，表示「三個願望」，如圖 4.4a 和 4.4b 所示，然後再次重複詞彙「願意」和

數字「三」。我們注意到詞彙「三」是手語數字的表達，用來表示願望的數量有

三個並且以主手方式呈現，相較於下面例（4）利用主手捏住副手列舉詞素表示

「第一」、「第二」和「第三」的序數打法是不同，符合剛剛所提的手語數字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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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接下來，我們將介紹此篇章的第二個部分，如例（4）所示。 

 

（4）第一 列舉/三/+願意 工作 // 第二 家 // 第三 結婚。 
     ‘第一個願望是有工作，第二個願望是有家，第三個願望是結婚。’ 

    
 a 第一           b 列舉/三/+願意   c 工作 

   
d 第二           e 家             f 第三 

 
g 結婚 
圖 4.5  

 

手語使用者表達完擁有三個願望後，接下來她將打出三個願望的內容，如例

（4）所示。首先以副手呈現列舉詞素/三/，這裡的呈現方式就是屬於固定列舉，

而主手食指碰觸列舉詞素/三/的食指連結到「第一個願望」，如圖 4.5a 所示。我

們將這種主手碰觸動作視為確認物體所在，就如同我們提到身邊某樣東西時，例

如提到桌上的書，也會碰觸桌上的書本或者手指比著書的方向是一樣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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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第一」後，其副手列舉詞素/三/保留到下一個詞彙「願意」，如圖 4.4b

所示。緊接著由於詞彙「工作」是雙手搭配，因此副手保留列舉三消失。接著副

手呈現列舉詞素/二/，而主手捏著副手中指，表示「第二」，如圖 4.5d 所示，緊

接著打「家」，表達“第二個願望是想要有家”；同樣由於「家」是雙手詞彙，因

此列舉詞素/二/消失。最後「第三」是副手呈現列舉詞素/三/，主手捏著無名指，

如圖 4.5 所示，接著再打雙手詞彙「結婚」，表達「第三個願望是想要結婚」。 

從篇章「三個願望」中，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列舉的呈現，並透過主手的搭

配就可以清楚知道篇章目前討論到哪裡。其中手語數字「三」是利用主手呈現，

提供願望數量的訊息，而副手列舉項目可以連結到所指涉的願望，透過主手捏副

手相對應手指或碰觸指尖，清楚描述所許願望順序及內容。 

 

4.3 副手列舉 

手語列舉在篇章的表現又可分為固定列舉（single fixed-length lists）與順序

列舉（sequentially built lists）。固定列舉就是手語使用者一開始就將所有要列舉

的數目以副手手指個數呈現出來；順序列舉就是副手逐一伸出手指個數，再利用

主手碰觸副手所伸出的相對手指，副手列舉項目逐漸累加上去。 

在 4.3.1 單元我們會討論固定列舉，在 4.3.2 則討論順序列舉。為了讓往後分

析更為方便，我們先描述副手列舉在手語篇章的表現，接著以 Halliday & Hasan

（1976）的銜接理論中的「連接」解釋副手列舉的現象，以及採用 Halliday & Hasan

（1985）的銜接鏈進一步分析副手列舉在篇章分布。 

 

4.3.1 固定列舉 

以下兩則篇章都是手語使用者採取副手列舉詞素/四/的表現情形，以固定列

舉方式呈現，藉由主手碰觸副手列舉詞素/四/的各個手指，分別連結到不同的指

涉對象。首先這一個篇章是手語使用者描述一年四個季節的景象，她認為春天是

花開滿地，夏天適合游泳，秋天晚上可以欣賞星星和冬天寒冷，最好待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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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此篇章題目訂為「春、夏、秋、冬」，並且按照手語使用者所打的內容，

分成四個句子，如例（5）至（8）所示。首先我們來看此篇章的第一個句子，如

例（5）所示。 

 
（5）四季 第一 春天// 花（到處） 漂亮。 
    ‘第一個季節是春天，花開滿各地，真是漂亮。’ 

   
a 四季             b 第一            c 春天 

   
d 花（到處）     e 漂亮_S11 
圖 4.6  

 

在例（5）中，手語使用者一開始以主手食指環繞著副手列舉詞素/四/，表示

「一年四個季節」，如圖 4.6a 所示；接著主手碰觸副手列舉詞素/四/食指，如圖

4.6b 所示，表示「四個季節中的第一個季節」，接著再打詞彙「春天」、「花（到

處開）」和「漂亮_S」，表達“春天花開滿各地，真是漂亮”。  

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列舉詞素/四/連結到「一年四個季節」，主手碰觸列舉   

/四/的食指，將「春天」連結到食指，提供溝通對象目前討論的話題線索是四季

中的第一個季節。接下來我們介紹篇章的第二個句子，如例（6）所示。 

                                                
11 圖 4.6e「漂亮_S」是主手掌心朝內，在嘴前重複左右晃動，副手可能保留前一個詞彙「花(到
處)」的副手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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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四季 第二 夏天// 想 去 池 游泳 舒服。 
     ‘第二個季節是夏天，想去游泳池游泳，舒服極了。’ 

   
a 四季            b 第二              c 夏天 

    
d 想               e 去               f 池 

  
g 游泳             h 舒服 
圖 4.7 

 

在例（6）中，手語使用者描述完第一個季節後，接著描述第二個季節，同

樣也是利用副手列舉詞素/四/，主手食指再次環繞著列舉/四/，表示「四個季節」，

如圖 4.7a 所示，接著主手食指碰觸副手列舉詞素/四/的中指，表示「四季中的第

二個季節」，如圖 4.7b 所示，接著再打詞彙「夏天」，將列舉/四/的中指連結到夏

天。之後開始描述夏天的情形，使用詞彙「想」、「去」、「池」和「游泳」，表達“想

去游泳池游泳”，最後以詞彙「舒服」結尾，表達“真是舒服”。接下來我們介紹

篇章的第三個句子，如例（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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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四季 第三 秋天 //冷 晚上 看 欣賞 漂亮_S。 
   ‘第三個季節是秋天，有點冷，晚上欣賞星星，漂亮極了。’ 

   
a 四季             b 第三             c 秋天 

   
d 冷              e 晚上              f 看 

  
g 欣賞              h 漂亮_S 
圖 4.8  

 

在例（7）中，手語使用者繼續描述第三個季節，同樣利用列舉詞素/四/銜接

上一句的四季，以主手食指繞著副手列舉詞素/四/，接著主手食指碰觸副手列舉  

/四/中的無名指，表示「第三個季節」，如圖 4.7b 所示，然後再打詞彙「秋天」

和「冷」，表達“第三個季節是秋天，開始變冷了”。之後描述秋天的情形，使用

詞彙「晚上」、「看」、「欣賞」和「漂亮_S」，表達“晚上欣賞星星，漂亮極了”。

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列舉詞素/四/連結到「一年四個季節」，主手碰觸列舉/四/的

無名指，將秋天連結到無名指。最後我們介紹篇章的第四個句子，如例（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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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8）第四//（雪）落下 冷 家。 
     ‘第四個季節是冬天，由於下雪很冷，只好待在家。’ 

   
a 第四            b （雪）落下       c 冷 

 
d 家 
圖 4.9 冬 

 

在例（8）中，手語使用者描述最後一個季節，同樣也是利用副手列舉詞素    

/四/連結到四個季節，這次直接以主手捏著副手列舉/四/中的小指，連結到冬天，

如圖 4.9a 所示，表達「四季中的第四個季節」；接著再打詞彙「（雪）落下」、「冷」

和 「家」，表達“下雪很冷，最好待在家裡”。 

以 Halliday 為代表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家認為銜接手段是分析篇章連貫

不可缺少的手段，因此他們認為構成篇章的關鍵要素是句子內成分以及彼此

句子間的銜接手段，是由某些語言單位構築起來的銜接關係，使得篇章具有

連貫性。Halliday & Hasan（1976）系統地闡述銜接手段分成五大類：照應

（reference）、替代（substitution）、省略（ellipsis）、連接（conjunction）及

詞彙銜接（1exical cohesion）。一般說來，前四種通常被歸納為語法銜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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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tical cohesion）。因此，銜接的實現手段主要為「語法銜接」與「辭

彙銜接」兩大類。 

所謂「連接」指的是句子和句子是在什麼意義上相互聯繫起來的，並不需要

到上下文中去覓取信號以獲資訊。Halliday & Hasan 依照連接詞連結兩單位的語

意關係將連接詞分為四類：附加（additive）、反義（adversative）、因果（causal）、

與時間順序（temporal）。 

在臺灣手語篇章中，手語使用者藉由主手碰觸副手列舉詞素用來表示「第

一」、「第二」和「第三」等列示功能，並且保留副手列舉詞素以及多次重複出現

在篇章中，我們認為屬於連接的銜接手段。從篇章「春、夏、秋、冬」中，手語

使用者藉由副手列舉詞素/四/來討論一年的四個季節並且多次重複出現，銜接了

整個篇章，利用主手碰觸列舉/四/的食指、中指、無名指和小指，分別連結到第

一個季節春天，第二個季節夏天，第三個季節秋天，和第四個季節冬天，呈現列

示功能。雖然在最後一句並未打出詞彙「冬天」，但是可以藉由碰觸副手小指的

動作把第四個季節冬天和副手小指連結在一起。 

Halliday & Hasan（1985）注意到篇章中的相同的詞彙可以組成一個鏈，而

所組成的鏈最重要的功能是發揮了銜接作用。其中銜接鏈以銜接紐帶（cohesive 

tie）成分之間的語意關係為基礎，將銜接鏈分為同一鏈（identity chain）與相似

鏈 （similarity chain）。銜接紐帶各端點間的聯繫可歸納為三類語意關係，即同

指（co-referecnce）、同類（co-classification）及同延（co-extension）關係。在篇

章「春、夏、秋、冬」中，「一年四個季節」是主手食指環繞著副手列舉詞素/

四/，而「第一個季節」是主手食指碰觸副手所保留列舉詞素/四/的食指。因此我

們可以將兩者的副手列舉詞素/四/視為同指紐帶，表示兩者指向同一語境下相同

的事物，如圖 4.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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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列舉詞素/四/的同指紐帶    

 

因此我們利用 Halliday & Hasan 所提出的「銜接鏈」（cohesive chain）來看

此篇章中副手列舉的分布，將篇章「春、夏、秋、冬」仿照銜接鏈的做法，如圖

4.11 所示。 

 

 

 

 

 

 

 

 

圖 4.11 篇章「春、夏、秋、冬」的銜接鏈 

 

（3）  四季      第三    秋天// 冷  晚上 看 欣賞 漂亮 
   [環繞列舉/四/]  [碰觸列舉/四/的無名指] 

（2）   四季        第二    夏天// 想 去 池 游泳 舒服 
      [環繞列舉/四/] [碰觸列舉/四/的中指] 

（1）  四季        第一    春天// 花（到處） 漂亮 
     [環繞列舉/四/] [碰觸列舉/四/的食指] 

（4）   第四// （雪）落下 冷 家 
   [碰觸列舉/四/的小指] 

「一年四個季節」

（主手食指環繞著副

手列舉/四/） 

「第一個季節」 
（主手食指碰觸副

手列舉/四/的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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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清楚看見副手列舉詞素在篇章分布，我們將詞彙「四季」的下方增加

手語打法為[主手環繞副手列舉/四/]；詞彙「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

下方分別增加打法為[主手食指碰觸副手列舉/四/的食指]、[主手食指碰觸列舉/

四/的中指]、[主手食指碰觸列舉/四/的無名指]和[主手食指碰觸列舉/四/的小指]。

因此，篇章中有採用副手列舉詞素/四/以粗體字標示，藉此來看副手列舉詞素的

分布。 

從圖 4.11 篇章「春、夏、秋、冬」的銜接鏈中，我們注意到每一句都是透

過副手列舉詞素/四/以及多次重複出現作為連接句子的銜接手段，並且將整個篇

章連貫起來。其中由副手列舉詞素/四/的同指紐帶所組成的銜接鏈屬於同一鏈，

這種特殊的同一鏈具有一種篇章的貫穿性，也就是說貫穿了整個篇章。藉由副手

列舉提供了語句之間語意關聯的線索，減低了溝通對象在理解過程中所需付出的

努力，例如藉由碰觸列舉/四/的食指，表示目前手語使用者討論的話題是春天；

接著碰觸列舉/四/的中指，將春天的話題帶到夏天，同時也提供了斷句的功能，

區分和上一句的界線。因此副手列舉所帶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等列

示功能，發揮了重要的認知導向，提供話題線索的走向，也標示了手語使用者的

思路。從信息構成的角度看，我們可以將各個句子中重複副手列舉詞素/四/視為

舊信息，為手語使用者和溝通對象雙方都知道的已知信息（given information），

並且和上文相連；而主手對於副手列舉詞素/四/所做的動作，例如碰觸副手列舉

詞素/四/的食指表示「第一個季節春天」或者打接下去的篇章內容是屬於溝通對

象不知道的新信息，透過副手列舉詞素/四/所表示的舊信息，並以副手列舉/四/

為出發點，對它有所評述，將新信息引進。因此我們可以將副手列舉詞素/四/所

帶出的四季視為話題鏈（topic chain），意思是篇章各個句子都出現同樣話題，使

整個篇章連成一體，篇章透過副手列舉/四/延續了話題。 

手語使用者透過副手列舉詞素/四/將篇章各個句子銜接起來，引進「四個季

節」這個話題，藉由重複出現副手列舉/四/延續了此話題，並且篇章內容圍繞此

話題發展。因此我們可以將副手列舉詞素/四/看成觸發詞（trigger）或者源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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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Corblin 1987），相關內容則借助觸發詞引進篇章，我們以圖形方式呈

現，並命名為關聯圖，如圖 4.12 所示。 

 

 

    

  

 

 
以副手列舉/四/呈現 

 
圖 4.12 篇章「春、夏、秋、冬」的關聯圖 
 
 

第一個季節春天，花開滿各地， 
真是漂亮。 

第二個季節是夏天，想去游泳池游

泳，舒服極了。 

第三個季節是秋天，開始變冷， 
晚上欣賞星星，漂亮極了。 

第四個季節是冬天，由於下雪很冷， 
只好待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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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銜接的篇章不是句子的堆徹，而是每個句子都建立在前句的基礎上，從

圖 4.12「春、夏、秋、冬」的關聯圖中，透過主手碰觸副手列舉/四/的各個手指

分別連結到第一個季節春天、第二個季節夏天、第三個季節秋天和第四個季節冬

天，呈現列示功能，靠著這幾個的連接詞語互相銜接彼此句子，手語使用者清楚

地描述出四季的景色，引導溝通對象對該篇章的理解。 

圖中副手列舉詞素/四/在篇章重複出現表示手語使用者思路的來龍去脈，藉

由重複副手列舉詞素/四/在語言交際中發揮了重要的認知導向，提供了篇章線索

的走向，例如主手碰觸副手列舉詞素/四/的無名指，連結到第三個季節秋天，同

時溝通對象也可以透過副手列舉詞素/四/的食指和中指追溯稍早手語使用者所提

到的第一個季節春天和第二個季節夏天；篇章中多次重複副手列舉詞素/四/就如

同手語使用者思維道路上留下來的痕跡，成為篇章信息發展的陸標，使得彼此語

句獲得關聯，這與 Liddell（2003）認為列舉浮標（list buoy）是一致的，具有引

導篇章進行的功能。這幾個句子就靠著主手碰觸副手列舉詞素/四/互相銜接，清

楚描述出篇章的時間順序。 

溝通對象在看到副手列舉詞素/四/時，便可以預測到篇章後出現的句子或段

落肯定也圍繞著副手列舉詞素/四/展開。藉由碰觸副手列舉詞素/四/所帶出連接

詞語就像手語使用者思維上的陸標，標明思路是如何一步一步進行，篇章中的四

季是如何按照先後順序組織起來，發揮著語用信號詞的作用。人們在感知事物的

認知過程中注意的焦點不同，往往會將注意力集中於事物最突顯的部分，而手語

透過副手列舉詞素/四/在篇章重複出現，符合數量像似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quantitative iconicity）（Simone 1994），引起溝通對象更多的注意力。 

我們再來看同樣使用副手列舉詞素/四/為例的篇章。雖然和前一個篇章都是

採取列舉/四/方式呈現，但是卻有不同的意義；在篇章「春、夏、秋、冬」中，

副手列舉/四/連結到四季，藉由主手碰觸副手列舉/四/食指，表示「四季中的第

一個季節」；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篇章中，手語使用者採用副手列舉詞素/四/則是

連結到四節課，主手碰觸副手列舉/四/食指，表示「四節課中的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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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個篇章是手語使用者在描述國小禮拜三上午的科目，第一節和第二節都

是國語課，第三節是社會課，第四節是自然課，而在第二節和第三節的中間有

20 分鐘休息。我們將此篇章題目訂為「四節課」，並且按照手語使用者所打的內

容，分成五個句子，如例（9）至（13）所示。首先我們來看此篇章的第一個句

子，如例（9）所示。 

 
（9）星期三 課 第一 國語。 

‘禮拜三的課第一節國語。’ 

   
a 星期三         b 課            c 第一 

  
d 國語（國^語言） 

圖 4.13 

 

在例（9）中，手語使用者先打出「星期三」和「課」，表示「禮拜三的課」，

接著利用主手捏著副手列舉詞素/四/的食指，如圖 4.13c 所示，表示「四節課中

的第一節」，之後再打出複合詞「國語」。其中複合詞中的「國」的打法保留了前

一個詞彙的副手列舉/四/，和主手一起搭配，如圖 4.13d 所示。 

值得注意的是手語使用者藉由一開始將副手列舉四連結到「四節課」，而非

使用列舉詞素/一/，這是因為知道國小禮拜三只有四節課，於是使用列舉/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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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以屬於固定列舉，與篇章「春、夏、秋、冬」一樣情形，皆是副手採用列

舉四方式呈現，在腦海中已經有全部所要列舉的項目概念，因此才採用固定列

舉。接下來手語使用者利用副手列舉詞素/四/呈現第一節和第二節都是一樣，如

例（10）所示。 

 

（10）第一和第二一樣  國語 念書 連。 
      ‘第一節和第二節都是國語課。’ 

  
a 第一、第二一樣   b 國語（國家^語言） 

  
c 念書          d 連 

如圖 4.14 

 

在例（10）中，手語使用者主手捏著列舉詞素/四/中的食指和中指，並將兩

指靠攏，如圖 4.14a 所示，表示「第一節和第二節一樣」。由於手語是視覺語言，

藉由靠攏動作使溝通對象很快就能理解手語使用者所要表達的意思，比起額外再

添加詞彙「一樣」來得直接有效率。接著副手繼續保留列舉四，主手打「國語」，

如圖 4.14b 所示，相較於例（9）中雙手詞彙「國語」的打法，這次手語使用者

只使用主手呈現詞彙「國語」，副手則繼續保留列舉詞素/四/。最後再打雙手詞彙

「念書」和「連」。接下來我們介紹篇章的第三個句子，如例（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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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二、第三中間空檔  休息 二十分 休息。 
     ‘第二節和第三節中間空檔有二十分鐘休息時間。’ 

  
        a 第二、第三中間空檔      b 休息    

  
c 二十分鐘（二十^分）  d 休息 

圖 4.15 

 

在例（11）中，手語使用者以主手朝著副手列舉四的中指和無名指指縫切入，

如圖 4.15a 所示，表達「第二節和第三節中間的空檔」。手語使用者除了利用列

舉詞素/四/連結到四節課外，也可操弄著副手列舉詞素，例如副手手指間的指縫

可以分別連結到中間空檔。後面接著雙手詞彙「休息」、複合詞「二十分」和再

次重複「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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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三 社會 念書 寫。 
     ‘第三節是社會課。’ 

   
a 第三               b 社會（社^會議）           c 念書 

    
d 寫 
圖 4.16 

 

在例（12）中，手語使用者再次利用列舉詞素/四/，並且主手捏著列舉/四/

的無名指，如圖 4.16a 所示，將列舉/四/的無名指連結到「第三節」，接著再打複

合詞「社會」、「念書」和「寫」。接下來我們來看篇章最後一個句子，如例（13）

所示。 

 

（13）第四 自然 念書。 
  ‘第四節是自然課。’ 

   
a 第四                   b 自然（自己^然）          c 念書 
圖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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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13）中，主手捏著副手列舉詞素/四/的小指，如圖 4.17a 所示，將副

手列舉/四/的小指連結到「第四節」，接著再打複合詞「自然」和「念書」。 

從篇章「四節課」中，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列舉詞素/四/來討論禮拜三上午

的四節課，利用主手碰觸列舉/四/的食指、中指、無名指和小指，分別連結到第

一節課、第二節課、第三節課和第四節課，呈現列示功能，屬於 Halliday & Hasan

所提出五種銜接手段中的連接概念。同樣我們利用 Halliday & Hasan 所提出的銜

接鏈來看此篇章中副手列舉的分布，「第一節」是主手捏著副手列舉詞素/四/的食

指，而「第三節」是主手捏著副手列舉詞素/四/的無名指，因此我們可以將兩者

的副手列舉詞素/四/視為同指紐帶，表示兩者指向同一語境下相同的事物，也就

是「四節課」，如圖 4.18 所示。 

 

 

 

 

 

 

 

 

圖 4.18 列舉詞素/四/的同指紐帶    

 

因此我們利用 Halliday & Hasan 所提出的「銜接鏈」（cohesive chain）來看

此篇章中副手列舉的分布，我們將篇章「四節課」仿照銜接鏈的做法，如圖 4.19

所示。 

 

「第一節」 
（主手捏著副手

列舉 /四/的食指） 

「第三節」 
（主手捏著副手列

舉/四/的無名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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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9 篇章「四節課」的銜接鏈 

 

為了更清楚看見副手列舉詞素/四/在篇章發揮的連接功能，我們將詞彙「第

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下方增加打法為[主手捏著副手列舉/四/的食指]、

[主手捏著副手列舉/四/的中指]、[主手捏著副手列舉/四/的無名指]和[主手捏著副

手列舉/四/的小指]；而篇章第二句中「第一和第二一樣」打法為[主手靠攏副手

列舉/四/的食指和中指]；第三句中「第二和第三中間空檔」打法為[主手切入副

手列舉/四/的中指和無名指間]。因此篇章中有用到副手列舉詞素/四/以粗體標

（5） 第四   自然 念書 寫 
  [捏著列舉/四/的小指] 

（4）   第三     社會 念書 寫 
   [捏著列舉/四/的無名指] 

（3） 第二和第三中間空檔  休息 二十分 休息 
     [切入列舉/四/的中指和無名指間] 

（2） 第一和第二一樣   國語 念書 連 
     [靠攏列舉/四/的食指和中指] 

（1） 星期三 課   第一     國語 
                     [捏著列舉/四/的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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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並且來看篇章中副手列舉的分布。 

從圖 4.19 的銜接鏈中，我們注意到每一句都是透過副手列舉/四/以及重複出

現作為連接句子的銜接手段，並且將整個篇章連貫起來。例如藉由碰觸列舉詞素

/四/的食指，表示目前手語使用者討論的話題是第一節課，接著碰觸列舉詞素    

/四/的中指，話題進入到第二節，同時提供了斷句的功能，區分和上一句的界線。

此外，手語使用者操弄副手列舉/四/以外的部分，例如主手將列舉/四/食指和中

指靠攏，表示第一節和第二節是一樣；主手朝著列舉/四/中指與無名指的指縫劃

過，表示第二節和第三節的中間空檔。 

其中臺灣手語中兄弟姊妹的排行打法也是主手操弄著副手列舉詞素，例如

「老大」的打法是主手手形/男/置於副手列舉詞素/五/的拇指上，如圖 4.20a 所示，

表達「五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大」；老二則是主手手形/男/置於手列舉詞素/五/的

食指上，如圖 4.20b 所示，其他依序類推。如果是要表達「三個兄弟姊妹中排行

老大」，主手手形/男/置於副手列舉詞素/三/的拇指上；如果性別為女生的話，只

要將手形/男/改成/女/即可。 

 

  
a 老大            b 老二 
圖 4.20 兄弟姊妹的排行打法 

 

由於此篇章「四節課」是以副手列舉詞素/四/將各個句子銜接起來，並且引

進「四節課」這個話題，藉由重複出現副手列舉詞素/四/延續了此話題，因此我

們可以將副手列舉詞素/四/看成觸發詞，相關事件則借助觸發詞引進篇章，我們

以圖形方式呈現，並命名為關聯圖，如圖 4.17 關聯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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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1 篇章「四節課」的關聯圖 

第一節國語課 
 

第三節是社會課 

第四節是自然課 

第二節和第三節中間有二十

分鐘休息時間 

第一節和第二節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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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的銜接方式中，連接是使篇章中的信息相互關聯的一種手段，從圖

4.21 篇章「四節課」的關聯圖中，由於列舉詞素/四/有規律的重複出現，帶出「第

一」、「第二」、「第三」和「第四」等列示功能，靠著這幾個的連接詞語互相銜接，

能有助於溝通對象對整個篇章的理解。 

圖中重複使用副手列舉詞素/四/表示手語使用者思路的來龍去脈，例如主手

捏著副手列舉詞素/四/的無名指，連結到第三節課，同時溝通對象也可以透過副

手列舉詞素/四/的食指和中指追溯稍早手語使用者所連結的第一節課和第二節

課，和副手列舉詞素/四/的各個指間連結到節與節的中間空檔，在語言交際中發

揮了重要的認知導向，提供了篇章信息是如何按照先後順序組織起來的。同樣

的，若溝通對象能識得由副手列舉詞素/四/所帶出的連接詞語，也就是連結到四

節課，便可跟著手語使用者的思路一步一步走下去，手語使用者和溝通對象之間

信息傳遞便可進入最佳狀態。 

 

4.3.2 順序列舉 

上一單元我們討論了固定列舉，手語使用者一開始就將所有要列舉的數目以

副手手指個數呈現出來，再逐一利用主手碰觸或捏取副手列舉詞素的食指、中

指、無名指，表示目前手語使用者正在討論到哪個話題。在 4.3.2 單元則要討論

順序列舉，手語使用者最初沒有以副手最大列舉數目表達出待會要討論的數量，

反而採取副手列舉詞素/一/、列舉詞素/二/、列舉詞素/三/等累加方式表達，所以

一開始無法得知手語使用者會列舉到多少項目，直到最後一個列舉才知道；由於

無法預料手語使用者會列舉到多少數量，因此提供溝通對象驚奇；此外和固定列

舉一樣也都提供了斷句的功能，使我們清楚句與句之間的分界。 

其 中 聽 人 也 會 有 口 語 伴 隨 列 舉 手 勢 同 時 出 現 （ co-speech enumeration 

gestures）的現象。例如我們先請聽人記住圖片中物體，然後再回想剛剛圖片中

所出現的物體，在聽人講出物體名稱的同時，也常會伴隨著順序列舉手勢的出

現，例如伸出一根手指表示第一個物體、伸出兩根手指表示第二個物體和伸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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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手指表示第三個物體等，列舉手勢的手指逐一累加上去（Vermeerbergen & 

Demey 2007）。 

接下來我們來看運用順序列舉的篇章例子。這一個篇章是手語使用者描述看

完醫生後的步驟，因此我們將此篇章題目訂為「看完醫生後的步驟」，並且依照

手語使用者所打的篇章內容，我們利用副手採用列舉詞素/一/、列舉詞素/二/和

列舉詞素/三/將這個篇章分為三個句子，如例（14）至（16）所示。首先我們來

看此篇章的第一個句子，如例（14）所示。 

 

（14）第一 藥 吃 完。 
      ‘第一個步驟要先吃完藥。’ 

   
a 第一            b 藥              c 吃 

  
d 完 
圖 4.22 
  

首先手語使用者以副手列舉詞素/一/方式呈現，利用主手緊捏食指，如圖

4.22a 所示，將副手列舉詞素/一/連結到「第一個步驟」，接著再打詞彙「藥」、「吃」

和「完」。 

手語使用者沒有採用最大列舉（固定列舉）表達，可能是目前他所想到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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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後的所有步驟並沒有完整出現在他腦海裡，因此才使用列舉詞素/一/方式呈

現，表示當下只有想到這項步驟，與篇章「春、夏、秋、冬」中，手語使用者一

開始就使用列舉詞素/四/連結到「四個季節」是不一樣的表達策略。描述看完醫

生後的第一個步驟，接著以副手列舉詞素/二/方式呈現，如例（15）所示。 

 
（15）第二 水 喝。 

  ‘第二個步驟要喝水。’  

   
a 第二              b 列舉/二/+水       c 列舉/二/+喝 
圖 4.23 

 

在例（15）中，副手以列舉詞素/二/呈現，主手捏著列舉二的中指，如圖 4.23a

所示，將副手列舉詞素/二/的中指連結到「第二個步驟」，同樣在這裡手語使用者

也只用列舉/二/方式呈現，和上一段使用列舉/一/方式一樣，可能目前出現在他

腦海僅有這項，並沒有全部完整的步驟。在圖 4.23b 和 4.23c 中，副手列舉詞素/

二/繼續保留，這是因為詞彙「水」和「喝」只需要一手就可以表達，也提供溝

通對象目前進行到第二個步驟。在介紹前面兩個步驟後，我們將介紹該篇章的第

三個句子，如例（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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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第三 睡 藥 睡。 
      ‘第三個步驟由於吃了藥後，所以想要睡覺。’ 

   
a 第三            b 睡              c 藥 

 
d 睡 
圖 4.24 
  

在例（16）中，手語使用者以主手捏著副手列舉詞素/三/的無名指，如圖 4.24a

所示，將副手列舉/三/的無名指連結到「第三個步驟」，接著模擬睡覺的表情和打

詞彙「藥」和「睡」作為第三個步驟的內容。 

從篇章「看完醫生後的步驟」中，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列舉詞素/一/、列舉

詞素/二/和列舉詞素/三/來描述看完醫生後的步驟，利用主手碰觸列舉/一/的食指

連結到「第一個步驟」、列舉/二/的中指連結到「第二個步驟」和列舉/三/的無名

指連結到「第三個步驟」，這三個步驟涉及到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我們認為屬

於 Halliday & Hasan 所提出五種銜接手段中的「連接」概念。「連接」指的是兩

句之間的連繫方式，其中此篇章中的第一步驟到第三步驟屬於「連接」中的時間

（temporal）關係，表達時間的先後順序。 

在篇章「看完醫生後的步驟」中，「第一個步驟」是主手捏著副手列舉詞素    

/一/的食指，而「第二個步驟」是主手捏著副手列舉詞素/二/的中指。因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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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兩者的副手列舉詞素視為同類紐帶，表示副手列舉詞素/一/和副手列舉詞素 

/二/非相同，但是屬於同類事物或事件，如圖 4.25 所示。 

 

 

 

 

 

 

 

 

圖 4.25 列舉詞素/一/和列舉詞素/二/的同類紐帶    

 

因此我們利用 Halliday & Hasan 所提出的銜接鏈（cohesive chain）來看此篇

章中副手順序列舉的分布，我們將篇章「看完醫生後的步驟」仿照銜接鏈的做法，

如圖 4.26 所示。為了更清楚看見副手順序列舉詞素在篇章發揮的銜接功能以及

分布，我們將「第一」、「第二」和「第三」分別下方增加手語打法為[主手捏著

副手列舉/一/的食指]、[主手捏著副手列舉/二/的中指]和[主手捏著副手列舉/三/

的無名指]。因此，篇章中有用到副手列舉以粗體字標示，來看篇章中副手列舉

詞素的分布。 

 

 

「第一個步驟」 
（主手捏著副手列舉

詞素/一/的食指） 

「第二個步驟」 
（主手捏著副手列

舉詞素/二/的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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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6 篇章「看完醫生後的步驟」的銜接鏈 

 

從圖 4.26 的銜接鏈中，我們注意到每一句都是透過副手順序列舉出現作為

連接句子的銜接手段，並且將整個篇章連貫起來。其中使用副手順序列舉的同類

紐帶所組成的銜接鏈屬於相似鏈（similarity chain），表示相似鏈中的各個成員的

關係都是非同一成員，但是屬於同類事物或事件。手語中的副手順序列舉提供了

語句之間語意關聯的線索，例如藉由碰觸列舉詞素/一/的食指，示目前手語使用

者討論的話題是第一個步驟；接著碰觸列舉詞素/二/的中指，將話題帶到第二個

步驟，同時提供與第一句斷句的語用功能；然後碰觸列舉詞素/三/的無名指，同

樣將話題帶到第三個步驟，也提供與第二句斷句的功能，減低了溝通對象在理解

篇章過程中所需付出的努力。 

由於此篇章「看完醫生後的步驟」是以副手順序列舉的表現將各個句子銜接

起來，藉由副手順序列舉帶出了第一到第三等步驟，因此我們可以將副手順序列

舉詞素看成觸發詞（trigger），相關步驟則借助觸發詞引進篇章，我們以關聯圖

的圖形方式呈現，如圖 4.27 所示。  

（3）  第三     睡 藥 睡 
   [捏著列舉/三/的無名指] 

（2）  第二     列舉/二/+水 列舉/二/+喝 
    [捏著列舉/二/的中指] 

（1）   第一    藥 吃 完 
    [捏著列舉/一/的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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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列舉/一/呈現 

 
以列舉/二/呈現 

 
    以列舉/三/呈現 
 
圖 4.27 篇章「看完醫生後步驟」的關聯圖 

 

篇章應從它整體的信息連貫中理解，從圖 4.27「看完醫生後步驟」的關聯圖

中，透過主手碰觸副手列舉詞素/一/的食指連結到第一個步驟。接著碰觸副手列

舉詞素/二/的中指連結到第二個步驟，同時溝通對象可以藉由列舉詞素/二/的食

指追溯到剛剛所提到的第一個步驟。接著碰觸副手列舉詞素/三/的無名指連結到

第三個步驟，同樣藉由列舉詞素/三/的食指和中指追溯到第一個步驟和第二個步

驟。由副手順序列舉所帶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步驟等事件發生順序，就是為了

要將傳遞的信息處於一個連貫且不中斷的狀態，借助這幾個的連接詞語互相銜

第一個步驟要先吃完藥 

第二個步驟要喝水 

第三個步驟由於吃了藥後，所

以想要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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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引導溝通對象理解篇章的大意，提供了事件線索的走向，也可以追溯到一開

始所提的事物，副手列舉詞素如同篇章信息發展的陸標，使得前後句獲得關聯。 

而下一個篇章是我們詢問手語使用者目前有沒有急需的事情，於是她提出了

目前急需事項。因此我們將此篇章題目訂為「目前急需事項」，並且依照手語使

用者所打的篇章內容，將篇章分為三個句子，如例（17）至（19）所示。首先我

們來看此篇章的第一個句子，如例（17）所示。 

 
（17）第一 我 第一_B 要_N 去 工作 裁縫。 

  ‘第一我想從事裁縫工作。’ 

   
a 第一             b 我            c 第一_B 

    
d 要_N           e 去               f 工作 

 
g 裁縫 
圖 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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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例（17）中，手語使用者以副手列舉詞素/一/呈現，主手緊捏食指，如圖

4.28a 所示，將副手列舉/一/的食指連結到「第一件急需事項」，接著再打詞彙

「我」、「第一_B」、「要_N」、「去」、「工作」和「裁縫」。而圖 4.28c 再打一次詞

彙「第一」的另一種打法，使溝通對象更清楚手語使用者目前討論到第一件急需。

手語使用者沒有一開始把所有急需的事項以副手最大列舉呈現（固定列舉），反

而只使用列舉詞素/一/方式，可能推測目前她還在思考著下一件急需的東西，因

此無法得知自己最後會急需幾件事。表達完第一個急需事項，接著以副手列舉詞

素/二/方式呈現，如例（18）所示。 

 

（18）第二 公司 希望 錢 補。 
‘第二希望公司可以加薪。’ 

   
a 第二              b 公司           c 希望 

  
d 錢              e 補 
圖 4.29 

 

在例（18）中，手語使用者以列舉詞素/二/方式呈現，藉由主手捏著中指，

如圖 4.29a 所示，將副手列舉/二/的中指連結到「第二件急需事項」，接著再打詞

彙「公司」、「希望」、「錢」和「補」。從手語使用者採用列舉詞素/二/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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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知道至少到目前為止她急需兩項事情，但是並無提供後面還會有多少急

需事項。接下來我們來看此篇章的第三個句子，如例（19）所示。 

 

（20）第三 剪裁 檢查 裁縫 // 三 完。 
     ‘第三可以負責檢查裁縫事項，就是這三項。’ 

   
a 第三           b 剪裁          c 檢查 

   
d 裁縫               e 三              f 完 
圖 4.30 

 

表達完前兩項急需事項後，手語使用者副手以列舉詞素/三/呈現，藉由主手

捏無名指，如圖 4.30a 所示，將列舉/三/的無名指連結到「第三件急需事項」，緊

接著打詞彙「剪裁」、「檢查」和 「裁縫」，表示第三項急需的內容。手語使用者

最後以副手呈現手語數字「三」，如圖 4.30e 所示，表達「就是這三項急需事項」，

並以詞彙「完」作為整個篇章的結束。 

值得注意的是，從圖 4.30e「三」手形還有方向來看，和手語數字「三」是

一樣，唯一的差別是手語使用者是以副手方式呈現，和一開始所提到的手語數字

以主手呈現不同，但我們依然認為是手語數字「三」，表示對前面所提的第一項、

第二項和第三項急需事項的總結，提供所需事項總共有三項的數量訊息。至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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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會以副手呈現數字「三」的理由，可能恰好溝通對象在左邊，直接副手朝著

溝通對象的方向打過去。 

從篇章「目前急需的事項」中，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以列舉詞素/一/、列舉

詞素/二/和列舉詞素/三/累加方式來表達目前急需的事項，利用主手捏著列舉/一/

的食指連結到第一項急需、列舉/二/的中指連結到第二項急需和列舉/三/的無名

指連結到第三項急需。根據 Halliday & Hasan 的銜接理論，副手順序列舉在篇章

中重複出現與銜接手段中的連接概念相關，符合當中的列示功能。所謂連接是用

來呈現成份之間的邏輯關係，將兩個觀念進行邏輯上的關聯。除此之外，從這三

項急需事項的呈現順序，也可知道對手語使用者來說，目前有工作是當急之需，

因此她才會列在第一項。  

在篇章「目前急需的事項」中，「第一項急需」是主手捏著副手列舉詞素      

/一/，而「第二項急需」是主手捏著副手列舉詞素/二/的中指。因此我們可以將

副手列舉詞素/一/和列舉詞素/二/視為同類紐帶，表示兩者在同一語境下非相同

的事物，但是屬於同類事物或事件，如圖 4.31 所示。 

 

 

 

 

 

 

 

 

圖 4.31 列舉詞素/一/和列舉詞素/二/的同類紐帶    

 

同樣我們利用 Halliday & Hasan 所提出的銜接鏈來看此篇章中副手列舉的分

布，我們將篇章「目前急需的事項」仿照銜接鏈的做法，如圖 4.32 所示。為了

「第一項急需」  
（主手捏著副手列舉/

一/的食指） 

「第二項急需」 
（主手捏著副手列

舉/二/的中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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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看見副手順序列舉在篇章發揮的銜接功能和分布，我們將詞彙「第一」、「第

二」和「第三」下面分別增加打法為[主手捏著副手列舉/一/的食指]、[主手捏著

副手列舉列舉/二/的中指]和[主手捏著副手列舉/三/的無名指]。因此，篇章中有

使用到副手列舉以粗體字標示，來看篇章中副手列舉的分布。 

 

 

 

 

 

 

 

 

 

 

圖 4.32 篇章「目前急需事項」的銜接鏈 

 

從圖 4.32 的銜接鏈中，我們注意到每一句都是透過副手順序列舉以及重複

出現來銜接句子和連貫整個篇章。手語中的副手列舉發揮了連接作用來幫助溝通

對象理解篇章內容，並標示出一個觀點是如何從一方面表達到另一方面，提供句

子與句子間語意關聯的線索。例如藉由碰觸列舉詞素/一/的食指，表示目前手語

（4） 三 完 

（3）  第三      剪裁 檢查 裁縫  
   [捏著列舉/三/的無名指] 

（2）  第二    公司 希望 錢 補 
   [捏著列舉/二/的中指] 

（1）    第一    我 第一_B 要_N 去 工作 裁縫 
   [捏著列舉/一/的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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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討論的話題是「第一項急需」，可能也是目前最重要的事項，接著碰觸列

舉詞素/二/的中指，將話題帶到「第二項急需」，提供了和上一句斷句的功能，最

後碰觸列舉詞素/三/的無名指，帶到「第三項急需」。因此副手順序列舉所帶出的

「第一」、「第二」和「第三」等列示功能，如同銜接理論中的連接，我們可以看

成旅途上的陸標，為旅行者指路導航，標示了手語使用者的思路，使得手語使用

者與溝通對象之間的信息傳遞進入最佳狀態。 

由於此篇章「目前急需事項」是以副手順序列舉的表現將各個句子銜接起

來，因此我們可以將副手順序列舉看成觸發詞，內容則借助觸發詞引進篇章，如

圖 4.33 所示。 

 

 
 

     
 
 
 
  以列舉/一/呈現 
 
 
     
 

 
 
   以列舉/二/呈現 
 
 
 

 
 
 
   
   以列舉/三/呈現 
圖 4.33 篇章「目前急需事項」的關聯圖 

第一我想從事裁縫工作 

第二希望公司可以加薪 

第三可以負責檢查裁縫事

項，就是這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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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的信息必須是連貫的，否則就是不合格的篇章；從圖 4.33「目前急需事

項」的關聯圖中，透過主手捏著副手列舉詞素/一/的食指連結到第一項急需，接

著捏著副手列舉詞素/二/的中指連結到第二項急需，同時溝通對象可以藉由列舉

詞素/二/的食指追溯到剛剛所提到的第一項急需。最後碰觸副手列舉詞素/三/的

無名指連結到第三個步驟，同樣藉由列舉詞素/三/的食指和中指追溯到第一項急

需和第二項急需。由於手語是視覺語言，因此溝通對象在看到列舉詞素/三/時，

也可以回想到剛剛所提的事物，就是為了要將傳遞的信息處於一個連貫且不中斷

的狀態。副手順序列舉所帶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等列示功能，這幾

個連接詞語發揮著重要的認知導向作用，一方面手語使用者運用副手列舉可以將

自己的意圖表達清楚，也標示自己思路的來龍去脈，減少溝通對象理解過程中所

需的時間與努力。 

 

4.4 結論 

本章主要在介紹臺灣手語的副手列舉在篇章中的表現以及分析副手列舉詞

素的保留與重複出現對於篇章發揮了銜接功能。一開始我們介紹臺灣手語的數字

和列舉的打法不同以及兩者在語法和語意上的差別。數字的打法是主手直接伸出

手指個數，而列舉的打法則是副手呈現列舉詞素，主手再捏著相對指尖；而手語

的數字提供數量的訊息，列舉表達該物體所占的次序，其中副手列舉的項目可以

連結到不同的指涉對象，再經由主手碰觸或者指向，就可以清楚手語使用者目前

在討論哪個項目。 

副手列舉在篇章的表現又可分為固定列舉和順序列舉。固定列舉指的是手語

使用者一開始就將所有要列舉的項目以副手呈現出來，我們又稱為最大列舉；相

較於順序列舉則是副手以列舉/一/、列舉/二/和列舉/三/等累加方式遞增呈現。固

定列舉大多用在手語使用者已經知道待會全部要列舉的總數，腦海中出現完整的

概念和想法，例如篇章「春、夏、秋、冬」，以副手列舉/四/連結到四個季節。順

序列舉則一開始無法得知手語使用者會列舉到多少數目，因此無法預料最後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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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例如篇章「看完醫生後的步驟」。此外，固定列舉和順序列舉都提供了斷

句的功能，使我們清楚篇章中句與句之間的分界。 

一個連貫的篇章必須有銜接的成分，符合語意、語用和認知原則，句子與句

子在概念上必須有連繫，句與句的排列必須符合邏輯。其中臺灣手語的副手列舉

在篇章中表現以及重複出現屬於 Halliday & Hasan（1976）所提出五種銜接手段

中的「連接」概念，所謂連接是把前後連續的句子連接在一起的銜接手段。我們

也採用 Halliday & Hasan（1985） 的銜接鏈進一步分析副手列舉在篇章分布，副

手列舉提供語句之間語意關聯的線索，就像陸標一樣提供預期相關資訊所在，作

為篇章邏輯紐帶，在句子之間發揮承上啟下的橋樑作用，使句子和篇章保持邏輯

上的關聯和語意上的連貫。最後我們以關聯圖圖形呈現篇章架構，列舉事項圍繞

著副手列舉詞素，由於副手列舉有規律的重複出現，帶出「第一」、「第二」、「第

三」等列示功能，靠著這幾個連接詞增強篇章的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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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主要探討副手在臺灣手語篇章中的表現以及功能，我們認為副手的保

留 以 及 重 複 出 現 在 篇 章 具 有 銜 接 的 功 能 。 主 要 探 討 的 議 題 是 來 自 於

Vermeerbergen（2001）對手部的共現結構的分類，他認為分別有以下這五種：第

一種雙手皆為分類詞；第二種一手為分類詞，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第

三種一手保留前一個詞彙，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第四種一手為指稱

詞，另一手以單手打其他手語詞彙和第五種一手為手語數字詞彙，另一手以單手

打其他手語詞彙。 

這五種手部的共現結構在篇章中的表現往往副手會被保留或者再次重複出

現，而主手則繼續打接下去的篇章內容。其中第三種副手在篇章所保留的部分又

可以區分為無意義的保留和有意義的保留。所謂無意義的保留指的是副手保留前

一個詞彙部分手形，但是無法給予任何語意；相對於有意義的保留在我們看來是

副手保留前一個詞彙手形，作為分類詞，並且和後面篇章句子產生關聯，是手語

使用者有意地保留副手。基於以上觀察，我們注意到 Vermeerbergen 所提的前兩

種和第三種中有意義的保留在臺灣手語篇章表現，副手以分類詞方式保留，而主

手則繼續打接下去的篇章內容。根據 Chang, Su & Tai（2005）的分析，將分類詞

視為代形詞（proform），功能用來代替之前所提過的事物名稱。本論文同樣參考

他們做法，將分類詞視為代形詞。因此第一個議題探討副手代形詞在篇章中的表

現以及副手代形詞的保留與重複出現對於篇章發揮了銜接功能。第二個議題同樣

來自 Vermeerbergen（2001）所提的第五種共現結構在臺灣手語篇章的表現，我

們注意到副手往往會以列舉詞素(enumeration morpheme )方式保留和重複出現，

主手則繼續打接下去的篇章內容。因此第二個議題探討副手列舉在篇章中的表現

以及討論副手列舉的保留與重複出現發揮了銜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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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討議題之前，第二章我們回顧了過去文獻對手語共現結構的研究，同時

也介紹臺灣手語的共現結構中雙手皆為分類詞結構，以及使用代形詞代替分類詞

說法，介紹手語表達相對靜態空間和動態空間關係，結合 Talmy（1985, 2000）

動態事件分析，會分別利用雙手代表主體和背景來表現語意成分，呈現共現結

構，具有高度的視覺象似性。最後我們提到 Halliday & Hasan(1976)的銜接理論

中的照應與連接，並利用 Halliday & Hasan (1985)所提出的銜接鏈檢視篇章銜接

與連貫。 

第三章主要針對第一個議題，也就是討論副手代形詞的篇章功能，我們以臺

灣手語篇章為例，並且討論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以及重複出現的現象，其中代形

詞在篇章表現有以下三種方式：取全部手形作為代形詞、取部分手形作為代形

詞、取全新手形作為代形詞（Chang, Su & Tai 2005; Chang 2009）。以 Halliday 為

代表的系統功能語言學家認為，形成篇章連貫通順的關鍵在於句子之間的銜接手

段。我們認為在手語篇章中，副手代形詞的保留和重複出現與 Halliday & Hasan

（1976） 提出五種銜接手段中的照應（reference）相關。所謂照應指的是篇章

或句子中某一個成分作為另一個成分的參照點（reference point），也就是使用代

詞等語法手段來表示彼此語意關系。照應可以通過篇章追蹤到參照點，通常參照

點在一開始被明確提及，此後在篇章中大都是以代詞的方式出現，也就是具有回

指關係，藉由副手保留代形詞用來代替前面所提過的事物名稱。接著我們利用

Halliday & Hasan（1985）所提出的銜接鏈（cohesive chain）來看篇章中副手代

形詞的分布，我們注意到手語使用者透過副手代形詞的保留和重複銜接了篇章句

子，由於這些副手代形詞出現在相同的手語空間位置上，因此具有指涉功能

（referential function），能夠幫助溝通對象理解所要討論和所指的是同一個事

物。由於手語是視覺語言，因此手語使用者藉由副手代形詞停留在相同的手語空

間並且持續一段時間，所以在空間上有著極高明顯度（prominence）。最後我們

以關聯圖形方式呈現篇章，篇章事件圍繞著副手代形詞所帶出的話題，各個句子

出現同樣話題，形成話題鏈，也是手語使用者最想引起大家注意的部分，增強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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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連貫性。 

第四章主要討論副手列舉的篇章功能，同樣我們以臺灣手語篇章為例，並且

觀察篇章中副手列舉的保留以及重複出現的現象。一開始我們介紹臺灣手語的數

字和列舉的打法不同以及兩者在語法和語意上的差別。其中列舉表現有以下兩種

方式：固定列舉（single fixed-length lists）與順序列舉（sequentially built lists）。

所謂固定列舉就是手語使用者一開始就將所有要列舉的數目以副手表現出來，我

們又可以將此現象視為副手以最大列舉方式呈現；至於順序列舉就是副手以列舉

詞素/一/、列舉詞素/二/、列舉詞素/三/等方式逐漸累加上去。採用順序列舉的原

因可能所列舉的項目是按造時間順序或者以合乎邏輯方式呈現，但也有可能是手

語使用者當下所想到的項目；而採用固定列舉在於手語使用者一開始就已經呈現

出腦海中接下來所要列舉的全部項目。但兩者皆可以透過副手追溯之前所提到的

內容，使溝通對象容易理解目前話題進行到哪裡，同時也提供斷句的功能。 

臺灣手語的副手列舉在篇章中表現以及重複出現屬於 Halliday & Hasan 所提

出五種銜接手段中的連接概念，所謂連接是把前後連續的句子連接在一起的銜接

手段。我們也採用 Halliday & Hasan 的銜接鏈進一步分析副手列舉在篇章分布，

副手列舉詞素提供語句之間語意關聯的線索，就像陸標一樣提供預期相關資訊所

在，作為篇章邏輯紐帶，在句子之間發揮承上啟下的橋樑作用，使句子和篇章保

持邏輯上的關聯和語意上的連貫。最後我們以關聯圖形呈現篇章架構，列舉事項

圍繞著副手列舉詞素，由於副手列舉詞素有規律的重複出現，帶出「第一」、「第

二」、「第三」等列示功能，靠著這幾個連接詞增強篇章的連貫性。我們將副手代

形詞和副手列舉的表現整理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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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篇章中的表現 銜接手段 銜接鏈 篇章功能 

 

副手代形詞 

 

a 取部分手形 
 
b 取全部手形 
 
c 取全新手形 

 
照應 
 

 
由同指紐帶

所組成同一

鏈 
 

 

 

 

副手列舉 

 

 

 
a 固定列舉 
 
 
 
 
 
 
b 順序列舉 

 

 
 
 
 
 
連接 
 

 

 
a 由同指紐帶

所組成同一

鏈 
 
 
 
b 由同類紐帶

所組成相似

鏈 

 

    
 
 
 
所保留副手和重複

出現表達篇章中信

息的走向和發展，發

揮了認知導向，提供

彼此句子間語意關

聯線索，如同手語使

用者思維道路上留

下來的陸標。 

 

表 5.1  

 

總括來說，副手在篇章中扮演了銜接的功能，帶出話題鏈，並且連貫整個篇

章。由於過去較少人注意到副手在篇章中功能，往往都將副手視為提供位置（base 

hand）而忽略掉副手所保留的實質意義，又或者解讀為無語意的保留，純粹屬於

語音過程。而在我們分析臺灣手語語料中，手語使用者運用副手所保留的代形詞

和列舉詞素，並且在篇章中多次重複出現，有助於了解手語使用者是如何步步緊

跟，層層地謀篇布局，同時也利於溝通對象把握篇章的語意結構以及篇章內容，

增加理解上的順暢度。 

此外，尚有一些議題未在本文中討論到，例如手語使用者假如未使用副手保

留的機制，是否會影響到溝通對象對於篇章內容的理解度以及副手所保留的代形

詞在篇章持續了多少時間。希冀藉由這樣角度來探討台灣手語副手所扮演重要的

銜接角色，也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瞭解語言中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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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臺灣手語的基本手形 

 

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五十 
 

 

六十  
 

 

七十 
 

 

八十 
 

 

千  
 

 

萬 
 

 

女 
 

 

手  
 

 

方 
 

 

兄 
 

 

民 

 

 

同 
   

 

守 
 

 

男 
 

 

呂 
 

 

姐 
 

 

果 
 

 

胡 
 

 

很 
 

 

飛機 
 

 

隻 
 

 

拳 
 



 120 

 

 

借  
 

 

紳 
 

 

棕 
 

 

童 
 

 

菜 
 

 

筆 
 

 

博  
 

 

像 
 

 

語 
 

 

鴨 
 

 

錢  
 

 

龍  
 

 

薑 
 

 

蟲 
 

 

難 
 

 

WC  
 

 

K 
 

奶奶 
 

 

高 
 

 

布袋戲 
 

 

爺  
 

 

矮 
  

細 
 

 

雞  
 

 

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