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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從古漢語的句末助詞「爾」出發，探討「爾」自上古以迄近
代的流變。「爾」在西周時期假借為表「如是」義的謂詞性指代詞
。約莫在春秋戰國之際，陸續出現「爾」、「耳」混用之例，顯示
在作為句末語氣詞的條件底下，兩詞的語音趨於中立化，故逐步走
向合流之路。這樣的演變可能以某些方言為先導，先秦的齊魯方言
即是其中的一個顯例。中古亦使用「耳」字作為語氣詞，「爾」則
緊守著擔任謂語中心詞的版塊，兩者呈現明顯分工。近代禪宗語錄
所見的「聻」，不論在語音、語義，甚或在語法及語用上皆與「爾
」相當類似，尤其「聻」獨用成句，在中古的「爾」即可找到先例
。另一方面，「聻」作為句末助詞，則可以說承繼自「爾」的異文
「耳」，這一條發展路線便是現代常用語氣詞「呢」的來源之一。
    閩南語借入句末助詞「聻ni」的時間不晚於明代，於明清戲文
中採用「年」作為標符，在日治時期臺灣語學文獻《語苑》中標示
作「呢」。直至今日「呢」仍復使用，主要保留在臺灣南部地區。
本研究的第二部分即追溯「呢」在早期戲文及日治時期《語苑》雜
誌的用法，並進而以台南地區為樣本，從事實際的田野調查。在共
時描寫方面，主張「呢」並不專門表示某一特定語氣，故能出現於
任何句式，語帶誇張或強調。「呢」具有提醒聽者注意的作用，可
能與其語源是表「如此，這樣」義的指示詞「爾」有關。在歷時觀
察的部分，本研究對比古今三個不同時段的記錄和調查結果，發現
「呢」約莫在一個世紀前因為另一個語氣詞「咧」的興起，轉而多
用於疑問句；到了今天「咧leh4」非但用於陳述句、祈使句，還跨
足至特指問句。「呢nih8」的音讀僅保留在是非問的句型裡，並且
常用以反詰，語氣嗆辣，多為負面表述。

中文關鍵詞： 句末助詞、指示、爾、耳、聻、呢、閩南語

英 文 摘 要 ： The study looks into the functions of Ancient Chinese
er()as a clause-final particle, and delves into its
development from Old Chinese to Early Modern Chinese. In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the character er() was first
borrowed to write the predicative demonstrative meaning
“so.” Later on, approximately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er() and er() became blurred
clause-finally in such dialects as Qi and Lu. As clause-
final grammatical markers, er() and er() were apt to
experience phonetic weakening; we believe it is through
this process that er() and er() gradually had their
contrasts neutralized and thus converged. Up to Middle
Chinese, er() and er() were confined to predicative and
clause-final positions respectively. Early Modern Zen
analects brought in a seemingly newly coined word, ni(),
but judging from its phonetic, semantic, syntactic and
pragmatic resemblance to Middle Chinese er() and its
capability of standing alone as a clause, this study argues
that predicative ni() indeed evolved from er(). On the
other hand, clause-final ni() evolved from er(), and its



further development into Modern Mandarin ne() has been well
documented.
Clause-final ni() was borrowed into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no later than the Ming period. Clause-final ni()
was written as “” in Ming-Qing Southern Min playscripts
and as “” in the Yuyuan, a linguistics magazine published
in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Nih8() is still in use, and
its attestation is most frequent in southern Taiwan. The
second part of the study is then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s of ni5() as attested in Southern Min
playscripts and of nih0() as attested in the Yuyuan. On
this basis we go on to carry out fieldwork on the usage of
nih8() in Tainan. Synchronically speaking, nih8() is
nothing like a clause-typer, but rather occurs in all types
of clauses creating an effect of exaggeration or emphasis;
this attention-grabbing function of nih8() is arguably
inherited from its demonstrative ancestor er(), roughly
translatable as “like this.” Diachronically speaking,
about a century ago, the rise of the utterance particle
leh4() left in its wake the gradual confinement of nih8()
to interrogative clauses; nowadays, in addition to marking
indicatives and imperatives, leh4() extends to marking wh-
questions, while nih8() is further restricted to yes-no
questions, especially to rhetorical questions which are
intended to make negative assertions provocatively.

英文關鍵詞： clause-final particle, demonstrative, er, er, ni, nih8, the
Southern Min dia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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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計畫為 107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古今漢語句末助詞疊加現象研

究」之延伸。由於當時關注中古語氣詞「那」的問題，筆者認為「那」的形成

與合音有關，判定其中當有一組合項為指示性語氣詞，故而在 108年度續以

「古漢語指示性句末助詞歷時研究」為題，展開對於古漢語指示性

(demonstrative)語氣詞的一系列考察。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從歷時角度完整梳理古漢語「呢」系語氣詞的源流。由於目前

學界大致認為現代語氣詞「呢」的來源不止一端，關乎「聻」和「裏」兩系

（江藍生 1986:23-26；蔣紹愚 2017:326-331；何文彬 2018:69-73）。「聻」和

「裡」均始見於唐宋時期。「裡」為「在裏」之省，就比較語言學的觀點來看，

「在裏」可能語法化及簡化自表處所的介詞組。而「聻」的前身可能是「爾」

和「耳」，這部分尚須提出具體證據加以辨證。茲以簡圖表示「呢」的來源： 

                           唐宋以後 

                          「在裏、在、裏」  「哩」 

「爾」  「耳」            「聻、你、口尔、尼」               「呢」 

「在裏」一系的發展及其他漢語方言的平行演化，為筆者 109 年度科技部專題

計畫所探討的議題，暫且擱置不論。在本年度計畫中我們先行處理「爾＞耳＞

聻＞呢」一系的遞變。所論究的問題包括： 

1. 上古、中古漢語的「爾/耳」以及近代漢語的「聻」是否兼具直陳語氣詞

和疑問語氣詞兩種身份，涉及語式的劃分？ 

2. 「爾」和「耳」在先秦用法迥異，如何融冶於一爐，匯流為後來的

「呢」？ 

3. 「爾/耳」在上古和中古時期的使用方式是否可與晚唐五代以後的「聻」

銜接起來，形成一部「呢」的發展史？ 

 

三、 文獻探討 

當今學界幾乎一致認為「呢」在歷史演變過程中分化出直陳語氣詞（「呢

1」）和疑問語氣詞（「呢 2」）兩種用法，所關注的焦點大都集中在「呢」表疑問

一脈上。太田辰夫(1987:335-337)、江藍生(1986)、曹廣順(1995)均指出「呢 2」

的前身是晚唐五代的「聻」。「聻」，《廣韻》上聲止韻：「乃里切，指物貌也。」

《玉篇》：「尼止切，指物貌。」「聻」多用於特指疑問句，獨用時帶有指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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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1而王力(1980:454)、江藍生(1986:25-26)、太田辰夫(1987:335-337)、曹廣順

(1995:159)又進一步指出唐宋所見的「聻」及元明以後的「呢」，應源自古代的

「爾」。不過，截至目前為止，對於「爾→聻→呢」之發展歷程，向來以後期

「聻→呢」的研究較為完備，溯及「爾」字的討論相對貧乏許多。王力

(1980:454)表示：「從語音上說，從『爾』變『呢』是說得通的；但是，從上古

到近代，中間有將近一千年的空白點，歷史的聯繫無法建立起來」。曹廣順

(1995:159-160)曾查考先秦及魏晉「爾」作疑問語氣詞之例如下： 

(1) 三月癸酉，阿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公羊

傳‧隱公九年》） 

(2) 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公羊傳‧莊公三

十三年》） 

(3) 劉道真年十六，在門前弄塵，垂鼻涕至胸。〉洛下年少乘車從門過，

曰：「年少甚塠土回。」劉便隨車問：「為惡為善爾？」（《古小說鈎沈‧

裴子語林》） 

曹廣順最後歸結道：「其使用上有某種限制，始終只在很少一部分文獻中出現，

對於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我們目前尚無合理的解釋，還有待更多的材料和更

深入的研究才能解決」。 

1、「爾」字究竟表不表示疑問語氣？ 

    上述《公羊傳》的疑問句例均有疑問代詞「何」表疑問之義（如例(1)、

(2)），至如六朝用例「為善為惡爾」（例(3)）即使不使用「爾」，「為善為惡」本

身已是選擇問句，所以「爾」的功能是否表疑問語氣？先秦「爾」字見於疑問

句末尾的例句既不普遍，「爾」用以表疑問語氣著實令人懷疑。筆者以為若把

「爾」當成疑問語氣詞看待，的確先秦文獻的「爾」多集中在《公羊傳》，明顯

分布不均；假令將檢索條件放寬至所有「爾」充當句末助詞的例子，則上古時

期的「爾」字用例遍及許多文獻。《說文》八部云：「爾，詞之必然也。」楊樹

達《詞詮》說這是「表決定之意。即今語『呢』字。」2試看： 

(4) 象往入舜宮，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

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萬章上》） 

(5)然而跛鱉致之，六驥不致，是無它故焉，或為之，或不為爾！（《荀

子‧宣公十五年》） 

(6)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公羊傳‧僖公二

年》） 

(7)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公羊傳‧宣

公十五年》） 

                                                      
1 參看曹廣順(1995:156)、孫錫信(1999:63-64)。 
2 見《虛詞詁林》頁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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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 

這些都是「爾」用於直陳句的例子。如此看來，「爾」是否兼具直陳語氣詞和疑

問語氣詞兩種身份？抑或其功能並不涉及語式(moods)的區辨，應當重新定義？ 

郭錫良(1989:77)早已明確道出「爾」的特點： 

「爾」本是一個指示代詞，是「如此」的意思，用在句尾，指代作用虛

化，變成語氣詞。…其實「爾」同「焉」一樣，也是表提示語氣。不

過，「焉」往往是提示範圍，而「爾」則是提示情狀。 

換言之，「爾」是個指示情狀的語氣助詞，其功能恐非直接用於表直陳或疑問語

氣。本研究認同郭錫良(1988:51)的觀點：語言表達語氣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

在漢語裡，除詞形變化之外，語氣詞、詞彙形式、句式、語調都可以用來作為

表達語氣的手段。觀察「爾」所在的句式本身已透過詞彙、語調甚或其他語氣

詞來表達直陳或疑問語氣，「爾」雖已語法化，但指示性的謂詞義仍且滯留，是

故有指示情狀的意味。相應地，據現代語法學家所述，「呢」是個表示焦點的語

氣詞（胡明揚 1987:90、鄧思穎 2010:157-159），為何「呢」得以表示焦點？應

當與其來源是個指示情狀的語氣詞有關。由此，可以看出「爾」與「呢」的共

性。 

2. 「爾」與「耳」如何合流？為何合流？ 

值得思忖的是，「爾」和「耳」原本像是語氣性質相對的兩個句尾成分。

「爾」在西周以後即用於標示「如是」的合音，帶有誇張、強調的語氣效果

（如(4)「鬱陶思君爾」、(6)「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耳」本指聽覺器

官，後借為標示「而已」的合音詞，故有「止此」的限縮意味。簡言之，兩者

的差異相當於今日的「呢」和「罷了」。呂叔湘(1990[2004:266-267])指出「呢」

和「罷了」的語氣有「一揚一抑」的對比：譬如「你別瞧不起他，他還會做詩

呢」和「他就會做兩首詩罷了，別的還會什麼」，同樣是「會做詩」一事，「我

們可以把它看大，也可以把它看小；『罷了』有『僅此而已』之意，和『呢』字

正相反」。據此看來，語氣性質迥異的「爾」和「耳」應不致有混同的傾向，可

是下面例句卻突顯出這樣的情形確實存在： 

(9) 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戰國策‧燕

三》） 

(10) 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新序‧雜事

三》） 

「爾」、「耳」如何混用實有必要根據歷史文獻材料好好考察，究竟是「爾」趨

同於「耳」，表示「限止」義？還是「耳」趨同於「爾」，表「如此」義？如果

它們的混為一同是單向性的，則合流的原因可能是某一語詞的語義或語音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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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導致；倘或其混同是雙向性的，則語義變化因素或可排除，較可能是兩者語

音趨同，所以兩字皆可用於標示「如此」義或「限止」義。 

祖生利(1996)補充近代史傳、詩歌、筆記小說中「爾」用如「呢」的例

子，可視為仿文言的用法，如： 

(11) 觀其頭目，直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舊唐書‧乙弗弘體

傳》） 

(12) 眾入，駢罵曰：「軍事有監軍及諸將在，何遽爾？」（《新唐書‧高駢

傳》） 

(13) 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

爾？」（《宋史‧呂好問傳》） 

(14) 然不知李道士德初，何如人耳？（《宣室志》卷 9） 

(15) 他客容或不曉，君何為爾？（《夷堅志‧希韓大正》卷 14） 

該文在十個例子中放了兩個「耳」字例（即例(11)和(14)），顯然是認為「耳」

的功能等同於「爾」。不過，文中卻未交代「耳」與「爾」究竟有何干連，它們

為何可以混同使用？此外，這種混用情形起於何時？其下限又是什麼時候？都

尚待歷時文獻材料的考究，始能有清楚的答案。 

3. 唐五代以後的「聻」，如何跟中古、上古的「爾/耳」用法相銜接？  

    以下是中古「爾」、「耳」用如「呢」的直陳句例： 

(16)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世說新語‧方正》） 

(17) 丞相王導使人謂之曰：「名父之子，屈臨小縣，甚不宜爾。」（劉孝

標注《世說新語‧品藻》） 

(18) 欲食，輒投水中，即成醋爾。（《齊民要術》卷八） 

(19) 衣食資須，公私驅役；而望遁跡山林，超然塵滓，千萬不遇一爾。

（《顏氏家訓‧養生》） 

以(16)為例，意謂「大將軍王敦就要率兵東下，當時人們都以為他沒有藉口

呢」。除了「爾」之外，寫為「耳」的例子更多： 

(20) 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冠，光明曄曄者，

乃可用耳。（《抱朴子‧內篇‧仙藥》） 

(21) 夫神仙之法，所以與俗人不同者，正以不老不死為貴耳。（《抱朴

子‧內篇‧道意》） 

(22) 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為遠耳。（王羲之〈與謝萬書〉） 

(23) 郗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恒任之風，當有所弘

耳。」（《世說新語‧排調》） 

(24) 我等長者，如何便得率爾而去？當設方便，嚴駕出遊，因此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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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可得耳。（東晉竺道生《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3） 

呂叔湘(1990[2004:264])比較現代傳信類語氣詞「的」和「呢」的差別，說明這

兩個語氣詞都表確認，但「的」字的應用很有限制： 

我們絕對不說「我是一個學生的」或「他吃著飯的」，也不說「這個地方

遠的」，也不說「我有兩個哥哥的」（除非說「我原來有….的」）。這些處

所卻正是另一語氣詞「呢」字最常見的地方。 

這一段文字看似只有泛泛數語，卻將「呢」最常見的幾種用法囊括無遺：「我是

一個學生呢」屬判斷句；「我有兩個哥哥呢」屬存在句；「這個地方遠呢」帶形

容性謂語，屬描寫句；「他吃著飯呢」表「方事相」。點檢上述例(16)-(24)：「正

以不老不死為貴耳」、「乃為遠耳」、「即成醋爾」帶繫詞或準繫詞，與判斷有

關；「當有所弘耳」、「時咸謂無緣爾」，語帶「有、無」，與存在有關；「甚不宜

爾」、「千萬不遇一爾」、「乃可用耳」、「乃可得耳」，事涉描寫，「可用」、「可

得」亦為形容用語。尤其「乃」的意思相當於「才」，「才⋯⋯呢」是現代常用的

構式。由此可見中古時期的「爾/耳」大致用如現代漢語直陳句尾的「呢」。 

  至於中古疑問句的使用情形，也以用「耳」為常，少數例句作「爾」（如上

文例(3)「為惡為善爾？」）。「耳」的例子如： 

(25) 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三國志‧吳

書‧吳主權》） 

(26) 物謂之然，彼自不然，何足以然耳？（後秦僧肇《肇論》） 

看來「爾/耳」確實跟現代的「呢」一樣，可用於是非問句以外的其他疑問句

型，如選擇問句和特指問句。 

對比晚唐五代以降，「呢」的前身「聻、你、口尔」又是如何呢？前人所舉

例句如下：3 

(27) 睦州見僧來參便喝云：「上座如何偷常住菓子？」僧云：「某甲方

來，因甚道偷常住菓子？」州云：「贓物現在聻！」（《松源崇岳禪師

語錄》，續藏經，卷 121） 

(28) 師豎起拂子云：「還見麼？」進云：「非惟佛日重輝，亦乃叢林有

賴。」師云：「只是蹉過百丈口尔。」（同上） 

(29) 師向仰山云：「寂闍梨，直須學禪始得。」仰山便：「口尔，作摩生

學？」（《祖堂集》卷 4） 

(30) 時夾山問：「這裹無殘飯，不用展炊巾。」對曰：「非但無，有亦無

者處。」夾山曰：「只今聻？」對曰：「非今。」（《祖堂集》卷 9） 

(31) 師問黃蘖：「笠子太小生。」黃蘖云：「雖然小，三千大千世界總在

                                                      
3 例句轉引自曹廣順(1995:15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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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許。」師云：「王老師你？」黃蘖無對。（《祖堂集》卷 4） 

例(27)、(28)一表存在，一表判斷，與上述六朝用法一脈相承。至如例(29)，曹

廣順(1995:153)說：《祖堂集》中使用「口尔」字及「表示一種語氣上的調整或

感嘆肯定」的用法僅此一例。在我們看來，這個例子特別能夠標示「口尔」的

口語性。4「口尔」用於指示當前禪師所述「學禪」的建議，表達認同之意，指

「這樣（的話，怎麼樣學習）」。 

楊聯陞(1982:300)曾明白指出「聻」讀 ni，指物貌或令人深思（注意），可

與前字讀斷，單獨使用，並舉日語、泰語、梵語相似的用法作為參照，其說明

如下： 

我如果對聻的問題略有貢獻，即是此字與上文可以讀斷，易言之即下面

之聻可以獨用。…如果承認聻可獨用，則可與相類之用法相比，如我在

講後即提出 ni 頗似日語之 ne (ね)，日語そうですね，一人如此說，聽者

同意，可以說 ne, ne，此 ne奈良時已有。李方桂先生講評即說泰語有類

似之音，但見用在一句之首。我說我曾問吳曉鈴，他說，在印度學梵語

時也知有類似之音在句首。…我現在推想，可能是口語有在句首而較文

之句無之。 

從這段文字，我們注意到三個重點：一、「聻 ni」獨用時頗像日語的 ne，當

「一人如此說，而聽者同意」時，可用「聻 ni」。二、泰語和梵語也有類似的語

音，但都出現句首。三、出現句首的用法可能是口語才有的現象，書面語體則

無。此類附和、同意對方說法的「聻」是否其歷史根據？若說「爾」為其前

身，則「爾」在某些對話語境裡，可否單獨充任應答之詞，指述前語？這個問

題尚待進一步考證。 

上述例句還有例(30)「只今聻」和(31)「王老師你」頗值得留意。「聻、

你」見於名詞或名詞性成分之後，例句不可謂少，充分反映當時的口語實況。

「聻、你」看似單獨表達疑問，是前有所承，還是近代漢語新生的用法？有必

要進一步追究。 

 

四、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古漢語「爾」充當句末語氣詞的用法，梳理其自上古以迄

近代的流變，為其作為現代語氣詞「呢」的源頭提出補證。先秦時期，「爾」絕

大多數作為第二人稱代詞使用。就傳世文獻所見，約莫於西周初年開始出現假

借為「如是」義謂詞性指代詞的例子。東周以後，《論語》、《孟子》、《公羊傳》

等帶齊魯方言特色的作品多顯示有「爾」充任狀語詞尾及句末語氣詞的用法；

                                                      
4 楊聯陞(1982)指出「聻」除作為疑問語氣詞之外，有時可以獨用，出現在句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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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大概是在這幾部文獻裡出現了句尾詞「爾」、「耳」混用之例，反映出兩詞可

能在充當句末語氣詞的條件底下，語音趨於中立化，故逐漸走向合流之路。這

樣的演變應以某些方言為先導，先秦的齊魯方言即是其中的一個顯例。此後，

因大勢所趨，西漢《史記》已罕用句尾詞「爾」，多以筆畫簡省的「耳」字代

替。 

中古時期，在句尾助詞的功能上，亦使用「耳」字居多，「爾」儘管已少作

語氣詞使用，其充當謂語中心詞的用例卻明顯多了起來。簡言之，「爾」緊守著

擔任謂語中心詞的版塊，「耳」則作為句末助詞，兩者呈現明顯分工。到近代漢

語階段，我們看到禪宗語錄的「聻」，不論在語音、語義，甚或在語法及語用上

皆與「爾」相當類似，尤其「聻」獨用成句，在中古的「爾」即可找到先例。

至於疑問句「NP 聻」，「聻」當仍具謂語性質，大致處於謂詞和句末語助詞之過

渡，與「爾」多有連繫。「聻」作為句末助詞，則可以說承繼自「爾」的異文

「耳」，這一條發展路線便是現代常用語氣詞「呢」的來源之一。 

總結以上研究，大致可以解決前人所提出的問題，即為何疑問語氣詞

「爾」和「聻」始終只在很少的一部分文獻出現。其原因可能有三： 

一、 未擴及檢視「爾」在陳述句中的用例。倘或全面加以考察，將會發現

陳述句例比疑問句例來得多。「爾」作為句末語氣詞，其語氣性質並不

表疑問，而是帶有指示情狀的作用，故用於疑問句和陳述句兩可。 

二、 先秦即有「爾」、「耳」混用之例，若忽略了「耳」字能夠替代「爾」

充當指示語氣詞，且在中古時期廣為使用，則上古語氣詞「爾」至近

代語氣詞「聻」中間的鴻溝，將得不到完整的疏通。 

三、 句末語氣詞「爾」和「聻」，一開始在使用上可能都有地域方言的限

制，此為其文獻分布無法開展的主因，相較之下，及至中古的「耳」

和現代的「呢」都用得較為廣泛。當然，「呢」的形成，應還有另一支

來源，即唐宋時期的「在裏」（或作「在」「裏」），「在裏」也可能是另

一種帶有方言背景的用法。5後來「在裏」和「聻」匯流一起，即形成

今日常用的語氣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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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2019 年 10 月 19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筆者應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之邀，參加由中國社科院語言研究所與復旦大學中文系主辦

的「第五屆出土文獻與上古漢語研究暨漢語史研究學術研討會」，就個人近期研究心得與

大陸學者進行交流。這次會議本人宣讀〈語氣詞「那」的語法功能及其來源試探〉一文，

獲得華南師範大學張玉金教授、中國人民大學龍國富教授，以及吉林大學徐正考教授等人

的回應，受益良多。聆聽諸位學者的報告，也讓我更了解漢語史當前的研究走向。 

二、 與會心得 

    此研討會包羅出土文獻、上古漢語和漢語史研究三大範疇的議題。在兩天完整的會

議過程中，時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佳作出現。以下試舉幾篇筆者印象深刻的論文。 

  復旦大學陳忠敏教授發表〈聲調與輔音、發聲態的關係－兼論漢語及東南亞語言聲

調〉，用吳語和東南亞聲調語言的例子，以今證古，修訂過去聲調起源於輔音的理論。該

文指出聲調高低的起源來自於不同的發聲態而非起首輔音。氣嗓音是導致聲調降低的直

接原因，而濁塞音有引起氣嗓音的傾向。最後提出聲調來源及其演變模式：濁輔音>氣嗓

音>低調。筆者認為濁輔音造成低調的聲理變化應是可以確立的，帶音振動聲帶所耗費的

動能比不帶音來得多，其音頻不高，自然表現為較低的聲調。陳教授的文章根據發濁音

時肌肉的緊張和空氣動力學說，證明濁輔音和低調之間應有一個氣嗓音的過程，把聲調

源自於輔音的理論詮釋得更為細緻。 

  另有中國社科院楊萌萌、胡建華所作的報告〈上古漢語「使 NP VP」是 ECM 結構

嗎〉亦給予筆者不少啟發。以往梅廣(2015)、Aldridge(2016)、李明(2017)均認為上古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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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兼語式「使 NP VP」應分析為 ECM(exceptional case-marking, 例外賦格)結構，這篇論

文從語言事實和句法理論兩方面對此提出質疑，並論證表「派遣、命令」義的實義動詞

「使 Lex」和表「讓/使、使得」的虛義致使動詞「使 CAU」都不是 ECM 動詞，不符合構

成 ECM 結構的條件。該文所舉若干語言現象確實是 ECM 無法妥善處理的，因此上古的

兼語式「使 NP VP」究竟應如何從形式及語義關係上予以合理分析，至今尚無定論。 

  吉林大學徐正考和張歡共同發表〈先秦漢語「唯」的詞性及其發展演變－語法化的

逆過程〉，闡述「唯」的詞性在先秦時期經歷了逆語法化：語氣助詞>范圍副詞>謂詞。

「唯」的歷時演變是否真能視為逆語法化的案例，端視表強調的「唯」詞性如何判定。

倘若將此類的「唯」當成「語氣助詞」，則其演化過程係由語法化程度深至語法化程度

淺，是為逆語法化；假使將之視為「焦點標記」，則「唯」未必是個距離判斷謂詞甚遠的

語法化成分。如此一來，其後續作為副詞的演變恐怕不宜看成逆語法化，而謂詞用法可

否算是更晚的發展，都有待進一步商榷。 

  筆者在會議中就中古語氣詞「那」提出合音詞的假說，與會學者龍國富表明贊同本

人的看法，而張玉金教授則嘉許「頗有新意」，指明「那」在句類分布上的始末還須完整

交代。此外，徐正考等其他幾位學者建議舉出中古「那」在合音之前的實證，而不只是

列舉上古的用例而已。無奈中古語氣詞連用的紀錄甚少，這部分還須擴大中古文獻的檢

索範圍，補強論述。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摘要附錄於下。 

四、建議  

    此次會議共有四十篇論文發表，除了分屬於大會主題「出土文獻」、「上古漢語」和

「漢語史」之外，還含括聲韻、俗字等議題，研討的內容相當蕪雜。大會的作法是盡可能

將相關論題安排於同一場次，比如有一個場次包括〈先秦漢語「唯」的詞性及其發展演變

－語法化的逆過程〉、〈上古漢語「諸」再探討〉、〈上古漢語「使NP VP」是ECM結構嗎〉、

〈從時間到情態－上古漢語「遐」「遑」語義演變及相關問題辨析〉、〈《左傳》「自今無有代

其君任患者」句義再探〉，一目瞭然，可知皆聚焦於「上古漢語」的討論。另外，又有一關

乎「漢語語法史」的場次，涵蓋〈也說「是的」的來源〉、〈「既而」和「已而」的歷時和共

時比較研究〉、〈語氣詞「也」在近代漢語的蛻變－基於言語互動的視角〉等文，主題集

中，條理井然，可看出大會在議程安排上煞費苦心。反觀國內的語言學會議，在議題的排

序上有時不大容易看出箇中道理。即使是同一場次，但論題相當分歧，不易相互激盪，引

發共鳴。因此，復旦大學安排議程的章法頗值得我們學習。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手冊一本(內含論文全文或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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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氣詞「那」的語法功能及其來源試探 

郭維茹 

臺灣師範大學 

 

    漢語史中曾出現一個句末語氣詞「那」，最早指出「那」這個語氣詞存在的，應是同樣

刊行於 1958 年的王力《漢語史稿》和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王力(2005:525-526)：

「『那』的來源可能很早，《後漢書•逸民傳》有『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那』字

除主要用作表示疑問語氣外，有時也可以用來表示誇張語氣。」太田辰夫(2003:332-

333,343)：中古時期有「那」用在是非疑問句的例子，這一點和「嗎」相近。但是，如果著

眼於《後漢書》「公是韓伯休那 」這個例子，不如說「那」和文言的「耶、邪」相當。此

後，多數學者皆持「那」產生於中古之說，如方一新、王雲路(1994:15-16)、蔣宗許(1994:65-

68)、曹廣順(1995:160-170)、祖生利(1996:101)、蔣冀騁、龍國富(2003:50)，不過，近三十年

來卻仍不斷有質疑的聲音，其中以朱慶之(1991,1992,2015)的觀點最具代表性。近期，朱慶之

(2015)再從語文學的角度，審視「那」的中古用例，主張晚唐以前的語氣詞「那」大多是

「耶」的形誤字，有的則是動詞或疑問詞「奈」的通假字。 

    本文認為要化解「那」在六朝存在與否的疑義，關鍵可能還是在於「那」究竟是個什麼

性質的語氣詞。惟有發掘「那」的真實身份，才有助於解釋為什麼「那」同時具有致疑和敘

實兩種用法，也才能合理說明「那」的語法功能為何會與疑問語氣詞「耶」有所重疊。目前

學界大概已能確知疑問語氣詞「嗎」、「呢」的語源，卻很少有人思索「那」是怎麼產生的。

本文從中古例句出發，觀察用例的出處，析論「那」的語法、語義和語用特點，進一步推測

「那」可能是漢魏之際新興的口語成分，為語氣詞合音的產物。 

    「那」在晚唐五代以後例句明顯增加，最值得注意的是其出現的疑問句型有了明顯的擴

展，這些都可視為「那」基本用法的延伸。明代中葉以後，「那」看似逐漸式微，更為學者

直指清代為其結束期。本文主張「那」始終未曾退出歷史舞臺，只是因為與「啊」的變體或

「呢」的音變形式同音而被忽略罷了。「那」在北方官話中保留得相對完整，其他官話中偶

見，這可能還牽涉到作者個人的用語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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