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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探討古今漢語句末助詞的疊加現象，擇定指示性語氣詞「爾
」與論斷語氣詞「也」的連用進行考索，多方論證其在東漢以後形
成合音詞「那」，以解決爭擾不休的中古語氣詞「那」存在與否的
問題。研究結果發現，「那」的語氣性質基本上取決於殿後的「也
」，「爾」之組合成分使其語氣較顯誇張。「那」常用於表判斷或
說明的句式，在言談交際的語用環境中容易衍生是非問或反詰問的
語義。過去，有些學者認為「那」和「耶」因為同義而形成異文
，實乃因為兩語氣詞有著共同的基底「也」，不過，「那」應屬傳
信類語氣詞，而「耶」屬傳疑類語氣詞，兩者性質迥異。「那」的
用法從中古綿延至今，並不似前人所述結束於清朝，至少在北京話
中仍見使用。

中文關鍵詞： 爾、也、那、耶、句末語氣詞

英 文 摘 要 ： This study presents an investigation into sentence-final
particle clustering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SFP
clustering’) as witnessed in classical and modern Chinese,
with special focus on the clustering of demonstrative er
and assertive ye, and has finally reached the conclusion
that er and ye fused into one single word represented by
the character ‘’ in the Later Han, therefore resolving
the long-standing dispute as to whether or not the SFP na
existed in Middle Chinese. Th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
function of na largely depended upon the assertive force of
ye, with er adding to it a tint of exaggeration, and that
na, with its assertive force, was frequently attested in
declarative and illustrative sentences, but through its
interaction with the context, the forces of yes-no
questions and rhetorical questions were also manifested in
its usage. Previous studies have reported that the
alternative occurrences of na and ye in several editions of
one passage were due to their common component: ye.
However, this study argues that na and ye in fact fell
under different particle categories, the former assertive
while the latter interrogative. Also, contrary to previous
opinion that na disappeared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na has still been in use at least in
Beijing Mandarin.

英文關鍵詞： er, ye, na, y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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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過去常見討論的先秦句末助詞約有十個，它們組成多種連用形式，位次居

前的語助詞虛化程度較淺，大抵與指示或限止義有關；位次越居後頭的語助詞

虛化程度較深，反映說話者的認知狀態，表現其情緒或態度，語用特性濃厚。

本計畫以前人對於古漢語語氣詞功能的辨析為本，原擬在兩年時間內從事古今

漢語語氣詞疊加現象研究，因僅獲得一年之補助，故稍事調整研究方向，擇定

指示性語氣詞「爾」與論斷語氣詞「也」的疊用進行考索。之所以聚焦於此，

乃因學界對於中古漢語是否產生句末語氣詞「那」，至今猶且爭執不休。「那」

的出現很可能與上古語氣詞疊加現象至為相關，其使用期大致從東漢綿延到今

日，其間有其榮枯變化，可以說相當程度地切合本計畫從事古今歷時研究的走

向。 

二、 研究目的 

    若要化解「那」在中古時期出現與否的疑義，關鍵可能在於「那」究竟是

個什麼性質的語氣詞，當時的語言發展是否提供了「那」形成的條件與可能

性？在前人的努力之下，我們對於「那」兼表疑問和肯定的句法功能，以及其

漸盛而衰的發展過程已有大致的掌握，然而相較於對其他語氣詞「嗎」、「呢」

來源的了解，有關「那」的形成論述仍顯薄弱。截至目前為止，不乏學者指出

「那」在唐宋以前像「嗎」一樣，主要用於是非問或反詰問；而元代以後又入

侵「呢」系疑問詞的地盤，也能用於特指問和選擇問。「那」為何會有如此多元

豐富的用法，這一點過去未曾有人提問和道及，很可能與「那」語氣成分的組

成確實相關，有必要追索其來源，此即本研究的目的之一。 

    除此之外，「那」產生於何時的爭議還牽涉到「那」是否為另一語氣詞

「耶」的訛寫或異文？學者提出此一考量的理由是「那」的用法與「耶」多所

重疊。本研究的目的之二即是確認「那」的語氣性質，並拿之與「耶」的用法

相較，說明兩者的異同，此一作法有助於確立「那」於中古存在的正當性。另

外，無法迴避的是自魏晉至隋唐「那」字用例確實不多的問題，亦有學人指出

「那」在清代以後業已消亡，本研究嘗試推論「那」在形成初期用例略顯貧乏

之因，也將進一步說明「那」於清代以迄現代的存廢問題。 

三、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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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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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明中古時期出現有「那」用在是非疑問句的例子，這一點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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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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王力和太田辰夫之後，大部分的學者皆持「那」產生於中古之說。1據方

一新、王雲路(1994:15-16)表示：「那」從中古發展而來，其作為句尾語氣助詞

有兩個含義：一是表示疑問，一是表示肯定或驚歎。曹廣順(1995:160-170)考究

「那」的歷史發展，說「那」是產生於魏晉前後一個獨立的語氣詞，表示疑問

和肯定語氣，而疑問語氣的基本功能是是非問與反詰問。從元代到明初，「那」

除了用於是非、反詰問句之外，也開始用於特指和選擇問句。蔣冀騁、龍國富

(2003:50)則又進一步指出六朝是「那」的產生期，唐宋是「那」的發展期，元

明進入高潮期，清代則無此用法。 

雖然目前學界的主流看法是「那」產生於漢魏六朝，卻不斷有質疑的聲音，

其中以朱慶之(1991,1992,2015)的觀點最具代表性。近幾年，朱慶之(2015)再從語

文學的角度，審視中古「那」見於中土文獻的用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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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文一一檢視

過往學者們所引中古「那」作為語氣詞的 9 個例子，指出除例(1)「暫時沒有明顯

瑕疵」之外，絕大多數都不能成立，如： 

(1) 度乃自下舫，取書并缽。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

那？」取缽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缽，四千年矣。」（梁慧皎《高

僧傳‧神異下》） 

(2) 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

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為？」乃遯

入霸陵山中。（《後漢書‧逸民列傳》） 

(3) 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魏•程曉〈嘲熱客〉詩） 

(4) 休仁由來自營府國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齎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

「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宋書‧王休仁傳》） 

例(1)則不論，例(2)屢為諸家所引，高名凱(1948:582)曾因「公是韓康伯那」的

「那」在其他版本作「耶」，對中古有這麼一個「詢問詞」表示懷疑，朱氏援引

其說，以異文作為證據，否定「那」字的正確性。2例(3)最早為太田辰夫

(2003:333)所引，曹廣順(1995:161)從之。朱慶之(2015:9)從詩歌韻例的角度切

入，說明全詩其他九個韻腳皆作平聲，「那」也當讀作平聲，但《廣韻》載明語

氣詞「那」讀去聲，而疑問詞「那」讀平聲（釋「何也」），「甫問君極那」的

「那」顯非疑問詞「那」，所以也應是「耶」的形誤字。至於例(4)，根據該文

的說法：「『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的正確標點應是『我得成許，那何煩將

                                                      
1 參看方一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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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高名凱原以為異文出自晉皇甫謐《高士傳》，朱慶之(1991:24)以出自《太平御覽》卷 501〈逸

民部一〉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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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許』，中古特有的近指代詞，義同『此』；『那』即『奈』，『那何』即

『奈何』。整句話的意思是：『我自己能夠撰寫這些文書，幹嘛要麻煩你送來給

我！』」。 

  朱慶之對於晚唐以前「那」字用例的批判，有些是頗有道理的，特別是出

現於詩歌韻腳的例子，如例(3)「疲倦向之久，甫問君極那」和「誰知彭澤意，

更覓步兵那」（唐王績〈贈學仙者〉），兩詩皆押平聲韻，「那」當為「耶」字傳

抄之誤。其他例句，朱文的解釋是否恰當，恐怕是仁智互見的，如方一新、王

雲路(1994:16)已針對例(2)「公是韓康伯那」，《太平御覽》引作「耶」的現象，

指出「似不足信，編者因不明當時口語而擅改原文之例是相當多的」。再看例

(4)，朱文建議的斷句方式為「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那何」即「奈何」的

說解亦非不令人疑惑。我們查閱中古史籍，遍尋不著「奈何煩 VP」、「那何煩

VP」、「奈煩 VP」或「那煩 VP」之例，「那(奈)何煩將來」能否成句大有問題。

箇中原由應在於具否定極詞(negative polarity item)特性的「奈(何)」與勞煩他人

做事的敬語「煩」並無法共現，兩者不能構成語法及語義上的述賓關係。3相反

地，如果維持「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的標點方式，「何煩 VP」之套語倒是

屢屢可見，例如： 

(5) 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

（《宋書‧張暢傳》） 

(6) 帝常臥疾，后往省病。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慚恚不食，

將自殺，諸子亦不食。（《晉書‧宣穆張皇后傳》） 

「何煩 VP」大抵都用在某一前提條件下所作的反詰，就語用功能來看，可資表

達否定或不歡迎對方某種行為的情緒和態度。準此，例(4)的「那」或應歸於前

一句子，作「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 

    有別於朱慶之對晚唐以前的「那」字用例提出強烈質疑，其他學者卻有不

同的處理方式，譬如方一新、王雲路(1994:16)採取較為正面看待的立場，作出

如下的揣測： 

佛典裡有那麼多的句尾「那」與「耶(邪)」互為異文，這是否意謂著與

通常的兩字間的互訛有別？有沒有這種可能，「耶(邪)」是沿襲上古的文

言用法，而「那」則是新生的口語用法（儘管使用還不廣），兩字在同義

的前提下形成異文？ 

                                                      
3 「奈(何)」慣常用否定副詞予以否定，或出現於疑問語境，符合否定極詞的特性，如「無

奈」、「沒奈何」、「莫可奈何」、「怎奈」、「爭奈」、「如之奈何」等。在中古文獻中，固然不易找

到「奈(何)＋煩 VP」的相關用例，近代漢語倒是有符合這表面形式的例子，不過卻都作否定的

「不奈何」或「沒奈何」，與後續動詞組的「煩 VP」形成連動結構，如： 

黃巢回言：「不奈何煩朱將軍去同州，緩急看兄弟的面皮相救援則個。」（《五代史平話．

梁史．卷上》） 

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宗說道：「這箇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沒奈何煩院長去解

拆則箇。」（《忠義水滸傳》第三十八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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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土文獻的「那」字例句不多，但該文直指佛典裡「那」與「耶(邪)」互為

異文的用例並不在少數，這可能是古今用語的差異，「那」與「耶」意思相同。

此外，蔣冀騁、龍國富(2003)則綜觀「那」各時期的語法特點，試圖解釋漢譯佛

經「那」「耶」異文的現象： 

如果論貫穿「那」字整個語法歷史演變過程的功能，恐怕要數是非、反詰

和感歎或肯定這三類。…「那」作特指問到宋代纔開始出現，…佛經中作

特指問使用的「那」自然便是「耶」的異文。「那」作選擇或反復問只見於

元明時期，…佛經中作選擇或反復問使用的「那」也自然是「耶」的異文。 

由「那」基本的語法功能出發，論究六朝佛典材料的合理性，或許不失為一種

有效的方法，但是唐五代沒發現「那」用於特指問之例，是不是就代表此前作

為特指問的「那」就是「耶」的異文？而直到元明時期，才發現「那」有許多

作選擇問或反復問之用的例子，是不是同樣代表中古佛經「那」出現於選擇問

或反復問的例子也是「耶」的異文，這是值得考慮的。 

    總之，自太田辰夫提出「那」和文言的「耶、邪」相當的說法之後，學人

鮮有不關注此議題者，大部分的人認為「那」是魏晉新生的語氣詞，「耶」則承

繼自上古；也有人認為晚唐以前根本沒有「那」這個語氣詞存在，大多是

「耶」的誤寫。這個問題看來非得從「那」究竟是什麼性質的語氣詞入手，惟

有釐清「那」的真實身份，才得以清楚說明「那」和「耶」的關係。 

四、 結果與討論 

    以下分四小節論述研究成果，四小節各是：(1)中古時期的「那」及其語氣特

點、(2)「那」的語源、(3)「那」與「耶」的異同，以及(4)晚唐五代以後的

「那」。 

(1) 中古時期的「那」及其語氣特點 

    截至目前為止，學者們所引述中古語氣詞「那」的用例有出自漢譯佛經及

中土文獻者，以佛經的例句較為多見。儘管在宋元以後或有其他版本作「耶」

的異文現象，檢閱漢魏六朝佛經「那」的用例，不論就其語氣表達或所出現的

語境來看，都呈現出極高的一致性。這樣的語法特點絕非偶然，應當也不是筆

誤所致。我們借用蔣冀騁、龍國富(2003:42-45,50)所引佛典裡寫作「那」的例句

加以分析，首先，從出處來看，這些例句大多出自特定的幾部佛典、甚或出現

於同卷，也有同一故事內容在不同經論中譯為同一句話的，足見並非訛寫所

致。茲轉引《中本起經》兩例、《分別功德論》兩例、《鼻奈耶經》四例、《三法

度經》三例如下：4 

                                                      
4 為求充分了解文脈，筆者多有根據原典加入前後文者。例(16)並非錄自蔣冀騁、龍國富

(2003)，乃筆者個人所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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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王見憂陀，已受法服，而問憂陀：「卿作沙門那？」憂陀答曰：「以服佛

法。」（東漢曇果共康孟詳譯《中本起經》卷 1） 

(8)拘律陀，見彼容悅，疑得甘露。即問優波替：「得甘露那？勿違本要，

惠及少少。」（同上，卷 1） 

(9) 拘律陀見來，顏色異常，疑獲甘露，尋問：「得甘露那？」曰：「得也。」

（失譯人名《分別功德論》卷 4） 

(10) 阿育王見其已定，便從外來，曰：「何如，大王？」弟見王，慚赧莫知

所如。阿育王曰：「我暫出遊，卿等云何便作此事？我鐵輪不在那？何

乃如此縱橫耶？我殺汝斯須間耳。」（同上，卷 3） 

(11) 時彼樹神，抱男負女，更三子從，…白世尊言：「於世尊有摩訶羅比丘，

斫大樹，臥四徼道頭。此樹是我舍，於今向寒，竹園葉落，將此兒子，

當向何所？」…時頭陀沙門聞此不馨問，往白世尊。世尊知而告此摩

訶羅比丘曰：「汝實斫此樹那？」時摩訶羅比丘內懷慚愧，外則恥眾，

右膝著地，叉手白世尊言：「審然世尊。」（姚秦竺佛念譯《鼻奈耶經》

卷 4） 

(12) 王問比丘：「今至誠時，官好材木輒取，段段截聚著一處？」比丘答王：

「王賜我材。」「我省無此教。」比丘答王：「王不憶初作王時那？爾

時持薪草水三事布施沙門波羅門乎？」（同上，卷 1） 

(13) 憂填王聞舍衛比丘衣被儉惡，即遣婆羅門使持衣直至舍衛與諸比丘。

諸比丘不取：「世尊不許取衣直，已成衣者便取。」使人問比丘：「諸

賢無有人能買衣者那？」諸比丘答：「無人。」（同上，卷 6） 

(14) 時尊者阿難語劫不優婆塞：「賢者知不？朝著衣持鉢，來入乞食，乞食

空鉢無所得。此間無釋種子，壞敗優婆塞、作非沙門行、犯身口意那！」

（同上，卷 5） 

(15) 問：云何知如下意當舉、舉意當制、等者護？答：非為自隨所欲是真

御意那！是故此自隨所欲，隨時隨方便義，若高下者，此非真御意。

（東晉僧伽提婆譯《三法度經》卷 1） 

(16) 問：此是誰根？答：非是前說德本那！是一切趣善勝法之本，隨其義

一，增餘相隨。（同上，卷 1） 

(17) 婬者說樂，習欲者婬，此中云何瞋？ 答：非為說從婬生瞋那！此中說

本願，…但本願從恚中生，欲從彼生故，是故無咎。（同上，卷 2） 

值得特別留意的是，在同一部佛經中使用語氣詞「那」的句子，其句型往往多

有雷同或性質相似，最顯明的例證是《三法度經》三個以「那」煞尾的句子皆

作「非為/是…那」，是一種否定的判斷句式，「那」在該經中作句末助詞者僅此

三見，未有其他。再如《中本起經》「卿作沙門那」和「得甘露那」兩例均屬是

非問句，「得甘露那」一句又見於《分別功德論》。而竺佛念所譯《鼻奈耶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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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之中即有四例用「那」，且其中三例也同屬是非問句，凡此，皆透露出使用

「那」的句子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很可能是有現實的語言根據，而且其形成初

期或許是從某些方言開始，帶有地域特色。 

    除了從例句出處加以觀察之外，再者，還可以就語義、語法及語用特點來

掌握這些用例。以疑問句或陳述句之句式語氣(mood)予以區分，則例(7)-(13)無

疑屬於前者，而例(14)-(17)屬於後者，然而仔細推敲這些例句，實可統攝於

「論斷(assertion)」之核心語義(core meaning)底下。言「論斷」，自然例(15)-(17)

《三法度經》的三個判斷句屬之；例(14)尊者阿難因朝來入城乞食無得，而向

劫不語帶抱怨地表示：「此間無釋種子，壞敗優婆塞、作非沙門行、犯身口意

那」，此中關於釋種有無之認定以及諸多惡行的敘述，皆用語氣詞「那」來強化

個人主觀論斷。這類「那」，若採前人的說法，即是表達感嘆或略顯誇張的語

氣。至於另外七個疑問句的例子，除了例(10)為反詰問之外，其餘六例都屬是

非問。是非問的例子無論用肯定的形式（例(7)-(9)、(11)）或否定的形式（例

(12)、(13)）發問，言者對於答案已有相當程度的定見，他根據自身所觀察到的

跡象或掌握到的資訊（例中劃線處），對事理已經作出了基本的判斷，這時使用

「那」來詢問對方，只是為了求證這個判斷的真實性，因此答案通常就跟問句

一致。試以「得甘露那」（例(8)、(9)）作說明，拘律陀看到優婆替(或譯：優婆

坻舍)神情愉悅，「疑得甘露」，便問他「得甘露那」以證實自己的猜測，果不其

然，優婆坻舍即以「得也」回應。5 

    有趣的地方在於，帶有確認作用的是非問句，如果脫離當面稱說對方的語

用環境，即有可能表示個人私下所作的評斷，如「王不憶初作王時那」、「諸賢

無有人能買衣者那」，「那」流露著慨嘆或惋惜之意。由此或可推知，「那」字是

非問句所表的疑問語氣恐怕是由語境所賦予的，其本用可能是以判斷句為主要

形式的論斷用法，在此以論斷句稱之，見例(14)-(17)。    

    上述例(10)「我鐵輪不在那」非問命題然否，更不是為了徵詢答案，而是

透過加強語勢的否定問句，傳達「我鐵輪常在」的道理。這是一種修辭性的反

詰問，不過就形式而言，「我鐵輪不在那」依然是假借是非問的格式來加以包裝

（可比較「王不憶初作王時那」、「諸賢無有人能買衣者那」）。以往，學者們在

分析「那」字疑問句時，傾向按照傳統的分析方式將其等分為是非問、反詰

問、特指問、選擇問、正反問幾類，實際上，反詰問係就功用而論，它以利用

是非問和特指問結構體現為常態。「我鐵輪不在那」一例採取是非問結構，採特

指問結構的例子如： 

(18) 菩薩復言：「我已具信戒聞施慧，汝亦當具。菩薩若不具足五事，則不

能教一切眾生。」眾生亦言：「汝自不具，云何教他令具足那？」（劉

                                                      
5 蔣冀騁、龍國富(2003:43)說「那」用於是非問，「這種問句對於肯定的答案抱有或多或少的懷

疑，也就是肯定的可能性在 50%以下」。本文特別指出「那」作是非問使用，與一般的是非問

有別。一般的是非問，說話者並沒有預設立場，屬於中性問，或許「肯定的可能性在 50%以

下」，而「那」作是非問，說話者對於答案通常已有相當程度的把握，以此作為確認之用。 



7 
 

宋求那跋摩譯《菩薩善戒經》卷 3） 

「云何」為魏晉南北朝佛經常見的疑問副詞，其用法及語義相當多元，在此例

中約莫可譯為「怎麼樣」，作詢問方式之用。可是這個例子確切來說是個假性

問，其用意並不在於求得如何做的答覆，只是為了表達「（汝自不具，則）不能

教一切眾生」的定見，因此，反詰用例應當看成是以論斷為表義核心的一種修

辭手法。 

綜合以上諸例，大致可了解到語氣詞「那」基本上有三種用法：一、在判

斷句或敘述句中表示論斷語氣。二、出現於是非問句，以作證實之用。發問

時，說話者對於事理業已形成相當程度的判斷。三、用於反詰問句，此為在既

定的事理論斷上假借是非問或特指問格式表現的修辭手法。要之，使用語氣詞

「那」的語句皆反映出言者心中持有定見，「論斷」可能才是「那」最為根本

的語氣性質。「那」在使用上確有其肌理、法度，應當是漢魏六朝真實存在的

一種語氣助詞，不像是抄寫之誤或通假所致。 

(2) 「那」的語源 

    產生於漢魏之際的「那」應與流行於先秦而六朝仍見使用的「爾」關係密

切，並且「爾」極可能就是「那」的組合成分之一。具體來說，本文認為

「那」當是兩個語氣詞合音的結果，前一個語氣詞便是「爾」；換言之，「那」

的聲母音讀 n-，很可能即取自「爾」的聲母。6「爾」為日母字，「那」屬泥母

字，然在上古音系統中日母應當尚未從泥母分化而出，章太炎曾提出著名的

「古音娘日二紐歸泥說」，周法高和李方桂也將日母字擬同泥母 n-。7「爾」字

今讀雖為零聲母，從中古到近、現代，其作為句末助詞的音讀可能始終維持舌

尖鼻音聲母。8我們可以注意到唐宋時期的禪宗語錄，原本在六朝使用「爾」、

「耳」標寫的語氣詞用法，改而使用「聻、你、尼、口尔」等字。「聻」，《廣

韻》「乃里切，指物貌也」，《玉篇》「尼止切，指物貌」，9可知从「耳」得聲的

「聻」，讀為 ni。其他寫法或作「尼」，或作从「尔」得聲的「你、口尔」，應也

都讀為 ni。準此，自上古以降，語氣詞「爾」（含不同字形）的聲母可能都保持

n-的音讀，語氣詞「那」的聲母當本乎此。  

  再看「爾」充任句末助詞的用法與「那」可有連繫。「爾」原本是個表「如

此」義的指示代詞，當其出現句末，則充當提示情狀的語氣詞（郭錫良

1989:77）。疑問句和陳述句都可用「爾」，當「爾」出現於疑問句時，「主要用

                                                      
6 江藍生(1986:19)早注意到「那」和語氣詞「爾」在語音上的連繫：「爾」在晚唐五代《祖堂

集》中寫作「聻」，「聻」字輕讀音近於「那」(ni→nə)。 
7 查閱自「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網址為：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檢索時間：2019

年 7 月。 
8 章太炎(2015:36)列舉許多日紐古歸泥紐的例證，包括「爾」在《釋名》中的聲訓證據：「爾，

昵也；泥，邇也」。《釋名》為東漢時人劉熙之作，此一材料反映出當時的「爾」讀為泥紐。 
9 見曹廣順(1995:156)。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檢索時間：2019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檢索時間：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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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表強調的特指問」或「構成選擇問」，自先秦至六朝皆有其例，10如：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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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是時，父母抱舉令坐，又持食與，然彼子不飲、不食，亦不起坐。

何以故爾？以命終故。（東晉僧伽提婆《增壹阿含經》卷 4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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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是「爾」用於陳述句的例子。蔣宗許(1996:71)認為「爾」「表決定之意」，

說「這類『爾』字，《說文•八部》：『詞之必然也』。所謂『詞之必然』，即是表

對情事的認可，其作用略近於『也』」，例如：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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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公羊傳‧僖公二

年》） 

(24) 人生貴得適意爾，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世說新語‧識

鍳》） 

呂叔湘(2004:258)把「與認識有關」的語氣詞分為直陳語氣和疑問語氣兩類，這

三例的「爾」，無疑跟「也」一樣，屬於直陳語氣詞。但嚴格說來，「爾」和

「也」的語義及語氣特性並不相同：「爾」表示「如此、這樣」的指陳義，具有

指示(demonstrative)的性質；而「也」表示一般的確認語氣，馬氏文通說：

「也」字，所以助論斷之辭氣。11「爾」的功能主要在於指示某種情狀或事

況，許多時候「爾」帶有強調及凸顯句子焦點的作用，如例(24)「人生貴得適

意爾」，「爾」所指陳的內容正是「適意」的生命境界。 

    先秦文獻甚而顯示「爾」的後頭還可帶上語義空泛的疑問語氣詞「乎」或

直陳語氣詞「也」作為結句，如： 

(25)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論語‧雍也》） 

(26) 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

也。（《孟子‧滕文公上》） 

(27) 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 

(28) 其言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公

羊傳》莊公十二年） 

                                                      
10 參看江藍生(1986:24-25)、曹廣順(1995:159-160)、蔣宗許(1996:70-71)以及祖生利(1996:99)。 
11 「也」字語氣參看呂叔湘(2004:271,273)。 



9 
 

(29) 春秋責在而不討賊者，弗繫臣子爾也；責不在而不討賊者，乃加弒

焉。（《春秋繁露‧玉杯》） 

(30) 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

比德焉。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爾也。」（《說苑‧雜言》） 

(31)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

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

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禮記‧三年問》） 

例中的「…爾乎」相當於「….這樣嗎」；「爾也」（或作「耳也」）猶如「…這樣

啊」。「爾」、「也」連用各有職司：「爾」常用於敘事句，指述命題所表現的事

態；「也」主要用於判斷或說明的句式，表有論斷、決斷、指認的語氣（魏培泉

1982，郭錫良 1989，李佐豐 2003，劉承慧 2008）。在「爾」、「也」連用的情況

下，句子所表的語氣往往取決於殿後的「也」。「也」字表示靜態或靜止性的事

實（呂叔湘 2004:274），具有將帶有「爾」的敘事句轉化為判斷句或說明句的作

用。 

「爾也」連用的現象及至中古時期可有用例？自東漢以降，語氣詞連用的

現象大多反映於文言語體，且無論在種類及數量上，比起先秦來，已呈現大幅

的萎縮。「爾」自中古以降，除了作為名詞性的代詞之外，大部分充當句子的謂

語成分，故語氣詞「爾也」連用的句例並不多見，其中有的還是承襲自上古文

獻中的句子，如例(33)、(34)即與例(31)、(27)頗為雷同： 

(32) 大呂，呂，助陽也。太族，族，湊也，言湊地上爾也。夾鍾，夾輔陽

也。（《前漢記‧孝武五》） 

(33) 禮云：至親以綦斷。蓋以四時之變易，萬物之更始，故聖人象之。其

有三年，加隆爾也。（隋文帝〈父存喪母不宜有練詔〉） 

(34) 民之所宜者務之，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爾也。（《河南程氏外書》卷

6） 

概括地說，東漢以後，在書面語（包括文言文和白話文）中已不時興一一記

錄、如實呈現兩個或三個語氣詞疊用的口語表達方式，但是在生命力旺盛、道

地的日常會話裡，這應該是一種自然的口語表現。句末語氣詞堆疊，甚至因為

連讀而形成合音的現象在現代方言中屢見不鮮，比方北京話有「呢吧」、「哪

嗎」、「哪嘛」等句尾助詞用法，其中「嘛」又是「嚜+啊」的合音，此即兩個或

兩個以上的語氣詞疊用（胡明揚 1987:67-77），只是在書面語裡往往不會照實摹

寫而已。 

    「爾也」合音是否可能發展為表論斷語氣的「那」？要論證「也」是合音

詞「那」的後一組合項，必須就語音層面加以比對。上述「韓伯休」之例，唐

李賢《後漢書注》：「那，語餘聲也，音乃賀反。」敦煌唐寫本《唐韻》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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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箇」韻下：「那，語助，奴箇反。」12《廣韻》去聲「箇」韻：「那，語助，

奴箇切」。根據這些語音記錄，「那」的中古讀音大致為 nɑ。13上文業已推論，

「那」的聲母 n- 應是由「爾」所提供的，至於其韻母 -ɑ大概是得自於

「也」。就上古韻部來看，語氣詞「那」的韻母大致對應於上古歌部，而「也」

則有兩種歸類方式：王力和郭錫良將之納於歌部，他如董同龢、周法高、李方

桂都歸諸魚部。14「也」即使是魚部字，魚部和歌部在上古也是很接近的，其

主要元音各家大抵皆擬為 a，差別僅在於魚部字有一個濁塞音收尾的-g，歌部字

則沒有這麼一個輔音韻尾。由此可以肯定「那」和「也」的主要元音到漢代可

能都是相同的。西漢以後，魚部有一些字在輔音韻尾丟失之後，發生了元音高

化的現象（如：魚、女、楚、虎），語氣詞「也」則沒有參與這樣的音韻變化，

據《廣韻》：「也，語助，辭之終也，羊者切」，屬上聲「馬」韻，可知「也」在

隋唐之時，應當還是讀-a。15不過，「也」屬於喻母三等字，照理在-a 前頭還會

有個-j-之類的介音成分，董同龢即是將「也」的中古音擬為 ja，李方桂擬音為

jia（聲母為零聲母）。 

  「爾也」合音的結果可能造成了介音的失落。句末語氣詞介音成分的丟

失，可以在漢語史中找到平行的證據。王力(2005:522-523)述及疑問語氣詞

「嗎」的來源，勾勒出「無＞麼＞嗎」的演化途徑。「無」也屬魚部字，根據王

力的說法，「無」的上古音為 mǐwɑ，在歷史上白話音的演變中，保留著重唇的

m 而喪失了韻頭，變為 mɑ；中古時期的「麼」屬戈韻（據集韻），起初念

muɑ，後來由於韻頭失落，也變為 mɑ，故借用「麼」來標誌「無」的語氣詞用

法。不論 mǐwɑ（無）音變為 mɑ或 muɑ（麼）音變為 mɑ，都是介音失落的音

變現象，尤其 mǐwɑ介音 ǐ的丟失，提示我們「爾也」合音 nja，在同樣作為句

尾助詞弱讀的情況下，很可能中介的 j 趨於模糊，甚或消失，故標寫作「那」。 

  另外，不知是否有這樣的可能，在中古時期充當句尾詞的「也」本身便容

易失卻 j 介音？現代漢語方言的「也」除讀為 ia 之外，有些還有 a 的讀法，如

吳語太湖片多數方言、處衢片衢州方言以及大部分的閩南方言都有這樣的表

現。16上海話只有一讀，讀作 ɦA；其他像粵語，讀作長音 aa。17如果句末語氣

                                                      
12 參見朱慶之(1991:26)。 
13 此根據「漢字古今音資料庫」諸家所擬測的中古音讀（網址同註 7）。梵漢對音材料顯示，

「那」幾乎都對應於梵語的 na，如朱慶之(2015:4)所提供的例子： 

地獄：梵語 naraka，音譯「那落」「那落迦」「那羅柯」等。 

律：梵語 vinaya，音譯「鼻那夜」「毗那耶」等。 

鬼神名：梵名 kiṃnara，巴利名 kinnara。音譯「緊那羅」等。 

不論是 na 或 nɑ，「那」既作為語氣詞，當表現為弱讀形式，韻母應無前 a 或後 ɑ 之別，已中立

化( neutralization )。 

此得以作為「那」漢魏六朝音讀的旁證。 
14 參看郭錫良(1986:36)及檢閱自「漢字古今音資料庫」（網址同註 7）。 
15 魚部和歌部的韻母之別及魚部元音高化，詳參竺家寧(2016:351-352)。 
16 查閱自「漢字古今音資料庫」。 
17 上海話 ɦ 的聲母音讀應當來自「也」的上古音韻層次。「也」在中古音系屬喻母三等字，「喻

三古歸匣」，王力擬構「也」的上古音為 ʎiai，聲母為比較偏舌後的擦音成分；至於韻母讀為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https://zh.wiktionary.org/wiki/%E9%99%84%E5%BD%95:%E5%9B%BD%E9%99%85%E9%9F%B3%E6%A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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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也」在中古時期另有一讀是 a，則「爾也」合音，自然為 na。 
    最後看「也」的用法和「那」是否一致，尤其本文推論「那」的語氣性質

決定於「也」。語氣詞「那」陳述句和疑問句互見，「也」的情況亦然，下列是

中古「也」的陳述句和疑問句例。例(36)-(39)按是非問、反詰問、特指問、正

反問（又稱反覆問）等類依次排序： 

(35) 阿難白佛言：「無有諸天神教我，亦無諸佛教我令問佛也。我自從善

心知佛意問佛爾！…」（吳支謙《佛說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

人道經》卷上） 

(36) 此是何人？為是天也？為是鬼神也？遙見如似小兒。（東晉僧伽提婆

《增壹阿含經》卷 26） 

(37) 爾時國法，若兒初生，若父母為作字、若沙門婆羅門為作字。時王

利益眾生作是念：「何須沙門婆羅門為作字也？此兒母字慧事，我今

寧可字兒為慧燈。」彼即字為慧燈。（姚秦佛佗耶舍共竺佛念《四分

律》卷 51） 

(38) 斯何人也？天帝與我一一說之。（東漢支婁迦讖《雜譬喻經》）  

(39) 汝見獼猴還趣樹木不也？（西晉法矩共法立《法句譬喻經》卷 3）  

例(35)就單個句子「為是天也」、「為是鬼神也」而言，屬於是非問句，將這兩

個問句排比一起，便又可理解為選擇問句。「也」固然出現在此，本身還是表論

斷之義，試看「為是天也」、「為是鬼神也」若非見於「此是何人」之後，其實

都是判斷句，不會有疑問的解釋，足見所謂的疑問語氣實是前後文所賦予的。

即使不用「也」字煞尾，「為是天」、「為是鬼神」出現於這樣的語境當中，便會

延伸出致疑的意思，顯然語氣詞「也」和表示疑問沒有關係。例(36)「何須沙

門婆羅門為作字也」屬反詰問句，意猶「豈須沙門婆羅門為作字也」，傳達國君

認為不須沙門婆羅門為其子取字的決斷，並非有疑而問。我們可以注意到，這

個句子去掉「也」字，「何須沙門婆羅門為作字」一樣是反詰問，清楚顯示君王

已有定見，所以確切地說，「也」應是加諸「毋須沙門婆羅門為作字」這個意見

之上的肯認。例(37)「斯何人也」，因句中有「何人」詢問特定對象，一般被歸

於特指問，實則此句就形構而言，係為「A，B 也」之判斷句式，「也」可以說

還是表論斷語氣。最後一例「汝見獼猴還趣樹木不也」屬正反問句，為「汝見

獼猴還趣樹木不見獼猴還趣樹木也」之省說，正反並列的結果已表達了問詢之

義，不待「也」字而成。「也」位處「不」的後頭，是對於「不見獼猴還趣樹

木」之反面事態的確認。這個句子若改為較為冗贅的詢問方式：「汝見獼猴還趣

樹木也，不見獼猴還趣樹木也」便類似選擇問句，兩個「也」各用於肯認正、

反事態。綜合這些用例，得以歸納出語氣詞「也」本身傳達論斷、確認的語

                                                      
A，很可能是因為丟失介音之故。關於粵語的資料，參見鄧思穎(193-194,229,234-235)。「吖」

(aa1)或寫作「呀」，作為表示無從置疑的保證助詞；當其充當是非問的助詞時，讀作「呀」

(aa4)。我們懷疑這個語助詞的本字即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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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如果該句話表有疑問之義，可能是前後文脈使之產生這樣的解讀，也可能

是句中的疑問詞所致，又或許是正反問或選擇問的形構造成的，歸根結柢，

「也」是個敘實語氣詞，而非致疑語氣詞。話說回來，「也」既表論斷語氣，便

與「那」的語氣特性十分相符。中古「那」的疑問句例，主要為是非問和反詰

問兩類，是非問所流露出來的疑問意味亦是語用場合使然，反詰問的目的則是

以語氣較為強烈的反問方式申說自己認定的事物，「那」的本質都是傳達論斷語

氣。 

(3) 「那」與「耶」的異同 

    前人反駁中古漢語有語氣詞「那」的一個主要理由是其他版本寫作「耶」

的異文，據此，還進一步提出質疑：「誠如太田辰夫教授所說：『那』與『耶』

在用法上沒有什麼區別，那麼在『耶』使用非常廣泛的時代為什麼會突然出現

一個等義的『那』與之分庭抗禮？」（朱慶之 1991:24）具體來說，「那」與

「耶」並非完全「等義」，也非「在同義的前提下形成異文」（方一新、王雲路

1994:16），語氣詞「那」出現於中古文獻的例子相對較少，比起「耶」的頻繁

見用，可謂難以望其項背。究其原因，當與「那」的語源脫不了干係。首先，

作為「爾也」的合音詞，「那」的口語特性極其鮮明，不見得廣泛存在於各地的

漢語，抑或符合每個人的使用習慣，是故只在某些口語性質較為濃厚的特定文

獻，或者某些文人的筆下才可能被記錄下來。而漢譯佛經的例句之所以會比中

土文獻為多，想必也是因為口語色彩較濃的緣故。其次，受到語源的制約，

「那」以表示論斷為主，語氣常顯鋪張，即使用於疑問句，亦常作為是非問或

反詰問，不如「耶」適用於所有表疑問的場合，故此也可能造成文獻使用比例

的大幅落差。再次，合音詞「那」未得盛行流通在六朝是個不變的事實，若遇

到後代傳抄者不明所以擅加改易為「耶」，便又使得「那」的例句更為罕見了。 

  語氣詞「耶」是否真的如此神通廣大，能夠完全取代「那」的使用？

「耶」和「那」在某些用法上，功能看似疊合，實則兩詞的語氣性質迥異，各

有偏重。先看下面例文： 

(40) 佛言：「賢者阿難！有諸天神教汝、若諸佛教汝，今問我者耶？汝自

從善意出問佛耶？」阿難白佛言：「無有諸天神教我，亦無諸佛教我

令問佛也。我自從善心知佛意問佛爾！…」（吳支謙《佛說阿彌陀三

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卷上）  

此例清楚顯示：「也」和「爾」為直陳語氣詞，而「耶」為疑問語氣詞。當一個

句子使用「也」字煞尾時，表肯認所言之事；改換為「耶」，則語帶探詢，意在

詢問臆測之事然否。這個例子，將兩個「耶」字所表的是非問句並列，即構成

選擇問句的形式。「耶」在上古寫作「與」或「邪」，「與」和「邪」為同一語氣

詞，「與」寫成「邪」可能是字形訛變的結果（巫雪如 2010），在使用上有方言

或時代的差異（王力 2005:519-520, 郭錫良 1982:78）。「邪」的生成與「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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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相關，據魏培泉(1982:383-384)指出，兩語氣詞的聲母發音部位接近，韻母韻

部相同，「邪」可能是從「也」因疑問語氣變調而來。到了六朝時期，「邪」絕

大部分改寫為「耶」，「耶」和「也」的確只有聲調之差，查諸《廣韻》：「耶，

以遮切」，屬以母麻韻，讀為平聲；「也，羊者切」，屬以母馬韻，讀為上聲。上

聲，應是「也」作為副詞之用的讀法，處在句末作為助詞的「也」當在調值上

已讀作輕聲。當「也」因疑問句調所致，讀作調值較高的平聲調，故用「耶」

字標寫，與表示決斷語氣的「也」判然有分，形成對比。 

    調屬平聲的「耶」，以表示疑問語氣為其基本功能。許多例子在不加「耶」

之前是個陳述句，若加了「耶」便產生探詢的語氣，18如： 

(41) 女人恐鬼食此男子，藏之甕中。鬼聞人氣，謂婦言：「爾得肉耶？吾

欲瞰之。」婦言：「我不行，何從得肉？」（梁寶唱《經律異相》卷

43） 

(42) 安齎經入田，因息就覽。暮歸，以經還師，更求餘者。師曰：「昨經

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即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也。

（梁慧皎《高僧傳》卷 5） 

「耶」的用途實有別於純粹地提出疑問，其語氣傾向「要求證實」，「說話人猜

想大約是這樣一件事情了，但是還不能深信不疑，所以要求對話人予以證實」

（王力 2005:518-520）。這兩例反映出說話者使用語氣詞「耶」，已根據既有的

情勢或常理形成某一判斷，這時藉「耶」來提問只是為了證實自己的想法而

已，故「耶」通常是在陳述句的基礎上，使之變成是非問句。說話者口中雖然

詢問「爾得肉耶」、「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然其心裡的揣測是「爾得肉也」、

「昨經未讀，今復求也」，恰恰是「也」字形構的論斷句。由於「耶」是以

「也」為基底所形成的疑問助詞，帶有相當程度的論斷因子，這一點正好與

「那」有了會通。「那」也是以「也」為核心成分的語氣詞，只不過，「那」是

「爾也」合音，殿後的「也」完全決定了「那」表達決斷語氣的特性；而

「耶」是經由「也」加上表示疑問的上升句調轉化而成，除了內含的判斷基

底，更重要的是「耶」已變成一個獨立性的疑問語氣詞，即便句子本身不表疑

問，也可藉它來表示疑問。試比較上文例(8)、(9)「得甘露那」和例(41)「爾得

肉耶」:「那」語涉判斷，本身不表疑問，「得甘露那」由「即問」或「尋問」

引出，該句話所透露出的疑問義來自於前後語境；「爾得肉耶」本身就是一個疑

問句，其前並無提問之語，「耶」的語氣已足以致疑。正因為「耶」本身即表有

疑問語氣，所以除了是非問句之外，舉凡特指問、反詰問、正反問等各種疑問

句式都可看到它的分布。 

    過去，學界認為語氣詞「那」、「耶」形成異文不外乎兩個原因：一是形近

而誤用，二是同義而互用。針對後一種解釋，儘管有學者進一步說明是「某些

                                                      
18 參見郭錫良(1982:78-79)對於語氣詞「與」「邪」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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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功能一致而同用」，19但這樣的說法仍不盡令人滿意。本研究指出「那」和

「耶」不論是語法功能抑或語氣性質皆頗有差異，約言之，若以《馬氏文通》

的「傳信助字」和「傳疑助字」分之，則「那」屬前一範疇，「耶」屬後一範

疇。20「傳信助字」相當於直陳語氣詞，「那」若出現疑問句尾，依舊用於指認

命題，確切地說，是個敘實語氣詞，本身不表疑問，探詢之義乃由句子的其他

成分表現，或由語境衍生而出。倘若將之改寫作「耶」，則「耶」本身即是個帶

有探詢作用的致疑語氣詞，與「那」實不相同。「那」和「耶」之所以在言談交

際中都有要求證實的意味，實導因於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基底：語氣詞「也」。

正因為這個成分，使得它們具有類似的語用功能，甚而出現將「那」改易為

「耶」的異文現象。至於說「耶」又可表示肯定感嘆語氣，因此也能替代陳述

句裡的「那」，我們不認同這樣的說法，「那」一旦用「耶」替換，所表現出來

的口吻便與原來大異其趣了。 

(4) 晚唐五代以後的「那」 

    語氣詞「那」在晚唐五代以後例句明顯增加，多數學者指出「那」的功能

到近代有所擴展：除原本表示是非問、反詰問以及肯定感嘆語氣以外，到宋代

開始出現特指問之例，於元明甚至有出現於選擇問和正反問的例子。21本節借

前人所引之例，說明「那」在疑問句型中分布擴大之因，比較其與原有用法的

異同。 

1. 晚唐五代 

    據曹廣順(1995:161-162)調查，唐五代時期的重要文獻《祖堂集》用了九次

的「那」，其中表示肯定的只有兩例，表示疑問的則有七例，均與「作摩」連

用，「作摩」表示「作什麼」、「還是怎麼樣」，有加強前一反詰問句的功能。例

如： 

(43) 師與道吾、船子三人受山下人請齋。一人云：「齋去日晚。」一人

云：「近那！動步便到。」（《祖堂集》卷 5） 

(44) 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則不問，不問不答時如何？」答曰：「怕爛卻

那？作摩？」（同上，卷 14） 

(45)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打之。師謂眾曰：「是你諸人患顛那？

作摩？」（同上，卷 16） 

(46) 師曰：「汝因何從我覓？」進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師曰：

「何曾失卻那？作摩？」（同上，卷 4） 

                                                      
19 見蔣冀騁、龍國富(2003:50)。 
20 馬建忠(1983:323)說：「助字有傳信者，有傳疑者。…傳信助字，為『也』、『矣』、『耳』、

『已』等字，決辭也；傳疑助詞，為『乎』、『哉』、『耶』、『歟』等字，詰辭也」。 
21 參看江藍生(1986:18-21)、朱慶之(1991:26-27)、蔣宗許(1994:66-68)、曹廣順(1995:160-170)、

蔣冀騁、龍國富(2003:46-50)、祖生利(1996:100-102)等人的考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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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師云：「豈是有紋彩那？作摩？」（同上，卷 11） 

儘管表示肯定的「那」似與出現在疑問句的「那」不成比例，這並不意謂著

「那」有表示疑問語氣的作用。過去都認為見於「作摩」前頭的句子應是個疑

問句，但例(44)「怕爛却那」似也容許肯定句的解釋，它和後句反問「作摩」

未必表示相同的語氣。此句話乃承「不問不答時如何」予以回應，「怕爛却那」

可能是根據「不問不答」的前提所推論的結果，亦即「怕爛却那」表示「怕爛

掉(這樣)啊」的意思。此例在《景德傳燈錄》卷六作「怕爛卻，作麼」，「怕爛

卻」顯然不表疑問義，可作參照。同理，例(45)「是你諸人患顛那」雖然表有

問詢之義，卻又像是一個語氣激動的判斷句，意思近於「是你諸人患顛也」。

「那」字句一般只在當著受話人的面前，才容易引發是非問的解釋，像這個句

子用於對話之中便帶有質問語氣，語用特色相當濃厚。後兩例反詰問句也是同

樣的道理，句中已有疑問詞「何」或反詰副詞「豈」表示疑問，「那」的作用主

要在於肯認「不曾失卻」、「本無紋彩」的主觀識見，凡此，都與中古「那」作

為「爾也」合音詞的用法出入不大。「那」兼含指示和論斷的意味，應是六朝用

法之延續。 

2. 宋代 

及至宋代，語氣詞「那」在句中的分布範圍擴大，句例也顯著增多，非但

出現於禪宗語錄，亦見於其他文獻，其字形又可寫作「哪」。不少學者觀察到

「那」的疑問句例，除原本作為是非問和反詰問的基本用法之外，還有零星用

例出現於特指問句，比起晚唐五代來，「那」的用法可以說更加成熟。針對此一

分布擴大的現象，假使瞭解語氣詞「那」的基底主要為「也」，而論斷語氣詞

「也」原本就可用於特指問（如例(38)「斯何人也」），則在例句較豐的情況之

下，要發現「那」又出現於特指問，應屬可以合理預測的範圍。正因為「那」

本身表示論斷，所以基本上用在主觀意見鮮明的無問之問（反詰問），或在語境

中自然衍生是非問的解讀，相對地，其用在特指問的例句便顯得短少許多。宋

代例句如下： 

(48) 成都府范縣君者，嫠居歲久，常坐而不臥。聞圓悟住昭覺，往禮

拜，請示入道因緣。…後有省曰：「元來恁麼地近那！」（《五燈會

元》卷 19） 

(49) 佛海云：「將謂是慈悲那，低聲低聲，未必善因，不招惡果。」（《拈

八方珠玉集》卷中，《續藏經》卷 119） 

(50) 師云：「大小德山不會末後句。」山聞，令侍者喚師至方丈問：「爾

不肯老僧那？」（《景德傳燈錄》卷 16） 

(51) 「上座今日上山去那？」僧云：「是。」（《續古尊宿語要》，《續藏

經》卷 118） 

(52) 僧曰：「如何是佛？」師曰：「即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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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更嫌缽盂無柄那？」（《五燈會元》卷 8） 

(53) 病得那人妝晃了，巴巴，繫上裙兒穩也哪？（辛棄疾〈南鄉子〉） 

(54) 是夜，復以酒至，即迎告之曰：「人言汝是自縊鬼，果否？」婦人驚

對曰：「誰道那？」（《夷堅志•乙志》卷 20） 

以上例句，前兩例的「那」表示肯認的語氣，其下兩兩依次為是非問和反詰問

句，最後一例是特指問句。例(52)、(53)在語境中可理解為是非問，不過，說話

者若是意在言外，只為強烈地表達自身觀點，則這兩句話可視為反詰。其中辛

稼軒的詞例「繫上裙兒穩也哪」值得特別注意，「也哪」連用，應屬羨餘

(redundancy)現象，兩語助詞的語氣基調相似，都有肯認事況的作用。由於疊累

之故，「也哪（或作「也那」）」的語氣效果更加強烈，這樣的用例到元代以後，

益為常見。最後一例特指問句「誰道那」，特指問的功能主要由「誰」承擔，

「那」的使用與表示疑問並無干涉。 

3. 元代至明代前期 

從元代至明代前期，語氣詞「那」的用例大增，除了表示肯定、是非問以

及反詰問的基本用法之外，「那」所出現的疑問句型又有明顯的擴張，舉凡特

指、選擇和正反問句均常見使用。「那」用於特指問和選擇問的句例與宋代相較

起來，已非偶見，據曹廣順(1995:167)表示： 

元以前，此類句式中或不用疑問語氣詞，或用『聻』，基本上不用『那』。

這些例句表明元代『那』的功能已有所擴大，兼有了『聻』的部分用法。

我們曾對《元刊雜劇三十種》和《關漢卿戲劇集》兩種資料做過統計，其

中『那』用在是非、反詰問句和特指、選擇問句中的數量大致相等。 

此說頗能突顯元明時期特指問與選擇問的用例明顯增多，然而，根據筆者調

查，「那」在這時的文獻中，卻少用於是非問。下表是針對《元刊雜劇三十種》

語氣詞「那」所做的統計： 

 基本用法 延伸用法  

句型 陳述句 是非問 反詰問 特指問 選擇問 正反問 其他 

數量 5 0 5 6 3 4 3 

總數 10 13 3 

如表中所示，《元刊雜劇三十種》的語氣詞「那」無一用在是非問句。這種情況

看來並非偶然，蔣宗許(1994:68-69)也觀察到此前成書於金朝的《董解元西廂

記》「全書十五個例子，…沒有一個表是非問語氣的『那』」。為何在金元以後，

「那」見於是非問的用例如此稀少？這恐怕與其使用範圍上的變化有關。根據

上表，將特指問、選擇問和正反問的用例相加起來，其數量還比「那」用在陳

述句、反詰問句的基本用法來得多，顯示「那」的版圖除了沿續宋代擴展到特

指問，還大大開拓出選擇問和正反問的使用環境。這與是非問例句稀少有何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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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呢？審辨「那」在選擇問和正反問中所發揮的功能，其實與是非問的基本用

法相去不遠，可視為是非問句的延伸；而即令「那」見於特指問的用例明顯增

多，亦不代表「那」的功能擴大到兼有「聻」的部分用法（按：「聻」後演變為

現代的「呢」），「那」在選擇問（含正反問）和特指問所表現的語氣調性基本無

異。底下依次按陳述句（例(55)、(56)）、反詰問（例(57)、(58)）、選擇問（例

(59)-(61)）、正反問（例(62)-(64)）、特指問（例(65)、(66)）排列： 

(55) 師父道：「與和不與，不由你那！」（《元刊雜劇三十種•任風子》第

三折） 

(56) 住者！你休言語，我根前下說詞那！（《同上•氣英布》第一折） 

(57) 自古及今，那個人生下來便做大官享富貴那？（《同上•拜月亭》第

三折） 

(58) 將美良川圖子獻與官裡，道的不是反臣那甚麼？（《同上•三奪槊》第

一折） 

(59) 我不曾有片時忘的下俺那染病的男兒，知他如今是死那活那？（《同

上•拜月亭》第三折） 

(60) 大哥，這是冬天那春天？（《同上•汗衫記》第一折） 

(61) 您端的是姑舅也那叔伯也那兩姨？偏怎生養下這個賊兄弟！（《同上•

拜月亭》第一折） 

(62) 可是由我那不那？（《同上•拜月亭》第四折） 

(63) 題起那麗姬，怕那不怕？（《同上•介子推》第一折） 

(64) 順著這夫婦情，忘了養育恩，你這老爺娘恨也那不恨？（《同上•老生

兒》第四折） 

(65) 他道認得咱，不知是誰那？（《同上•介子推》第三折） 

(66) 你今日有爺無爺爭甚那？（《同上•介子推》第三折） 

「那」的主觀論斷意味仍濃，這一點可以從「那」所出現的語句多為判斷句，

帶有判斷動詞「是」得到證明。當兩個或三個判斷句並置形成緊縮的單句形

式，便衍生出選擇問的意味，如例(59)「知他如今是死那活那」，將「是死」與

「（是）活」並列陳詞，即使作為動詞「知」的事件賓語「他如今...」之謂語成

分，仍引申有選擇問的意思。這句話用了兩個「那」各指認一個對比事況，也

可用「那」指認一端，如例(60)「這是冬天那春天」，「那」居前一事項之後，

附帶停頓、稍事調整音節的作用。更有「也那」連用，判斷意味鮮明，如(61)

「您端的是姑舅也那叔伯也那兩姨」，「也那」分置於前兩事項後，也有調節韻

律的效果。至於正反問句，道理亦同。其語義邏輯是將一正一反的對比事況並

列一起，自然引發正面或反面事項選擇其一的理解方式，可看成是廣義的選擇

問句。沒有意外地，我們發現其中語氣詞「那」或「也那」的分布模式與選擇

問句如出一轍。最後兩例特指問句，「那」的功能同樣作為肯認之用，例(65)

「他道認得咱，不知是誰那」的含意是「他說認得咱們，不知是誰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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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所肯認的是「不知是誰」的這一種情況。 

    值得注意的是，《元刊雜劇三十種》有三個例子的「那」並無論斷意味，其

句法分布也與上述用法有別，大抵出現在名詞後，且前頭的詞幾乎都收-n 尾，

「那」應該是相當於現代語氣詞「啊 a」的音變形式，如： 

(67) 頭上雁過，飛禽尚自知寒暑，王粲那，何況你！（《元刊•王粲登樓》

第三折） 

(68) 我子見扯劍出匣，他便揪住頭髮，吃察刀過處，頭落地，苦痛天

那。（《同上•介子推》第三折） 

(69) 枉將他救撥，管他甚富那貧那！（《同上•冤家債主》第一折） 

元代已經出現寫作「阿」的語助詞，多數放在單純詞後作為呼語，太田辰夫

(2003:340)說這應該是現代漢語「啊」的來源之一，如：「哥阿！」（《東堂老》

3）「天阿！兀的不害殺我也！」（《瀟湘雨》0）「好阿！我恰好一夜不曾睡」

（《來生債》1）等例。元代時，「啊」的變體還有記作「哪」、「剌」、「喇」與

「呵」的，例如：22 

(70) 天哪！天哪！火燒的無根椽片瓦。（《元刊•汗衫記》第二折） 

(71) 不剌！你啼哭，你為甚迭？（《元刊•拜月亭》第三折） 

(72) 強如俺佛喇佛喇頭又磕，天呵天呵手又摑。（《元刊•汗衫記》第三

折） 

當然，「啊 a」的變形往往是語流音變所致，當其出現於收 -n 尾的詞後，大都

變讀為 na（記作「那」或「哪」），不過，「啊 a」的音變未必如此齊整，我們也

看到當「a」接於帶唇音聲母的語詞後，衍生出一個部位較近的舌尖聲母，如

「富那」、「不剌」、「佛喇」均然。這樣一個語義貧乏的表情語氣詞「啊 a」，其

變體 na 在明代後期可能與歷史悠久、表論斷義的「那」合流了，23但可以確定

的是，在明代前期專供朝鮮人學習漢語的讀本《老乞大諺解》裡，表論斷義的

「那」仍舊頻繁使用，它和「啊 a」的前身之一「呵」明顯不同：24 

(73) 今後再廝見呵，不是好兄弟那？甚麼？（《老乞大諺解》上冊） 

(74) 偏俺出外呵，頂著房子行那？也索投人家尋飯喫裏。（《老乞大諺

解》上冊） 

(75) 你這般學漢兒文書呵，是你自意裏學來那你的爺娘教你學來？（《老

乞大諺解》上冊） 

「呵」用於句中停頓處，表語氣間歇，而「那」用於反詰問或選擇問，延續六

                                                      
22 轉引自孫錫信(1999:126)。 
23 例(69)「管他甚富那貧那」已表現出這樣的跡象，「那」到底是古用法的「那」，還是「啊」

的變體，著實不好區分。 
24 根據太田辰夫(2003:339-341)和孫錫信(1999:120-124)，「啊」還可能有另一個來源是宋元所見

的語氣詞「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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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以降一脈相承的用法，兩語氣詞界線分明。此後，因為疑問詞「麼」、「呢」

盛行之故，「那」的疑問句例銳減，多保留肯定句的用法，而這種用法漸漸也和

表情語氣詞「啊」的變體「哪」錯雜難辨了。 

4.「那」與「呢」「哩」的分工及晚明以後的「那」 

  承上所述，由於語氣詞「那」在宋元以後又出現特指問、選擇問的用例，

看似與近代另一個語氣詞「聻（呢）」的功能有所重疊，因此不乏學者直指其相

當之處，並認為「那」的消逝與「聻（呢）」的興盛有著高度的相關性。「那」

與「聻（呢）」在近代漢語後期究竟是分工還是競爭的關係？有必要加以釐清。

「聻」又寫作「你、尼、口尔」，獨用時具指示意涵，大多附於名詞性成分或疑

問詞之後，表示特指問；也可用於陳述句，指明某種事實的存在。25一般認為

「聻」即是現代漢語「呢」的前身，大約在元明之際，「聻」的字形轉寫作

「呢」，現代的「呢」亦兼有表示疑問和肯定兩種用法。除此之外，元明之時，

另有記作「裏、哩」的語氣詞與「那」同現在《元刊雜劇三十種》和《老乞大

諺解》、《朴通事諺解》等傳寫漢兒言語的教科書裡，也有必要一併納入討論。

「裏、哩」極可能是「呢」作為直陳語氣詞的另一個來源，呂叔湘(2004a:58-

64)表明唐宋俗語中有「在裡」、「在」、「裡」作為語助詞者，「皆申言之辭，以

祛疑樹信為用」，後來發展成北京語的「呢」，「呢」為「哩」的變形。有鑑於元

代以後是「聻（呢）」、「裡（哩）」、「那」用例最為多元紛呈的時期，茲引用江

藍生(1986:21)對於元雜劇（包括元、明刊本）這些語氣詞的考察作為討論的依

據： 

(一)元雜劇中，「那、呢、哩」三字大致有個分工：即「那」主要用於特指

問句和選擇問句；「呢」主要用於「N＋呢」句和假設問句；「哩」大都

用於非疑問句。 

(二)上面的分工並不嚴格，「那」有時也用於非疑問句，「哩」有時也用於疑

問句，只有「呢」僅出現於疑問句。 

按本文之觀點，「那」為敘實語氣詞，本身並沒有表示疑問的功能，用於特指問

和選擇問乃其延伸用法。「哩」，「以祛疑樹信為用」，也當歸為敘實語氣詞，故

其使用範圍「大都用於非疑問句」，所謂「有時也用於疑問句」，句子的疑問語

氣應是藉由句型、疑問詞或語境來表達，不屬於「哩」的職分。26「哩」與

「那」所表的語氣範疇同是直陳語氣，可以從元刊雜劇《張千替殺妻》第一折

之例：「嫂嫂，咱坟園到那未哩」窺知大概。「到那」和「未哩」形成正反問

句，所透露的訊息是「那」和「哩」各肯認一個對比事象的存在，此即這兩個

                                                      
25 參看曹廣順(1995:152-155)。 
26 檢視江藍生(1986:19-23)、曹廣順(1995:176-177)所提供少數「裏(哩)」用於疑問句的例子，其

句式或為選擇問句、或表示反詰，也有句中出現疑問詞「怎」、「那裡」、「什麼」等，抑或透過

前後語境傳達問詢之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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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詞最為核心的功能。而「聻（呢）」自唐五代起已大舉用於名詞性成分或疑問

詞後表特指問，可能因接收了疑問句的高尾調而成為調值較高的語氣詞，可輔

助表示疑問語氣，是故，在明刊《元曲選》所見的「呢」便「僅出現於疑問

句」。 

  《元刊雜劇三十種》和《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基本上只用「那」

和「裏、哩」，未見「呢」的使用。「那」用於疑問句，「裏、哩」用於非疑問

句，兩者分用不混。27明代以降「那」的用例之所以大幅減少，很可能是因為

專表疑問語氣的「呢」和「麼」蓬勃興起，「那」本身既不表疑問，便難與之爭

鋒，故此敗下陣來。曹廣順(1995:169)統計《老乞大》和《朴通事》兩書，用於

是非問句的「那」共有 8 例，另有 100 例選擇用「麼」；在特指、選擇問中，

「那」用了 17 次，但明代疑問語氣詞「呢」已經開始出現，這個位置很快就由

「呢」占據了。在這兩部書之後不久的同類會話書《訓世評話》，已見不到

「那」的用例。 

  總的來說，北方話在明代中葉以後，便少見「那」的蹤跡，而《水滸傳》、

《西遊記》受南方方言影響的文獻，亦多用「哩」。其他像《儒林外史》、《歧路

燈》等書則使用「呢」或「哩」，直到清代的《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統一為

「呢」（參江藍生(1986:24)簡表），可見「那」似乎一路走下坡，更有人指明清

朝為其結束期。不過，話說回來，「那」畢竟表示論斷語氣，照理不應全然銷聲

匿跡，即便少用於疑問句，其最為核心且基本的肯定用法應當未被完全取代才

是。果不其然，我們注意到孫錫信(1999:170-172)徵引有晚明《西遊記》及《牡

丹亭》之例，「那」或寫作「吶」，應是承古用法： 

(76) 渾家，你却多心吶！（《西遊記》29 回） 

(77) 興箇甚的那？（《牡丹亭•閨塾》） 

(78) 你教我怎生消遣那？（《牡丹亭•肅苑》） 

筆者所揀得的例子有： 

(79) 押司娘道：「迎兒，且莫睡則個！這時辰正尷尬那！」迎兒又睡著，

叫不應。（《警世通言》卷 13） 

(80) 誰說你的不俊來？不俊著就怕的那！（《聊齋俚曲集•禳妒咒》第十七

回） 

(81) 滑玉道：「姐，你說的啥話些。咱兩個一奶吊大，我就白替姐營運。

到明日發了財，我與兩個外甥拿出來…」滑氏道：「我不愛聽那。待

我與你取，你去廚房把鐵锨取來。」（《歧路燈》第四十回） 

(82) 林保三人等喜之欲狂，曰：「可見小人同二老爺想法何如？是騙老爺

不是那？」（《閩都別記》上冊第十一回） 

足見「那」在明中葉以後用例雖少，存在的證據應是不容忽略的。雖說此前的

                                                      
27 參見江藍生(198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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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話小說《兒女英雄傳》不見「那」的使用，但是「哪」的用例卻不在少

數。孫錫信(1999:171-172)表示，該書出現句尾的「哪」有 48 例，其中 43 例用

於 -n 之後，但有 5 例用於非 -n 之後，例句如下： 

(83) 這「據實」兩個字是用不著、行不去的哪！（2 回） 

(84) 渾實著的哪！（7 回） 

(85) 老爺哪！（15 回） 

(86) 這才是我鄧老九的好朋友哪！（21 回） 

(87) 這才叫修了來的哪！（40 回） 

在我們看來，這五例除第三例「老爺哪」的「哪」可能是「啊」的例外音變以

外，其他多為判斷句，論斷色彩鮮明，因此，或可推估自明代《老乞大諺解》、

《朴通事諺解》所見的漢兒言語之後，承古的「那」可能並未退出歷史舞臺，

特別是在北方官話中保留得相對完整，其他官話中偶見，當然這可能還牽涉到

作者個人的用語習慣。28 

  再考察十八世紀的《紅樓夢》，其中帶句尾助詞「哪」的例句只有 9 例，儘

管都接於-n 尾詞之後，似為「啊」的變體，但 9 例中有 6 例都是判斷句式，亦

符合「那」的特點，如： 

(88) 你打諒那個王仁嗎，是忘了仁義禮智信的那個「忘仁」哪！（同

上，第 101 回） 

(89) 鳳姐忙問道：「如今房子在那裏？」興兒道：「就在府後頭。」鳳姐

兒道：「哦。」回頭瞅姫平兒道：「咱們都是死人哪？你聽聽！」（同

上，第 67 回） 

(90) 你到底算寶玉的什麼人哪？（同上，第 116 回） 

試看例(89)的「哪」，便與中古到近代用於反詰的「那」十分吻合。其他三個非

判斷句的例子，或有論斷語氣顯著者，如例(91)；也有表論斷或「啊」之變體

混淆難分者，如例(92)、(93)，可見清代「那」已和「啊」的變體合流： 

(91) 你們這些人原來重玉不重人哪！（同上，第 117 回） 

(92) 他肯替咱們盡孝，咱們也該托托他好好的替咱們伏侍老太太西去，

也少盡一點子心哪。（同上，第 111 回） 

(93) 你少在我跟前嘮嘮叨叨的！你在這裏照看，姑娘丟了東西，你們就

該問哪，怎麼說出這些沒道理的話來。（同上，第 90 回） 

  此外，根據太田辰夫(1991:294,296-297)的統計，清末民初北京話小說《小

額》的句尾詞「哪」共有 89 個，其中前音是 -n 的佔 37 個，非 -n 的卻佔了 52 

                                                      
28 孫錫信(1999:171-172)還調查了清末由日本人編寫的北京話口語教材《官話指南》的「哪」，

在 78 例中有 25 例用於-n 後，另有 53 例用於非-n 之後。觀其所舉用例，有些明顯和論斷有

關，應與宋元的「那」有親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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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值得我們留意。太田認為這 52 個「哪」是「呢」的變音，即「呢」的敘

事用法，表示動作事態的存在不變化，如： 

(94) 姑爺在南城打官司哪。(53.2) 

(95) 少爺還沒回來哪。(45.7) 

諸如此類敘事句確有可能是「呢」加一個「啊 a」所形成的，而且「呢」的前

身可能是早期白話「以祛疑樹信為用」的「哩」。除卻此類用例，我們又發現

52 個「哪」中，有些明確帶有論斷意味，用法也和宋元的「那」極為相似，兩

者之間應有相承關係： 

(96) 額大奶奶說：「咳，您太多心了。我先頭啦也跟您說過，不怕砸銅竇

鐵，只要您大哥出來，比甚麼都要緊。」胎裏壞一聽心裏說：「有勁

兒哪。」（《小額》） 

(97) 事到如今啦，可也真沒法子。是人要緊哪？是錢要緊哪？（《小

額》） 

綜此可知，歷史悠久的「那」在漢語裡應當未曾消失，只是因為與「啊」的變

體或「呢」的音變形式同音而被忽略罷了。如果能確切掌握其語氣性質，並從

歷史脈絡一路留意其語用上的分布，要辨識其隱微的存在似也不甚困難。 

    總結上述研究結果，筆者認為句末語氣詞「那」於中古確實存在，自東漢

時期已有用例。「那」的語源可能是先秦以來句尾助詞「爾」和「也」的合音，

「爾」具指示性語義，用於指示句子所表示的情狀，有突顯句中焦點成分的作

用；「也」字殿後，為表示論斷的語氣詞，它決定了「那」的語氣調性。句尾合

音助詞「那」帶有指認的意味，基本用於表判斷或說明的句式，當其用於對面

稱說對方的交際場合，常因語境所致，衍生詢探以求證實之義，故而形成是非

問或反詰問句。由於「那」是一個口語性的合音成分，不見得廣泛存在於每個

人的語體裡，更何況在中古時期，「那」的使用可能具有方言地域的限制。再加

上，東漢以後言文日漸分離，這恐怕是不易看到這一個口語性語氣詞被紀錄下

來的主因。儘管如此，於漢譯佛經中還是可以發現比較多的例句，只是因為後

人或有不識而將之改寫為「耶」罷了。 

    「那」和「耶」的共通點在於兩者皆有「也」之組成成分，是故前人多認

為兩語氣詞因同義互用，本研究指明「那」和「耶」語氣迥異，前者以敘實為

主，本身不表疑問，而後者卻是個疑問語氣詞。「那」在近代漢語階段用例漸

多，宋元以降更是達到顛峰，使用範圍擴及特指問和選擇問句。明代中葉以

後，由於疑問語氣詞「麼」和「呢」勢力大興，疑問句多用之，「那」的使用版

圖因此銳減。不過，「那」並未完全消失，於北京話中仍見使用，由於和「啊」

或「呢」的音變形式合流，均寫作「哪」，因此在用法上也不是那麼容易區分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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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8 年 2 月 22 日 

                                 

一、 執行國際合作與移地研究過程 

本年度所執行的計畫為「古今漢語句末語氣詞疊加現象研究」，在探索古

漢語句末助詞疊加使用的規則之後，擬將考察對象擴及現代的閩南語，比較

古今句末助詞疊用模式的異同。我們知道，漢語史上好幾個歷史語言層次極

可能保留在閩南方言裡，這從閩南語具有豐富的文白異讀現象便可窺知一

二。由於這樣的考量，本計劃以閩南方言作為古漢語的比較對象。 

臺灣地區的閩南語，由於有 90 年代胡萬川先生所率領之研究團隊，調

查、採集本地的民間文學，取得詳實而豐碩的耆老口語實錄，讓我們在語料

搜集上省去不少工夫。更因為該方言調查泰半以說故事的形式來呈現，故而

訪談人在敘事語體的表現上特別靈活生動，句子末尾語氣詞紛呈，頗值得拿

計畫編號 MOST107－2410－H－003－057 

計畫名稱 古今漢語句末語氣詞疊加現象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郭維茹 

服務機構

及職稱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教授 

出國時間 
 108 年 1 月 26 日

至 108 年 1 月 30 日 出國地點 新加坡 

出國研究

目的 

□實驗 ■田野調查 □採集樣本 □國際合作研究 □使用國外

研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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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觀察研究。 

本計畫亦關注同屬移民區的其他閩南方言，預備拿新加坡閩南語的使用

現況來和臺灣閩南語作對比。在動身前往新加坡進行田野調查之前，本人先

與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潘秋平教授取得連繫。請他先行尋找適當的發音

人，並與之敲定合適的訪談時間。 

由於赴新加坡的航程為四個半小時，扣除往返的時間，我們在獅城停留

的時間約莫為三個完整的工作天。抵達新加坡的隔日，即與潘教授見面，商

討田調的次序、流程與細節，並隨即展開訪查的行動。此回潘教授幫我聯絡

的發音人有四位，以「福建話」和「潮州話」為母語者各半。在新加坡，「福

建話」指狹義的閩南語，屬閩台泉漳片，為當地最通行的閩南語語支；另有

「潮州話」，屬潮汕片，也有一些人使用，如聯絡人潘教授所操持的母語即是

此一次方言。有趣的是，在新加坡「福建話」與「潮州話」可溝通無礙，兩

者互相滲透影響，這種情形在其他地區，如中國或臺灣，較為罕見。另外，

由於新加坡屬多元族群融合的國家，以英語為主要的通行語（「第一語言」），

憲法又明定以馬來語為國語，所以在華人身上所聽聞的閩南語皆已有所變

異，間雜英語和馬來語的詞彙，此為調查新加坡閩南語最鮮明的體會。 

下列照片，首張：與潘秋平教授從事訪問前的沙盤推演；其他四張：與

發音人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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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成果 

本次計畫所關注的語法現象為句末助詞疊用的情形，因此我們在與發音

人訪談的過程中刻意營造讓其形成獨立語篇的訪問環境，比如請他(她)從事生

平介紹，聊及記憶中印象深刻的事，詳述其始末，或者提供幾則傳說或故

事，以這些敘事語體作為我們從事語氣詞分析之參考。初步調查發現，閩南

語的使用以年長者較為流利，所出現的語氣詞亦比較豐富；反之，中年人的

語氣詞較為貧乏，可能因為自小受英語與華語教育之故，能說一口道地的閩

南語已為難事。無論如何，本研究已進行各訪問過程的語音記錄，自新加坡

帶回若干錄音檔案。此外，於當地交通路程中，如遇計程車司機為閩南語發

音者，我們亦以臺灣閩南語與之對談，嘗試側錄其母語使用情形，以擴充可

分析的語言素材。 

  除了面對面的語料採集以外，我們又透過幾位發音人，請他們提供一些

新加坡的方言影視資料作為參考。由於該國於 80 年代禁播方言節目，自 2016

年才首度鬆綁，開始有了本土第一部方言劇〈吃飽沒〉，之後又陸續產出零星

的連續劇或綜藝節目，因此實際取得的方言影視作品僅有以下幾部： 

閩南語連續劇： 

〈吃飽沒〉：共十集 

〈好世謀〉：正熱播，目前已有八集 

閩南語綜藝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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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就好〉：約十集 

〈歡喜就好〉第 2 季：約十集 

〈歡喜就好〉第 3 季：約十集 

〈歡喜就好〉第 4 季：約十集 

在這些方言影音材料中，是否能找到足夠的句末語氣詞疊用現象，和上述四

位發音人的語法表現相互補充或印證，還有待進一步篩選分析。 

三、 建議 

此回田野調查，除收錄漳泉片及潮汕片之敘述語體之外，還帶回方言影

視材料相互佐證，成果不可謂不豐。經過初步觀察，新加坡方言劇及方言綜

藝節目因為多以對話語體呈現，故而其語氣詞的使用大抵比發音人單口表達

的形式更為頻繁生動。不過，美中不足的是，新加坡影視的方言節目雖以泉

漳片的「福建話」最為普遍，卻時常混雜廣東話、潮州話的用語或腔調，因

此在句尾詞的判讀上必須特別小心。尤其拿此類語料和同為泉漳片的臺灣閩

南語進行比較時，更應該考慮到可能有潮州話、廣東話或其他語言滲入的因

素。 

如若，此回的田調資料不足以應付研究所需，則有必要進行第二回的踏

查，甚或尋找其他較為年長的發音人。目前已知「新加坡福建會館」應可提

供適合人選，此為新加坡極為重要的閩籍華人社團，有必要時，將透過潘秋

平教授，再與他們取得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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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次出國若屬國際合作研究，雙方合作性質係屬：(可複選) 

□分工收集研究資料 
□交換分析實驗或調查結果 

□共同執行理論建立模式並驗証 

□共同執行歸納與比較分析 
□元件或產品分工研發 
□其他 (請填寫) _______ 

五、其他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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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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6 日 

                                 

一、 參加會議經過 

    日本中國語學會的年度會議早已行之有年，今年堂堂邁入第68屆，是日本漢語學界的

一大盛事，舉凡漢語的音韻、詞彙、句法、文字等議題都納入會議討論的範圍。按照慣

例，年會為期兩天，首日安排國際著名學者進行演講，次日再分場進行論文發表。本人加

入日本中國語學會已逾十個年頭，除了某一年因有要務在身，不克參與之外，幾乎年年與

會，就個人研究心得與他國學者進行學術交流。此回提交「古漢語的句末助詞『爾』和『耳』-

--『呢』在漢語史中的前世」一文，在分組討論會上獲得京都大學松江崇教授、台灣中研院魏培泉

研究員，以及清華大學連金發教授等人的回應，受益良多。 

二、 與會心得 

    本屆會議首日邀請的講者包括北京語言大學前校長崔希亮和臺灣清華大學蔡維天兩

位教授。崔教授臨行因為出國的限制，未克抵達神戶，改為提交預先錄製好的視頻代替

現場的講演。其研究領域及路數主要為認知語言學，演講的主題為「認知語言學與漢語

語法研究」，剖析近二三十年來認知語言學在中國語言學界所造成的影響。據其表示，

漢語認知語言學的研究包括語言像似性、信息加工與邏輯計算、語法化、有界與無界、

三個世界和三域、韻律語法、不對稱和標記、事件語義等議題，概括性的介紹讓筆者對

於認知語言學有較為全面的了解。 

    蔡維天教授為臺灣形式語法研究的大家，此回的講題是「談漢語的語氣顯著性及其

句法-語用界面研究」，從類型學角度提出漢語的語氣(mood)應是比時態(tense)更為重要

計畫編號 
MOST107-2410-H-003-057 

計畫名稱 古今漢語句末助詞疊加現象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郭維茹 

服務機構

及職稱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教授 

會議時間 

2018 年 11 月 3 日

至 

2018 年 11 月 4 日 

會議地點 
日本神戶外國語大學 

會議名稱 日本中國語學會第 68 屆全國大會 

發表題目 古漢語的句末助詞「爾」和「耳」---「呢」在漢語史中的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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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範疇。其觀點以梅廣(2015)漢語為弱時語言(weakly tensed language)的看法為基礎，指

明漢語不用詞法手段來標示現在、過去、未來等時態概念，而是將分辨重點放在實然

(realis)和非實然(irrealis)的區別之上。這個重擔就落在漢語種類繁多的模態詞(modals)身

上，其類型學特徵就是這類範疇常常以隱性(silent)的形態出現，並可以其顯性分身得到

充分的認證。近年來，形式語法學派將論述焦點轉移到標句詞層(complementizer layer)，

處理包含話題、焦點、知識情態等信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的問題，和語用界面相

對應，與認知語法也有了接口。蔡教授的演講提示了我句調(sentential intonation)的標句

(clause-typing)作用，其功能就和句末助詞一樣，這是我在執行本年度科技部計畫--- 

「古今漢語句末助詞疊加現象研究」時，應當注意的問題。這些句末助詞有些位居標句

詞層，有些位於屈折層，總之都是處於大句子與小句子的交界處，和語氣、時態、言者

中心、示證、評估等用法切實相關。 

    分組發表會令我印象至為深刻的有魏培泉先生「漢語最早的致使結構」和連金發先

生「台灣閩南語『煞』的左緣化:句法與語義互動」兩篇文章。前者主張漢語最早的致使

結構不是加上*s-前綴的綜合式而是由致使動詞和主要動詞組成的[使-VP]分析式，其主要

的根據是藏緬語的致使標記，如彝語中與使動前綴*s-有傳承關係的使動動詞 ʂu33。此一

觀點頗有見地，令人耳目一新，不過，上古漢語帶零賓語的致使結構[使 VP]出現時間較

晚，約在戰國以後，例句亦不多，從漢語文獻較難找到支持其演變過程的有效證據，這

是研究上一個無可避免的難題。連金發教授暢談現代閩南語中「煞」的句法語義表現，

指出「煞」在句法位階上有左緣化的趨勢。從功能範疇階層論的觀點來看，當「煞」充

當動詞，因位居動詞詞組中，可以預測出現在否定轄域裡；而表言談層次或發話者取向

的「煞」佔據標句階層中語勢之上的言談行為層，因此必然出現在否定詞之前。此外，

句末助詞「煞」所表現的主觀估量語義也反映出其位居言談行為層的結構特性。「煞」

的語義句法性質，正符合前一日蔡維天所述的漢語語氣及其句法－語用界面，可以互相

參照，互相發明。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附錄於下。 

四、建議 

    此次會議共有六十多篇論文發表，大會的作法是同時開闢六個會場，讓聽眾穿梭於各

會場之間，自由選聽。這樣的舉措當然能節省會議的時間，但因為時間重疊，容易使人錯

失聆聽他文的機會。尤其對發表者而言，如果感興趣的文章正巧與自已同場次，也就只能

抱憾了。所幸這幾年主辦單位增列了海報發表的項目，於次日議程中統一一個時段，讓聽

者可到每一個發表者面前確實提問，與之交流，充分地把十多張海報看完，這不失為一個

好的彌補之策。 

五、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論文(預稿集) 

 



3 

 

古漢語的句末助詞「爾」和「耳」---「呢」在漢語史中的前世 

郭維茹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一、 前言 

    現代漢語的「呢」兼有疑問語氣詞和陳述語氣詞兩種身份，不少學者主張其前身為近代漢語的「聻」（或

寫作「你」、「口尔」、「尼」），更早的源頭可追溯至上古漢語的「爾」。（王力 1980:454、江藍生 1986:25-26、太

田辰夫 1987:335-337、曹廣順 1995:159）有關「呢」的考源工作，語法學界向來重視近代漢語的研究，在這

部分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相對而言，上古和中古漢語階段則缺乏細膩的考察與較大的斬獲。如王力

(1980:454)所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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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試圖藉由古漢語和魏晉以後的幾條語料填補這

個漫長的空缺，但似乎成效不彰，只能承認「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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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撰述目的即在於疏通從上古漢語「爾」以迄近代

漢語「聻」之間的源流，論證其承繼發展的可能性。 

二、陳述語氣詞 

  據曹廣順(1995:159)考證，「爾」作為疑問語氣詞之例在先秦文獻中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公羊傳》，其

他同期文獻使用得很少，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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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以為若將「爾」僅當作疑問語氣詞看待，的確上古漢語的「爾」絕大多數見於《公羊傳》；假令將觀察範

圍擴及「爾」表陳述語氣的句子，則先秦其他文獻亦不乏其例。西周以前，「爾」幾乎都作第二人稱代詞，很

可能在春秋以後才用來標示「如是」的合音，由此進一步發展為句末助詞。底下，先看陳述句中「爾」的用

法。 

(一) 先秦「爾」的用法 

    表「如是、這樣」義的「爾」在《論語》、《孟子》並不少見，它具有明顯的回指意味，此特色充分體現

在「云爾」一語。「云爾」的字面之義是「言如是」、「說這樣」，經常出現於引語之末，與引語動詞「曰」（或

「謂」等）相關聯，組成「曰＋引語＋云爾」構式，例如： 

(3) 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 

(4) 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孟子‧公孫丑下》） 

(5) 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孟子‧盡心上》） 

「爾」又經常充當構詞成分，類似形容詞或副詞詞尾，派生出「鏗爾」、「卓爾」、「莞爾」、「率爾」等語，用

法同「然」： 

(6) 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論語‧先進》） 

(7) 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孟子‧萬章下》） 

此外，《論語》的「爾」又與「焉」形成「焉爾」詞組，反映「爾」字先秦用法的另一種常態。「焉爾」應表

「於此」之義，「爾」為近指代詞： 

(8)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也。」（《論語‧雍也》） 

(9) 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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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德充符》） 

(10) 前此，則曷為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公羊傳》隱公二年） 

    再看「爾」充當句末助詞之例。「爾」的性質本屬謂詞性指代成分，當其出現句末、表現語氣時，猶帶

「這樣」義，回指前述事況，可視為「虛化的謂語」。（鄧思穎 2016:19） 

(11) 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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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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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公羊傳》哀

公六年） 

(15) 蔡侯鄭伯會于鄧，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公羊傳》桓公二年） 

(16)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運。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公羊傳》襄公十二年） 

(17) 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公羊傳》僖公二年） 

這類用法的「爾」泰半見於判斷句、釋因句或推論句。例(11)句末另出現有語氣詞「也」，「爾」的謂語性質

較為濃厚；1相較之下，例(17)的「爾」附於假設推論句之末，且該句話的口吻既自信又誇大，「爾」非但表有

「這樣」義，當還具有強調的作用，類似於現代的語氣詞「呢」。 

(二) 先秦「耳」的用法 

    「耳」本指聽覺器官，先秦借為標示「而已」的合音，意同「罷了」。「耳」附句尾，雖具有結句的作

用，但跟「爾」一樣，謂詞性仍存，是故其後常帶另一結語詞「矣」，例如： 

(18)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論語‧陽貨》） 

(19)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 

(20) 若夫招近募選，隆埶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翕代張，代存代亡，相為雌雄耳矣。夫是

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荀子‧議兵》） 

古漢語「而已」有止息的意思，屬活動類(activities)事態，多用於敘述句，與完成體(perfect aspect)「矣」組成

「而已矣」，所以先秦可見「耳矣」共現之例。反觀上述的「爾」，表達一種狀態類(states)事態，多用於描寫

句或判斷句，因此先秦未見「爾矣」連用，惟有「爾也」而已（如例(11)）。 

(三) 陳述句「爾」與「耳」混 

    戰國以後的文獻顯示，「爾」與「耳」開始有混用的跡象。下面三例的「爾」表示限止義，通「耳」： 

(21) 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梁之縣糟糠爾哉！（《荀子‧榮辱》） 

(22) 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公羊傳》僖公三十一年）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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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某些結句的「耳」並無「而已」之義，卻比較像語氣詞「呢」，如： 

(24) 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戰國策‧秦三》）  

(25) 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戰國策‧齊四》） 

「爾」和「耳」均為日母字，在先秦分屬脂、之二部。雖然上古之、脂、支三部分立已是不刊之論，但近期

已有學者指出早在春秋、戰國時期，這三部便呈現合併的趨勢，反映方言地域特色。（邊田鋼、黃笑山

2017）先秦文獻所見「爾」、「耳」混同的跡象可能起於個人方言，然勢不可擋，漢代以後，原本應作「爾」

的，多改為「耳」，可比較下例： 

                                                      
1 這種「爾」的謂語性質大致相當於下列例句的「然」：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孟子‧離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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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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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苟與人異，惡往而不絀乎？猶且絀也，寧故國耳。（《新序‧雜事三》） 

這兩例的「爾/耳」都可用現代的「呢」加以對譯。 

  再看《史記》。《史記》「爾」和「耳」的使用比相當懸殊，「爾」大抵襲用《論語》之言，語句稍有出

入，如例(3)「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在《史記》中作「由，

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另有將《論

語》「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的「喟然」改作「喟爾」等等。如此有限的用例顯示「爾」在上古末期已

趨式微。相對來說，「耳」卻是《史記》經常使用的語助詞，並且慣見於口語對話中。其用法除了表示「而

已、罷了」之外，另有許多例句顯然無法用該義項予以解釋，如： 

(28) 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

善耳。」（《史記‧淮陰侯列傳》） 

(29) 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史記‧淮陰侯列傳》） 

(30) 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

侯曰：「…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史記‧留侯世

家》） 

(31) 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史記‧秦本紀》） 

(32) 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史記‧淮陰侯列傳》） 

這些「耳」的句法分布類於「爾」，多處在判斷句或推論句（含釋因用）末尾，所表現的語氣像「呢」，尤其

例(32)有副詞「乃」（猶「才」）與之共現，「耳」的語氣當較為強些。除此之外，《史記》還有若干例句的

「耳」可用「爾」或「然」予以替換，意表「(如)…這樣」或「(如)…的樣子」，是一種描狀類的用法： 

(33) 豹謝曰：「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

也，吾不忍復見也。」（《史記‧魏豹彭越列傳》） 

(34) 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史記‧項羽本紀》） 

這種例子，若語氣強烈一些，「耳」也就像「呢」。 

    中古時期，「爾」大部分作謂語使用，也有充任語氣詞者，然整體觀之，還是以寫作「耳」為多： 

(35) 王大將軍當下，時咸謂無緣爾。（《世說新語‧方正》）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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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欲食，輒投水中，即成醋爾。（《齊民要術》卷八）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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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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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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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公笑顧眾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者，吳松江鱸魚為膾。」放曰：「此易得耳。」（《搜神

記》卷 1）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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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煮烏豆汁，熱洗五度，即差耳。（《齊民要術》卷 6） 

(44) 大率中分米：半前作沃饙，半後作再餾黍。純作沃饙，酒便鈍；再餾黍，酒便輕香：是以須中半

耳。（《齊民要術》卷 7） 

(45) 我等長者，如何便得率爾而去？當設方便，嚴駕出遊，因此微行，乃可得耳。（東晉竺道生《彌沙塞

部和醯五分律》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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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由治病故，大得供養。諸比丘尼呵言：「此非出家法，此是醫師耳。」（東晉佛陀跋陀羅《摩訶僧祇

律》卷 38） 

(47) 與我象牙作床者，我能活耳；若不爾者，我不能活。（元魏吉迦夜共曇曜《雜寶藏經》卷 3） 

「爾」、「耳」作語氣詞使用，散見於具白話性質的文獻，尤其經常出現在對話之中，可謂某種程度地體現了

當時的口語實況。 

三、疑問語氣詞 

    疑問句中的「爾」也有和「耳」混用之例，這種情形或許也可追溯至秦漢以前，例如： 

(48) 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如耳？（《戰國策‧齊策》） 

「耳」同例(1)「何異爾」的「爾」，頗像現代的疑問語氣詞「呢」。此後，直到六朝時期，特指問句和正反問

句的語氣詞亦常用「耳」，少數為「爾」，如：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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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韓氏有才識，濤未仕時，戲之曰：「我當作三公，不知卿堪為夫人不耳？」（劉孝標注《世說新語‧

賢媛》） 

(51) 上每歎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於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

耳？」上大笑而不責也。（《古小說鉤沉‧漢武帝故事》） 

(52) 劉道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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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物謂之然，彼自不然，何足以然耳？（後秦僧肇《肇論》） 

這些例的「耳/爾」，句中均有其他表示疑問的語詞，抑或句式本身即是反覆問或選擇問，「耳/爾」未必負擔致

疑的功能。試看下例，同為「何如耳」的「耳」表達的是述實口吻，而非疑問語氣： 

(54) 客退後，乘曰：「觀此人神色非實求錢，將以觀和上道德何如耳。」（梁慧皎《高僧傳》卷 4） 

據此或可推求，「耳/爾」的本用當非表示疑問，之所以衍生此一用法，應是由於句尾表疑問的語調附在

「耳」上，使得「耳」的聲調起了變化，表有疑問語氣，便與原調型呈現分工的態勢。這一點和現代語氣詞

「呢」表述實和表疑問聲調迥異是一樣的道理。最後，還須補充的是，在上古及中古漢語，另有疑問語氣詞

「邪」、「耶」與「爾/耳」的功能有所重疊，且其勢力強大，使用範圍普及，終究壓縮了「耳」的生存空間。 

四、唐宋以後的承繼 

    「爾/耳」語氣詞到唐宋以後可能為南方方言所承繼，幾乎僅存於禪宗語錄，大部分改寫作「聻」，也有

記為「你、口尔」或「尼」的。「聻」字从「耳」，明顯與六朝的「耳」有關；「你、口尔」从「尔」，也與「爾」

相連繫，茲舉陳述句和疑問句之例以見一斑：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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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源崇岳禪師語錄》，續藏經，卷 12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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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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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只今起者便是心，心用明時更何你？不居方，無處覓，運用無蹤復無跡。（《祖堂集》卷 14） 

這些用法大致流行於南方，約莫於元代前後改寫作「呢」。「呢」較為大量出現的時間始於明朝，主要集中在

具吳語方言特點的《西遊記》和《三言》、《二拍》裡。呂叔湘(2014:42)認為北京語的「呢」即「哩」之變

形，「哩」又源於「在裏」。此說應有道理，不過，現代漢語「呢」的來源或許較為複雜，不拘一格，可能也

有受到南方方言影響的因素在裡頭。「哩」和「聻」兩系性質不同：前者與空間指示詞有關；後者出於事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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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詞。這兩種來源，「呢」或許皆兼而有之。 

 

引用文獻：王力，《漢語史稿》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日)太田辰夫著，蔣紹愚、徐昌華譯，《中國語歷史文

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 年。江藍生，〈疑問語氣詞「呢」的來源〉，《語文研究》1986 年第 2 期。呂

叔湘，〈釋景德傳燈錄中在、著二助詞〉，《漢語語法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曹廣順，《近代漢語助

詞》，北京：語文出版社，1995 年 6 月。鄧思穎：〈漢語語氣詞的謂語功能〉，收入丁邦新、張洪年、鄧思穎、錢

志安編：《漢語研究的新貌：方言、語法與文獻》，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6 年。邊田鋼、黃笑山〈上古後期

支、脂、之三部關系方言地理類型研究〉，《浙江大學學报》(人文社會科学版), 2017,48(4): 140-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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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請於其他欄註明專利及技轉之證
號、合約、申請及洽談等詳細資訊）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200字為限）
已投期刊，等候審查結果。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
（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500字
為限）
本研究從探索語源著手，論證中古語氣詞「那」形成的正當性，嘗試解決學界
存在已久的爭議。同時，整合「那」的各式用法，以確立其語氣性質，並完整
梳理「那」的歷時流變，為此議題作出平實而詳盡的論述。

4. 主要發現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說明：（以150字為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