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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報告是二年期計畫「臺灣原住民語言詞類及構詞研究與教學相關
議題之探討—阿美語詞類及構詞研究與教學相關議題之探討」之期
末報告。該計畫是整合型計畫“臺灣原住民語言詞類及構詞研究與
教學相關議題之探討”的子計畫之一。報告內容為以下工作重點之
成果：（一）建立阿美語的詞類分類標準；（二）根據現有文獻及
語料，重新檢視阿美語的詞類種類及其次分類；（三）配合總計畫
之族語教學計劃，擬定教授這些語言詞類及構詞相關之阿美語句型
及教學活動，作為族語教師參考用。報告中提出，阿美語的詞類界
定應以構詞句法的證據為主要依據，語意功能為輔，並藉此討論了
以下的阿美語詞類（含開放性詞類及封閉性詞類）及其分類：名詞
、格位標記及介系詞、代名詞、動詞、副詞、連接詞、嘆詞及助詞
等。此外，本報告提出詞類教學活動的設計原則應以溝通式教學法
為主要依規，並使用九階教材的內容，以名詞及動詞教學為例，設
計了包含機械式活動、有意義的活動、及溝通式活動的各項教學活
動。

中文關鍵詞： 台灣南島語、阿美語、詞類、詞類教學

英 文 摘 要 ： This is the final report of the two-year project “Word
Classes, Morphology and Applications to Language Teaching
in Amis”, which is a sub-project of the integrative
project entitled “Word Classes, Morphology and
Applications to Language Teaching in Formosan Languages.”
This report summaries the findings and results of the
following three tasks: (1) proposing a set of criteria for
classifying words in Amis; (2) reexamining the word classes
and their sub-classes based on the earlier literature and
the data collected, and (3) designing word class teach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teaching plan and goals set in the
integrative project. I propose that the major criteria for
categorizing Amis word classes should be morphosyntactic,
and the semantic- functional criteria should be used as
secondary evidence. I also discuss the following Amis word
classes, including the open classes and closed classes, in
this report: nouns, case markers and the preposition,
pronouns, verbs, adverbs, linkers, and interjections and
particles. Furthermore, I suggest that the teaching of word
classes should follow the communicative approach, and I
also design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for teaching nouns and
verbs in this report: mechanical activities, meaningful
activities, and communicative activities.

英文關鍵詞： Formosan Languages, Amis, word classes, word clas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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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本報告為整合型計畫「臺灣原住民語言詞類及構詞研究與教學相關議題之探討」之子計畫「阿美

語詞類及構詞研究與教學相關議題之探討」之期末報告，主要記錄本子計畫之研究成果。

二、研究目的

本子計畫最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具體提供一套客觀的詞類分類標準，來做阿美語的詞彙詞類分類

的依據；並希冀透過阿美語詞彙詞類研究，提供跨台灣南島語詞類形態學上詞彙詞類分析比較的基準。

希冀達到的具體目標有以下三項：

(1) 阿美語的詞類數目及其次分類，並訂定每一詞類類別的定義標準。在此具體目標下，相關議題包含：

(a) 確認阿美語的詞類種類

(b) 針對每一詞類，尤其是開放性詞類(例如：名詞、動詞)再進一步作次分類。

(2) 第二項具體目標就是，以中文撰寫一本有關阿美語詞類研究之叢書，期能協助族人認識本身族語詞

彙類別及特色，以提升族人族語教學、教材編輯、命題等專業能力。

(3) 第三項目標則是，配合總計畫之族語教學計劃，使用九階教材，擬定教授這些語言詞類及構詞相關

之教學活動，作為族語教師參考用，進而為族語復振工作及族語結構剖析奠定更深厚之基礎。

三、文獻探討

以下文獻探討分為阿美語跨詞類研究及阿美語單一詞類研究。

3.1 阿美語跨詞類的詞類相關研究
阿美語詞類的相關研究大都將焦點放在單一詞類，跨詞類的研究不多，且多是附屬在參考或描述語

法的主題之一。其中最詳盡的描述應是曾思奇教授的系列研究。以下以其 1985 年之著作(何汝芬、曾

思奇、田中山、林登仙 1985)為例，他提出阿美語有以下 11 種詞類:（1）名詞、（2）代詞、（3）數詞、

（4）形容詞、（5）動詞、（6）副動詞、（7）副詞、（8）助詞、（9）連詞、（10）介詞及（11）嘆詞。

雖然他的分類非常詳盡，頗具參考價值，然而有以下幾個問題須要釐清。首先，前文已經說過曾教授

的某些詞類似乎是以語意或功能來界定，如形容詞，其構詞語法現象和動詞其實並無太大差異。再者，

曾教授的 11 個類別中，有些其實是另一類的次類別，例如副動詞，曾教授就明白指出這是動詞的一類。

最後，曾教授的詞類中有些例子並非自由形態的詞彙，而是詞綴，例如前綴 paka- “經由…”便被分析為

是介詞。綜觀以上，曾教授所提出的分類須要重新檢視與討論。

吳靜蘭的博士論文 (以下稱 Wu (2006))中，將阿美語的詞根依其在 (sa-) X sa 狀聲詞結構

（ideophone-forming construction）中的表現分為五類；實體(object)、，屬性狀態(state (attribute))、結

果狀態(state (result))、活動(activity)、瞬成及瞬實(achievement and semelfactive)，並以角色指稱語法（Role
and Reference Grammar，RRG，Van Valin and LaPolla 1997）的理論架構，解析這五類詞根的語意特徵。。

吳的分類主要是用來進一步討論這些詞根類別與不同的焦點符號結合之後所產生的動詞類別，但與其

他詞綴結合後的衍生詞類則尚待調查。

郭政淳和宋麗梅 (以下稱 Kuo and Sung 2010) 運用 Croft 的激進構式語法理論，比較英文與阿美語

的詞類類別並提出，英文是具有名詞、形容詞及動詞類別的語言(即 NAV)而阿美語則是形容詞與動詞

合為一類的語言(即 N[AV])，因此英文的形容詞屬於修飾-屬性(modification-properties)的典型標記，但

這卻是阿美語所沒有的。阿美語詞類呈現如下表(Kuo and Sung 2010)。在事件修飾(event-modification)、
數量表達(quantity expression)以及比較(comparison)三方面，都可以看出，屬性都需要放在動詞謂語的

位置，對應述謂的句法功能而非修飾，因此，所謂典型的形容詞在阿美語中是缺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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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阿美語的詞類分佈 (Kuo and Sung 2010:50)
句法功能

語意層次

指涉 (reference) 修飾 (modification) 述謂 (predication)

物體(object)--[N] 名詞後屬格名詞

(postnominal genitive)

名詞詞根

屬 性 (properties)/
動作(action)--[AV]

名詞詞根

具有去動詞化標記的帶焦點

詞綴動詞

(focus affixation with
deverbalizer)

帶焦點詞綴動詞

Kuo and Sung 的分類可以做為跨語言研究的參考，然而其中只觸及了三種主要詞類。其他詞類或次類

別是否能應用此架構，還須要進一步討論。

綜合以上討論，這幾項研究採取的分類標準涵蓋了語意功能及搆詞句法，但缺少了從篇章功能的

角度來看阿美語的詞分類。此外，除了曾思奇教授的研究外，次要詞類的討論也是較欠缺的。

3.2 阿美語單一詞類的詞類相關研究
阿美語單一詞類的詞類相關研究大多集中於動詞，關於動詞分類的研究主要有陳蓉(Chen 1987)、

黃亞君 (Huang 1988)、顏志光 (Yan 1992)、及吳靜蘭(Wu 2006)等著作，這些研究的差異主要在於理論

架構的不同及所調查的方言。吳靜蘭的另一研究(Wu 2003)則是以 RRG 的觀點討論阿美語的名詞組結

構。以上是關於主要詞類的研究。

至於次要詞類的研究則有張裕龍的碩士論文(Chang 2007)，主要討論中部阿美語的否定詞，也發現

到否定詞具有動詞的特質。另外，林東毅的研究 (Lin 2012; 2013)主要比較噶瑪蘭語以及阿美語中疑問

詞的語法特性，他並提出阿美語中表達‘do what’, ‘what happen’, ‘do how’, ‘(put/take) where’, and ‘(do) 
how many/much’ 概念的疑問詞在構詞以及語法分佈上顯示均為動詞。張和林的研究也提醒了我們不能

忽視所為次要詞類也有可能是主要詞類的一個次分類。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所採用的研究方法有以下兩項：

一、針對各語言的資料收集：由主持人、研究助理及原住民臨時工負責田野調查收集資料。

二、針對各語言各詞類現象及其教學共同討論：由各子計畫主持人及博士班助理負責報告各語言各詞

類現象及其教學，並於計畫開會時一起討論，以期找出適合各個語言又能保有各子計畫語言特色，

且能兼顧讀者群需求的系列叢書撰寫方式。本計畫約每 2 至 3 個月進行開會討論。

五、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根據前述之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已撰寫成已撰寫成專書「阿美語詞類及其教

學」，書稿已經專家學者匿名審查完畢，目前正依據審查意見修訂之，日後將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協助出版。該專書分為詞類篇及教學篇之兩部份，分別呈現透過上述兩種研究方法得到的成果。本報

告僅摘要呈現詞類篇的各章節討論，教學篇的部份則僅呈現名詞與動詞的教學活動設計。

5.1「阿美語詞類及其教學」詞類篇之各章概述
詞類篇的第一章是詞類類別總整的簡介，簡單介紹阿美語的八大詞類，名詞、代名詞、格位標記、

動詞、副詞、連接詞以及感嘆詞與助詞。這些詞類則分別詳細討論於第二章至第八章。以下各小節內

容即為各章內容摘要。

5.1.1 阿美語詞類類別簡介
本章介紹討論阿美語詞類別所採用的分析觀點，首先本書所討論的詞類包括開放性詞類與封閉性

詞類，及主要詞類與次要詞類(Payne 2006)。再者，本書認為過去有關台灣南島語的詞類分類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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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只是沿襲西方語言學的傳統分類模式並遵循其詞類類別之命名，常流於以相對應的「翻譯語意」

來做詞類分類，然而以這樣的方式來做阿美語的詞類分類時，可能會導致錯誤。例如，表達時間概念

的詞如「每天」，在英語或中文句子中的功能通常是「時間副詞」。另外，修飾動作樣態概念的詞彙，

例如，「快」、「慢」等，在英語以及中文也常被歸類為副詞。可是在阿美語中，表達「每天」時間概念

詞彙是名詞，表達動作樣態的卻是動詞，如以下所示：

(1) a. Misti’ci Aki ci Panayan to romi’ami’ad.
mi-sti’ ci aki ci panay-an to
主事焦點-打主格 Aki 名詞類別標記 Panay-斜格 斜格
romi’a~mi’a~d
天-重疊

Aki每天打Panay

b. Kalamkam ko pikelac nira to tefos.
kalamkam ko pi-kelac nira to tefos
快 主格 PI-kelac 他.屬格 斜格 苷蔗

他削苷蔗削的很快。

例句(1-1a)中的romi’ami’ad「每天」前面有格位標記 to，表示這個詞彙在該句中為名詞。而(1-1b)的則

是出現在句中動詞的位置。由以上例句可得知，語意不能做為決定阿美語詞類的唯一依據，否則會產

生產生將romi’ami’ad「每天」及 kalakam「快」置於一類的錯誤分析；形式的證據如構詞及句法才是

最主要的證據。以下各小節所討論的詞類也將以構詞及句法做為主要的分類依據，而以語意或功能為

輔做為討論次分類時的指標。

5.1.2 阿美語名詞

5.1.2.1阿美語名詞構詞及句法特徵
首先，只有名詞能夠出現在格位標記及介系詞i之後，充當句子參與者（可能是主要論元如主事者

或是非論元如時間）。如(2a)。此外，當阿美語名詞充當謂語時，前面須有名詞標記或介系詞i，形成名

詞謂語或介系詞謂語，如(2b-c)：

(2) a. Masekak ko koko' i kanikaran.
ma-eskak ko koko’ i ka-nikar-an
主事焦點-啼叫 主格 雞 介系詞 處所施用-清晨-處所施用

凌晨起床時間公雞會啼叫。

b.O fa’inay ako ciira.  
o fa’inay=ako ciira
名詞類別標記 丈夫=我.屬格 他.主格

他是我的丈夫。

c. . I kofaw ci ina.
i kofaw ci ina
介系詞 廚房 主格 媽媽

媽媽在廚房

如果以構詞來看，阿美語的名詞構詞可以分為：（一）單純詞(詞根)：詞彙本身無法進一步切割成

更小的詞素(不經由加綴或是重疊等構詞方式)：例如：專有名詞(人名) Panay「女子名」, akim「男子名」，

親屬詞：mama「爸爸」、tina「媽媽」，或是一般名詞的koko’「雞」等；（二）經由加綴或是重疊等構

詞方式衍生得來的名詞。例如從原本的動詞經過加綴的衍生名詞，例如：kanikaran「凌晨起床時間」



5

就是從動詞manikar「凌晨起床」的處所焦點（或稱處所施用標記）ka-…-an衍生而來。也有從原本的

名詞經過加綴的衍生名詞，例如：fa’inayan「男人」就是從名詞fa’inay「丈夫」加上後綴-an得來的名

詞。

就詞根而言，王旭（Wang 1976）曾經提及阿美語的詞根均具有名詞性，由以下例句可知，不論詞

根的語意為何，他們都可以出現在格位標記後：

(3) a. Na’onen ko waco!
      na’on-en ko waco

小心-受事焦點 主格 狗

小心狗！

b. Na’onen ko rakat!
      na’on-en ko rakat

小心-受事焦點 主格 走路

再見！

c. Tata’ak ko palo ako.
      tata’ak ko palo=ako

大 主格 打=我.屬格

我被打的很重。

5.1.2.2阿美語名詞類別
阿美語的名詞沒有區分性別，但是人稱專有名詞會在格位標記上區分單複數，而名詞類別中會區

分專有名詞及普通名詞，這兩類名詞中又會再區分屬人的名詞及非人名詞。本節介紹阿美語名詞的分

類，主要運用的分類依據有書寫符號及語法結構如格位標記及與數詞連用的修飾結構等。

阿美語的名詞依書寫符號的開頭是否大寫來區分專有名詞及普通名詞，專有名詞的開頭會大寫，

普通名詞則不會。專有名詞包含人名如 Panay、地名如 Taypak「台北」、族名如 Pangcah「阿美族（阿

美族人的自稱）」等，這一類名詞大致與英語的專有名詞類別相同，但是與英語不同的是，專有名詞還

會因為屬人與非人的不同，在格位標記上有所區分。事實上屬人與非人的分別在阿美語的名詞類別上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區分討論如下。

屬人與非人名詞在以下幾種語法構詞特徵上的表現會有所不同：

（一）格位標記：屬人的專有名詞及非人的專有名詞的格位標記不同，以主格標記為例，前者為 ci （如

ci Panay），後者為 ko（如 ko Taypak）。普通名詞在格位標記上不區分屬人與非人，主格標記都

是 ko，但某些屬人的親屬名稱如 ina「媽媽」、mama「爸爸」等則視方言別或個人使用習慣不同，

有時可視為專有名詞而選用 ci 為 主格標記。

（二）數詞的構詞不同：表示屬人的數詞不論是當修飾語或當名詞使用時均須以 Ca-重疊的形式出現，

此構詞特徵也見於詢問數量的疑問詞 pina「多少」。例句如下：

(4) a. Tatosa kami.
ta-tosa kami
重疊-二 我們.主格.排除式

我們有兩個人。

b. Militod kako to tosa a roni.
mi-litod kako to tosa a roni
主事焦點-摘 我.主格 斜格 二 連繫詞 絲瓜

我要摘三條絲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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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Papina ko kapot no mita?
pa-pina ko kapot no mita
重疊-多少主格 同學 屬格 我.所有格

我們有幾個同學？

d. Pina ko impic iso?
pina ko impic=iso
多少 主格 鉛筆=你.屬格

你有幾隻鉛筆？

（三）表示「很多」的詞彙不同：屬人的名詞表示「很多」的詞彙為’aloman（例句5a），而非人的名詞

則是搭配adihay（例句5b-c）

(5)a. ’Aloman ko tamdaw i picodadan.  
’aloman ko tamdaw i pi-codad-an
很多 主格 人 介系詞 處所施用-書-處所施用

學校有很多人。

b. Adihay ko maymay itini.
adihay ko maymay itini
很多 主格 鴨子 在這裡

在這裡有很多的鴨子

c. Adihay ko mapawpaway a kasoy i riyar.
adihay ko ma-pawpaw-ay a kasoy i riyar.
很多 主格 主事焦點-漂流-實現 連繫詞 木柴 介系詞 海

海上好多漂流的木材。

阿美語名詞還可分為具體/可數名詞與抽象/不可數名詞，前者的疑問詞可用pina/pa-pina及hakowa
（pina及pa-pina例句見4c-d，hakowa見例句6a），但後者僅限用hakowa（例句6b），例句如下：

(6) a. Hakowa ko tamdaw?1

hakowa ko tamdaw
多少 主格 人

有幾人？

b. Hakowa ko dadahal no kanatanatal?
hakowa ko dadahal no kanatanatal
多少 主格 寬 屬格 世界

世界有多寬

5.1.3 阿美語格位標記與介系詞
格位標記系統與介系詞均屬於封閉性詞類或次要詞類，也都屬於功能詞或虛詞。格位標記的功能

在於標示某一名詞組在句子裡的語法關係（如是否為主語）或作為事件參與者的語意角色（如主事者），

而介系詞所標記的名詞多是不具語法關係的附加論元（adjunct），其功能較屬於標示名詞的語意角色或

特徵。

阿美語的格位標記大多出現在名詞之前，除區分三種格位之外，還可根據其後所接的名詞為普通

名詞或表人的專有名詞（如人名或自己的親屬）而分為兩套，如人稱專有名詞格位標記又可根據名詞

的單、複數再分為兩套，請見表二。

1 本例句取自吳明義(201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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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阿美語格位標記系統

名詞 格位標記

主格 屬格 斜格

普通名詞 ----- ko no to

人稱專有名詞 單數 ci ni ci ...-an

複數 ca na ca ...-an

阿美語的格位標記其實是由名詞類別標記再加上格位標記所構成，故完整的分析應為表三格位標記及

表四名詞類別標記組合而成:2

表三 阿美語格位標記

格位標記名詞類別

主格 屬格 斜格

普通名詞 /k/ /t/
人稱專有名詞 (零標記)

/n/

-an
表四 阿美語名詞類別標記

普通名詞 o
單數 /i/人稱專有名詞 /c/
複數 /a/

阿美語只有一個介系詞 i，出現在表達時間或地點的名詞組之前，語意等同於「在」或「到」。如果該

名詞組為人稱專有名詞，則人稱專有名詞須加上斜格-an，且介系詞可以不出現，如例句(7a)。但如果

是普通名詞，則該名詞組不須加上格位標記，但此時 i 必須出現，不能省略，如例句(7b)。此外，介系

詞 i 也會出現在三論元動詞（pa-形動詞）的接受者或受動者論元，例句如(7c)：

(7) a. Mikadafo ci Mayaw (i) ci Panayan.
Mi-kadafo ci Mayaw (i) ci
主事焦點-女婿或媳婦 主格 人名 介系詞 人稱專有名詞

Panay-an
人名-斜格

Mayaw 入贅到 Panay 家。

b.Mi’ alapit kako to sinafel i cifar.
mi-’alapit kako to sinafel i cifar
主事焦點-筷子 我.主格 斜格 菜餚 介系詞 盤子

我用筷子挾盤子的菜。

c. Pacaliw kako to kawkaw i matayalay.
pa-caliw kako to kawkaw i ma-tayal-ay
使動-借入 我.主格 斜格 鎌刀 介系詞 主事焦點-工作-實現

我出借鎌刀給工人。

5.1.4 阿美語代名詞
代名詞屬封閉詞類及次要詞類，這類詞彙是在句子中用來代替名詞組的成分，包含人稱代名詞、

指示代名詞及疑問代名詞，阿美語的三種代名詞系統分別呈現如下：

2 表三及表四是綜合 Huang (1995)，Liu (1999)及 Wu (2oo6)的分析而來。最早提出阿美語格位標記與名詞類別的相關性者
為 Huang (1995)，Liu (1999)則是將此關係系統性表列出來，Wu (2006)則是根據 Liu 的分析提出另一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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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稱代名詞按形式可分自由式及附著式，按格位則可分為主格代名詞、屬格代名詞、所有格代名

詞及斜格代名詞，如表五所示。

表五 阿美語人稱代名詞系統
數 人稱 屬格 所有格 主格 斜格
單 一 =ako mako kako kakonan

takonan
takowan
takowanan

二 =iso miso kiso kisonan
tisonan
tisowanan

數 三 nira
ningra

mira cira
ciira
cingra

ciraan
ciiraan
cingraan
cingranan

複 一 包含式
(即包含聽者)
“咱們”

=ita mita kita kitanan
kitaanan
titanan
titaanan

排除式
(即不包含聽者)
“我們”

niyam niyam kami kaminan
taminan
tamiyanan

數 二 namo namo kamo tamoanan
三 naira

nangra
mira caira

cangra
cairaan
cangraan

阿美語的指示代名詞可分成用來標示人事物或用來標示地點兩大類。表六列出阿美語標示人、事、

物的指示代名詞，表七則為標示地點指示代名詞系統。

表六 阿美語的指示代名詞系統

距離 主格 屬格 斜格 語意

近 koni noni toni 這

遠 可見的 kora
koraw

nora
noraw

tora
toraw

那

不可見的 koya noya toya 那

表七 阿美語的標示地點指示代名詞系統

距離 主格 屬格 斜格 語意

近 kini --- tini 這（裡）

遠 可見的 kira --- tira
tiraw

那（裡）

不可見的 kiya --- tiya 那（裡）

值得注意的是，標示地點的主格指示代名詞和標示人、事、物的主格指示代名詞的功能完全相同（如

8a-b），而斜格指示代名詞前面沒有介系詞i時，功能也和標示人、事、物的斜格指示代名詞的功能

完全相同（如8c），但標示地點的斜格指示代名詞和介系詞i一起出現時還具有標示地點的功能，如

例句(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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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 Mihengaday kini wawa a mikolay to kilang.
mi-hengaday kini wawa a mi-kolay to kilang
主事焦點-甲蟲 這.主格孩子 連繫詞 MI-撥開 斜格 樹木

這孩子撥開樹木捉甲蟲。

b. Pakamaro’en kira singsi no miso!
pa-ka-maro’-en kira singsi no miso
使動-KA-坐-受事焦點 那.主格 老師 屬格 你.屬格

請讓你的老師坐下。

c. O wawa iso ko mirasrasay tira naniwac i sefi.
o wawa=iso ko mi-rasras-ay tira
名詞類別標記 孩子=你.屬格主格 主事焦點-撒落-實現 那.斜格

naniwac i sefi
綠豆 介系詞 廚房

是你的孩子在廚房將綠豆撒落一地。

d. Midateng kita i tira.
mi-dateng kita i tira
主事焦點-菜 我們.屬格 介系詞 那裡.斜格

我們在那裡採野菜。

阿美語表阿美語表「人」的疑問代名詞為cima。這個疑問代名詞有三種格位，如表八所示。

表八阿美語的疑問人稱代名詞

主格 屬格 斜格

cima「誰」 nima「誰的」 cimanan/cimaanan 「誰；在誰那裡」

5.1.5 阿美語動詞

5.1.5.1 阿美語動詞的構詞語法特徵
如同5.1.1所述，區分名詞與動詞並不能只依靠語意線索，而是要藉由構詞語法特徵。而台灣南島

語常被引用討論的動詞構詞句法特徵有具焦點變化、位於句首、可以吸引時貌標記、及可以吸引附著

式人稱代名詞等。以例句(9)為例，詞根nanom出現在格位標記後時具有名詞的功能，但加上焦點詞綴

後便成了動詞：

(9) Alaf^af ko nanom, ta nanomen.
alaf^af ko nanom ta nanom-en
溫 主格 水 才 喝-受事焦點

水温了再喝。

阿美語的動詞常見的構詞特徵有焦點標記、表示時貌系統的詞綴，及其他常見的構詞詞綴如使動

前綴pa-，ci-「表生長、擁有」，hali-「表習慣於…」等。

阿美語的焦點有以下四種：主事焦點（主焦）、受事焦點（受焦）、工具焦點（工具焦，或稱工具施

用結構）以及處所焦點（處焦，或稱處所施用結構）3，如表九所示：

3 施用結構是一種提昇名詞組語法地位的結構，通常被提昇的名詞都是表示非核心論元的語意角色如工具、原因、地點
等，原來的語法重要性也較低。施用結構與焦點結構的功能並不相同，但在阿美語被施用結構影響而提昇重要性的名詞組
最後也會是該句的主語，因此以往的分析將施用結構標記 sa-和-an 視為焦點詞綴。本書亦採用族人較為熟知的焦點詞綴一
詞來描述這些詞綴，有關施用結構的討論，請參 Wu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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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阿美語的焦點詞綴

焦點分類 焦點詞綴

主事焦點 mi-, ma-, <om>
受事焦點 ma-, -en

工具焦點（或稱工具施用結構） sa-
處所焦點（或稱工具施用結構） -an

主事焦點最常使用的標記為詞綴mi-、ma-、及<om>，這三個詞綴的使用與動詞的動態性有關，一般而

言，mi-型動詞最具動態性，<om>動詞次之，而ma-型動詞則多為靜態動詞。另外，有些靜態動詞的主

事焦點形式不帶任何詞綴（如takaraw「高」）。

時貌語氣是常與動詞一起出現的訊息，所以也常被引用做為判定一詞是否為動詞的依據。阿美語

的時貌語氣基本上是藉由動詞詞綴、動詞部份重疊、依附詞等來標示，列示如下表：

表十 阿美語時貌語氣標記

時貌語氣 實現

表達方式 進行貌 完成貌 過去式 實現

非實現

詞綴 -ay -- na- -ay --
重疊 -- -- -- -- 第一個子音+ /a/

依附詞 =ho =to -- -- --

阿美語與動詞相關的語法特徵包含caay（有的方言為cai或cowa）否定句結構及祈使句結構，分述

如下。

否定詞caay/cai/cowa（以下以caay簡稱之）可否定名詞謂語(10a’)、介系詞謂語 (10b’) 及動詞謂語

(10c’)。例句如下：

(10) a. O singsi ci Dongi.
o singsi ci Dongi
普通名詞 老師 主格 人名

Dongi 是老師。

a’. Caay kao singsi ci Dongi.
caay ka-o singsi ci dongi
不是 KA-普通名詞 老師 主格 人名

Dongi 不是老師。

b. I kawili no loma’ko cawka niira.
i ka-wili no loma’ ko cawka niira
介系詞 KA-左 屬格 房子 主格 廚房 他.屬格

他家的廚房在屋子的左邊。

b’. Caay kai kawili no loma’ko cawka niira.
Caay ka-i ka-wili no loma’ ko cawka
不是 KA-介系詞 KA-左邊屬格 房子 主格 廚房

niira.
他.屬格

他家的廚房不是在屋子的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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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ipeti’ko mato’asay to kolong.
mi-peti’ ko mato’asay to kolong
主事焦點-鞭打 主格 老人 斜格 牛

老人沒有鞭打

c’. Caay pipeti’ko mato’asay to kolong.
caay pi-peti’ ko mato’asay to kolong
沒有 PI-鞭打 主格 老人 斜格 牛

老人沒有鞭打牛。

由以上例句可看出，否定名詞謂語時，caay後面的句型為ka-+名詞組（由名詞類別標記+名詞組成）；否

定介系詞謂語時，caay後面的句型為ka+介系詞組（由介系詞i+名詞組成）；否定動詞謂語時，caay後面

的句型為pi-+動詞。事實上，caay後面的動詞形式至少有以下幾種可能性，如表十一，更多例句提供於

(12)：
表十一 否定詞caay後的動詞形式

caay後面的形式 肯定敘述句形式 例句

pi-動詞 mi-動詞 (10c’)
ma-主焦動詞 (11a)
<om>動詞 (11b)
零標記動詞 (11c)
ma-受焦動詞 (11d)

ka-動詞

除了pa-及paka-以外的衍生動詞如ci-動詞「表

示擁有、攜帶等」、hali-動詞「表示愛好」等
(11e)

(ka-)…-en -en動詞 (11f)

pa- pa-「使動」 (11g)

paka- paka-「能夠...」 (11h)

(11) a. Cai kaolah ci Kacaw to waco.
cai ka-olah ci kacaw to waco
不 KA-喜歡 主格 人名 斜格 狗

Kacaw 不喜歡狗。

b. Cai katomangic ci Panay.
Cai ka-t<om>angic ci panay
沒有 KA-<OM>哭 主格 人名

Panay 沒有哭。

c. Cai katayra i taypak ci mama.
cai ka-tayra i taypak ci mama
沒有 KA-去 介系詞 台北 主格 爸爸

爸爸沒有去台北。

d. Caay kahapinang ako ko cawi nira i honi.
caay ka-hapinang=ako ko cawi nira
沒有 KA-弄清楚=我.屬格 主格 回答 他.屬格

他的回答我没有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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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Caay kacipayso ci Panay.
caay ka-ci-payao ci Panay
沒有 KA-擁有-錢 主格 人名

Panay 沒有錢。

f. Caay (ka)safonen nira ko tireng a mingingoy.
caay (ka-safon-en nira ko tireng a
沒有 KA-肥皂-受事焦點 他.屬格 主格 身體 連繫詞

mi-ngingoy
MI-洗澡

他没有用肥皂洗澡。

g. Cai palipida kira tawki.
cai pa-li-pida kira tawki
沒有 使動-LI-錢 那.主格 老板

那個老板不發薪水

h. Cai pakatoor kita to lalok nira mato’asay.
cai paka-toor kita to lalok nira
沒有 能夠-跟隨 我們.主格 斜格 勤勞 那.屬格

ma-to’as-ay
主事焦點-老-實現

我們跟不上那位老人家的勤勞。

我們將根據上述提到的構詞語法特徵，搭配語意功能來討論阿美語的動詞分類。

5.1.5.2 阿美語的動詞分類
以下分類將以表十一的結構特徵為依據，再依語意功能及其他結構將阿美語的動詞分成：mi-動

詞、ma-動詞（含主事焦點及受事焦點）、<om>動詞、零標記動詞、-en動詞、pa-動詞及paka-動詞。其

中，ma-動詞的次分類最為複雜。

mi-動詞均是動態動詞，語意上有「正在做...」（現在進行）或「要去做...」（未來），有些動態動詞

的主事焦點形式只有mi-，這一類的動詞會帶有上述兩種語意，如(12a)，另外有些詞根的動態動詞的主

事焦點形式可以有其他形式如<om>或ma-，這類動詞的mi-型結構就只有「要去做...」的意思，如(12b’)
及(12c’)：

(12)a. Mi’atal kako to hemay.
mi-’atal kako to hemay.
主事焦點-盛 我.主格 斜格 飯

(i)我在盛飯。(ii)我要去盛飯。

b. Komaen kako to ^epah.
k<om>aen kako to ^epah
<主事焦點>吃 我.主格 斜格 酒

我在喝酒。

b’. Mikaen kako i ci Panayan.
mi-kaen kako i ci panay-an
主事焦點-吃 我.主格 介系詞 人稱專有名詞 人名-斜格

我要去Panay家吃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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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Matayal kako.
ma-tayal kako
主事焦點-工作我.主格

我在工作/上班。

c’. Mitayal kako to demak ni Panay.
mi-tayal kako to demak ni panay
主事焦點-工作 我.主格 斜格 事情 屬格 人名

我要去做 Panay 的工作。

比較例句(12)中的三個 mi-動詞可以發現，mi-’atal 可以有「正在做...」或「要去做...」兩種解釋，而 mi-kaen
及 mi-tayal 卻只能解釋為「要去做...」，並且帶有較強的目的性（要做的事比較特別）。mi-kaen 及 mi-tayal
較常使用的主事焦點型分別是 k<om>aen 及 ma-tayal，後兩者則都有「正在做...」的意思。此外，下列

mi-動詞除了只有「要去做...」或未來式的意思外，還帶有使動的語意：

(13) a. Maota’ to kako.
ma-ota’=to kako
主事焦點-嘔吐=了 我.主格

我吐了。

a’.Miota’ ko simal to tamdaw.
mi-ota’ ko simal to tamdaw
主事焦點-嘔吐 主格 油 斜格 人

油會使人嘔吐。

b. Malasng to kako.
ma-lasang=to kako
主事焦點-醉=了 我.主格

我醉了。

b’. Milasang ko epah to tamdaw.
mi-lasang ko epah to tamdaw
主事焦點-醉 主格 酒 斜格 人

酒會使人醉。

(13)的 mi-動詞都帶有使動的意義，這些動詞都有 ma-型的主焦型式，且 ma-動詞的語意偏向非自主性

動作（如maota’「嘔吐」）或靜態動詞（如 malasang「醉」）。

我們將目前討論的三類 mi-動詞整理如下表：

表十二 mi-動詞的次分類

次分類 caay 之後的型式 mi-動詞時態意義 其他主焦型式 例子

I pi- 正在或未來 無 mi’atal

II pi- 未來 <om>；ma- mikaen; mitayal

III pi- 未來使動 ma- miota’; milasang

焦點詞綴 ma-可以表示主事焦點及受事焦點，以下先討論主事焦點 ma-動詞的分類。ma-主事焦點

動詞至少可分成兩類，第一類為（自主性）活動動詞如 ma-tayal「工作」，第二類則是包含非自主性

活動如 ma-ota’「嘔吐」及狀態如 ma-lasang「醉」。而非自主性活動與狀態動詞大致還可區分如下，

前者如同自主性活動動詞，語意上可解釋為「正在…」（正在進行），後者則無法有此解釋。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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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 Makerker ci Panay.
ma-kerker ci panay
主事焦點-發抖 主格 人名

Panay 在發抖。

b. Malasng kako.
ma-lasang kako
主事焦點-醉 我.主格

(i) 我醉（了）。(ii) *我正在醉。

此外，表示有終點性的結果狀態動詞如ma-rohem「（水果）成熟」、ma-icang「（晒）乾」和無終點

性的狀態動詞如ma-lasang「醉」、ma-soso「胖」在與時貌依附詞=ho「還…」一起出現時會有不一樣

的表現；前者無法和=ho一起出現，後者則無此情形：

(15 ) a.*Maicang ho kora rikor.
ma-icang=ho kora rikor..
主事焦點-乾=還 那.主格 衣服

b. Masoso ho cingra.
ma-soso=ho cingra
主事焦點-胖=還 他.主格

他還是（很）胖。

=ho表示狀態的持續，與有終點性的結果狀態動詞的語意衝突，因此（15a）是無法接受的句子。本節

所討論的ma-主事焦點動詞整理如下表：

表十三 ma-主事焦點動詞的次分類

次分類 caay 之

後的型式

mi-動詞

意義

語意特徵 ma-動詞可

具進行式意義

可否與=ho

共用

例子

I ka- 未來 自主性活動 可 可 matayal

II ka- 未來使動 非自主性活動 可 可 masowaf

III ka- 未來使動 具終點性結果狀態 否 可 marohem

IV ka- 未來使動 無終點性狀態 否 否 malasang

ma-受事焦點動詞大都帶有被動及過去的語意，目前所發現的 ma-受事焦點動詞均有 mi-型動詞的

對應型式，上也就與所對應的 mi-型動詞相同。，以下為例句：

(16) a.Ma’atal to no mako ko hemay iso. 
ma-’atal=to no mako ko hemay=iso
受事焦點-盛=了 屬格 我.所有格 主格 飯=你.屬格

你的飯已被我盛了。

b. Maota’ no sanek no tosiya kako.
ma-ota’ no sanek no tosiya kako
受事焦點-盛 屬格 氣味 屬格 車子 我.主格

我被車子的味道弄吐了。

(16a)與(16b)分別 mi-’atal及 mi-ota’的相對 ma-受事焦點動詞，前者為一般的活動動詞而後者則帶有使

動的解釋，這樣的語意差異也可以從(16)的 ma-受事焦點動詞中觀察到。有趣的是，帶有使動意義的

ma-受事焦點動詞與 ma-非自主性活動主事焦點及 ma-狀態主事焦點動詞的構詞形式是一樣的，兩者的

差別只能從語法結構來區分（試比較(16b)及(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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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受事焦點動詞的對應主事焦點動詞不一定是 mi-型，也有可能是-om-型（例如 k<om>aen「吃」

及 ma-kaen「（被）吃」）及 ma-型的雙論元動詞（如 ma-olah 喜歡），值得注意的是，有些 ma-型主

事焦點的雙論元動詞的 ma-型主事焦點為 maka-，以下為例句：

(17) a. Maolah kako ci Panayan
ma-olah kako ci panay-an
主事焦點-喜歡我.主格 人稱專有名詞 人名-斜格

我喜歡Panay

a’. Maka-olah4 ako ci Panay.
maka-olah=ako ci panay
受事焦點-喜歡=我.屬格 主格 人名

Panay被我喜歡

b. Mafana’ kako tora tamdaw.
ma-fana’ kako tora tamdaw.
主事焦點-知道我.主格 那.斜格 人

我認識那個人。

b’. Makafana’ no tao kora demak.
Maka-fana’ no tao kora demak
受事焦點-知道 屬格 別人 那.主格 事情

那件事被別人知道了。

與 ma-ota’不同，ma-olah 及 ma-fana’只有主事焦點的解釋及用法，它們的受事焦點前綴為 maka-，而這

個結構似乎也不常用。

<om>動詞在阿美語的詞彙數量有限，這個中綴也沒有衍生新詞的能力。另外，不同於其他主事焦

點動詞之處為，<om>動詞在工具焦點（工具施用結構）、處所焦點（處所施用結構）、caay 否定句及祈

使句等結構，除了 ka-前綴外，<om>中綴也會出現。

零標記主事焦點動詞可分成兩大類：第一類是直接使用詞根的型式，如tayra「去」和takaraw「高」；

第二類則是其他不是經由焦點詞綴所衍生而來的動詞5，如pa-使動詞詞pa-rakat「駕駛」、ci-動詞（如

ci-tangal「聰明」）等。第一類零標記動詞就語意而言還可以分成兩類：第一類為與方位或移動相關的

動詞如移動動詞tayra「去」、tahira 「到達」、maro’ 「坐、住」，存在/方位動詞ira「存在、在」等；

第二類為則包含具有形容詞語意的狀態動詞如takaraw「高」、kohting「黑」等。

帶有形容詞語意的動詞在阿美語都是由零標記及ma-型主事焦點動詞來表達。這兩種動詞所表達語

意類別略有重疊，但也有不同。似乎ma-動詞則是表徵暫時性的或是結果狀態（如ma-talem「銳利」）而

零標記動詞所表達的是可能是暫時性的如kaso’ 「好吃」或有可能可解釋為屬於永久性或與生俱來的屬

性如kerteng「重」。另外，就構詞語法而言，零標記及ma-型主事焦點動詞有以下不同。零標記動詞可

直接加上後綴-an來取綽號稱具有該特質的人，而ma-型主事焦點動詞則是須加上ka-，但這兩類動詞均

可加上實現後綴-ay，名物化後來指稱具有該特質的人。請見下表的比較：

4 maka-也可分析成 ma-ka-，將 ka-視為是動詞類別標記的一種（及 pi-型與 ka-型）
5 這一類的動詞並不一定都是零標記，如 sa-動詞（表示「製造」，如 sa-cayna「製造籃子」）用的時候會加上 mi-，而 pa-
使動動詞也可以加上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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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阿美語零標記動詞與ma-主事焦點狀態動詞的名物化比較

動詞例子 名物化形成綽號 -ay名物化

tata’ang「大」 tata’ang-an 「大隻佬；胖子」 tata’ang-an 「大的東西」

kohting「黑」 kohting-an「黑人」 kohting-ay「黑的物或人」

ma-soso「胖」 ka-soso「胖子」*soso-an ma-soso-ay「胖的人」

ma-lasang 「醉」 ka-lasang-ay「醉鬼」*lasang-an ma-lasang-ay 「喝醉的人」

阿美語有兩種-en動詞，一種是受事焦點的-en動詞，另一種則是加在靜態動詞後形成「感覺...：

似乎...」的一種特殊結構。

受事焦點-en 幾乎可和各類語意的詞根相結合，與具名詞語意及動態動詞語意的詞根結合時，會形

成一個表示動作的受事焦點動詞（例(18a)及(18b)），與具動作語意的詞根一起出現時，會形成一個表

示自主性動作的受事焦點動詞（例(18c)），而與具狀態語意詞根一起出現時，所衍生的-en 動詞則會帶

有使動的語意（例(18d)）。請看以下例句：

(18) a. Nanomen ako kora sayta.
nanom-en=ako kora sayta
水-受事焦點=我.屬格 那.主格 汽水

我要喝（完）那個汽水。

b. Sti’en ni Aki ci Panay.
sti’-en ni aki ci panay.
打-受事焦點 屬格 人名 主格 人名

Aki（一定會）打Panay。

c. Ota’en!
ota’-en
吐-受事焦點

吐出來！

d. Fa’deten ako k-o-ya dateng.
fa’det-en=ako koya dateng.
熱-受事焦點=我.屬格 那.主格 菜

我（一定會）熱那道菜。

從例句(18)我們大致可以看出，-en 受事焦點動詞有兩大類，一是一般的動態動詞，二是具有使動意義

的動詞，這些特徵與先前討論過的 mi-動詞很像，然而 mi-動詞與-en 動詞除了焦點以外，還有以下幾

點不同：第一、mi-動詞不一定要有特定的動作接受者（受事者），如例句(19a)，但-en 動詞一定會有，

此點當然是因為-en 為受事焦點詞綴；第二、mi-動詞的主事者不一定要有自主性，但-en 動詞一定會伴

隨具有自主性的主事者（通常是屬人的名詞）6，如例句(19b)，這個特色也可以從非自主性動作的詞根

加上-en 之後的語意轉變看出；最後一點，-en 動詞可以使用在祈使句，但 mi-動詞不行，後者前綴須轉

成 pi-，如例句(19c)。

(19) a. Minanom kako.
mi-nanom kako
主事焦點-水 我.主格

(i)我在喝（水）。(i)我要去喝（水）。

6 這點據筆者了解因人或因方言而異，但大部份的族人的確不接受-en 動詞與非人的主事者一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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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Fa’deten no namal koya dateng.
fa’det-en no namal koya dateng.
熱-受事焦點 屬格火 那.主格 菜

c. Pinamom/*minanom!
Pi-nanom/*mi-nanom
PI-水 主事焦點-水
喝（水）！

表達「感覺...：似乎...」的-en動詞例句如下：

(20) a.Fa’edeten kako toya nanom.
fa’edet-en kako toya nanom
熱.主事焦點-覺得 我.主格 那.斜格 水

我覺得那個水（看起來）很燙。

b. Maolahen cingra to ngohah nira, sapikadafoan to cingra.
ma-olah-en cingra to ngohah nira
主事焦點-喜歡-覺得 他.主格 斜格 情人 他.屬格

sa-pi-kadafo-an=to cingra
想要1-PI-女婿或媳婦-想要2.主事焦點=了 他.主格

她太喜歡她的情人，（所以）她想嫁了

例句(20)的-en 動詞與受事焦點的-en 動詞有以下幾點不同之處，首先，(20)的例句都是主事焦點結構，

這可從整句的格位句型看出；受事焦點的句型會是屬格主事者+主格受事者，而主事焦點句型則是主格

主事者+斜格受事者。再者，受事焦點-en 不會和 ma-前綴一起出現，這與例句(20b 不同。第三點，受

事焦點-en 如與狀態動詞如 fa’edet「熱」一起出現會形成使動的意義，但(20a)並無使動的解釋。最後，

表示「感覺...：似乎...」的-en 不會和動態動詞一起出現，如(21)，這點與受事焦點-en 不同。

(21) a. *mi-palo-en (mi-palo 「（去）打」)
b. *ma-palo-en (ma-palo 「（被）打」（受事焦點）)
c. *ma-nanom-en (ma-nanom 「（被）喝」（受事焦點）’

使動前綴 pa-所產生的意義會隨著所附著的詞根語意而有所不同，如表十五：

表十五pa-動詞語意與詞根語意類別的對應
pa-動詞語意 詞根語意類別 例子
使有；使增加 名詞 dateng 「菜」 pa-dateng 「加菜」
使變成 形容詞 kaeped 「軟」 pa-kaeped 「使變軟」
使做動作 動詞 kaen「吃」 pa-kaen 「餵（使…吃）」
另外，pa-如果附加在帶有「表達買賣或交易行為」的詞根如’aca/cakay「買」、caliw「借入」，則交易的

方向會改變（如 cakay「買」pa-cakay「賣」；caliw「借入」pa-caliw「借出」）

有些焦點詞綴如 mi-及-en 有時也可以衍生使動的意義，pa-與這兩種詞綴的不同之處在於，mi-及-en
只有附加在某些詞根（如表示狀態的詞根）時，才會衍生出使動的意義，而 pa-則無此限制。此外，pa-
動詞的使動者一定是屬人的名詞，但 mi-和-en7則無此限制，如以下例句所示，

7 -en 的主事者也傾向具備屬人的特質，但可以允許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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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a. Mikeced ko nanom to rikor.
mi-keced ko nanom to rikor
主事焦點-縮小 主格 水 斜格 衣服

使縮小

b. Pakeced kako to tao tora rikor
pa-keced 我.主格 斜格 別人 那.斜格 衣服

使動.主事焦點-縮小

我要請人把那件衣服改小（如修改衣服）

pa-可和前綴pi-結合，衍生出表示語氣較弱的使動結構。試比較以下兩句：

(23) a. Parakaten nira koni a paliding.
pa-rakat-en nira koni a paliding
使動-走路-受事焦點 他.屬格 這.主格 連接詞 車子

我開這輛車（我使車行走）

b. Papirakaten nira ci Panay/*koni a paliding.
pa-pi-rakat-en nira ci Panay/koni a
使動-PI-走路-受事焦點 他.屬格 主格 人名/ 這.主格 連接詞 paliding
車子

他請Panay/*這輛車去走路。

*他使Panay/*這輛車走路。

前綴 paka-可能有三種解釋，一是表達「有能力或有潛力做某事；可在能力範圍做某事」，例句如

(24a-c)，；二是表達「經由（方式或交通工具）」，如 (24d-e)：第三則是 pa-使動結構的一種，而該

前綴應該分析為 pa-ka-「使動前綴+ka-」，例句如 (24f-g)：

(24) a. Pakaca’emot to sowal no tomok kako.
paka-ca’emot to sowal no tomok kako
能夠-記住 斜格 話 屬格 頭目 我.主格

我可以記住頭目所說的話。

b. Pakaneneng ko mata no lidep to foting i nanom.
paka-neneng ko mata no lidep to foting
能夠-看 主格 眼睛 屬格 老鷹 斜格 魚

i nanom
介系詞 水

老鷹的眼晴看得到水中的魚。

c. Pakadawa kiso to tao hay?
paka-dawa kiso to tao hay
能夠-打敗 你.主格 斜格 別人 疑問助詞

你可以打敗別人嗎?

d. Pakacifar ko lafang tayra i Fotod.
paka-cifar ko lafang tayra i Fotod
經由-船 主格 客人 去 介系詞 蘭嶼

遊客搭船去蘭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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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Pakacitingen ko pinanam to codad no holam.
paka-citing-en ko pi-nanam to codad no holam
經由-字典-受事焦點 主格 PI-學習 斜格 書 屬格 漢人

國語要從字典來學習。

f. Pakafangafang ko kalodemak no dipot ako i takowanan.
pa-ka-fangafang ko kalodemak no dipot= ako
使動-KA-煩忙 主格 KALO-事情 屬格 照顧=我.屬格

i takowanan
介系詞 我.斜格

我的（照顧）嬰兒的瑣事使我很忙。

g. Pakakolacen nira mato'asay ko wawa nira.
pa-ka-kolac-en nira mato'asay ko wawa
使動-KA-一無所有-受事焦點 那.屬格 老人家 主格 小孩

nira
他.屬格

那位老人家使他的孩子一無所有

表示能力的 paka-（簡稱「能力」paka-）表達的是一種與生俱來、不須費力即可完成某事的能力，

因此該前綴所接的詞根應是表達可完成的動作或狀態，而不會是表名詞的詞根如 cifar「船」或 citing
「字典」。此外，這類動詞的意義應該偏向正向，因此 fangafang「煩忙」及 kolac「一無所有」這類詞

根也不太可能與「能力」paka-一起出現。這一類動詞不會與 mi-及-en 一起出現，因為這兩個詞綴所具

有的目的性與「能力」paka-的語意相衝突。表示經由（方式或交通工具）的 paka-（簡稱「經由」paka-）
所接的詞根為表示工具或方法的名詞性詞根。這類動詞可以有-en 的受事焦點型式，如(24e)8。表示使

動的 pa-ka-（簡稱「使動」pa-ka-）後面接的是與 ka-前綴相關的詞根（如 ma-主事焦點所接的詞根、零

標記動詞的詞根等）。某些詞根與/paka/前綴一起出現時可能會有兩種解釋，例如/paka/tayal（詞根為 tayal
「工作」，主事焦點為 ma-tayal「工作」）可解釋為「能夠做」或「使工作」，但是只要後綴-en 一起出

現，就只能有「使工作」的解釋。

5.1.5.3 阿美語常見動詞衍生詞綴
事實上5.1.5.2討論的詞綴均可視為衍生動詞的詞綴，因為我們曾經提到阿美語的詞根均屬名詞

性。阿美語的衍生動詞詞綴相當豐富，無法一一介紹，以下僅條列出幾個常見的詞綴。這些前綴除了

sa-當做「製作」、「飼養」、「剝除」等衍生出的動態動詞須和mi-一起出現外，其他衍生動詞均可直接使

用在主事焦句中，不須再加焦點詞綴，但是這些衍生動詞在caay後面均會加上前綴ka-。
表十六 阿美語衍生動詞的詞綴示例

前綴 語意 例子 前綴+詞幹 衍生詞語意
ci-payso ci-錢 有錢ci- 擁有
ci-taneng ci-智慧 聰明
ci-falo ci-falo 長花ci- 生長
ci-heci ci-果實 長果實、有成果
ci-riko’ ci-衣服 穿衣服ci- 穿、戴
ci-kafong ci-帽子 戴帽子

hali- 喜愛、 hali-^epah hali-酒 愛喝酒

8 目前還未收集到這個詞綴與 mi 及受事焦點 ma-一起出現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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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i-fonga hali-地瓜 喜好地瓜
hali-kaen hali-吃 愛吃

愛做某動作

hali-pacefa hali-隨便 愛亂講話
sa-^epah sa-酒 製作酒sa- 製作
sa-dofot sa-情人袋 製作情人袋

飼養 sa-ciciw sa-小豬 飼養小豬
剝除 sa- fadic sa-fadic 剝除外皮

sa-pala sa-田地 當做田地sa- 當作
sa-cafay sa-夥伴 當作夥伴
sa-fitoka sa-胃 形狀像胃sa- 像…
sa-kawkaw sa-鐮刀 像鐮刀
sa-takaraw sa-高 更高sa- 加強
sa-’atekak sa-硬 更硬
tala-lotok tala-山 去山上tala- 前往、去
tala-’amis tala-北方 去北方

5.1.6 阿美語副詞
本報告定義阿美語的副詞有以下構詞語法的特點：（1）沒有焦點變化，也不會有動詞相關的構詞

句法變化如祈使型；（2）不能接格位標記9；（3）在句中的位置較為自由。功能上而言，這些詞用來

修飾動詞的樣態、頻率、範圍、以及程度等。行使這些功能的詞彙不一定是副詞，如果具有名詞的特徵如

romi’ami’ad，則將其歸類副詞性名詞，如果具有動詞的特徵如mararid，則將其歸類副詞性動詞，在本章不

另討論。以下各節將依常見的副詞語意類別來討論阿美語的副詞，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詞不一定同時具有

上述三點特徵（尤其是第三點），但他們的確都具有相同的功能，也都無法被歸類到名詞或動詞。

副詞可依功能分成四類：(i)時間副詞：標示動作或是事件發生的時間；(ii)包容與數量副詞：標示

數量或是表示某個陳述的內容包含在另一個更大的範疇中：(iii) 判斷副詞：標示說話者的判斷結果，

通常是根據說話者自己的知識或是日常常識或環境線索來判斷整個句子所陳述的事實是否為真；(iv)
可以當作疑問詞的疑問副詞；(v)表示轉折語氣的副詞，分述如下。

用來標示動作或是事件發生時間的詞彙如anocila「明天」、inacila「昨天」、itiya ho「從前」、ihoni
「剛剛；現在」、anini「現在」等，沒有動詞焦點變化，也不接格位標記，部份詞彙的位置也比較有彈

性。這些詞彙的構詞成份大致可分成兩大類，一是由cila「特定時間之前後」（吳明義2013:51）加上其

他詞彙或詞綴所形成時間副詞，另一類則是含有指示成份-ra、ya，-ni等的時間副詞。

與cila相關的時間副詞anocila「明天」、inacila「昨天」、nanocila「自(從)昨天」等。以下以inacila
為例：

(25) a. Mananiwacay na Lahok inacila.
ma-naniwac-ay na Lahok inacila
受事焦點-綠豆-實現 屬格.複樹 人名 昨天

Lahok 他們昨天已採收綠豆。

b. Maro’oay to niyam inacila itira.
ma-ro’o-ay=to niyam inacila i tira
受事焦點-無患子-實現=了 我們.屬格 昨天 介系詞 那裡

昨天在那裡我們已經採了無患子了。

9 但阿美語中有些副詞是由介系詞+名詞（如 ihoni (i+honi)「剛才」）變化而來，因這些詞彙似乎已成固定詞彙，本書仍將
其視為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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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指示詞相關的時間副詞有 honi「瞬間、剛剛、一會而」10及其所衍生的 honihoni「經常、不一會

兒」、ihoni「剛才」及 anohoni 「待會兒」，另外還有 anini「現在」（或 imatini「現在」），這些詞都含

有指近成份-ni。以下以 honi 為例11：

(26) a. Honi malafi to kita.
honi ma-lafi=to kita
一會兒 主事焦點-晚飯=了 我們.主格

過一會兒我們就吃晚飯吧！

b. Honi malaliw to kiya tomay.
honi ma-laliw=to kiya tomay
一會兒 主事焦點-逃跑=了 那.主格 熊

一會兒熊逃走了。

例句(26)的 honi 雖然出現在句首的位置，但卻不是主要動詞，因為表達時貌標記的依附詞=to 是出現在

後面的 malafi 及 malaliw。說明 honi+動詞並非是動詞+動詞的連動結構。有些帶有指事成份的副詞如

anini「今天」則位置較為彈性，可在句中或句尾：

(27) a. Mafali anini.
ma-fali anini
主事焦點-風 今天

今天刮風。

b. Pa’afo anini to panay ci mama.
pa-’afo anini to panay ci mama
使動-肥料 今天 斜格 稻子 主格 爸爸

爸爸今天施肥。

數量副詞修飾動作或事件發生的次數或是事件參與者的數量，例如， aca「只」和 maemin「全部」。

這兩個副詞都固定出現在主要動詞或謂語後，例句如下：

(28) a. Cecay aca ko piala ni Osay to tomorak.
cecay aca ko pi-ala ni Osay to tomorak
一 只 主格 PI-拿 屬格 人名 斜格 南瓜

Osay 只拿一粒南瓜

b. Padengen aca ko miso!
padeng-en aca ko miso
適合-受事焦點 只 主格 你.所有格

你適可而止就好了哦!

c. Mafoti’maemin ko sito i ikor no lahok a pahanhan.
ma-foti’ maemin ko sito i ikor no
主事焦點-睡覺 全部 主格 學生 介系詞 後面 屬格

lahok a pahanhan.
午餐 連繫詞 休息

午餐之後學生全都睡覺休息。

10 根據吳明義(2013:209)，honi 亦等於 soni 及 sawni。
11 (26)例句採自吳明義(2013: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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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 iyo maemin ko paro no’alofo ni ama.
o iyo maemin ko paro no’ alofo ni
名詞類別 藥 全部 主格 內容 屬格 背袋 屬格

ama
祖母

阿嬤背袋裏全都是藥品。
「判斷副詞」是說話者根據自己的知識或是環境線索以及日常常識，來判斷整個句子所陳述的事實是

否為真，阿美語的 matiya「好像：可能」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副詞，例句如下：

(28) a. Matiya mielikay ko pikadi to riko’.
matiya mi-elik-ay ko pi-kadi to 好像 主事焦點-用
腳板摩擦脫殼-實現 主格 PI-踐踏 斜格

riko’
衣服

就像用腳板摩擦脫殼地踐踩衣服。

b. Ci’ali no miso ko mifohatay to fawahan matiya.12

ci ’ali no miso ko
人稱專有名詞 妯娌 屬格 你.所有格 主格

mi-fohat-ay to fawahan matiya
主事焦點-開-實現 斜格 門 好像

可能是你嫂嫂開的門。

疑問副詞指的帶有疑問詞功能的副詞，阿美語的疑問詞 naw/nowiro「為什麼」就是這樣的例子（例

句(29)），雖然像動詞一樣，naw/nowiro「為什麼」會出現在句首，但是跟動詞不同的是，這個疑問詞

沒有焦點變化；另一方面，出現在這個疑問詞後的動詞可以有時貌及焦點變化，前面也沒有連詞 a，這

說明 naw/ nowiro+動詞不是連動結構。這些表現都和疑問動詞如 samaan「如何」（例句(30a)）不一樣。

另一方面，它也不像疑問名詞如 maan「什麼」（例句(30b)），因為 naw/nawiro 不會出現在句中，前面

也不能有名詞標或格位標記來標示。因此 naw/nowiro「為何；為甚麼」被歸類為副詞。例句分別如下：

(29) a. Naw palaliwen no miso kora mitakaway?
naw pa-laliw-en no miso kora
為什麼 使動-溜走-受事焦點 屬格 你.所有格 那.主格

mitakaway
小偷

為什麼你讓那小偷逃走呢?

b. Nawiro macepa’ ko sinasera no mita?
nawiro ma-cepa’ ko sinasera no mita
為什麼 主事焦點-濕 主格 地板 屬格 我們.所有格

我們的地板為什麼這麼濕呢?

(30) a. Masamaan ko romi’ad anini?
ma-sa-maan ko romi’ad anini
主事焦點-SA-什麼 主格 天氣 今天

今天的天氣如何？

12(28b)採自吳明義(2013: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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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 tedi’ no maan koriraan?   
o tedi’ no maan koriraan
名詞類別標記 光 屬格 什麼 那.主格

那是什麼（的）光?
表示轉折語氣的副詞如 nikawrira「但是」及 orato「但是」可出現在句首或句中，這種副詞最大的

特色是後面會有明顯的停頓，來配合語氣的轉折，這與下一節所要討論的連接詞不同，連接詞後面通

常不會有這樣的停。例句如下13：

(31) a. Sapi’ang’angawako tora tamdaw, nikawrira, mafokil kako to ngangan nira.
sa-pi-’ang’ang-aw=ako tora tamdaw, nikawrira, ma-fokil kako
工具焦點-PI-叫喊-想要=我.屬格 那.斜格 人 但是 主事焦點-不知 我.主格

to ngangan nira
斜格 名字 他.屬格

我想叫住那個人，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b. Caay kahakowa ko nipaliwalan a dateng, nikawrira, adahi sapiaca to piyang no wawa.
caay ka-hakowa ko ni-pa-liwal-an a dateng, nikawrira, adahi
沒有 KA-多少 主格 NI-使動-賣-處所施用 連繫詞 菜 但是 聊勝於無

sa-pi-aca to piyang no wawa
工具焦點-PI-買 斜格 糖果 屬格 小孩

今天賣的菜没多少錢，但是，還可以買個給小朋友的糖。

5.1.7 阿美語連接詞
連接詞指的是連接詞組或子句間的詞，在阿美語這些詞並沒有構詞特徵。以下討論將阿美語連接

詞分類為詞組間的連接詞及子句間的連接詞。

連接名詞組的ato 和aci相當於中文的「和」以及英語的「and」，前者可連接任何名詞組，如普通

名詞(32a-b)，代名詞(例32c)及人稱專有名詞(例32d)，但後者只能連接人稱專有名詞(例32e)，例句如下：

(32) a. Mifawah ci kaka to fawahan ato sasingaran.
mi-fawah ci kaka to fawahan ato sasingaran
事焦點-開 主格 兄姐 斜格 門 和 窗

姐姐將門和窗打開。

b. Makaen ni Aki ko foting ato hemay.

ma-kaen ni aki ko foting ato hemay
受事焦點-吃 屬格 人名 主格 魚 和 飯
Aki 吃了魚和飯。

c. Rangi saan ko pising ako ato no miso
Rangi saan ko pising=ako ato no miso
相似 如是 主格 臉=我.屬格 和 屬格 你.所有格

我的臉和你的很相似。

d. Minokay to ci mama ato ci ina.
mi-nokay=to ci mama ato ci ina
主事焦點-回家=了 主格 爸爸 和 名詞類別 媽媽

爸爸和媽媽回家了。

13 南勢阿美語的「但是」是 sisa，用法與 nikawrira 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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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inokay to ci mama aci ina.
mi-nokay=to ci mama aci ina
主事焦點-回家=了 主格 爸爸 和 媽媽

連接詞（或稱連繫詞）a可連接兩個動詞組如例句(33)，及修飾語與被修飾名詞如例句(34)

(33) a. Misawad to kako a mimali.
mi-sawad=to kako a mi-mali
主事焦點-放棄=了 我.主格 連繫詞 MI-球
我不再打球了。

b. Tadafangcal a nengnengen kora coka.
tada-fangcal a nengneng-en kora coka
真的-美好 連繫詞 看-受事焦點 那.主格 畫

那褔畫看起來真美。

c. Mapawan ci Toray a mitelec to tapad nira.
ma-pawan ci Toray a mi-telec to
主事焦點-忘記 主格 人名 連繫詞 MI-綁 斜格

tapad nira
腰帶 他.屬格

Toray 忘記綁他的褲子的腰帶。

(34) a. O rakes koni a kilang.
o rakes koni a kilang
名詞類別標記 樟樹 這.主格 連繫詞 樹

這棵樹是樟樹

b. Malalok ko mako a wawa.
ma-lalok ko mako a wawa
主事焦點-勤勞主格 我.所有格 連繫詞 孩子

我的孩子很勤勞

c. Mapatay to koya mikalatay ci Akian a waco.

ma-patay to koya mi-kalat-ay ci Aki-an a
主事焦點-死 了 那.主格 主事焦點-咬-實現 人稱專有名詞 人名-斜格 連繫詞

狗

waco
那隻咬Aki的狗死了。

子句間的連接詞與上述的詞組連接詞最大不同在於這些連接詞不一定是出現在被連接的子句之

間，有些連接詞比較常出現在句首，例如ano「假如」。再者，這些連接詞與子句之間不會有語氣的停

頓，這與上一節所討論的轉折副詞如nikawrira「但是」不同。這樣的連接詞有nawhan/nawhani「因為」、

saka「所以」、ano「假如、當」、yo「當」及ta「才」等，以下以ano「假如、當」、yo「當」為例來說

明。

ano「假如、當」連接兩種子句，一為表示條件的子句，可出現在非條件句之前(35a)或之後(35b)，
如以下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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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a. Ano masalaw ko ’orad i, manga’ay kako a masadak?
ano ma-salaw ko ’orad i, ma-nga’ay kako a
如果 主事焦點-停 主格 雨 主題 主事焦點-可以 我.主格連繫詞

ma-sadak
主事焦點-出去

如果雨停了，我可以出去嗎？

b.Limek sa ho kiso i kafoti’an, ano tayni cira.  
limek=sa=ho kiso i kafoti’an, ano tayni cira
躲=如是=還 你.主格 介系詞 睡覺之處 如果 來.主事焦點 他.主格

如果他來時，你就先躲到房間。

ano「假如、當...以後」也可以連接表示未來的時間子句：

(36) Ano mato’as kako, mangalay kako a malasingsi.
ano ma-to’as kako, ma-ngalay kako a mala-singsi
當 主事焦點-老 我.主格 主事焦點-想要 我.主格 連繫詞 成為-老師

當我長大，我想當老師。

yo 是「當」的意思，一般用來表示過去的時間，與 ano 相反：
(37) a. Matemer ko kamay no mako yo milikat to dingki.

ma-temer ko kamay no mako yo mi-likat to
受事焦點-觸電 主格 手 屬格 我.所有格 當 主事焦點-點火 斜格

dingki
電燈

我的手開燈時被電到。

b. Yo lomowad nanikafoti’an, o lalo’op ko sa’ayaway.
yo l<om>owad nani-ka-foti’-an, o lalo’op ko sa-’ayaw-ay
當 <主事焦點>起床 從-KA-睡覺-處所焦點 名詞標記 洗臉 主格 SA-前面-實現

起床之後第一件事就是洗臉。

5.1.8 阿美語嘆詞與助詞
嘆詞與助詞都是虛詞，屬於次要詞類及封閉性詞類，他們沒有實質的語義內涵，只有語用功能。

嘆詞與助詞的不同在於，嘆詞多出現在句首；助詞大多出現在句中或句尾。感嘆詞可以單獨成句，但

助詞必須依附於句子才能出現，無法單獨存在。以下分別介紹阿美語的嘆詞與助詞。

5.1.8.1 阿美語嘆詞
Ameka（1992）將感嘆詞區分為兩類：主要感嘆詞（primary）及次要感嘆詞(secondary )。一般而

言，主要感嘆詞通常是因為某種情緒而發出的某種聲音，例如，英語用來表達疼痛情感的ouch「唉呦」，

或是表示驚嘆的wow「哇」，或是中文用來表達禁止的「噓」，或是表示頓悟時的「喔」。次要感嘆

詞通常同時也屬於別的詞類(Ameka 1992a: 105)，例如，英語的heavens「老天；天啊」、shit「狗屎」、

或是中文的「放屁」，或是「讚」。以下分別討論阿美語的這兩種嘆詞。

阿美語的主要嘆詞幾乎都是元音a開頭，這些嘆詞本身是單純詞，但可衍生其他詞彙，例如anako’
「痛吟聲」可單獨使用，但也有衍生詞mianako’「發出痛吟聲」及misanakonako’14，但此衍生詞就不

是嘆詞的功能而是動詞了。例句如下：

14 本詞及相關例句取自吳明義(201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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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anako’/anako/anex15 「痛吟聲」

a. Anako’, adada ko tiyad ako.  
anako’, adada ko tiyad=ako
痛吟聲 生病 主格 肚子=我.屬格

哎唷!我的肚子好痛哦!

b. Misanakonako ko wawa nira.
mi-sa-nako-nako ko wawa nira
主事焦點-SA-重疊-痛吟聲 主格 孩子 他.屬格

他的小孩痛得一直叫。

以下是更多嘆詞的例句：

(39) ana「害怕的呼聲；表示危險、叫人走開的呼聲」

a. Ana, o wawa ako!
ana, o wawa=ako
表示危險的呼聲 名詞類別標記 孩子=我.屬格

危險啊! 我的孩子！

b. Anaana sakatefadan sa kako nani paliding.
ana-ana sa-ka-tefad-an sa kako nani paliding
重疊-表示危險的呼聲 工具焦點-KA-掉落-AN如此說 我.主格 從 車子

真是驚險差點從車上掉下來

(40) aciya「讚嘆聲」

a. Aciya! Tadafangcal a tengilen ko radaiw no miso.
aciya! tada-fangcal a tengil-en ko radaiw no miso
讚嘆聲 真的-好 連繫詞 聽-受事焦點 主格 歌 屬格 你.所有格

哇嗚!你的歌唱得真是好聽啊!

b. Aciya, loci' sa kiso ano malasang!
aciya, loci' sa kiso ano ma-lasang
讚嘆聲 平時話少，酒後話多 如此說.主事焦點 你.主格 假如 主事焦點-醉
哇塞！你酒後容易吐真言。

以下列出阿美語的次要嘆詞，這些次要嘆詞本身帶有語意，而不只是發出聲音：

(41) hales「就是啊」

Hales, hatiraay ko pinangan nora tamdaw.
hales, ha-tira-ay ko pinangan nora tamdaw
就是啊 HA-那-實現 主格 習慣 那.屬格 人

就是啊！那個人的習慣就是那樣。

(42) hakeno16「不知道」

Hakeno, caay kafana’kako tora demak.
hakeno, caay ka-fana’kako tora demak
不知道 否定詞 KA-知道我.主格 那.斜格 事情

不知道，我不了解那件事。

15 根據吳明義(2013: 145)，這個嘆詞還有 anakex 及anakina’兩種說法
16根據吳明義(2013: 146)，這個嘆詞還 keno, hayken 這兩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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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tatata17「走走走」

Tatata, miliangpaw kita ci fakian.
tatata, mi-li-angpaw kita ci faki-an
走走走 主事焦點-討-紅包 我們.主格 人稱專有名詞 舅舅-斜格

走走走，我們去向舅舅要紅包！

5.1.8.2 阿美語助詞
根據Ameka (1992a)，所謂助詞，就是「在句法上必須依賴句子中其他成分，且與整個句子完整無

法切割。」阿美語的助詞可出現在句中及句尾，並依其功能可分為以下兩大類：(1) 疑問語氣助詞，出

現在疑問句，表示疑問語氣；(2)其它語氣助詞：表達不同的語氣，包含命令、強調、驚訝、確認、嘗

試等等，以下僅介紹疑問助詞。

阿美語有兩個疑問助詞，出現在句尾18，一是saw，另一個是haw19。兩者都可解釋為中文的「嗎、

呢」，而除了表示疑問的語氣外，都還有「怎麼會呢？」的語氣，但haw的功能更廣。以下先來看saw
的例子：

(44) a. O singsi kiso saw?
o singsi kiso saw
名詞類別標記 老師 你.主格 疑問助詞
你是老師嗎?’

b. Pakalowid kiso toya demak saw?
paka-lowid kiso toya demak saw
能夠-勝任 你.主格 那.斜格 事情 疑問助詞

你能勝任那件事嗎?

c. O maan a pinanowangan kora saw?
o maan a pinanowangan kora saw
名詞類別標記 什麼 連繫詞 動物 那.主格 疑問助詞

那是什麼動物呢?

d.Nawiro ’a’esing saan kiso saw?  
nawiro ’a-’esing saan kiso saw
為什麼 重疊-打噴嚏 如此說.主事焦點 你.主格 疑問助詞

你怎麼一直打噴嚏呢?
例句(44)的問句事實上都可以不需要saw的出現即可形成問句；例句(44a)及(44b)可以藉由語調的改變即

可形成是非問句（參吳靜蘭2016），而(44c)及(44d)則可以分別藉由疑問詞maan及nawiro來形成問句。

因此，saw雖然只能出現在疑問句，這個助詞的功能應該不只是表示疑問。根據調查發現，saw的出現

會增加懷疑或驚訝的語氣，也就是先前所說的「怎麼會呢？」的意思。這個功能在以下的例句更明顯：

(45) a. Palahedaw han iso ko sapicodad iso a pida saw?
pa-lahedaw han=iso ko sa-pi-codad=iso
使動-消失 如此說.受事焦點=你.屬格 主格 主事焦點-PI-書=你.屬格 a pida saw
連繫詞 錢 疑問助詞

你怎麼把讀書要用的錢花掉呢?

17根據吳明義(2013: 146)，這個嘆詞還 ata, ati, dada, ta 這幾種說法。
18 但南勢阿美語這兩個助詞較常出現在動詞後，而非句尾。
19 有的方言為 hay，但 haw 似乎較為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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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Litod han iso koni caay ho karohem a kowa’saw?
litod han=iso koni caay ho ka-rohem
摘 如此說.受事焦點=你.屬格 這.主格 否定詞 還 KA-成熟

a kowa’ saw
連繫詞 木瓜 疑問助詞

你怎麼把未成熟的木瓜給摘下來呢？

c. Porpor san to koni po'ot, hacowa a renafen saw?
porpor san=to koni po'ot, hacowa a
鈍 如此說.主事焦點=了 這.主格 刀 何時 連繫詞

renaf-en saw
磨-受事焦點 疑問助詞

這把刀如此不利了，何時才要磨呢?

上述例句的 saw 都可以換成 haw，但 haw 的驚訝及懷疑其不合理的語氣更強。除此之外，haw 還

可以用在非疑問句，表示提醒的語氣，例句如下：

(46) a. Dahepay han to ko fodoy haw!
dahepay han=to ko fodoy haw
曬 如此說.受事焦點=了 主格 衣服 語氣助詞

記得要曬衣服哦!

b. Kales han to ko fokes ni safa haw!
kales han=to ko fokes ni safa
梳 如此說.受事焦點=了 主格 頭髮 屬格 弟或妹

haw
語氣助詞

記得梳妹妹的頭髮哦!
5.2「阿美語詞類及其教學」教學篇簡介

教學篇主要介紹上述阿美語各詞類的教學建議及教學活動設計。各活動的例句以九階教材的內容

為主，而所活動設計理念主要依循溝通式教學法，該教學法主要目標在於使語言學習者不僅能具備語

言知識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也能具備溝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雖然具備溝通能力是族語教學的終極目標，然而有學者指出 (Harmer 1997)，語言使用的學習過程

自語言輸入（input）到溝通性輸出（output）是一個具階段性的連續體 (the communication continuum，

Harmer 1997:49)，不同階段的教學活動也具有不同的特色。在連續體的一端，活動設計較不具溝通功

能（稱為非溝通式活動），偏向單項語言知識能力，強調語言的形式學習，而非內容，著重語言形式的

正確性，教師的介入較多，也對活動的使用教材有較多的掌控。連續體另一端的教學活動則具有與上

述內容相反的特色。

由上可知，非溝通式活動也是達成有效溝通的一部分，也應納入教學活動中。因此，以下各章節

所介紹的活動將包涵以下幾類（參黃美金與陳純音等 2001）：
（一）機械式活動

這類活動有覆誦、代換、句型轉換、及重述等，主要提供學習者反覆練習語言結構的機會，強

調形式的熟練，比較不重視語意的了解。這類活動較淺顯，適用於初學階段。

（二）有意義的活動

這類活動需要學習者了解語意之後，根據實際狀況、圖畫或文章來做回應，這種練習雖比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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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活動進階，但還是在老師可掌控的範圍內。例如老師以阿美語問說：Papina ko mitiliday i laloma’?
（教室(房子)裡有多少學生？），學生需根據實際狀況來回答。

（三）溝通式活動

這類活動需要學習者彼此增添或提供新的訊息，老師比較著重溝通能力，不會控制學習內容，

也不會控制使用的語言形式。一般的小組討論、角色扮演、或訪談等，都屬於這類的活動。

這三類活動中，機械式活動及溝通式活動大致屬於溝通連續體的兩端，而有意義的活動則居中。以下

以名詞及動詞教學為例，呈現上述三種活動設計的例子。

5.2.1 阿美語名詞教學

5.2.1.1 機械式活動
活動一：名詞辨識與代換練習

a. 教學目標：(1) 認識名詞的構詞語法標記
(2) 認識不同名詞類別

b. 所需教具：圖卡數張（部份為普通屬人名詞（單數）相關的圖片如 「一位護士」或「一位農夫」，
部份為人稱專有名詞（單數）相關的圖片如「一個名為 Panay 的女孩」、「一個名為 Kacaw 的男孩」）

c. 相關課文內容：
第一階第二課

第一階第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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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所需句型：我是________。
e. 活動步驟
（1）老師教授解釋課文後請學生比較 O sito ciira. 及 Ci Mayaw ciira. 的不同。

（2）老師從圖卡中抽出不同種類的名詞圖卡並請學生說出正確的結構。例如：老師抽到「一位農夫」

的圖卡並出示給學生，學生回答：O maomahay ciira.「他是農夫。」；老師如抽到「一個名為 Panay
的女孩」的圖卡並出示給學生，學生回答：Ci Panay ciira.「她是 Panay。」

f. 活動應用；
（1）可搭配第一階第八課句型 O maan kinian?「這是什麼？」及 O ____ kinian.

「這是____。」加入普通非人名詞的練習。

5.2.1.2 非機械式活動：有意義的活動
活動二：屬人與非人名詞的區分練習

a. 教學目標：(1) 認識不同名詞類別
(2) 認識 pina 及 papina「多少」搭配人與非人名詞的用法

b. 所需教具：無。

c. 相關課文內容：
第三階第七課

d. 所需句型：Pina/Papina ko ________ i tini? 「這裡有多少_____？」
數詞 ko __________ i tini. 「這裡有______。」

e. 活動步驟
（1）老師教授解釋課文及重點句型。

（2）老師將數個教室內的文具用品如「椅子」、「書本」等置於教室前方，並指著這些物品問：Pina ko_____
i tini? 學生依實際數量回答：數詞 ko __________ i tini. 例如：老師指著三本書問：Pina ko codad
i tini? 「這裡有多少本書？」，學生回答：Tolo ko codad i tini. 「這裡有三本書。」

（3）老師將數位學生集合至教室前方，並指著這些學生問：Papina ko_____ i tini? 學生依實際數量回

答：數詞 ko __________ i tini. 例如：老師指著三位學生問：Papina ko sito (亦可用「小孩」、「男

生」或「女生」) i tini? 「這裡有多少位學生？」，學生回答：Tatolo ko sito i tini. 「這裡有三位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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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覆步驟（2）跟（3）。
f. 活動應用；
（1）活動中的發問者可改成學生。

（2）pina 及 papina 的句型可改用’adihay/’aloman ko _______ itini. 「這裡有很多________。」

5.2.1.3 非機械式活動：溝通式活動
活動三：介紹家人

a. 教學目標：(1) 認識不同名詞類別
(2) 認識關係子句及動詞名物化的用法。

b. 所需教具：請學生準備家人照片一張。

c. 相關課文內容：第二階第一課

d. 所需句型： 數詞+ko paro no loma’ ako/no mako. 「我的家有____個人」
關係子句

e. 活動步驟
（1）請同學仿照第二階第一課內容輪流介紹家人。

（2）請同學至少使用一次關係子句來描述家人¡C
f. 活動應用；
（1）介紹者可於介紹完畢後詢問其他同學有關其介紹內容的問題。

（2）此活動亦可改成書寫活動的練習。

5.2.2 阿美語動詞教學

5.2.2.1 機械式活動
活動一：動詞辨識與分類

a. 教學目標：認識動詞的構詞特徵 （尤其是焦點前綴）及分類

b. 所需教具：字卡數張，內容為已學過的動詞，部份為動態動詞如走路、打獵等，部份為靜態動詞如
睡覺、生病等。

c. 相關課文內容：第二階第七課（亦可參考第四階第一課）

1. Masadak ko cidal.
ma-sadak ko cidal.
主事焦點-出現 主格.普通名詞 太陽

太陽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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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atayal ci mama aci ina.
ma-tayal ci mama aci ina
主事焦點-工作 主格.人稱專有名詞 爸爸 和.人稱專有名詞 媽媽

爸爸和媽媽去工作了。

3. Masadak ko fulad.
ma-sadak ko fulad
主事焦點-出現 主格.普通名詞 月亮

月亮出來了

4. Taloma’ tu ci mama aci ina.
ta-loma’=tu 主格.人稱專有名詞 爸爸 和.人稱專有名詞 媽媽

走-家=了
爸爸和媽媽回家了

5. Minengneng kita to fu’is.
mi-nengneng kita to fu’is
主事焦點-看 我們 斜格.普通名詞 星星

我們一起去看星星。

d. 活動步驟
（1）將全班同學分組。

（2）老師從字卡中抽出一張並出示給一名學生，該生須演出字卡上動詞所表示的動作或狀態。

（3）各組根據表演輪流搶答以族語說出該字卡上的動詞，答對者可得一分，答對最多分的小組為優勝。

（4） 請學生將字卡上的動詞與本課課文所學到的相同焦點詞綴的動詞歸類在一起，例如：字卡上的

動詞為 miadup「打獵」，則與課文中的 minengneng 歸類在一起。如果字卡上的動詞詞綴不在課文

當中，則另外列出。

e 活動應用：
活動結束後，老師可帶領學生一起觀察討論不同焦點詞綴的動詞有何差別，並請學生自己舉例。

活動二：祈使句構詞練習

a. 教學目標：認識動詞的祈使句構詞

b. 所需教具：字卡數張，上面為不同的主事焦點的動態動詞。

c. 相關課文內容：第一階第三課

1. Kalomowad!
ka-l<om>owad
KA<主事焦點>起來

請起立！

2. Kamaro’!
ka-maro’
KA-坐
請坐下！



33

3. Sowalen!
sowal-en
說-受事焦點

請說說看！

4. Tengilen!
tengil-en
聽-受事焦點

聽聽看！

d. 活動步驟
（1）將全班同學分組，並輪流派一名代表。

（2）老師從字卡中抽出一張卡並出示給代表學生。

（3）該代表學生須將字卡上的動詞轉成祈使句形式並指示該組成員做出所命令的動作，做對者得一

分，答對最多分的小組為優勝。例如：老師出示的字片是 tomireng「站」，則代表學生須說出

Katomiring! 「起立」，該小組同學則需執行該命令。

f. 活動應用：
此活動可用來練習其他動詞衍生詞綴。首先將同學分三組，第一組負責提供詞根，第二組及第三組

各負責提供一衍生變化，並解釋其意，結構，發音及解釋均正確者得一分。接著輪第二組提供字根，

第一組及第三組各提供一個衍生變化。以此類推，到各組輪完為止。(參黃美金及陳純音等，2001)
5.2.2.2 非機械式活動 (有意義的練習)
活動三：你幾點鐘做______？
a. 教學目標：1. 認識如何詢問幾點種做某事及回答

2. 認識動詞與時貌標記

b. 所需教具：無

c. 重點句型：1. Pinaay ko widi a 動詞 kiso to 早上/中午/晚上? 「你早上/中午/
晚上幾點做___？」

2. _____ko widi a 動詞 kako to 早上/中午/晚上「我早上/中午/
晚上幾點做___。」

d. 相關課文內容：第三階第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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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活動步驟
（1）老師先解釋重點句型。

（2）接著老師先問 A 同學「你早上/中午/晚上幾點做___？」（例如：Pinaay ko widi a mingingoy kiso?
「你幾點洗澡？），A 學生依自身情況回答（例如：Faloay ko widi a mingingoy kako.我八點鐘洗

澡。）。接著 A 同學再問一位 B 同學「你早上/中午/晚上幾點做___？」再由 B 同學回答，但 A
同學的問的動作名稱不能與老師一樣。以此方式輪完為止。

5.2.2.3 非機械式活動 (溝通式的練習)
活動四：我的好習慣

a. 教學目標：認識如何使用動詞談論自己的習慣

b. 所需教具：無

c. 重點句型： 無

d. 相關課文內容：第六階第八課

e. 活動步驟
（1）老師先講解第六階第八課課文。

（2）請同學仿照課文寫出或說出 3~5 個自己的好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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