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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論文主要探討台灣手語（Taiwan Sign Language）事物外形逐漸變化與數

量逐漸增減的表達。過去關於狀態改變的文獻，大多著重在探討一事物由「狀態

1」變成「狀態 2」，賴薇心（2013）探討台灣手語狀態改變的表達，以詞彙或分

類詞謂語表達狀態變化的結果；Tang & Yang（2007）探討香港手語表達狀態改

變，說引起狀態改變的致使者，會透過人為操弄之分類詞謂語來表達。本論文則

著重於探討狀態逐漸改變，以事物外形變化與數量增減為研究議題。 

台灣手語表達事物外形的變化與造詞策略有關，Mandel（1977）將手語詞彙

的形成方式分成四種策略：實物直指，動作模擬，外形描繪，形體取代。我們將

事物外形變化分成三種策略：（一）藉由保留原詞彙手形作為分類詞來表達，通

常形體取代的詞彙以此策略表達事物變化；（二）依著身體部位旁邊來表達，通

常實物直指的詞彙以此策略表達事物變化；（三）打出詞彙，藉著在投射的空間

描述其外形變化，通常外形描繪的詞彙以此策略表達事物變化。上述提供詞彙外

形變化使用策略的傾向，只能歸類大部分的表達方式，在表達外形變化，仍會依

要表達的事物而擇其策略。此外，動作模擬的詞彙並未歸入上述策略，因為會依

要表達的事物而選擇其策略。 

第二個議題我們探討台灣手語表達事物數量逐漸增減的概念，台灣手語最常

使用詞彙｀遞增＇或 ｀遞減＇來表達，我們以其出現於名詞組或動詞的前後來

測試其句法位置的限制。並用一個以上的論元測試其出現的空間位置，得知需與

所修飾的名詞組做連結，以得正確語意詮釋。詞彙‘遞增’或‘遞減’可搭配動詞重

覆或分類詞謂語重複表達數量增減，但動詞重覆或分類詞謂語重複並非必要的語

法限制。 

 

關鍵字：臺灣手語、狀態逐漸變化、事物外形、事物數量增減、動詞重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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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使用說明 

符號 說明 

/  /，（如 /筆/） /  / 表示手形 

+，（如 桌子分類詞 i+遞增） + 表示共現結構 

++ 或+++ ，（如 相信+++） ++ 或+++ 表示動詞重覆 

_，（如 鉛筆分類詞_寫） _表示動作與分類詞的結合 

‘  ’，（如‘頭髮越來越長。’） ‘  ’，表示句中與手語相對應

的中文翻譯 

i 或 j，（如樹分類詞 j+鳥分類詞_飛（鳥分類詞移到 i）） i 或 j，表示 i 與 j 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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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1.1 前言     

    本論文探討的議題涉及狀態改變，狀態改變指的是兩個不同狀態的過渡，在

文獻中關於狀態改變的討論，大都強調事物在兩個不同時間點的狀態改變

（Grimshaw 1990；Jackendoff 1990；Levin & Rappaport 1995；Pustejovsky 1995； 

Wunderlich 1997；Talmy 2000；among many others）。以英文為例，‘Mary wiped the 

table claen.’（瑪莉把桌子擦乾淨）的概念。這個句子可分成兩個成分來分析，「狀

態 1」為「桌子不乾淨」，「狀態 2」為「桌子乾淨了」，句中表達了桌子由狀

態 1─不乾淨，變成狀態 2─乾淨。而本論文探討的則是狀態 1 逐漸變成狀態 2 的

過程。狀態逐漸改變的概念圖列出如下圖 1. 1 錯誤! 找不到參照來源。所示。 

 

 

 

 

 

圖 1. 1 狀態逐漸改變 

 

    以中文為例，‘凱莉擦桌子，桌子越來越乾淨’。在中文若要表達狀態逐漸改

變的概念時，需要將「致使」用另一個句子來表達，再透過「越來越」的結構表

達桌子逐漸變乾淨的過程。一事物由狀態 1 逐漸轉變到狀態 2 的議題範圍很廣，

但本論文探討兩類型的狀態逐漸改變，首先是形體逐漸變化，例如：由大逐漸變

小，由長逐漸變短，由矮逐漸變高等概念。其次是事物數量逐漸增減，像是關於

事物數量逐漸變多，或事物數量逐漸變少。 

    在討論事物狀態的逐漸變化前，我們先介紹口語中狀態改變與狀態逐漸改變，

狀態 1 狀態 2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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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手語狀態改變的研究。手語與口語因為訊息傳送與接受管道的機制有所不同，

故手語與口語在表達事物狀態逐漸變化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手語是手勢與視覺

（manual-visual）的語言系統，口語則是聽覺與聲音（oral-auditory）的語言系統

（Stokoe 1960；Stokoe, Casterline & Croneberg 1965； Mcburney 2002；Meier 

2002）。       

    而手語與口語在語言特質上有共同的特徵，例如：「廣泛傳遞與接收性

（language has broadcast transmission and directional reception）」、「快速消逝（rapid 

fading）」、「交換性（interchangeability）」、「任意性與約定俗成（arbitrariness and 

conventionality）」、「分離性（discreteness）」、「雙重性（duality of patterning）」、「語

法規則（grammaticality）」、「創造性與多產性（creativity and productivity）」、「易

境性（displacement）」，以及「文化傳遞性（cultural transmission）」等，可以證

實手語如同口語一般，是人類自然語言（Klima & Bellugi 1979；Liddell 1980, 2003； 

Fisher & Siple 1990； Emmorey 1995, 2002）。  

    口語與手語的訊息傳送與接受管道不同，舉例來說，在詞彙層面，手語有較

多的「象似性（iconic）」與「指示性（indexcal）」詞彙，「象似性」指的是形式

與意義之間有極高的相似性，由於手語是透過手勢與視覺傳達，故手語傾向以手

勢模擬事物的外觀與動作（張榮興 2011），象似性是手語表達中顯著的特徵，以

台灣手語詞彙‘香蕉’為例，打法為一手手形/兄/，模擬香蕉細長的形體，另一手

做剝皮的動作，模擬人對香蕉所做的動作，此種形式與概念有極高的相似性，即

為象似性關係的詞彙。「指示性」指的是語言形式與意義有自然的連結關係，如

同箭頭符號（形式）即用來只是目的地的方向（意義）（張榮興 2011），以台灣

手語‘頭髮’為例，手語使用者會直接以手指著頭髮，此時，指著物體的手並不直

接表示「頭髮」，而是所指的東西才是「頭髮」，語言形式與意義呈現指示性的關

係。在表達形體時，手語辭彙「象似性」與「指示性」的特徵也影響概念的表達。  

    就語法層面而言，（1）一個句子裡面的名詞組之間的語法關係，例如主詞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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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詞是可以透過調整動詞的移位路徑來表達，在手語中稱為動詞的呼應現象，呼

應動詞的空間位移指的是語法空間的範圍，而非真實空間中物體的位移

（Sutton-Spence & Woll 1999）；（2）手語中臉部表情本身具有詞彙與語法的功能，

例如，美國手語終將臉皺起來表示「很」、「非常」的意義，拉高眉毛表傳達疑問

的概念，皺眉表示否定與猜疑的概念（Schein & Stewart 1995），台灣手語中詞彙

‘花’與‘越來越多’的打法相同，皆是手形/零/向上伸直，同時變成手形/五/，當例

句中同時出現兩個詞彙時，手語使用者會以驚訝的臉部來區分詞彙‘越來越多’；

（3）手語的語法現象不同於口語是序列性的呈現方式，手語是透過手勢和視覺

接收訊息，因此可以透過共現結構（simultaneous construction）的方式，在手語

空間中同時呈現兩個事物，並傳達兩事物的關係（Stokoe 1960；Liddle& Johnson 

1986；Emmorey & Casey 1995；Emmorey 1996；Tai 2008），舉例來說，表達‘貓

在桌子上’的概念，可以手勢同時呈現‘桌子’與‘貓’，並傳達兩者之間的空間關係

（Vermeerbergen 2007），共現結構在手語語法中扮演一定份量。 

目前使用的台灣手語分為兩種系統：「文法手語」與「台灣自然手語」。「台

灣自然手語」是由聾朋友的生活中自然發展出來的，廣為聾朋友使用，另一個為

「文法手語」，是受到漢語語法影響而產生的手語，為台灣教育體制所發展出來。

（Smith 1989，張榮興 2008）。論文中討論的手語語料以台灣自然手語為主，為

方便討論，在論文中將「台灣自然手語」簡稱為「台灣手語」。 

 

1.2 口語中狀態改變和狀態逐漸改變的表達 

 在口語中，不同的語言會運用不同的策略來表達狀態改變的概念，以漢語為

例，漢語中常見用於表達狀態改變的語法策略是運用詞彙「變」，例如「她變漂

亮了」和「班級人數變多了」。此外，漢語可以運用結果動詞結構（resultive verb 

construction）來表達兩狀態的改變（Li & Thompson 1981），例如「他打破玻璃

杯」，這例句中以動詞「打」搭配結果補語「破」，透過結果補語「破」指出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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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狀態的改變，由完整的狀態，變成破碎的狀態。在漢語中，除了運用結果動詞

結構來表達狀態改變之外，也可以用結果動詞結構搭配把字句結構來表達（Lue 

1955），例如「他把玻璃杯打破了」。 

 上述的討論提到，漢語主要是運用詞彙「變」和結果動詞結構來表達狀態的

改變，這兩種語法策略所傳達的是兩個狀態的轉換，如果當要表達兩個狀態之間

逐漸轉換的概念時，常運用的句型是‘越…越…’， 藉由副詞修飾形容詞（呂叔

湘 1992，張靜 1994，張志公 2001）。表達形體逐漸改變的句型有三種策略：「越

來越 Y（形容詞）」例如：他越來越胖，來表達一個人的體態越來越擁腫的概念；

由此衍生出另一種句型，「越 X（動詞）越 Y」，例如，他越長越胖；「逐漸變 Y」，

例如，他逐漸變胖。然而，若是描述數量增減的句型則用：「越來越多」或「越

來越少」，例如中文可以藉由「他們班級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來表達一個班級

人數由少逐漸變多的情形。簡言之，漢語中表達狀態改變和狀態的逐漸改變是運

用不同的語法策略來表達。 

在英語中，表達狀態改變可以運用兩層面的策略，分別是詞彙層面和句法層

面。以詞彙層面來說，英語部份的詞彙本身就隱含著事件的起點和終點，可以傳

達事件兩個狀態的轉換，例如：英文詞彙‘kill（殺死）’，傳達的語意是導致死亡

（cause to die），指某人造成另一人從有生命的狀態，變成死亡的狀態。Levin（1993: 

240）進一部將英語中可以傳達狀態改變的動詞分為五類，分別是（a）破損動詞

（Break Verbs）、（b）彎曲動詞（Bend Verbs）、（c）炊煮動詞（Cooking Verbs）、

（d）特定物體狀態變化的動詞（Verbs of Entity-Specific Change of State）、（e）

刻度狀態變化的動詞（Verbs of Calibratable Change of State）。「破損動詞」指

的是完整物體的狀態變化，例如：破掉（break），爆裂（crack），粉碎（shatter）

等（Levin1993: 245）。「彎曲動詞」指的是物體的形狀改變但不影響物體的完

整性，例如：彎曲（bend），對折（crease），皺褶（fold）等（Hale & Keyser 1987）。

「炊煮動詞」指的是用不同的方式來炊煮東西，例如，烹煮（cook），烘烤（b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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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沸（boil）（Levin1993: 245）。「特定物體狀態變化的動詞」指的是用來描述

特定的物體的狀態變化，在所使用的名詞論元上會特別限定，例如：開花（bloom），

損害（corrode），腐壞（rot）（Levin1993: 245）。「刻度狀態變化的動詞」指

的是他們用刻度來描述物體狀態變化，那個物體本身是可測量，例如：像氣球般

的膨脹（balloon），逐漸上升（climb），高飛（soar）（Levin1993: 248）。 

在句法層面，在表達狀態改變時可以使用表達致使事件（event of causation）

的句法策略來表達，致使事件指的是由兩個獨立卻相關聯的次事件所組成。

（Grimshaw 1990；Jackendoff 1990；Levin & Rappaport 1995；Pustejovsky 1995； 

Wunderlich 1997；Talmy 2000）。第一個事件為致使事件（causing event），呈現

一個可以導致過渡或狀態變化的活動或過程，第二個次事件為結果事件

（resultative event）（Tang & Yang 2007）。根據致使的緣由，狀態改變的事件又

可分為內部致使（internal causation）與包含主事者的外部致使（external causation），

如例（1）和（2）所示，例（1）是屬於內部致使的狀態改變，句中並沒有指出

造成球滾進房間的主事者。例（2）是屬於外部致使的狀態改變，句中清楚指出

造成球滾進房間的外部致使事件是 The man rolled the ball（這男人滾這顆球）。 

 

（1）The ball rolled across the room. 

 

（2）The man rolled the ball across the room. 

 

 

然而，不同於表達狀態改變的語法策略，英文在描述狀態逐漸改變時，會運

用其他語法策略來表達。舉例來說，當要表達形體漸進式地增減時，則是用到

more and more 或 less and less 來表達，例如，表達一個女生越來越漂亮的概念，

英文會說，She becomes more and more beautiful. 若是表達一個女生越來越不美麗，

英文則會說，She becomes less and less beautiful. 至於事物數量多寡則是用到

decrease 或 increase 的修辭，例如，要表達違法移民到台灣的人數逐漸減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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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可以用 Number of illegal immigrants in Taiwan has decreased.表達；相反地，表

達違法移民到台灣的人數逐漸增加，則改成 Number of illegal immigrants in 

Taiwan has increased. 

上述的討論中指出，漢語和英語在表達狀態改變和狀態逐漸改變，是運用不

同的語法策略來表達。在目前手語的研究中，關於視覺語言如何表達狀態逐漸改

變的研究較少，賴薇心（2013）研究台灣手語如何表達狀態改變的概念，但是其

研究的面向著重在兩個狀態的過渡現象，並沒有進一步探討兩個狀態的漸進式過

渡的現象。Tang & Yang （2007）以香港手語為例，從較廣的視角來研究，將造

成狀態改變的致使原因也納入考量，來研究香港手語如何表達致使概念

（causation）。下一單元中將進一步介紹目前手語相關的研究。 

 

1.3 手語中狀態改變 

在手語的研究中，關於 如何運用手勢動作來表達事物狀態改變的研究並不

多，且大部分的文獻著重在是事物兩狀態間的過渡，甚少談到兩狀態間過渡的歷

程。本單元介紹關於手語如何表達狀態改變的概念，藉由這樣的介紹讓讀者了解

手語使用者如何運用手勢動作在手語空間中表達狀態改變`，以區隔與狀態逐漸

變化的差異。 

最早探討手語中關於狀態改變的討論，主要是關於致使概念的討論，狀態改

變的概念和致使概念兩者的差異在於，狀態改變的概念著重的視角在於一事物的

兩狀態之間的過渡，而致使概念討論的範疇較廣，除了討論將一事物的兩狀態之

間的過渡，也將造成事物狀態改變的成因，即致使成因也納入討論範圍。關於手

語致使概念的表達，最早討論的學者是 Kegl（1985, 1990），Kegl（1990）從美

國手語的研究中提出人為操弄類之分類詞（handling classifiers）會標記致使的概

念。    

Tang & Yang（2007）提到香港手語有兩種方式表達致使概念：（a）詞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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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詞組。關於詞彙的致使概念，很多分析說明在致使事件中操弄分類詞與致

使謂語有關聯（Supalla 1982；Schick 1990; Kegl 1990; Kau& Tang 2001; Lau 2002; 

Benedicto& Brentari2004），這種詞彙的致使概念，詞彙的本身除了呈現致使概念，

亦同時包含了結果，這類的謂語可藉由操弄分類詞與身體部位分類詞（bodypart 

classifer）來呈現，例如香港手語‘爸爸把棍子折斷’的例句中，詞彙‘斷’本身包含

了致使概念與結果。若致使謂語不包含狀態改變時，致使謂語後面需要伴隨一個

狀態謂語，例如香港手語‘一個女人把一張紙撕成條狀’的例句中，包含了動作謂

語帶有操弄分類詞語意的‘撕’，以及大小形狀分類詞代表物體被撕後的狀態。 

  誠如先前介紹的，致使概念與狀態改變最大的差異，在於對於一事件的攝取

視角，致使概念除了包含了狀態改變之外，還包含了導致狀態改變的致使者，而

狀態改變則是較為著重在兩個階段的過渡。賴薇心（2013）研究台灣手語狀態改

變的情形，根據手語使用者的表達方式，提出四種表達策略，解釋台灣手語事物

由「狀態 1」變到「狀態 2」的情形。第一種策略，以詞彙‘破’來呈現其結果。

第二種策略，藉由手形變化來呈現，第三種策略，詞彙加上結果補語，第四種策

略，詞彙結合結果補語。我們列舉兩種較單純的策略說明狀態變化的呈現方式。

第一種策略，以‘小女孩掉下來，抓畫，結果，畫破了’的概念為例，手語使用者

以詞彙‘破’表達畫的狀態改變，說明畫由狀態 1 ─ 完整，變成狀態 2 ─ 破裂。第

二種策略，以‘雞蛋掉到地面上，破掉了’的概念為例，透過手形/零/作為雞蛋的

分類詞謂語，變成手形/五/，表達雞蛋由狀態 1 ─ 完整，變成狀態 2─ 破碎的情

形。總而言之，賴薇心（2013）的研究中，探討了台灣手語使用者如何表達狀態

改變的策略，並提出台灣手語中狀態改變的表達可以透過分類詞謂語，或使用相

關詞彙作為補語來表達。但是賴薇心（2013）並未進一部探討台灣手語使用者如

何表達狀態逐漸改變，因此本論文將探討形體逐漸變化與事物數量逐漸增減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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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議題 

    前面略述了中文與英文狀態變化的概念，以及中文狀態逐漸變化後的概念，

本文要探討的手語中的狀態逐漸改變，主要分為形體逐漸改變與數量逐漸增減兩

個部分探討。 

    當要描述事物的尺寸大小時，用形容詞來修飾某個事物的長短，是語言中最

常見的表達方式，口語通常會用形容詞‘長’或‘短’來修飾事物，手語與口語不同

的表達方式是，手語可以在形容詞的打法上做調整以傳達其程度的變化，例如‘很

短’或‘有點短’，打法分別為前者雙手手形/呂/互相靠近，手形移動的強度增強，

後者雙手手形/呂/互相靠近，手形移動速度緩慢。但要表達‘事物長度逐漸變短’

的概念時，而是透過保留原詞彙的手形，藉由另一隻手在旁邊比劃來表達，如下

例（3）表達‘鉛筆越寫越短’。 

（3）鉛筆 i  .鉛筆分類詞_寫  鉛筆分類詞 i+越來越短。 

     ‘鉛筆越寫越短。’ 

    

a.鉛筆 i                             b.鉛筆分類詞_寫 

 

c. 鉛筆分類詞 i+越來越短 

圖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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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例手語使用者依序打出詞彙‘鉛筆’，詞彙‘寫’，再打出‘鉛筆越來越短’的概

念。為什麼這時候圖 1. 2c 中右手1手形/筆/固定不動，左手在旁邊縮短手指與拇

指間距傳達逐漸變短的概念，從這例句中我們探討右手保留的手形在此扮演何功

能？左手手指間距縮短又扮演何功能？除此之外，我們發現還有其他策略可以表

達物體長度變化，如下例（4）所示。 

 

（4）頭髮 i 頭髮分類詞 i+越來越長。 

   ‘頭髮越來越長。’ 

  

a.頭髮 i    

 

b. 頭髮分類詞 i+越來越長 

圖 1. 3 

 

    表達‘頭髮越來越長’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並不打出詞彙‘長’，將雙手手形/

呂/由中央往兩側拉，也不在‘頭髮’的詞彙本身做改變，而是雙手靠在頭髮旁邊，

由上往下移到肩膀處，如圖 1.3b 所示。為什麼上例（3）保留原本詞彙手形來描

                                                      
1
 手語使用者于俊明先生為左撇子，故通常左手為其主手，右手為其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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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形體的變化，在例（4）中不保留手形即可呈現頭髮長度的變化，我們發現其

策略調整與詞彙的形成策略有關，我們發現詞彙‘鉛筆’與‘頭髮’表達物體長短的

策略不同，‘鉛筆’的造詞策略屬於「形體取代」，‘頭髮’的造詞策略屬於「實物直

指」（Mandel 1977）。因此我們在第二章會深入說明造詞策略，並探討其與形體

變化的關聯。 

  在表達事物數量逐漸增減的概念時，我們在台灣手語最常使用詞彙｀越來越

多＇或 ｀越來越少＇來表達，前者打法為手形/零/掌心朝上，往上移動，同時變

手形/五/；後者打法為手形/五/，掌心朝上，往下移動，同時變手形/萬/。然而詞

彙｀越來越多＇或 ｀越來越少＇在語法的表現上，有其特定的限制，如例句（5）

中台灣手語透過詞彙｀越來越多＇表達事物數量增減的例句。 

 

（5）張老師 i  小孩 j   教導  越來越多（打在 j 的空間位置）。 

    ‘張老師教導越來越多小孩。’ 

   

a. 張老師 i                       b.小孩 j           c.教導 

 

d. 越來越多（打在 j 的空間位置） 

圖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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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手語表達‘張老師教導越來越多小孩’的概念，手語使用者先打出詞彙‘張

老師’與‘小孩’，接著打出動詞‘教導’，最後打出詞彙‘越來越多’。這例句有兩個

有趣的現象，首先是詞彙‘越來越多’就語意來看，是修飾名詞的概念，但卻出現

在動詞‘教導’後方位置，因此我們要探討詞彙‘越來越多’在句法位置上的限制。 

除此之外，我們觀察到詞彙‘越來越多’所出現的空間位置似乎有受到限制。

如果詞彙‘越來越多’出現在手語空間的右側，與詞彙‘小孩’在空間位置做連結，

可以表達‘越來越多小孩’之意，如圖 1.4d 所示。若詞彙‘越來越多’出現的空間位

置是在手語空間的左側，則會與‘張老師’做連結，則句子會有另一種語意，表示

‘越來越多張老師輔導小孩’，此時複數的張老師的概念，則有點像是諮商委員會

的張老師，產生了另一種詮釋。如果詞彙‘越來越多’出現在手語空間的中間位置，

則聾朋友會覺得這句子不清楚，不知道所傳達的語意為何。故知，詞彙‘越來越

多’出現的空間位置是受限制的，因此我們要探討何時其空間位置會受限制？以

及詞彙‘越來越少’是否有相同的現象呢？我們將於第三章做進一步的探討。 

此外，我們發現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也有搭配動詞重覆的現象，如

下例（6）所示。 

 

（6）桌子 i 小狗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桌子分類詞 i+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小狗跳到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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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桌子 i          b.小狗        

  

c.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d.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e.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f.桌子分類詞 i+越來越多 

圖 1. 5 

 

    台灣手語表達‘越來越多小狗跳到桌上’的概念，手語使用者依序打出詞彙‘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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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與‘小狗’，接著重複打出動詞‘小狗跳’，最後打出詞彙‘越來越多’，我們發現

例句中出現動詞重複的現象，如圖 1.5c-圖 1.5e 所示。而動詞重複的現象，在手

語的研究中常見於表達時貌的概念，例如進行貌或持續貌。本例句動詞重覆的現

象傳達何種語意？動詞重覆的策略是必要還是非必要呢？另外，手語使用者將詞

彙‘越來越多’打在詞彙‘桌子’的上方，若打在其他位置是否會不合呼語法呢？上

述的議題我們將於第三章做深入的介紹。 

 

1.5 論文架構 

    論文中的架構安排為：第一章為前言。第二章台灣手語形體變化的表達，探

討不同的詞彙受造詞策略的影響，在表達形體變化時有所不同，依照其策略分為

保留原詞彙的手形作為分類詞，依附身體部位旁做變化，結合形體與外形變化表

達。第三章為台灣手語數量增減的表達，探討台灣手語中詞彙‘越來越多’的語

法限制與空間限制，以及結合動詞重覆的策略的必要性。第四章為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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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台灣手語形體變化的表達 

 

2.1 前言 

本章探討的議題為台灣手語如何表達形體的改變，主要針對單一物體的屬性

結構變化進行討論，例如物體的形狀，大小，位置等（Pustejovsky 1995）。形體

的改變，又依瞬時性（punctual）分為瞬間狀態的改變或漸進式的改變（Dowty 1979；

Vendler 1976），此章我們探討台灣手語形體漸進式變化的概念，以物體由短逐

漸變長為例，這個概念包含了兩個要素，「物體的長度」與「物體的長度由短變

長的過程」。英文與中文無法在描述中同時包含兩個概念，先以英文為例，表達

物體的長度會用‘length’的修辭，例如：The cat is 10 inch in length. （貓咪 10 英

吋長）表達物體的長度。而表示物體漸進式變化的概念時，物體屬性結構程度逐

漸增加或物體屬性結構程度逐漸減少會分別使用 more and more Y
2的修辭或是

less and less Y 的修辭，另外，Y+er andY+er 則是程度增加或減少皆可使用，如

下例（1）所呈現： 

 

（1）The cat became bigger and bigger. 

（2）The cat became smaller and smaller. 

     

例（1）與（2）的英語例句中用修辭‘Y+er andY+er’來分別說明貓咪的體積

逐漸由小變大與由大變小的概念。 

    而中文在描述物體的長度，也會直接用尺寸相關的詞彙‘公分’或‘英寸’等度

量的詞彙來表達。例如：小美身高 150 公分，呈現形體長度的概念，漢語與英文

在此處的表達方式相似，只是客觀描述物體的形體，並未呈現變化過程。若要表

                                                      
2
 在此以 Y 代指改變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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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形體逐漸變化的過程，漢語有三種句型可用來表達此種概念，分別為：（a）越

來越 Y，（b）越 X（動詞）越 Y，（c）逐漸變 Y，舉例來說，表達小美身高逐漸

變高時，可用下例（3）-（5）所示。 

 

（3）小美越來越高。 

（4）小美越長越高。 

（5）小美逐漸變高。 

 

中文和英文在表達形體變化的概念時，「形體大小」與「形體由小變大的過

程」，需用兩個句子描述，如上面例句中提到‘小美越長越高’，只提到由矮變高

的面向，並未呈現原本的高度。但台灣手語表達形體逐漸變化的策略與中文與英

文有很大的不同，台灣手語在呈現形體逐漸變化的概念時，在某些策略中可以同

時呈現此兩種概念。以表達‘鉛筆越寫越短’的概念為例。 

 

（6）鉛筆 i 寫 鉛筆分類詞 i+越來越短 

    ‘鉛筆越寫越短。’ 

  

a.鉛筆 i                            b.寫 



16 
 

 

c.鉛筆分類詞 i+越來越短 

圖 2. 1 

 

    例句（6）表達的是鉛筆一直寫，鉛筆越來越短的概念，本例句中手語使用

者先打出詞彙‘鉛筆’，如圖 2. 1a 所示，接著左手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筆/表示

‘鉛筆’的長度，將右手手形/六十/置於左手的旁邊，框出鉛筆的長度，接著，拇

指與食指的間距逐漸縮小，表示鉛筆的長度逐漸變短，如圖 2. 1c 所示。 

在圖 2. 1c 中，台灣手語同時呈現「鉛筆的長度」與「鉛筆的長度由長變短的過

程」，以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作為分類詞，表達「鉛筆的長度」，藉由另外一隻

手描述「鉛筆的長度由長變短的過程」。以分類詞作為描述物體形體的參照物是

手語相較於英文與漢語很大的差異，然而，並非所有台灣手語中的詞彙皆用分類

詞來表達形體的變化，實則台灣手語形體變化的表達受詞彙造詞策略的影響，所

以我們先介紹台灣手語的造詞策略。 

    Mandel（1977）將手語詞彙的形成方式分成四種策略：實物直指（presentable 

object），動作模擬（presentable action），形體描繪（virtual depiction），形體取代

（substituitive depiction）。第一種策略「實物直指」是純粹以手指指出想表達的

事物；第二種策略「動作模擬」則是透過身體動作模擬出想表達事物的相關動作；

第三種策略「形體描繪」是用手劃出想表達事物的輪廓；第四種策略「形體取代」

是用手形代表所想要表達的事物（張榮興 2009:57）。 

    我們發現不同造詞策略在表達形體變化的方式也有所不同。略造詞策與「形

體取代」有關的詞彙，在描述形體變化的時候，會用到保留原詞彙手形作為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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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藉由另一手描述其形體變化，如例（6）所示，而與「實物直指」有關的詞

彙，將要描述的主體以手指直指出後，直接依著身體部位旁邊做調整，描繪其形

體變化，例如表達‘頭髮越來越長’的概念，即是運用此策略。而造詞策略與「外

形描繪」有關的詞彙，在描述形體變化時，則是描述的主體與其形體的變化結合

的，例如氣球越來越小的概念即是運用到此詞彙。「動作模擬」的詞彙我們不將

其作歸類，因為其會需要表達的事物不同，而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在下面我們會

詳細說明，本章探討不同造詞策略如何表達形體變化，然而，有時候同一個造詞

策略的詞彙在表達形體變化時，也可能因為其要表達的概念不同，而有不同的表

達方式，另外，有時同一詞彙在表達形體變化時，也會有不同的呈現方式，這些

問題在本章都會一一進行探討。 

    下面章節安排如下，2.2 單元介紹形體的變化藉由保留原詞彙手形作為分類

詞來表達；2.3 單元的變化依附身體部位旁邊來表達；2.4 單元形體與外形變化結

合來表達；2.5 單元為本章結論。 

 

2.2 藉由保留原詞彙手形作為分類詞來表達 

    台灣手語表達形體變化的概念中，有一種策略為保留原詞彙的手形作為分類

詞來描述其變化，會運用此策略的詞彙通常造詞策略與「形體取代」有關。因其

構詞策略是用與真實形體相似的手形來表達某物體，藉著手形作出該物體的外觀

或樣子，如‘烏龜’，‘床’，‘飛機’等（Mandel 1977；張榮興 2009）。在表達形體

變化時，可以保留原詞彙的手形作為分類詞描述其變化。此策略又分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是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作為分類詞，分類詞表物體外形，另一手描

述其變化；第二種情況，取原詞彙全部手形作為分類詞。 

 

2.2.1 保留部分手形做分類詞 

當表達形體變化時，若詞彙形成的造詞策略為「形體取代」，其描述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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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如下：手語使用者先打出要描述的詞彙後，保留原本詞彙的部分手形作為分

類詞，代指指稱物的大小或形狀（Sutton-Spence & Woll 1999），另外一隻手置於

分類詞旁，變化手形或位置移動以描述指涉物形體的變化。我們以下例（7）做

說明。 

 

（7）鉛筆 i .鉛筆分類詞+寫 鉛筆分類詞 i+鉛筆的長度_越來越短 

    ‘鉛筆越寫越短。’ 

 

  

a.鉛筆 i                           b.鉛筆分類詞_寫 

 

c. 鉛筆分類詞 i+鉛筆的長度_越來越短 

圖 2. 2 

 

    台灣手語表達‘鉛筆越寫越短’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打出‘鉛筆’的詞彙，

台灣手語中‘鉛筆’是複合詞，由‘無顏色’和‘鉛筆’所形成的複合詞，首先先指牙齒，

表示‘無顏色’的概念，接著右手手形/筆/，掌心向下，在胸前模擬筆寫字的動作，

表示詞彙‘筆’（如圖 2. 2a），接著右手保留原詞彙‘鉛筆’的部分手形手形/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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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詞，在另一手模擬寫字的樣子，表示用鉛筆寫字（如圖 2. 2b），最後右手

仍舊保持原詞彙的部分手形手形/筆/，作為‘鉛筆’的分類詞，表示「鉛筆的長度」，

接著左手放在右手旁，比出右手中指的長度（手形/六/），框出物體的長度，接

著左手的拇指漸漸往前移動，與食指指尖相觸（手形/雞/），表示「物體的長度

由長逐漸變短的過程」（如圖 2. 2c），例句說明台灣手語呈現形體變化，可同時

呈現「物體長度」與「長度逐漸變化過程」兩要素。 

    詞彙‘鉛筆’ 為複合詞，由詞彙‘無顏色’與詞彙‘筆’所構成的，其造詞策略為

「形體取代」，以手形/筆/取代鉛筆本身的形體。表達形體變化的概念時，因為

其形體原本就已架構好了，所以直接沿用，以右手手形/筆/作為分類詞，表示物

體的外形長度，長度變化的概念則透過左手呈現，藉由左手手形變化呈現物體外

形由長逐漸變短過程，然而右手‘鉛筆’的分類詞本身並未有任何的改變。 

    在描述‘鉛筆＇形體由長逐漸變短的概念，並非調整分類詞本身的手形，像

是在手形/筆/的長度，速度，大小，或強度做變化，而是透過另一隻手的手形變

化來呈現形體的逐漸改變，因此另一隻手出現的空間位置也很重要，必須緊依分

類詞而出現，否則會不合語法。 

    介紹完形體逐漸變化的表達後，下例我們要看到同樣的詞彙在描述狀態變化

的表達方式有何不同，以‘鉛筆變短’的概念為例做說明。 

 

（8）鉛筆 i  鉛筆的外形_由長變短 

   ‘鉛筆變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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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鉛筆 i                            b. 鉛筆的外形_由長變短  

圖 2. 3 

    表達‘鉛筆變短’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打出詞彙‘鉛筆’（如圖 2. 3 a），接

著，接著打出手形/六/變手形/像/，透過手形變化強調物體長度由長變短 （如圖

2. 3 b）。例（7）‘鉛筆越來越短’與例（8）‘鉛筆變短’最大的差異在於表達物體長

度變化的部分，前者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表示物體的外形，形體變化則藉由

另一手描述，且因為說明形體逐漸變化，故會以緩緩的速度呈現變化的過程；而

後者不保留原詞彙的手形，強調由手形/六/變手形/像/，表示物體長度由長變短

的結果，強調面向著重在「狀態 1」─長變「狀態 2」─短，並未呈現狀態逐漸變

化的過程。 

    介紹完形體變化藉由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做為描述物體外形的依據後，

我們進一步討論方式（manner）併入動詞表達時貌3（aspect）（Emmorey 1996；

Klima & Bellugi 1979； Liddell 2003；Sutton-Spence & Woll 1998）運用在表達形

體變化的概念，以‘（他）小口小口地吃香蕉，香蕉越來越短’以及‘（他）大口大

口地吃香蕉，香蕉越來越短’為例，測試不同的方式在表達形體變化有何差異。 

 

 

                                                      
3
 手語中的時貌（aspect）與中文的時貌不同，中文時貌如‘了’/‘著’/‘過’接於動詞後方，

作為標記事件的時貌記號（Li & Thompson 1981），例如，他去過日本，表示‘去日本’的事件他

經驗過至少一次。手語時貌意指改變動詞本身的移動方式，如調整方式（manner）與程度（degree）

的大小（Klima & Bellugi 1979），例如詞彙‘胖’打法為雙手手形/同/置於身體兩側，而‘很胖’

則將修飾詞的概念併入詞彙，雙手手形/同/向外拉的強度增強（劉曉梅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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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香蕉 i 小 香蕉分類詞 i+吃  香蕉分類詞 i+香蕉的長度_段一段減少  香蕉分類詞 i_吃 

‘（他）小口小口地吃香蕉，香蕉越來越短。’ 

   

a.香蕉 i             b.小             c.香蕉分類詞 i+吃 

   

d. 香蕉分類詞 i+香蕉的長度_段一段減少     e.香蕉分類詞 i_吃          

圖 2. 4 

 

    台灣手語表達‘（他）小口小口吃香蕉，香蕉越來越短’的概念時，手語使用

者先打出‘香蕉’的詞彙，以右手手形/兄/，掌心向內，左手手形/拳/，左手朝右手

中指反覆向下移動（如圖 2. 4a），接著打出詞彙‘小’（如圖 2. 4b），接著保留原

詞彙的部分手形，以右手手形/兄/作為‘香蕉’的分類詞，置於嘴巴前，表示吃香

蕉的語意，與前面合起來有小口地吃香蕉的語意（如圖 2. 4c），右手保持‘香蕉’

的分類詞─手形/兄/，模擬香蕉外形長度，左手手形/像/，掌心向下，左手置於右

手旁，並左手漸次下移，臉部表情呈現吃東西貌，表示‘香蕉一段一段被吃掉，

逐漸減少’的語意（如圖 2. 4 d），接著再一次打出 ‘吃香蕉’的動作（如圖 2. 4 e）。  

詞彙‘香蕉’同時運用到「形體取代」與「動作模擬」兩種造詞策略，手形/

兄/取代香蕉本身細長的形體，而另一隻手則是模擬人對香蕉剝皮的動作。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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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長度逐漸變短的概念時，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以右手手形/兄/作為分

類詞，表示「香蕉的外形長度」，透過右手手形/像/逐漸下移表達香蕉一段一段

的減少，呈現「香蕉的長度由長逐漸變短的過程」概念，如圖 2. 4 d 所示。表達

‘香蕉＇長度逐漸變短的概念，並非在分類詞的手形直接做變化，而是借用另一

隻手輔助，框出物體的量減少的範疇，手形/像/緊依分類詞逐漸下移，來呈現物

體長度一點一點減少的過程。同樣的概念，台灣手語關注的是，物體如何減少的

面向，但漢語則著重於事物剩下的面向─香蕉的長度「越來越短」。 

例（9）台灣手語表達形體變化的概念，融入改變動詞的移動方式表達時貌

的策略（Emmorey 1996；Klima & Bellugi 1979； Liddell 2003；Sutton-Spence & 

Woll 1998），表達‘（他）小口小口吃香蕉，香蕉越來越短’的概念時，手語使用

者臉部表情放鬆，動作緩慢，藉由物體一點一點減少，呈現小口小口吃的概念，

一個例句同時包含了「修飾詞融入動詞」與「物體長度由長逐漸變短」兩種要素

（如圖 2. 4 d），而漢語則需要用兩個句子才能表達完整地語意。 

    同樣表達香蕉長度由長逐漸變短的概念時，因為方式的不同，故表達物體變

化的方式也略有不同，以例句‘（他）大口大口地吃香蕉，香蕉很快地變短’作說

明。 

（10）香蕉 i 香蕉分類詞 i+香蕉的長度_瞬間變短_（快速移動）  

      香蕉分類詞 i+吃_（動作誇大） 

‘（他）大口大口地吃香蕉，香蕉很快地變短。’ 

  

a.香蕉 i            b.香蕉分類詞 i+香蕉的長度_瞬間變短_（快速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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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香蕉分類詞 i+吃_（動作誇大）  

圖 2. 5 

 

    台灣手語表達‘（他）大口大口地吃香蕉，香蕉很快地變短’的概念時，先打

出‘香蕉’的詞彙（如圖 2. 5 a），接著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右手手形/兄/作為

‘香蕉’的分類詞，取代「香蕉本身的形體」，左手手形/六/置於‘香蕉’的分類詞旁，

透過手指間距框出香蕉原本的長度，瞬間由手形/六/變手形/雞/，表示「香蕉的

長度由長瞬間變短」的概念，以表達大口吃故快速變短之意，臉部表情同時做吃

東西貌，表示‘整條香蕉被吃掉了’的語意（如圖 2. 5 b），最後將打出‘香蕉’的分

類詞─手形/兄/放在嘴巴前，臉部表情急促，表示 ‘大口吃香蕉’的語意（如圖 2. 5 

c）。 

    例（9）中打出詞彙‘小’來修飾動作，表達小口小口地吃香蕉的語意，而例

（10）直接將方式併入動詞呈現，表達大口大口地吃香蕉的語意；例（9）表達

物體長度由長逐漸變短，是左手緊依表物體外形的手形，左手漸次下移，而例（10）

表物體長度由長瞬間變短，則是左手依著表物體外形的手形，改變左手手形。 

台灣手語表達‘他大口大口地吃香蕉，香蕉很快地變短’的概念時，並不著重

在呈現字面意義，強調嘴巴張大，一大口一大口吃香蕉的臉部表情，而是將其概

念轉化狼吞虎嚥快速吃東西的概念，重點放在吃香蕉的事件，包含開始吃前的「香

蕉長度完整」與吃的過程「物體長度由長瞬間變短的過程」兩個要素（如圖2. 5b）。

台灣手語因為將方式併入動詞，故一個句子即可表達完整語意，在漢語中同樣的

概念卻需要用兩個句子來呈現：‘他大口大口地吃香蕉，香蕉很快地變短’。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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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為呼應大口大口地吃香蕉的概念，故表達動詞‘吃’的嘴形較誇大，而上例（9）

為呼應小口小口吃香蕉的概念，故呈現動詞‘吃’的嘴形則較小。 

接下來我們看到下例關於水位增減的表達方式。 

（11）他 慢慢地 杯子 i 杯子分類詞 i+水 杯子分類詞 i+水壺分類詞 k_倒水  

     杯子分類詞 i+水位上升   杯子分類詞 i+水位滿 

   ‘他慢慢倒水入杯子，杯子裡的水漸漸滿了。’ 

   

a.他              b.慢慢地           c.杯子 i 

 

   

 d.杯子分類詞 i+水        e.杯子分類詞 i+水壺分類詞 k_倒水 

 

   

f. 杯子分類詞 i+水位上升                                  g.杯子分類詞 i+水位滿 

圖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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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手語表達‘他慢慢倒水入杯子，杯子裡的水漸漸滿了’的概念時，手語使

用者呈現一個完整的事件：有一個人緩緩地朝杯子倒水，杯中水位漸漸上升，水

滿了。手語使用者先打出詞彙 ‘他’，‘慢慢地’，‘杯子’，然後右手保留原詞彙部

分手形手形/方/，作為‘杯子’的分類詞，左手手形/三/置於耳朵旁輕晃，打出詞彙

‘水’（如圖 2. 6 d），接著左手手形/民/，掌心向外，由身體的外側朝‘杯子’的分類

詞做弧形移動，模擬倒水的動作，表示‘將壺中水倒入杯子’之意（如圖 2. 6 e），

接著右手手形/方/作為‘杯子’的分類詞，左手手形/手/由下緩緩上移，表杯子中水

位逐漸上升，由圖 2. 6 e 朝杯中倒水，我們可推論左手手形的位移指的是水位的

變化，而非分類詞‘杯子’本身的變化（如圖 2. 6 f），最後將左手手形/手/置於右手

手形/方/上方朝左側一擦，表示‘杯中水位滿’意思（如圖 2. 6 g）。例句終將方式

併入動作，故除了打出詞彙‘慢慢地’外，在呈現倒水與杯中水位上升的動作皆是

緩慢地。 

    例句（11）探討‘杯中水位下降’的概念，接著我們要探討‘杯中水位上升’如

何表達，如例（12）所示。 

    

（12）他 杯子 i 水 杯子分類詞 i+喝 杯子分類詞 i+水位_下降 

   ‘他把杯子裡的水喝完。’                                

    

a.他                 b.杯子 i            c.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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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杯子分類詞 i+喝        e.杯子分類詞 i+水位_下降 

圖 2. 7  

 

   台灣手語表達‘他把杯子裡的水喝完’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依序打出詞彙 

‘他’， ‘杯子’，‘水’， 由圖 2. 7c 我們可知‘杯中有水’，接著手語使用者右手保留

原詞彙的部分手形手形/方/ 作為‘杯子’的分類詞，放在嘴巴前，表示‘喝水’的語

意（如圖 2. 7 d），接著右手/方/ 作為‘杯子’的分類詞，左手手形/六十/置於右手

旁表示「原本杯中水位的高度」，左手由手形/六十/變成手形/雞/，表示杯子中

水位的減少，呈現「杯中水位由滿水位下降至零水位的過程」的概念，由圖 2. 7d

可推論左手手形的變化，表示水位的下降，而非分類詞‘杯子’本身形體變短或變

長（如圖 2. 7 e）。 

    描述杯中水位下降的重點，在於透過左手手形變化呈現杯中液體容量由滿水

位逐漸縮減為零水位，左手手形為何並非表達水位變化的重點，左手手形/方/，

掌心向下，變成手形/萬/或是手形/方/，掌心向上，變成手形/萬/也可以表達同樣

的概念。圖 2. 7 e 若直接替換成詞彙‘完’或詞彙‘到’來表達，意義也相同。此外，

台灣手語表達圖 2. 7 e 的概念時，也可以省略‘杯子’的分類詞，直接用手形/方/

變手形/萬/，或手形/六十/變手形/雞/來表達。 

    如果表示杯中水位由滿水位縮減到剩下一半的水位，則是由手形/六十/轉成

手形/像/，下例（13）說明此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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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他 水 杯子 j 水  杯子分類詞 i+喝 杯子分類詞 j+水位剩一半 

‘他把杯子裡的水喝到剩一半。’ 

    

a.他                b.水                        c.杯子 j   

   

d.水              e.杯子分類詞 i+喝 

 

f.杯子分類詞 j+水位剩一半 

圖 2. 8 

 

    台灣手語表達‘他把杯子裡的水喝到剩一半’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依序打詞

彙 ‘他’，‘水’， ‘杯子’，‘水’，然後將左手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手形/方作為/‘杯

子’的分類詞，放在嘴巴前，表示‘喝水’的語意（如圖 2. 8 e），接著右手保留原

詞彙的部分手形手形/方/，作為杯子的分類詞，左手置於右手旁，左手手形/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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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杯中水位的高度」，左手由手形/六十/變成手形/像/，表示杯中水量減少，

呈現「滿水位的逐漸縮減至剩下一半的水位的過程」，而非分類詞‘杯子’本身形

體縮短（如圖 2. 8 f），左手也可以用手形/方/變手形/紳/表達同樣的概念，或是省

略分類詞，直接以手形變化來描述杯中水位縮減至剩下一半的概念。 

    台灣手語表達‘杯中水位的增減’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

形手形/方/作為‘杯子’的分類詞，藉由另一手置於分類詞旁位移，例如：左手手

形/六/由右手手形/方/的下方逐漸移到上方，表示「杯中水位逐漸上升的過程」；

或是透過另一手的手形變化，例如：左手手形/六/變成手形/雞/，置於右手手形    

/方/的旁邊，表示「杯中水量由滿水位的縮減至零水位的過程」，而左手手形由/

六/變成手形/像/，則表「杯中水量由滿水位的縮減至剩下一半水位的過程」。 

台灣手語表達形體變化的概念中，造詞策略為「形體取代」的詞彙，可以保

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作為分類詞，如例句（7）與例（9）-（10）中， 表達詞彙

‘鉛筆‘與‘香蕉’長度由長變短的概念時，均用到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作為分類

詞，分類詞用來代指前面所提到的指涉物的形體，本身不做任何變動，而是藉由

另一手緊臨於分類詞旁邊，改變另一手的手形或是位置移動。此時，另一手出現

的空間位置很重要，需緊鄰分類詞而出現，若非如此則不合語。     

表達形體變化的概念，佐以方式併入動詞的策略時，同一個詞彙在表達形體

變化亦有不同的打法，如例（9）與例（10）分別表達‘（他）小口小口地吃香蕉，

香蕉越來越短’與‘（他）大口大口地吃香蕉，香蕉很快地變短’的概念，前者藉由

手形的位移，表示物體由長逐漸變短，後者藉由手形逐漸變化，表示物體由長瞬

間變短的概念。 

    例句（11）-（13）中，表達‘杯中水位的增減’的概念時，均用到保留原詞彙

‘杯子’的部分手形作為分類詞，由前面的圖得知手語使用者喝了杯中水或朝杯中

倒水，故另一手的位移或手形變化表達水位的逐漸增加或減少，而非‘杯子’分類

詞的形體變大或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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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介紹保留原詞彙的全部手形，分類詞即表示所指涉的事物，與上述不

同的是直接在分類詞上做調整。 

 

2.2.2 保留原詞彙全部手形做分類詞    

    當表達形體變化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會先打出要描述的事物，再就原詞彙

的全部手形做調整以呈現形體的變化。如下例（14）。 

 

（14）花 i 花分類詞 i_越開越大 

‘花越開越大。’ 

 

a.花 i 

  

 

b.花分類詞 i_越開越大 

圖 2. 9 

     

    台灣手語表達‘花越開越大’的概念時，先打出要描述的事物─詞彙‘花’ （如

圖 2. 9 a），接著再一次由手形/零/變成手形/五/，以緩慢的動作呈現，並且將手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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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到極限，表示‘花越開越大’的語意（如圖 2. 9 b）。詞彙‘花’形成的動機為模擬

花從‘花苞’到‘盛開’的情形，前者呈現詞彙‘花’的打法，但是後者作為分類詞的功

能，保留原詞彙原本的打法做調整，藉由透過緩慢的速度，且將手形展開到極致，

以及轉換掌心的方向，來表達前面的指涉物形體變化的情形。     

    台灣手語表達‘花的形體越來越大’的概念時，保留原詞彙的全部手形作為分

類詞，藉由改變掌心方向與移動來表達其變化。因保留手形易被誤認同樣的詞彙

打兩次，因此在動詞上做變化，將成長的方式或速度等概念加進來。此外，台灣

手語也可以直接打出詞彙‘增加’來取代圖 2. 9 b 的打法，以表達花的形體變大的

語意。而不同事物在表達形體變化時，保留原詞彙的手形做變化的部分會因其形

體變化而有所不同，例如‘樹越長越高’，推論會將手臂伸長以表達樹長高。 然

而，詞彙‘飛機’的造詞策略雖然也為形體取代，但要表達「飛機的模型越做越小」

的概念，無法直接調整飛機的大小，而是打出‘小’加上‘很’的修飾語。 

 

2.2.3  小結  

    台灣手語表達形體變化的概念時，造詞策略為「形體取代」的詞彙可以用分

類詞代指指涉物，描述其形體逐漸變化的過程，但是，並非所有造詞策略與「形

體取代」有關的詞彙，例如：牛，床，飛機，在表達形體變化時，就無法直接就

原詞彙的手形做分類詞表達物體逐漸變化的情形，而是透過詞彙表達。例如，表

達‘床越變越大’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無法直接就詞彙‘床’描述其形體逐漸變大，

故打出詞彙‘大’以描述其形體的變化。 

    例（7）到例（13）說明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做分類詞，用以代指指涉物

的外形，並藉由另外一手描述其形體的變化，如例（7）到例（10）；另一種類型，

則是透過上下文得知，藉另一隻手在分類詞上做相對位置的移動或手形變化，表

示水位的變化，如例句（11）到例句（13）。例句（7）到例句（13），中，保留

原詞彙的部分手形作為分類詞，而描述其形體變化的部分是透過另一隻手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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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同時呈現「物體的長度」與「物體長度由長變短的過程」；例（14）中保留

原詞彙的全部手形做分類詞，則在同詞彙原本的打法上做調整。 

    前面的單元介紹造詞策略為「形體取代」的詞彙，可以表保留原詞彙的手形

作為分類詞，並透過另一隻手描述其形體變化。下面單元我們介紹造詞策略為「實

物直指」的詞彙表達事物外變化的方式。 

 

2.3 依附身體部位旁描述形體變化 

「實物直指」是直接以手指指出要表達的東西，例如頭髮，鼻子，眼睛在溝

通過程會出現在談話現場的物體（Mandel 1977；張榮興 2011）手語在表達形體

改變時，大致上，造詞策略與「實物直指」有關的詞彙，因其描述事物與身體部

位有關，故通常會先用手指指出要表達的物體，再取一手依附在身體部位旁藉由

位置移動或手形變化來描述形體變化，然而也有詞彙的造詞策略非「實物直指」，

但因其與身體部位有關，故在描述形體變化時，依著身體部位做描述，另外也有

造詞策略為「實物直指」的詞彙在表達形體變化時，未依著身體部位旁表達，關

於形體變化表達策略的選擇，我們會在下面做說明。   

 關於指稱事物為基礎，依著身體部位旁描述形體變化依照物品又可分為兩

種情況：（1）指稱事物與身體外部器官有關，（2）或是指稱事物被穿戴在身體部

位上。 

 

2.3.1.指稱事物與身體外部器官有關 

    手語使用者以手指指出要表達的物體，例如頭髮，鼻子，眼睛在溝通過程會

出現在談話現場的物體後，以真實身體部位為基礎，將手依附在身體部位旁藉由

位置移動或手形變化來描述形體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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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頭髮  頭髮的長度_越來越長 

   ‘頭髮越來越長。’ 

  

a.頭髮 

 

b. 頭髮的長度_越來越長 

圖 2. 10 

 

    台灣手語表達‘頭髮越來越長’的概念時，因為詞彙‘頭髮’的造詞策略為「實

物直指」，故手語使用者直接用手指指出想表達的事物─頭髮（如圖 2. 10 a），

因為頭髮本來就存在手語使用者的身上，所以在表達其長度由短變長的概念，直

接以手語使用者真實身體做基礎，雙手依著頭由耳朵的位置逐漸下移置胸前，我

們可以從移動的起點和終點推論頭髮形體的變化─由短變長（如圖 2. 10 b）。此

處的重點在於緊鄰著要描述的身體部份，藉由雙手的下移表示「頭髮長度由短變

長的過程」，雙手手形為手形/九/或手形/五/並非表達重點。 

    上例說明了頭髮長度的變化，下例（16）我們要看到頭髮厚度增加的表達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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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頭髮   頭髮的厚度_越來越蓬 

‘頭髮越來越蓬。’ 

   

a.頭髮 

 

b. 頭髮的厚度_越來越蓬 

圖 2. 11 

 

    台灣手語表達‘頭髮越來越蓬’的概念時，因為詞彙‘頭髮’的造詞策略為「實

物直指」，故手語使用者直接以手指指頭髮（如圖 2. 11a），因為頭髮本來就存

在手語使用者的身上，所以表達其髮厚度增加的概念，直接以手語使用者真實身

體做參照物，手語使用者雙手靠著頭頂，雙手同時由頭頂往兩側上方移動，即可

表達頭髮厚度的變化─越來越蓬（如圖 2. 11b）。根據觀察雙手位置的起點與移動

的終點是表達頭髮量變化的關鍵，藉由雙手的向兩側上移表示「頭髮厚度由少變

多的過程」，雙手為手形/手/或手形/五/皆可得到相同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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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身體 高 身體的高度_越來越高 

    ‘身高越來越高。’ 

  

a.身體           b.高 

 

c. 身體的高度_越來越高 

圖 2. 12 

 

    台灣手語表達‘身高越來越高’的概念時，因為詞彙‘身體’的造詞策略為「實

物直指」，故手語使用者直接用手指指出想表達的事物─‘身體’（圖 2. 12 a），

接著雙手手形/高/，打出‘高’的詞彙（圖 2. 12 b），因為身體是手語使用者的一

部分，所以表達身體高度增加的概念，直接以手語使用者真實身體做基礎，雙手

手形/紳/掌心向下，同時就著身體的雙肩上側緩緩上移置頭頂，最後雙手手臂伸

直，呈現「身體的高度逐漸增加的過程」（圖 2. 12 c）。根據觀察雙手位置的起

點與移動的終點是表達身體高度變化的關鍵，在表達時同樣的概念時，向上位移

的手形為手形/紳/或手形/九/皆能得到相同的詮釋。 

    與‘身體越來越高’相對的概念為‘身體越來越胖’，劉曉梅（2005）以時貌調

變（aspectual modulation）的角度來分析‘身體越來越胖’的概念，說明將時貌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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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動詞，透過改變動詞本身的移動方式來呈現漸進變化的概念（Emmorey 1996； 

Klima and Bellugi 1979； Liddell 2003； Sutton-Spence and Woll 1999），表達‘越

來越胖’的概念時，則是雙手手形/手/置於身體兩側，同時向外側拉開，在移動初

時緩慢，最後加速，如下圖 2. 13 所示。 

 

胖﹝調整：逐漸增加﹞ 

圖 2. 13（引自劉曉梅 2005：91） 

 

    例（17）表達‘身體越來越高’的概念也可以用時貌調變的角度來分析，然而，

時貌調變強調的是改變動詞本身的移動方式，也可呈現形容詞的變化，但時貌調

變無法說明「實物直指」的造詞策略中某些需要較精確的手形的詞彙。下面我們

介紹部分器官的變化需要較精確的手形來驗證，因為想要表達變化的手形與外部

器官的形狀有關，故需選擇精確的手形來呈現其形體，以例（18）與（19）為例

句做說明。 

（18）小木偶 鼻子 鼻子的外形_越來越長 

‘小木偶鼻子越來越長。’ 

  

a.小木偶                             b.鼻子 



36 
 

 

c. 鼻子的外形_越來越長 

圖 2. 14 

 

    台灣手語表達‘小木偶鼻子越來越長’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打出‘小’的詞彙，

接著雙手手形/守/，掌心向下，雙手置於胸前交錯上下移動，模擬操控木偶的動

作，表詞彙‘木偶’，構成複合詞‘小木偶’（如圖 2. 14a），接著左手用手直接指自

己的鼻子，表示詞彙‘鼻子’（如圖 2. 14b），最後左手手形/同/，置於鼻前，一吋

一吋的往前拉，表示‘鼻子越來越長’的意思（如圖 2. 14c）。 

    因為詞彙‘鼻子’的造詞策略為「實物直指」，故手語使用者直接以手指指鼻

子，因為鼻子是手語使用者的身體的一部分，直接存在於談話的現場，故表達鼻

子長度增加的概念，直接以手語使用者的身體為基礎，以手形/同/代指小木偶圓

柱狀的鼻子，一吋一吋向前延伸，來表示「鼻子的長度變化由短變長的過程」。

因為鼻子長度的變化涉及鼻子圓柱狀的形體，故我們可推論鼻子的形體變化的手

形需要能夠表達鼻子圓柱狀的概念的手形，透過其相關的手形的位移來表達，例

如圖中的手形/同/。 

    下面繼續說明表達形體變化時，需選擇能呈現外部器官形狀的手形。 

 

（19）黑眼圈  黑眼圈的外形_越來越大 

    ‘黑眼圈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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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黑眼圈                        b. 黑眼圈的外形_越來越大 

圖 2. 15 

 

    台灣手語表達‘黑眼圈越來越大’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以手形/手/摸頭髮

表示‘黑色’，再以手形/一/沿著眼睛畫圈，表詞彙‘眼圈’，兩者構成複合詞‘黑眼

圈’（如圖 2. 15 a），接著雙手手形/零/放在眼睛的位置，指涉前面的黑眼圈，從

雙手手形/零/變成雙手手形/同/，表示黑眼圈變大，形成‘黑眼圈越來越大’的語意

（如圖 2. 15 b）。 

    詞彙‘黑眼圈’的造詞策略為「外形描繪」，由詞彙‘黑色’與‘眼圈’所組成的複

合詞，然而，雖然黑眼圈的造詞策略並非「實物直指」，然而，因為其描述事物

與身體部位有關，直接存在於談話的現場，故表達黑眼圈範圍加大的概念時，直

接以手語使用者的臉為基礎，取一手形/零/代指黑眼圈，由手形/零/變成手形/同/

來表示「黑眼圈形體變化的過程」。黑眼圈的形體為圓形面積，是有範疇的，故

我們可推論其手形的變化，需要維持凸顯圓形的表面，故圖中由手形/零/變手形/

同/則符合此需求。例句（15）-（18）很大的差異是前者皆藉由手的位移表達物

體長度的變化，而例句（19）手的位置並未做改變，而是透過改變手形表達分佈

的範圍。 

    例（19）表達形體變化時，也是以真實身體部位為基礎去描繪形體，然而其

詞彙的造詞策略並非「實物直指」，而是外形描繪，故我們可推論若是想要表達

的形體與身體部位有關，仍會以手語使用者的身體為基礎，去描述其形體的變化。

在介紹完與身體外部器官有關的詞彙，依著身體部位旁描述形體變化的事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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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我們介紹被穿戴在身體部位上的事物，其形體變化的情形。 

 

2.3.2 指稱事物被穿戴在身體部位上 

    手語使用者以手指指出要表達的物體，例如─褲子─在溝通過程會出現在談

話現場的物體後，以真實身體為基礎，透過手依附在身體部位旁的位置移動來描

述形體變化。 

 

（20）他 身體  身體的高度_越來越高  褲子  褲子的長度_越來越短 

    ‘他身高越來越高，褲子越變越短。’ 

   

a.他               b.身體  

 

c. 身體的高度_越來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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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褲子       e. 褲子的長度_越來越短 

圖 2. 16 

 

台灣手語表達‘他身高越來越高，褲子越變越短’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打

出 ‘他’的詞彙（ 褲子的長度_越來越短 

圖 2. 16 a），接著左手手形/手/於胸前畫圈，表詞彙‘身體’（ 褲子的長度_

越來越短 

圖 2. 16 b），然後右手手形/高/，由胸前緩緩向上高舉置頭頂的高度，表示‘身

體越來越高’的概念（ 褲子的長度_越來越短 

圖 2. 16 c），接著左手拉褲子，表示‘褲子’的詞彙（ 褲子的長度_越來越短 

圖 2. 16 d），左手手形/九/置於膝蓋上方沿著大腿上移，表示‘褲子越來越短’

的語意（ 褲子的長度_越來越短 

圖 2. 16 e）。 

    關於‘他身高越來越高’的概念，除了例（17）以真實身體做基礎，描繪其形

體變化的概念以外，尚有另一種打法，即直接打出左手手形/高/，表示身高之意，

透過右手從胸前位移置頭頂，表示身體的高度逐漸增加。此處手形/高/由起點移

動到終點是表達身體高度變化的關鍵。例（17）同樣表達身高越來越高的概念，

而圖 2. 12c 中，向上位移的手形換成手形/紳/或手形/九/也可得到相同的詮釋，但 

褲子的長度_越來越短 

圖 2. 16 c 的手形直接為詞彙‘高’，所以不可改變手形。 

    表達‘褲子越變越短’的概念時，由於詞彙‘褲子’的造詞策略為「實物直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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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手語使用者先指‘褲子’的詞彙後，因為褲子穿戴於身上，所以直接在手語使用

者的真實身體作基礎，描述其形體的變化，所以將手從膝蓋上方沿著大腿往上移，

呈現「褲子長度變化由短變長的過程」。採用何種手形進行位移並非表達形體變

化的重點，不論採用手形/九/或手形/手/都不會改變其語意，此例句的重點在於

手放在指稱物旁邊做位移。 

2.3.3 小結 

台灣手語表達形體變化的概念時，造詞策略為「實物直指」的詞彙會先用實

物直指的方式呈現要描述的事物，接著以手語使用者的真實身體為基礎，透過手

的位移呈現或手形變化呈現形體變化的過程。當在表達物體長短的概念時，可從

移動的起點和終點推論其形體的變化，如例句（15）-（17）到例（20）表達‘頭

髮’與‘褲子’長短，以及‘身體’高矮的概念時，這些詞彙選用何種手形進行位移以

表物體形體變化則無特別的限定，重點在置於指稱物的旁邊做位移表達其形體的

變化。然而，部分器官則需要較精確的手形，如例句（18）表達‘小木偶鼻子越

來越長’的概念時，除了透過移動的起點和終點來推論其形體變化外，其手形有

限定，需要是能夠表達鼻子圓柱狀概念的手形，而表達例句（19）的‘黑眼圈越

來越大’的概念時，並無位置的移動，而是透過手形變化表達分佈範圍的改變。 

然而，並非所有造詞策略為「實物直指」的詞彙皆以手語使用者的真實身體

為基礎，描述其形體變化，例如，表達‘衣服越洗越縮水’的概念時，雖然詞彙‘衣

服’的造詞策略為「實物直指」卻不依真實身體做基礎表達其變化，這個例句在

下面的單元我們會介紹。此外，同一個詞彙表達其形體變化的概念時，不限定單

一表達方式，如例（17）表達‘他身高越來越高’的概念，除了以真實身體做基礎，

透過手形位移，以描繪其形體變化外，尚有另一打法為直接打出詞彙‘高’做位

移。 

    前面的單元介紹造詞策略為「實物直指」的詞彙，以實際身體為基礎表達其

形體變化。下面單元我們介紹藉由在投射空間描述以表達形體變化，因為其造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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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類型較複雜，故我們直接於下面做說明。 

 

2.4 將外形與其形體變化結合描述 

而台灣手語在表達某些形體改變時，會打出詞彙後，將外形與其形體變化結

合描述，這些事物的造詞策略主要與「外形描繪」有關連，所謂「外形描繪」指

的是用手劃出想表達事物的輪廓（Mandel 1977；張榮興 2011）我們以下面的例

句做說明。 

                                      

（21）氣球   氣球的外形_越來越小 

    ‘氣球沒氣了，氣球愈來越小。 

  

a.氣球 i                             b. 氣球的外形_越來越小 

圖 2. 17 

 

    台灣手語表達‘氣球沒氣了，氣球越來越小’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右手手形

/像/做出吹氣的動作，接著雙手手形/同/，在身前畫圈，藉著描繪出球圓圓的形

體，表示詞彙‘球’兩者組成複合詞‘氣球’ （如圖 2. 17a），最後雙手手形/五/，掌

心相對，表示氣球的外形，雙手由手形/五/變成手形/紳/，表示其變化，即‘氣球

由大變小’（如圖 2. 17b）。 

    詞彙‘氣球’的造詞策略為「動作模擬」與「外形描繪」相互搭配，藉由模擬

吹氣球的動作，以及描繪氣球的圓形的輪廓來表達‘氣球’的概念，手語使用者先

打出‘氣球’的詞彙後，在手語使用者對面空間中打出雙手手形/手/掌心相向，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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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身前，兩隻手的空間表示「氣球原本的體積」，接著雙手同時上下彎曲，藉由

壓縮雙手空間，呈現「氣球體積由大逐漸變小的過程」。 

    接著看到另外一種描述形體變化的表達方式。 

 

 

（221）他 吹泡泡 吹   泡泡的外形_越來越大 

‘他吹泡泡，泡泡越吹越大。’ 

  

a.他               b.吹泡泡  

 

c.吹 

 

d. 泡泡的外形_越來越大 

圖 2.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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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手語表達‘他吹泡泡，泡泡越吹越大’的概念時，先打出詞彙‘他’ （如圖

2. 18a），接著在右手手形/像/置於嘴巴前方，做吹氣狀，打出詞彙‘吹’，然後雙

手手形/零/置於臉前方，模擬泡泡的形體，表示 ‘吹泡泡’的語意（如圖 2. 18b），

再來右手再打出一次詞彙‘吹’（如圖 2. 18 c），最後手語使用者雙手由手形/果/向

外擴大，變成雙手手形/同/，呈現「泡泡的形體由小變大的過程」（如圖 2. 18d）。 

    詞彙‘泡泡’的造詞策略為「動作模擬」與「外形描繪」相互搭配，藉由模擬

吹泡泡的動作，以及模擬泡泡的圓球狀的形體來表達‘泡泡’的概念，在描繪‘泡泡’

形體由小逐漸變大的概念時，藉由雙手手形/果/像兩側移動變成雙手手形/同/，

表示泡泡變大的概念，兩隻手的空間表示「泡泡的外形」，藉由雙手的位移與手

形變化，呈現「泡泡體積由小逐漸變大的過程」。因為與球體有關，故例（22）

中雙手手形/同/用來表達圓球體的形體。 

    接著看到另外一種描述形體變化的表達方式。 

 

（23）貓咪  貓咪的外形_越來越大 

    ‘貓咪越長越大。’ 

 

a.貓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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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貓咪的外形_越來越大 

圖 2. 19 

 

    台灣手語表達‘貓咪越長越大’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雙手手手形/錢/，掌心

向外，分別置於臉頰旁，模擬貓咪的鬍鬚，打出‘貓咪’的詞彙（如圖 2. 19a），接

著雙手手形/手/，掌心相對，指間朝外，置於身前，雙手一吋一吋往外拉開距離，

表示‘貓咪越長越大’的意思（如圖 2. 19b）。 

    詞彙‘貓咪’的造詞策略為「外形描繪」，描繪貓咪臉上的鬍鬚，在表達‘貓咪’

形體由小變大的概念時，因為無法保留貓咪的詞彙作為分類詞，也無法以手語使

用者的身體作為基礎，去描述其形體變化，故手語使用者直接假設空間中有一隻

貓咪的形體，將表示物體與外形描述做結合，以雙手的空間表示「貓咪原本身體

體積」，接著雙手同時向兩側移動，表示「貓咪體積由小變大的過程」。例（23）

中著重在於動物身體的體積變大，故以雙手手形/手/相對，其中間的空間表體積

的大小，故我們推測也可用雙手手形/五/相對或雙手手形/九/相對，只要可以表

達出手掌間的空間作為貓咪的體積即可，同時向兩側位移，表示貓咪的形體變

化。 

    同一個詞彙表達身體不同部位形體的變化時，可能會運用到不同的形體表達

策略，例如，表達‘貓咪的鬍鬚越來越長’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打出詞彙‘貓咪’

後，接著以雙手手形/三/表達貓咪的鬍鬚，以手語使用者的臉部為基礎，由臉向

外延伸，呈現「貓咪的鬍鬚越來越長的過程」，由此例我們可推論同一個詞彙在

表達形體變化的概念不同時，會使用不同的形體變化策略。 

    上述表達形體變化中其詞彙的造詞策略與「外形描繪」有關，然而，非「外

形描繪」的造詞策略事物也會將物體與其外形變化結合描述，以下面例句（24）

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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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衣服   洗_衣服   衣服的外形_越來越小 

   ‘衣服越洗越縮水。 

    

a.衣服                  b.洗_衣服 

 

c.衣服的外形_越來越小 

圖 2. 20 

 

    手語使用者表達 ‘衣服越洗越縮水。’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實物直指打

出‘衣服’的詞彙（如圖 2. 20 a），接著雙手手形/拳/，掌心相對，交錯移動，模

擬搓洗衣服的動作，表示詞彙‘洗衣服’（如圖 2. 20 b），接著雙手手形/同/，掌

心相對，由身體的兩側逐漸向中央移動，表示‘衣服越來越小’的語意（如圖 2. 20 

c）。 

    詞彙‘衣服’的造詞策略為「實物直指」，依據 2.3 單元的介紹，造詞策略為「實

物直指」的詞彙，會依據真實身體部位作基礎，描述其形體變化，然而，台灣手

語在描述衣服的尺寸由大變小的過程時，因為直接靠在身體部位旁呈現其變化不

好呈現，為了方便，故手語使用者將形體與外形變化結合在對面空間做描述，以

雙手的間距表示「衣服原本的尺寸」，接著雙手同時向中央移動，表示「衣服尺

寸變化由大變小的過程」。此處手形的位移是表達形體變化的重點，不論相向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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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的手形為手形/紳/或手形/手/皆不改變其語意。 由例（24）造詞策略為「實物

直指」卻將形體與外形變化結合在對面空間中表達，故知並非所有「實物直指」

的造詞策略的詞彙皆以真實空間為基礎作描述，為了方便表達，也會採用其他形

體表達的策略。 

此單元表達形體變化時，說明台灣手語中造詞策略與「外形描繪」有關的詞

彙，打出詞彙後，會將外形與形體變化結合，其方式為雙手位置的移動或手形變

化，如例（21）到例（23）表達‘氣球’，‘泡泡’與‘貓咪’體積變化的概念。而「實

物直指」造詞策略的詞彙，如例句（24）表達‘衣服’尺寸變化的概念，為了方便

手語使用者呈現其概念，亦將外形與形體變化結合在對面空間描述。 

 

2.5 結論 

    台灣手語中形體變化的表達受造詞策略的影響。形體變化的表達方式分為三

種策略。第一種策略，保留原詞彙的手形作為分類詞描述其變化，通常造詞策略

為「形體取代」的詞彙以此策略表達形體的改變。第一種策略分為保留原詞彙的

部分手形，或保留原詞彙的全部手形。前者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做分類詞，指

涉物體的外形長度，形體變化則由另一隻手的手形變化或位移來表達，分類詞的

手形並未有任何的改變，變化的面向是由另一手呈現的，例如表達詞彙‘鉛筆’與

‘香蕉’的長度逐漸變短的概念；後者保留原詞彙的全部手形描述形體變化，則透

過改變原詞彙全部手形的打法來表達語意，例如表達‘花’的形體逐漸變大的概

念。 

第二種策略，形體變化依附身體部位旁邊表達。通常造詞策略為「實物直指」

的詞彙，因為與身體部位有關，故以手語使用者的身體部位為基礎，藉由移動手

的位置或改變手形表達形體變化，例如：‘頭髮’與‘褲子’長度變化，以及‘身高’

高矮變化的概念，諸如此類的詞彙表達形體變化時，手形的選擇不受形體外觀的

影響。而像‘黑眼圈’受限於物體表面的範疇，故手形選擇需呼應圓形的面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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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鼻子’受限於圓柱狀的形體，故需選擇可呈現圓柱狀的手形。然而，並非造詞

策略為「實物直指」的詞彙，皆依身體部位旁做表達，例如：‘衣服’的尺寸變化，

為了表達的便利，手語使用者會用第三種策略表達。 

第三種策略，將形體與外形變化結合做描述。通常造詞策略為「外形描繪」

的詞彙，先打出詞彙後，將形體與外形變化結合做描述，例如：描繪‘氣球’，‘泡

泡’與‘貓咪’體積變化的概念。而造詞策略為「實物直指」的詞彙，為了便於表達，

亦於投射空間描述其形體變化，如表達‘衣服’尺寸變化的概念。  

由上面的測試我們發現，同樣造詞策略的詞彙無法完全歸納到某一種表達形

體變化的策略，我們只能依照其大部分表達方式做歸納，但是在表達形體變化時，

還是會依照要表達的事物選擇策略，如，‘衣服’與‘褲子’造詞策略同為「實物直

指」，但表達形體變化時，選擇策略不同。此外，「動作模擬」的詞彙的形體變化，

我們並未歸類於任何一種造詞策略中，而是依照其要表達的形體作策略的選擇，

例如，詞彙‘猴子’的造詞策略為「動作模擬」，表達‘猴子越來越胖’的概念，會用

到第三種表達形體的策略，但是，表達‘猴子手臂受傷了，愈來越腫’的概念時，

則會用到第二種表達形體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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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事物數量增減的表達 

 

3.1 前言 

    

第二章針對單一物體的形體變化進行討論，說明形體的漸進式變化在台灣手

語的表達方式，本章則是探討台灣手語如何表達事物數量變化的概念，例如某事

物的數量由少逐漸增多，或某事物的數量由多逐漸減少。事物數量增減是個綜合

的概念，以某事物的數量由少逐漸變多為例，這概念包含了三個要素，「事物的

數量少」、「事物數量多」以及「事物由少變多的過程」。以英語為例，英文在表

達可數名詞與不可數名詞的數量多的概念會分別使用‘many’或‘much’的修辭，背

後蘊含了相較於標準值而言數量較多的概念，例如：英文的‘many bees’（很多蜜

蜂）比‘some bees’ （一些蜜蜂）多的概念（Radden & Driven 2007），然而，‘many’

或‘much’只表達了事物數量多的結果，若是表達可數與不可數的數量少的概念則

分別使用‘few’或是‘little’來表達（Radden & Driven 2007）背後蘊含有相較於標準

值而言數量較少之意。但是如果要表達事物的數量由多變少或是由少變多的過程

時，會運用其他詞彙來表達數量增減的概念，如下例（1）和例（2）所呈現： 

 

（1）Visits to the sites have increased.  

（2）Visits to the sites have decreased.  

     

    例（1）的英語例句以詞彙‘increase’來表示訪客的數量逐漸變多的概念。相

反地，當要表達訪客數量逐漸減少的概念時，會採用詞彙‘decrease’來表示。 

    而漢語在表達事物數量多寡的概念時，會使用詞彙‘多’或‘少’作為形容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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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表達背後隱含相較標準值而言較多或較少的概念（張靜 1994；高名凱 1985）。

例如‘樹上開了很多花’，我們會在心中預期一定的數量的花作為標準值，而目前

樹上的花比標準值還多，然而，此種表達方式如同英文，並未指出物體數量變化

的過程，只是主觀陳述事物的數量。若要表達具體事物數量逐漸增加或減少的過

程，漢語有三種句型可表達這樣的概念，分別是：（a）越來越多/少，（b）越 V

越多/少，（c）逐漸增加/減少，如例句（3）-（5）所示，三個例句皆是表達他買

的牙刷，數量越來越多的概念。 

 

（3）他買的牙刷，數量越來越多。 

（4）他牙刷越買越多。 

（5）他買的牙刷，數量逐漸增加。 

 

台灣手語表達複數的概念和中文與英文類似，可以用詞彙‘多’或‘少’來表達，

當打出詞彙‘多’或‘少’時，背後隱含有相較標準值而言較多或較少的概念。然而，

當要表達事物數量漸進式增減的概念，則常使用詞彙如‘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

＇，來表達數量逐漸增加或數量逐漸減少的概念。兩詞彙的打法如下圖 3.1 與圖

3.2 所示。 

     

 

越來越多 

圖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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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少 

圖 3. 2 

 

台灣手語詞彙｀越來越多＇的打法是以單手手指蜷曲掌中（手形/零/）掌心

朝上，往上移動，同時變成五指伸直張開（手形/五/），如圖 3.1 所示。詞彙｀越

來越少＇的打法是以單手五指伸直張開（手形/五/）掌心朝上，往下移動，同時

將手形轉換成手指蜷曲掌中（手形/零/），如圖 3.2 所示。除了使用詞彙｀越來越

多＇或｀越來越少＇來描述事物數量增減之外，在部份的句子中，手語使用者也

會輔以動詞重複的策略來協助傳達事物複數的概念，如例句（6）所示。 

 

（6）他 家 貓咪 生+++  越來越多 。 

‘他家的貓咪，孩子越生越多。’ 

    

a.他              b.家            c.貓咪             d.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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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越來越多 

圖 3. 3 

 

例句（6）表達的是貓咪生孩子，孩子數量越來越多的概念，本例句中手語

使用者重複打出動詞｀生＇，來表示也多次生產孩子的次數，於動詞後表達打出

詞彙｀越來越多＇，來表示這貓咪的孩子數量逐漸增加。就語法位置來說，詞彙

｀越來越多＇雖然出現於動詞「生」的後方位置，但是並不是表達生產的事件越

來越多，而是用於表達因多次生產後，貓咪孩子的數量逐漸增加的概念。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詞彙｀越來越多＇出現的手語空間位置，如圖 3.3e 所示，手語使

用者刻意將詞彙｀越來越多＇打在手語空間中的右邊，此時如果將該詞彙｀越來

越多＇改打在手語空間的左側，會變得不合乎語法。因此本章除了探討台灣手語

中如何表達事物數量漸進式增加或減少的概念之外，也將近一步探討詞彙｀越來

越多＇和｀越來越少＇的語法位置，以及手語空間位置的設定。 

下面的章節安排如下，3.2 單元介紹事物數量增減如何運用詞彙｀越來越多

＇和｀越來越少＇來表達；3.3 單元討論事物數量的增減，藉由反覆打出分類詞

謂語的方式呈現，並搭配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3.4 單元為本章結

論。 

 

3.2 藉由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來表達 

台灣手語表達事物數量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的概念時，常見的策略是運用詞

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來表達。在本單元又分兩種情形討論，第一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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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是僅用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來傳達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另一種

情形則是重覆打出動詞搭配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來表達。 

  

3.2.1. 僅用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來表達 

    台灣手語表達具體事物數量逐漸增加或減少的概念時，常使用詞彙｀越

來越多＇或 ｀越來越少＇來表達。詞彙｀越來越多＇的打法是以一手手指蜷曲

掌中（手形/零/）掌心朝上，往上移動，同時變成五指伸直張開（手形/五/）。詞

彙｀越來越少＇的打法是以單手五指伸直張開（手形/五/）掌心朝上，往下移動，

同時將手形轉換成手指蜷曲掌中（手形/零/），這兩個詞彙最大的差異在於手形移

動的方向。 

詞彙｀越來越多＇的形成動機，就手形而言，這詞彙運用兩種手形，此兩種

手形蘊含兩種概念，一方面藉由手形/零/做為開端蘊含數量少之意，轉為手形/

五/做為結束蘊含數量多之意，在手語中手指蜷曲掌中的手形，掌中空間小，可

表達數量較少的概念，例如：詞彙「少」打法即為五指蜷曲掌中，拇指微彈小指；

而手指展開的手形，掌中空間大，可表達數量較多的概念，例如：詞彙「多」打

法即為五指伸直，掌心向上，由中間向兩旁拉開。 

就移動路徑而言，這詞彙運用到「多即是向上」（MORE IS UP）的隱喻概念，

多即是向上的隱喻概念源自上-下意象圖式（UP-DOWN image-schema）（Pena 

2003），指的是垂直的來源域對應到數量的目標域，在垂直的刻度中，位置高表

示數量較多之意（Lakoff & Johnson 1980；Wilbur 1987；Taub 2001）。詞彙｀越

來越多＇的形成動機如圖 3. 4 中的概念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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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 詞彙｀越來越多＇的概念圖 

 

相反地，台灣手語詞彙｀越來越少＇的手形出現的順序和詞彙｀越來越多＇

相反，手語使用者由手形/五/掌心朝上，往下移動同時變成手形/萬/，同樣地由

手形/五/做為開端隱含數量多之意，轉為手形/萬/做為結束蘊含數量少之意。就

移動路徑而言，這詞彙運用到「少即是向下」（LESS IS DOWN）的隱喻概念，

透過空間概念來呈現，手形/五/由較高位置往較低位置移動後變成手形/萬/，表

示數量由多漸減的概念，如圖 3. 5 所示。 

 

 

 

 

 

 

 

圖 3. 5 詞彙｀越來越少＇的概念圖 

 

如果運用 Taub（2001：139）所提的多即是向上的隱喻概念，本文認為此表

格同時表達多即是向上與少即是向下相對性隱喻概念，如下面表格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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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 多即是向上 的隱喻投射（引自 Taub 2001：139） 

來源域                       目標域 

上─下範圍                   相關量的刻度                     

較高的位置                   數量多 

較低的位置                   數量少 

向上位移                     數量增加 

向下位移                     數量減少 

 

    接下來看到台灣手語如何透過詞彙｀越來越多＇與｀越來越少＇來表達事

物數量增減的概念，如例句（7）和（8）所示。 

 

（7）她 朋友 越來越少 。 

‘她的朋友越來越少。’ 

   

a.她                 b.朋友             c.越來越少 

圖 3. 6 

 

     台灣手語表達‘她的朋友越來越少’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打出詞彙 

｀她＇（如圖 3. 6a），接著兩手交握輕晃，表｀朋友＇的詞彙（如圖 3.5b），最

後由左手手形/五/，掌心向上，由上向下移動，同時將手形轉成/萬/，打出詞彙

｀越來越少＇（如圖 3. 6c）。此處藉由詞彙｀越來越少＇表達具體事物‘她的朋友’

數量逐漸減少的概念，詞彙｀越來越少＇的打法運用到少即是向下的隱喻，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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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垂直空間領域對應到抽象的數量領域，手形/五/由較高位置往較低位置移動後

變成手形/萬/，表示數量由多漸減的概念。在這句子中藉由｀越來越少＇表達朋

友數量的逐漸減少的概念。接下來我們看到事物數量增加如何藉由詞彙｀越來越

多＇表達數量增加的概念。 

 

（8）參加 比賽 人 越來越多 。 

‘參加比賽的人逐漸增加。’ 

   

a.參加             b.比賽           c.人    

 

 

d.越來越多 

圖 3. 7 

 

    台灣手語表達‘參加比賽的人逐漸增加’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雙手手形/一/，

掌心向內，雙手於胸前交錯做順時針的旋轉，打出詞彙‘參加’（如圖 3. 7 a），接

著雙手手形/男/，掌心相對，雙手於胸前相觸摩擦，表示‘比賽’的詞彙（如圖3. 7b）。

接著，打出‘人’的詞彙（如圖 3. 7 c）。最後右手手形/果/，掌心向上，左手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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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掌心向上，左手穿過右手由下往上移動，左手變手形/萬/，表詞彙‘越來越

多4
’（如圖 3. 7 d）。此處運用｀越來越多＇描述名詞詞組‘參加比賽的人數’。 

    此處藉由詞彙｀越來越多＇表達具體事物‘參加比賽的人的數量’逐漸增加

的概念，詞彙｀越來越多＇的打法運用到多即是向上的隱喻，具體的垂直空間領

域對應到抽象的數量領域，手形/零/由較低位置往較高位置移動後變成手形/五/，

表示數量由少漸增的概念，藉由詞彙｀越來越多＇呈現人數逐漸增加的過程，說

明參加比賽的人漸漸變多。 

為了更進一步了解詞彙｀越來越多＇和｀越來越少＇出現的語法位置，我們

用及物動詞與不及物動詞所形成的句子做測試，以下例句是相關的語法位置測

試： 

 

（9）眼鏡 斷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眼鏡壞掉。’ 

   

a.眼鏡            b.斷            

                  

                                                      
4
 因為台灣手語詞彙‘花’與詞彙‘越來越多’的打法同為手形/零/，掌心朝上，由上移動同時

轉成手形/五/，故為了避免語意混淆，有時候手語使用者會打出右手手形/果/，左手手形/零/由

下向上穿過右手，轉成手形/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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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越來越多 

圖 3. 8 

 

    台灣手語表達‘越來越多眼鏡壞掉’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雙手手形/錢/，雙

手置於眼睛的部位，表詞彙‘眼鏡’（圖 3. 8a），接著雙手手形/拳/，雙手相觸後向

外翻開，表‘斷’的詞彙（圖 3. 8b），最後右手手形/零/，掌心向上，向上移動變手

形/五/，表詞彙｀越來越多＇ （圖 3. 8c）。 

    在例句（9）中 ‘壞’作為不及物動詞，此句中只出現一個名詞詞組論元，故

知句尾的詞彙｀越來越多＇是用來修飾主詞的主詞補語，並非作為修飾動詞‘壞’

的副詞。此外，我們也觀察到詞彙｀越來越多＇除了可以出現在動詞後方的語法

位置之外，也可以出現在所修飾名詞的旁邊，如例句（10）和（11）所示。 

 

（10）眼鏡 越來越多 斷 。 

    ‘越來越多眼鏡壞掉。’ 

 

（11）？越來越多 眼鏡 斷。 

 

    上述兩例句中指出詞彙｀越來越多＇可以出現在名詞｀眼鏡＇後方的位置，

作為修飾名詞組數量變化的形容詞。如例句（11）所示，如果詞彙‘越來越多’出

現在名詞｀眼鏡＇的前方位置，許多聾朋友會覺得是依照漢語語序來表達，而非

自然手語的表達方式。由於詞彙｀越來越少＇跟詞彙｀越來越多＇的功能一樣，

只是語意相反，因此得知詞彙｀越來越少＇在語法位置的限制與詞彙‘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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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在例句（9）-（11）中，我們得知在不及物動詞所形成的句子中，詞彙｀

越來越少＇和｀越來越多＇可以出現在所修飾名詞的後方位置，也可以出現在動

詞後方，作為主詞補語。接下來，我們將進一步檢驗詞彙｀越來越少＇和｀越來

越多＇出現在及物詞所形成的句子時，兩詞彙的語法表現，如以下例句（12）所

示。 

     

（122）人 i   張小姐 j   見 i→j   喜歡 越來越多（打在 i 的空間位置）。 

    ‘越來越多人喜歡張小姐。’ 

   

a. 人 i          b. 張小姐 j 

     

c.看 i→j             d.喜歡             e.越來越多（打在 i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 

圖 3. 9 

 

    台灣手語表達‘越來越多人喜歡張小姐’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將詞彙‘人’打

在右邊（如圖 3. 9 a），詞彙‘張小姐’打在左邊：雙手手形/一/，劃出紙張方形的

形狀，接著左手手形/女/，掌心向內，左右輕搖（如圖 3. 9 b）。在台灣手語中，

動詞‘喜歡’是屬於普通動詞，無法透過調整動詞形式傳達語法關係，因此本例句

中使用助動詞‘見’來協助指出語法關係。助動詞‘見’與呼應動詞的功能一樣，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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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改變移動位置來表達主詞與受詞的呼應關係（Smith 1989, 1990），動詞移位的

起點是句中主詞所在的位置，移位的終點是受詞所在的位置（戴浩一&蘇秀芬

2006）。表達助動詞‘見’時，左手打出手形/女/作為‘張小姐’的分類詞，右手手形/

二/，掌心向下，打出助動詞‘見’
5。助動詞的移位路徑，是從手語空間的右邊移

向左邊，即從名詞‘人’所在的空間位置移動至名詞‘張小姐’所在的空間位置，透

過動詞的移位路徑，我們可以得知名詞‘人’是句子的主詞，名詞‘張小姐’是句子

的受詞（如圖 3. 9c），接著左手手形/呂/，在臉頰輕劃，打出‘喜歡’的詞彙，表示

‘越來越多人喜歡張小姐’（如圖 3. 9d）最後，右手在右邊打出詞彙｀越來越多＇，

表示‘人’的數量由少逐漸變多（如圖 3. 9 e）。 

    就語法位置而言，主詞和受詞皆出現在動詞前方的位置，詞彙｀越來越多＇

所出現的語法位置則是在動詞的後方。另外，就詞彙｀越來越多＇所出現的空間

位置而言，｀越來越多＇所出現的空間位置在手語空間的右邊而非左邊，即名詞

‘人’所設定的空間位置。如果詞彙｀越來越多＇打在手語空間的左邊，與名詞‘張

小姐’所在的空間位置做連結，則不合語法。換言之，詞彙｀越來越多＇可以運

用手語空間的設定，與所要描述的名詞組作連結，也因為這樣的空間連結的策略，

讓詞彙｀越來越多＇不需要出現在所修飾名詞的前方或後方的語法位置，只要空

間位置正確，所出現的語法位置較為自由，。 

 

（13）？越來越多（打在 i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人 i    張小姐 j  看 j→i   喜歡   。 

 

（14）人 i 越來越多（打在 i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   張小姐 j  看 j→i   喜歡   。 

     ‘越來越多人喜歡張小姐。’ 

 

                                                      
5
 此「助動詞」指的是輔助普通動詞標示呼應關係的呼應輔助標記，與一般口語所稱的「助動詞」

不同，其他呼應輔助標記參見戴浩一&蘇秀芬（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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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 i    張小姐 j  看 j→i   越來越多（打在 i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 喜歡 。  

 

（16）*人 i    張小姐 j  越來越多（打在 i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看 j→i   喜歡   

     ‘越來越多人喜歡張小姐。’ 

 

上述四個例句中，詞彙｀越來越多＇所出現的空間位置，皆是與名詞‘人’所

在的空間位置相同。從例句（13）和（14），我們可以得知，當詞彙｀越來越多

＇出現在所修飾名詞組旁邊時，詞彙｀越來越多＇傾向出現在名詞的後方的位置，

因為聾人習慣先看到事物再描述其數量變化的情況。例句（15）指出，詞彙｀越

來越多＇不能出現在助動詞和動詞之間的位置，但是可以出現在動詞後方的語法

位置。例句（16）說明詞彙｀越來越多＇，隔了一個名詞組修飾，在表達時容易

感到打岔，故聾人不用此打法。指出上述例句（13）-（16）皆是運用詞彙｀越

來越多＇來表達作為主詞的名詞，數量增加的情形，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關於運用

詞彙｀越來越多＇來修飾作為受詞的名詞，其數量增加的情形，如例句（17）所

示。 

 

（17）張老師 i  小孩 j   教導  越來越多（打在 j 的空間位置）。 

    ‘張老師教導越來越多小孩。’ 

   

a. 張老師 i                       b.小孩 j           c.教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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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越來越多（打在 j 的空間位置） 

圖 3. 10 

 

    台灣手語表達‘張老師輔導越來越多小孩’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名詞‘張老師’

打在左邊：先打出詞彙‘張’，接著右手手形/六/，掌心向下，食指上下輕晃，表

示‘老師’。接著名詞‘小孩’打在右邊：雙手手形/五/左右微晃，掌心向前，模擬小

孩手揮動的樣子。接著手語使用者面向右邊，打出動詞‘教導’，同時手語使用者

眼神注視著手語空間的右側，由此可以得知名詞‘張老師’是句子的主詞，而名詞

‘小孩’是句子的受詞，表示「張老師輔導小孩」。最後在手語空間的右邊打出詞

彙｀越來越多＇，與名詞‘小孩’所設定的空間位置建立起連結，藉此表示小孩的

數量逐漸變多之意。 

就詞彙｀越來越多＇的語法位置而言，` 越來越多＇並非出現在所修飾的名

詞旁，而是出現在動詞的後方位置。就詞彙｀越來越多＇的手語空間位置而言，

｀越來越多＇是打在手語空間的右邊，而這空間位置是名詞‘小孩’所設定的位置。

換言之，詞彙｀越來越多＇運用空間位置的連結關係，與所要修飾的名詞相連結。

此時，如果將詞彙｀越來越多＇打在手語空間的左邊，則會變成不合語法。我們

也觀察到，只要詞彙｀越來越多＇與句子中受詞的手語空間位置建立起連結，｀

越來越多＇也能出現所修飾的名詞旁。 

 

（18）張老師 i  小孩 j （打在 j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 教導 越來越多。 

    ‘張老師教導越來越多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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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張老師 i   越來越多（打在 j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 小孩 j   教導 。 

 

    例句（18）和（19）中，我們發現當修飾句子中受詞時，詞彙｀越來越多＇

可以出現在所修飾的名詞旁，但是傾向出現在名詞的後方位置。如例句（19）所

示，當詞彙｀越來越多＇出現在名詞‘小孩’前方的位置時，會讓句子變得不合語

法，甚至誤以為詞彙｀越來越多＇是在修飾前方的名詞‘張老師’。 

本單元中介紹了台灣手語中事物數量增減的表達方式，根據我們的觀察，台

灣手語使用者常使用詞彙｀越來越多＇和｀越來越少＇來描述事物數量的變化。

在構詞上，這兩詞彙分別用了「多即是向上」和「少即是向下」隱喻概念，藉由

手形往上移動傳達數量的增加，手形往下移動傳達數量的減少。在語法上，當句

子中涉及一個以上的論元時，例如及物動詞所形成的句子，表達詞彙｀越來越多

＇或‘越來越少’時，需要調整所打的空間位置，必須打在與所修飾名詞組相同的

手語空間位置，才能獲得正確的詮釋。當所表達的空間位置正確時，詞彙｀越來

越多＇或｀越來越少＇時能出現的語法位置較為自由，常見的位置如所修飾名詞

後方的位置，如例句（14）。此外，我們也觀察到，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

越少＇可以不需要出現在緊鄰在所修飾的名詞旁，而是出現在動詞詞組後方的位

置，如例句（12）與（17）所示。下面的單元說明表達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可

透過動詞重覆搭配詞彙｀越來越多＇ 或｀越來越少＇。 

 

3.2.2 同時運用動詞重覆與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表達 

    在手語中的研究中常指出，手語的動詞可以調整形式來傳達特定的語法訊息，

例如透過調整移位路徑來指出語法關係、透過重複打出動詞傳達進行貌或持續貌

的概念（Fischer & Gough 1978；Supalla & Newport 1978；Klima& Bellugi 1979）。

舉例來說，美國手語辭彙‘看著’打法為單手手形/二/由眼睛向前，如圖 3. 11 a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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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然而當要表達‘連續看著’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重複打出詞彙‘看著’，並將

動作調整為小且短促的反覆的移動，如圖 3. 11 b 所示。 

 

  

a.看著                            b.不斷看著 

圖 3. 11 美國手語重覆作為時貌的標記（Liddell 1980：45） 

 

    動詞重複的現象，除了用來表達特定的時貌訊息之外，也可以用來表達複數

的概念，將複數的概念呈現在動詞上（Meir& Sandler 2008）。根據我們的觀察，

台灣手語在表達事物數量的增減時，除了使用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

來表達具體事物的數量增加與減少的概念，也可以同時搭配動詞重複的策略來傳

達複數的概念。我們以下面的例（20）來說明。 

     

（20）他 家 貓咪 生孩子+++ 越來越多 。 

‘他家的貓咪，孩子越生越多。’ 

    

a.他              b.家            c.貓咪             d.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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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越來越多 

圖 3. 12 

 

    台灣手語表達‘他家的貓咪，孩子越生越多’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打出‘他’

（圖 3. 12a），接著雙手手形/手/，模擬房子屋頂的形體，表示‘家’的詞彙（圖 3. 12b），

接著雙手手形/錢/，掌心向外，在臉頰旁畫圓圈，模擬貓咪的鬍鬚的形體，表‘貓

咪’的詞彙（圖 3. 12c），再接著重覆打出三次動詞‘生孩子’，藉由重覆動詞來表

達多次生育的概念，也透露出貓咪小孩是複數的概念（圖 3. 12d），最後打出詞

彙｀越來越多＇（圖 3. 12e）。 

例句（20）中，照理說應該包含兩個名詞組，分別是「他家的貓咪」和「貓

咪生的小孩」，由於透過動詞‘生孩子’隱含了「貓咪生的小孩」的概念，所以在

句子中並沒有打出受詞。例（20）中，手語使用者將手語空間區分成左邊和右邊，

手語空間的左邊是主詞的位置，而右邊是受詞的位置，因此當要表達貓咪生的小

孩數量越來越多時，手語使用者是將詞彙｀越來越多＇打在手語空間的右邊，而

非左邊＇（如圖 3. 12e）。 

就語法位置來說，由於詞彙｀越來越多＇所修飾的是貓咪所生的小孩的數量，

並非要生小孩的貓咪的數量。依據上一單元歸納的規則，詞彙｀越來越多＇只能

出現在所修式名詞組的後方，或動詞詞組後方的語法位置。因此，如果將詞彙｀

越來越多＇調整至動詞前方的位置，如例句（21）所示，該句子會變得不合乎語

法，部份的聾朋友則會詮釋為他家有越來越多貓咪生小孩，與原意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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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他 家 貓咪 越來越多 生孩子+++  

 

就動詞重複的策略而言，在例句（20）中，動詞‘生孩子’重複打了三次，但

在本例句中，是傳達複數的概念，表達孩子隨著生育次數的增加，數量也跟著增

加。但是動詞重複的策略在表達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時，並非是必要的語法策略，

如例句（22）和（23）所示。 

 

（22）？他 家 貓咪 生+++     。 

 

（23）他 家 貓咪 生   越來越多 

‘他家的貓咪，孩子越生越多。’ 

 

例句（22）中出現動詞重覆，而省略詞彙｀越來越多＇，該例句並沒有‘他

家的貓咪，孩子越生越多’的語意。例句（23）中動詞只呈現一次，同時搭配詞

彙｀越來越多＇，仍是可以得到‘他家的貓咪，孩子越生越多’的語意。換言之，

動詞重複在這事物數量概念的表達中，並非是必要的語法策略，但有加強語氣的

感覺，透過動詞的重複，傳達事件發生的次數，並協助聽話者推論相關事物數量

的增加。 

上述的討論是針對動詞重複如何與詞彙｀越來越多＇搭配，傳達數量增加的

概念，然而讓人好奇的是動詞重複的策略，是否可以用於傳達事物數量越來越少

的概念呢？請見以下例句所示。 

 

（24）他 家 貓咪 生孩子+++  越來越少 。 

‘他家的貓咪，孩子越生越少。’ 

 

（25）？他 家 貓咪 生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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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他 家 貓咪  生孩子      越來越少 

‘他家的貓咪，孩子越生越少。’ 

 

    例句（24）中，重覆動詞‘生孩子’，並搭配詞彙｀越來越少＇可以精確地傳

達‘他家的貓咪，孩子越生越少’的概念。例句（25）中，只重複打出動詞，但是

沒有打出詞彙｀越來越少＇，這個句子有其他語意的詮釋，例如他家的貓咪不斷

地生孩子。反之，如果沒有運用動詞重複的策略，而只使用詞彙‘越來越少’，還

是可以傳達‘他家的貓咪，孩子越生越少’的概念。由此可以推論之，動詞重複的

策略是用於輔助傳達事物數量逐漸減少的概念，並非是不可或缺的語法策略。以

下我們將介紹更多關於台灣手語使用者如何運用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

少＇，搭配動詞重複的策略來傳達事物數量的漸進地增加或減少。 

 

（27）他 買 買 買 牙刷 越來越多  

‘他買越來越多牙刷。’ 

   

a.他              b.買               c.買 

  

d.買               e.牙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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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越來越多 

圖 3. 13 

 

    台灣手語表達‘他買越來越多牙刷’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打出‘他’（圖 3. 13 

a），接著左手手形/錢/，右手手形/五/，左手向外伸出，同時右手向內收回，模擬

交易模式，錢出去物品進來之意，打出動詞‘買’（圖 3. 13b），接著雙手手形/錢/，

右手與左手輪流出去，又打了兩次動詞‘買’，表示金錢一直不斷地拿出去，表達

同一個人多次買東西的語意（圖 3. 13 c.d），再來，手語使用者右手手形/一/，置

於嘴巴面前，嘴唇張開露出牙齒，右手左右移動模仿刷牙的動作，表示‘牙刷’的

詞彙（圖 3. 13e）。最後，雙手手形/零/掌心向上，向上移動變成手形/五/，表示

詞彙‘越來越多’
6（圖 3. 13 f）。 

例（27）中表達‘他買越來越多牙刷’的概念，為及物動詞所形成的句子，句

中有兩個名詞詞組論元，主詞‘他’，受詞‘牙刷’，所以手語使用者重複打出動詞，

表示重複執行的事件，接著再打出動詞‘買’的受詞‘牙刷’。於受詞‘牙刷’後方打出

詞彙｀越來越多＇修飾受詞數量的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先前的例句皆是

先打出句中的名詞組，再打出動詞來說明名詞組之間的關係，例句（27）中，受

詞‘牙刷’出現的位置是在動詞後方，我們發現此時的詞彙‘越來越多’出現的語法

位置只能出現在‘牙刷’後方的語法位置，而不能出現在‘牙刷’前方的語法位置或

動詞前方的位置，分別如例句（28）和（29）所示。 

                                                      
6
 台灣手語中詞彙‘越來越多’的打法為單手手形/零/掌心向上，往上移動同時轉變成手形/五/，

在此手語使用者為了加強語氣，故用兩手打出詞彙‘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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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他 買 買 買 越來越多 牙刷。 

 

（29）*他  越來越多  買 買 買 牙刷。 

 

接著我們同樣測試及物動詞中，詞彙｀越來越多＇用來修飾受詞時，詞彙‘越

來越多’與動詞重覆搭配的情形，動詞可否只打一次，或是重覆打出動詞，省略

詞彙｀越來越多＇，茲列出對比如下： 

 

（30）？他 買 買 買 牙刷 。 

 

（31）他 買  牙刷  越來越多 

      ‘他買越來越多牙刷’ 

 

    例（30）中只出現動詞重覆，而省略詞彙｀越來越多＇，該句子會被詮釋為

他不斷地買牙刷，而沒有牙刷數量增加的確切語意。例（31）中，雖然動詞只呈

現一次，但是，詞彙｀越來越多＇修飾受詞‘牙刷’，依然可以獲得牙刷數量增加

的語意。我們將如何運用動詞重覆與詞彙｀越來越多＇與｀越來越少＇來表達事

物數量漸進式增減的概念，整理如下表格 3.2： 

 

表格 3.2 動詞重覆搭配詞彙｀越來越多＇與｀越來越少＇的概念 

 使用詞彙｀越來越多＇或｀越

來越多＇ 

不使用詞彙｀越來越多＇或｀越

來越多＇ 

重複打出動詞   

不重複打出動詞   

（X 表示這策略組合無法表達事物數量的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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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2 所示，在表達事物數量增減時，主要的策略還是運用詞彙｀越來越

多＇或｀越來越少＇來表達，動詞重複的現象並非必要的策略。此外，我們也觀

察到動詞重複策略使用的時機有所限制。Meir & Sandler（2008）指出呼應動詞

可以透過形式的調整來傳達複數的概念，她們提出兩種類型的形式調整，分別是

「多數的形式」（multiple form）和「無疑漏的形式」（exhaustive form），並指出

透過呼應動詞形式的調整來傳達的通常是受詞複數的概念，而非主詞。Meir & 

Sandler 所提的「多數的形式」的調整，換個角度來看，其實是種動詞重複的現

象，只是重複的動詞在打法上，手勢動作較小。如果參考 Meir & Sandler（2008）

的看法，我們可以假設，是否當要表達受詞的數量增減時，且動詞是呼應動詞時，

才能使用動詞重複的策略，以下我們以呼應動詞｀相信＇來檢驗這假設。 

 

（32）張老師 i 學生 j 相信+++  越來越多（打在 j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 

   ‘張老師相信的學生越來越多。’ 

  

a.張老師 i                         b.學生 j 

 

 

c.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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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越來越多（打在 j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 

圖 3. 14 

 

    台灣手語表達‘張老師相信的學生越來越多’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主詞‘張老

師’打在左邊（圖 3. 14 a），接著受詞‘學生’打在右邊：雙手手形/五/由兩側相互交

叉後變成手形/民/拉出，表示‘學生’的詞彙（圖 3. 14 b）。接著雙手手形/二/交疊

相觸，打出詞彙‘相信’，由 i 的位置向 j 的位置快速短暫的重覆打出‘相信’ （圖

3. 14 c），表示張老師相信不同的學生。最後右手在略為偏右的地方，打出詞彙

｀越來越多＇，在空間位置上與受詞‘學生’做連結，表示詞彙｀越來越多＇修飾

受詞‘學生’，表達越來越多的學生之意（圖 3. 14 d）。 

例句（32）中，名詞‘張老師’設定在手語空間的左邊，‘學生’設定在手語空

間的右邊。動詞‘相信’的移位路徑反覆地由手語空間的左邊移動至手語空間右邊

的不同位置，表示老師相信不同的學生，而不是指老師不斷地相信某位學生的語

意。詞彙｀越來越多＇是出現在動詞後方的語法位置，為了表達所修飾的是學生

的數量增加，因此將詞彙打在手語空間的右邊。有趣的是，當要表達‘越來越多

學生相信張老師’時，手語使用者傾向不將動詞重複，如例句（33）和（34）所

示。 

 

（33）張老師 i 學生 j 相信 i→j  越來越多（打在 j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 

    ‘越來越多學生相信張老師。’ 

（34）？學生 i 張老師 j 相信+++i→j 越來越多（打在 i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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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34）中，動詞‘相信’從‘學生’的所在的空間位置移向‘老師’的空間位置，

反覆的打出動詞‘相信’，不合語法，即便是將重複將動詞‘相信’的移位起點略為

調整，呈現出不同學生相信老師的概念，但是聾人還是認為打法上怪怪的。 

總而言之，要表達事物數量增減時，主要還是要使用詞彙｀越來越多＇和‘越

來越少’，且這兩詞彙所出現的手語空間位置，必須和所修飾名詞設定的空間位

置相符。動詞重複的策略只是用於輔助傳達數量增減的語意，並非主要的語法策

略，且如果句子中涉及呼應動詞時，動詞重複的策略，可以運用來表達受詞的數

量增加或減少，卻不能表達主詞的數量增減。 

 

3.2.3 小結  

    本單元討論台灣手語中事物數量增減的表達方式，手語使用者常以詞彙｀越

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來表達，在構詞上，分別用到「多即是向上」和「少即

是向下」隱喻概念，說明手形向上移動表示數量增加，手形向下移動表示數量減

少。在句法上，當句中出現一個以上的論元時，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

＇所打的空間位置需要與所修飾的名詞組做連結，才能得到正確的詮釋。當空間

位置正確後，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可以出現在要修飾的名詞後，或出

現在動詞詞組的後方。 

    除了以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表達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外，也可

以搭配動詞重覆輔助表達數量增減的概念，然而動詞重覆並非必要的語法策略。

此外，若句中動詞為呼應動詞時，動詞重覆的策略只能用來表達受詞的數量增減，

卻不能表達主詞的數量增減。 

   上面探討了非空間動詞的重覆性搭配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表達

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下面的單元我們要探討空間動詞的重覆性表達事物數量增

減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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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藉由重覆分類詞謂語來表達數量的增減 

    台灣手語的動詞可以區分成：普通動詞、呼應動詞和空間動詞。在 3.2 節中

主要介紹的是普通動詞和呼應動詞在表達事物數量增減的相關現象。本章節中介

紹與空間動詞較為相關的現象，主要是探討在靜態空間關係和動態空間關係的情

況之下，台灣手語使用者如何表達事物數量的增減。為了確切描述空間結構的概

念，我們將採用 Tamly（1985）對於一動作事件（Motion event）的分析中所提

出的要素，本節中將採用兩要素的概念，分別是主體（Figure）和背景（Ground），

主體是指為某物在空間中的移動或靜止於某處，背景則是主體在空間中移動或靜

止所參照的物體。在 3.3.1 中將探討在靜態空間的情境中如何表達事物數量的增

減，例如桌上的書本越來越多的概念；在 3.3.2 中將探討的情況擴及至動態的空

間關係中，例如越來越多小狗跳上桌子的概念。 

 

3.3.1 靜態空間概念中表達事物數量增減 

    Supalla（1982）中將表達靜態空間概念的分類詞謂語細分為靜態（stative）

或接觸性（contact）兩種，在本單元的分析中將其歸類為靜態空間概念做討論，

此種分類詞謂語在空間中是靜態的，並無移動。台灣手語中可透過在不同位置打

出靜態的分類詞謂語以表達複數，再搭配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表達

數量增減的語意。在介紹靜態空間中的事物數量增加的概念之前，我們將先介紹

靜態空間中的事物複數的呈現方式，以例句（35）為例。 

 

（35）樹 樹分類詞+花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     

     ‘樹上有很多花。’ 



73 
 

   

a.樹             b.樹分類詞+花 

 

    

c.樹分類詞+花分類詞   d.樹分類詞+花分類詞      e.樹分類詞+花分類詞    f.樹分類詞+花分類詞 

圖 3. 15 

 

    手語使用者表達‘樹上有很多花’的概念時，先打出詞彙‘樹’（圖 3. 15 a），

接著以右手手形/守/作為樹的分類詞。左手由手形/零/展開成手形/五/，打出 ‘花’，

意指‘樹上的花’（圖 3. 15 b）。‘樹’是這靜態空間關係中的背景，而‘花’則是主體，

當要表達主體在背景上方的概念時，則是分別選用合適的手形，作為主體和背景

的分類詞，並以共現結構的方式來呈現。如圖 3. 15 c-圖 3. 15f 所示，手語使用

者將作為主體的手形放依序放置於背景的上方，前方，下方，旁邊，表示花在樹

的上方，下方，前方，旁邊，藉由反覆在‘樹’的分類詞的不同位置打出‘花’的分

類詞謂語，表達‘樹上有很多花’的概念。 

    例（35）表達多數的概念，手語使用者在背景的不同空間中打出四次主體‘花’

的分類詞謂語，雖然同樣都是打出主體‘花’的分類詞，但是表達的並非同一朵花

在樹上的位置移動，也不是表示背景‘樹’的上方，前方，下方，旁邊只開了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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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而是藉由分別重複打出分類詞謂語來表達複數的概念，透過在背景‘樹’不同

空間中反覆打出主體‘花’的分類詞，表達樹上開了很多花的概念。 

    在此我們要釐清分類詞謂語的重複與動詞重覆表達的差異。在前一單元中提

到了動詞重覆的可以表達時貌的概念之外，也可以表達複數的概念，是藉由動詞

的重覆，將複數的概念呈現在動詞上。同樣地，此處的反覆在背景‘樹’的不同空

間打出主體分類詞謂語‘花’，表示花的複數概念。 

  上述例句中，手語使用者透過反覆打出分類詞謂語來呈現複數的概念，如果

要表達數量增減的概念，表達方式如例（36）所示。  

 

（36）樹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開花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開花  越來越多  

    ‘樹上的花越開越多。’ 

           

a.樹              b.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開花    c.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開花 

 

d. 越來越多 

圖 3. 16 

 

    手語使用者表達‘樹上的花越開越多’的概念時，先打出背景物體‘樹’的詞彙

（圖 3. 16 a），接著在背景上反覆打出‘開花’總共重複打出兩次‘開花’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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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兩次表示多數之意（圖 3. 16 b-c），最後再打出詞彙｀越來越多＇表示樹上

的花由少逐漸增加的語意，因為‘開花’與‘越來越多’打法相同，所以手語使用者

臉部表達作誇示狀，強調數量增加的概念（圖 3. 16 d）。 

    例（36）中詞彙｀越來越多＇是打在的空間位置是在‘樹’的分類詞的空間位

置，表示花的數量增加，而非樹的數量增加。因為在這靜態空關係中，聾朋友對

於詞彙｀越來越多＇的解讀，都是修飾空間關係中的主體，而非背景。因此根據

我們的觀察，詞彙｀越來越多＇也可以打在胸前的位置。 

    接著我們要測試，若是表達樹上的花，數量逐漸減少時，可否則將詞彙｀越

來越多＇改成詞彙｀越來越少＇，如例句（37）所示： 

 

（37）樹 樹分類詞+花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  越來越少     

     ‘樹上有越來越少花。’ 

 

    例（37）表達 ‘樹上有越來越少的花’的概念時，雖然是表達數量的減少，

但是手語使用者，仍然是重複打出分類詞謂語，然後搭配詞彙｀越來越少＇。由

此可知，例句（36）和（37）中重複打出分類詞謂語的策略，主要是表達事物複

數的概念，而事物數量的增減，主要是透過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來

傳達。 

    在本單元討論靜態空間中數量增減的表達方式，我們先看到討論複數的呈現

方式，此種涉及靜態空間概念的表達，可以藉由在手語空間的不同位置重複打出

分類詞謂語，表示不同的個體呈現在靜態空間中不同位置，此處分類詞謂語的重

複，表達是複數的概念。而若要表達數量增加或減少的概念，則是重複打出分類

詞謂語，主體分類詞所打的位置須略為不同，以呈現書複數的概念。最後再加上

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來傳達數量的增減。在靜態空間中，詞彙｀

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大都詮釋為修飾空間關係中的主體而非背景，因此這

兩詞彙所打的空間位置較不受限制。接下來 3.3.2 單元我們要探討動態空間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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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事物數量增減的表達方式。 

 

3.3.2 動態空間概念中表達事物數量增減 

台灣手語的空間結構可分為動態與靜態兩種，前者包含有主體的位移，後者

則否（張榮興 2008），本單元中我們要探討的是在動態空間結構中，如何表達事

物數量增減。表達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時，動態空間概念與靜態空間概念相近，

皆可運用重複打出分類詞謂語的方式，然後使用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

來表示。兩者的差異在於，靜態空間關係中，分類詞謂語的重複是用來傳達事物

的複數概念，而在動態空間關係中，分類詞謂語的重複是用來傳達事物數量增加

的過程，也就是造成某事物增加的事件過程。以下的討論皆分為兩部份，3.3.2.1

將探討在動態空間中如何運用重複分類詞謂語的策略，搭配詞彙｀越來越多＇或

｀越來越少＇來表示事物數量的增減；3.3.2.2 的單元中將探討另一個表達策略，

運用重覆分類詞謂語搭配結果補語來表示數量的增減。 

 

3.3.2.1 重覆分類詞謂語搭配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 

    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在動態空間關係可藉由重複分類詞謂語，搭配詞彙｀越

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來表達，重覆分類詞謂語本身可以表達複數的概念，而

搭配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則完整表達原處所或位移後處所的事物

數量增減情形。在介紹數量增減的表達方式之前，我們皆先介紹台灣手語如何表

達動態空間關係中事物的多寡，請見例句（38）所示。 

 

（38）樹 j   樹分類詞+鳥    很多    樹分類詞 j+鳥分類詞_飛（鳥分類詞移到 i）  

      樹分類詞 j+鳥分類詞_飛（鳥分類詞移到 i） 

‘很多小鳥飛到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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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樹 j          b. 樹分類詞+鳥                          c. 樹分類詞 j+很多 

 

 

d.樹分類詞 j+鳥分類詞_飛（鳥分類詞移到 i） 

   

e.樹分類詞 j+鳥分類詞_飛（鳥分類詞移到 i） 

圖 3. 17 

  

    台灣手語表達 ‘很多小鳥飛到樹上’的概念時，事件的背景‘樹’，打在手語使

用者胸前略為偏左（圖 3. 17 a）。接著打出事件主體‘小鳥’（圖 3. 17 b）。接著打

出詞彙‘很多’ 修飾前面的名詞‘小鳥’（圖 3. 17 c），主體與背景設定好位置後，

以共現結構來呈現小鳥與樹的動態空間關係，打出右手形/菜/作為事件背景‘樹’

的分類詞，左手手形/龍/作為事件主體‘小鳥’的分類詞，主體反覆由左側往右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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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移動，最後依序停留在手形/菜/的上方，前方，側邊，以表示一隻又一隻

小鳥飛到的樹的上方，前方，藉著重複打出兩次分類詞謂語位移來表達複數的概

念（圖 3. 17 d- e）。 

例（38）中，手語使用者重複打出兩次動態空間關係中的主體‘鳥’的分類詞，

由外側位移到背景‘樹’的分類詞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並非指同一隻鳥往返於

樹上，而是不同的小鳥陸續位移到樹上的不同位置，因為若是指同一隻小鳥則會

加上指示詞說明同一隻小鳥。在此藉由連續打出主體分類詞在空間中的位移，樹

上小鳥數量增加的過程。 

    不同於傳達數量多或少的表達方式，當要在動態空間關係中表達事物的數量

由多變少或是由少變多的過程，必須加上詞彙｀越來越多＇與詞彙｀越來越少＇，

如下面所列出的打法。  

 

（39）樹 j  樹分類詞+鳥   樹分類詞 j+鳥分類詞_飛（鳥分類詞移到 i）  

      樹分類詞 j+鳥分類詞_飛（鳥分類詞移到 i）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小鳥飛到樹上。’ 

  

a.樹 j           b. 樹分類詞+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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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樹分類詞 j+鳥分類詞_飛（鳥分類詞移到 i） 

  

d. 樹分類詞 j+鳥分類詞_飛（鳥分類詞移到 i）      e. 樹分類詞 j+越來越多 

圖 3. 18 

 

    台灣手語表達‘越來越多小鳥飛到樹上’的概念時，事件的背景‘樹’，打在手

語使用者胸前略為偏左（圖 3. 18 a）。接著打出事件主體‘小鳥’（圖 3. 18 b）。接

著主體與背景設定好位置後，以共現結構來呈現小鳥與樹的動態空間關係，打出

右手形/菜/作為事件背景‘樹’的分類詞，左手手形/龍/作為事件主體‘小鳥’的分類

詞，主體反覆由右側往左側的位置移動，最後依序停留在手形/菜/的上方，前方，

以表示一隻又一隻小鳥飛到的樹的上方，前方，共重複兩次，藉著重複打出兩次

分類詞謂語位移來表達複數的概念（圖 3. 18 c- d）最後再打出詞彙｀越來越多＇，

以表示樹上的小鳥數量漸增的概念（圖 3. 18 e）。 

    例（39）中，從主體分類詞的移動路徑可以推知，鳥的移動的起點是設定在

手語空間的右側，移動的終點是在手語空間的左側，即背景分類詞所在的位置。

值得注意的是， 詞彙｀越來越多＇打在背景分類詞的位置，始能呈現樹上的小

鳥數量增加的語意，事件中手語使用者的右側的空間位置為起始點，手語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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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側空間位置中的‘樹’為終點，當許多隻小鳥由外側位移到樹上的位置，則樹上

的小鳥的數量會增加，故在動態空間中詞彙｀越來越多＇的空間位置受限制，空

間位置會影響語意。如果打在手語空間的左側位置，即小鳥移動起始點的位置，

則不合語法。同理可推，若要表達‘越來越少小鳥飛到樹上’的概念時，則只要將

詞彙｀越來越少＇打在背景‘樹’分類詞的位置即可。 

    接下來我們要看到動態空間概念中，數量詞與分類詞謂語結合來表達事物數

量增加的表達，下面我們先看到複數的打法。 

 

（40）地面   地面分類詞+蚯蚓_爬出   地面分類詞+蚯蚓_爬出  地面分類詞+蚯蚓_爬出    

‘很多蚯蚓爬出地面。’ 

  

a. 地面    

                   

  

b.地面分類詞+蚯蚓分類詞_爬出                 c.地面分類詞+蚯蚓分類詞_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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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地面分類詞+蚯蚓分類詞_爬出                 

圖 3. 19 

 

    台灣手語表達‘很多蚯蚓爬出地面’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打出事件的背景

‘地面’，台灣手語‘地面’的詞彙是複合詞，由‘地’與‘平面’所形成，先打出雙手手

形/萬/，指尖相互摩擦，表示詞彙‘地’，雙手手形/五/，掌心向下，由中央向兩旁

拉開，表詞彙‘平面’，兩個詞彙構成複合詞表‘地面’之意（圖 3. 19 a）。藉由共現

結構呈現地面與蚯蚓的動態空間關係，右手維持手形/五/表示事件背景‘地面’的

分類詞，左手手形/一/作為事件主體‘蚯蚓’的分類詞，沿著右手指縫往上鑽，表

示主體‘蚯蚓’從背景‘地面’鑽出（圖 3. 19 c），接著左手手形/二/，手形/三/，手形

/四/，手形/五/，同樣作為事件主體‘蚯蚓’的分類詞，依序沿著右手指縫往上鑽，

表示主體‘蚯蚓’從背景‘地面’依序爬出，數到五後就停止，表示很多蚯蚓從泥土

中爬出來的概念（圖 3. 19 d-e），為了不佔太多版面，我們省略了手形/四/與手形

/五/的打法。 

    例（40）表達‘很多蚯蚓爬出地面’的概念時，在圖 3. 19 c 到圖 3. 19 e 中，將

數量詞併入分類詞謂語結合（Fisher & Hung& Liu 2011），藉由手形/一/表示主

體─蚯蚓從土裡爬出，手形/二/，/三/，/四/，/五/，每個手指頭皆是蚯蚓的分類詞，

而每個指頭都表示不同的蚯蚓，藉由在動態空間結構中，打出手形/一/到手形/

五/，表示事件主體‘蚯蚓’的分類詞謂語由背景‘地面’的下面往上面鑽，但是在此

並非指實際空間中第一次爬出一隻蚯蚓，第二次爬出兩隻蚯蚓，第三次三隻，到

最後第五次五隻，而是，藉由手形/一/累加到手形/五/，表達位移的物體的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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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 

    下面我們看到‘越來越多蚯蚓爬出地面’的打法，同樣表達蚯蚓的複數的概念，

除了將數量詞併入分類詞謂語，也可以單純的重覆分類詞謂語呈現複數概念。 

 

（41）地面   地面分類詞+蚯蚓+爬出++   地面分類詞+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蚯蚓爬出地面。’ 

   

a. 地面 

   

b.地面分類詞+蚯蚓分類詞_爬出++              c.地面分類詞+越來越多                        

圖 3. 20 

 

    台灣手語表達‘越來越多蚯蚓爬出地面’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打出事件的

背景‘地面’（圖 3. 20 a）。藉由共現結構呈現地面與蚯蚓的動態空間關係，右手

維持手形/五/表示事件背景‘地面’的分類詞，左手手形/一/作為事件主體‘蚯蚓’的

分類詞，模擬蚯蚓在地面蠕動的樣子，藉著重覆打出兩次分類詞謂語表示複數的

概念，表示很多蚯蚓從泥土中爬出來的概念（圖 3. 20b）。最後在背景分類詞上

方打出詞彙｀越來越多＇，表示地面上的蚯蚓的數量由少逐漸變多的概念，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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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需要出現在背景‘地面’的上面，才能呈現地面上蚯蚓數量增加的概

念，若出現於他處語意會混淆（圖 3. 20c）。 

上述的討論中提到，在動態空間中表達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時，

詞彙出現的位置有其限制，以下我們將近一步探討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

少＇在動態空間中的語法現象，如以下例句所示。  

 

（42）桌子 i 小狗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桌子分類詞 i+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小狗跳到桌上’ 

   

a.桌子 i          b.小狗        

  

c.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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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e.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f.桌子分類詞 i+越來越多 

圖 3. 21 

 

    台灣手語表達‘越來越多小狗跳到桌上’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將事件背景

‘桌子’打在左邊（如圖 3. 21 a），接著事件主體‘小狗’打在右邊（如圖 3. 21 b），

接著用共現結構呈現小狗與桌子的動態關係（如圖 3. 21 c-e），接著左手手形/手/

作為‘桌子’的分類詞，右手手形/布袋戲/作為‘小狗’的分類詞，右手反覆向上位移

到左手的上方，總共重覆三次小狗跳到桌子上的動作，以表達 ‘一隻又一隻小狗

跳到桌子上’的語意。 

在此處為了避免聽話者誤解為一隻小狗來回在桌上桌下跳來跳去，所以最後

在背景‘桌子’的分類詞的上方，打出詞彙｀越來越多＇，表示‘桌子上小狗數量越

來越多’的語意（圖 3. 21 f 所示）。此處要注意，詞彙｀越來越多＇呈現的空間位

置很重要，需要打在背景‘桌子’分類詞的上方才能呈現桌上的小狗數量增加的語

意，若打在桌子的旁邊，則語意會混淆，產生小狗跳到桌子上後，桌子下的小狗

數量增加的語意，形成語意不合常理的句子。呈現了桌上的小狗數量增加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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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接下來探討桌下的小狗數量減少的情形 

 

（43）桌子 i 小狗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桌子分類詞 i+越來越少 （詞彙｀越來越少＇打在動詞｀跳＇的起點）。 

    ‘越來越多小狗跳到桌子上後，桌下的小狗數量越來越少。’ 

    

a.桌子 i         b.小狗             c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 

（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d. 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e.桌子分類詞 i+小狗分類詞_跳（小狗分類詞往上移動到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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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桌子分類詞 i+越來越少 （詞彙｀越來越少＇打在動詞｀跳＇的起點） 

圖 3. 22 

 

    台灣手語表達‘越來越多小狗跳到桌子上後，導致桌下的小狗數量越來越少’

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將事件背景‘桌子’打在左邊（如圖 3. 22 a），接著事件

主體‘小狗’打在右邊（如圖 3. 22 b），接著用共現結構呈現小狗與桌子的動態關

係（如圖 3. 22 c-e），接著左手手形/手/作為‘桌子’的分類詞，右手手形/布袋戲/

作為‘小狗’的分類詞，右手反覆向上位移到左手的上方，總共重覆三次小狗跳到

桌子上的動作，以表達 ‘一隻又一隻小狗跳到桌子上’的語意。句末在動詞｀跳

＇移位的起點位置，打出詞彙｀越來越少＇，表示越來越多小狗跳到桌上後，導

致桌下的小狗數量越來越少的語意（如圖 3. 22 f 所示）。  

   上例（43）中‘越來越多小狗跳到桌子上’呈現‘小狗’是由‘桌子’下面位移到‘桌

子’上，所以推論桌上的小狗的數量會越來越多，故在桌子的分類詞的上方打出

｀越來越多＇的詞彙，以強調‘小狗跳到桌子上後，桌上的小狗的越來越多’的語

意。故知，相對地，桌上小狗數量增加後，桌下小狗數量即減少，故（44）表達

‘越來越多小狗跳到桌子上，桌下的小狗越來越少’的概念時，則詞彙｀越來越少

＇打在桌子的下面。 

    下例句同時使用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 同時出現，說明物體從

一處位移到另一處後，該小狗在起點及終點的數量變化的情形。 

 

（44）桌子 i 小狗 j  小狗分類詞+桌子分類詞 i_跳（小狗分類詞往下移動到 i 的下方） 

      小狗分類詞+桌子分類詞 i_跳（小狗分類詞往下移動到 i 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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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分類詞+桌子分類詞 i_跳（小狗分類詞往下移動到 i 的下方） 

      桌子分類詞+越來越少（詞彙｀越來越少＇打在動詞｀跳＇的起點）    

      越來越多（打在動詞‘跳’移動的終點）。 

  ‘越來越多小狗從桌上跳下來，桌上的小狗越來越少，桌下的小狗越來越多。’ 

   

a.桌子 i          b.小狗 

 

 

c.小狗分類詞+桌子分類詞 i+跳（小狗分類詞往下移動到 i 的下方） 

 

  

d.小狗分類詞+桌子分類詞 i+跳（小狗分類詞往下移動到 i 的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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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桌子分類詞+越來越少                  f.越來越多（打在動詞'跳'移動的終點） 

圖 3. 23 

 

    台灣手語表達‘越來越多小狗跳到桌子上後，桌上的小狗越來越少，桌下的

小狗越來越多。’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將事件背景‘桌子’打在左邊（如圖 3. 23 

a），事件主體‘小狗’打在右邊（如圖 3. 23 b），接著藉由共現結構呈現小狗與桌

子的動態關係（如圖 3. 23 c-e），然後左手手形/手/作為‘桌子’的分類詞，右手手

形/布袋戲/作為‘小狗’的分類詞，右手反覆由左手的上方向下位移，總共重覆三

次小狗跳到桌子下的動作，以表達 ‘一隻又一隻小狗跳下桌子上’的語意，最後

桌子的上面，也就是小狗移動的起始點處，右手打出詞彙｀越來越少＇，表示桌

上的小狗數量逐漸減少的語意（如圖 3. 23e），而左手則在小狗位移的終點處打

出詞彙｀越來越多＇，表示位移的終點處的小狗數量逐漸增加（如圖 3. 23 f）。 

   上例重複打出‘小狗’的分類詞謂語由桌上跳到桌下，重複打出分類詞謂語的

位移，以表示不同隻小狗的位置移動，因此終點處的主體數量增加，而起點處的

主體數量減少。在同一個例子中同時運用到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說

明物體位移後數量增減的策略，因為動態空間結構涉及主體的位移，才會解釋說

明起點與終點數量變化的情形。 

    在動態空間的概念中，台灣手語表達事物複數的概念，可以藉由打出反覆打

出分類詞謂語來表達，若是要表達數量增減，除了重覆打出分類詞謂語外，尚需

搭配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來。在靜態空間中，詞彙｀越來越多＇和

｀越來越少＇常詮釋為修飾主體數量的變化，因此這兩詞彙所出現的空間位置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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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限制。相反地，在動態空間關係中，是關於主體從一處位置位移到另一處位

置，涉及移位的起點和終點，因此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所出現的手

語空間位置必須有所限制。在下個單元我們要探討重覆分類詞謂語搭配結果補語

‘滿’、‘光’、‘一半’的表達情形。 

    

3.3.2.2 重覆分類詞謂語+結果補語（滿、光、一半） 

除運用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之外，在動態空間關係中，台灣手

語可以重覆分類詞謂語呈現事物數量增減的過程，再搭配結果補語‘滿’或‘光’，

或‘一半’表示數量增減後的結果，如例句（45）所示。 

 

（45）樹  樹分類詞+花  下雨  下雨+樹分類詞  全部 花分類詞+掉 花分類詞+掉 花分類詞+掉 

樹分類詞+乾淨  。 

     ‘因為下雨，樹上的花全掉了。’ 

    

a.樹              b.樹分類詞+花        c.雨              d.樹分類詞+雨分類詞  

 

  

e.樹分類詞+全部        f.樹分類詞+花分類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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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掉                  h.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掉   

  

i.樹分類詞+乾淨  

圖 3. 24 

 

    手語使用者表達‘因為下雨，樹上的花全掉了’的概念時，先打出背景物體‘樹’

的詞彙（圖 3. 24a），再打出主體物體‘花’，意指‘樹上的花’（圖 3. 24 b）。接著

打出詞彙‘下雨’ （圖 3. 24 c），然後保留左手手形/同/作為‘雨’的分類詞，往右

手‘樹’的分類詞的方向移動，表雨落在樹上（圖 3. 24d），右手手形/同/沿著左手

‘樹’的分類詞，由胸前向前方劃圓弧狀，打出詞彙‘全部’ （圖 3. 24 e），樹與花

的位置設定好後，呈現動態關係結構的共現結構（圖 3. 24 f-h），右手手形/菜/

作為‘樹’的分類詞，左手手形/零/作為‘花’的分類詞，主體由分別由背景的上方，

前方，旁邊往下移動，表達花由樹的上方，前方，旁邊往下墜落的概念，最後左

手手形/手/沿著右手‘樹’的分類詞向前一劃，打出‘乾淨’的詞彙，表達樹上的花全

部掉光的意思（圖 3. 24 i）。 

    例（45）中，表達‘因為下雨，樹上的花全掉了’的概念時，呈現動態空間關

係中反覆打出分類詞謂語從不同位置由上往下位移的過程，表示一朵一朵的花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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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上掉下來，表達全部的花從樹上掉下來的語意，最後加上結果補語‘乾淨’，呈

現了減少的過程與結果。在此重覆打出三次分類詞謂語，並非真的指三朵花，而

是以三表達複數的概念。句中打出詞彙‘全部’標明全部的花掉，到句末打出結果

補語‘乾淨’，將結果補充說明的更完整。詞彙‘乾淨’直接表達在‘樹’的分類詞上，

並非另外打出，說明台灣手語可直接就著在背景分類詞上表達結果補語的策略。 

    台灣手語表達漢語‘因為下雨，樹上的花掉了一半’的概念時，前面幾乎的表

達方式幾乎與‘因為下雨，樹上的花全掉了’雷同。 

 

（46）樹 樹分類詞+花 下雨 樹分類詞+下雨 花分類詞+掉 花分類詞+掉 樹分類詞+一半。 

    ‘因為下雨，樹上的花掉了一半。’ 

    

a.樹              b.樹分類詞+花        c.下雨            d.樹分類詞+下雨 

 

  

e.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_掉                   f. 樹分類詞+花分類詞_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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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樹分類詞+一半 

圖 3. 25 

 

手語使用者表達‘因為下雨，樹上的花掉了一半’的概念時，先打出背景物體

‘樹’的詞彙（圖 3. 25 a），再打出主體物體‘花’，意指‘樹上的花’（圖 3. 25 b）。

接著打出詞彙‘下雨’ （圖 3. 25 c），然後保留左手手形/同/作為‘雨’的分類詞，

往右手‘樹’的分類詞的方向移動，表雨落在樹上（圖 3. 25 d），樹與花的位置設

定好後，呈現動態關係結構的共現結構（圖 3. 25 e-f），右手手形/菜/作為‘樹’

的分類詞，左手手形/零/作為‘花’的分類詞，主體由分別由背景的上方，旁邊往

下移動，表達花由樹的上方，旁邊往下墜落的概念，最後左手手形/手/沿著右手‘樹’

的分類詞向前一劃，最後左手手形/九/沿著右手‘樹’的分類詞─手形/守/向前一劃，

表‘一半’的詞彙，意思是‘越來越多樹上的花被雨打掉，掉到剩下一半’（圖 3. 

25h）。 

例（46）中，表達‘因為下雨，樹上的花全掉了’的概念時，在動態空間關係

中反覆打出兩次分類詞謂語從不同位置由上往下位移的過程，表達很多的花從樹

上掉下來的語意，例句中同時打出呈現花掉的過程與花掉了一半的結果，且因為

句子的上下語意呈現花掉的概念，並將詞彙‘一半’直接表達在‘樹’的分類詞上，

不會誤解為樹剩下一半，而是詮釋為樹上的花掉到剩下一半的概念。 

以下說明動態空間結構中重覆分類詞謂語搭配結果補語‘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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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桌子  螞蟻 螞蟻分類詞+爬 螞蟻分類詞+爬 滿 

    ‘桌上爬滿螞蟻。’ 

  

a.桌子               b.螞蟻  

 

   

c.螞蟻分類詞+爬      d.螞蟻分類詞+爬     e.滿 

圖 3. 26 

 

台灣手語表達‘桌上爬滿螞蟻’的概念時，手語使用者先打出事件背景‘桌子’

（圖 3. 26 a），接著打出事件主體‘螞蟻’（圖 3. 26 b），台灣手語中‘螞蟻’是複合

詞，由詞彙‘糖’與‘蟲’所形成的複合詞，先打出右手手形/六/置於嘴巴前，重覆向

下移動，表示詞彙‘糖’，接著右手手形/蟲/，反覆彎曲小指，模擬蟲蠕動的樣子，

表示‘蟲’的詞彙，兩者構成複合詞‘螞蟻’，接著雙手手形/蟲/小指反覆彎曲，作為

‘螞蟻’的分類詞，左右手輪流前後移動，表示‘一隻螞蟻爬上桌，又一隻螞蟻爬上

桌’的語意（圖 3. 26 c-d），最後，右手手形/拳/，左手手形/手/，另一手在其上方

一擦，打出結果補語‘滿’ （如圖 3. 26 e）。 

    表達‘桌上爬滿了螞蟻’的概念時，藉著在空間結構中反覆打出分類詞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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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很多螞蟻在桌上爬行的概念，再加上結果補語‘滿’，在例句中同時呈現過程

與結果，最後詞彙‘滿’並不是直接打在‘桌子’的分類詞─手形/手/的上方，因為避

免聽話者解讀為乾淨的語意，故直接打出詞彙‘滿’。 

    本單元討論台灣手語表達具體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時，在靜態空間結構中，

可重複在不同位置中打出分類詞謂語，在動態空間結構中，可重覆呈現分類詞謂

語位移的情形，然而，不論是動態或靜態，皆表達複數的概念，若要表達數量的

增減則須搭配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在動態空間結構中，詞彙｀越

來越多＇或｀越來越少＇所呈現的位置會影響語意。 

   此外表達數量增減後的結果，也可以分類詞謂語的重覆來搭配結果補語 

‘滿’/‘光’/‘一半’補充說明結果，讓過程與結果同時呈現。  

 

3.4 結論 

    本章探討台灣手語如何表達具體事物數量增減，最常見的是透過詞彙｀越來

越多＇或｀越來越少＇來表達。我們在 3.2 單元探討單獨使用詞彙｀越來越多＇

或｀越來越少＇，以及與重複動詞搭配出現。3.3 單元探討反覆打出分類詞謂語

搭配詞彙 ｀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來表達。 

    表達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時，當句中有一個以上的論元，詞彙｀越來越多＇

或 ｀越來越少＇所打的空間位置需要與所修飾的名詞組同一空間位置，才能得

到正確的語意詮釋。當空間位置正確後，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的句法

位置出現於要修飾的名詞後，或是置於動詞後皆可。詞彙｀越來越多＇或 ｀越

來越少＇也可搭配動詞重覆來表達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然而，動詞重覆並非必

要的語法策略。此外，當句中動詞涉及呼應動詞，動詞重覆的策略只能用來表達

受詞的數量增加或減少，卻不能表達主詞的數量增減。 

    當句中動詞涉及空間動詞時，也可透過詞彙｀越來越多＇或 ｀越來越少＇

搭配重覆打出分類詞謂語，表達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重覆分類詞謂語強調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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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而搭配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始能表達增減的語意，但重複

分類詞謂語亦非必要的語法策略。此策略依照空間結構又可分為靜態與動態。在

靜態空間的不同位置反覆打出分類詞謂語，然而其在空間中移動並不表示物體在

實際空間的位移，因為不涉及位移，故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的出現

位置不受限，而在動態空間結構反覆打出分類詞謂語在空間中的移動，則是模擬

實際的不同物體在空間中的位移的過程，因為涉及位移，故詞彙｀越來越多＇或

｀越來越少＇所呈現的位置會影響語意。最後說明台灣手語表達具體事物數量增

減後的結果時，則透過重覆分類詞謂語搭配結果補語‘滿’/‘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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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 

 

    本論文探討台灣手語如何表達形體的逐漸改變，以及事物數量逐漸增減的概

念。這兩項議題皆涉及事物狀態的改變，且著重在改變的歷程變化。過去關於狀

態改變的文獻，大多著重在探討如何表達一事物由一狀態，隨著時間轉變至另一

狀態，例如賴薇心（2013）探討台灣手語如何表達狀態改變，並提出台灣手語使

用者傾向運用特定表結果狀態的詞彙，或者運用分類詞謂語的語法策略來表達一

事物的兩狀態之間的轉變。Tang & Yang（2007），探討香港手語如何表達狀態改

變，並提出引起狀態改變的致使者，會透過人為操弄之分類詞謂語來表達。但過

去手語的文獻中，較少探討一事物狀態逐漸改變的歷程。為補強這方面的研究，

本論文探討的議題著重在狀態變化的歷程，我們以形體的逐漸改變，以及事物數

量逐漸增減，來探討台灣手語如何表達狀態逐漸改變。 

    關於形體逐漸改變的表達策略，本論文歸納出三種策略，第一種策略，介紹

形體的變化藉由保留原詞彙手形作為分類詞來表達；第二種策略，形體的變化依

著身體部位旁邊來表達；第三種策略，描述形體的變化，先打出詞彙，在投射的

空間描述其形體變化。此外，我們也調查了事物的造詞策略與上述三種表達策略

的關聯性，並將結果歸納如下：  

    第一種策略，藉由保留原詞彙手形作為分類詞來表達，此時保留的部分手形

做為參照點，另一手用來描述其變化。根據我們觀察，當事物的詞彙形成策略是

運用形體取代的造詞策略時，手語使用者傾向使用這項策略，藉由保留原詞彙的

手形作為參照物，來表達形體的逐漸變化。以台灣手語表達‘鉛筆越來越短’的例

句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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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鉛筆 i 寫 鉛筆分類詞 i+越來越短 

    ‘鉛筆越來越短。’ 

  

a.鉛筆 i                            b.寫 

 

c.鉛筆分類詞 i+越來越短 

圖 4. 1 

 

   手語使用者先打出詞彙‘鉛筆’，接著左手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筆/表示‘鉛筆’

的長度。右手手形/六十/置於左手的旁邊，框出鉛筆的長度，接著，拇指與食指

的間距逐漸縮小，表示鉛筆的長度逐漸變短，透過保留原詞彙手形的策略，透露

出兩項訊息，一者是物體原本形體大小，其次是物體形體由長變短的過程。  

    第二種策略並不會保留詞彙原本的手形，取而代之的是於身體部位旁邊來表

達形體的變化。根據我們的觀察，通常這些事物的形成策略通常是實物直指的詞

彙，會以此策略描述形體變化，方式為依著身體部位旁移動手的位置或藉由手形

變化來表達。例如表達：‘頭髮’與‘褲子’長度變化，以及‘身高’高矮變化的概念。

雖然劉曉梅（2005）以時貌調變的角度來分析‘身體越來越胖’的概念，指出透過

調整形容詞的形式可以表達狀態改變的情形，但是我們觀察到許多情況，無法單

到調整形容詞形式來表達，例如，黑眼圈越來越大，此時，還是需要較精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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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例如凸顯圓形的表面的手形，並於眼睛部位來表達，較為合適。 

第三種策略，形體的變化，先打出詞彙，在投射的空間描述其形體變化。通

常造詞策略與「外形描繪」有關的詞彙會運用到此種表達策略，打出詞彙後，會

在對面假裝空間投射出一形體，藉由雙手位移或手形變化來描繪其形體變化，例

如，‘氣球’與‘泡泡’體積變化。 

     雖然我們將不同的造詞策略，歸類為不同的形體變化的策略，然而，我們

只能依照其大部分表達方式做歸納，但是表達形體變化時，還是會依照要表達的

事物而決定使用何種策略，例如，詞彙‘猴子’的造詞策略為「動作模擬」，但表

達‘猴子越長越大’的概念時，會用到第三種表達形體的策略，在對面空間描述假

裝投射出一個形體，透過雙手位移表達物體體積變大的概念。然而，若表達‘猴

子的手臂受傷了，越來越腫’則會用到第二種表達形體的策略，打出‘猴子’的詞彙

後，再用一個指示詞指前面那隻猴子，接著以手語使用者的身體為基礎，描繪猴

子手臂的變化。 

   此外，本論文介紹了台灣手語表達具體事物數量增減的變化，最常見的是透

過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來表達。表達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時，當句

中出現一個以上的論元，詞彙｀越來越多＇或 ｀越來越少＇出現的空間位置會

影響語意，需要與所修飾的名詞組的空間位置做連結。當空間位置正確，詞彙｀

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可以出現在要出現的名詞組後方，或是動詞後方。詞彙

｀越來越多＇或 ｀越來越少＇也可搭配動詞重覆來表達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

然而，動詞重覆並非必要的語法策略，以台灣手語‘張老師相信的學生越來越多’

為例做說明。 

 

（2）張老師 i 學生 j 相信+++  越來越多（打在 j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 

   ‘張老師相信的學生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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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張老師 i                         b.學生 j 

 

 

c.相信+++ 

 

 

d.越來越多（打在 j 在手語的空間位置） 

圖 4. 27 

 

    手語使用者依序打出‘張老師’與‘學生’，接著由 i 的空間位置向 j 的空間位置

重複打出動詞‘相信’，表示張老師相信很多學生，最後打出詞彙‘越來越多’其空

間位置與‘學生’做連結，表示‘張老師相信的學生越來越多’的語意。例句中顯示

辭彙‘越來越多’需要與所修飾的名詞組的空間位置結合，才能得到正確的語意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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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而動詞的重複在此處，並非必要的策略，此外，當動詞的重複涉及呼應動詞

時，只能用來呈現受詞的複數，而不能表達主詞的複數概念， 

    當句中動詞為空間動詞時，也可透過詞彙｀越來越多＇或 ｀越來越少＇搭

配重覆打出分類詞謂語，表達事物數量增減的概念。分類詞謂語的重複本身表達

複數的概念，若要表達數量增減的概念則要搭配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

＇，但重複分類詞謂語也不是必要的語法策略。在靜態空間結構中，詞彙｀越來

越多＇或｀越來越少＇的出現位置不影響語意，在動態空間中，因為涉及位移，

故詞彙｀越來越多＇或｀越來越少需要出現在正確的位置才能得到正確的詮

釋。 

    藉由研究我們發現因為手語與口語特性的差異，在表達形體的逐漸改變，以

及事物數量逐漸增減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先看到形體逐漸改變的表達，首先，因

為手語為手勢與視覺的語言系統（Stokoe 1960；Stokoe, Casterline & Croneberg 

1965； Mcburney 2002；Meier 2002）。所以具有同時性，可以透過共現結構，在

一個空間中同時呈現兩個事物的關係。舉例來說，當台灣手語表達‘鉛筆越寫越

短’的概念時，可透過保留原詞彙的部分手形作為分類詞，分類詞的功能作為描

述事物變化的參照點，然後另一手置於分類詞旁去描述其形體的變化，然而分類

詞本身可以不改變其形體。其次，兩隻手必須同時出現於同一個空間位置才能表

達語意，若是兩手依順序打出，則無法得到此語意詮釋。 

    接著看到事物數量增減的表達在口語與手語的差異，以‘越來越多的小狗跳

到桌上，桌上的小狗數量越來越多’為例，台灣手語以手形/布袋戲/作為‘小狗’的

分類詞，反覆上位移到‘桌子’的分類詞上，表達 ‘一隻又一隻小狗至跳到桌子上’

的語意，手語透過共現結構，在同一個空間中同時呈現主體與背景的關係，詞彙

‘越來越多’打在‘桌子’的分類詞的上方，表示桌上的小狗數量增加的概念，此說

明了台灣手語空間位置在語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若詞彙‘越來越多’出現於他

處，則無法得到正確的語意詮釋。上面提到形體變化與數量增減的表達的例句，



101 
 

若以口語聽覺與聲音的語言系統來表達的話，因為口語是序列性的呈現方式，無

有共現結構的情形，也沒有所謂空間結構需要與所修飾的辭彙做連結的情形。 

總而言之，在表達形體或數量逐漸改變時，台灣手語除了運用特定的語法策

略之外，不同於口語的現象，台灣手語充分運用視覺語言的優勢，以共現結構的

方式來傳達狀態的逐漸改變。此外也運用手語空間的指涉性，將詞彙‘越來越多’

或｀越來越少＇打與所修飾的名詞相同的空間位置，透過這樣的空間連結獲得正

確的語意，因此兩個詞彙出現的語法位置較不受限制。本論文彙整出視覺語言表

達狀態逐漸改變時所運用的策略，希望能為語言類型學的研究提供不一樣的思考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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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手語的基本手形7
 

 

 

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二十 

 

 

三十 

 

 

四十 

 

 

副/五十 

 

 

句/六十  

 

 

虎/七十 

 

 

八十 

 

 

方/ 九十 

 

 

百 

 

 

千  

  

 

萬 

 

 

女 

 

 

手  

 

 

欠 

 

 

兄 

 

 

民 

 

 

同 

 

 

守 

 

 

男 

 

                                                      
7
 台灣手語基本手形是節錄自 Chang, Su &Tai（2005），並補上手形/百/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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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 

 

 

姐 

 

 

果 

 

 

胡 

 

 

很 

 

 

飛機 

  

 

隻 

 

 

拳 

 

 

借  

 

 

紳 

 

 

棕 

 

 

童 

 

 

菜 

 

 

筆 

 

 

博  

 

 

像 

 

 

語 

  

 

鴨 

 

 

錢  

 

 

龍  

 

 

薑 

 

 

蟲 

 

 

難 

 

 

WC  

 

奶奶 

 

 

高 

 

 

布袋戲 

 

 

爺 

 

 

矮 

 

細 

 

 

雞 

 

 

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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