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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前人幾乎都將兩漢史書中的「云」視為致疑之用的句末語氣詞，本
研究一反過去的說法，主張「云」是個組織語篇段落的言談標記。
它絕大多數見於史傳，表「如此」義，猶具謂詞性代詞的特性，故
與史傳的記述性質相合。另外，本研究又觀察近代漢語另一言說動
詞「道」的用法，發現「道」非但可作為標補詞
(complementizer)，亦可作為連詞和副詞的後附成分，與現代北方
話「說」的用法非常相似，可見「道」在近代應不只是書面語的成
分，還具有口語基礎。

中文關鍵詞： 云、言談標記、言說動詞、道、標補詞

英 文 摘 要 ： Often attested in the Han-time historical records, yun has
long been taken to be the clause-final marker of
uncertainty. However, the present study refutes such an
argument and argues instead that yun was a discourse marker
coding textual situation. As a discourse marker with the
core meaning ‘(like) this’, yun retained its status as a
predicative pronominal; this explains why yun prevailed in
the Han-time historical records, for the functions of a
predicative pronominal catered well for the narrative
nature of historical record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the pre-modern verbum dicendi dao could
either serve as a complementizer or attach to the back of a
conjunction or an adverb; this suggests that pre-modern dao
closely resembles shuo as seen in modern north dialects in
various usages, and that the use of pre-modern dao was not
confined to written language—in fact, it was pervasive in
vernacular language as well.

英文關鍵詞： yun, discourse marker, verbum dicendi, dao, complementi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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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言說動詞的語法化廣泛見於世界上許多語言，也反映在漢語的共時和歷時語

法。本研究擇取古漢語的兩個言說動詞「云」和「道」，從事其語法化歷程與虛

化用法的探討。這兩個語詞所流行的時代差距頗大，「云」為上古文言的用法，

「道」則在近代漢語中有較多的語法化表現。就其語法或語用功能而論，也讓我

們看到言說動詞不同的發展走向：「云」朝向言談標記演化；「道」循著動後標補

詞(complementizer)的目標一路前行。言說動詞演變為標補詞是世界上許多語言常

有的演化，至於言說動詞充當段落結語詞的用法則較少被述及，可為這方面的研

究作一個適當的補充。言談標記「云」的相關研究成果已正式發表在《臺大中文

學報》第六十二期（2018 年 9 月），頁 203-238。 

 

二、研究目的 

早在一個世紀以前，馬建忠(1983:156)即已指出古漢語語已詞「云」的作用

在於「重述其所聞或重述其所見」，「『云』殿句尾者，重述前言也。故述人口氣

皆以『云』字為煞者，猶云『以上所述有如此』者」，其說可謂精確掌握「云」

的語義內涵，可惜此一卓識在過去甚少受到關注。近期學界大多以「致疑」或

「不確信」看待「云」所表達的語氣及其功能，就筆者觀察所及，此說無法完

全照應兩漢史籍中的「云」字句，對若干類型的例句缺乏一定程度的解釋力。

本研究傾向支持魏培泉(2012)在國際漢學會議所提出「云」作為言談標記

(discourse marker)的看法，這樣的觀點正好與馬氏《文通》遙相呼應，不過，魏

文的撰述旨趣並不在此，無論「云」的語法化過程或細部使用情形，均缺少著

墨，而這便是值得補充探討的地方。是故，本研究的目標即在於闡明「云」如

何由言說動詞的身份逐步衍生出構組篇章的語用功能。 

關於近代漢語的「道」，已有學者明白點出其充任子句賓語標句詞(object 

clause complementizer)的功能，這個看法頗有理據，但是「道」所搭配的核心動

詞遠多於目前所披露的那些種類；且「道」所附搭者，並不只限於動詞，還有

其他詞類，看來「道」的虛化表現，實非子句賓語標句詞即可概括。因此，本

計畫另以「道」為研究標的，確實地依歷史脈絡爬梳「道」的流變，分析其與

核心詞的組合情形，從而推究其演化機制。相關想法曾撰文於「第一屆中研語

言學論壇」（中央研究院語言所主辦，2018 年 4 月 20 日）發表，獲得許多回

響，對目前業已進行的文章修改工作多所裨益。 

 

三、文獻探討 

 就言說動詞的歷時演化而言，過去學界關注的焦點多在近代漢語的「道」

和現代漢語的「說」，投入上古漢語「云」的研究者相對較少。「云」的語法化

固然還有許多足以著墨的空間，「道」的發展至今亦未為確論，以下分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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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道」既有的研究成果。 

(一) 云 

 截至目前為止，有關「云」的研究專文有谷峰(2007)和張赬、崔越(2017)，

兩者在研究對象的取捨上呈現互補情形。就傳統訓詁學所謂「云」作「發語

詞」、「語中助詞」和「語已詞」而言，谷峰(2007)針對「云」充當語已詞（該

文稱之為語氣詞）之例探討其形成經過及詞義引申模式；張赬、崔越(2017)則

是以《詩經》為考察範圍，結合「曰」、「言」、「云」三個言說動詞析論其語篇

功能，有關「云」的闡述側重於「云」在句中、句首及段首的用法（相當於

「語中助詞」和「發語詞」）。句首和句中的「云」在研究上恐有先天的困難，

其例泰半見於《詩經》，不易尋求印證，故不屬本計畫的討論範圍。 

 谷峰(2007:231)於文章之始，引述南宋洪邁《容齋續筆．卷七．遷固用疑

字》的說法：「予觀《史》、《漢》所紀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

或曰『焉』，或曰『蓋』」，例如： 

(1) 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

子自帷中望見焉。(《史記‧孝武本紀》) 

據此，谷文歸結：一，語氣詞「云」在兩漢時期（特別是史書裡）相當常見；

二，它常表達一種不確信、不肯定的語氣。就這兩個意見而言，前者確實無

誤；後者仍須商榷。以今日眼光觀之，洪邁將「云」與「若」、「焉」、「蓋」混

為一談有欠妥當，例(1)「天子自帷中望見焉」的「焉」當具指代性質，複指前

句所述「王夫人及灶鬼之貌」，而「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一

句，儘管使用推估義的情態副詞「蓋」，句末的「云」未必就是表不確定的語氣

詞，可能另有其他用途。至於「云」為何多見於《史記》和《漢書》，也是個值

得思索探究的問題。 

    「致疑」之說，現代學者另有王克仲(1998:99)提及：「『云』字綴於句末，

表示上所言為未確之辭，多屬傳說、或然、擬測之語」；洪波(2005:187)也表

示：「『云』作為語氣詞表示一種不能肯定的語氣，有『據說如此』的意思，因

此常與副詞『蓋』配合」，並且推判語氣詞「云」係由表示「說」、「如此說」的

動詞虛化而來。王克仲與洪波的見解大致可據，但是「云」可能僅在表示傳聞

的情況下，隱含未確之義，其他用法未必能做如此分析。後來，谷峰(2007)承

續前人的意見，進一步為「云」構擬出一條虛化路徑：「言語義→轉述義→聽說

義→不置可否義→不確信義」，論證細緻，但結論恐怕未能直指問題核心，確實

揭櫫「云」的功能。據其表示，「聽說」義的「云」屬非親見示證範疇(non-

visual evidential)，轉述的內容都是說話人未親歷、親見的事。就我們所知，表

示證的成分基本上都是針對一個命題標明其信息來源，如果「云」是個位於句

末的助詞，那麼這樣的說法應可成立；倘或「云」所屬的單位並非單一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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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云」或許就不是典型的示證成分，應作其他分析。另外，谷文從「聽說」

義推導出「不置可否」和「不確信」的詞義引申模式，對於若干用例亦缺乏一

定程度的解釋力，譬如： 

(2) 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

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

云。（《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3) 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

教；楚有尸子、長盧；阿之吁子焉。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

書，故不論其傳云。（《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例(2)出自《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末尾「太史公曰」一段，為論贊語體，傳

達史家個人濃厚的主觀評價；例(3)乃是司馬遷自述其為文時，內容裁剪取捨的

問題，這兩例的「云」理應不會表現「不置可否」或「不確信」的態度。 

  魏培泉(2012)從漢語語法史的角度論述「說」類動詞的興替，就上古漢語

階段，擇取三個常用的說類動詞──「曰」、「云」、「言」進行用法上的甄別。據

他指出，「云」義如「這樣說」，主要有作為引語動詞和指代上文所言之事兩種

用法。「云」置於言談之末，可視為言談標記，表示所述之事為傳聞，可信度或

細節待考。此說與前人意見雖有部分重疊，卻避免掉過度推衍的疑慮，而且

「云」由引述功能轉化為言談標記，的確適合說明「云」經常出現於一段話或

故事終結處的語篇現象，如： 

(4) 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

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毋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

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錦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

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麃過，上自射之，因以

祭云。（《史記‧孝武本紀》） 

(5) 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

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漢書‧西域傳上》） 

此為「云」居言談之末，表有傳聞意含的例子，然而言談標記「云」是否都千

篇一律地附在傳聞之後，有必要再就語料作番澈底的觀察。再者，「云」的語義

若皆如「這樣說」，就例(4)來看，「云」位處語篇脈絡之中，顯然並非引語動

詞，則「云」究竟又該如何以「這樣說」加以解釋？此外，該文於附注中否定

「云」僅作指代之用：「有的句末『云』傳統釋為『如是』，這是分析為代詞

了。但『云』只用在指代一段話或故事，看來不只是單純的代詞。」此一詮

解，亦有見地，然根據筆者調查，「云」充當言談標記時，不盡然表示所述之事

皆為傳聞，某些「云」所帶的「說」義相當隱微，幾乎只突顯「如是、這樣」

的語義特徵，這一點與魏文說法頗有出入，必須舉例詳加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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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道 

過去，劉丹青(2004)已明確指陳「道」具有標示子句賓語的功能，以宏觀

的類型學視角說明「道」的核心標注性質，為漢語標句詞議題作出了前瞻性的

貢獻。這篇文章從歷時觀點分析「道」的語法化過程，論證詳細，但仍有一些

細節必須再行求證。舉例來說，文中指出六朝時期的「道」僅能單獨充當謂

語，而不能用在其他言說動詞後，屬於發展過程的第一階段。事實上，中古語

料顯示當時已有「推問道」、「作惡語道」、「言道」、「云道」等例，換言之，

「道」的演進已臻至文中所謂第二階段和第三階段，各相當於引語動詞或引語

標記的用法。再者，該文述及「道」的搭配面擴大，直到南宋以後始見書寫動

詞、思惟動詞加「道」的用例，分別代表「道」字語法化的第四階段和最終階

段。如果細察近代文獻，將會發現「道」與思惟動詞結合早見於唐代敦煌變

文，而「寫道」的組合恐不具有標誌語法化進程的意義，不宜安置在「說道」

與「思惟道」之間代表第四階段。其原因除了「寫道」的出現時間比「思惟

道」相對為晚之外，還因為「寫道」的「道」與「說道」的「道」或有隱喻延

伸(metaphorical extension)的連繫，可歸為一類。整體來看，劉文考究某些

「道」的用法，將其使用時間推求地過晚，連帶地影響了語法化路徑的分析，

因此「道」的歷時演化之重新描寫確有必要。 

    其實，「道」作為標補詞的顯例並非「思惟道」而已，它與動詞的結合面遠

大於此；而且，據筆者觀察，「道」除了後附於動詞，發展為劉丹青(2004)所述

的子句賓語標句詞(本文概以「標補詞」稱之)以外，「道」所搭附的詞類又擴及

連詞和副詞等功能性詞類，這是過往未曾被注意到的現象。那麼這些「道」應

如何指述？是標補詞，還是構詞成分？都有待進一步討論。 

 

四、結果與討論 

(一) 云 

    本計畫旨在探討古漢語「語已詞」「云」的形成經過及其使用情形，由此推

定「云」充當言談標記，具有終結語段的語篇功能。「云」在虛化之前，雖屬

「說」類動詞，然其本義並非表示單純的言說動作，而是帶有指示性質的引述

動詞，此乃「云」與先秦其他「說」類動詞最大的差異所在。「云」從指示性引

語動詞轉變為言談標記，其間的語法化程序頗為簡捷，不如前人所述的複雜，

可描繪如下： 

  引語動詞（這樣說） 

  引語標記（這樣(說)） 

  言談標記（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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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其語法化進程各舉兩例以為代表： 

「引語動詞」 

(6)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

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 

(7) 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

我而已，大國何為？」（《左傳》桓公六年） 

「引語標記」 

(8)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萬章

下》） 

(9) 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

亦不然矣。（《墨子．非命中》） 

「言談標記」 

(10) 是時上求神君，捨之上林中蹄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

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

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

云。（《史記‧封禪書》） 

(11)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

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

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史記•匈奴列傳》） 

考察「云」語法化的成因，包括句法位置改變、重新分析、語境影響，以及詞

義變化等。就歷時發展來看，「云」在先秦時期只演化到引語標記的階段，到了

西漢時期，「云」充任言談標記的用法始臻成熟，這又體現出語法化的單向性與

漸變性之特徵。（Brinton & Traugott 2005:136-140） 

    本計畫側重於考究「云」的語義演變，從其虛化歷程可以看出，「云」原有

的兩個語義徵性[+說]和[+指示]，在不同的句法或語篇環境中起了微妙的變化：

當它附於引語格式「曰『…』」之後，「云」的說義因為與「曰」重複之故相對

弱化；一旦前面的搭配成分改為傳聞或事情的敘述，則「云」的說義徵性又進

一步泛化，甚或消隱，僅以「如此、這樣」的指示性意義標示一段話的終結。

過去，已有學者道及「云」表示「這樣說」或「如此」，然而從未有人將「云」

的這兩種用法放在歷史脈絡中處理，本研究的價值即在於從歷時視角清楚剖析

「云」從「這樣說」轉化為「這樣」義的來龍去脈。而「云」因為具有鮮明的

謂詞性指代特徵，所以多見於史傳文類。前輩時賢早已注意到「云」為《史

記》、《漢書》常用語的事實，可是若不從「云」的「如此」義加以思索，終究

無法解釋何以「云」少見於其他古漢語文獻。其中的關竅應是「云」的語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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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與史傳「記述」體的篇章環境相容不悖，置之於末，可為語段作個適當的收

尾這樣。 

(二) 道 

    「道」在上古漢語已作言說動詞使用，表有「談論、稱道」之義，所帶的

內容賓語多以名詞組體現，時而省略，例如： 

(1)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毛詩‧鄘風‧牆有

茨》） 

(2) 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論語‧季氏》） 

自東漢以降，「道」即出現在與言說行為有關的動詞或動詞組後，這時候「道」

的語法功能究竟是引語動詞還是引語標記，恐不易截然劃分。大致說來，若

「道」之前表示言說的動詞(組)並無引述功能，則由「道」擔負此職，「道」為

引語動詞(quotative verb)，如： 

(3) 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長大有

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有此事不？」向對曰：「皆

不然。」（《風俗通義•孝文帝》） 

(4) 吳郡張茂度在益州時，忽有人道朝庭誅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遂傳

之紛紜，張推問道：「造言之主，何由言此？」荅曰：「實無所承，恍

忽不知言之耳！」（《古小說鉤沈‧幽明錄》） 

如果其前的動詞(組)即可引述言談內容，並且「道」之存在與否並不影響語句

的可接受性，則「道」應視為引語標記(quotative marker)，如： 

(5) 告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

是問，故言道：「是。」（吳‧支謙《撰集百緣經》卷 10） 

(6) 爾時一切諸比丘等，傳聞此語，云道：「世尊為彼長老摩尼婁陀，以

綖穿針。」（隋‧闍那崛多《佛本行集經》卷 59） 

    唐代以後，為「道」語法化演變最為快速、劇烈的時期。「道」一方面從

後附於引語動詞後的引語標記，進一步又後附於心理動詞、感官動詞、情態動

詞之後，從而轉化為相當於子句賓語標句詞（即標補詞）的成分；另一方面，

「道」也與連詞或副詞形成「X 道」格式，具詞彙化傾向，如「若道」可用於

引介主題(topic)或引領假設偏句。「便道」、「便做道」、「更做道」、「更則道」

表「即使(即便、縱使、縱然、就算是)」義，用於讓步偏句。以下，就這兩方

面的發展分別舉例說明。 

1. 由引語標記發展為標補詞 

    唐代以後有「說道」、「報道」、「問道」等新興的用例，與中古的「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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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道」是同類型的組合，這應是語法化的類推(analogy)機制使然。因為類推

之故，許多不同種類的動詞自此紛紛進入與「道」配搭的行列： 

A. 引語動詞＋道 

(7) 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明律藏，重作輕說，說輕為重，有根之人說作

無根，無根之人說道有根，應懺悔者說言不懺，不應懺悔者強說道懺

悔，故入地獄。（《法苑珠林》卷 92） 

(8) 煩君想我看心坐，報道心空無可看。（白居易〈酬錢員外雪中見寄〉） 

B. 心理動詞＋道 

b.1.1 心理行為動詞 (認知類) 

(9) 平日只管瞞人，爭知道今日自瞞了也。（《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 

(10) 覺道近來全俗了，略無一語及梅花。（《宋百家詩存》王琮〈旅興〉） 

(11) 那婆婆開放門，便著手來接這兒子，將為道兒子背上偷得甚底物事了

喜歡，則見兒子背著一個婦女。（《警世通言》卷 37）（「將為」義同

「以為」） 

b.1.2 心理行為動詞 (思惟類) 

(12) 於是我佛菩提樹下，整念思惟道：「他外[道]等總到來，如何准擬？」

（《敦煌變文集新書》卷 3） 

(13) 太子生下瑞靈顏，諸臣猜道是妖奸。臣請大王須除棄，留存家國總不

安。（《敦煌變文集新書》卷 3）1 

(14) 夜深也，咱獨坐，誰想道人瞧破！呀，早將我這佯狂敗脫。（《元曲

選．賺蒯通．第三折》） 

(15) 某自五六歲，便煩惱道：「天地四邊之外，是什麼物事？」（《朱子語

類》卷 94）  

b.2 心理狀態動詞 

(16)鞍馬鬧裝光滿路，何人信道是書生。（白居易〈和高僕射〉） 

(17)何處旛花，忽相導引，莫是天宮迎赴齋？又疑道向毗耶城裏，講席初

開。（劉克莊〈沁園春〉） 

(18)淅淅蓼花風，怪道曉來淒測。（趙長卿〈好事近〉） 

(19)且如役法，當時只怕道衙前之役，易致破蕩。當時於此合理會，如何

得會破蕩？（《朱子語類》卷 130） 

(20)有一日受法餐刀正典刑，恁時節錢財使罄，人亡家破，方悔道不廉

能。(〈陳州糶米〉劇一) 

C. 感官動詞＋道 

                                                      
1 此例的「道」表「說」義或無義，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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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聞道向北巡禮有五臺山，去此二千餘里，計南遠北近。又聞有天台

宗和尚法號志遠，…。（《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 2） 

(22)阿你不見道：男兒十四五，莫與酒家親。君不見生生鳥，為酒喪其身。

阿你即道：茶喫發病，酒喫養賢。即見道有酒黃酒病，不見道有茶瘋

茶顛。（《敦煌變文集新書》卷 7） 

(23)聽道，賣花聲過橋西，奇葩爭巧。（《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張協狀

元》） 

(24)倒騎牛兮入佛殿，入黑漆桶裏去也。須是爾自騎牛入佛殿，看道是

箇什麼道理。（《佛果圜悟禪師碧巖錄》卷 9） 

「聞道」在唐代頻繁使用，「見道」亦出現於此時。「見」原為視覺動詞，在唐

代常表聽聞義，如「世人見我恆殊調，見余大言皆冷笑」（李白〈上李邕〉）、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鳥」（杜甫〈杜鵑行〉）。「道」居聽覺動詞

後，或有表示言說義的可能，即「聞某人道：…」，不過，因考量至晚在宋代已

有「看道」後帶疑問子句賓語之例（例(24)），則「感官動詞＋道」的組合或許

即由聽覺動詞開始，「聞道」、「見道」、「聽道」的用法類似於“I heard that he 

would come here later on.”的“heard that…”。 

D. 情態動詞(modal verbs)＋道 

d1. 動力情態(dynamic modality) 

(25)顏子甚年少，孔聖同行藏。我年過顏子，敢道不自強。（盧仝〈冬

行〉三首之三） 

(26)不肯道甘負守分，都則待僥倖成家。（鄭延玉〈看錢奴〉第一折） 

d2. 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 

(27)您不合閒焦，看我面也合道是耽饒。（武漢臣〈老生兒〉第二折） 

(28)須著隨處照管，不應道這裏失了，後面更不去照管。（《朱子語類》

卷 24） 

(29)「進德修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須是如此，業卻須著居，修業

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面，便是居。不成道修

些箇了，便了。（《朱子語類》卷 69） 

d3. 認知情態(epistemic modality) 

 (30)舊嘗問學佛者，「傳燈錄幾人？」云「千七百人」。某曰：「敢道此

千七百人無一人達者。果有一人見得聖人『朝聞道夕死可矣』與曾

子易簀之理，臨死須尋一尺布帛裹頭而死，必不肯削髮胡服而終。

是誠無一人達者。」（《河南程氏遺書》卷 1） 

(31)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緦麻之

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腳長，一腳短，不解得平。如所

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朱子語類》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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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32)他做了許多年數，剋剝的私房，必然也有好些，怕道沒得結果？

（《醒世恆言》卷 35） 

這些用例清楚呈現情態動詞的多義特性，「敢」既可表示動力情態，又可表示認

知情態；「不成」兼涉義務和認知兩種情態，意同「不行、不可以」或「難道、

難不成」之反詰義。情態動詞後接謂詞性賓語，亦用「道」來標誌其賓語從

句，「道」並非句子裡的必要成分，如例(25)「我年過顏子，敢道不自強」出自

中唐盧仝之詩，「敢道」一語雖可釋為「敢說」（「道」表言語行為），但這個

「道」實可略去，強調豈敢不自強的意思，故而本文將之列為「情態動詞＋

道」的首例。倘若這樣的分析符合當時的語言現實，則近代漢語初期，準標句

詞「道」非但附加在心理動詞和感官動詞之後，亦由此擴及情態動詞。 

E. 判斷動詞(繫詞)＋道 

(33)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地，卻要起甚樓臺，就上面添一層，又添一層，只

是道新奇好看，其實全不濟事。（《朱子語類》卷 122） 

(34)這是已得此心，方可做去；不是道只塊然守得這心便了。（《朱子語

類》卷 59）  

南宋例句顯示「道」甚至可以和意義更為抽象的繫詞連用，足見「道」的組合

對象益趨多元，此為語義泛化的具體表徵。就一般標準而論，搭配感官、情態

動詞，甚或繫詞的「道」即可視為標句詞，好比 Chappell(2008)主張臺灣閩南話

的言說動詞「講」已真正發展為「小句標句詞」，而四縣客家話的「講」僅發展

至「準小句標句詞」的階段，其判別依據便是：前者搭配言說動詞、認知動詞

之外，還可搭配一般動詞；後者僅能與言說或認知動詞共現。此前，鄭良偉

(1997:123-124)已論及臺閩語「講」所搭配的動詞類型包括「說話類」、「詢問

類」、「認知類」、「發現判斷類」和「想像類」動詞，據此即稱呼「講」為「子

句結構標誌」。這些分析，大抵反映學界對於漢語標補詞的認定是採取比較寛泛

的標準。如果這樣看待的話，即使不將上述搭配引語動詞、心理動詞的「道」

視為標補詞，其他搭附在感官動詞、情態動詞、判斷動詞後頭的「道」都具有

相當於標補詞的功能了。 

2. 「X＋道」 

A. 連詞＋道 

「若道」 

(35)若道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今形骸凋瘁，看即

下世，一切為空，何第一之有？（《唐語林‧企羨》） 

 (36)隴上悲雲起，曠野哭聲哀，若道人無感，長城何為頹？（《敦煌變

文集新書》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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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天豈無情！天若道有情亦老。（陳三聘〈滿江紅〉） 

例(35)「若道」引介主題，可視為主題標記。例(36)、(37)「若道」作為假設連

詞，用於一般假設複句的前一分句，義同「如果說」。董秀芳(2003:53)指出現代

漢語的「如果說」是詞彙化的結果，近代漢語的「若道」應當也有詞彙化的傾

向。原因有二：首先，可比較具主題標記功能的「若道」，其語義為「若」(如

果)與「道」(說)的加總，語法單位應分析為詞組；而用於條件句的「若道」卻

側重於「若」義的表達，「道」的語義無足輕重，是以「若道」如非詞彙，即處

於降級為詞彙的過程當中。再者，觀察「若道」的句法分布，正如同現代漢語

的假設連詞「如果」一樣，不僅能出現於句首，亦能置於主語之後（如例

(37)），是一個內部結合緊密、相對能夠自由活動的詞彙單位。 

「便道、便做道、更做道」（＝就算說） 

(38)我有萬夫不當之勇，便道那廝們全夥都來，也待怎生！只與我好生

喂養這疋馬。（《忠義水滸傳》第 57回） 

(39)便做道人生在世有無常，也不似俺一家兒死的來忒枉。（李壽卿

〈伍員吹簫〉第一折） 

(40)更做道見職官，俺是個窮儒士，也索稱詞。（關漢卿〈蝴蝶夢〉第

一折  ） 

「便」、「便做」、「更做」等連詞本身已表有「縱然、即使」義，「道」在這裡可

以刪略。「便道」相當於現代漢語的「就說」，董秀芳(2003:52)即以「就說」為

讓步連詞之例。就出現時間而論，「便道」、「便做道」、「更做道」的使用年代明

顯比「若道」晚了許多，不排除為結構類推作用下的產物。 

「況道、何況道」 

(41)此情勞夢寐，況道雙林遙。（儲光羲〈重寄虯上人〉） 

(42)當日那伯道無兒，似這等古人也乏嗣，何況道是小生我這些箇絕

繼。（施仁義〈劉弘嫁婢〉劇二) 

「道」又附著於遞進連詞「況」、「何況」之後，引領遞進複句的後一分句。「況

道」、「何況道」應也有詞彙化的傾向，類似於現代漢語的「更不用說」或「更

別說」（董秀芳 2003:52）。 

B. 副詞＋道 

「唯道／不惟道」 

(43)佛道此女前生，曾供養辟支佛。雖然供養，唯道面醜。（《敦煌變文

集新書》卷 4） 

(44)不惟道生得箇龐兒美，那堪更小字兒稱愜人意。（〈董西廂〉） 

「幾曾道／何曾道／不曾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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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空學成補天才，卻無度饑寒計，幾曾道展眼舒眉。（鄭光祖〈王粲登

樓〉第三折） 

(46)俺姐姐雖不曾道懷躭、懷躭十月，哥也，那恩養你處何曾道倦怠了

些。（高茂卿〈兒女團圓〉第三折） 

「擅便道」 

(47)現如今，星日馬當日，降臨凡世，正是該期。我可也怎敢的擅便道

湯他脊背。（王曄〈桃花女〉第三折） 

綜合這些例句可知，唐代以後「X 道」的組合機制已趨成熟，X 除了動詞以

外，還擴及連詞、副詞，故而近代漢語便有諸多的「X 道」用例。 

  「道」在歷史長河中的發展可以圖示如下： 

 

上古漢語      中古漢語           近代漢語 

                引語標記     「動詞＋道」：相當於標補詞  

言說動詞    引語動詞              

                    

    「連／副詞＋道」：後附成分 

換言之，「道」是在中古時期與言說動詞相結合的基礎上，由連動的第二成分重

新分析為後附成分（即引語標記），繼而在這種後附機制的牽動之下，猶如詞彙

擴散原理一般，推衍至更多動詞之上。「道」已不具實義，可有可無。當它廣泛

附加在感官動詞、情態動詞、判斷動詞後，引領子句賓語，便可與印歐語系的

標補詞相比附，亦符合 Heine & Kuteva (2002:261-265,267-268)所描述言說動詞

的演化趨勢。此外，「道」應還有另一條語法化路徑是由引語動詞的身份，與連

詞或副詞相組合，在詞彙化的發展過程中，逐漸成為後附成分，進而又擴及其

他的連詞和副詞。這些變異多少可以在現代北京話、閩南話及粵語中找到相同

的演化模式，具有類型學的意義（董秀芳 2003,方梅 2006,林華勇和馬喆 2007,曾

明樺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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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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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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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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會

議邀請的講者包括中國暨南大學邵敬敏和趙春利教授，以及上海外國語大學金立鑫教授。

趙教授的講題「『嗎』的分布驗證、焦點排序及其疑問性質」和金教授的「反複義『又、

再、還、也』的句法語義特徵」頗能引起筆者的關注，因為本人正在觀察古漢語言說動詞

「云」充任「語已詞」的使用情形，所以趙春利先生對於現代句末助詞「嗎」的研究方

法，包括分布規律、對於句中成分的選擇限制、疑問焦點排序等，皆值得筆者取法並研判

是否適用於「云」；至於金立鑫先生關於反複義副詞的深入討論，由於這是現代漢語語法

研究的熱門議題之一，在會中引起諸多回響，亦使筆者對此課題有進一步的了解，有待以

後能擴展研究面向。翌日，與會學者分成六個會場同步宣讀論文，筆者的論文發表時間安

排在上午，與臺灣學者江敏華及陳淑娟教授同一場次。 

二、 與會心得 

    本人此次以「《客家社會生活對話》所見的時體標記『來』」一文參與會議。有關

「來」趨向詞研究的範疇一直是筆者至感興趣的領域，且曾獲得兩次國科會專題計畫案

之補助，分別是「指示位移動詞『來』、『去』之句法功能及歷時演變」（NSC96-2420-H-

計畫編號 
MOST106-2410-H-003-043 

計畫名稱 言說動詞語法化研究再續 

出國人員

姓名 
郭維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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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職稱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教授 

會議時間 

2017 年 11 月 11 日

至 

2017 年 11 月 12 日 
會議地點 

日本東京 

中央大學 

會議名稱 日本中國語學會第 67 屆全國大會 

發表題目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所見的時體標記「來」 



2 

 

320-001）及「閩南、客家方言『來』、『去』虛化用法研究」（NSC95-2411-H-320-002）。

這些年來，針對這方面的議題，筆者陸續有一些文章發表。因為對「來」在漢語史中的

發展已有一定程度的掌握，便以此為出發點分析現代共時平面的客語用法，為「來」複

雜的句法功能探尋其源頭，並構擬其語法化路徑。在投稿之時，該學會規定可申請講評

人給予回應，卻不見得皆能如願。本次與會，筆者有幸獲得大會安排北海道大學飯田真

紀教授擔任講評工作。飯田教授為鑽研粵語語法的專家，對於客語語法也有所涉獵，針

對筆者的文章提出若干意見，均有參考的價值。其中有一個問題確實是筆者在修改論文

時，必須予以釐清的，即拙著以「來 1+VP」為第一人稱意願式，表同座落的祈使用法，

用於未然事態，繼而又說道當「來 1」的自主意志義淡化後便發展為「來 2+VP」，表 VP

的實現，用於已然事態。此一論述，在時態標示上，明顯前後相違，何以「來」從一個

標示未然時態的成分得以發展出表示已然的用法？筆者的確應該修正第一人稱意願式的

論述，取消其與時態的相關性。此外，與會學者中研院語言所江敏華研究員亦對本文予

以指點，她以自身對客語之熟習程度，提醒筆者祈使句式和條件句常有演變關係，不可

不察。這部分亦將是日後研究的觀察重點。 

    總之，本人參與日本中國語學會的年度會議，在數以幾百人計的盛大規模中，往往

能見識到近期語法學界的脈動；在熱烈的討論問答中，對問題能有更深刻的體認；於學

者同好的反饋下，筆者得到新的啟發與刺激，為學習之路再次加油。期待明年的聚會！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附錄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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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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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社會生活對話》所見的時體標記「來」 

郭維茹 

臺灣師範大學 

 

1. 前言 

    趨向動詞「來」向來是漢語語法研究的熱點，其中關於「來」涉及時體範疇(tense & aspect)的議

題尤其引人入勝。就客語而言，何耿鏞(1993)、林立芳(1997)、項夢冰(1997,2002)、曾毅平(1998)、

劉綸鑫(2001)、黃婷婷(2009)、李小華(2013)等人已就閩西、廣東、江西等地客語「來」的時、體用

法作了相當程度的論述，但相對地，早期客語文獻的「來」則較少受到關注，因此本文即由 1937 年

刊行於廣東汕頭的《客家社會生活對話》出發，釐析其中「來」所表現的時體類型，進而構擬其語

法化途徑，探索其歷史來源。 

2.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涉及時體範疇的「來」 

    《客家社會生活對話》(Conversations Chinoises Prises Sur le Vif avec Notes Grammaticales: 

Langage Hac-Ka，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3，底下簡稱《生活對話》)由法國籍傳教士雷却利

(Charles Rey)所編著，是一部內含法文、中文及客語拚音的客語會話集。該書大抵反映早期四縣話的

面貌，其中有許多語法功能涉及廣義時體範疇的「來」，虛化程度不一，可分為以下幾類： 

2.1 「來 1+VP」：第一人稱意願式，表言者意志，或表同座落的祈使用法，用於未然事態。 

「來 1」基本上已無趨向運動義，說話者用以表達自我的意志或目的，其性質為輕動詞(light 

verb)，帶一動作類動詞組作賓語，例如： 

(1) 我來先買一個摺子，好記數。（上冊，頁 16） 

(2) 我奈你唔何，也唔得閒同你講咁多，趕早我來轉了。（上冊，頁 114） 

(3) 你且去眠床睡下子，我也來去靜下子。(下冊，頁 363) 

這三例的主語均為第一人稱代詞，不包含聽話者，暗示說話者主觀地將聽話者視為異座落；如果說

話者將受話對象視為同夥，採同座落的表述方式，則主語或為包括式，或指言談場域內的眾人，即

便主語為第二人稱，由於「來 1」具有言者取向(speaker-oriented)，因此跟「來 1」相呼應的主語必定

暗含說話者在內（郭維茹 2007:294-296）。言者用「來 1」表現勸誘語氣，拉近與聽者的距離，體現

了語用上的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例如： 

(4) 我個油坊，在裡片，請你來去看。（上冊，92） 

(5) 我帶你到中山公園來去嬲，有多東西好看。（上冊，207） 

(6) 裡碗係鱉魚肚，大家來試嘗。（下冊，715） 

(7) 桌做好裡，還愛過桐油麼？設使愛油，來油那個顏色，正好看？（上冊，225） 

如例(7)所示，明明是商請工人給桌子上漆，在討論用色時利用「來 1」傳達出一種「這是我們共同

任務」的味道。此類表言者意志的「來 1」應直接由趨向動詞虛化而來，試看下列表位移義的「來」

同時蘊含想做某事之義，當表趨向的義素淡化，即剩表意志的義素： 

(8) 我就係去迓佢，順便我來迓你。（上冊，40） 

(9) 我就係想來同神父參詳。（上冊，18） 

2.2  「來 2+VP」：既行體，「來」的自主意志義淡化，表 VP 的實現，用於已然事態。 

    當「來 1+VP」所表現的自主意志義進一步消泯之後，「來」的語義更為虛化，表示達到 VP 所

表的情境。「來」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語義產生，當與其本來的趨向義帶有終點(telic)意涵有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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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一類用法稱為「既行體」，乃著眼於「來 2」幾乎都用於已然事態，語法意義和共通語表動作完

成的動後依附詞(clitic)「了 1」相近，但是其語義並不如「了 1」來得空泛，句法位置也與「了 1」有

所區隔，試看： 

(10) 啊！酒肉滿檯！樣得愛咁講究，來使得咁多錢辦咁多菜色！（下冊，616） 

(11) 人個頭腦，還十分陳舊。做那個一定愛做戯，來耗費得咁多錢銀？（下冊，349） 

(12) 因為蔗汁個成分係碳，氫，氧，合成個；來製造過就變別樣個東西。（上冊，312） 

(13) 老壞蛋！我想好心正來救你；若使放你死去，你就愛樣奈我何？（下冊，531） 

既行體「來 2」的形成導因於詞義本身的變化，從而促使其組合關係及語法功能也發生了改變，如例

(10)-(12)所示，「來 2」的詞義自抵達終點抽象化為實現某事況，其組合項 VP 亦多帶有動相補語

「得」、「過」表示動作完成或實踐。此外，還可注意例(10)、(12)、(13)的「來 2」仍帶有「來 1」的

自主意志義，其語法化軌徑不言自明。 

2.3 「VP+來 3」：動相補語(phase complement)或完成體標記(perfective marker)，「來」表 VP 的實

現、完成。 

「來 3」見於 VP 後，這個位置一般為補語或體貌助詞的位置。從例句的表現看來，其虛化程度

深淺不一，先看動相補語之例： 

(14) 獨唱儕，格外愛鍊熟來。（上冊，31） 

(15) 總愛你東西，件件預俻到足足來。（上冊，249） 

(16) 我間房，有沙灰土，愛掃到唔噲起塵灰來。（上冊，93） 

(17) 銅燭臺好□□愛刮淨蠟屎來。（上冊，28）  

這些例子的 VP 或帶程度補語或帶結果補語，皆內含自然終點(+telic)的語義徵性，顯示「來」的組

合成分多所限制，我們認為其語法化程度仍止於表完成或實現的動相補語，未及完成體標記。下面

例句的 VP 雖也含蘊自然終點的語義特性，不過，「來」標誌兩個事件在時間或事理上的先後邏輯關

係，其語法化程度可能比較接近完成體助詞，如： 

(18) 佢拿到一團紙，点着火來，塞入嘴肚裡去。（下冊，438） 

(19) 廚房，愛；另外做得三間來，好分刂先生同學生烳食。（上冊，242） 

(20) 割個穀，還得田主來，自家存麼幾多穀好食。（上冊，261） 

(21) 若使眞眞遇到個光景來，你又噲喊寃枉了！（下冊，673）  

(22) 賣糖個錢算清完人來，又係麼錢了。（上冊，264）1 

(23) 總係愛先讀兜書來，正知樣得變通。（下冊，561） 

(24) 佢肯用功來，都跟得人背到；不過人就唔係超羣出眾。（下冊，561） 

「來 3」的使用並不涉及時制(tense)範疇，可以看到許多例句語涉未然，如例(14)-(17)；也有例句描

述過去之事，如例(18)。而像例(20)-(24)表達事理的邏輯性，「來 3」大多見於條件偏句，置於 VP

後，表示此動作完成或此事況實現後，才會有後續的結果或發展。這些例子的 VP 都是述賓詞組，

其中大多數和例(17)一樣，為「VC+O」結構，檢視其動詞類型，不外乎達成動詞(accomplishment 

verbs)和瞬成動詞(achievement verbs)兩種，皆具[+telic]徵性，足見「來 3」的虛化程度猶不及完成體

標記「了 1」，非為典型的體貌助詞(aspect marker)。 

    推敲「來 3」的來源，似乎與「來」的趨向補語用法有關，試看(18)「點著火來」、(19)「做得三

間來」，以及下面例句： 

(25) 年姪，你咁盛情！辦到咁豐厚個禮儀來！（下冊，701） 

                                                      
1 值得留意例(21)、(22)在條件複句的正句末尾都有「了」，這種用法的「了」也許比較像共通語的句末助詞「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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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例「來」雖表完成義，卻暗含兩解的可能，即又表有「從無到有」的抽象位移義，因此我們認

為「來 3」的前身應是趨向補語。 

2.4 「VP+來 4」：第一人稱意願式，表言者意志，或表同座落的祈使用法，用於未然事態。 

「來 4」的語法功能和「來 1」大致相同，說話者用以表達自己想做某事，或以同座落口吻邀勸

對方做某事，因而「來 4」常用於祈使句，例如： 

(26) 好多人面都生疎，記唔清楚了，我想下來。（下冊，499） 

(27) 該凳坐到來。你長年都係做木匠麼？（上冊，218）2 

(28) 洗一下面來。（上冊，59） 

(29) 歇夜來，明早正去舖，好麼？（上冊，277） 

(30) 徐先生，洗裡面來，食盃茶來，且去眠床睡下，等酒氣化了，再來坐嬲。（下冊，486） 

不少學者將此類祈使用法與例(14)-(17)「格外愛鍊熟來」混為一談，本文傾向予以分別，如前文所

述，「來 3」之例多為動補式，其動作內含自然終點，「來 3」的作用在於責成果效，強調結果補語所

表情狀的實現或達成。這裡「來 4」的語義僅僅表達從事某行為的意願或邀請，至於達到何種成效，

則非說話者所特別關注的。我們可以留意例(30)前後交替使用「VP+來 4」和「來 1+VP」兩種第一人

稱意願式來表同座落的勸誘語氣，這兩種格式有其歷史來源，亦曾共現於同部典籍裡，待下文分

解。 

2.5 「S+來 5」：置於句末，表已然之義。 

「來 5」居於全句之末，表該事態已然發生，現時已不存在。這種用法在《生活對話》中例句甚

少，筆者僅檢得一例： 

(31) 你剛剛去那裡來？（下冊，658） 

前賢多以「曾然」描述「來 5」的語法性質，當是著眼於事件在說話當刻業已不復存在，如林立芳

(1997:44-46)管「來 5」叫事態助詞，言「其語法意義在於表明一個事件或過程曾經發生過」，譬如

「雞啼來」、「阿公後生時節就過番來」等例是。筆者以為「來 5」的真正意義並非指明事件的「曾

然」性，而是強調事件的「確然」性，亦即該事件確實在過去時間已經發生過了。 

3. 虛詞「來」的語法化過程 

    上文已從共時語言大致推敲「來 1」、「來 2」和「來 3」的演變經過，尚未交代「來 4」和「來

5」的來歷。這兩種用法的形成機制在平面語言中不好索解，惟有從歷史文獻探查究竟。「來 4」所構

成的第一人稱意願式最早或可追溯至戰國時期，但例句稀少，可能片面地反映當時某些方言的實

況，如： 

(32)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莊子•人間世》) 

(33) 長鋏歸來乎！食無魚。(《戰國策•齊策四》) 

此外，由中古時期的漢譯佛經可以發現，至遲到南北朝，已呈現「來 1+VP」和「VP+來 4」兩種意

願式並存於同一語言系統之中的局面，而這兩種格式皆為客語所承繼下來： 

(34) 時彼婦女，見已語言：「阿姨，共洗浴來。」答言：「且止。」便為得供養已，復語言：

「但來共浴。」答言：「我不須洗浴。」(姚秦佛佗耶舍共竺佛念譯《四分律》) 

「VP+來 4」和「來 1+VP」可能都從連動式發展而來，且看東漢佛典之例：(梁銀峰 2004:338) 

(35) 乃至阿迦膩吒天王，各與無央數眾，皆悉來會。(東漢康孟祥共竺大力譯《修行本起

經》)  

(36) 諸龍王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休勒，一一尊神，復各與眷屬，皆悉會來。(同上) 

                                                      
2 此例的「到」可能表動作的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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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會」和「會來」皆為連動式，「來」非但作為趨向動詞，還與其前、後動詞構成表意志或目的的

語義關係。跟「來+VP」一樣，當「VP+來」用於第一人稱（含包括式）主語句，「來」朝向說話者

位移的運動義自然容易弱化而留存了意志義。 

    關於事態助詞「來 5」的語法化路徑，可謂聚訟紛紜，茲舉《祖堂集》「適來什摩處去來？」(卷

14，無鞏和尚)為例，太田辰夫(1958:356)指明事態助詞「來」源自動詞，本表示做了某事之後來到現

在場所之義；梁銀峰(2004a)據此發展出「連動」說，認為連動式的 VP 和「來」之間具有兩種語義

關係：一是時間上的先後關係，二是邏輯上的目的關係（如例(36)），「來」循著這兩條語法化路徑

漸變為事態助詞。稍早，另有曹廣順(1995:107)表明「來」由動詞發展為事態助詞的過程，可能經歷

了表示完成、以來、以後等多種用法。其後，梁銀峰(2004a)、王錦慧(2004)、劉承慧(2012)又進一步

論證事態助詞「來」的前身當作「以來」義，梁銀峰更進而指出事態助詞「來」在南北朝，最晚到

隋代已然確立。唐代以後，動態助詞「來」大量出現，在某些語境中它也可以轉化為事態助詞

「來」，加速了事態助詞「來」的語法化進程。本文贊同梁銀峰的說法，認為事態助詞「來 5」的生

成很可能是一種多源歷時的發展。不論「以來」說或「動態助詞」說，「來」所述的活動或事態就現

在時間來看都是已然發生過了，因此蘊含兩解的可能；而充任「連動」式後一成分的「來」，原本佔

的就是容易虛化的句法位置，再加上該事件若發生於過去，「來」的語義便傾向於表示該事件在過去

曾確實存在。綜合上述討論，我們歸納「來 1」、「來 2」、「來 3」、「來 4」、「來 5」的語法化路徑如

下： 

A: 「來趨向動詞＋VP」→表言者意志「來 1＋VP」→既行體「來 2＋VP」 

B: 「VP＋來趨向補語」→動相補語或完成體標記「VP＋來 3」 

C: 「VP＋來趨向動詞」→表言者意志「VP＋來 4」 

D: 多種來源→表已然的事態助詞「S＋來 5」 

 

主要參考文獻：太田辰夫(1958)，《中國語歷史文法》，蔣紹愚、徐昌華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3。林立芳(1997)，〈梅縣方言的「來」〉，《語文研究》第 2 期，頁 43-47。梁銀峰(2004a)，〈漢語

事態助詞「來」的產生及其來源〉，《中國語文》第 4 期，頁 333-342。。梁銀峰(2004b)，〈時間方位

詞「來」對事態助詞「來」形成的影響及相關問題〉，《語言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頁 54-59。項夢

冰(2002)，〈連城客家話完成貌句式的歷史層次〉，《語言學論叢》（26），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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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頁 285-312。曾毅平(1998)，〈石城(龍崗)方言的體〉，《客家方言研究》第二屆客方言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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