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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V 母語對普通話的習得影響－從拉祜語 

關聯詞結構看拉祜族學生學習普通話的現況 

許又尹1 劉央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摘要 

本文對比分析普通話與拉祜語關聯詞語的結構差異，探究中國雲南省

拉祜族學生普通話複句的使用，進而探討當前拉祜族學生普通話水準偏低

的原因。本研究先分析拉祜語關聯詞結構為五類，並依此設計問卷考察拉

祜族學生對普通話複句的通順程度判斷以及學生們語句判斷的正確率。研

究結果發現，兩類語言間的謂賓語序以及關聯詞語結構差異的區別對於學

生判斷普通話句子造成顯著影響。文中也報告了當地使用的一到九年級普

通話教材對於關聯詞語的介紹，以及當地少數民族的普通話課程的狀況。

本文通過研究拉祜族學生對普通話複句的判斷，指出學生普通話形成偏誤

的語法關鍵，並試圖從語法對比及教學語法的觀點提出針對謂賓順序及關

聯詞結構在漢語教學中的建議。  

 

關鍵詞：OV 語序  少數民族  拉祜語  普通話  語法分析  關聯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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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本研究對比分析普通話與拉祜語中關聯詞語的語法區別，並利用問卷調

查當前拉祜族學生對於普通話關聯詞複句的使用、進而探討當地拉祜族學生

普通話的習得狀況，並簡述筆者觀察到的雲南省普洱市瀾滄縣拉祜族自治縣

東回鄉中學的普通話語文課程及學生的學習現況。一方面本文希望通過對比

語言結構的方式，反應當前雲南省拉祜族學生學習普通話所面臨的挑戰，期

望本研究的調查結果能有助於在未來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效。另一方面，也希

望通過本次研究，對拉祜語及普通話關聯詞結構方面提供初步瞭解，以期對

拉祜語本體研究及語言學對比研究有所貢獻。 

以下說明拉祜語與普通話關聯詞在語法結構上的區別，並簡述目前觀察

到的拉祜族學生的普通話學習概況。第三節說明研究設計並討論研究結果，

然後在第四節提出一些對拉祜族學生普通話學習建議，並在第五節總結全

文。 

2. 拉祜語的關聯詞句型與拉祜族學生的普通話學習概況 

拉祜語屬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語言結構與普通話迥然不同。根據

調查（李春風 2014a）拉祜族在全世界約有 80 萬以上人口，主要分布在中國、

緬甸、泰國、越南、老撾等國家。據目前最新統計數據《2010 年中國全國第

六次人口普查》，拉祜族人口 47.5 萬，主要集中分布在雲南省的普洱、臨滄、

西雙版納、紅河、玉溪等州、市地區 26 個縣。拉祜族大多聚居在（半）山區

與彝、哈尼、佤、傣、布朗、漢等民族構成大雜居、小聚居的格局。 

國內外拉祜族都自稱 lad hof，在中文譯作「拉祜」。在普洱市瀾滄縣範

圍內，主要分為兩大支系，一支為 lad hof nat（中文譯作「拉祜納」），人口

數量最多，分布廣，縣城人口所佔較多，所講方言「拉祜納」為拉祜族內的

官方語言；另一支為 lad hof shid（中文譯作「拉祜熙」），人口較少，主要分

布在山寨村落中，縣城人口較少，主要語言是拉祜語方言「拉祜熙」。除最主

要的這兩支之外，拉祜族中還包括「拉祜普」、「拉祜尼」，還有 1988 年後從

新納入拉祜族內的「老緬人」和「苦聰人」。就拉祜納和拉祜熙兩大方言來看

，說拉祜納方言的人數佔境內全族人口的 80%。拉祜熙方言還因為地域不同

在語音上有差異，因而拉祜納成為各地不同方言的共同交際語，拉祜納方言

基本上不存在地域差異性（常竑恩 1986；張偉、扎拉 2014）。 

從 2016 年 1 月到 2017 年 11 月之間，我們在瀾滄拉祜族自治縣進行了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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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針對拉祜族學生的漢語使用情況問卷調查。通過調查和筆者在當地生活時

的日常瞭解，當地拉祜族學生普通話水平普遍較低、升學率不高；此問題或

許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首先，當地中學普通話的語言教程與教材中並未意識

到兩種語言間的區別，而第一線的語文教師們對拉祜族學生的母語（拉祜語）

往往也缺乏瞭解。其二，語言學研究中對拉祜語的關注相對地少；近年來雖

然在本體研究上對於拉祜語本身或是普通話與拉祜語之間的區別開始有些研

究，但相對於其他語言來看仍較缺乏系統性地探究。本文將透過對關聯詞複

句結構的考察研究補充對於普通話與拉祜語語法系統的部分了解。 

2.1 拉祜語基本的關聯詞的類型 

拉祜語大量使用虛詞，常見的虛詞如賓語助詞 thar 作為賓語的受事格標

記，如（1a）（李春風 2011）；它也會在賓語前置時（如，被動句）標記賓語。

（1a）中的虛詞 ve 常常作為定語標記和補語標記（張雨江 2012）。虛詞 lie

常見於複合詞中，但 lie 也常作為話題標記，如例句（1b）（李洁、李景紅 

2014）。除了拉祜語的語素、詞彙與語音研究，拉祜語語法研究多著重於拉祜

語與普通話的「主謂賓 SVO」式語序不同：拉祜語主語 (S) 一般居於句首，

但其後為直接賓語 (O)，然後才是謂語 (V)，屬 SOV 語序（常竑恩 1986；

李春風 2014b）。這 SOV 語序在拉祜語中一般不會隨意變動，近年學者也注

意到其謂語 VP 內成份的一些特性（張雨江  2011；王艷 2016）。 

（1）a. Ngal  Namawr-thar  faf,  yawd  kar faf ve. 

       我 娜莫－賓語助詞 愛 他    也 愛 的 

   （一般普通話：我愛娜莫，他也愛娜莫。） 

      b. Mudyel  lal  qotkar,  ngal-lie        lal  tul. 

     雨   下  儘管  我－話題標記  來 要 

   （一般普通話：儘管雨下，我也要來。） 

雖然普通話沒有太多結構虛詞而且語序容許一定程度的靈活度  (Chao 

1968; Li and Thompson 1981)，當例（1）這些拉祜語語句直接用普通話說出

時，其通順程度卻有很大的區別。如（2a）中的拉祜式普通話尚能得到一般

普通話中「我愛娜莫，他也愛娜莫」的意思，（2b）卻是不合語法的。 

（2）a. 我娜莫愛，他也愛的。 

     （一般普通話：我愛娜莫，他也愛娜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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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雨下儘管，我來要。 

     （一般普通話：儘管雨下，我也要來。） 

我們認為（2a）這類拉祜式普通話能被接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一般普通話在

言談交際中，除了正常 SVO 語序的一般陳述之外，基於特定的信息結構的語

用要求（如主題、焦點）也常常出現賓語前置的情況 (Paul 2002; Hsu 2012)。

格外引起我們注意的是（2b），句中除了多數文獻關注的謂語內成份順序的區

別（如「雨下」對比「下雨」），另一個關鍵是關聯詞「儘管」的位置。 

關聯詞是起銜接作用、能表明句法成分之間邏輯語義關聯的詞，其語法

作用在於組成複句結構。恰當地使用關聯詞語可以使複句中各分句之間的語

義關係更明確，使得分句之間、段落之間的邏輯性更清晰、流暢。常見的複

句結構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分句構成，分句之間有停頓，也可能有貫通全

句的句調（張成、王維賢 1994；邢福義 2001；黃伯榮、廖旭東 2002；邵敬

敏 2007；參見 Halliday and Hasan 1976）。普通話本體研究中主要著重於關聯

詞語所表達的邏輯語義關聯，鮮少有針對語法結構的探討，因為普通話關聯

詞位置固定，總是出現在分句之首（胡裕樹 1987；黃伯榮、廖旭東 2002；

邵敬敏 2007）。 

相對於普通話，研究拉祜語複句及關聯詞語的文獻更是有限。就筆者所

知，目前並沒有專文討論拉祜語關聯詞的語法研究，僅李春風（2014a）調查

了瀾滄縣邦朵鄉的拉祜語關聯詞的詞彙語義。李春風（2014a）認為邦朵鄉的

拉祜語複句中的關聯詞語包括關係助詞和具有連接作用的關聯副詞，但由於

邦朵鄉離標準音區較遠，有一些語料因為區域不同也有差別，因此除參考李

春風（2014a）的資料，本研究中使用的語料都是透過在瀾滄縣的採訪取得。  

首先，分析我們所收集的拉祜語複句語料發現，拉祜語關聯詞語的語法

位置較普通話豐富有趣。除了像例（1a）中那類無關聯詞的複句以外，還有

不少關聯詞與（1b）相同是出現在複句結構分句末的關聯詞（如例（3））。 

（3）分句末關聯詞（如‘…qhe qo, …’（只要）、‘…polqo, …’（既然）、 

 ‘…qot kar, …’（雖然，即使）） 

     Ngal phu cawl  qhe qo, yiel  veol  pol. 

     我   錢 有    只要  房子  買   了 

     （一般普通話：只要我有錢，就買房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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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關聯詞還可能出現在其他語法位置，例如與普通話一樣出現在第

二分句首的關聯詞（4a）、出現在謂語結構之前（4b）的關聯副詞，以及出現

在賓語與謂詞之間（4c）的關聯副詞。例（4a）及（4b）關聯詞的用法與普

通話一致，但是拉祜語謂語結構的 OV 語序使得相對應的拉祜式普通話變得

不通順（見例（5a-b））。至於謂賓間關聯副詞（4c）對應的普通話語序雖然

也並不是典型的用法，但由於信息結構要求導致賓語前置的句子在普通話中

也很常見，因此與（4c）類型相關的拉祜式普通話反而讀起來就相對通順（如

（5c））。 

（4）a. 第二分句首關聯詞，如 ‘…, mad het qo…’（否則，或者）、‘…, yar 

qhad…’（可是、但是、不過、卻）、‘…, awl tiel qo…（其實） 

       Lawllil  qhagal tad die, mad het qo phu  meoq la ve. 

    車      亂    莫 停 否則   錢  罰  來 的 

      （一般普通話：別亂停車，否則被罰款的。） 

b. 謂語前關聯詞，如 ‘…ted phawd…, ted phawd qo…’（一邊……一

邊……）、‘…ted kheu (qo)…’（有時） 

Yadyiel  ted phawd  tiqsiq  ni,  ted phawd  qo  lir  bur  cied. 

小孩  一邊    電視   看   一邊      就  字   寫   在 

      （一般普通話：小孩一邊看電視，一邊在寫字。） 

c. 謂賓間關聯詞，如‘…xawd lawq…, …qhawr nawq…’（先……，

後……）、‘kar’（也） 

              Hie xawdlawq  qawd， awlyawd  qhawr nawq  shef. 

  地    先   種    種子     後   撒 

      （一般普通話：先種地，後撒種。） 

（5）a. *車亂停莫，否則錢罰來的。 

     （一般普通話：別亂停車，否則被罰錢的。） 

 b. *小孩一邊電視看，一邊字寫。 

   （一般普通話：小孩一邊看電視，一邊寫字。） 

 c. 地先種，種子後撒。 

   （一般普通話：先種地，後撒種。） 

我們認為拉祜語謂語中的 OV 結構與關聯詞語的結構位置對於拉祜式普

通話的通順程度有很大影響（參見例（2）與例（5））。此外，關聯詞具有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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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段的聯繫作用；關聯詞是否使用得當對溝通交際有很大的影響。本研究利

用上述五類關聯詞複句結構類型來探討拉祜族學生普通話習得情況（第三節

將詳述研究設計）。下一節簡述筆者對當地學生普通話學習概況及本研究的研

究假設。 

2.2 拉祜族學生普通話學習概況 

根據筆者對瀾滄拉祜族自治縣從 2016年 1月到 2017年 11月的長期走訪

和瞭解，以及蓋興之、劉勁榮於 2011 年發表的《拉祜族雙語教學研究》中對

拉祜族學生現階段的教育情況的調查，我們認為拉祜族學生學習普通話的限

制主要在於當地的普通話教學未能將拉祜語與普通話的語言結構差異納入考

量。 

首先，拉祜族學生學習普通話時，拉祜語語序影響學生理解普通話句子，

進而在學習時對其他學科內容的理解上也造成影響。在採訪中，很多學生明

確表示過他們能用拉祜語翻譯課本中的文言文，但覺得翻譯或瞭解現代文需

要更多時間。學生們大多對兩種語言語序的不同有些基本認知，但是在說普

通話時仍有語序問題。這點在本文第三節與第四節中會再詳細說明。同時，

我們發現當地漢族人為了能讓眾多的拉祜族聽得懂，往往口語上也跟著說起

了符合 OV 語序的普通話句子。長久以往，不僅當地的小孩受到大量且非規

範的普通話語言輸入，一些拉祜語中的虛詞和助詞也被遷移到了瀾滄地區的

普通話中使用。 

其次，針對拉祜族學生的普通話教育來說，現行的語文課教學大綱、教

學設計、教材選擇都直接採用漢族學生母語教育方案，拉祜語與普通話的語

言結構上的區別並未納入教學以及教程設計的考量。接受採訪的中學和小學

語文老師們都表示暑期都需要參加政府要求的拉祜文及雙語教育的培訓。但

是要具體落實到每個學科、每個學校中確實困難，一是因為師資需求難以滿

足：當地拉祜族的老師少，漢族或其他民族的老師教拉祜族學生時，如果需

要學習拉祜語及拉祜文，這對老師們的備課要求又過高。二是語言環境複雜：

當地屬於多民族雜居狀態，從縣城到鄉鎮，雜居程度遞增；一個班級中不僅

有拉祜族學生，還有相當數量的漢族、佤族、傣族等不同語族的學生。雖然

依學校現況不宜按語族分班，這也間接形成老師們教學上的難處。 

拉祜族學生學習成就也是兩極分化嚴重。一類學生生活在稍微發達的城

市區里；在當地有較具規模的公立學校，也有針對少數民族開辦的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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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城市區里的普通話較貼近規範的一般普通話，在少數民族學校內也採

用和漢族學生一致的普通話教學方案與教材，因此這一類學生的學習過程中

幾乎接觸不到拉祜語及拉祜族文化，從幼稚園到高中都把普通話作為母語來

學習。他們普通話水準十分優秀，也幾乎很少有人會再回去學習或瞭解拉祜

語。 

另一類拉祜族學生多在原鄉鎮，拉祜語是他們的第一語言。他們所受的

普通話教育和前一類遵循同樣的普通話教程及綱領。然而這樣的普通話教學

方針忽略了學生母語的特點，以及其所處的語言環境區別，所以這一類拉祜

族學生的普通話水準較差，從而影響了數學、歷史等等由普通話教授的學科

課程的成績。這一類拉祜族學生大部分很難達到高等教育水平。據蓋興之、

劉勁榮（2011）的調查顯示，20 世紀 90 年代雲南省邊疆地區拉祜族小學生

入學率高達 95%，然而畢業率不足 30%。這類拉祜族學生如在取得高等文憑

後能回到家鄉成為教師的更是少之又少，因此當地教育資源依舊稀缺，惡性

循環。有鑒於此，本研究希望透過一個具體的語言現象，採用語法結構對比

的角度，幫助大家瞭解拉祜語以及拉祜族學生學習普通話的挑戰，並提出一

些初步的教學建議。 

在研究之前我們收集了當地小學及中學所有的語文教材（《人教版小學語

文一到六年級課本》及《人教版初中七到九年級語文課本》）（小學語文課程

教材研究開發中心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這 18 本課中總共只

提到關聯詞語七次。其中五個（見（6））是本文所提到的「謂語前關聯副詞」，

它們只在練習題中出現。另外兩個關聯詞語是 2.1 小節中提到的、與普通話

用法差異最大的「分句末關聯詞」（見（7））。其中「與其……寧可……」是

當作一個生詞介紹，沒有練習題。至於「如果……如果……」只透過一個範

例讓學生討論句子的意思。在這九年的語文教程中，並沒有特別關於關聯詞

用法的說明，在初中九年級下冊的附錄中有《常用關聯詞語一覽表》以語義

關聯的分類列出可以表達的關聯詞留給學生自行複習使用。 

（6）謂語前關聯副詞： 

    a.「一邊……一邊……」（一年級下冊第 21 課） 

  b.「那麼……那麼……」（一年級下冊第 24 課） 

  c.「一會兒……一會兒……」（二年級下冊第 21 課） 

  d.「即使……也……」（五年級下冊第 3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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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也」（初中八年級下冊第 28 課） 

（7）分句末關聯詞： 

    a.「與其……寧可……」（初中七年級下冊第 21 課） 

      b.「如果……如果……」（初中八年級下冊第 2 課） 

如我們在 2.1 小節中所提到的，拉祜語與普通話的複句的形式存在語法

結構上的巨大差異，不能只依賴詞彙的語義教學。如果學生不能意識到兩種

語言語序上的區別，很可能會接受不符合普通話語法的「拉祜式普通話」，甚

或是反過來將正規的「一般普通話」句子視為不可接受、不通順。也因此，

本次的研究不同於以往文獻以語義劃分關聯詞類型，而是以拉祜語的關聯詞

語在拉祜語複句（包含兩個複句）的結構位置為研究核心來驗證當地普通話

教程僅有限地介紹詞彙但尚未重視結構差異時，學生們的普通話正直接反映

了本文強調的拉祜語與普通話的結構區別。 

本研究主要的假設為如果學生能明確意識到普通話語法與拉祜語語法的

差異，在判斷語句通順程度時，「一般普通話」的判斷分數會高於「拉祜式普

通話」。具體來說，可以藉由 2.1 小節中所提到的拉祜語－普通話關聯詞的五

類句式區別看到「拉祜式普通話」與「一般普通話」的對比如下： 

（8）「分句末關聯詞」中一般普通話的通順程度應該遠高於拉祜式普通

話的通順程度。（因為普通話中關聯詞不出現在分句末。）  

（9）「謂語前關聯副詞」中一般普通話的通順程度應該遠高於拉祜式普

通話的通順程度。（因為在修飾謂語的副詞之後出現 OV 語序在普

通話中是不合語法的。） 

（10）拉祜式普通話與一般普通話都可以在「無關聯詞」、「謂賓間關係

副詞」、「第二分句首關聯詞」三類都得到較高的通順程度，而拉

祜式普通話略低於一般普通話。（因為拉祜式語句的謂賓語序在這

幾個句型中與普通話中的主題／焦點句一致。） 

反之，若是一般普通話被判斷為較不通順或是它們的判斷結果與拉祜式

普通話的結果差別不大，則表示學生對於我們所考察的關聯詞複句結構以及

各分句中謂語結構並不能清楚掌握。我們可以進一步從學生判斷五類關聯詞

結構的通順程度以及語法正確率的結果來探究母語語法遷移的具體狀況，並

從中了解學生中心所理解的「普通話語法」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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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拉祜族學生的普通話關聯詞使用調查 

3.1 研究對象 

本次研究調查地點在中國雲南省普洱市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東回鄉中學。

根據中國科學院制定的《拉祜族文字方案》以瀾滄縣附近二十公里範圍為標

準音區，其中也包括了本文調查到的東回鄉。東回鄉近瀾滄拉祜族自治縣與

孟連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縣。當地屬於多民族雜居狀態。東回鄉鄉村人口總

人數在一萬三千人左右，居住地點以鄉政府為中心，分散在周圍的各個村寨

中，拉祜族佔當地人口總數 65%左右。東回鄉的東回鄉中學共有學生 425 人。

少數民族佔學校總人數 90%，其中人數最多的是拉祜族，其次是佤族、哈尼

族、漢族、傣族和彝族。與城市公立學校相比，東回鄉中學的學校條件屬中

等水平，教師資源相對較缺乏。扣除 12 位都填寫一樣答案或是未完成問卷的

回收問卷，本次調查可用問卷樣本為 56 位東回鄉中學拉祜族學生（平均年齡

14.57 歲）2。 

3.2 問卷研究設計 

問卷調查針對包含關聯詞的 60 句普通話句子的通順程度進行判斷。根據

我們在 2.1 節分析提出的 5 類結構設計問卷中的例句類型（如例（11））。五

類關聯詞結構中每一類都有 6 句拉祜語式普通話和 6 句一般普通話（見附錄

1）。問卷題數與類型的設計讓我們能針對五類關聯詞複句進行推論統計分析

來檢驗這些結構之間的差異，以及這些差異對學生判斷拉祜語式普通話的影

響。 

問卷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的句子是符合拉祜語常用語序所呈現的普通

話句子（「拉祜語式普通話」）用來觀察母語遷移的程度；其中有些句子也符

合普通話語法規範（如上節提到的賓語前置的焦點句或主題句）。問卷中使用

的拉祜語式普通話句子都是從筆者在當地考察時旁聽到的拉祜式普通話節選

出來的。第二部分的句子使用相同類型關聯詞但是完全符合標準規範的普通

話句子（「一般普通話」）用來作為與第一部分語句判斷結果比較的控制組。

問卷中另有 14 句未列入分析的填充句（fillers，見附錄 2）穿插在第一部分

和第二部分問卷的實驗句間；填充句的形式皆為單句，不包含關聯詞語。 

                                                      
 
2
 56 位可用樣本中有 7 位七年級、19 位八年級、30 位九年級。資料分析結果並無

年齡或年級差異的影響。初中八年級與九年級學生佔調查的多數主要是因為語文

教程中提到關聯詞的部分在八年級都已學習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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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a. 無關聯詞 

例如：扎妥蘆笙吹，娜娃三弦彈。（拉祜式普通話） 

你吃飯，我吃麵條。（一般普通話） 

b. 謂賓間關聯詞 

例如：你坑先挖，樹後栽。（拉祜式普通話） 

扎努先唱歌，後跳舞。（一般普通話） 

c. 謂語前關聯詞 

例如：那個寨子的人有時咖啡種，有時甘蔗種。（拉祜式普通話） 

他家有時養雞，有時養豬。（一般普通話） 

d. 第二分句首關聯詞 

例如：今天車不有，所以我回來不到。（拉祜式普通話） 

 蘋果樹被砍了，所以我們都沒有蘋果吃了。（一般普通話） 

e. 分句末關聯詞 

例如：我大學上了假如，我昆明玩去。（拉祜式普通話） 

假如明天下雨，我們就種不了地了。（一般普通話） 

例如：你吃方便麵與其，自己做飯不如。（拉祜式普通話） 

與其兩個人打乒乓球，不如我們五個一起打籃球。（一般

普通話） 

3.3 實驗流程 

問卷調查在課外時間，在一間安靜的教室中進行。問卷為紙本印刷，一

人一份，學生用自己的筆圈選答案。學生就坐之後，由老師發放第一部的問

卷。調查開始前，學生僅被告知必須仔細閱讀句子，並「判斷問卷中普通話

句子的通順程度」：1 分為完全不通順，2 分為有一點不通順，3 分為還算通

順，4 分為非常通順。對於無法判斷的句子可以選擇「不知道」。待他們完成

第一部分問卷後才發放第二部分讓學生圈選。統一說明之後，每個學生自行

判斷紙本問卷上的句子通順的程度。學生按自己的閱讀習慣一一回答問題，

沒有時間限制。當學生認為問卷都完成後就可以自行離開教室。 

3.4 問卷編碼與數據分析 

本次研究重點在於檢驗本文所分析的五類拉祜語的關聯詞結構與其對應

的普通話關聯詞結構的區別是否（分別）對學生判斷普通話語法的影響，檢

驗重點在於關聯詞結構位置以及謂賓語序是否有影響。如果學生了解符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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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的標準普通話語法，問卷中一般普通話句子應該都能被判斷為通順或者還

算通順，而從總數據結果來看，拉祜式普通話與一般普通話之間在判斷結果

中應該有明顯區別。針對五類拉祜語的關聯詞結構的問卷結果，我們從通順

程度的判斷以及判斷正確率兩部分來分析討論。 

關於「通順程度」結果的編碼方式為：1 分為完全不通順，2 分為有一點

不通順，選擇「不知道」的題目標作 3 分，4 分為還算通順，5 分為非常通順。

另外，針對各題是否屬於一般普通話能接受的判斷採用二元編碼（正確、不

正確）標記了各題「判斷正確與否」；編碼方式如下：不符合一般普通話語

法的句子如被學生選為 1 分（完全不通順）或 2 分（有一點不通順）則標記

為「正確」，而被學生選為 3 分（不知道）、4 分（還算通順）或 5 分（非

常通順）的則標記為「不正確」。符合一般普通話語法的句子如果被學生選

為 1 分（完全不通順）、2 分（有一點不通順）或 3 分（不知道）則標記為

「不正確」，而被學生選為 4 分（還算通順）或 5 分（非常通順）的題目則

標記為「正確」。 

「通順程度判斷」結果的分析先以上述編碼的 1 到 5 分的平均值與標準

差觀察語言類型及關聯詞結構區別對於判斷結果差異的趨勢。我們先把每位

受試者在每一種語言、每一種關聯詞類型中的六個句子的判斷值算出平均

數，然後再把每位受試者的平均數加以平均、並計算標準差。此外，因為數

據集中在最低 1（不通順）以及最高 5（通順）屬於非常態性分佈，再加上試

題中的字詞及個別被試判斷標準的潛在影響，推論統計分析我們採用混合模

型。我們利用 clmm 模型（R 統計，Christensen 2019）驗證以語言類型以及

關聯詞結構區別作為固定效應時對判斷的影響；因為該混合模型除了運算不

同類型關聯詞結構影響通順程度的評分的差異性顯著與否，還將評分答案的

oridnal 序列性列入考量。有顯著差異的固定效應再採用 Tukey 的事後檢定 

(post hoc tests) 檢驗組間差異。至於「語法判斷正確率」，我們同樣先從判

斷正確與否的平均值觀察語言類型及關聯詞結構的區別的影響，然後再利用

另一個適合處理二元編碼的混合模型 glmer （R 統計，Bates, Maechler, Bolker 

and Walker 2015）來檢驗以語言類型以及關聯詞結構類型作為固定效應時，

以及它們的交互作用對於語句正確與否的判斷有何影響。有顯著差異的固定

效應的組間差異採用 Tukey 的多重事後 (post hoc) 檢定檢驗。上述兩種統計

模型除了適用資料的區別，都屬於混合模型，有助於在數據分析中將隨機效

應（試題及被試）對數據的影響列入統計分析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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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研究結果與討論 

學生的答案主要集中在 1（不通順）或 5（通順），顯示學生盡量明確地

提供了他們自己認為的正確判斷。我們假設一般普通話被判斷為較不通順或

是它們的判斷結果與拉祜式普通話的結果差別不大，則表示學生對於我們所

考察的關聯詞複句結構以及各分句中謂語結構並不能清楚掌握。如果學生對

於符合規範的普通話有一定的掌握，問卷中一般普通話的句子應該都選擇 5

（通順）或者 4（還算通順）；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只有「無關聯詞」與「第

二分句首」兩類（表 1）的平均值在 4 分左右，而它們在一般普通話的平均

分與拉祜式普通話的平均差距不大。 

表 1：關聯詞句式判斷值的平均值及標準差（四捨五入到小數第二位） 

五類關聯詞句式 
拉祜式普通話 一般普通話 

判斷值平均 標準差 判斷值平均 標準差 

無關聯詞 3.87 0.78 4.02 0.66 

第二分句首關聯詞 4.04 0.97 4.24 0.88 

謂賓間關聯副詞 3.63 1.01 3.22 0.99 

謂語前關聯副詞 3.50 0.85 3.42 1.18 

分句末關聯詞 2.96 0.96 3.25 0.89 

其他類型的一般普通話句子都不超過 3.5 分。「謂賓間」與「謂語前」關

聯副詞句式中，不管是拉祜式普通話還是一般普通話的通順度都偏低，但是

這兩類結構中拉祜式普通話的平均分都高於一般普通話（如例句（12）3），

顯示「賓語在謂語前」的語序對於學生來說可能也是重要的「普通話語法特

徵」之一。 

（12）a. 謂賓間關聯詞 

例如：你坑先挖，樹後栽。（拉祜式普通話） 

扎努先唱歌，後跳舞。（一般普通話） 

b. 謂語前關聯詞 

例如：那個寨子的人有時咖啡種，有時甘蔗種。（拉祜式普通話） 

  他家有時養雞，有時養豬。（一般普通話） 

                                                      
 
3
 例（12）為前文例（11b）、（11c）的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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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分句末關聯詞」這類的平均分不管是在拉祜式普通

話或是一般普通話都偏低，顯示學生可能知道這類的關聯詞用法特別，但可

能不知道這類分別在普通話與拉祜語中的正確用法為何。 

我們所觀察到的結果分佈也得到 clmm 混合模型統計分析的支持：語言

類型（例句屬於「拉祜式普通話」或是「一般普通話」）對於通順度判斷結

果則沒有顯著影響（χ
2
(1) = 0.02，p = .88），這顯示學生的確不清楚知道兩

類語法間具體的區別，很可能是以拉祜語語法或是普通話語法兩者其中之一

作為基礎來執行問卷中的普通話句子判斷任務。五類拉祜語關聯句式之間的

差別則影響了學生對於語句的通順程度判斷（χ
2
(4) = 16.548，p = .002）。組

間差異檢定顯示除了「無關聯詞」與「第二分句首關聯詞」兩類的判斷結果

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區別（B = 0.283，SE = .356，p = .933），「分句末關聯詞

」分別與「無關聯詞」（B = -1.027，SE = .316，p = .01）、「第二分句首關

聯詞」（B = -1.31，SE = .354，p = .002）的判斷結果有顯著區別。其次是「

第二分句首關聯詞」的判斷結果分別與「謂賓間」（B = .935，SE = .354，p = 

.063）、「謂語前」（B = .905，SE = .354，p = .079）關聯副詞兩類有差異

，但差異在統計上未達顯著。語言類型與關聯詞句式區別的交互作用對於通

順度判斷結果沒有顯著影響（χ
2
(4) = 2.98，p = .56）。 

由於問卷材料中謂語呈現 OV 順序以及分句末關聯詞類型的拉祜式普通

話其實是不合普通話語法規範的（如例（13）4），所以我們把正確判斷語句

是否為通順的普通話（1 分）以及判斷錯誤的（0 分）依照語言類型以及五類

關聯詞結構分類在表 2 呈現判斷正確率的平均值。 

（13）a. 謂語前關聯詞 

*那個寨子的人有時咖啡種，有時甘蔗種。（拉祜式普通話） 

b. 第二分句首關聯詞 

*今天車不有，所以我回來不到。（拉祜式普通話） 

c. 分句末關聯詞 

*我大學上了假如，我昆明玩去。（拉祜式普通話） 

*你吃方便麵與其，自己做飯不如。（拉祜式普通話） 

表 2 中顯示只有「謂賓間關聯副詞」類型的拉祜式普通話判斷正確率最

                                                      
 
4
 例（13）為前文例（11c-e）的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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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而且遠高於一般普通話的句子；然而其餘四類的拉祜式普通話正確率都

低於一般普通話。唯一正確率稍微高一些的是「分句末關聯詞」類型（0.44），

但仍低於 0.5，「第二分句首」類型的正確率最低（0.18），這顯示學生的「普

通話語法判斷標準」是以拉祜語語法為基礎的。值得注意的是「無關聯詞」

與「第二分句首」的一般普通話的正確率較其他類型高（分別是 0.72 跟 0.77） 

，可能是因為這兩類複句在拉祜與普通話之間關聯詞的用法一致。至於如前

文中所提及的，「賓語在前」對於學生可能是更重要的語法特徵，導致「謂

賓間關聯副詞」、「謂語前關聯副詞」與「分句末關聯詞」這三類的一般普

通話正確率都在 0.5 上下，也顯示學生並不清楚哪一種結構用法才真正屬於

普通話語法規範。 

表 2：普通話語句判斷的正確率（四捨五入到小數第二位） 

語
言
類
型 

普
通
話 
語
法 

學生對關聯詞類型的判斷接受程度 

無關聯詞 第二分句首 謂賓間 謂語前 分句末 

符
合 

不
合 

符 
合 

不 
合 

符
合 

不
合 

符 
合 

不
合 

符
合 

不
合 

一
般
普
通
話 

符
合 

242 94 260 76 169 167 189 147 173 163 

不
符 

0 0 0 0 0 0 0 0 0 0 

正
確 

0.72 0.77 0.5 0.56 0.51 

拉
祜
式 

符
合 

67 45 0 0 208 128 0 0 0 0 

不
符 

175 49 276 60 0 0 227 109 188 148 

正
確 

0.35 0.18 0.62 0.32 0.44 

我們所觀察到的正確率分佈差異也得到廣義線性混合模型統計 glmer 分

析語言類型、關聯詞句式以及兩者交互作用影響正確率的結果。語言類型

（χ
2
(1) = 14.125，p < .001）對於正確率有顯著差別。「拉祜式普通話」的判

斷正確率低於「一般普通話」（B = -1.01，SE = .24，p < .001），顯示學生

對「拉祜式普通話」接受度高。這呼應前述語言類型區別對學生的通順度判

斷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的結果；因為學生對於不符合普通話語法的拉祜式普

通話接受度很高，導致正確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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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類句式對於正確率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χ
2
(4) = 2.12，p = .713），但

是兩種語言類型與五類句式的交互作用對於正確率的影響有顯著差異（χ
2
(4) 

= 25.56，p < .001）。交互作用的多重事後檢定顯示，在所有比較中，五類句

式間的差異在「一般普通話」情況中對正確率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ps 

> .12），然而在「拉祜式普通話」中，「謂賓間關聯副詞」分別與「第二分

句首關聯詞」（B = 2.144，SE = .48，p < .01）及「謂語前關聯副詞」（B = 1.38，

SE = .43，p = .04）對正確率的影響有顯著差異，其餘結構間差異在「拉祜式

普通話」中不顯著（ps > .07）。值得注意的是「拉祜式普通話」與「一般普

通話」之間在「無關聯詞」（B = 1.775，SE = .43，p <.01）、「第二分句首」

（B = 2.95，SE = .522，p <.01）在正確率上呈現顯著差異。「謂賓間關聯副

詞」（p = .964）、「分句末關聯詞」（p = .996）及「謂語前關聯副詞」（p 

= .214）這三種結構在兩種語言間的正確率差異不顯著，而它們在兩種語言

中都是正確率偏低的類型（正確率為 0.32-0.62）。 

因為兩類語言類型的區別對正確率有顯著影響，我們也從靈敏度  

(Sensitivity) 及特異度 (Specificity) 來分別檢驗兩類型普通話語句中，學生

自己的判斷與實際上語句正確與否的比例。5（參考 Stanislaw and Todorov 

1999）。從上面表 2 中的總數據得出處理一般普通話語句時，學生判斷正確的

靈敏度為 1。不過，學生正確判斷一般普通話的陽性預測值 (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 為 0.61，也就是僅有 61%的學生可能可以正確地判斷一般普通話語

句。然而面對拉祜式普通話時，學生語法判斷正確的靈敏度僅為 0.24，表示

在本次調查中大部分的學生無法正確判斷有拉祜語語法特徵的語句是否符合

普通話語法。這同樣顯示在拉祜式普通話語句中偏低的特異度（0.68）以及

陽性預測值（0.61）。這些結果與上述的判斷率及語法正確率中各別關聯詞結

構在兩類語言中呈現的影響趨勢可以相互呼應。拉祜語有一部分語法與一般

普通話相同，但還包括了普通話中不容許的結構（如關聯語位於分句末）。從

兩個語言類型語句判斷的靈敏度及特異度之間的差異來看，大部分的學生應

該是以拉祜語語法為基礎，雖然能意識到基本漢語語法，但是在語句判斷時

仍無法脫離拉祜語語法的影響，以至於通順程度判斷上兩種語類間沒有區

別，但在語法正確度上拉祜式普通話的正確率明顯低於一般普通話。由上述

各項分析結果看來謂語相關結構對學生造成最大困擾，而「分句末」與「第

                                                      
 
5
 我們感謝審查委員對此所提出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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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句首」兩類次之，主要原因可能在於母語中 OV 語序強勢遷移到普通話

中，導致即使任務在於「判斷普通話語句」，學生還是以拉祜語 OV 語序為

標準，也因此就算是「無關聯詞」類型的判斷正確率也偏低。至於「分句末

關聯詞」類型因為在拉祜語與普通話結構上的差距較大，除了各別分句中原

有的謂賓順序，再加上關聯詞在兩個語言中的位置並不總是一致，以致於學

生對普通話的語法建立以及兩個語法系統之間的辨別產生困難。下一節簡述

目前觀察在雲南普洱市中學生的語言課程現況，並基於我們問卷調查的結

果，提出一些初步的針對拉祜族學生的普通話教學的建議。 

4. 針對拉祜族學生的普通話關聯詞教學建議 

基於本次研究的結果，我們可以歸納出兩個對於拉祜族學生的普通話複

句教學的重點：一是分句中謂語內的 VO 語序，二是關聯詞語的結構位置。

如第二節中所提到的，一般普通話常用 VO 語序（如例（14a）、（15a）），

但是在在主題句（如例（14b））或焦點句（如例（15b））中也常容許賓語

置於動詞前（見 Hsu 2012, 2019），形成與一般拉祜語類似的 OV 語句。另

外，一般普通話中常見的把字句也是透過「把」將賓語置於動詞前（如例

（16））。 

（14）a. 我剛吃了蘋果。你要不要也吃點蘋果？ 

 b. 謝謝！我蘋果常常吃。不用了。 

（15）a. 好多人喜歡花。你喜歡什麼花？ 

 b. 我玫瑰花喜歡，但是百合就不那麼喜歡了。 

（16）我等一下就把蘋果吃了。 

我們的調查結果中也發現，學生認為「謂賓間」與「謂語前」兩類的拉

祜式普通話很通順的比例高於一般普通話句子。可見拉祜族學生在日常生活

中可能大量使用「普通話母語者所認為的主題化句子」，但拉祜族學生其實

並非真的想表達「主題句」。對拉祜族學生而言，普通話有的時候是 SVO 語

序，有的時候又會遇到主題句、「把」字句等賓語前置看起來像拉祜語 SOV

語序的句子，這也可能是造成學生明知道兩種語言語序不同，但在說普通話

時依然在語序方面有較多問題的原因。此外，關聯詞具有跨語段的聯繫作用，

關聯詞是否使用得當對溝通交際有很大的影響。由於普通話中的關聯詞位置

穩定，一般在教學中如果沒有注意到普通話與拉祜語間存在的巨大差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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祜族學生的普通話不僅在單句中存在語序問題，自然也會常常在跨句、跨語

段之間出現語序問題。 

在現有的 18 本小學一年級到中學九年級語文課本中，只列入了五個屬謂

語前的關聯副詞（見上文例（6））以及兩個屬於分句末的關聯詞（見上文例

（7）），但是本研究中我們一再提及的結構特徵區別在語文課本中都不存在。

普洱市的語文課程教材是依照「新課標」（國家對教育的綱領性文件）實施

九年義務教育的政策來選用的。從語文教材的內容來看，一二年級學習語文

基礎知識（拼音，漢字等），三年級學習大量的漢語詞語，並開始寫作練習，

到了四年級寫作部分的內容比例會繼續增大，五六年級開始學習古詩詞、詩

歌以及修辭、寫作等。然而語文教材內容的關注點大多是在閱讀理解會話和

寫作能力上，可見當地的語文教材是針對普通話為母語者進行設計的。雖然

搭配課本內容的練習冊的版本很多，但並沒有針對拉祜族學生或其它少數民

族漢語學習的輔助性練習冊，也不可能提到 OV 語序或是關聯詞語的結構位

置在拉祜語與普通話間的差異。即使學生們對兩種語言的差異有初步的瞭

解，如果普通話的課程方針忽略了學生的母語特點，學生就不會特別注意普

通話和母語的差別，而可能使學生更傾向使用與母語符合的語序，也會因此

誤認為一般普通話句子不通順。這正是我們所調查到的情況。 

對語文老師來說，能意識到拉祜語與普通話之間結構上的區別就能高度

且有效率地提升普通話教學的成效，也能讓學生學得更好、更有成就感。根

據我們的研究分析來看「謂語前」結構最難、「分句末」與「第二分句首」

兩類次之，其次是「無關聯詞」，最後是「謂賓間關聯副詞」。參照鄧守信

（2018）《對外漢語教學語法》中語法點排序的主要建議「頻率高的先教」，

然後「結構複雜度低的語法點先教」作為基礎，我們認為可行的教學順序排

序如下。 

首先，「頻率高的先教」。當地環境中拉祜語的 OV 語序的影響十分普

遍，謂語結構又是語法的基本核心，而對比於一般普通話句子來看，VO 語

序也是最為基本，容易影響到副詞等其他詞語造句時的相對位置。所以在小

學一開始語文課中應該先針對普通話的各類型動賓短語練習，強調普通話的

基本語序以及其與拉祜語的差異，但是先不提及主題句的用法免得學生混淆。

等到介紹把字句、主題句等常見的普通話句式時，除了說明它們的語序以及

語用功能，也應該把拉祜語基本 SOV 句型不帶主題或強調意味的特性透過例

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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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結構複雜度低的語法點先教」。我們認為跨語法間的結構差異

經過討論與講解的過程才會加強認識，因此在介紹複句結構時應該當作一個

語法點介紹。可以先練習「謂賓間」與「謂語前」關聯副詞句子的區別，因

為這兩類與謂賓結構有直接關係。比如，指出拉祜語中的「謂語前關聯副詞」

如「一邊……一邊……」以及「謂賓間關聯副詞」如「先……後……」的用

法（如例（17）6）跟普通話的用法看起來很不一樣（如例（18）），但主要

區別在於普通話的賓語的位置。 

（17）a. *小孩一邊電視看，一邊字寫。 

  b. 地先種，種子後撒。 

（18）a. 小孩一邊看電視，一邊寫字。 

  b. 先種地，後撒種子。 

在此基礎上，再讓學生做把單一類型關聯詞語加入句子中的練習，可以

讓學生練習判斷兩種語序的區別。另外，拉祜語中的「分句末關聯詞」在普

通話中的正確用法需要特別說明，然後針對於關聯詞語使用在不同分句位置

的關聯詞類型提醒學生它們造句的區別。例如拉祜語中的「分句末關聯詞」，

「假如」、「……與其，……不如」出現的位置，如例（19）7（重複如下）

在普通話中應該改為如（20）的例句。在學生有一定基礎之後就可以慢慢再

深入講解一些普通話的其他句式。總地來說，針對拉祜族學生的普通話教學

一定要對比普通話和拉祜語的差別，並且從易到難、由簡到繁逐漸展開。 

（19）a. 分句末關聯詞 

例如：*我大學上了假如，我昆明玩去。（拉祜式普通話） 

例如：*你吃方便麵與其，自己做飯不如。（拉祜式普通話） 

（20）a. 假如我大學上了，我去昆明玩。 

b. 你與其吃方便麵，不如自己做飯。 

5. 結論與展望 

本研究針對拉祜族學生普通話關聯詞在複句中的使用現況嘗試將語言學

和語文教學作初步的結合研究。與前人對於普通話關聯詞語的本體研究不

                                                      
 
6
 例（17）為前文例（5）的重引。 

 
7
 例（19）為前文例（11e）的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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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我們將拉祜語中關聯詞語的結構和用法與其相對應的普通話關聯詞語進

行結構對比，然後再基於兩個語言中複句結構的區別考察當前拉祜族學生對

普通話語法的了解。 

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拉祜族學生對普通話複句結構的掌握並不好，學生

大多以拉祜語語法為基礎；雖然能意識到基本漢語語法，但是在語句判斷時

仍無法脫離拉祜語語法的影響。具體看來，我們認為關鍵在於拉祜語 OV 語

序以及關聯詞語在兩個語言系統中存在的差異在當地學生的普通話語文教程

安排中並未獲得重視。這除了突顯出當地少數民族學生的確急需適切的語文

教學與指導，追根究底，我們認為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對拉祜語的語言學相關

研究稀缺和普通話教師對拉祜族學生的母語知識的缺乏。 

近年來，雲南地區的拉祜語人口雖然飛快流失，但是當地受到拉祜語影

響的普通話形式卻不斷被強化，本研究中提及的拉祜式普通話其實非常普

遍。沒有正視對於少數民族普通話教學的具體需求，就不會有相關的教材，

也不會有合適的教學方案產生。如此長年教育發展的舉步維艱的確會讓偏鄉

民族失去信心。在學校中我們明顯感到部分同學厭學情緒嚴重，因為語言其

實是他們最大的障礙。採用積極的教學方式，有助於學生明確地意識到兩個

語言的區別，以及學習如何更好地學好普通話，最後更重要的是能進一步讓

學生能夠正確且切實地瞭解通過普通話所教授或陳述的其它學科知識。希望

未來有更多的人關注到拉祜語和其它少數民族的普通話語文教育問題，以此

促進族群融合，城鄉均衡發展。 

此外，我們也認為拉祜語的語言學本體研究十分重要。與其它對外漢語

研究情況相近，唯有對於學生的母語有足夠瞭解，教師才能針對學生的普通

話學習問題提出改善辦法，也才有機會提出最適切而有效的教學設計。但是，

當前只有少數人研究和記錄拉祜語，涉及到語言教學相關的研究更是少之又

少。即便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學校中，往往只提供基本的適合普通話母語者的

教學教程。相信拉祜語的本體研究對跨語言對比研究，或是華語文教學研究

中針對母語背景同為 SOV 語序的學習者也能有所幫助益。誠如審察委員們所

提到的，本文中探討的課題未來還可以進一步設計出細緻的教學活動並進行

課室中的實際評測，以檢視教學設計的成效。例如設計和基本語文課程配套

而且針對少數民族使用的普通話練習冊。由於文章篇幅以及目前參訪學校的

限制，這部分我們將另啟專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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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問卷中的實驗句 

複句 
關聯詞
類型 

關聯詞 
語 
種 

序 
號 

内容 

無 

關 

聯 

詞 

（並列） 
拉 1 扎妥蘆笙吹，娜娃三弦彈。 

漢 2 小紅是 92 班的，小明是 93 班的。 

（遞進） 
拉 3 他飯不做會，炒菜更不做會。 

漢 4 桃花香，桂花更香。 

（因果） 
拉 5 我酒不喝，嗓子不舒服。 

漢 6 雨下得太大，我不去找你了。 

（目的） 
拉 7 你話別說，錯誤有來的。 

漢 8 你別亂停車，免得被罰款。 

（選擇） 
拉 9 你啤酒喝，白酒喝？ 

漢 10 你吃飯，吃麵條？ 

謂 

賓 

間 

關 

聯 

副 

詞 

…，…也… 

拉 

11 我瀾滄去過，西盟也去過。 

12 小明語文作業沒做，數學作業也沒做。 

13 我拉祜語會，漢語也會。 

漢 

14 小紅去過北京，也去過上海。 

15 我沒吃早飯，也沒吃中飯。 

16 我會打籃球，也會踢足球。 

…先…，…

後… 

拉 

17 你坑先挖，樹後栽。 

18 你飯先吃，碗後刷。 

19 你澡先洗，宵夜後吃。 

漢 

20 扎努先唱歌，後跳舞。 

21 我們先考數學，後考語文。 

22 茶樹先長芽，後開花。 

謂 

語 

前 

關 

聯 

…一邊…， 

…一邊… 

拉 
23 我姐姐一邊電視看，一邊作業寫在。 

24 他們一邊酒喝，一邊烤肉吃。 

漢 
25 同學們一邊唱歌，一邊跳舞。 

26 小明一邊吃飯，一邊玩手機。 

…有時（一 拉 27 那個寨子的人有時咖啡種，有時甘蔗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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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詞 

會兒）…， 

…有時（一

會兒）… 

28 他一會兒瞌睡打，一會兒字寫在。 

漢 
29 他家有時養雞，有時養豬。 

30 小明一會兒要找爸爸，一會兒要找媽媽。 

…要麼…， 

…要麼… 

拉 
31 小李要麼爸爸家去了，要麼爺爺家去了。 

32 第一節課要麼數學課上，要麼語文課上。 

漢 

33 你要麼去找李老師，要麼去找王老師。 

34 
老師要麼選小紅當班長，要麼選小明當班

長。 

第 

二 

分 

句 

前 

關 

聯 

詞 

…，所以… 

拉 35 今天車不有，所以我回來不到。 

漢 36 
蘋果樹被砍了，所以我們都沒有蘋果吃

了。 

…，但是… 

拉 
37 小紅拉祜話不說會，但是拉祜文讀會。 

38 雨下車堵，但是等會兒不遲到。 

漢 

39 
今天朋友都在讀書，但是小明還在睡懶

覺。 

40 
小明運動會受了點傷，但是這次比賽他還

是得了第一名。 

…，否則… 

拉 
41 電腦過多莫玩，否則大學考不得來的。 

42 車亂莫停,否則錢罰來的。 

漢 
43 你別去打籃球了，否則作業做不完的。 

44 過馬路時應該牽著小孩子，否則很危險。 

…，還是…

？ 

拉 45 你理科學，還是文科學？ 

漢 46 你買豬肉，還是買牛肉？ 

分 

句 

末 

關 

聯 

詞 

…不是（而

是），… 

拉 47 他不打籃球的不是，我不想球打的。 

漢 48 他不是去學校，而是去網吧。 

…之後（然

後），… 

拉 49 我他告訴給之後，他別人又告訴。 

漢 50 
我給小紅打了電話，之後小紅有打給小

明。 

…只要，… 
拉 51 你拉祜族遇到只要，拉祜話講。 

漢 52 只要是你問我，我都會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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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 

拉 53 他雨淋著因為，所以頭疼。 

漢 54 
因為我明天要測驗，所以今天要好好復

習。 

…假如，… 
拉 55 我大學上了假如，我昆明玩去。 

漢 56 假如明天下雨，我們就種不了地了。 

…雖然，… 
拉 57 麵條辣子辣雖然，但是我還是吃完了。 

漢 58 雖然爺爺老了，但是身體很好。 

…與其，…

不如 

拉 59 你吃方便麵與其，自己做飯不如。 

漢 60 
與其兩個人打乒乓球，不如我們五個一起

打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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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問卷中的填充句 

 

1. 山豬跑走了。 

2. 誰明天回來？ 

3. 小妹妹來了。 

4. 今天的飯超辣。 

5. 院子裡的花紅了。 

6. 小明家養貓。 

7. 我們今天考試。 

8. 小樹長大了。 

9. 剛才什麼人哭了？ 

10. 小紅跟小美特別高。 

11. 小狗在房間裡。 

12. 豆子發芽了。 

13. 小弟弟一直笑。 

14. 葉子都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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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SOV Grammar on the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A Survey of Yunnan Lahu Students’ Use of Mandarin 

Conjunctions 

 

Yu-Yin HSU  Yang LIU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uses of Mandarin conjunctions by local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Lancang County, Yunnan, China. Fifty-six students, whose 

first language is Lahu, participated in this study. Lahu, a Tibeto-Burman language, 

has a SOV (subject-object-verb) word order that differs from Mandarin’s SVO 

order. We studied how the syntactic differences between conjunctions in Lahu 

and Mandarin reflect Lahu grammar’s influence on students’ Mandarin. We used 

a survey of acceptability judgments on typical Mandarin sentences and 

Lahu-flavored Mandarin sentences in five types of conjunction structures 

proposed by the research team. Across the types of conjunctions, students’ 

acceptability judgments did not show clear differences between Mandarin and the 

Lahu-flavored Mandarin sentences, although some students seemed to be aware 

of the unique status of clause-final conjunctions, which never occur in standard 

Mandarin and thereby resulted in lower acceptance rates. Critical differences 

were found in accuracy; students tended to prefer sentences with the object 

preceding the verb, which is a fundamental OV order for Lahu but not for 

Mandarin. Therefore, it appears that the OV order exhibited in Lahu has been 

pervasively carried over to students’ Mandarin. Moreover, students were not 

aware of the structural differences of conjunctions used in the two languages and 

could not accurately identify correct Mandarin sentences. Based on our resul ts 

and our examination of the 18 textbooks currently adopted by local high schools, 

we provided concrete suggestions about how the fundamental word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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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can be emphasized in local Mandarin language curricula to help 

improve students’ awareness of the linguistic differences between Lahu and 

Mandarin to efficiently advance their Mandarin proficiency. More research will 

still be needed to better address issues related to the languages and the language 

learning in this unique community.  

Keywords: conjunction, Lahu language, Mandarin, OV order, syntax, Yunnan 

 



華語文教學研究 
第十七卷  第 4期（總第 54期）    2020年 12月 

發行人：任  弘 

贊助者：財團法人華語文教育發展基金會 

        財團法人興華文化交流發展基金會 

編印者：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出版者：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地  址：10093臺北市寧波東街 1號 4樓 

電  話：+886-2-2351-1385     傳真：+886-2-2341-7064 

E-mail：wclacec03@gmail.com 

Website：http://www.wcla.org.tw 

發行日：每年 3月、6月、9月、12月 

承印者：財政部印刷廠            電話：+886-2-2308-8144 

【版權所有，翻印、轉載、翻譯需徵得本期刊同意】 

定價：國內每冊新臺幣 350元；國外每冊美金 17元（含水陸函件資費） 

銀行匯款：帳戶：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帳號：076-03-000311-6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Volume 17  Number 4  December 2020 

Publisher: Hong JEN 

Spons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Overseas Chinese Unity Foundation 

Edited by World 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Published by World 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4F., No. 1, Ningbo E. St., Taipei City 10093, Taiwan 

Tel: +886-2-23511385    Fax: +886-2-23417064 

Email: wclacec03@gmail.com 

Website: http://www.wcla.org.tw 

Printed by Printing Print, Ministry of Finance   Tel: +886-4-2495-3126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Price: NT＄350/per issue in Taiwan, US＄17/per issue abroad (surface mai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