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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是兩年期計畫，主題是有關完成動詞到副詞的語法化探究。
執行重點有四個面向：一是「盡」、「淨」、「光」作為副詞的來
源；二是副詞「盡」、「淨」、「光」用法比較；三是「畢」、「
竟」與「畢竟」作為副詞的來源以及語法化比較；四是副詞「已」
與「既」用法比較。目前研究所得，大抵有以下六個成果：
（一）副詞「盡」是由「竭盡、窮盡」的動詞詞義演變而來，整個
語法化路徑肇端於「盡V」由述賓結構轉為狀中結構。「淨」作為副
詞，是由「洗淨」的動詞義演變而來，而且是由補語發展出副詞用
法。「光」作副詞，與動詞「光」表「彰顯、裸露、空」相關。
（二）「盡」與「淨」作為副詞，共同處在於可表總括、限定與總
是，「光」則只表限定。「盡」、「淨」由總括義發展出總是義是
透過隱喻機制，由空間域向時間域映射。「盡」由總括義發展出限
定義，「淨」由限定義發展出總括義，此現象可以「極少量和極大
量往往會互相轉換」的認知心理視角解釋，這種雙向對流式的轉換
具語言普遍性，如「竟」也是由總括義發展出限定義。
（三）總括義副詞「盡」在歷史中的發展，不如「皆」、「都」頻
繁，實乃消極、負面的語用傾向造成使用上的限制。除此，「V盡」
述補結構流行，也使得「盡V」漸被取代。副詞「盡」、「淨」都具
消極、負面的語用傾向，此與原初動詞義有關，反映語法化中的「
保持原則」。
（四）由完成動詞「畢」、「竟」、「畢竟」演變而來的副詞，「
竟」有範圍副詞與時間副詞兩條路徑，「畢」與「畢竟」只有一條
路徑，分別是範圍副詞與時間副詞。
（五）完成動詞「畢」、「竟」、「盡」發展出總括副詞，副詞「
竟」、「畢竟」由確實義發展出究竟義，具語言普遍性，顯現語法
化的「通」。
（六）由時間副詞「已」、「既」形成的「已∕既」字句，最初充
當主從句中的從句，接著充當主從句的主句，最終獨立成句。此過
程可透過「已∕既……矣」句式觀察，可以交互主觀化解釋，而且
在從句時交互主觀化已起作用。

中文關鍵詞： 完成動詞、範圍副詞、時間副詞、語法化、交互主觀化

英 文 摘 要 ： The topic of this project i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accomplishment verbs (AVs) to adverbs. We focus on 4
facets. Firstly, the origins of the adverb jìn (), jìng ()
and gung (). Secondly,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 adverb jìn,
jìng () and gung. Thirdly, the origins and
grammatticalizational pathways among bì (), jìng () and
bìjìng (). Fourthl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dverb yi
() and jì (). The main findings include:

1.The adverb jìn evolved from the verb jìn ‘exhaust,
empty’, and the pathway was incepted on the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jìn V”, from “predicate-object” to
“adverbial-head”. The adverb jìng () developed from the
very verb meaning ‘wash clean’, via a complement usage.
The adverb gung is related to its verbal sense ‘manifest,



bare, be empty.’
2.The commonality between jìn and jìng () lies on the
denotation of whole-covering, limitation, and constancy,
yet gung has only the denotation of limitation. The
mechanism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jìn and jìng () from
whole-covering to constancy is metaphor, mapping from space
domain to temporal domain. Jìn developed the sense of
limitation from whole-covering, while jìng () developed
reversely. This phenomenon can be explained via the
cognitive-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minimum and maximum
interchange frequently. There lies the language universal
(LU) behind this bi-directional conversion; e.g., jìng ()
developed the sense of limitation from whole-covering, too.
3.The development of jìn was not as frequent as jie () or
dou (), and this was caused by its pragmatically-negative
propensity. Besides, the prevalence of the “predicate-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V-jìn” also made “jìn-V” be
replaced gradually. The reason why jìn and jìng () have
negative propensity concerns their original verbal meaning.
This reflects “Principle of Persistence”.
4.Bì, jìng () or bìjìng all evolved from verbs. As for jìng
(), there are two pathways, viz. the scope adverb (SA) one
and the temporal adverb (TA) one, and for bì and bìjìng,
there is only one for each, viz. SA, and TA, respectively.
5.Bì, jìng () and bìjìng has developed as adverb of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and the jìng () and bìjìng has
developed from the notion ‘indeed’ to ‘on earth’. There
lies the LU behind these phenomena, exhibiting a general
rule in grammaticalization.
6.The clauses containing the TA yi and jì served as the
subordinate clause (SC) in compound sentences in the
beginning, then served as the main clause, and stand as
independent sentences in the end. The progress could be
observed through the “yi/jì……jì ()” construction, and
could be explained by inter-subjectification, which has
come into play at the stage whence it served as SC.

英文關鍵詞： accomplishment verb, scope adverb, temporal adverb,
grammaticalization, inter-subjec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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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英文摘要及關鍵詞 

(一) 中文摘要 

本計畫研究主題是有關完成動詞到副詞的語法化探究。執行重點有四個面

向：一是「盡」、「淨」、「光」作為副詞的來源；二是副詞「盡」、「淨」、「光」用

法比較；三是「畢」、「竟」與「畢竟」作為副詞的來源以及語法化比較；四是副

詞「已」與「既」用法比較。目前研究所得，大抵有以下六個成果： 

（一）副詞「盡」是由「竭盡、窮盡」的動詞義演變而來，整個語法化路徑肇端

於「盡 V」由述賓結構轉為狀中結構，其中動詞「盡」後賓語兼具名、動兩種形

式是演變關鍵。「淨」作為副詞，是由「洗淨」的動詞義演變而來，而且是由補

語發展出副詞用法。「光」作副詞，與動詞「光」表「彰顯、裸露、空」相關。 

（二）「盡」與「淨」作為副詞，共同處在於可表總括、限定與總是，「光」則只

表限定。「盡」、「淨」由總括義發展出總是義是透過隱喻機制，由空間域向時間

域映射。「盡」由總括義發展出限定義，「淨」由限定義發展出總括義，此現象可

以「極少量和極大量往往會互相轉換」的認知心理視角解釋，這種雙向對流式的

轉換具語言普遍性，如「竟」也是由總括義發展出限定義。 

（三）總括義副詞「盡」在歷史中的發展，不如「皆」、「都」頻繁，實乃消極、

負面的語用傾向造成使用上的限制。除此，「V盡」述補結構流行，也使得「盡 V」

漸被取代。副詞「盡」、「淨」都具消極、負面的語用傾向，此與原初動詞義有關，

反映語法化中的「保持原則」。 

（四）由完成動詞「畢」、「竟」、「畢竟」演變而來的副詞，「竟」有範圍副詞與

時間副詞兩條路徑，「畢」與「畢竟」只有一條路徑，分別是範圍副詞與時間副

詞。 

（五）完成動詞「畢」、「竟」、「盡」發展出總括副詞，副詞「竟」、「畢竟」由確

實義發展出究竟義，具語言普遍性，顯現語法化的「通」。 

（六）由時間副詞「已」、「既」形成的「已∕既」字句，最初充當主從句中的從

句，接著充當主從句的主句，最終獨立成句。此過程可透過「已∕既……矣」句

式觀察，可以交互主觀化解釋，而且在從句時交互主觀化已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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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文摘要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Accomplishment Verbs to Adverbs 

Abstract 

The topic of this project i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from accomplishment verbs (AVs) 

to adverbs. We focus on 4 facets. Firstly, the origins of the adverb jìn (盡), jìng (淨) 

and guāng (光). Secondly, the comparison among the adverb jìn, jìng (淨) and guāng. 

Thirdly, the origins and grammatticalizational pathways among bì (畢), jìng (竟) and 

bìjìng (畢竟). Fourthly,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dverb yǐ (已) and jì (既). The 

main findings include: 

 

1. The adverb jìn evolved from the verb jìn ‘exhaust, empty’, and the pathway was 
incepted on the structural transition of “jìn V”, from “predicate-object” to 
“adverbial-head”. The adverb jìng (淨) developed from the very verb meaning 

‘wash clean’, via a complement usage. The adverb guāng is related to its verbal 
sense ‘manifest, bare, be empty.’ 

2. The commonality between jìn and jìng ( 淨 ) lies on the denotation of 

whole-covering, limitation, and constancy, yet guāng has only the denotation of 
limitation. The mechanism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jìn and jìng (淨) from 

whole-covering to constancy is metaphor, mapping from space domain to 
temporal domain. Jìn developed the sense of limitation from whole-covering, 
while jìng (淨) developed reversely. This phenomenon can be explained via the 

cognitive-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minimum and maximum interchange 
frequently. There lies the language universal (LU) behind this bi-directional 
conversion; e.g., jìng (竟) developed the sense of limitation from whole-covering, 

too. 
3. The development of jìn was not as frequent as jiē (皆) or dōu (都), and this was 

caused by its pragmatically-negative propensity. Besides, the prevalence of the 
“predicate-complement” construction “V-jìn” also made “jìn-V” be replaced 
gradually. The reason why jìn and jìng (淨) have negative propensity concerns 

their original verbal meaning. This reflects “Principle of Persistence”. 
4. Bì, jìng (竟) or bìjìng all evolved from verbs. As for jìng (竟), there are two 

pathways, viz. the scope adverb (SA) one and the temporal adverb (TA) one, and 
for bì and bìjìng, there is only one for each, viz. SA, and TA, respectively. 

5. Bì, jìng (竟) and bìjìng has developed as adverb of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 and 
the jìng (竟) and bìjìng has developed from the notion ‘indeed’ to ‘on earth’. 



 III

There lies the LU behind these phenomena, exhibiting a general rule in 
grammaticalization. 

6. The clauses containing the TA yǐ and jì served as the subordinate clause (SC) in 
compound sentences in the beginning, then served as the main clause, and stand 
as independent sentences in the end. The progress could be observed through 
the “yǐ/jì……jì (矣)” construction, and could be explained by inter-subjectification, 

which has come into play at the stage whence it served as SC. 
 

Keywords: accomplishment verb, scope adverb, temporal adverb, grammaticalization, 

inter-subjec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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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內容 

（一）前言 

本計畫研究主題是有關完成動詞到副詞的語法化探究。執行重點有四個面

向：一是「盡」、「淨」、「光」作為副詞的來源；二是副詞「盡」、「淨」、「光」用

法比較；三是「畢」、「竟」與「畢竟」作為副詞的來源以及語法化比較；四是副

詞「已」與「既」用法比較。 

 

（二）研究目的 

1.尋繹「盡」、「淨」、「光」作為副詞的來源與用法。 

2.說明「盡」、「淨」、「光」各種副詞用法的歷時分布與彼此消長。 

3.釐清「畢」、「竟」、「畢竟」作為副詞的來源與用法。 

4.剖析「畢」、「竟」、「畢竟」語法化的差異。 

5.比較副詞「已」與「既」在主從句的分布與特色。 

 

（三）文獻探討 

1.有關「盡」「淨」「光」作為副詞的來源 

    「盡」、「淨」、「光」都可作範圍副詞，其中「盡」、「淨」可表總括與限定，

「光」只表限定，本計畫將三者擺在一起討論。 

    魏培泉(2004：294)：「當〝盡〞和別的及物動詞連用並且有相同的賓語時，

它對賓語仍然具有使成的作用，所以儘管〝盡〞後來發展為副詞，它以賓語為範

圍對象的特性仍然維持不變。至於來自不及物動詞的〝盡〞和別的不及物動詞構

成連動式時，他們共有的論元就是主語，因此一旦這種〝盡〞發展為副詞，它就

還是以主語為範圍的對象。」這個說法可知「盡」總括主語與賓語分別是不及物

以及使動這兩個不同來源，面臨的問題是魏文未舉出相關例證，翻檢先秦典籍，

似乎找不到「盡」與另一動詞構成的連動式。本計畫認為〔盡+V〕形式由述賓

式重新分析為狀中式，「盡」才由動詞發展為副詞，相關說明見「(五)結果與討

論」。 

    湯梅娟(2012)認為「淨」最早用法是形容詞，表「乾淨、清潔」。進一步引申，

表示「淨盡、無餘」的意思，即把某物弄乾淨、收拾乾淨無剩餘。再由「無餘」

義發展為副詞「單、光、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虛化表示「全、都」，成為總括

副詞。此說待榷處是「淨」表「無餘」屬動詞用法，而「淨」在先秦有動詞(表

「洗淨」)與形容詞(表「乾淨」)兩種用法，洗淨進而淨盡、無餘，應比乾淨引申

出無餘，更符語義演變。唐賢清、鄧慧愛(2013)根據《說文．水部》：「淨，魯北

城門池也」以及段注提及「淨」在古代應寫為「瀞」，義指「無垢」。認為副詞「淨」

就是由表無垢的意義發展而來，而且先有總括再有限定。根據語義發展，「淨」

是先有限定用法，唐賢清、鄧慧愛(2013)所舉東漢、南朝「淨」表總括之例，如

「淨除」、「淨盡」，屬並列形式，「淨」是動詞用法。而「淨」的「無垢」義相當

湯梅娟(2012)的「乾淨」義，屬形容詞用法。本計畫認為「淨」作為副詞，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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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限定，這是由「洗淨」的動詞義演變而來，而且是由補語發展出副詞用法。

相關說明見「(五)結果與討論」。 

    「光」作副詞，出現時間較晚，明代可見。其功能單一，主要表限定。據呂

叔湘(1980／2008)，限定副詞「光」出現的句法位置有二：動詞、形容詞之前以

及名詞前。沈煜、龍國富(2011)從交際互動、語用推理、主觀化談限定副詞「光」

的語法化動因，並分動謂前以及體謂前兩方面討論語法化機制。沈煜、龍國富

(2011)能依搭配對象不同分別探討「光」的語法化，可更清楚窺得演變過程。但

沈煜、龍國富(2011)認為限定副詞「光」的產生與「光滑、光潔」義的形容詞「光」

以及副詞「精光」、「光光」縮減有關，頗值商榷。根據語言事實，「光」被視為

完成動詞，是用作動詞補語，如：誠恐他吃光了世界。(《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

演義》) 自己這兩畝田戤與人賠光了。(《型世言》)「光」表「一點兒不剩、完」

的意思。此語義也具「遍及」義，如能發展出副詞，應是表總括，但是「光」卻

表限定。本計畫認為「光」作副詞表限定，與動詞「光」表「彰顯、裸露、空」

相關，與完成義關聯性不大。相關說明見「(五)結果與討論」。 

 

2.有關「盡」「淨」「光」作副詞時具相同副詞項的功能比較 

    「盡」與「淨」都具總括與限定兩種用法，為何二者作範圍副詞時，可以表

示兩個相對的功能？二者功能有何差異？二者發展趨勢為何？這些問題張誼生

(2010)認為表總括與限定只是同一基本功能的兩個方面，是表達或理解時著眼點

不同所致。二者因語法化中主觀性增強，引申出表高頻率的時間副詞以及表消

極、不滿的語氣副詞。由於讀音相近、用法相似，二者有趨同傾向。張誼生(2010)

從現代漢語切入，比較結果是二者幾已是相同功能詞。從歷史語法角度出發，二

者未必有趨同傾向。就發展順序而言，「盡」是先總括再限定，「淨」則相反。為

何會如此？二者表總括與限定出現頻率為何？指涉範圍是前指？或後指？或皆

是？二者表頻率的用法如何產生？表消極、不滿的語氣是兼含在範圍副詞中，或

可獨立使用？這些都必須藉由歷時比較尋得答案。 

    「淨」與「光」的比較，側重表限定的用法，主要從句法、語義、語用這三

方面，而且以現代漢語的使用情形分析，如武榮強(2010)、張倩穎(2013) 、施詩

(2015)。根據武榮強(2010)，句法方面，二者都可出現在名詞、動詞、形容詞前

以及否定詞後，差異在出現頻率高低。語義方面，「光」強調範圍的限制性，「淨」

強調單一性。語用方面，「淨」常表達不滿的語氣，「光」有時也可，但不如「淨」

頻繁。在此研究基礎下，可進一步擴及二者在歷史典籍的用法，是否呈現與現代

漢語相同情形或是有所不同。同時，可將「盡」表限定用法列入比較。 

 

3.有關「畢」「竟」「畢竟」作為完成動詞的用法 

    有關「畢」與「竟」的動詞用法，魏培泉(2015)：「〝畢〞描述的是動作遍歷

集合的所有成員或模組的所有套件，是可以有時間性的。」「〝竟〞本指客體位移

到空間邊際，也用來指到達事件的終際。」由此可知，「畢」用在多數的集合，「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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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是側重空間終結。二者都能內含時間性，這也是由量的變化隱喻而來。至於「畢

竟」作為完成動詞，周永軍、馬建民(2015)認為《太平經》出現作為動詞用法。

「畢」與「竟」如何複合成為動詞「畢竟」，周永軍、馬建民(2015)並未說明。

李宗江(2004)留意到「盡」類與「已」類成員可各自構成並列形式，如「盡淨」、

「淨光」、「畢竟」、「終竟」「、終既」、「竟已」。太田辰夫(1991：34-35)：「表示

終了的動詞在中古有時複合而用。其中像〝已畢〞〝已竟〞〝已訖〞和〝畢竟〞〝畢

訖〞解釋作副詞〝已〞〝畢〞置於動詞之前也成立，但也有像〝訖已〞〝畢已〞這

類應看作同義複合詞的。」動詞「畢竟」如何形成，對於副詞「畢竟」的用法產

生影響。而且「畢」、「竟」、「畢竟」三者動詞語義之差別，也連帶誘使副詞用法

之差異。相關說明見「(五)結果與討論」。 

 

4、有關「畢」「竟」「畢竟」作為副詞的來源與用法 

    副詞「竟」具多項功能，姚堯(2016)將「竟」的演變路徑概括為： 

                        ↗語氣副詞(竟然) 

動詞(結束)→時間副詞(最終)→語氣副詞(果然)→語氣副詞(究竟) 

                        ↘時間副詞(始終)→情狀副詞(直接)→祈使語氣副詞 

姑且不論此說是否可成立，姚堯(2016)忽略「竟」作總括副詞、限定副詞的用法，

而且「竟」表祈使語氣的例子也待商榷，這些祈使的表達應是透過語境或是祈使

語氣助詞「罷」，「竟」還是作情狀副詞表「直接」義。如：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

我難道反攔阻你？你竟是這樣做罷。(《儒林外史》第 48 回)除此，要再思考「竟」

由完成動詞到表最終的時間副詞，是否經過總括副詞階段？或是表最終的時間副

詞與總括副詞都是來源於完成動詞？相關說明見「(五)結果與討論」。 

    相較於「竟」，「畢」、「畢竟」由動詞到副詞的演變相對單純。何樂士(1994：

124)：「用於對過去事件的敘述中，〝畢〞不僅表示對全體主語的強調，還配合文

意表示動作行為的完成。」所舉之例如：師畢入，眾知之。(《左傳•哀 2》) 何

樂士認為「畢」在表總括的同時還可表完成，具時間副詞的用法。《左傳》這個

例子，根據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師畢入」是「吳師畢入新蔡」的意思。據此

「畢」仍是指「入」的動作遍歷吳師所有成員，側重吳師全部進入到新蔡。本計

畫認為「畢」並未發展出時間副詞的用法。有關「畢竟」的演變，史金生(2003)

提及「畢竟」類副詞由「最終、終於」可發展出「結論→必定、特點」與「追究」

兩條演變路徑。本計畫將史金生(2003)「結論、必定、特點」用法都歸為「確實」

再分細類，而「追究」稱為「究竟」。本計畫贊成史金生(2003)最終義副詞發展

出「結論」，進而衍生出「必定」與「特點」。不同的是「究竟」是由「結論」發

展而來。由「畢」、「竟」以及「畢竟」的語法化趨勢，可以窺得語法化的通則與

變異，相關說明見「(五)結果與討論」。 

 

5、有關「既」與「已」副詞用法的討論 

    魏培泉(2015)提到「既」、「已」發展為時間副詞表完成體的語義條件是「用

來表達從外部不加分解的看待一個客體的動態（停止或消失），當描述的對象推

擴到事件的發展，它也是同樣的以整體來看待一個事件」。魏培泉(2015)根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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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位置，將從句的記作「既 a」、「已 a」，主句記作「既 b」、「已 b」。其中「既 a」

如不具時間先後，可發展出關聯副詞。根據魏文，可知「既」、「已」表完成體形

成的條件以及關聯副詞「既」如何產生。對於「既」、「已」句中出現的位置，梁

銀峰(2017)從交互主觀性的角度解釋完成體副詞「既」由從句的時間背景句演變

成主句的前景事件句、獨立成句。該文並以「已」字句獨立使用的限制佐證其觀

點。以交互主觀性說明這種主句化，是另種思考層面。在此基礎，可思考出現在

背景事件句的「既」、「已」是否交互主觀化已起作用。相關說明見「(五)結果與

討論」。 

    有關時間副詞「既」、「已」的興替，魏培泉(2015)指出，先秦時期普遍「既」

作時間副詞多於「已」，戰國時期到秦代文獻，都是「已」遠多於「既」。楊永龍 

(2001)指出，在《朱子語類》中，「既」和「已（經）」的用法已大體有所區隔，

「已」只用在前景事件句而「既」通常是用在背景事件句中，二者呈現互補之勢。

在此研究基礎上，可進一步觀察中古、近代「既」、「已」作時間副詞出現的頻率，

以及上古、中古的「既」、「已」在前景事件句、背景事件句、獨立成句中使用的

情形。相關說明見「(五)結果與討論」。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主要是漢語歷史語法的研究，並旁及現代漢語。對於計畫議題的討論 

大抵採用以下幾項研究方法： 

1.語義和語法的結合：著重語義的考察，探得語義屬性在語法中產生的作用。 

2.比較分析法：進行現象描述、對比分析、歷時流變，都會運用到比較。 

3.歷史追蹤法：根據研究對象蒐集相關歷史語料，對語料的考察主要是利用中央 

研究院漢籍全文資料庫來查詢，有疑問之處再核對紙版古籍，並訓練助理根據研 

究內容標記語料。 

4.相互參照法：進行相關議題討論，為能深入了解，將參照前人相關研究，以擴

展研究視野。 

5.計量統計法：藉由數據了解由完成動詞語法化而來的副詞，在歷史文獻使用的

情形。 

 

（五）結果與討論 

1.「盡」「淨」「光」作為副詞的來源 

    副詞「盡」是由「竭盡、窮盡」的動詞詞義演變而來，整個語法化路徑肇端

於「盡 V」由述賓結構轉為狀中結構。「淨」、「光」被視為完成動詞，應是用作

動詞補語而來的。副詞「淨」不是由動詞詞義直接產生，而是由動詞補語表完成

義發展而來。副詞「光」表限定，與「裸露」、「空」的動詞義相關，與完成義應

無關。三者的語法化，分別是： 

    「盡」：完成動詞「竭盡、窮盡」→總括副詞→限定副詞 

    「淨」：完成動詞「淨盡、無餘(動)→無餘、單純、純一(補語)」→限定副 

           詞→總括副詞 

    「光」：動詞「彰顯→裸露→空」→限定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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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副詞「畢」「竟」「畢竟」的來源與發展 

    「畢」主要用法是表總括的範圍副詞；「竟」具多項功能，有總括副詞(表總

括、限定)、時間副詞(表最終、始終)、語氣副詞(表確實、究竟、超乎預期、悖

反預期)、情狀副詞(表直接)；「畢竟」則有時間副詞(表最終) 、語氣副詞(表確實、

究竟)。觀其演變路徑可概括為： 
「畢」：完成動詞――總括副詞 

「竟」：完成動詞──總括副詞――限定副詞                 語氣副詞(表超乎預期)     

                   時間副詞(表最終)─語氣副詞(表確實)──語氣副詞(表究竟) 

                                      語氣副詞(表悖反預期) 

                   時間副詞(表始終)──情狀副詞(表直接) 

「畢竟」：完成動詞――時間副詞(表最終)――語氣副詞(表確實)―語氣副詞(表究竟) 

    觀察歷史演變軌跡，明清之後「竟」的副詞用法漸趨單一，主要表出乎意料

的語氣副詞，而表確實、究竟的語氣副詞由「畢竟」承載。現代漢語中，「畢」

不常見，保留在固定用語中，如「原形畢露」。隨著雙音化流行，表出乎意料的

語氣副詞「竟然」有超越「竟」的趨勢，形成「畢竟」與「竟然」的語義對立情

形。 

 

3.時間副詞「已」與「既」在主從句的特色與分布 

(1)從交互主觀化角度探討時間副詞「已」與「既」的特點 

    本計畫同意梁銀峰(2017)有關上古漢語「已」與「既」主句化和句子化的觀

點，即「已∕既」字句最初充當主從句中的從句，接著充當主從句的主句，最終

獨立成句。不同的是「已∕既」字句在從句時，交互主觀化已起作用，不限於客

觀敘述事件，已能表達說話人的主觀看法或感受。 

    

(2)時間副詞「既」與「已」歷時使用情形 

    先秦時期普遍「既」作時間副詞多於「已」。以《左傳》與《史記》相較，《史

記》中「已」遠多於「既」；從中古至近代，大體上都是如此。而且，近代後期，

「既」作為時間副詞的頻率已經相當少。此現象或與「既」發展出關聯副詞有關，

基於經濟原則，以「已」作時間副詞表完成體，「既」作關聯副詞。 

    就句中位置而言，「已」出現在前一分句與後一分句、獨立成句的頻率較為

平均，至近代後期，出現在後一分句、獨立成句有增加的趨勢；「既」則以出現

在前一分句為主。 

    

三、參考文獻(略) 
四、研究自評 

（一）執行情形 

    本計畫選取幾個值得探討的完成動詞，觀其語法化過程並爬梳作為副詞的各

種用法。預期完成之研究項目是釐清「盡」、「淨」、「光」作為副詞的來源與用法

比較，剖析「畢」、「竟」、「畢竟」作為副詞的來源與語法化比較，爬梳副詞「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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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的分布與特色。這些研究項目，都做了詳細的闡述，也有了初步結論。大

體而言，本計畫可算如期完成。 

 

（二）研究成果的價值 

    本計畫的價值主要是：(一)對於表總括的副詞「盡」不如「皆」、「都」頻繁

的原因，從負面的語用傾向與「V盡」述補結構流行切入，是較有說服力的解釋。

(二)對於「盡」由總括義發展出限定義，「淨」由限定義發展出總括義，以「極

少量和極大量往往會互相轉換」的認知心理視角解釋，並說明二者呈現不同的雙

向對流與原初動詞義有關。同時，提出這種雙向對流式的轉換具語言普遍性。(三)

從語法化的通與變切入，得出完成動詞「畢」、「竟」、「盡」發展出總括副詞，副

詞「竟」、「畢竟」由確實義發展出究竟義，具語言普遍性，顯現語法化的「通」。

而副詞「竟」表反預期、出乎預料的用法，與其他由完成動詞演變而來的副詞相

較，未見此語法化路徑，呈顯語法化的「變」。 

 

五、附錄（執行本計畫所發表的相關論文） 

1.〈總括副詞「盡」的來源與發展探究〉，日本中國語學會第68回全國大會，日 

  本神戶，日本神戶市外國語大學，民國 107 年 11 月 3-4 日。 

2.〈「畢」「竟」與「畢竟」的語法化探究〉，漢語語法化的通與變暨第十一屆 

  海峽兩岸語法史研討會，臺灣，臺灣師範大學，民國108年9月6-7日。 

3.〈範圍副詞「盡」「淨」「光」比較研究〉，日本中國語學會第69回全國大會， 

  日本東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民國108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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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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日本中國語學會全國大會」每年舉辦一次，本次為第 68 回全國大會，會議地點在日本神戶市外

國語大學。 

    本屆大會的發表者主要來自日本（如東京大學、神戶市外國語大學、大阪大學、青山學院大學、

國士館大學、九州國際大學、新潟大學、立命館大學、上智大學、廣島市立大學、一橋大學、愛媛大

學、靜岡大學、筑波大學、北海道大學、金沢大學、愛知大學、放送大學、山口大學、京都大學、首

都大學東京、熊本大學、松山大學、東亞大學、關西大學、山形大學、神奈川大學、九州大學、關西

學院大學、近畿大學、御茶水女子大學、東洋大學），其次為臺灣（如中研院語言所、臺灣師範大學、

清華大學、中正大學、中央大學、成功大學、中山大學、高雄師範大學），其他是大陸地區（如北京體

育大學、首都師範大學、南開大學、閩江學院、山東師範大學、山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

大學）。會議語言是漢語或日語，會議形式有專題演講、口頭發言、帶講評的口頭發言以及展板展示發

言。其中，專題演講兩場，一場是北京語言大學崔希亮先生「認知語言學與漢語語法研究」，另一場是

臺灣國立清華大學蔡維天先生「談漢語的語氣顯著性及其句法―語用介面研究」。 

    本次會議論文涵蓋許多層面，包含歷史語法、語法化、方言語法、語用、音韻、詞彙等範疇。 

 

二、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所發表論文涵括古代漢語、現代漢語以及現代方言，透過多種議題討論，能讓與會者擴

展研究視野。本人很榮幸參加此次會議，並發表〈總括副詞「盡」的來源與發展探究〉一文。感謝與

會學者松江崇、魏培泉、連金發、江敏華四位先生提出寶貴意見，可作為日後論文修改參考。 

計畫編號 MOST107－2410－H－003－078－ MY2 

計畫名稱 完成動詞到副詞的語法化探究 

出國人員

姓名 
王錦慧 

服務機構

及職稱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會議時間 
107 年 11 月 2 日

至 
107 年 11 月 4 日 

會議地點 
日本神戶市外國語大學 

會議名稱 
(中文)日本中國語學會第 68回全國大會 

(英文) 

發表題目 
(中文)總括副詞「盡」的來源與發展探究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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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會議由日本神戶市外國語大學舉辦，該校在軟、硬體的設備上，可謂完善。走在校園裡，

看到些許楓樹泛紅，感受到秋的氣息。 

 

三、發表論文摘要 

    本篇論文探討面向有三：1「盡」如何由動詞語法化為總括副詞，2總括副詞「盡」的用法與歷史

消長，3總括副詞「盡」的發展與語用傾向。 

    有關第一個議題，動詞「盡」語法化為總括副詞「盡」，肇端於「盡 V」由述賓結構轉為狀中結構。

誘發此重新分析，取決於「盡」後的賓語兼具名、動兩種形式。 

    對於第二個議題，總括副詞「盡」可修飾名詞、動詞以及介詞。語義指向，從先秦至現代，出現

後指居多轉為前指為主的演變，這種前指為主的模式，符合一般總括副詞標舉前邊詞語範圍的使用規

律。總括副詞「盡」流行於先秦至唐，宋後漸趨減少，現代漢語還使用著。 

    至於第三個議題，表總括義的副詞「盡」能發展出總是義與限定義兩種副詞義。前者是透過語法

化的隱喻機制，由空間域向時間域映射而形成的。後者可以「極少量和極大量往往會互相轉換」的認

知心理視角解釋，這種雙向對流式的轉換具語言普遍性。「盡」表總括義、限定義、總是義的語用傾向

具消極、負面的主觀性，這是語法化中「保持原則」所起的作用。總括義副詞「盡」在歷史中的發展，

不如「皆」、「都」頻繁，實乃消極、負面的語用傾向造成使用上的限制。除此，「V 盡」述補結構流行，

也使得「盡 V」漸被取代。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此次研討會攜回「日本中國語學會第 68 回全國大會論文集」，內容包含此次會議議程以及每

位發表者所撰寫的論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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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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月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日本中國語學會全國大會」每年舉辦一次，本次為第 69 回全國大會，會議地點在日本東京市御

茶之水女子大學。 

    本屆大會的發表者主要來自日本（如東京大學、京都大學、御茶之水女子大學、東京外國語大學、

神奈川大學、大阪大學、聖心女子大學、明志學院大學、目白大學、新潟大學、上智大學、長崎短期

大學、早稻田大學、苫占小牧駒澤大學、神戶市外國語大學、名古屋大學、愛知大學、山形大學、富

山大學、關西外國語大學、東北大學、關西大學、新潟縣立大學），其次為臺灣（如中研院語言所、臺

灣師範大學、清華大學、中正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台中教育大學、雲林科技大學），其他是大

陸地區（如北京語言大學、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江蘇師範大學、陝西師範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

山大學、西安交通大學、湖北師範大學、開南大學）。會議語言是漢語或日語，會議形式有專題演講、

口頭發言、帶講評的口頭發言以及展板展示發言。其中，專題演講兩場，一場是臺灣中研院語言學研

究所所長林若望先生發表「中文比較句的句法與語意」，另一場是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潘海華

先生與中山大學陳煉先生發表「再談〝的〞字結構及〝的〞的語義功能」。 

    本次會議論文涵蓋許多層面，包含歷史語法、語法化、方言語法、語用、音韻、詞彙等範疇。 

     

二、與會心得 

此次會議所發表論文涵括古代漢語、現代漢語以及現代方言，透過多種議題討論，能讓與會者擴

展研究視野。本人很榮幸參加此次會議，並發表〈範圍副詞「盡」「淨」「光」比較研究〉一文。 

    此次會議由日本東京御茶之水女子大學舉辦，該校在軟、硬體的設備上，可謂完善。2019 年 11

計畫編號 MOST107－2410－H－003－078－ MY2 

計畫名稱 完成動詞到副詞的語法化探究 

出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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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錦慧 

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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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會議時間 
108 年 11 月 1 日

至 
108 年 11 月 3 日 

會議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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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發表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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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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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的日本天氣溫暖，因此，走在校園裡，只看到些許的楓樹泛紅以及金黃銀杏，尚未能感受到秋的

氣息。 

 

三、發表論文摘要 

    本篇論文探討面向有二：1「盡」、「淨」、「光」由動詞到範圍副詞的語法化，2「盡」、「淨」、「光」 

表限定用法的比較。 

    有關第一個議題，「盡」、「淨」、「光」三者的語法化，分別是： 

    「盡」：完成動詞「竭盡、窮盡」→總括副詞→限定副詞 

    「淨」：完成動詞「淨盡、無餘(動)→無餘、單純、純一(補語)」→限定副詞→總括副詞 

    「光」：動詞「彰顯→裸露→空」→限定副詞 

    對於第二個議題，可從句法、語義、語用切入。句法結構方面，「盡」只搭配謂詞性成分，「淨」、

「光」有謂詞性成分與體詞性成分。「光」所搭配的謂詞性成分比「盡」、「淨」多樣，除了動詞、形容

詞，可以是介詞短語、名詞性謂語。「光」修飾體詞性成分，常伴隨數量結構，而且數詞由「一」充當，

凸顯限定對象是單數。「光」也可與其他限定副詞連用。「淨」、「光」形成的「淨/光……，就……」句

式，「淨」、「光」是話題焦點標記，「就」後成分是全句強調的部分。此種句式，「淨」一般後接體詞性

成分，「光」則體詞性成分、謂詞性成分皆可。大體而言，「光」在句法結構表現最豐富，「淨」次之，

「盡」相對簡單。語義表達而言，根據李宗江(1998d/2016)，將限定副詞所限制範圍的意義分為「限

質」和「限量」兩種。「盡」主要表限質，「淨」、「光」可表限質與限量。比較用頻差異，「淨」側重限

質，「光」在明清時期限質用法居多，現代漢語中則限質、限量不相上下。語用層面來看，「盡」、「淨」

的語用傾向具消極、負面的主觀性，「光」則情感色彩不明顯，偶用於負面語境。「盡」、「淨」的語用

傾向與原初動詞義有關，反映語法化中的「保持原則」。「盡」表「竭盡、窮盡」的動詞義，主要描述

集合中的成員全部不存在，這種消失殆盡常是不樂見的。動詞「淨」表「洗淨、淨盡」，需洗滌者一般

會是不潔、不祥者，也是不樂見的。 

四、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此次研討會攜回「日本中國語學會第 69 回全國大會論文集」以及電子檔，內容包含此次會議

議程以及每位發表者所撰寫的論文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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