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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語言價值觀
與其在華語教學中的地位

何萬順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暨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道德觀 vs. 價值觀

道德：是非善惡

一個人有可能沒有道德觀

價值：輕重緩急

一個人不可能沒有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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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理論與應用雙贏之例
 量詞之乘法機制 & 華語問句的分類

經濟vs.靈魂之價值觀

台灣的語言價值觀
 英、華（國語、台灣華語）、台/客/原

經濟與靈魂雙輸之例
 英語畢業門檻政策、拼音政策

華語教學之授課語言與目標語
 正體/簡體、拼音、國語/台灣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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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理論與應用雙贏之例
 量詞之乘法機制 & 華語問句的分類

經濟vs.靈魂之價值觀

台灣的語言價值觀
 英、華（國語、台灣華語）、台/客/原

經濟與靈魂雙輸之例
 英語畢業門檻政策、拼音政策

華語教學之授課語言與目標語
 正體/簡體、拼音、國語/台灣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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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詞/個體量詞 量詞/記量量詞

sortal classifiers mensural classifiers
classifiers measure words

一 顆 蘋果 vs.  一 斤 蘋果

yi ke pingguo yi jin pingguo
one C apple       one kilo apple

一 輛 汽車 vs.  一 排 汽車

yi liang qiche yi pai qiche
one C     car      one row car

The relation between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has baffled 
linguists for a long time.(Ning Zhang 2010/4/25)

一個數學上的啟示

Greenberg (1990[1972]:172): 

all the classifiers are...merely so many 
ways of saying 'one' or, more accurately, 
'times one'.

所有的分類詞都只是以不同的方式表達
「1」，或者更精確的說是表達「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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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數學上的啟示

分類詞與量詞在數學上的區分 (Her 2012:1679)

 在[數詞 X 名詞]的短語中，數詞與X形
成乘法的關係，[數詞 × X]；若X=1，則
X為分類詞；否則X為量詞。

10

從數學到語意的延伸

分類詞為被乘數 1： n × 1 = n 

量詞為被乘數 ¬1 ： n × ¬1 ≠ n

分類詞與量詞在語意上的區分 (Her 2012:1673)

 在[數詞 X 名詞]的短語中，若X的語意
特徵集合是該名詞語意特徵集合的子集
合，則X為分類詞；否則X為量詞。

C as a Profiler

一尾魚
yi wei yu

one C fish

discrete unit    animacy long shape

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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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s a Profiler

一條魚
yi tiao yu

one C fish

discrete unit   animacy

tail

long 
shape

C as a Profiler

一隻魚
yi zhi yu

one C fish

discrete unit   animacy

tail

long shape

理論上的結論

分類詞與量詞之分與合

句法上合為同一詞類 [[Num C/M] N]

語意上分為兩個次類 [[Num C/M] N]

物理學的啟示
Positive 

Feedback 
Loop

ExperimentApplic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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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研究

Her, One-Soon, Ying-Chun Chen, and Nai-Shing Yen*. 2017. Semantic 
attributes and mathematical values in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numeral classifiers and measure words. PLoS ONE 12(9): e0185047. 
(SCI)

Her, One-Soon, Ying-Chun Chen, and Nai-Shing Yen*. 2018. Neural 
correlates of quantity processing of Chinese numeral classifiers. 
Brain and Language 176: 11-18. (SSCI)

Chen, Ying-Chun, One-Soon Her, and Nai-Shing Yen*. 2018. Quantity 
processing of Chinese numeral classifiers: Distance and congruity 
effects. PLoS ONE 13(11): e0206308. (SCI)

物理學的啟示
Positive 

Feedback 
Loop

ExperimentApplicati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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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應用

華語問句的分類

20/32



2018/12/23

6

華語問句的分類
Positive 

Feedback 
Loop

ExperimentTeaching
Application

Theory

21/32

 Cheng (1984): 4 types

1. Question-particle Qs （是非）

你快樂嗎?

2. A-or-B question Qs （選擇）

你快樂還是悲傷?

3. A-not-A Qs （正反）

你快不快樂?

4. Question-word Qs （特指）

你為什麼快樂?

22

華語問句的分類

 Huang, Li, and Li (2009): 3 types (universal!)

1. Yes-no Qs = Particle Qs

2. Disjunctive Qs = Alternative Qs

A-or-B Qs

A-not-A Qs

3. Constituent Qs = Wh-Qs

23

華語問句的分類

 湯廷池 (1981): 3 types

1. Question-particle Qs （是非）

2. A-or-B question Qs （選擇）

A-not-A Qs （正反）

3. Question-word Qs （特指）

24

華語問句的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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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廷池 (1984): 2 types!!

1. 是非問句

2. 選擇問句

A-1. A-not-A

A-2. 還是問句

B.   特指問句

25

華語問句的分類

 My proposal: 2 types!

Confirmation-seeking Qs

aka: Yes-no Qs

Polar Qs

嗎-Qs

Information-seeking Qs

aka: Information Qs

Wh-Qs

呢-Qs

26

華語問句的分類

 My proposal: 2 types!

Confirmation-seeking Qs

require a Q particle or Q intonation
你快樂?

你快樂嗎?

Can take 難道 ‘don’t tell me…’

你難道快樂?

你難道快樂嗎?

Cannot take 到底 ‘after all’

*你到底快樂?

*你到底快樂嗎?

27

華語問句的分類 華語問句的分類

 My proposal: 2 types, universal!

Confirmation-seeking Qs

Cannot form indirect Qs!

我問阿妹, “你快樂Φ?” (direct Q ✔)

我問阿妹, “你快樂嗎?” (direct Q ✔)

*我問阿妹i她i快樂. (indirect Q ✗)

*我問阿妹i她i快樂嗎. (indirect Q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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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問句的分類

 My proposal: 2 types!

Information-seeking Qs

optional particle 呢

你快樂還是悲傷 (呢)?

你快不快樂(呢)?

你為什麼快樂(呢)?

29

華語問句的分類

 My proposal:2 types!

Information-seeking Qs

Can take 到底 ‘after all’

你到底快樂還是悲傷 (呢)?

你到底快不快樂(呢)?

你到底為什麼快樂(呢)?

30

華語問句的分類

 My proposal: 2 types!

Information-seeking Qs

Cannot take 難道 ‘don’t tell me..’

*你難道快樂(還是)悲傷(呢)?

*你難道快不快樂(呢)?

*你難道為什麼快樂(呢)?

31

華語問句的分類

 My proposal: 2 types!

Information-seeking Qs

Require a wh-element

Overt

你吃什麼、跟誰吃、上哪吃、幾時吃、怎麼吃?

你喜歡蘋果、西瓜、還是葡萄?

Covert (Silent)

你快樂 HAISHI不快樂?

你快 HAISHI不快樂?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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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問句的分類

 My proposal: 2 types, universal!

Information-seeking Qs

Can form indirect Qs

我問阿妹i她i快樂還是悲傷. (indirect Q ✔)

我問阿妹i她i快不快樂. (indirect Q ✔)

我問阿妹i她i為什麼快樂. (indirect Q ✔) 

33

華語問句的分類

 My proposal: 2 types, universal!

[我嗎?] vs. [我呢?]

What are the appropriate contexts?

Fill in the ellipsis:[….我….嗎?]

Fill in the ellipsis:[….我….呢?]

So, how to interpret [我?]?

What are the appropriate contexts?

Fill in the ellipsis: [….我….?]

[我?] = [我嗎?], not [我呢?].

34

建議：

華語教學語法

華語課程第一課

Confirmation-seeking Qs

嗎-Qs

Information-seeking Qs

呢-Qs

35

華語問句的分類 大綱

理論與應用雙贏之例
 量詞之乘法機制 & 華語問句的分類

經濟vs.靈魂之價值觀

台灣的語言價值觀
 英、華（國語、台灣華語）、台/客/原

經濟與靈魂雙輸之例
 英語畢業門檻政策、拼音政策

華語教學之授課語言與目標語
 正體/簡體、拼音、國語/台灣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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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vs. 靈魂

人若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己的
靈魂，有甚麼益處呢？（馬太福音16:26）

For what is a man profited, if he shall gain 
the whole world, and lose his own soul?

(Matthew 16:26)

37

經濟 vs. 靈魂

1. ✓經濟✓靈魂

2. ✗經濟✓靈魂

3. ✓經濟✗靈魂

4. ✗經濟✗靈魂

38

經濟 vs. 靈魂

…不叫我們遇見試探，救我們
脫離凶惡。（馬太福音6:13）

…lead us not into temptation, but deliver 
us from evil.

(Matthew 6:13)

39

台灣價值？

台灣的首都市長柯文哲

「每一次在改朝換代的時候

台灣人改變的不是繳稅的對象

我們改變的是繳出靈魂的對象」

「被殖民愈久果然愈高級」

腦：✗經濟✓靈魂

心：✓經濟✗靈魂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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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理論與應用雙贏之例
 量詞之乘法機制 & 華語問句的分類

經濟vs.靈魂之價值觀

台灣的語言價值觀
 英、華（國語、台灣華語）、台/客/原

經濟與靈魂雙輸之例
 英語畢業門檻政策、拼音政策

華語教學之授課語言與目標語
 正體/簡體、拼音、國語/台灣華語

41 42

43

蔡總統：With the cameras here, I have to say the things 

I want to say in Mandarin.

賈朵德：I understand.

蔡總統：I apologize for that.

蔡總統：看到美國的高層的訪問團來台灣訪問。那麼，嗯，我
瞭解，這是我們，嗯，嗯… （8秒）嗯，賈…（3秒）

賈朵德：Jadotte.

蔡總統：Yes, I, I have problem of say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賈朵德：No problem.

蔡總統：I'm sorry.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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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2017-4-28 邱志偉、劉世芳、許智傑

My English is poor. 
（台語）My English is poor（台語）

「希望以後（台語）

我們可以更敢講（華語）」

46

47

國語≠台灣華語≠台灣國語

Cheng, L. Robert. 1985.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2: 352-377.

曹逢甫 (2000)。<臺式日語與臺灣國語—百年來在臺灣發生的
兩個語言接觸實例>。《漢學研究》18特刊: 11-14。

何萬順 (2009)。〈語言與族群認同：從台灣外省族群的母語
與台灣華語談起〉《語言暨語言學》10.2: 375-419.

誰高誰低？

大綱

理論與應用雙贏之例
 量詞之乘法機制 & 華語問句的分類

經濟vs.靈魂之價值觀

台灣的語言價值觀
 英、華（國語、台灣華語）、台/客/原

經濟與靈魂雙輸之例
 英語畢業門檻政策、拼音政策

華語教學之授課語言與目標語
 正體/簡體、拼音、國語/台灣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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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英語畢業門檻政策

法律面

最高行政法院107年度判字第488號 (2018/8/24)

「…要求一定要先參加校外外語能力檢核「不通過
」後，始得修習，設此先後順序，並不合理，已
逾越大學以教學為目的之宗旨，故此部分逾越大
學自治之合理、必要範圍，應屬無效。」

49

大學英語畢業門檻政策

教育面

教學與檢測脫勾

對學習不利：外在動機排擠內在動機

對教學不利：柺杖效應（Crutch Effect）

資源的濫用：每年至少三億元

50

大學英語畢業門檻政策

價值面

獨尊英語、英語崇拜

虛偽作假、上行下效

天下雜誌《獨立評論》專欄〈金玉其外〉

51

大學英語畢業門檻的

台灣價值

1. ✓經濟✓靈魂

2. ✓經濟✗靈魂

3. ✗經濟✓靈魂

4. ✗經濟✗靈魂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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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中文拼音政策

請問：

你的台灣護照上，姓名是用何種拼音系統？

外交部網站提供幾種拼音系統給民眾參考？

教育部網站「中文轉拼音」提供幾種系統？

行政院〈中文譯音使用原則〉採用何種系統？

53

外交部網站提供幾種拼音系統給民眾參考？

漢語拼音、通用拼音、國音二式、威妥瑪式

教育部網站「中文轉拼音」提供幾種系統？

第一層：漢語拼音、通用拼音

第二層：注音二式、韋傑士拼音、耶魯拼音

行政院〈中文譯音使用原則〉採用何種系統？

2002-2008: 通用拼音

2008-至今: 漢語拼音

54

你的護照上，姓名是用何種拼音系統？

威妥瑪式

漢語拼音、通用拼音、注音二式、耶魯拼音…

亂拼！

何萬順 Her, One-Soon

55

何萬順. 2005. 〈「全球化」與「在地化」：
從新經濟的角度看台灣的拼音問題〉.《人
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17.4: 785-822.

論證：

一、各種中文拼音系統，都無關台灣靈魂

N/A 靈魂

二、從資訊經濟的角度，漢語拼音最有利

✓經濟

結論：漢語拼音 [✓經濟 N/A靈魂]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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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拼音系統一國多制度

1. ✓經濟✓靈魂

2. ✓經濟✗靈魂

3. ✗經濟✓靈魂

4. ✗經濟 N/A靈魂

57

大綱

理論與應用雙贏之例
 量詞之乘法機制 & 華語問句的分類

經濟vs.靈魂之價值觀

台灣的語言價值觀
 英、華（國語、台灣華語）、台/客/原

經濟與靈魂雙輸之例
 英語畢業門檻政策、拼音政策

華語教學之授課語言與目標語
 正體/簡體、拼音、國語/台灣華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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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延伸圈：台灣、日本
韓國等

外圍圈：菲律賓、印
度、新加坡等

內圍圈：英國、美國
加拿大、澳洲等

全球使用英語的國家
Theory of 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Kachru 1985)

對外英語教學之
授課語言 & 目標語

內圍圈：英國、美國、加拿大、紐澳

以「本國英語」教「本國英語」

外圍圈：菲律賓、印度、新加坡

以「本國英語」教「內圈英語」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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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延伸圈：
日本、韓國、越南…

外圍圈：
新加坡、港澳

內圍圈：
台灣、中國大陸

全球使用華語的國家

對外華語教學之
授課語言 & 目標語

內圍圈：

中國大陸：

授課語言「普通話」

目標語「普通話」

台灣：

授課語言：「國語」或「台灣華語」？

目標語：「國語」或「台灣華語」？

62

63

延伸圈：country

外圍圈：community

內圍圈：classroom

對外語言教學的三C環境

64

Country:
正體字

Community:
正體字

Classroom:
正體為主、簡體為輔

台灣對外華語教學中的漢字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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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對外華語教學的

漢字教學

1. ✓經濟✓靈魂

2. ✓經濟✗靈魂

3. ✗經濟✓靈魂

4. ✗經濟✗靈魂

65 66

Country:
漢語、通用、其他

Community:
漢語、通用、其他

Classroom:
漢語

台灣對外華語教學中的拼音教學

67

《實用視聽華語》第三版
台灣對外華語教學的

拼音教學

1. ✓經濟 N/A靈魂

2. ✓經濟✗靈魂

3. ✗經濟✓靈魂

4. ✗經濟✗靈魂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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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Country:
台灣華語

Community:
台灣華語

Classroom:
國語？台灣華語？

台灣對外華語教學
授課語言 & 目標語

70

蘿

蔔

園

的

笑

聲

鵝

媽

媽

孵

蛋

天
空

是
星
星
的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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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視聽華語》第二版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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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74

《實用視聽華語》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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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78

79

台灣對外華語教學

授課語言&目標語

「國語」 or 「台灣華語」？

如何雙贏？

1. ✓經濟 ✓靈魂

2. ✓經濟 ✗靈魂

3. ✗經濟 ✓靈魂

4. ✗經濟 ✗靈魂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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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華語為主

國語/普通話為輔

81

謝謝！

82

台灣的語言價值觀
與其在華語教學中的地位

何萬順
國立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暨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