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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你在和他人講話時是否會使用像是「其實」、「……的部分」、「這個」等詞？

或者你是否曾聽過「現在幫您做清理桌面的動作」、「消防隊員正在做滅火的動作」

這種「做……的動作」的句型呢？近年來，許多媒體紛紛以「語言癌」來稱呼這種

看似有著的贅語或是將動詞以名詞的方式述說語句，但這真的是種「癌」嗎？語言

的表達方式真有所謂的好或壞嗎？許多臺灣的語言學家將其對於語言癌的看法集結

於《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的看法》一書之中。

《語言癌不癌？語言學家的看法》是由何萬順、蔡維天、張榮興、徐嘉慧、魏

美瑤及何德華等任教於臺灣各大學之教授，針對語言癌議題提出之觀點集結而成，

核心議題圍繞在語言是否有好壞之分並分析語言癌的功能及語法。全書分為六個章

節，由每位教授依其專長分別針對語言癌之使用提出其看法及解析。第一章為〈語

言癌不癌〉，由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萬順教授從客觀的態度解析語言，平

反語言「癌」之名；第二章為〈別鬧了，余光中先生！〉，由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

研究所暨中文系蔡維天教授從生成語法的角度檢示語言癌之生成；第三章為〈譬喻

與修辭：語言癌的深度剖析〉，由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張榮興教授從認知層

面解釋語言癌之生成原因；第四章為〈語言癌？語言使用之觀點〉，由國立政治大

學英文系徐嘉慧教授探討語言癌的形式與結構；第五章為〈語言潔癖 PK語言癌〉，

由東吳大學英文系魏美瑤教授從語言多樣性的觀點說明語言癌的使用無關對與錯；

第六章為〈語言癌：必也正名乎！〉，由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德華教授主

筆，討論並記錄與幾位語言學家談論語 言癌現象的內容。

使用贅語及將其他詞名詞化的方式呈現是中文裡常見的「癌細胞」。語言癌的

語言使用方式有著不同的功能，沒有所謂的好與壞。語言學家們指出語言癌的使用

可從語法、社會文化及認知等層面進行討論。

貳、語言會成「癌」嗎？

許多人認為時下年輕人常使用「其實」、「……的部分」、「這個」、「……

的動作」等用語是受到英文文法的影響，認為那是一種中文惡性西化的現象並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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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之為「語言癌」，進而指責時下年輕人缺乏閱讀且思考能力低落；本書作者群則

持反面的看法，認為看待語言的態度直接影響到人們認為語言使用的好與壞。當教

育部官員、學者、大考中心的人跳出來主觀地指責語言癌現象時，語言學家則是客

觀地觀察並描述語言癌的形態。魏美瑤（2016，頁 138）指出，語言癌之所以受到

批評是因為「語言癌本身沒有資訊意義，是累贅又錯誤的用法，它的出現代表語文

能力低落」。但這種將語言視為病症的情況，其實是人們對於語言使用的某種偏執

或者是有些「語言潔癖」的患者想要規範或標準化語言的用法。

大眾對於「標準語言」的認知通常是直接聯想到最具權威性的語言，但魏美瑤

及何德華兩位教授認為標準語言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表示，無法明確定義。再怎麼具

有權威性的語言也絕對不會制式得一成不變，語言的使用本來就會因時代變遷及文

化差異而有所不同。某些人主張語言癌需要矯正並強制規範語言的用法正是有語言

潔癖的表現，語言的使用既然沒有所謂的好與壞，自然也沒有「治療」的必要。

參、癌細胞之生成─語言癌的語法結構

蔡維天教授指出，若要說使用贅語或將語詞名詞化的語言表達方式是種「癌」，

那現今所使用的「白話文」豈不成了古代「文言文」的「癌」？語言癌的出現有其

語法基礎，是語言的一種變體而非是惡性西化的產物，如「清理」可以說成是「做

一個清理」，從一個動詞述語變成一個動賓述語結構，「做」是一個輕動詞，在變

化中失去它的本意，由後方的動詞取代其意義。

下列例句一與例句二表達出的意思雖然相同，但張榮興及徐嘉慧教授說明了例

句一與例句二的語意中心不同。把「清理桌面」說成是「做一個清理桌面的動作」，

將原本是動詞語意的詞組─「清理桌面」，轉換成修飾詞─「清理桌面的」，

而新的語意中心則變成是「動作」這個名詞。雖然這兩種說法表達出的語意差不多，

但是「清理桌面」的說法相對將動詞名詞化之後的結構來得生動。

例句一：清理動詞　桌面名詞 

　　　　（語  意  中  心）

例句二：做動詞　一個量詞　清理桌面的形容詞組　動作名詞 /受詞

　　　　（語意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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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嘉慧教授稱例句二的句型是一個用來修飾受詞的中心語，是「動詞修飾的形

式」。句子裡的動詞組則為「動詞修飾結構」，用來修飾後方的名詞。還有另一種

「動詞名詞化的形式」，是指將動詞做名詞使用的形態，如例句四。

例句三：閱讀動詞　佛經名詞

例句四：做動詞　一個量詞　佛經的形容詞組　閱讀名詞

徐嘉慧教授將例句四中的動詞組稱之「動詞名詞化的結構」，因為其中的主要

動詞為前方的「做」，後方的名詞是從原本例句三中的動詞轉變而來的，但由於

「做」是輕動詞，在例句四中這個動詞的意思被「閱讀」取代。

肆、隱喻的使用生成語言癌

語言癌的生成也與人們的認知相關且帶有隱喻的意涵，且「語言癌」一詞本身

就是個隱喻。張榮興教授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切入，指出語言癌的使用本身也反映

出人們認知層面上的意涵。例如，中文名為「牙籤」的物品，臺語稱為「齒戳仔」，

英語則稱為“toothpick”，上述三個詞雖然指的是同一種物品，但是強調的面向不同。

首先不論是「牙」、「齒」、“tooth”，都指這個物品與人體口腔中的牙齒有關，但

「籤」、「戳仔」、“pick”顯示出語言所凸顯的不同面向。「籤」和「戳仔」的「仔」

指的是物體的外在形象，「戳」和 “pick”指的是「挑、剔除」這個動作，由此可看

出不同語言對於同一事物強調的概念也不盡相同。不同語言的使用反應出人們對於

事物認知的不同面向，語言癌的運用也能傳遞上下位詞的認知概念。例如，名廚阿

基師在澄清疑似婚外情的事件時，於記者會上用了許多下位詞，如嘴對嘴及擁抱，

組成「……的動作」的句子，將「婚外情」這個上位概念遠遠地隱匿於背後。可見

說話者想讓大眾的焦點放在「外部動作」的面向，而去糢糊「婚外情」這個內在的

面向，也可避免提及這些動作的接受者以降低負面的意義，以維護其長久來於大眾

心中的形象。此外，張榮興教授指出當人們使用贅語來表達概念時，往往是為了「凸

顯事物更細緻的面向」。由於時代進步快速，人們語言認知中對於事物的分類範疇

跟不上社會的發展時，就容易造成語言癌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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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語言癌─壞細胞？好細胞？

語言癌的使用雖然沒有傳遞新訊息，但語言癌的使用有其目的性。除了上述用

來模糊焦點及凸顯事物更為細緻的面向的功能之外，何萬順教授以前教育部長吳思

華上政論節目大量使用「其實」的例子說明「其實」這個詞除了加強語氣之外，還

隱含著說話者已預設了立場的意味，「其實」意指對方原本的認知是「不實」。例

如，「其實小明才 30歲」這個句子意指某人原本的認知有誤，以為小明大於 30歲。

又以「做……的動作」為例，這個句型是合乎中文文法的，但有人批評與其說「做

一個川燙的動作」不如直接說「川燙」就好。何教授指出這兩種說法的功能意義並

不相同，使用「動詞修飾的形式」有強調動作的功能，如阿基師於節目中教授做菜

的步驟時會說「接下來要做一個川燙的動作」或「做一個悶煮的動作」，用這樣的

講話方式除了能清楚地說明做菜的流程及該做的動作時，也凸顯阿基師身為一位廚

師的專業性。

此外，語言癌的使用往往也有表示客氣及禮貌的功能，因為「語言表達的長度

與累贅往往是禮貌的象徵」（何萬順，2016，頁 49）。王品集團的服務生經常使

用「做……的動作」的句型，加長句子以示禮貌，因重視顧客，所以願意多花時間

及精力在口語之上。句子愈長表示愈禮貌，這點與英文的用法相似，如 “thank you”

比 “thanks”來得禮貌，“thanks a million”又比 “thank you”更禮貌。但這樣的說法有

如雙面刃，當有人多費唇舌向你說明時，你也必須多花時間聽取說明，有的人覺得

無所謂，有的人卻會覺得反感，禮貌與否的觀感仍因人而異。

陸、語言癌是正常細胞

如同本書之主張，於溝通時使用贅語及名詞化的方式是使用語言的方式之一。

人們無法一直使用精簡的語言來溝通，若非兩人都有相同的背景及情境知識，溝通

時就容易造成理解錯誤。使用贅語能夠平衡雙方的資訊落差，因而幫助解讀這些錯

誤（Darian, 1979）。贅語的使用是語言具有的特性之一，除了能協助人們理解歧

義之外，也能使溝通過程更順暢。另外，Grace（1956）指出使用贅語也能增加說

話者的自信，當說話者不確定聽話者與其有著相當程度的背景知識時，為確保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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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夠正確地理解內容而會使用較多的贅語。將其他詞類名詞化在英文中是很常見

的用法，把具非名詞性的詞名詞化後除了可以加強訊息內容的強度之外，亦可傳遞

更複雜概念（Gao, 2012; Sword, 2012），像是將「過程」或「事件」透過隱喻轉成

較抽象的概念以傳遞更多訊息（Halliday & Martin, 2004），如「小明寫了一封信給

小美這件事讓我感到吃驚」，這句話是將「小明寫了一封信給小美」這個事件名詞

化後，讓整個句子變成名詞組於另一個句子中扮演主詞的角色，以傳達較大量的訊

息。使用名詞化的語詞也能提升語句的正式性及語言的一致性（Hu, 2002）。To、

Le與 Le（2013）檢視雅思（IELTS）的寫作後發現，使用較多名詞化語詞的文章

獲得較高的分數。Sword（2012）則指出學術工作者、律師及商業作家偏好使用名

詞化的方式來陳述內容，因為這使他們看起來更為專業。此外，禮貌理論（politeness 

theory）（Brown & Levinson, 1987）也能用來解釋人們使用贅語及名詞化語詞溝通

的可能原因。人們在溝通時傾向為對方及自己留面子，因此傾向為對方保留一些對

話的空間或是使用非直接的方式來溝通，以避免潛在的危機發生，所以人們可能會

使用語言癌的方式來溝通，拉長句子表示禮貌並保持談話空間，減緩語言的直接性

以避免冒犯對方的可能性發生。Grace（1956）指出 99%的贅語都出現在要求禮貌

的情況之下，在不改變訊息內容的情況之下為說話者及聽話者保留顏面。

柒、擔心得「癌」了嗎？

看完本文第一節後，是否開始「診斷」自己有無這些病症了嗎？不必擔心，根

據本書作者群的見解，使用語言癌並沒有語法上的對錯問題，那只是一種能反應出

個人認知或者是有著特定功用的溝通方式，無需因為他人的語言潔癖而感到自己生

病了。聽話者可能沒有意識到說話者使用這種說話方式的目的，語言癌的功能因情

境而異，如阿基師於電視節目使用「……的動作」的句型來凸顯其專業性，又於記

者會上使用相同的句型來規避一些容易讓人聯想到婚外情的情結。此外，有時看似

無意義的贅語也有其功能，如許暉林（2015）舉例有些記者於報導時被分配到 30

秒的時間，但由於報導的內容過少又不能讓那幾秒鐘的時間空白，只好塞一些贅語

充時數。雖然這些被稱之為「癌」的語言使用方式受到語言潔癖患者大肆批評，但

這樣的講話方式卻滿足了說話者當下想達成的特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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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語言癌無害，但其在某些程度降低了語言的生動性也阻礙溝通。在英語

中也有著類似的情形，名詞化的詞被批評為 “zombie nouns”（僵屍名詞）（Sword, 

2012, p. 1），因其降低了動詞的活性。雖然名詞化的詞能夠表達較複雜的概念，但

也造成理解困難。Sword（2012）更指出，不是使用長又複雜的字句就表示說話者

比其他人來得聰明。而贅語的使用也會造成歧義產生，如「現在為您上的是沙拉的

部分」，就可能讓人想說那其他部分呢？裝沙拉的盤子或沙拉醬沒要一起上嗎？

最後，將使用贅語及名詞化的語言譬喻成「癌」或許與臺灣的教育型態─任

何學習都有標準答案─有所關聯，因而產生了某些人認為只有特定的講法才是正

確且標準的中文。在以考試為導向的教學之下，人們可能認為凡事都有一個標準及

規範。部分人士無法客觀地像語言學家一樣檢示語言的用法，拿著以往認知中的

「規範」批評贅語及名詞化的使用，並主張語言癌是造成國民語言能力低落的原因

之一，然後要求政府及教育單位應立即矯正並規範語言的使用方式。但是語言隨時

都在  改變，贅語及動詞名詞化的出現也只是當今社會下的產物，若要拿著個人對語

言的潔癖來批評並指稱他人得了語言癌，那是否應先檢示目前臺灣使用的華語是否

符合北京的「普通話」？目前對於「語言標準」仍然沒有一致的看法，但語言本身

就存在著多樣性，了解這些 差異對於學習者是有益的，如何應用所習得之「標準語

法」並與各地人士溝通才是語言學習者最需要考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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