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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受表現(一) ─ 物品的給予和收受 ─ 】 

為銜接後面的單元，本單元以整理複習表示物品的給予和收受的「やる／あげる／さしあ

げる」、「もらう／いただく」、「くれる／くださる」的用法為主。 

◎ Warm up 

以下句子都有錯誤，請指出錯誤並改成對的句子。（請參考『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Ⅰ』7 課、

『大家的日本語 初級Ⅱ』24 課、『大家的日本語 進階Ⅱ』41 課） 

 

（1）花子は私に漫画をあげました。 

（2）花子は私に漫画をもらいました。 

（3）私は花子に漫画をくれました。 

（4）部長は私に旅行のおみやげをさしあげました。 

（5）部長は私に旅行のおみやげ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6）私は部長に旅行のおみやげをくださ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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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 

1.「あげる」、「もらう」、「くれる」 

(給予者 A)               (收受者 B)             (物品) 

1.1 句型 

給予者立場              ① 給予者給收受者物品 …… あげる     

句型：給予者は/が  收受者に    物品をあげる。 

                                     ↓       ↓      ↓ 

例：   A は/が      B に   おみやげをあげる。 

授                                     

受  

表 

現                ②  (從給予者那)得到‧收到物品…… もらう  

句型：收受者は/が    給予者に     物品をもらう。 

                                         ↓       ↓      ↓ 

               例：   B は/が        A に   おみやげをもらう。 

收受者立場                                   

 

               

③ 給予者給收受者物品 …… くれる 

句型：給予者は/が    收受者に     物品をくれる。 

                                ↓               ↓           ↓ 

                   例： A は/が     B に    おみやげをくれる。 

                                               

 

註解 [葉1]: 給予者 A 給收受者 B

物品這個一給一收的動作之間，

可以用兩個立場描述，一個是給

東西的給予者立場，另一個是收

東西的收受者立場。 

如左邊授受表現的圖所示，收受

者立場又再二分為(從給予者那)

得到・收到物品、給予者給收受

者物品兩個看法。 

註解 [葉2]: 站在給予者立場敘

述給予者給收受者物品時，動詞

用「あげる」。 

註解 [葉3]: 給予者「A」是主語，

後面是收受者「B」接上助詞「に」，

最後放「おみやげをあげる」。 

註解 [葉4]: 站在收受者立場以

(從給予者那)得到・收到物品的

看法描述收受者得到‧收到物品

時動詞用「もらう」。 

註解 [葉5]: 用收受者 B 的立場

表示(從給予者 A)得到・收到物

品時，收受者「B」是主語，後

面是給予者「A」之後接上助詞

「に」，最後放「おみやげをもら

う」。 

註解 [葉6]: 站在收受者立場以

給予者給收受者物品的看法描

述給予者給收受者物品時動詞用

「くれる」。 

註解 [葉7]: 對收受者 B 而言，是

給予者 A 把物品給自己的，所以

給予者「A」是主語，後面是收

受者「B」，之後接上助詞「に」，

最後放「おみやげをく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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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需要考慮給予者與收受者之間內外關係的「あげる」「もらう」「くれる」 

☆ 使用「あげる」「もらう」「くれる」等動詞時，需要考慮給予者與收受者之間的內外關係，

這裡先簡單敘述一下什麼是內外關係。 

☆ 內外關係，簡單而言就是以「私」(我)為中心，和「私」(我)屬於同一團體的是「內」的

關係，和「私」(我)不是同一個團體的就是「外」的關係。 

例如圖(1)在家庭關係而言「私」(我)和家人是屬於同一個團體，圖(2)在朋友同儕之間「私」

(我)和朋友同儕屬於同一個團體，圖(3)在公司「私」(我)和公司的人屬於同一個團體。 

也就是以「私」(我)為中心，和「私」(我)屬於同一個團體的就是所謂「內」的關係，不

是和「私」(我)同一個團體的就是屬於「外」的關係。 

 

    圖(1)私と家族 

                            内      

                          私 
              外            家族            外 

(両親、兄弟) 
          

 

  圖(2)私と友達 

   

                      內 

                     

外                      私                     外 

                      友達                    

 

  圖(3)私と会社の人 

 

                                         內 

                                          

         外           私                     外 

                    会社の人 

 

註解 [葉8]: 更簡單而言就是和

「私」(我)是同一國的人跟「私」

(我)是「內」的關係。 

註解 [葉9]: 更簡單而言就是和

「私」(我)不是同一國的人跟

「私」(我)是「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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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あげる」 

句型：給予者は/が  收受者に    物品をあげる。 

  ☆ 作為主語的給予者必須是「私」(我)或是和「私」(我)是「內」的關係的人(自己人)，收受

者必須是「私」(我)以外或是和自己是「外」的關係的人(非自己人)。物品是由「內」的

關係移往「外」的關係。 

                              

例句內登場人物：私、弟（家族）、花子（私の友達） 

例（3）的同僚＝私の同僚 

例（5）的同僚＝弟の同僚 

例（6）的同僚＝花子の同僚 

 

例(1)  私は弟におみやげをあげます。 

例(2)  私は花子におみやげをあげます。 

例(3)  私は同僚におみやげをあげます。 

例(4) 弟は花子におみやげをあげます。 

例(5)  弟は同僚におみやげをあげます。 

例(6)  花子は同僚におみやげをあげます。 

 

 

 

 

 

 

註解 [葉10]: 給予者「私」(我)，

收受者「弟」雖然是家人但是是

「私」(我)以外的人。 

註解 [葉11]: 給予者「私」(我)，

收受者「花子」雖然是朋友但是

是「私」(我)以外的人。 

註解 [葉12]: 給予者「私」(我)，

收受者「同僚」雖然是公司同事

但是是「私」(我)以外的人。 

註解 [葉13]: 給予者「弟」是「私」

（我）的家人，收受者「花子」

是「私」（我）的朋友，但是和家

人間的關係相比，朋友比家人關

係遠。所以和「弟」是「內」的

關係，和「花子」是「外」的關

係。 

註解 [葉14]: 給予者「弟」和「私」

（我）是「內」的關係的家人，

收受者「同僚」(弟の同僚)是家

人「弟」以外的人，所以是「外」

的關係。 

註解 [葉15]: 給予者「花子」和

「私」（我）是朋友，所以是「內」

的關係。收受者「同僚」（花子の

同僚）是朋友「花子」以外的人，

所以是「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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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もらう」 

句型：收受者は/が  給予者に／から    物品をもらう。 

  ☆ 作為主語的收受者原則上是「私」(我)或是和「私」(我)是「內」的關係的人(自己人)，給

予者原則上是「私」(我)以外或是和自己是「外」的關係的人(非自己人)。物品是由「外」

的關係移往「內」的關係。 

 

例句內登場人物：私、弟（家族）、花子（私の友達） 

例（3）的同僚＝私の同僚 

例（5）的同僚＝弟の同僚 

例（6）的同僚＝花子の同僚 

 

例(1)  私は弟に／からおみやげをもらいます。 

例(2)  私は花子に／からおみやげをもらいます。 

例(3)  私は同僚に／からおみやげをもらいます。 

例(4) 弟は花子に／からおみやげをもらいます。 

例(5) 弟は同僚に／からおみやげをもらいます。 

例(6)  花子は同僚に／からおみやげをもらいます。 

 

※ 給予者後的助詞： 

使用「もらう」的時候，給予者後的助詞除了「に」之外也可以使用「か

ら」，不同之處在於使用「に」是表示物品的給予者，使用「から」是把給

予者當成物品的起點、來源。 

註解 [葉16]: 請見本頁最下面。 

註解 [葉17]: 收受者是「私」

(我)，給予者「弟」雖然是家人

但是是「私」(我)以外的人。 

註解 [葉18]: 收受者是「私」

(我)，給予者「花子」雖然是朋

友但是是「私」(我)以外的人。 

註解 [葉19]: 收受者是「私」

(我)，給予者「同僚」雖然是公

司的同事但是是「私」(我)以外

的人。 

註解 [葉20]: 收受者「弟」，是

「私」（我）的家人，給予者「花

子」是「私」（我）的朋友，但是

和家人間的關係相比，朋友關係

比家人遠。所以和「弟」是「內」

的關係，和「花子」是「外」的

關係。 

註解 [葉21]: 收受者「弟」和「私」

（我）是「內」的關係的家人，

給予者「同僚」(弟の同僚)是家

人以外的人，所以是「外」的關

係。 

註解 [葉22]: 收受者「花子」和

「私」（我）是朋友，所以是「內」

的關係。給予者「同僚」（花子の

同僚）是朋友「花子」以外的人，

所以是「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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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くれる」 

句型：給予者は/が  收受者に    物品をくれる。 

  ☆ 作為主語的給予者必須是「私」(我)以外或是和自己是「外」的關係的人(非自己人)，收

受者必須是「私」(我)或是和「私」(我)是「內」的關係的人(自己人)。物品是由「外」的

關係移往「內」的關係。 

   

例句內登場人物：私、弟（家族）、花子（私の友達） 

例（3）的同僚＝私の同僚 

例（5）的同僚＝弟の同僚 

例（6）的同僚＝花子の同僚 

 

例(1)  弟は私におみやげをくれます。 

例(2) 花子は私におみやげをくれます。 

例(3)  同僚は私におみやげをくれます。 

例(4) 花子は弟におみやげをくれます。 

例(5) 同僚は弟におみやげをくれます。 

例(6)  同僚は花子におみやげをくれます。 

 

↓ ↓ ↓ ↓ ↓ ↓ ↓ ↓ ↓ ↓ ↓ ↓ ↓ ↓ ↓ ↓ ↓ ↓ ↓ ↓ 

下一頁還有相關說明 

 

 

 

 

註解 [葉23]: 給予者「弟」，收受

者是「私」(我)，雖然「弟」是

家人但是是「私」(我)以外的人。 

註解 [葉24]: 給予者「花子」，收

受者是「私」(我)，雖然「花子」

是朋友但是是「私」(我)以外的

人。 

註解 [葉25]: 收受者是「私」

(我)，給予者「同僚」雖然是公

司同事但是是「私」(我)以外的

人。 

註解 [葉26]: 給予者「花子」雖

然是「私」（我）的朋友，收受者

「弟」是「私」（我）的家人，但

是和家人間的關係相比，朋友關

係比家人遠。所以和「弟」是「內」

的關係，和「花子」是「外」的

關係。 

註解 [葉27]: 給予者「同僚」(弟

の同僚)是家人以外的人，所以是

「外」的關係。收受者「弟」和

「私」（我）是「內」的關係的家

人。 

註解 [葉28]: 給予者「同僚」（花

子の同僚）是朋友「花子」以外

的人，所以是「外」的關係。收

受者「花子」和「私」（我）是朋

友，所以是「內」的關係。 

也請參看下一頁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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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くれる」的收受者，必須是「私」(我)或是和「私」(我)是「內」的關係的人(自

己人)，而和我是「內」的關係的人(自己人)原則上要是第一人稱「私」(我)的家人(親

近的朋友)，例(1)(2)(3)的收受者是第一人稱的「私」(我)，例(4)(5)的「弟」是

家人。 

例(6)的收受者是「花子」，「花子」並不是第一人稱也不是表示家人的名詞，但

如果第一人稱和「花子」是好朋友，則例(6)可解釋為是敘述這件事的人(說話者)站

在收受者「花子」的立場來敘述「同僚」給「花子」「おみやげ」這件事。 

    當給予者和收受者都是第三人稱，只是單純客觀敘述誰給誰東西，使用「あげ

る」，不用「くれる」。 

  例：○田中さんは鈴木さんに CD をあげました。 

    ×田中さんは鈴木さんに CD をくれました。 

 

 

 

1.6「あげる」、「もらう」、「くれる」關係圖 

 ☆ 「あげる」、「もらう」、「くれる」的句型以及給予者和收受者之間的關係，可用下圖表示。 
 

     
（図は「みんなの教材サイト」http://minnanokyozai.jp/kyozai/home/ja/render.do より改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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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やる」、「さしあげる」、「いただく」、「くださる」 

 ☆ 給予者和收受者之間如果是上對下或是下對上的關係時，用「やる」、「さしあげる」、「い

ただく」、「くださる」代替「あげる」、「もらう」、「くれる」。   

さしあげる いただく くださる 

あげる もらう くれる 

上 

 

 
下 やる   

 
 
 

2.1「やる」、「あげる」、「さしあげる」 

☆ 「やる」、「あげる」、「さしあげる」： 

對給予者而言，收受者是地位比較低的用「やる」 
對給予者而言，收受者是地位相等的對象時用「あげる」 

對給予者而言，收受者是地位比較高的用「さしあげる」 

         (市川 2005) 

  ☆ 和之前提到的「あげる」一樣，作為「やる」、「さしあげる」主語的給予者必須是「私」

(我)或是和「私」(我)是「內」的關係的人(自己人)，收受者必須是「私」(我)以外或是和

自己是「外」的關係的人(非自己人)。 

さしあげる。 

句型：給予者は/が  收受者に    物品を       

                            やる。 

註解 [葉29]: 例句請參考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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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 私は犬に餌
えさ

をやりました。 

    例(2) 弟は赤ちゃんにミルクをやりました。 

例(3) 私は弟におもちゃをやりました。 

    例(4) 私は父に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あげました。 

例(5) 私は先生に旅行のおみやげをさしあげました。 

例(6) 姉は会社の上司に昨日作ったケーキをさしあげました。 

 
 
 

2.2「もらう」、「いただく」 

☆ 「もらう」、「いただく」： 

對收受者而言，給予者是地位相等或是比較低的對象時用「もらう」 
對收受者而言，給予者是地位比較高的用「いただく」 

                  （市川 2005） 
 
 ☆ 和之前提到的「もらう」一樣，作為「いただく」主語的收受者必須是「私」(我)或是和

「私」(我)是「內」的關係的人(自己人)，給予者必須是「私」(我)以外或是和自己是「外」

的關係的人(非自己人)。 

  いただく。 

句型：收受者は/が  給予者に／から    物品を      

                          もらう。 

 

註解 [葉30]: 現在日語裡「あげ

る」的使用範圍有擴大的傾向，

因此雖然收受者是「犬」，也會見

到「犬に餌をあげる」的用法。 

註解 [葉31]: 現在日語裡「あげ

る」的使用範圍有擴大的傾向，

因此雖然收受者是「赤ちゃん」，

也會見到「赤ちゃんにミルクを

あげる」的用法。 

註解 [葉32]: 如果收受者是「弟」

或「妹」比自己小的家人可以用

「やる」。但對是長輩的「父」不

用刻意使用「さしあげる」。雖然

是長輩但因為是家人所以視為對

等關係，因此一般用「あげる」

即可。 

Create PDF files without this message by purchasing novaPDF printer (http://www.novapdf.com)

http://www.novapdf.com
http://www.novapdf.com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請尊重智慧財產權 

 10 

例(1) 弟は部下に／から花束
はなたば

をもらいました。 

    例(2) 私は子供に／から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もらいました。 

例(3) 私は父に／からおみやげをもらいました。 

    例(4) 私は部長に／から珍しい切手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例(5) 私は先生に／からいい辞書をいただきました。 
 

※ 給予者後的助詞： 

使用「いただく」的時候，和「もらう」一樣，給予者後的助詞除了「に」

之外也可以使用「から」，不同之處在於使用「に」是表示物品的給予者，

使用「から」是把給予者當成物品的起點、來源。 

 
 

 
2.3「くれる」、「くださる」 

☆ 「くれる」、「くださる」： 

對收受者而言，給予者是地位相等或是比較低的對象時用「くれる」 
對收受者而言，給予者是地位比較高的用「くださる」 

          （市川 2005） 

☆ 和之前提到的「くれる」一樣，作為「くださる」主語的給予者必須是「私」(我)以外或

是和自己是「外」的關係的人(非自己人)，收受者必須是「私」(我)或是和「私」(我)是「內」

的關係的人(自己人)。 

                             

註解 [葉33]: 「父」是表示自己

家人的名詞，雖然是長輩但視為

對等的關係，因此一般用「もら

う」即可。不用刻意使用「いた

だ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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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くださる。 

句型： 給予者は/が     收受者に   物品を   

                                     くれる。 

                

例(1) 学生が私に花束をくれました。 

    例(2) 子供が私に誕生日プレゼントをくれました。 

例(3) 父が私におみやげをくれました。 

    例(4) 部長は私に珍しい切手をくださいました。 

    例(5) 先生が私にいい辞書をくださいました。 

 
 
↓ ↓ ↓ ↓ ↓ ↓ ↓ ↓ ↓ ↓ ↓ ↓ ↓ ↓ ↓ ↓ ↓ ↓ ↓ ↓ ↓ 

還有下一頁哦!!!!! 

 
 
 
 
 
 
 
 
 
 
 
 
 
 
 
 
 
 
 

 

註解 [葉34]: 「父」是表示自己

家人的名詞，雖然是長輩但視為

對等的關係，因此一般用「くれ

る」即可。不用刻意使用「くだ

さ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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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場加映 

(1) 

        × 私は先生に給食代
きゅうしょくだい

をさしあげました。 

             → 私は先生に給食代を渡しました。 
       ○ 私は先生に旅行のおみやげをさしあげました。 

  (2) 
       ?? 部長が私に難しい仕事をくださいました。 

○ 部長が私に旅行のおみやげをくださいました。 

  使用「あげる／さしあげる」是帶有給予恩惠、好處或是給予者覺得這是對收受者有

恩惠、好處的；「くれる／くださる」是收受者覺得受到給予者恩惠、好處的意思。 

    (1)的「私は先生に給食代をさしあげました。」雖然是對收受者「先生」用了「さし

あげる」這個動詞，但是給「先生」「給食代」只是單純的交錢，因此不適合用「さしあ

げる」。「私は先生に旅行のおみやげをさしあげました。」包含有特意帶「旅行のおみや

げ」給「先生」的意思，所以用「さしあげる」。 

    (2)的「部長が私に難しい仕事をくださいました。」雖然對於「部長」做的的動作用

了「くださる」這個動詞，但是對被指派做「難しい仕事」的「私」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所

以不適合用「くださる」。「部長が私に旅行のおみやげをくださいました。」帶有感謝「部

長」給我「おみやげ」的意思，所以用「くださる」。 

  因此下列的句子也不適當。 

(3) ?? 私は学生にたくさんの宿題をあげました。 

(4) ?? 学生は私に難しい質問をくれ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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