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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本研究試從清代時期(1644-1912)漢語官話學習教材中，梳理該時期
漢語官話的語言面貌。清代時期尚是口說語、書面語分離的狀態
；迄中葉後，口語由南京官話轉以北京官話為主要通用語，書面語
仍是文言文。由於教學漢語的實用需求，教材的編撰者多是學養深
厚的西方來華傳教士及中國文人學者，以官話口語編撰口語學習教
材。故此類教材特點如羅馬字標音符號標注字音，或如其詞彙、句
型是以官話口語使用為主，也有因應文化需要的語用內容等，故此
類材料成為清代時期官話口語體系的珍貴語料。本研究以《官話初
階》及《文學書官話》為主要材料範圍，從詞彙構詞面向切入，建
立詞彙語料庫，標注構詞類別、語法詞類等。在此類材料中的詞彙
包括既有常用詞彙、源自書面文獻詞彙及因應文化接觸的新造詞彙
。透過上述詞彙的標注、分類分析後，得以了解清代時期詞彙使用
樣貌，以及近代到現代漢語口語詞彙變遷之軌跡。

中文關鍵詞： 漢語、官話、口語、語言教材、清代時期

英 文 摘 要 ： The main topic in this study aims on analyzing the
vocabulary of the learning materials of the Mandarin
Chinese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2).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re were the vernacular and
literal languages; that is, the oral and written speech
forms were separate. By the middl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spoken Mandarin, the GuanHua, was the Peking Mandarin,
replacing the Nanjing Mandarin, but the written forms were
still the classical Chinese. Most of the compilers of the
textbooks were highly- educated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the Chinese schola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ch teaching
materials were: the Roman phonetic symbols were used to
mark the pronunciations; the vocabulary and the sentence
patterns were based on the spoken Mandarin. Therefore, such
kind of materials became the precious corpus of the
vernacular Mandarin Chinese system in Qing Dynasty. The
project will be based on the Primary Mandarin, Mandarin
Grammar. The lexicon corpus will be constructed and the
notations would be the morphological types, the parts of
syntax, and the semantic categories. As we known, the
vocabulary in such the materials would be the Core basic
vocabulary, deriving from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s, and
the new words, from the cultural contact. Through the
tagging and classifying analysis, is would be proposed the
use of the spoken vocabulary, and the possible explanations
of the lexical changes 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modern
times.

英文關鍵詞： Chinese, Mandarin, GuanHua, Vernacular Material, Q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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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時期漢語官話口語學習教材之語言研究 
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Vernacular Materials of Chinese Mandari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1.緒論 

1.1 研究議題說明 

     本研究從清代時期（1644-1912）漢語官話學習教材中，梳理該時期漢語官話

的語言面貌。清代中葉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大量來華，形成文化、語言、政商

接觸的第二波高潮。因應傳教與政商事務的溝通需要，來華傳教士以及負責翻譯或

外交事務的語言翻譯通事，便編撰學習漢語官話的教材和詞典工具書，這些寶貴的

資料具有其他傳世文獻無法取代的價值。 

    清代時期尚是口說語、書面語分離的狀態；迄中葉後，口語由南京官話轉以北

京官話為主要通用語，但書面語仍是文言文。西方來華傳教士們早已注意到此現象，

隨著傳教活動日益深入到中國各地，他們也注意到官話方言的地域差異。如艾約瑟

著作中就提出北方官話、南方官話和西部官話有所不同；鮑康寧的《英華合璧》提

到方言詞彙差異的注釋；狄考文的《官話類編》以多行並列方式顯出南北官話的差

異。這些著作都顯出清代時期南北官話的特徵差異及其消長過程，在《官話指南》

中，漢語介詞使用在南北官話中有所差異。另一方面，這些著作還有獨特之處，也

就是這些教材、工具書的編撰者多是學養深厚的西方來華傳教士及中國文人學者，

他們的目標語言都是官話口語，他們也以官話口語為研究描述的目標語。因此其中

的詞彙使用、語法句式反映出當時官話口語的樣貌。明清以來，西方來華傳教士的

語言、文化學習與佈教政策有關，他們極其注重漢語方言與官話、書面語與口說語，

也注重漢學文化經典，以致傳教士們深諳漢語與漢學，他們能翻譯漢學經典成其他

語言，也能以漢語官話從事創作與研究。十九世紀末期，傳教士們決定統整《聖經》

漢語官話譯本，即以北京官話口語為譯本主要語言，在清代結束民國初年 1919 年

出版白話和合本《新舊約全書》，成為華語《聖經》譯本的主要範本，也是一部促

成官話口說語、書面語合一的典範鉅作。 

      從十九世紀的馬禮遜翻譯《聖經》開始，經多位傳教士、文人學者的撰寫官

話教材，到《聖經》官話譯本，或是描述漢語官話，或是教授官話學習，或是宣導

教義等，這些著作至今成為語料紀錄。這些資料早先鮮有學者涉及，近十餘年開始

推廣開來。從語言諸多面向切入研究，如有關《語言自邇集》，張衛東（1998、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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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渭毅（2004）研究音韻系統，張美蘭（2007）則研究詞彙體系，宋桔（2011、2013、

2014）則研究語法體系。再如針對狄考文的《官話類編》，或是威妥瑪的《尋津錄》

等。站在現今的時空背景與資料資源來看，從共時描寫語言現象是首要的基礎，也

要從歷時比較著手才能一窺官話口語變遷的軌跡。本研究成果以分析《文學書官

話》、《官話初階》為主要材料範圍，從詞彙構詞面向切入，建立詞彙語料庫，標注

構詞類別、語法詞類等。在此類材料中的詞彙包括既有常用詞彙、源自書面文獻詞

彙及因應文化接觸的新造詞彙。透過上述詞彙的標注、分類分析後，一方面得以了

解清代時期詞彙使用樣貌，從共時描寫建構詞彙體系；另一方面，透過歷時比較研

究後，瞭解近代到現代漢語口語詞彙變遷之軌跡。 

1.2 清代時期官話材料發展沿革 

16 世紀初，葡萄牙天主教耶穌會教士來到澳門，進入中國。接著，義大利傳

教士利瑪竇、羅明堅、艾儒略、金尼閣、畢方濟、鄧玉函、湯若望、南懷仁等多人

相繼來華。他們受過良好教育，人文和自然科學領域有豐富知識。在來華傳教之先，

學習漢語，聽、說、讀、寫方面都精通，為了宣傳基督教義，他們能用漢語著書立

說，能以漢語翻譯《聖經》，他們既是優良傳教士，更是傑出的漢語漢學家。如湯

若望撰寫和翻譯《主教緣起》；利瑪竇創造以羅馬字母拼音法，在漢字旁加注讀音，

以便視拼音就能正確讀出漢字，為西方人士識讀漢字和學習漢語提供便利學習教

材，甚至編撰葡華字典，提供學習漢語詞彙的工具書。1  

 進入十七世紀中葉的清代時期，自各國不同教派差會來華的傳教士越來越多，

他們承襲之前的傳教精神，學習漢語與漢學文化精髓，又為方便自身及他人學習漢

語，而編撰漢語教材及學習工具書，並書寫漢語語音、詞彙、語法現象，提供講授

與學習漢語的需要。清代早期的重要著作如西班牙傳教士瓦羅（Francisco Varo）所

著的《華語官話語法》，於 1682 年完稿，1703 年刊行，是漢語研究史一部重要的

漢語語法專著，用拉丁語語法概念綱要式介紹官話口語的語法。2瓦羅的《華語官

話語法》中內容包括交際習俗與實際禮儀，如敬語詞彙「令、貴、尊、高」，謙稱

則是「家、小、先」等；敬語動詞如「請、領見、伏命、多蒙、勞駕」等，成為詞

                                                 
1  李真：〈早期來華耶穌會士對漢語官話法的研究與貢獻—以衛匡國、馬若瑟為中心〉，《或問

WAKUMON》第 20 期(2011 年)，頁 59-67。 
2 姚小平：〈現存最早的漢語語法著作——瓦羅著《華語官話語法》簡介〉，《中國語文》第 5 期(2001

年)，頁 475-478。 

  法蘭西斯科．瓦羅(Francisco Varo)著；姚小平、馬又清譯：《華語官話語法》(北京：外語教學與

研究出版社，2003 年。 

  來靜青：〈《華語官話語法》中文化教學觀念的啟示〉，《海外華文教育》第 1 期(2005 年)，頁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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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特色之一。再如法國耶穌會士馬若瑟的《漢語劄記》（Notitiae Linguae Sinicae），

於 1728 年成書，1831 年刊行。內容涵蓋漢語文字、詞彙、語法、音韻及修辭，藉

由豐富的例句說明漢語語法的規律、特性。提到漢語詞彙的特性，如討論虛詞，介

紹量詞，也提到漢語是構詞變化少的孤立語，並顧及文言、白話風格的差異。再如

馬禮遜的知名著作，《通用漢言語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於 1811

年完稿，1815 年刊行，是現存最早的一部英語系的漢語教材。提供給英語系傳教

士、商人、外交官實用的漢語語法教科書。是按照英語語法的特點論述漢語官話，

書中列出中英文列出，並輔以英語字母標音，有助於學習，更有利於後世對音韻、

詞彙、語法及其演變過程的研究。又如《漢語官話語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1864）是英國傳教士艾

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關於漢語官話口語語法的一本英文著作，該書

是記錄 19 世紀中期北京官話口語詞彙的寶貴材料，對漢語詞類進行了工整嚴密的

劃分。3 

清代時期改編、翻譯的漢語口語教材中最重要的是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的《語言自邇集》，後來甚至成為日本明治中期使用最廣，最有影響力的教

材。威妥瑪《語言自邇集》(三卷本)是英國駐京大使威妥瑪於 1867 年編寫出版的

學習漢語官話的教材，也是第一部以教學北京官話口語的漢語課本。書中對 19 世

紀中葉北京官話的語音、詞彙、語法作了記錄和分析。用西文字母標記官話口語的

聲韻調，千餘多條詞彙注釋提供豐富的社會文化背景知識，是一部以北京官話為描

寫對象的語言學專著。4 

除上述傳教士編撰的教材或語法詞彙專著外，另外一批官話學習教材是因應

政商及外交事務官員需要而產生的漢語教材。頗為知名的如 1882 年日本駐清朝公

使館翻譯生吳啟太、鄭永邦編寫《官話指南》。其中語音講說部分淺顯，口說對話

則注重實用性，用詞、句型豐富多變。語音方面如，兩上聲相連者，上一字應讀下

平，其下一字應讀上聲；有如凡輕音字，多不用喉力。字句之間有重念之字。應對

須知部分，多半一問一答，句型簡短。官商吐屬則是日常庶務及談天說地，或是七

八百字的篇章故事。使令通話則跟生活起居相關，有許多新名詞出現。後此本又被

翻譯成英文本，及其他漢語方言版本。5明治時期另一部教材是《日清會話語言類

                                                 
3 約瑟夫．艾約瑟著；董方峰、楊洋譯：《漢語官話口語語法》（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5

年）。 
4 1886 年出版的《語言自邇集》，在當時是一部權威性的北京官話教材，語音、漢字、語彙、閱讀

並重，對於中國語言學史、北京話史和普通話史的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參見威妥瑪著、張

衛東譯：《語言自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5 李丹丹：〈清代翻譯、改編的漢語口語課本類型〉《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55 期(2013 年)，頁 25-31。 

  王澧華：〈日編漢語讀本《官話指南》的取材與編排〉，《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35 卷第 3 期(2006 年)，頁 6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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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供日本人學習漢語北京官話的教材。其中有關詞彙的編選反映當時生活狀態，

書中詞彙的編排與詞彙教學觀點，顯出對漢語官話詞彙的體認。6此外尚有琉球或

朝鮮等不同地區的漢語官話教材，其中的詞彙編選與語法描述也留下珍貴紀錄。7 

綜合上述，清代時期官話逐漸形成通行語，西方來華傳教士中也以學習官話為

要務。為了傳教，他們編撰辭典工具書、語言學習教材、創辦報刊、翻譯經典著作

等等，留下大批關於官話在清代時期的真實記錄。這些資料鮮少能在漢語文言文的

文獻中看到，反倒在來華學習漢語官話的日籍人士留存的資料中。8在清代時期傳

教士著作紀錄中，可以得知官話已是當時主要通行口語，也提出要學習好漢語，要

結合口說語及書面語，而白話通俗小說材料是輔助學習的實用教材。這說明當時口

說語與書面用語不同；另一方面，這樣的觀念直接反映在傳教士對於漢語官話的研

究與各式著作中，更影響後來的白話文運動。到威妥瑪《語言自邇集》中提到十九

世紀中葉，北京官話取代南京官話，已經成為官場宮廷的主要通用語。相關的論述

在日籍人士的著作中多可見到，日本明治時期（1877 年），以日語加注改編美國人

所著《文學書官話》，提到雖然南京官話、北京官話在音韻聲調系統有所不同，但

詞法語法差異不大，轉換並不困難。 

1.3 重要研究成果述評 

 上文提及清代時期漢語官話教材的發展沿革，並以具指標性的著名教材簡要

說明，以呈明該類材料的特色類型，以及因應大環境改變對教材編纂的直接影響。

以下則簡述針對這些教材內容之研究分析的重要成果。 

1.3.1.音韻特點 

                                                 
6  駱冰:《《日清會話語言類集》詞彙及詞彙教學研究》(廈門:廈門大學人文學院語言學及應用語言

學碩士論文，2010 年)。 

  魏薇:《北京官話教科書詞彙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13 年）。 
7 舉例說來，滿漢雙語教材《清文啟蒙》系列以及史書等，域外漢語官話口語資料如《19 世紀域外

漢語研究著作匯刊》；朝鮮早期北方話口語教材如《老乞大》、《朴通事》；朝鮮時期後期北京官話

教材《華音啟蒙諺解》、《你呢貴姓》﹔日本江戶時期官話資料、《日本明治時期漢語教科書匯刊》

等。參考朴在淵:〈新發現之漢語俗語、慣用語集《中華正音》〉，《現代漢語的歷史研究》遠藤光

曉、石崎博志主編(杭州:  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96-114。 

竹越孝:〈試論清代滿漢合璧會話教材的漢語性質—以《滿漢字清文啟蒙兼漢滿套話》為例〉，《現

代漢語的歷史研究》遠藤光曉、石崎博志主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21-30。  

岳輝:〈《華音啟蒙諺解》和《你呢貴姓》的語言基礎〉《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46 卷第 4 期

(2006 年 7 月)，頁 149-154。  

張美蘭:〈19 世紀末北京官話背景下的兩部朝鮮漢語教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第 51 卷

第 2 期(2011 年)，頁 63-70。 
8 武春野：《北京官話與漢語的近代轉變》（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4 年），頁 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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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官話音韻語音的研究方面，清代來華傳教士，或以羅馬字標記語音。9所描

述的官話語音，他們將之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官話方言，不同的區域通行不同的官

話方言，通常這類官話方言語音是以當地優勢方言的口語音作為基礎；第二類是根

據傳統韻書和字典的讀音拼寫的官話，艾約瑟將它視為用來讀書的官話音；第三類

是傳教士拼寫的語音，他們綜合優勢官話語音的特點，來拼寫官話語音。十九世紀

時的馬禮遜就認為北京官話會政治因素成為官話通用語，當時許多傳教士分別以

南京官話與北京官話編寫許多官話教材。1987 年出版《語言自邇集》的威妥瑪已

認同此項看法。然無論如何，在十九世紀中後期，中外人士或為傳教、或為經商緣

故，都看重認為學習北京官話有其必要性。 

在艾約瑟的《漢語官話口語語法》中，指出南京、北京官話之差異在於有無入

聲。10從羅馬字注音系統比較研究，如考察考察範圍包括威妥瑪的《語言自邇集》

《尋津錄》；富善的《官話萃珍》《華英袖珍字典》；美國聖經會譯音的的《約翰福

音書》；華北公理會委辦審定《華英韻府》；馬禮遜《五車韻府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1815 年）及何美齡《南京官話 The Nanking Kuan Hua》（1902 年）等。

中古入聲字到清代已然消失，來華西方人士常將入聲字以-h 標記短促的韻母結構。

比較清代南京和北京官話-k 尾入聲字的拼寫，考察入聲字在清代官話中的演變。

主要考察在這些官話課本和字典拼寫的「宕江梗曾通」五攝的入聲字。儘管這些材

料的記音拼寫系統不同。但研究結果發現這五攝入聲字在清代北京和南京官話中

都丟失了-k 尾，但有不同的音變。在北京官話，大致有文、白二種音變，文讀作零

韻尾韻母，口語以-u 或-i 韻尾，還有少部分字變作撮口呼韻母-ǖh。而南京官話一

般變作零韻尾韻母，少部分梗攝陌麥韻及曾攝德韻變作以-i 收尾的韻母。南京官話

                                                 
9 如英國外交官翟理思(1845—1935)編著《語學舉隅》、《字學舉隅》等，都是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

音的教材。 
10 陳輝:〈19 世紀東西洋士人所記錄的漢語官話〉，《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40 卷第 6

期 (2010 年)，頁 105-113。 

  徐美紅:《艾約瑟《官話口語語法》（1857）研究》(上海:上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黃薇:〈明清官話的標準音研究述評〉，《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第 3 期(2011 年)，頁 28-30。 

  山口要:《19 世紀漢語官話音系研究》(熊本學園大學大學院國際文化研究科國際文化専攻博士論

文，2013 年)。 

  黃靈燕:〈清代羅馬字官話著作古人聲字-h 尾的標記意義〉，《語言科學》第 5 期(2009 年)，頁 525-

537。 

  黃靈燕：〈傳教士羅馬字記音反映的官話音-k 尾〉，《語言研究》第 1 期(2009 年)，頁 6-15。 

  黃靈燕:〈簡論十九世紀羅馬字著作反映的北京官話文白異讀和語用風格〉，《現代語文》2008 年

第 36 期(2008 年 12 月)，頁 35-37。 

  黃靈燕:〈羅馬字官話聖經譯本的拼寫系統：《新約全書》和《約翰福音書》拼寫比較〉，《語言研

究》第 27 卷第 2 期(2007 年)，頁 35-41。 

  葉寶奎:《明清官話音系》(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53-291。  

  黃靈燕:《清代官話羅馬字著作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 年)。 

  黃靈燕:〈開口呼字的聲母在清末官話和現代方言中的分化〉，《語言科學》第 4 期(2011 年)，頁

44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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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k 尾的入聲字，少部分也有文白異讀的現象，但明顯是受北京官話的影響。艾約

瑟認為北方官話入聲字已然消失，文讀音讀入聲，而韻書中有入聲皆是受到傳統韻

書編制的影響。這結果與《中原音韻》或《五元方音》的編制是一致的。若就聲母

方面而言，中古影疑聲母開口呼字在官話著作中的拼寫不盡相同，或是-ng，或-g，

或零聲母。研究結果發現這些字已經合流讀成零聲母，拼寫記作-ng 或-g 者，僅係

是反映書面語舊讀形式。在入聲字韻母變遷方面，考察北京官話的宕江梗曾通五攝

入聲字在成語及常用詞中的文白異讀，這五攝入聲在十九世紀中的文白異讀對立

中，顯示出語用風格及語義分工。以《語言自邇集》為例，入聲字標註 5，宕江攝

入聲字弱落藥削等字，文讀韻母讀同果攝，白讀韻母讀同效攝。而從《漢英合璧》、

《官話萃珍》中的成語中，上述五攝入聲字或文讀或白讀皆有可能，其主因是十九

世紀時，書面語入聲詞彙進入日常生活，便與白讀音相混。若檢視常用詞彙，如剝、

薄、嚼、削、腳、藥等，讀-ao；麥白拍等讀-ai；六肉熟等讀-ou。 

透過這些教材中羅馬字話音描述，使我們追溯清代時期官話音系有重要參考

價值。在聲調方面，清代時期北京官話的入聲調類應該消失，南京官話的第五類聲

調或僅是短促聲調的表現，而用符號標示是為了承襲書面文獻舊讀形式。11聲母方

面，中古影疑母字已經成為零聲母字音，而就入聲字之韻母結構而言，文讀白讀語

音之差異顯出北京官話入聲塞音韻尾的變化情形。 

1.3.2 詞彙特點 

 在詞彙選編的研究方面，以下分別就具指標性著作的研究簡述說明。 

1.3.2.1 馬禮遜與威妥瑪著作之詞彙特點 

《語言自邇集》於 1867、1886、1902 年出過多版，描寫北京話口語實錄之著

作。在詞彙選編方面，引入漢語古典文學作品的詞彙，如《西廂記》。語法方面的

說明淺顯易懂，論及繫詞「是」的出現與使用，並注意到量詞部分。馬禮遜《通用

漢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於 1811 年完稿，1815 年刊行。

來華傳教士馬禮遜在漢語研究成果頗著名的是有關量詞的描述，用了不少篇幅說

明名詞類別及用法，特別提到量詞的用法及重要性，經計算在所著《漢語通用語法

                                                 
11 封傳兵:〈明代南京官話的語音系統及其歷史地位〉，《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0 卷第 4

期(2014 年 8 月)，頁 254-258。文中所討論的材料包括《書文音義便考私編》(1585 年)、《韻法橫

圖》(1585-1612 年間)、《西儒耳目資》(1626 年)等，提出明代中後期的南京官話音韻系統 21 聲

母，60 韻母及 5 個聲調。從《西儒耳目資》的羅馬字音標可以得知其中疑母與微母獨立，泥母

來母不混，區分尖音團音，莊系字分舌尖前與舌尖後兩讀，雙唇鼻音韻尾消失，入聲韻併入陰聲

韻。由於南京官話在明朝中葉至清代中葉充當通行最廣的共通語，其影響層面頗廣，重要性不下

於北京官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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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提出了 82 個量詞，並有 117 條例句，如一把

刀／斧／傘，一張桌子，一間屋子，一隻狗，一隻船等。另外在《英華字典》（1822

年）更多量詞例詞及例句。在其字典前百頁中，即已出現 239 例句，其中包括 79

種量詞。 

 關於早期漢譯《聖經》的著作中，比較馬禮遜著作《聖經直解》與《神天聖書》，

《直解》使用「二」字用例比較多，也沒有「個」字；但在《神天聖書》「兩」字

出現 95 次，也出現「個」字及各式金錢及計量單位。通過文本的對比考察，雖說

這些譯本整體係屬於文言文語體，但是從數詞、量詞用例數量的轉變，卻也增加了

白話文的語言風格，增強早期官話漢譯《聖經》白話文基礎。12 

1.3.2.2 明治時期著作之詞彙特點 

 狄考文的《官話類編》（1892 年）是研究 19 世紀下半葉官話的重要資料。13

《南京字彙》（1898 年）輯錄千餘條詞語，約 95%的詞目來自《官話類編》，猶如

南京音詞彙手冊。而《官話指南》之詞彙特點是北京官話口語詞彙，多與外交、通

商事務相關。14統整清代後期的北京官話教材，如《官話急就篇》（1904 年）；《日

清會話語言類集》（1905 年）；《官話應酬新篇》（1907 年）等，梳理其中詞彙類別。

其特點如實詞與虛詞在數量別上的明顯差異，名詞類占大部分，多數是複音節名詞，

語義類型豐富，反映生活各層面。值得注意是時間名詞，如「今兒、今兒個、昨兒、

                                                 
12 盐山正純：〈淺論馬禮遜漢語著作中的數量詞表現〉，《現代漢語的歷史研究》遠藤光曉、石崎博

志主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15-130。 

  張衛東：〈從《語言自邇集異讀字音表》看百年來北京音的演變〉，《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學報》第

4 期(2002 年)。 

  程龍:〈淺論威妥瑪第一部北京話口語教材《尋津錄》〉，《社會科學》第 10 期(2013 年)。 

  宋桔:《《語言自邇集》的文獻和語法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 年)。 

  宋桔:〈《語言自邇集》諸版本及其雙語同時語料價值〉，《語言教學與研究》第 1 期(2013 年)。 

  姚瀾:《《尋津錄》初探》(成都:四川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 
13 李蕊:《狄考文《官話類編》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 年)。 

  李銀菊:《近代美國來華傳教士狄考文的漢語觀 ——以《官話類編》為例》(濟南:山東師範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齊燦:《19 世紀末南北京官話介詞、助詞比較研究 ——以《官話指南》《官話類編》註釋為例》 

(北京:北京外國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4 年)。 

  錢鴻儒:《狄考文《官話類編》語匯研究》(杭州:浙江財經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孫華先：《《南京字彙》中的《官話類編》詞彙》（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3 年）。 
14 李丹丹：〈清代翻譯、改編的漢語口語課本類型〉，《華文教學與研究》第 55 期(2013 年)，頁 25-

31。 

  李珊：〈助動詞「可以」與「能」再研究-以《官話指南》為例〉，《熊本學園大學文學・言語學論

集》第 18 卷第 1 期(2011 年)，頁 53-72。 

  王澧華：〈日編漢語讀本《官話指南》的取材與編排〉，《上海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第 35 卷第 3 期(2006 年)，頁 66-72。 

 陳明娥、李無未：〈清末民初北京話口語詞彙及其漢語史價值——以日本明治時期北京官話課本

為例〉，《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 期 (2012 年)，頁 5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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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兒個、明兒、明兒個、前兒、前兒個、晌午、年下、黑下、伏天、起根兒、早起、

大清早起、一清早起、先頭裡、一會子、趕明兒、末末了兒等」，這些是口語詞彙。

另一類是「洋」類詞語，如「洋布、洋操、洋刀、洋車、洋燈、洋館、洋行、洋火、

洋取燈兒、洋貨、洋蠟、洋錢、洋琴、洋商、洋煙、洋藥、洋衣、洋油、洋廣雜貨」

等，這顯出「洋」字似乎具有準詞綴功能。動詞方面也以雙音節動詞居多數，或是

複音節靜態動詞，如「梆硬、敞亮、磁實、對勁、寒磣、老蒼、揪心、邋遢、可心、

俐嗦、皮剌、俏皮、輕省、實牢、上算、窩心、稀爛、閑在、消停、興時、咬群、

硬朗、勻溜、正經、順手兒、大概齊、可憐見、現成兒」。在虛詞方面，出現許多

代詞，如「多兒、多喒、幾兒、些個、那麼、那麼／們著、那些個、偺們、怎麼個、

怎麼著、這麼著、這程子、這早晚兒、這麼樣兒、自各兒」等，這些代詞反映口語

代詞多樣性。而值得注意的是第二人稱代詞尊稱的使用，如「您、您哪」等。虛詞

種類雖然不多，卻容許使用多樣語音形式，這是口語詞彙一大特點。此現象有地域

色彩及時空限制，若非這類教材忠實記錄，今日恐無法得知清代時期口語詞彙的動

態樣貌。 

1.3.2.3 《聖經》譯本的歐化特點 

西方來華傳教士是最早認識到北京官話的重要地位及使用口語的必要性，縱

使當時漢語書面語皆以文言文書寫，但西方來華傳教士傾向用官話口語來翻譯《聖

經》及創作編寫教材。因此，其材料中出現多項歐化特徵：如可省略的主語大量出

現；判斷句中的判斷動詞「是、為」等使用頻率增加；加長的修飾語與長句的出現；

被動句式的發展；聯結性成分增加，使句子結構更完整；出現新興詞彙，包括人名

地名及直接譯音詞彙，如德律風 telephone、杯葛 boycott，大量來自西方的新興詞

彙引入，這是最值得研究的領域。再者，複音詞也大量出現，甚至成為主要構詞單

位，並直接影響句子的韻律節奏。又者，羅馬字母注音方式改變音韻系統的研究與

觀念；再來是使用標點符號及分段，改變傳統漢語的語句表達。15 

                                                 
15 袁進:〈西方傳教士對現代漢語形成的影響〉，《語言戰略研究》第 4 期(2016 年)，頁 52-58。古漢

語書面語皆是文言文，但西方傳教士都傾向用官話白話口語來翻譯《聖經》，這樣有助於理解與

閱讀。在宣讀傳教的時候，清晰易懂，不需要太多的引申解釋。由於《聖經》的翻譯必須嚴格遵

照原意，以致《聖經》的官話譯本也就成為白話文歐化的典範。十九世紀中葉，陸續有官話譯本

出現，有南京官話及北京官話的譯本。1890 年，統整《聖經》翻譯原則後，完整的北京官話譯

本《聖經》新舊約和合本於 1919 年出版。很快地廣為接受，印刷和流通大量進行。 

  王力：《王力文集第一卷˙中國語法理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 年）。 

  王力：《王力文集第二卷˙中國現代語法》（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4 年）。 

  高更生：《長句分析》(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83 年)。 

  老志鈞：《魯迅的歐化文字—中文歐化的省思》(臺北：師大書苑有限公司，2005 年)。 

  張美蘭：〈美國傳教士狄考文對十九世紀末漢語官話研究的貢獻:《官話類編》專題研究〉，《林思

齊東西學術交流研究報告系列》(2006 年)。 

  趙元任:《漢語口語文法》（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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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化」成為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區別特徵之一。歐化在近代漢語中本是

個別現象，後則相當普遍。歐化的出現與西方傳教士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最早出

現在西方傳教士大量發行的教會出版物，傳教士運用白話翻譯《聖經》更需要創

造力，也都有中文學者合作對譯。他們因而創造出官話白話書面語，簡潔有邏輯

性，講求文法，也受到歐化影響，成為五四運動新白話文的先驅。大量印刷與流

傳，間接促進晚清白話文運動的開展。也就是說，官話譯本《聖經》急劇增長成

為白話文運動的重要基礎。而《聖經》官話譯本，是歐化白話文本的重要典範，

推動晚清和五四時期的白話文運動發展。 

 綜合言之，由於編撰者語系不同，清代時期漢語官話口語學習教材，各有特

點。對漢語性深入研究的漢學家會發現漢語的孤立語的特性，音節有限，但字形

多，詞彙則是無限。對於漢語的詞彙構詞體系不易掌握，以拉丁語法為主導描寫

漢語語法，盡可能在詞性描寫、詞類劃分等細緻精準，以名詞、代詞、形容詞、

數詞、量詞、動詞、副詞、介詞、連詞、嘆詞等類別來分別漢語詞彙，縱然未盡

美善，然其開展研究之貢獻居功厥偉。 

1.4 研究重要性 

 本研究主要的材料性質是屬於口說語詞彙。口語是語言中最富生命力的部分，

口語研究對語言學理論或是應用語言學都極為重要。從口語中可以看到新語言現

象的發展與變化，舊語言的消亡，文化的變遷。口語研究中最重要的成分就是詞或

詞彙，語言能夠表情達意，語序、語氣、語調等都附在詞語詞彙上才有可能。如正

式說法是「廚藝要進行考核」；而非正式口語說法是「做菜也得考試」，這二者是很

不相同。人際互動的語體可以分為正式與非正式、莊典與通俗。正式與非正式的對

立是在共時語言體系（synchronic system）中生成的，而莊典與非莊典的對立則是

把古代語言引入共時語言系統後運作（process of amalgamation）結果。因此口語體

系的研究涉及共時與歷時的語言現象描述及運作。 

    口語的特徵可能是省略、隱含、脫落、減縮等等，卻也有重複、追加、插說等

等。重複是指冗贅成分，如「我告訴你說」，「說」就是冗贅成分，或「擠什麼擠的」；

而追加、插說有時候對被視為倒裝，如「可笑極了！這個人！」。又如「可」做副

詞，「你可想死我了！」，真正的意義是我非常想你。然應該如何區分書面語詞彙或

是口語詞彙呢？就動作動詞而言如「失、說、偷、聞、打、喚、出、罵、進、爭、

                                                 
  許德楠:《實用詞匯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 年)。 

  方師鐸:《國語詞彙學:構詞篇》(臺北：益智書局，1970 年) 

  周一民:《北京口語語法》(北京：語文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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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查」等，為具體描述動作事件發生，會出現動貌標記，以標明方式時間地點等。

口語特徵也包括短句多，特別是無主語僅有謂語的小句；若是主謂句，其主語和謂

語會與主題與評論相互搭配；句首或句末用語氣詞表現說話口吻。或是結構鬆散的

長句等。本計畫研究的材料，雖是西方人所編寫或創作，著作者受限於理論框架及

概念範疇，從官話口語的語音、詞彙、語法、句子對比的角度來表現對漢語官話口

語使用的認知，而現今從共時描述及歷時比較等系統性地梳理漢語官話口語現象，

提供漢語官話變遷的例證。 

再者，近年來國際間漢學及漢語教學界的研究多關注十六世紀後編寫或翻譯

的漢語教材，關心此研究領域在乎探索漢語教材的發展歷史，亦能正確認識漢語的

規律及漢語發展歷史，在漢語教學或比較語言學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2.研究範圍、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從清代時期漢語官話學習教材中，梳理該時期漢語官話的語言面貌。先

行說明本研究材料範圍，再說明研究方法及進行研究的各項步驟，如語料庫的建置

及項目標注；而在理論分析架構方面，將說明詞彙研究的分析角度，分別從構詞類

型、語義類別及語法類別討論。再行說明計畫的預期成果、可能困難及解決途徑。

本研究研究成果以清代時期編撰出版的《文學書官話》、《官話初階》二書為主，而

《官話談論新編》則至未來後續相關研究再行討論。 

2.1 研究方法及步驟 

 上文說明研究範圍後，以下就研究方法、步驟及分析架構分別說明。 

2.1.1 建立語料庫及標記語料 

本研究先建立語料庫，將《官話初階》及《文學書官話》逐句輸入，建構初步

語料庫。雖然《文學書官話》之內容性質與其他文本不同，但有不同的面向可以觀

察分析，一是有關詞彙、語法的解說觀點，另一是解說的句式類型。在文本輸入資

料同時，筆者必須取找得文本比對資料，檢查是否一致性。輸入句子後，要進行斷

詞，再予以標注詞項的特性。這是最費時費力的艱難階段，斷句斷詞標註是最費時

間與精力。詞彙將標記構詞特性，如詞綴、複合、黏著性；複合詞的部分還要標記

內部結構成分，及選擇配搭限制的要求條件。標記詞彙句法類別，如名詞、動詞、

形容詞、副詞、介詞、語氣詞等等，也從功能著眼，如疑問、否定、感嘆、祈使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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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記號進行標注。16 

2.1.2 詞彙語義分析架構 

漢語常用詞變化有幾種類型，如文白新舊消長興替，或是不同地域詞彙有別，

或者大量新詞產生等。共時角度可能不易觀察詞彙變化的速度與方向，但歷時比較

研究就能夠發現詞彙語義的改變。如動詞「丟」表示拋棄義，應該是宋代期間的變

化。最初多見於口語，宋代以後，用例漸多，而後動詞「棄」字漸漸被「丟」所取

代。 明代時，動詞「扔」有投擲意義，到了清代，由投擲義引申「拋棄」義，而

最初也多見於口語。學者蔣紹愚提出關於漢語常用詞演變歷史和規律，他認為考察

漢語常用詞詞彙系統的歷史發展和演變，要以概念場為基礎，考察概念域中的詞彙

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分布，以推知該詞彙演變軌跡，這是研究詞彙系統歷史演變的一

種有效的方法。以概念場來考察詞彙，是把詞放到概念域中，就發現可以看到同一

個概念域中的義位之間的同位關係或是上位／下位。詞彙的歷史演變是指在同一

概念域中成員增減的變化，或分布層次的變化，或所佔位置的變化，有時替換是一

對多的。漢語常用詞的調查研究，可從不同時期的文獻語料庫整理，加以對照比較。

學者張美蘭羅列出多組同一概念域內成員的歷時興替變化，如表示欄圈義「牢、欄、

圈」的歷時興替﹔表示愚痴義「愚、痴、呆」歷時興替﹔表示肩挑義「荷、擔、挑」

的歷時興替﹔表示炊具義「鑊、鼎、釜、鍋」的歷時興替﹔表示拂拭義「拂拭、揩

抹、擦」的歷時興替﹔表示狹小義「隘、狹、窄」的歷時興替﹔表示捆綁義「束、

縛、綁、捆」的歷時興替﹔表示乾燥義「焦、燥、乾」的歷時興替﹔表示索討義「索、

討、要」的歷時興替﹔表示頸脖義「領＼脰＼項、頸子、脖子」的歷時興替﹔表示

言說義「云＼曰＼言、話＼道＼講、說」的歷時興替。並且也提出「飲食、言說、

歌誦、叫呼、觀看、執持、取拿、投擲、放捨、擊打、引拉、繫縛、踐踏、行走、

跳躍」等概念域詞彙以供研究。而如先秦的「走」到清代才完成對「行」的替換，

明代開始的「跑」至遲在清代完成了對「走」的替代。漢語中五味的名稱，上古是

「甘、苦、辛、鹹、酸」，變成「甜、苦、辣、鹹、酸」。甘—甜、辛—辣之間具有

歷時的替代。鹹字古今義沒有變化，其他 4 個詞的引申義古今則有所不同。常用詞

歷時替換可能會引起語法變化。「吃」和「食」的分類不同，上古時，攝入固體食

                                                 
16 至於《聖經》漢相關語官話譯本的經文資料，將可使用數位版本，依照需要鍵入相關詞彙，即可

計算及檢索查詢，再將資料轉入所建構語料庫中。為達成研究目標的研究步驟說明，上述二方面

的步驟將按照人力配合，分組負責不同文本，如此一來，或可以同時進行不同文本，得以爭取時

間完成語料庫的建立。待語料庫建構後，使能著手進行詞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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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是「食」，攝入液體是「飲」；中古不論固體食物還是液體都是「吃」，合成一類。

近現代攝入固體食物是「吃」，攝入液體是「喝」，又分為兩類。17 

2.1.3.風格分析架構 

  除詞彙語義分析架構外，也可以從詞彙風格架構分析。文言、白話本是不同

語言風格，口語及書面語也是不同風格語體異，對話與敘事是不同類型的語言使用，

自會展現不同的語言風格。而要展現出語言風格，要借助計量分析。也就是藉數量

提供具體而微的具體印象。上述所言詞彙變化也借助統計出現頻率，而得具體證明。

如干野真一研究《社會小說北京》（1924 年）中的介詞。18其中出現最多的是介詞

「由」字，但該字在小說中用法複雜多樣。可以做為引介時間處所起點、路徑；所

涉及、憑藉的對象；引介原因、材料、成分或方式；引介行為發出者、事件經由處

所或發生處所等。從材料中可以分析「由、從、自從」的使用與分工情形，隨著時

空變化，可以看出其中變遷軌跡。山田忠司評論太田辰夫的研究，對北京話的七個

特點加以討論。19這七個特點分別是:我們/咱們、介詞「給」字、來著、有「呢」無

「哩」、表禁止的「別」字、程度副詞「很」、形容詞「多了」等。其考察材料包括

陳其昌《白話聊齋誌異》（1947 年），考察其中非北京話表達方式；以及數本白話

                                                 
17 劉寶霞：〈明清時期「理睬」義動詞的歷時演變和地域分布〉，《合肥師範學院學報》第 1 期(2013

年)。 

  劉寶霞、張美蘭：〈近代漢語「丟棄」義常用詞的歷史發展與南北分布〉，《古漢語研究》第 2 期

(2013 年)。 

  韓丞：〈「掏取」義動詞的歷時演變〉，《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增刊）》(2013 年)。 

  劉曼：〈「拐（柺）」的語義演變及其所在兩個場詞匯歷時替換〉，《合肥師院學報》第 1 期(2013 年)。 

  劉曼：〈漢語欺騙義動詞的歷時演變〉，《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增刊）》(2012 年)，頁 101-

111。 

  劉曼、張美蘭:〈清代著名的滿漢雙語教材《清文指要》（百章）及其價值〉，《海外華文教育》第

1 期(2012 年)，頁 1-5。 

  張美蘭、周瀅照:〈漢語「浸泡」義動詞浸、漬、泡的歷時演變〉，《南國人文學刊》(2013 年)。 

  劉寶霞:〈明清時期「理睬」義動詞的歷時演變和地域分布〉，《合肥師範學院學報》第 1 期(2013

年)。 

  劉寶霞、張美蘭:〈近代漢語「丟棄」義常用詞的歷史發展與南北分布〉，《古漢語研究》第 2 期

(2013 年)，頁 55-63。 

  張美蘭、劉寶霞:〈言語動詞「商量」、「商議」的歷時演變及其分布特點〉，《清華大學學報》第 5

期(2013 年)。 

  張美蘭、劉寶霞:〈「遇見」義動詞「碰、撞」的歷時發展及其地域分布〉，《陝西師範大學學報》

第 2 期(2014 年)。 

  張美蘭：〈漢語常用詞歷時演變的新視角—以版本異文為視角〉，《合肥師範學院學報》第 1 期(2013

年)。 

  蔣紹愚：《漢語詞彙語法史論文續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年 4 月) 
18 干野真一：〈《社會小說北京》起點類介詞研究〉，《現代漢語的歷史研究》遠藤光曉、石崎博志主

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52-164。 
19 山田忠司：〈北京話的特點—圍繞太田博士提出的七個特點〉，《現代漢語的歷史研究》遠藤光曉、

石崎博志主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91-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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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說如《儒林外史》《紅樓夢》《官話指南》等等，比較統計列表可以發現《儒

林外史》、《鏡花緣》與《白話聊齋》中符合度很低；《老殘》《醒世姻緣傳》符合度

居半，《兒女英雄傳》《紅樓夢》《官話指南》及金國璞改編的《北京官話今古奇觀》

等。作者認為太田博士的七個北京話特點描述頗為正確，其中「來著」是個重要的

標記；副詞「很」普遍出現是在十九世紀中葉後《鏡花緣》成書之後。姚傳嘉比較

不同時間版本的《官話急就篇》。20至今多有探討詞彙的研究，作者分別統計名詞

詞彙的差異，數量上 897／711，並分為 35 類，比較列表中顯出基本詞變動不大，

增刪變化比較大的是經貿交際、科舉專名、報刊名及地名類別等。從修訂本比較統

計發現：有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的文化詞彙，但也有新加入的新興詞彙；增補常用詞、

短語，以及同義近義不同的說法，如這裡／這兒、星期一／禮拜一，母親／媽媽。

再微觀比較「星期」、「禮拜」使用差異，週間用「星期幾」逐漸取代「禮拜幾」，

但「禮拜」指星期天卻沒有改變，這跟去教會作禮拜相關。或是「禮拜」是指一周

期間，如離暑假還有一個禮拜(七天)。下地早智子分析《官話指南》裡時體標記「了」

的用法特徵，分三類用法。第一類是沒／了的對應分布，如「你聽見了麼？我沒聽

見」。21第二類是跟持續貌標記相關，存在動詞+了，如「掌櫃在裡頭了」。又如動作

持續進行標記，會與正(在)…著共現，如「正吃著了」。第三類是與才共現，如「才

到這兒了／就到這兒了」。在現代漢語裡，不太接受「才到這兒了」，其中了字表示

時體標記。第四類是「有…了」的使用，如「今年打了有一萬石糧食阿！」。這與

現代漢語不同。作者統計「了」字出現 1860 次，出現「了」字共 1163 句，其中 102

句與現代漢語不太相符。 

一般而言，歷史比較出不相符現象及出現頻率差異，該是變化所致。例如有關

AB- 不-AB 的句型，《官話初階》《官話談論新編》及《聖經》官話譯本是全部重複，

而非 A-不-AB 的模式。這種重複式問句，約在近代漢語口語語體出現，需要進一

步統計出現頻率，再搜尋平衡語料庫加以比較，得以釐清此句式變遷時程，以及方

言分布。再者，在相關的官話教材裡，曾出現與現代漢語詞素相反排序的複合詞，

如「果效-效果」、「康健—健康」等現象，待語料庫建立後，自可釐出這些同素異

序詞彙，觀察其語義、分布及使用情境，得知詞彙語義變化的影響因素。本計畫將

經由建立語料庫，標注各項相關訊息後，釐出關鍵參數進行統計分析，此法將得宏

觀印象；藉由語義場概念域著墨歷史興替，則是微觀分析。二者相輔而成，以建立

詞彙體系。 

                                                 
20 姚傳嘉：〈《官話急就篇》《急就篇》詞彙比較研究—以兩書名詞單語部分為中心〉，《現代漢語的

歷史研究》遠藤光曉、石崎博志主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72-190。 
21 下地早智子：〈《官話指南》裡時體標記「了」的用法特徵〉，《現代漢語的歷史研究》遠藤光曉、

石崎博志主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6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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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成果說明 

3.1《官話初階》分析 

明代後期多位知名傳教士相繼來華，他們精通漢語，除翻譯《聖經》，並編撰

漢語教材及辭典工具書，並撰寫漢語語音、詞彙、語法等提供教授與學習漢語。瓦

羅（Francisco Varo）所著的《華語官話語法》，是以拉丁語語法綱要介紹官話口語

的語法；馬禮遜的《通用漢言語法》是最早的一部英語系的漢語教材。艾約瑟《漢

語官話語法》記錄 19 世紀中期北京官話口語詞彙的寶貴材料；威妥瑪《語言自邇

集》，是第一部以教學北京官話口語的漢語課本。清代又有多本專著，如《官話初

階》。其中口說對話注重實用性，用詞、句型豐富多變，有許多新名詞出現。其中

詞彙反映當時生活狀態，書中詞彙的編排與詞彙教學觀點，顯出對漢語官話詞彙的

體認，為當代詞彙與語法描述留下珍貴紀錄。在此，現以正在執行計畫中之《官話

初階》之分析成果作為實例說明。《官話初階》（An Introduction to Mandarin）是傳

教士懷恩光（John Sutherland Whitewright 1858—1926）所編撰。他是英國人，基督

教浸禮會傳教士。1880 年到青州傳教。次年建聖道學堂，19 世紀初發展成為郭羅

培真學校。1887 年在青州辦博物堂，於 1904 年移至濟南，建成廣智院，後成為齊

魯大學的社會教育科，為現今齊魯大學神學院前身。1917 年後在齊魯大學神學院

任教。 

《官話初階》一書總共分為 37 課。每一課文長不一，並未使用標點，而以數

字及空格表示句子段落。該教材是以對話問答為教學設計模式，因此展現口語特徵。

每一課皆以會話體形式呈現，但分為不同場合，如在教室、在家中或是應酬對話。

沒有標點，僅以數字及空格表示句子段落。如教室中師生對話，稱為「念書話」；

接著幾課是「家常話、天氣話、時候話」，另有所謂應酬會話等等。其中，第 26 課

是與讀書人說話或是官場話，出現許多敬體詞彙，如「貴庚、台甫、貴處、令徒、

閣下、聆教、久違、納福、失迎、謝步留步」等。由於是會話體形式，因此展現口

語特徵，如句子短，反覆重複詞句，如「請坐請坐、對不對、開開門、掃掃屋子、

說給我聽聽」。在 AB-不-AB 句型方面，最明顯的特點是全部重複，如「會用鐵裁

縫不會？落色不落色？妥當不妥當？要回信不要？」其中，第 26 課是與讀書人說

話，出現許多敬體詞彙，如「貴庚、台甫、貴處、令徒、閣下、聆教」等。以下說

明《官話初階》的詞彙句法的教材及觀點。 

3.1.1.名詞性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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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名詞性詞彙構詞面向來看，名詞性詞彙包括人稱代名詞，如「你、我、

他」；處所代名詞如「這裡、那裡、這邊、那邊」；疑問代名詞如「甚麼、那裡、那

邊」等。普通名詞如食衣住行生活類名詞，食物類「麵包、芋頭、雞蛋、魚、肉、

奶油」。房屋家具「屋子、客堂、桌子、椅子、板櫈、大門、窗戶、窗台、鋪蓋」。

交通工具類「轎子、車、輪船、火輪車、鐵路」，氣象類「風、雨、雷、閃光、雪、

霜、露水」。職業類「匠人、木匠、鐵匠、裁縫、廚子、馬夫」；時間名詞「今天、

前天、後天、清晨、黑夜」。也有抽象名詞「見識、聰明、才分、弊病、脾氣、良

心、精神、力量、樣式」等。直接反應時代社會的新興名詞如「學堂、眼鏡、德律

跟(電話)、鐵裁縫(裁縫機)、膠水、新聞紙(報紙)、郵政局、電報、傳單、信票(郵

票)」等。其中若干詞彙語義與現今有異，時間節令名詞與今有異，如「大盡、小

盡」，這是指大月和小月。而在書中不言「經商、做生意」，而言「買賣」，勞雇雙

方稱為「東家」與「夥計」，最不相同是「利息」一詞，書中指的買賣所賺得的利

潤，而非現今指放款貸款之利率所得。 

在派生詞方面僅出現名詞性「子」尾，而無兒尾或其他詞尾，如「桌子、椅子、

日子、帽子、鉗子、箱子、法子、房子、屋子、刀子、釘子、銀子、茶匙子、盤子、

杓子、鋪子、斧子」等。在複合詞方面，以偏正性複合詞為最常出現，如「x+水」

「涼水、開水、溫水」，或如「x+肉」「牛肉、豬肉、雞肉」，或如「x+月」「上月、

下月、本月、正月、臘月、閏月」等。 

在名詞性詞組方面，表示時間名詞組如「星期一、禮拜日、五點五分、兩點半

鐘、一刻」，其中與現今使用習慣有異如「兩點半鐘、一刻」等。22名詞性數量詞組

即「數詞+量(類)詞+名詞」，在書中最常出現的是「個」如「一個燈頭、兩個禮拜、

一個屋子、這個法子、這個箱子、這個孩子、這個茶杯、這個火爐」等，具體與抽

象名詞皆可使用，其他某類詞配搭多種名詞，如「這張桌子／椅子／紙/床、一條

板凳／事情／繩子、一把杓子／凳子／鉗子、這件事情／衣服、一塊布／地方、幾

位學生／夥計」；某些類詞配搭一類名詞如「一本書、一封信、這句話、幾口人、

一輛車、一乘轎子、一雙鞋、一隻鞋」等。某些量詞性之配搭多樣，如「一壺／桶

／杯／盆水、這些話／蜘蛛網」等。23特別是使用「詞組+的」形成代詞性名詞組，

或作句子之主語與賓語，如「擺台的、看門的、那裡的、說錯的、常說的、後來的、

纔說的」等等。 

在四字格或是熟語、俗語部分，在《官話初階》中也不乏其例，名詞性如「五

經四書、風土人情、春夏秋冬、筆墨硯紙」等；而「自古至今、連工帶料、半信半

疑、早起晚眠、大同小異、有名無實、苦盡甘來、設身處地、早起晚眠、上行下效、

                                                 
22 李子瑄、曹逢甫：《漢語語言學全新改版》（臺北：正中書局，2013 年），頁 98-101 
23 李子瑄、曹逢甫：《漢語語言學全新改版》（臺北：正中書局，2013 年），頁 1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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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症下藥、亂七八糟、同心合意」等，主要作句子的謂語或是修飾成分。再者，尚

有「習慣成自然、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到頭終有報、四海之內皆兄弟、滿招損

謙受益、順天者存逆天者忙、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真金不怕火

煉、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有志者事竟成、世上無難事只怕

心不專」。這類四字格、固定性熟語俗語諺語者，其實是漢語詞彙系統裡的非常重

要部分，口語及書面語都經常出現。以至於即便在清代編撰的官話教材也無法避開

此類詞彙短語，這些熟語型詞彙必須經過教導與學習方有可能進入學習者心理辭

彙庫。若是固定語義無法由字面得知者，屬於必須經過學習的詞彙類別；若是能由

字面理解語義，又結構對偶者，便可透過構詞機制繼續發展衍生使用，如 AXAY

類，「半信半疑、疑神疑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或是 AX(-A)Y 類，「大同小異、

有名無實、早起晚眠、苦盡甘來、上行下效」等等。24 

3.1.2 動詞/述語性成分 

《官話初階》中的動詞或是述語作謂語性的詞及詞語類型豐富。先從單音節動

詞來看，及物動詞如「說、吃、洗、寫、拿、忘、烤、買、作(做)、蓋」等，不及

物動詞如「來、去、坐、等、待、走、擺」等。多音節複合動詞比較多見，如「念

書、查考、明白、知道、聽見、看見、告訴、謄寫、費心、打掃、打聽、道謝、酬

謝；賞賜」等等，及物或不及物的用法多元。經常出現重疊式，因為重疊式以致作

為不及物謂語性之述語，如「把衣服洗洗／晒晒／晾晾／撢撢、把刀子拿去磨磨、

緊一緊、鬆鬆、等我查考查考、費心費心、可惜可惜」等。除了動賓結構複合動詞，

並列結構複合動詞外，述補性用法也常出現，如「說錯、說得清楚、擦乾淨、快得

很、做得合式、辦得妥當、說得好」等。或是動詞與「起來」組合的詞組，如「捲

起來、疊起來、掛起來、粘起來、縫起來、拾起來、脫下來、卸下來、放下來」等。 

《官話初階》中最常出現的動貌標記是表示持續貌的「着」字，如「留着、遇

著、怪着、拿着、抱着、抗着、背着、挑着、抬着、靠著、找着」。動詞與介詞組

成的詞組，如處所有關的，如「放在桌上、放在櫃裡、放在抽屜裡、擱在裡面、挂

在牆上、釘在牆上、貼在牆上」；與「給」字詞組，如「說給我聽聽、念給我聽、

拿來給我寫、給我做衣服、給我薦一個人」等。動詞與方位詞詞組，如「往下、點

上燈、擺上飯、添上媒、裝上車」等。山田忠司評論太田辰夫的研究，提及北京話

的特點如介詞「給」字之用法在此發現。 

                                                 
24 李子瑄、曹逢甫：《漢語語言學全新改版》（臺北：正中書局，2013 年），頁 153-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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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特殊性詞組及句型 

太田辰夫提到北京話特點有關程度副詞「很」字的用法，在《官話初階》中，

「很」字出現 50 餘次，用法也頗有特點，程度副詞用法如「很好／大／便宜／甜

／鹹／冷／熱／厚／大／小／明／響／熟」，這些都是單音節詞；「很難辦／危險／

親熱／費心／妥當／糊塗／閱歷／見識／膽量／相好／壯實／頭疼／牙疼／憂悶

／可靠／願意／客氣／熟識／平安」這些則是雙音節詞，這些雙音節詞包括名詞、

動詞、形容性的複合詞；而在「很有膽量、很討人嫌」中，「很」字是直接修飾動

詞組，顯示「很」字之使用非常多元。而在「很恭敬我們」中，跟現今用法有異，

比較特別。再者，「佩服的很、好的很、失迎的很」是「很」字特殊的用法，現今

常用。 

《官話初階》在 AB-不(一)-AB 句型方面，最明顯的特點是全部重複，如單音

節重複「對不對、好不好、是不是、要不要、賣不賣、買不買、去不去、來不來、

行不行」；或是「查一查、找一找、緊一緊、再煎一煎、再煮一煮、再烤一烤、等

一等、擦一擦」等等。多音節也是完全重複，如「曉得不曉得、明白不明白、知道

不知道、清楚不清楚、可以不可以、合式不合式、會用鐵裁縫不會？落色不落色？

妥當不妥當？要回信不要？你會做這個不會、是那樣不是、閏月不閏月、問問他讓

錢不讓錢(討價還價)、以後還有別的法子沒有、這裡有德律風／電話沒有、有甚麼

新聞沒有、是他自己的買賣不是」等。單音節完全重複的用法與今無異，但多音節

完全重複與現今用法不同，現今用法以儉省為主，如「落不落色、妥不妥當、明不

明白、知不知道」等；在詞序方面也不同，AB-不-AB 移位至賓語之前，不會插在

其中，也就是「會不會用鐵裁縫、是不是他自己的買賣、有沒有甚麼新聞」等。此

句型的變化經過百年來已經有明顯的變化。 

    《官話初階》中，可以看到基本詞變動不大，增刪變化比較大的是經貿交際、

報刊名及地名類別等，有逐漸退出歷史舞台的文化詞彙，也有新興詞彙。口語特徵

的句子可能是省略、隱含、脫落、減縮等等，卻也有重複、追加、插說等等。在《官

話初階》會看到短句很多，無主語僅有謂語的小句，若是主謂句，其主語和謂語會

與主題與評論相互搭配；句首或句末用語氣詞表現說話口吻等。 

3.1.4 複句句型 

    所謂的複句（compound sentence）是由兩個以上的分句組成的語言單位。這些

分句語義相關，語法結構獨立，也就是分句不是另外分句的句法成分，分句的句型

無須相同，主語謂語的組成也可以不同。分句之間一般會有語音停頓，或是有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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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分開。複句中，可能會有關聯詞語單位表示分句之間的關係；也可能沒有關聯

詞語，依靠語序或前後語義限制表達關係。在書面語中，關聯詞語多半會出現；口

說語就不一定，甚或連停頓都不出現。複句按照語義邏輯關係，可以分成幾種類型，

在《官話初階》中也出現多種複句類型。如「人常說中國為窮地方究其實不窮」，

該句中間未留停頓，也沒有關聯詞語，然分句邊界出現在「地方」與「究」之間。

右複句「若多開煤井買賣必大興盛」，出現關聯詞語「若」，前分句邊界是「煤井」。

此複句「中國先生很客氣怕得罪人所以不常說學生的錯」，關聯詞語是「所以」，語

法邊界就是「所以」的左邊界。分句停頓在「意思」與「明白」之間，見右句「這

是閣下最好的意思明白中國禮貌是最要緊的」。「有一條西國人見客常盤著腿中國

人看著不恭敬」該複句的二個組成分句，句法結構幾近對稱，也是一種常見的類型。

「張先生很有閱歷可以請他來商量」此複句沒有關聯詞語，前後二分句的句型與主

語都不相同，前分句之右邊界在「閱歷」。「我很願意辦那件事卻是沒有功夫」此複

句的關聯詞語是關聯副詞組「卻是」，前後分句主語相同，後分句的邊界在「卻是」

的左邊界。「若是這個辦法不行何況那個辦法」此複句中出現二個關聯詞語，分別

是「若是」、「何況」；前分句句子完整，後分句則承上省略「不行」的邏輯語義。

「不但是沒有功夫也是沒有力量並且我也辦不到好處」此複句出現三個關聯詞語，

分別是「不但、也、並且」，此關聯詞語也是分句的停頓邊界；三個分句的主語相

同，但前二個分句的主語都承下省略，僅出現在最後分句。「這件事一來很難辦二

來也無益」此複句關聯詞語是「一來、二來」，也是分句停頓邊界。以上是《官話

初階》中複句類型舉例，數量不多，複句的長度也是一般簡句（simple sentence）

或複雜句（complex sentence）的長度，然亦是非常重要的句型，以致必須列入官話

語文教學教材重點一環。 

3.2《文學書官話》分析 

 《文學書官話（Mandarin Grammar）》(1869 年)是美國傳教士高第丕與中國學

者張儒珍合著。是用白話文寫成，以漢語官話為研究對象。本書最特殊之處是以官

話口語寫作，並把官話口語作為研究對象。這是極具影響力的，影響至黎錦熙《新

著國語文法》（1924 年）。《文學書官話》比《馬氏文通》早三十年。 

3.2.1 編纂宗旨說明 

    書中前言及提到所謂「文學書」是論「話字」的用法，「話」是意思的聲音，

也就是語言的聲音面向；而「字」是指意思的形狀，也就是語言的視覺符號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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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話字」將人的思想表現出來。這項說明指出《文學書官話》的編輯宗旨及方

向，要呈明『話字的用法』。 

    原序文中提及「書內俗言俚語，就不嫌於卑近，意明詞達，亦甚易於參觀，其

上下之章句，要條分縷析，要簡而能賅，可為迷路之指南」因此，本書的編纂以語

法為導向，課程內容以詞彙的語法使用為主，使學習者可以學習官話話字的用法。

也提及本書編輯適用對象為「設教者、讀書者、傳道者、通言者」等對象，皆適用

之。以下分別從語音學、語法學與語用學觀點分項說明。 

3.2.2 編纂內容分析 

3.2.2.1 語音/字形學觀點 

    書中第一章是論音母，包括聲母韻母聲調等。將一音節分為二音，先出者為上

半音，即是聲母的概念，後出者為下半音，即為韻母。有關上半音的說明包括發音

部位如舌根、舌尖、舌中、唇等。下半音是氣嗓音。分三種，一為單音，如「阿、

愛、意、奧、匯、窩、詩、貳、物、玉、厄」等；二為雙音者如「衙、夜、越、要、

又、若」等；三為帶鼻音「暗、昂、讓、慶、怨、印、硬、恩、難、閏」等。有關

聲調的界說是下半音內有上平聲、下平聲、上聲與去聲，如「依、移、倚、意」等。

上半音與下半音合計音母共 55 個。 

    第二章是論字，分成字母、字部與本體三層次的字體符號系統。字母是最基礎

的符號，字部則是現今辭典中偏旁概念，23 個字母合成 214 個字部；與字部配合

者為本體，計 3867 個；字部與本體可以再組成 47681 個字體符號，合字者，字意

多屬字部，字音則多屬本體。書中也歸納常用字約一萬字，若一字成意，稱為單字，

如「人、馬、走」；二字成意者，稱為雙字，如「房子、磚頭、玻璃」，三字成意者，

稱三字，如「火輪船、我們的、忘記了」。從前述舉例來看，可以發現「一字是一

音節（monosyllabic word）」的理念；雙字的三個舉例，皆是雙音節詞（disyllabic 

word）；而三字的舉例僅有「火輪船」是三音節詞；「我們的、忘記了」則是多音節

的語或詞組，書中的說明是多個字連起來成了一句話，多句話型成一段意思。 

    而「話」分十五個『話類』，分為名頭、替名、指名、形容言、數目言、分品

言、加重言、靠託言、幫助言、隨從言、折服言、連接言、示處言、問語言、語助

言。這一章雖說是『論字』，實則已經進入「詞」（word），甚或是「語或詞組」（phrase）

的觀念，接著就進入語法學的觀點教學。 

3.2.2.2 語法學觀點 

3.2.2.2.1 有關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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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名詞性詞彙包括名頭、替名、指名、分品言、數目言、示處言。以下逐項

說明。  

    數目言就是表示數量詞彙，分成死數與活數，死數指「一、二、十、百、千」

等數目確定的詞彙；而活數是指「多少、都、幾、眾」等，也把「個個、們」列入

活數詞彙。 

    分品言則是指「數目+量詞（類詞）+名詞」這類數量詞組中的必要成分—量詞。

書中的定義是用以指出名詞的品類，如「條、張、個、把、枝、位、套、根、塊、

本、間、件、捆、包、匹、斤、升、斗」等。 

    指名是就指示代名詞一類名詞而言，在使用指名時，其後的主要名詞可以省略，

也就有代詞性的功能。如「這個、那個、這個人、那個人、這個地方、那個地方」

等。除了所舉前例。書中還列出其他指名，如「這裡、那裡；此地、此處」表示地

方處所。「什麼」也是指名之一，如「沒有什麼錢」；「別的」也是指名之一，如「別

的東西」；「誰」也是指名之一，如「不知道你是誰」；「所」也是指名之一，如「你

所說的話、你所做的事」；「第、初、正、今、明」也是指名，如「第一章、初依、

正月、今天、明天」等。從現今語法學觀點來看，書中所舉列最具指示代名詞代表

的是「這、那」，其他成分則是屬於其他類名詞或代名詞。「什麼、誰」是疑問或無

定性代名詞，在使用時因著上下文而產生指示代詞的功能。至於「所」字的代名詞

性功能，也是在「所+動詞+的+名詞」的句型中，始能表現出指示代詞的功能。而

「第、初、正、今、明」等，實無須指名一類，以避免過於複雜。 

    有關替名一類，即是指人稱代名詞，包括單複數、三種人稱及無定的自身或反

身代名詞，如「你、我、他、你們、我們、他們、自己」。書中稱第一人稱為上位

次，代指說話者；第二人稱為中位次，指聽話者；第三人稱為下位次，指提到的他

人。二者，這些替名皆可以在句子中作主詞、受詞等，如「我愛你、我打他」所有

格也屬於替名一類，如「你的帽子、我的鞋子」。三者，既是代詞性詞類，自然可

以承上或承下省略業已提過的名詞，如「約翰是孝子，他會聽他父親的話」。 

    示處言是指方位詞彙，包括「裡、內、內裡、中、中間、外、上、下、周圍、

前、後、從、直到」等。示處言會與地方或處所類名詞連用，說明該處所的方位或

位置所在。如「海裡有魚」，「裡」是說明「魚」的處所；如「這個呈子內裡必有謊

言」，「內裡」說明「謊言」的所在；如「人向水中看日出」，「中」是說明「日出」

的所在；如「地外正是氣」，「外」是「氣」的所在；如「山上生石頭」，「上」說明

「石頭」的所在；如「院子周圍要立牆」，「周圍」說明「牆」的位置；如「山前好

天山後雨」，「前、後」分別說明「好天、雨」的位置；如「從黃縣直到濟南都是平

地」，「從、直到」說明「平地」的所在；如「高樓以上滿滿的亮光」，「上」說明「亮

光」的所在是高樓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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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名頭」是指名詞性詞類。書中認為名詞是最重要的詞類。分成三個次類，

分別是定名、實總名與虛總名。定名就是專有名詞類，舉凡人名、地名皆屬定名。

實總名是只能看能摸有形狀的具體名詞類，如「石頭、玻璃、人、牛、草、風、氣」

等。虛總名恰好與實總名相反的另一類名詞，凡不能看、不能摸、無具體形狀者，

如「意思、知識、能幹、權柄、律法、道理、聲音、事情、時候、望頭、夢、話」

等等。25  

    書中除了介紹名頭的種類，也詳細說明名詞在句子中的語用與語法特性。分別

稱為三位次與六地步。所謂三位次是分上、中、下三個位次，六地步則是指行的地

步、有的地步、受的地步、用的地步、得的地步與餘的地步。以下分別說明。 

    三位次中的上、中、下位次，是指名詞在句子中的語用地位，上位次是指說話

者，中位次是聽話者，下位次是指對話中提到的第三人稱名詞。如「我保羅傳福音

給羅馬人」，「我保羅」是上位次講話者說話者，「羅馬人」是中位次的聽話者，而

「福音」是下位次的名頭，是說話者與聽話者在對話中提到的第三人稱名詞。如「請

先生教學生念書」，上位次說話者是命令句中的省略主詞，「先生」是中位次的聽話

者，「學生」和「書」都是下位次的名詞。 

    至於六地步則是名詞在句子中的語法功能。行的地步是動作者的名詞，在句子

中多是主詞或主語，如「學生要念書」，「學生」即是行的地步；如「瓦匠墁了墻」，

「瓦匠」是行的地步，也是作動作的名詞，在句子中當作主詞。如「學生念書的時

候在坐在凳子上」，「學生」是行的地步之名詞，動作則是「坐」。 

    有的地步是所有格的概念，如「人的房子」，其中「人」是有的地步，擁有「房

子」；如「師娘的風琴不好」，「師娘」是有的地步，有「風琴」；如「先生的意思不

錯」，「先生」是有的地步，有「意思」。句子或片語中的「的、之」等是有的地步

之記號。 

    受的地步則是受到動作影響的名詞，在句子中是受詞或稱為賓語。如「學生寫

字」，其中「字」是受的地步；如「母親愛自己的孩子」，「孩子」是受的地步，是

動詞「愛」的受詞；如「好樹要結好果子」，「好果子」是動詞「結」的受的地步。

行的地步和受的地步都是沒有記號的。 

    用的地步指的是動作進行時使用的工具或材料等名詞，在句子中是位在介係

詞後的名詞或名詞組。如「女人用水洗衣裳」，「水」是用的地步，是「洗衣裳」動

作使用的名詞；如「拿筆寫字」，「筆」是用的地步；如「以線織布」，「線」是用的

地步，在上列句例中，「用、拿、以、使(用)」等是用的地步之記號。 

    得的地步是指動作進行過程或結果的受益者名詞，如「夥計給東家做工」，「東

                                                 
25 書中還附帶舉出名詞性詞組或句子也歸屬虛總名一類，如「念書出門能開眼、孝父母是應該作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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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是得的地步，得到「夥計做工」的益處；如「士兵為朝廷出力」，「朝廷」因為

「士兵出力」得益處的對象，是得的地步。得的地步的記號為「為、給、替、代」

等等。 

    餘的地步是無職分的名詞，是指與動作進行無直接相關，是句子中的時間或地

點名詞。如「講師今天要講書」，其中「講師」是的地步，是「講」的動作者，「書」

是受的地步，而「今天」沒有跟動作進行直接相關，是餘的地步。如「鐘錶是外國

來的東西」，其中「外國」是餘的地步。而餘的地步是沒有記號。 

    除了上述三位次、六地步外，有關名詞在句子中的語法功能，還提及所謂的「承

接」，是指在二個以上的名詞承接成為名詞組，這些承接的名詞組可以在同一位次，

或是相同的地步。如「我使徒保羅耶穌的僕人寫信給你們」，其中「我、使徒保羅、

僕人」等承接成名詞組，都是上位次說話者，也都是行的地步作動作者；如「前年

一個老人姓孫被賊殺了」，其中「人、孫」承接成名詞組，是下位次，是受動作的

影響的受的地步；如「這管筆是學生劉注的筆」，「學生、劉注」承接成有的地步；

如「我的學生趙風華的兄弟風雲是十八歲」，其中「學生、兄弟、風雲」承接起來

是行的地步，但是對話中其他對象的下位次。 

3.2.2.2.2 有關形容詞 

    書中的「形容言」即一般的形容詞，說明名詞的特性。如「大、小、黑、白、

高、重、方、長、男、女、公、母、真、假、冷、苦、窮」。從舉例來看，可以發

現所列出的形容詞種類多樣，從尺寸、顏色、形狀、性別等皆有。 

    在形容詞的使用方面，提及形容詞可以多種組成修飾性詞組，如「大肥牛」，

「大、肥」是二個以上的形容詞組成。二者，提及名詞性詞彙可以轉用成形容詞，

如「一支草鞋」，其中「草」本是名詞，在此功用是說明鞋子的質料。三者，提到

一句話也有形容言的功用，也就是句子型態的形容詞詞組，如「做莊稼的人」，「叫

火燒的那個房子」、「叫那個一隻眼的人來」。其中「做莊稼、叫火燒的、叫那個一

隻眼」都是句子型態作為形容詞組修飾名詞。 

3.2.2.2.3 有關動詞 

    書中有關動詞詞類者，有靠託言與幫助言。所謂靠託言就是動詞，分成二類，

稱為動字與靜字。 

    動字是有活動性的動詞類，如「走、飛、寫、打、想、講、吃、來、去、行、

開、愛、恨、信」等。如「人能走路」，「走」是動詞，是靠託言，顯出「人」的行

為；如「真神創造天地」，「創造」是動詞，顯出「真神」的行為；如「我要念書」，

「念」是動詞，顯出「我」的行為；如「你不好相信他的話」，「相信」是動詞，顯



107MOST 專題研究計畫結案報告 MOST107-2410-H-003-055 

 

23 

出「你」的行為。 

    靜字是安靜狀態的動詞，如「是、有、值、站、坐、死、住、在、為、像」等。

如「梨是好果子」，「是」為靜字動詞，顯出「梨」的「好果子」狀態；如「我有一

本書」，「有」是靜字動詞，說明「我」擁有書的狀態；如「這雙鞋值五百」，「值」

為靜字動詞，說明「鞋」的價值；如「東牌坊站在街道上」，「站在」是佇立義的靜

字動詞，說明「東牌坊」的位置；如「他像父親」，「像」是相像義，說明「他、父

親」的外貌狀態。 

    與靠託言密切相關的名詞，即是受動詞影響的受詞或賓語，書中稱為「靠託言

盡頭」，動字或靜字都有相關的「根本」與「盡頭」。「根本」就是作動作者，「盡頭」

就是接受動作者，也就是受詞或賓語。如「人天天要洗臉」，其中「人」是作動作

者的根本，「洗」是動詞靠託言，「臉」是受詞盡頭。如「我有一兩銀子」，「我」是

根本，「有」是靠託言，顯出「我」的擁有形勢；如「人是萬物之靈」，「人」是根

本，「是」靜字靠託言，「靈」是盡頭，顯出「人」的形勢；如「書在桌子上」，「在」

靜字靠託言，「桌子」是盡頭，顯出根本「書」的形勢。二者，有關盡頭，有些動

詞是沒有盡頭，也就是不及物動詞，不會出現受詞或賓語。如「鳥會飛」，「飛」是

動詞，顯出作動作者「鳥」的行為；如「草長的快」，「長」是靠託言，顯出「草」

的形勢。三者，書中提到連動式，也就是一語句中可能會出現二個以上動詞，如「你

去買肉吃」，其中「去、買、吃」皆是以「你」根本，唯有「去」無盡頭。 

    書中除了動詞靠託言的基本性質外，又再多說明動詞的其它特性。第一，動詞

的動貌時間性，分過時、當時、後時。如「我的朋友走了」，「走了」是過時的靠託

言；如「先生在書房裡念書」，「在、念」都是當時的靠託言；如「我要去買筆」，

「去、買」都是後時的靠託言。所謂「過時」是指動詞已經發生或已經完成，「當

時」則是指動作或事件正在進行，「後時」則是指動作尚未發生的說明，以現今語

法觀念的了解，這三個說明是動貌的標記，而非時態的記號。第二，書中提到靠託

言有三種「口氣」，分別是直說、疑問與使令。直說口氣如「我愛他、我不相信他

說的話、地球是圓的」，這些都是直說口氣。疑問口氣則如「你有錢沒有、你什麼

信我的話、今天才買了麼」等是疑問口氣。使令口氣則如「進來坐吧、你不要哭了、

你好好聽我的話」等。第三有關動詞的特性是三種行法，分別是順行、退行與逆行。

如「士兵殺了長毛」，「殺了」是順行靠託言，從根本到盡頭。然若「士兵把長毛殺

了」，這是退行靠託言，從根本退行到盡頭，「把」字將受詞「長毛」移前。若說「長

毛被士兵殺了」，這是從根本逆行到盡頭，受詞「長毛」因為「被」字移前到句子

的主詞位置。這三種靠託言的行法是指動詞在句子中與主詞、受詞的相關位置，順

行就是主詞+動詞+受詞的句型，退行是主詞+受詞+動詞的句型，逆行是受詞+主詞

+動詞的句型。至於「把、被」等記號可能不出現，端看語句三種成分的語義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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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關係。 

    書中有關動詞尚提出「幫助言」。所謂幫助言是指「能、會、該、應該、當、

應當、可、可以、願意、情願、肯、喜、愛好、敢、要、是、有、把、被、教」，

這些詞彙用以幫助動詞靠託言。如「大船能過大海」，「能」是幫助動詞「過」；「兒

女應該孝順父母」，「應該」是幫助言；「我要去問題」，「要」是幫助「去問」；「我

愛念書」，「愛」是幫助動詞「念書」；「老鼠教貓抓了」，「教」是幫助「抓了」；「我

有事不能去」，「有」是幫助言；「官兵把強盜殺了」，「把」是幫助言；「今天可以回

家」，「可以」是幫助言；「我情願聽你吩咐」，「情願」是幫助言；「我不肯聽他」，

「肯」是幫助言；「人都愛美食、我好養魚」，「愛、好」都是幫助言；「空手不敢捉

老虎」，「敢」是幫助言。從書中所列出的例句來看，所謂的幫助言是有動詞特性的

詞彙，但在句子中另有主要動詞，因此這類詞彙屬於輔助性質的動詞，類似助動詞

性質，而這類幫助言詞彙出現在語句中是有語義的影響性，其語法位置都是在主要

動詞之前。至於折服言如「不、沒」等否定詞彙，與幫助言、靠託言的相對位置就

視語義而定。 

3.2.2.2.4 有關副詞 

    書中有關副詞詞彙者，有加重言、折服言、示處言與隨從言，以下分別說明。 

    加重言是加重形容詞所表達的程度，包括「最、頂、更、點、些、極、好、甚、

太、很」等，也就是比較副詞詞彙。如「所羅門是最聰明的人」，其中「最」是加

重「聰明」的意思。如「桃子是頂好的果子」、「中國人很多」、「鳥飛得太快」、「今

天好大風」，四句中「頂、很、太、好」分別加重「好、多、快、大」的意思。加

重言還包括比較用法，如「這棵花比那棵花少些」、「這房子比那房子高些」、「火輪

車走路快得很」，三句中「少些、高些、快得很」是比較程度的用法。如「我是好

人，你是更好的人，他是頂好的人」，該複句中，後一句加重前一句「好」的意思。 

    折服言是否定意義的詞彙，包括「不、沒、未、勿、否」，這類詞彙可以與形

容詞、數目詞、比較副詞、動詞及助動詞等類詞彙連用，用以表達否定意含。如「這

個房子不好」，「不」用以否定形容詞「好」的意含；如「這樣的東西不多」，「不」

用以否定數目詞「多」的意含；如「這座山不很高」，「不」用以否定比較副詞「很

高」的意含；如「勿罵人」，「勿」用以否定動詞「罵人」的意含；如「我沒有錢」，

「沒」也是用以否定動詞「有錢」的意含；如「他不能去」，「不」用以否定助動詞

「能」的意含；如「不常、未曾、未必、不一定」等，分別用以否定「常、曾、必、

一定」等副詞詞彙的意含。 

     所謂「隨從言」是指與動詞連用的副詞詞彙，如單字詞「才、先、就、再、

早、晚、前、後、必、快、慢、緩、急、直、許、雖」，雙字詞「常常、永遠、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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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現在、已經、然後、立刻、往上、往下、往前、往後、一直、必定、實在、大

約、這樣、怎樣、怎麼、隨便、真是」，三字詞「輕輕地、慢慢地、悄悄地、背地

裡」。如「朋友才走、你就來、直說罷、我必要來、你再上山、這匹馬跑得快」，其

中「才、就、直、必、再、快」等均屬隨從言，與動詞連用以說明的發生狀態；「先

吃飯，然後去念書」，二個副詞「先、然後」分別與動詞「吃、念書」連用，說明

二個動詞發生的先後順序。如「輕輕地打他幾拳、悄悄地送給他」，二個隨從言副

詞組「輕輕地、悄悄地」，與動詞「打、送」連用，說明動詞發生的狀態。如「那

個人常常來、忽然想起家鄉、靈魂永遠不死」中，「常常、忽然、永遠」分別說明

動詞「來、想、不死」的發生狀態。除了上述舉列隨從言副詞詞組外，還提及與動

詞連用的其他詞組，如「他糊裡糊塗往河邊跑、你嘻嘻哈哈做什麼」，其中「糊里

糊塗、嘻嘻哈哈」也是隨從言，說明動詞狀態的副詞性詞組。 

3.2.2.2.5 有關連接詞 

    所謂「連接言」就是連接詞或連接詞組，連接二個以上的詞語，也連結二個以

上的語句，甚至是二個段落。如「與、和、同、也、都、連、又、而、或、為」，

「而且、但是、若是、或是、只是、還是、就是、既然、雖然、果然、如果、因為、

使得、免得、所以、寧肯」等。如「我與你不相來往、鳥和善是兩類、我同你一塊

去」，其中「與、和、同」分別連接二個單詞。如「水裡有魚，也有螃蟹等類」，「也」

連接上下二句；如「柳葉綠而桃花紅」，「而」連接上下二句；如「海水深而且寬」，

連接詞語「而且」連接二個單詞「深、寬」；如「挪亞生的許多子孫，但是他們的

行為不好」，其中「但是」連接詞組和語句；如「年紀雖然老了，還可以作營生」，

前句「雖然」連接「年紀、老」二詞語，後句「還」連接詞則連接二個語句；如「既

然不打魚就該曬網」，「既然」是連接言，連接上下二句；「若是打人家，必先防備

人家打」，「若是」是連接詞，連接上下二句；「或是或非，必要照公義審判他」，其

中「或」連接單詞；如「如果有好文章，何愁不能得功名」，其中「如果」是連接

詞，連接上下二句；如「因為有罪，所以才罰他」，「因為、所以」都是連接詞；如

「寧肯生前受苦，不願死後受罪」，其中「寧肯」連接上下二句。 

3.2.2.2.6 語氣詞 

    語氣詞列出二大類，一類是問語言，也就是疑問語氣的詞彙；另一類則是非疑

問語氣，稱為語助言。 

    疑問語氣的問語言一類，包括「麼、什麼、為什麼、怎麼、呢、豈、多會、幾

時、可不是」等，皆表示疑問、詢問、詰問等語氣。如「今天要上城麼」，「麼」是

疑問語氣；再如「為什麼哭、你為什麼能騎馬呢、你多會來了、你多時來了、你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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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來了」，「為什麼、多會、多時、幾時」都是疑問句；「你豈能度過這海麼、你豈

不能度過這河麼」，或「豈」或「豈不」都是疑問句；「這座山可不是高麼」，「可不

是」是疑問語氣用語。 

    語助言是指非疑問語氣的語氣助詞，包括「啊、罷、嗐、唉、喲、罷了」等。

「啊」是口呼記號，如「父啊、兒啊」；「罷」是祈使命令語氣，如「坐下罷、抬轎

罷」；「嗐」是傷嘆感嘆語氣，如「嗐!老人家死了」；「唉喲」是驚奇怪異語氣，如

「唉喲!好大水啊!」；「罷了」是表示言盡夠了，如「罷了!我如今也進了學了」。 

3.2.2.3 語用學觀點 

   書中除了從語音、字形及語法學觀點說明『話字』，也從語用學觀點說明組成

句子的重要基本成分，也必須觀察學習如何運用及相關的可能變化。主要分二個部

分，一是詞彙類別的轉換，二是有關修辭的運用。以下分項說明。 

3.2.2.3.1 有關詞彙類別轉換 

    書中提到詞彙常轉換語法類別，同一詞彙在此句是屬於一種語法類別，在彼句

則是另一種語法類別。在進行教學時，學習者要能辨識該詞彙在句子中的功能。如

「買一張有名聲的畫」，「畫」在此句中是屬於名詞類；如「非巧手的人不能畫 1這

樣的畫 2」，在此句中有二個「畫」，「畫 1」是動詞，「畫 2」則是名詞；如「有錢人

家裡都有畫屏」，此句中「畫」是形容詞。二者，除了語法類別轉換之外，甚至語

音都可能改變，如「受難」，「難」是名詞，讀去聲；「難受」的「難」是動詞，讀

平聲。三者，有關「的」字，是最常出現，也是轉換活躍的。如「人的手」，「人的」

是名詞一類；「我的手」，「我的」是代名詞性；如「這裡的人」，「這裡的」則是指

示代名詞性；如「大的手」，「大的」則是形容詞；如「蟲子多的很」，「多的」是屬

於數目詞彙；如「這句話講的不錯」，「講的」是動詞；如「你要快快的跑」，「快快

的」是隨從言，修飾動詞的副詞；「海裡的沙多」，「裡的」是示處言，表示所在。 

    因上述特性，書中提到在語言學習及教學時，要注重如何解析句中各語言成分，

解析方式分二種:就是長樣與短樣，也就是詳版或簡版，實際上的差異只在於省略

語音及字形的訊息，語法及語用的訊息則不省，可見書中對於語法解析的重視。 

3.2.2.3.2 有關修辭 

    書中第 21 章是論話色，也就是介紹修辭，修辭的目的是為了說出來的言詞婉

轉靈巧，最重要的有五項，分別是「如生的、借喻的、過實的、譏誚的、比方的」，

以下逐項說明。 

    所謂「如生的」是指擬人或轉化修辭，把死物說成活物，使賦與無生命成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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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如「秋雲結網新月張弓」，賦與「雲、月」有如人「結網、張弓」的能力；

如「山會鳴谷會應」，賦與「山、谷」有如人「鳴、應」的能力。 

    所謂「借喻的」是不照詞彙本意使用，而是按其意代替類比的意含。如「皇上

是百姓的父母」，是指「皇上」要如同「父母」照顧「百姓」；如「這個人的心硬」，

以「硬」來類比心思情緒的表現很不容易改變；如「假先知外面是羊，裡面是豺狼」，

「羊、豺狼」用以類比假先知裡外反差極大，外表像「羊」溫馴的特質，心思卻是

像「豺狼」凶狠的特性。 

    所謂「過實的」就是誇飾或誇張修辭，以言過其實的訊息表達。如「這個事比

登天還難」、「賊比蝗蟲還多」、「你的嘴大，下唇碰地，上唇碰天」等用法。 

    所謂「譏誚的」是反諷的修辭，也就是說話者的用意與話語表面的意義相反。

如「你比天老爺爺還大」，真正的用意是沒有人能比天老爺爺還大，譏諷聽話者把

自己看得太偉大；如「你是好人，聖人趕不上你」，表面的語義是比聖人還好的好

人，但真正的用意是譏諷聽話者並非是好人；如「你的文章太強，我看不明白」，

表面的語義是文章寫得極其深奧，真正用意是譏諷文義不通，無法明白。 

    所謂「比方」，用這件事說明另一件是，就是比喻或譬喻修辭。如「耶穌用比

方對他們講道理」、「天國如同君王和僕人算帳」等。 

    書中有關「話色」修辭的單元，雖然僅舉列上述幾項，卻也是語用學中的重要

議題，就是「言外之意」的話語特性。編纂學習教材者了解這是語言學習重要環節，

除了學習明白話語的語法特性和詞語表面意義，也必須明白話語在使用時的深層

意義。從這個面向可以顯示出編纂者的語言學學養與用心，也顯示出本書的特色與

價值。26 

4.完成工作項目及後續研究 

4.1 完成工作項目  

本研究從清代時期官話學習教材中，梳理該時期漢語官話的語言面貌。清代時

期西方來華傳教士為了傳教，商界人士為了各樣事物溝通需要，大量官話口語學習

教材、漢語研究語法體系的著作出版，而漢語官話白話譯本《聖經》是口語書面語

的代表範本，這些珍貴的材料成為清代時期的官話樣貌的真實紀錄。許多珍貴出版

                                                 
26 李海英:〈《文學書官話》的漢語語法體系〉，《當代語言學》第 2 期(2014 年)。 

  王瑤:《《文學書官話》(Mandarin Grammar)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 

  李海英:〈近代美國來華傳教士高第丕與早期白話文研究——以《文學書官話》為例〉，《菏澤學

院學報》第 34 卷第 3 期(2012 年)，頁 1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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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年的書籍分別由亞洲各地如日本、韓國、兩岸及港澳的大學或國家級圖書館好

好收藏著。這些珍貴的資料一方面需要以現今數位典藏科技轉製重製儲存，不僅可

以保護資料的完整性，也方便流通供閱讀與研究。更重要的是需要投入大量金錢、

人力研究整理其中的語言現象。本研究以《官話初階》與《文學書官話》為主要範

圍。從詞彙構詞面向切入，建立詞彙語料庫，標注構詞類別、語法詞類等，建構語

言學理論概念架構的語料庫。透過上述詞彙的標注、分類分析後，得以了解清代時

期詞彙使用樣貌。有這樣的基礎，可以比較若干詞彙類別加以討論，如形容詞彙的

發展可能性，在上述的官話語言教材裡，都列出「形容詞」一類，但列出來的詞彙

並不多，列出的語句中可以看出其中的形容詞多半是名詞類的轉換。這現象是否反

映出教材編纂者受到本身語言特性及所受的語言學訓練，而主張近代漢語中發展

出所謂的形容詞彙呢？這是漢語詞彙構詞系統的重要議題，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又

者，基於上述研究成果，再加上既有中古及近代漢語詞彙研究成果，加以比較，以

得知漢語口語詞彙歷時變遷之軌跡。如有關「量(類)詞」詞彙的使用發展，也是值

得觀察討論的議題。在漢語詞彙發展中，這類詞彙的孳生力並不強，在現代漢語中，

甚至不再產生新的量詞，多半由「個」取代。因此，從文言文轉換白話文的時期，

來觀察量詞詞彙的發展孳生力之消長，是可以繼續研究的重要議題。西方傳教士所

編寫的漢語教材或語法相關書籍，注意到漢語詞彙的特殊性，在翻譯或編纂教材時，

也不會忽略，因此這些材料對歷時漢語的研究提供寶貴的實質語料，也對未來漢語

語言學的研究注入新活力。 

    在執行計畫獲致部分成果後，有關成果發表方面，俟整理相關文獻及建立語料

庫後，將結合歷史構詞詞彙的議題研究，投稿至國內或國際學術會議中，如漢語語

言學暨漢語研究國際研討會。這期計畫即獲得補助，出席在南韓首爾，由外國語大

學主辦的第十五屆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得與各國學者交換近代漢語詞彙語

料庫建置的意見與想法，並論及構詞詞彙歷時變遷反應的社會文化變化。會議結束

後，也將在結案後，整理研究成果投稿至學術期刊發表，相信也可以引導後續相關

的學術研究。 

在人員培育方面，本計畫即規劃培育高年級的學士級大學生，使其接受語言學

基礎訓練後，從整理語料中學習應用理論語言學研究方法語觀念實際標注語料，為

語料注記重要相關訊息，從中發現省思近代漢語構詞詞彙學的諸項觀念，以期提早

培養獨立研究的能力及面對語文教學等職場需要。而培育研究生方面，除建立語料

庫訓練外，並要閱讀構詞學、詞彙學理論與漢語方言學方面文獻，學習整理語料，

分析語言現象及掌握統計變項，這個過程將幫助參與者對漢語詞彙歷時發展與演

變有深入的認識。一方面擴展語言學研究生之擴展視野，另一方面引導發展進一步

的後續研究，對漢語語言方言比較及理論語言學分析研究有傳承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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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研究後續:困難及解決途徑 

 本研究主要在梳理清代時期官話口語教材，也以漢語官話語法體系為研究對

象的相關著作。這些相關著作或教材出版至今，皆有數百年之久，多數書籍均已絕

版，甚至無法再行重製；又散落不同國家的國家圖書館或大學圖書館的珍本或善本

特區中，因此，要取得清代時期的出版書樣勢必有其難度。27筆者曾搜尋並親身查

訪位居台北市的國家圖書館及多個大學圖書館，期望能親睹清代出版品的真實面

貌，必須特別安排時間親身前往。再者，囿於保護珍本之故，不宜使用不同方式多

重再製，若經過掃描成微縮片或電子書者，要再行印出也可能不清楚。因此，在建

立資料庫的同時，筆者必須要安排多次前往該書藏書地點，以便核對資料，每筆語

料的字音、字形、構形、詞語配搭及語法特性。在學校授課及行政工作吃緊中要安

排時間，是一項很大的體力、耐力、經費的挑戰與考驗。然筆者除克服時間安排的

困難外，並將安排帶著兼任助理前往查詢、搜尋、核對修正每一筆語料；同時也需

要收容資料容量大，但重量較輕的筆電等配備，以儲存各種不同格式的資料。 

    又者，研究困難之二，是材料龐雜多元，需要投注更多的時間精力，以能逐步

逐項完成。以《官話談論新篇》而言，是由金國璞、平岩道知（Hiraiwa, Michitomo）

共同編著。28這教材對後來的漢語在日教育有很大的影響，是屬於少有進階漢語課

程。而全書分為百章，針對某一主題對話，句子長度明顯增加。當句子增長，詞彙

增加，句式結構也複雜多了。只可惜對於《官話談論新編》的研究，目前鮮少專文

詳加研究。另外，在相關材料中的詞彙歷時分析，除了建構計畫中的語料庫外，或

者，也仍然需要建構其他漢語官話學習教材的語料庫，如《聖經》官話和合譯本，

其翻譯成就受到極高的推崇，對現代漢語白話文及新文學有極大的影響。29影響的

面相從詞彙、語法、語用、修辭及敘事等。《華語口語官話》、《官話類編》及《漢

                                                 
27 楊開荊：〈澳門天主教文化及其文獻寶庫〉，《文化雜誌》第 47 期(2003 年)，頁 1-20。文中提及現

今在澳門的五個圖書館中藏書八萬冊之古今文獻，其中 18-19 世紀藏書保存相當完整，其中許多

中國文化典籍及中國語言學的研究著作。 
28 全書有標點分句。每一個談論主題的篇幅可能跨越數章，如「我請您一句話，那交易兩個字，不

是以貨換貨的意思麼。」「不錯，在古時候兒，那本來是以貨換貨的意思，可是如今，也一定不

能按那麼說了。現在交易那倆字，就都按着以貨物換錢那麼講了。常有那舖子招牌上寫著公平交

易四個字，那不過，就按着公平交易買賣那麼就是了。若是一定想那是以貨換貨的意思，那未免

的太泥古了。」「這層我明白了。可是貴國還有做那以貨換貨的買賣沒有了。」「大概口外中國商

人和蒙古人交買賣，都是以貨換貨的多，像什麼口外喇嘛廟、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恰克圖，這

些個大地方，都是我們敝國山西省的買賣人，販些個茶葉雜貨什麼的到口外去，換些個蒙古土貨，

運到內地來賣」。 
29  劉麗霞：〈《官話和合本聖經》的成功翻譯及其對中國新文學的影響〉，《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

報》2005 年第 3 期（2005 年），頁 89-95。 

  關志遠、苗鳳波：〈《聖經》官話和合譯本的歷史地位與貢獻〉，《內蒙古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版》第 19 卷第 1 期（2010 年），頁 5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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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口語官話語法》等，一方面有利於該類材料書籍的保存，另一方面也便於日後搜

尋、比對及統計等後續研究。這些業已出版並絕版的重要資料，若無人研究並顯出

研究價值，這些資料會更快地從文獻紀錄中消失，非常可惜，這也是這方面研究的

重大困難，需要更多的時間與資源來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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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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0  月 31  日 

                                 

參加會議經過&與會心得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出席第十五屆青年學者國際

學術研討會(BK21PLUS)會議報告 

 
專題研究計畫名稱: 清代時期漢語官話學習教材之語言研究 

計畫編號: 107-2410-H-003-055 

執行期間: 2018/08/01~2019/07/31 

 

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筆者能以出席此次國際學術會議，收穫匪淺。第

十五屆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18 年 10 月 26 日至 10 月 29 日在韓國首爾

外國語大學舉辦。這是由 BK21PLUS 韓中言語文化疏通事業團以及韓國外國語大

學中國語學院中文學科主辦。參與單位包括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院、韓國外國

語大學 BK21PLUS 韓中言語文化疏通事業團；漢字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南

京大學；湖北大學；上海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人民大學；延邊大學；山東大學； 

計畫編號 MOST107-2410-H-003-055 

計畫名稱 清代時期漢語官話口語學習教材之語言研究 

出國人員

姓名 
吳瑾瑋 

服務機構及

職稱 

國立台灣師範

大學國文學系 

會議時間 

107 年 10 月 26

日至 107 年 10

月 29 日 

會議地點 
首爾外國語大

學 

會議名稱 

( 中文 ) 第十五屆青年學 者國際學術研 討會

(BK21PLUS) 

 (英文) 2019--15th BK21PLUS 

發表題目 

(中文)現代漢語散文的節奏分析:以〈聽聽那冷雨〉為

例 

(英文 ) An Analysis of the Rhythmic Patterns of the 

Proses in Mandar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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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東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西南大學；敦煌研究民族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淸華大學 ; CNRS & EHESS,  Paris, France ; 德國 

Bonn 大學 ;  Portugal University of Coimbra。該主辦單位 BK21PLUS 韓中言語文

化疏通事業團，乃是韓國教育部為培育青年優秀學者人才，挹注補助經費的重點項

目及單位，該項學術研討會主要在提供國際性後進學者交流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本屆大會會議主題是:漢學研究的跨境交流。這個會議迄今已經舉辦第十五

屆，堪稱歷史相當長遠的學術會議，會議舉辦的精神及主題皆以漢學語言、文化與

文學為主要範圍，如 2011 年第七屆會議主題是漢字文化圈的中華語言文學，而第

十一屆的會議主題是亞洲地區漢學的跨國交流。中韓言語文化疏通事業團每年皆

定期舉行此會議，自第十一屆起擴大舉行，邀請來自日本、中國、香港、台灣、新

加坡、泰、歐美各國。第十三屆起(2016)將會議日期從寒冷的二月冬季移至楓紅秋

季的十月，同樣來自各地的學者研究生齊聚一堂，在美麗的今秋楓紅殿堂分享學術

成果。本屆會議，臺灣地區分別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中山大學及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等計十餘位師生共赴盛會。筆者在會中發表論文，並擔任一

場次之主持人。 

 本屆會議參與之知名學者來自歐洲徳法諸國，亞洲多國，出席超過百餘人，多

達八十餘篇論文在會中發表宣讀，會議論文集多達千百餘頁。議程中雖未安排專題

演講，但知名學者的開幕致辭，名句珠璣令人感動，為人謙和的 Kubin 學者提到

「孤單一個無法研究學術，有二人以上才會走出象牙塔，因此真理使人們不孤單，

也使人們連結」。論文發表計分四個時段進行，每個時段同時五個場次分別在不同

教室進行，每場次三至五篇論文，每篇論文發表 15-20 分鐘，並有綜合討論。諸篇

論文所涉及之領域，包括漢學研究、語言、文化、文學、社會科學、語文傳播、漢

語二語教學等研究，研究材料跨越千百年時空，從上古到現代，從國內到海外。筆

者關注語言學方面的論文，篇數還是很多，文字、音韻、構詞、語法、修辭及方言

研究等都有，其中不乏首次參加發表論文的研究學生，更有多年參加發表論文，多

位已經畢業並繼續在學術界繼續研究，可謂延續此會議培養年輕學者的重要目的。 

筆者本身擔任一場次主持人，該場次計有四篇論文發表，屬於語言學領域。分

別是四川大學王彤偉敎授發表〈“蛾眉”及相關語詞的釋義問題〉，針對漢學傳統訓

詁學研究精神及結果提出解釋，特別提到歷史名物學的研究親身至各處詳加考察，

而非想當然爾。另外，他也提出有關訓詁學研究時，也需要注意材料的時間先後。

這個議題很重要，這個研究態度和方法是老生常談，卻是如此重要。第二篇論文是

徐楊柳湖北大學研究生，論文是〈從《荆州府志》看荆州方言民俗詞彙研究〉，透

過清代的著作及梁代文獻比較，發現許多民俗詞彙出現的時間點，也就直接反映出

文化時空的變遷，這項研究頗有價值。第三篇是韓國外國語大學的崔貞美博士硏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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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論文是〈再談“有”的詞性 - 以“有没有+VP”爲例〉，有關這個句型到底來源及

發展途徑為何，一直有爭議，特別是是否受到南方方言的影響而來，筆者本身也覺

得不盡然因為南方方言的影響，因為百年前聖經和合本翻譯時，是以當代北方官話，

也就是口語白話翻譯，其中就有「你們受了聖靈沒有?」的句型出現，因此筆者以

為這個議題還頗有研究空間。第四篇論文是韓國外國語大學的講師張斌，發表的論

文是博士論文的延續，〈試探高麗·朝鮮時期漢語教材中的“着”〉，其中討論到該詞

虛化有三種，分別是持續貌、完成貌及命令語氣，從其材料比對近代持續動貌詞的

發展，會中金教授提出的看法是該詞實際上並無命令語氣的用法，至今也沒有。而

筆者認為該詞並沒有完成貌的發展可能性，材料中或許有類似完成貌的現象，但是

可能與非連續性動詞相關，以致混淆，實質上，該詞至近代應該究只是持續義的動

貌詞。 

而筆者發表論文的場次是由梨花女子大學焦毓梅敎授代理主持人一職。崔教

授非常正面和善，對人鼓勵有加。筆者發表〈現代漢語散文的節奏分析:以〈聽聽那

冷雨〉為例〉，在短時間內說明余光中先生創作該散文時，實際其講究彈性與密度的

詩化散文，因而創作出深具韻律節奏的美好文章，與會聽眾也深有同感。第二篇是韓

國外國語大學博班研究生閻慧娟所發發表的〈淺析“佛系”新詞族〉，這是一個很有趣

的發現與現象，其中她特別提出該詞綴的可能來源，跨文化與時空，在極短時間內快

速發展。筆者發現其中以四音節為最多，也就是詞幹為雙音節加上該準詞綴，是最穩

定的形式，而另外的困惑是，作者提到也有作謂語，這比較特別，因看起來應該是一

個名詞性詞綴，如何能作謂語?第三篇是韓國外國語大學博士班諸玧志硏究生，〈淺

析“X 迷”類詞中“迷”的類詞綴化傾向〉，這是延續碩論文的研究，筆者建議可以在續

談「迷」與「粉絲」的發展狀況，會是排擠呢?還是互補?不同地區也該會有方言差異

吧?第四篇是韓國外國語大學金永曙硏究生，發表〈新加坡的華語特徵和展望〉，其

中特別提到華語在新加坡的詞彙句法差異，特別是與普通話的差異，這是個有趣的議

題，值得繼續觀察與研究。四篇論文報告完畢後，進行綜合討論，每一篇皆引起不

少的迴響，材料多元性吸引不同族群的關注，詞彙語法、語言風格、修辭、語用的

學術關聯性不在話下，因此，提問回答及補充分享都使人感到收穫豐富。 

本次會議中尚有其他篇語法化的論文，如〈X 二代準詞綴化的研究〉，〈《紅

樓夢》中“VA 了”的語法特徵分析〉。或是構詞學方面討論新興詞綴的論文，分別是

韓國外國語大學朴興洙敎授的研究生，漢語構詞策略最強的應該是減縮與派生，這

些「新興類詞綴」，詞源不一，自本義、引申義，至今仍保持原有字詞語義與語用。

這些論文分別從派生詞彙數量、性質、使用等面向討論這些詞彙是否虛化或是否進

入語法化成為詞綴的歷程。從派生詞彙的種類數量看來，這新興派生詞彙多半由詞

組縮減成雙音節或三音節形式，經過實際需要及使用頻率的觀察，若干「詞」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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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生出其他詞彙。因此，這些新興類詞綴所派生出詞彙數量不一，也就是孳生力能

產性不一；派生詞彙的使用頻率也不一，派生詞彙的構詞之語法特性如何，其中配

搭性與義關係類別有何差異，這些都還需要關注及多方討論。縱使這幾篇論文提出

的成果，是階段性的觀察與歸納。但這是值得繼續關注追蹤的議題與現象。查閱前

幾年會議的發表論文，發現若干議題持續受到關注，顯出這方面的研究將會有豐碩

的成果，這同時也是該國際會議的重要目的—成為培育新生年輕學者的學術交流

平台。會中研究討論分享研究盲點、疑惑有了突破方向，非常充實精彩。 

最後的閉幕式由韓國外國語大學羅敏球敎授擔任主持人，敦請多位教授致辭，

諸位教授一方面就所主持的場次發表諸篇論文的重點及感想，特別是好幾位學者

參加過多屆的會議，表達出對年輕學者不同層面的研究成果之肯定有加，另一方面

也向所有與會學者師生向大會多位工作人員及主辦單位致謝，感謝他們一年以來

孜孜矻矻，辦會非常用心。在此，也衷心期望，臺灣地區的學術界有豐碩成果，也

期許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多舉辦國際性研討會。最後由韓國外國語大學 BK21PLUS

韓中言語文化疏通事業團團長朴宰雨教授致閉幕辭，相約來年繼續在這個學術平

台再次相聚。在此，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筆者能以出席此次國際會議宣讀

論文，收穫匪淺。也期望未來有更多的國內先進後學出席參與此會議，發表更多研

究成果與想法，交流研究成果，擴展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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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現代漢語散文的節奏分析:以〈聽聽那冷雨〉為例 

(An Analysis of the Rhythmic Patterns of the Proses in Mandarin Chinese) 

吳瑾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摘要 

本文試圖從韻律音韻學架構來分析現代漢語散文中的節奏。語言使用時的「節

奏」透過類似聲韻調的聲響有規律性反覆出現。散文透過疊詞、疊句、停頓、

重音、句調等，同樣也表現出韻律節奏效果。在余光中〈聽聽那冷雨〉，「聽

聽，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聞聞，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由四個律

韻詞組組成，音節數不同，重疊構詞、重疊句法結構也不同。本文分析文中

組成不同類型的音步，因此表現出如詩歌般的節奏韻律效果。 

關鍵詞:散文(prose)、節奏(rhythm)、音步(foot)、韻律音韻學(prosodic phonology) 

1.前言 

本文試圖從韻律音韻學架構來分析現代漢語散文節奏的體現。語言的「節奏」，乃是透過

相近聲響信號有規律性反覆出現所形成的節奏韻律，如古典近體詩的押韻，出現在偶數句

之末字，也就是每隔若干音節之間隔，出現類似聲響而形成韻律節奏感。而在散文中，也

可以透過重疊、停頓、重音、句式等單位反覆出現來表現韻律節奏。這些單位或是音節、

音步、韻律詞組等等，是韻律單位。這些不同層次的韻律單位反覆出現，組成韻律結構，

呈現出韻律節奏效果。30在余光中〈聽聽那冷雨〉一文中，「聽聽，那冷雨。看看，那冷雨。

                                                 
30  散文或新詩透過韻律單位體現節奏，蕭宇超提出音板計數理論(beat-counting theory)用以定義音

步單位。實詞者，是詞彙音板(lexical beat)，類似節奏重拍；若是虛詞，則是功能音板 (functor beat)，

類似弱拍。其音步分析規則如下。 

  (a)直接音步(immediate constituent foot, ICF): 句法上能立即形成的 IC 音板即成為一音步 

  (b)相鄰音步(adjacent beat foot, ABF): 相鄰的音節又未屬於任何 IC 音步者可以組成相鄰音步 

  (c)巨音步(JumboF, JF):未畫分的音節可以依照句法結構併入相鄰的音步，進而組成三音節以上的

巨音步 

  (d)迷你音步(MiniF, MF): 語調詞組(intonational phrase)緊接之最左緣的單音節可形成一迷你音步 

 
  在圖中，有二個直接音步 ICF，分別是「老李、烤餅」；第二步是相鄰音步 ABF「買走」為動補

結構。最後是功能虛詞音板「把」字，和「烤餅」形成三音節巨音步。因此，該句之句法結構是

主語、謂語二個句法單位，但是韻律結構卻由三個音步組成。也就是說，相同韻律結構反覆出現

       

       

       

       

老 李 把 烤 餅 買 走 

X X x X X X X 

|    | ICF  |    | ICF   

     |      | ABF 

  |      | J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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嗅嗅聞聞，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在此段落中，出現五個重疊式動詞，分別是「聽聽、

看看、嗅嗅、聞聞、舔舔」，雙音節疊詞即可形成一韻律單位──音步。然作者巧妙變化

成三音節重疊「舔舔吧」，四音節重疊「嗅嗅聞聞」，又在其中穿插重要主題詞組「那冷雨」。

該詞組出現四次，分別作四個重疊式動詞的賓語，組成四個韻律結構相同的韻律詞組，其

中「嗅嗅聞聞，那冷雨」與「舔舔吧那冷雨」，音節數不同，重疊構詞也不同，卻仍然形成

相同的韻律結構範疇，因此表現出如詩歌般的節奏韻律效果。這些反覆有規則性出現的語

言單位，或是疊詞，或是詞組，雖然不是如詩歌般長度整齊，卻也能形成散文的節奏韻律。 

節奏是詩歌韻文的重要特徵，而散文也可以透過韻律單位按某規律反覆出現表現思想情感

及節奏聲響美感。本文將以余光中散文〈聽聽那冷雨〉為主要對象，分析文中韻律單位反

覆出現形成的節奏韻律美感。〈聽聽那冷雨〉是余光中的散文代表作品之一，正如〈荷塘

月色〉之於朱自清。31該篇散文收錄在《聽聽那冷雨》散文集中，32是余光中 1971 到 1974

年之間的作品，而〈聽聽那冷雨〉一篇風行兩岸，多次選入教科課及散文選集，堪稱余光

中最膾炙人口二十世紀經典代表作之一。33余光中積極以詩化語言創作散文，其中靈活的

句式、鮮明的節奏感、繁複的意象與情境的營造為台灣現代散文開闢出一條嶄新的道路。

〈聽聽那冷雨〉是余光中典型代表作，以此篇為主要分析對象實不為過。34該文中重疊詞

彙，以及相同句式詞組之複疊的出現數量繁多，是該文極重要、無法忽略的創作特色。35

余光中創作時，巧妙運用不同感官之描寫，包括視覺、聽覺及嗅覺、味覺的感受；大量疊

字、雙聲疊韻及諧音雙關的靈活運用，展現音韻聲律之美；語言形式上，長短句、排比反

覆交錯運用，形成文句豐富變化，閱讀時可以感受到創作藝術風格。本文以該篇深具韻律

                                                 
可以體現節奏美感，即使這韻律結構音節數略有出入，句法結構有所差異，但仍不影響其韻律節

奏的體現。 
31 王書林主編：《當代散文鑑賞》電子書版(長沙：蘋果數據中心，2013 年 12 月)。 
32 《聽聽那冷雨》收錄二十八篇文章，內容包括書評、詩論及搖滾樂樂評等，都是作者第三次旅美

回台以迄遷港定居之間的心情與觀點。《聽聽那冷雨》是余光中二十世紀經典散文集。 
33 余光中再版後序提到：《聽聽那冷雨》文集中，寫作場景多限於臺灣與美國。這本文集裡的作品，

有幾篇屢經轉載或收入選集，其中尤以〈聽聽那冷雨〉一篇流傳最廣。《聽聽那冷雨》原由林海音

女士主持的純文學出版社印行，初版於 1974 年 5 月，到 1987 年 4 月已印刷 15 次。14 年前此書

絕版，九歌出版社願意新出，余先生親自從頭到尾詳校了一遍，也改正了好多地方。 
34 黃國彬：〈余光中的大品散文〉，《結網與詩風：余光中先生七十壽慶論文集》(臺北：九歌出版社)

（1999 年 6 月），頁 55-82。他認為在古典文學史上，寫雨寫得最出色的詞是蔣捷的〈虞美人〉；

而在現代文學史上，寫雨寫得最出色的概要數余光中的〈聽聽那冷雨〉和〈鬼雨〉二篇。 
35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164。 

  孟建安：〈疊音裊裊，異彩紛呈—論余光中〈聽聽那冷雨〉中的複疊修辭文本〉，《平頂山工學院

學報》第 13 卷第 4 期(2004 年 12 月)，頁 82-85。 

  王書林主編：《當代散文鑑賞》電子書版（長沙：青蘋果數據中心，2013 年 12 月）。 

  張瑞芬：〈余光中散文的藝術性〉，《聯合文學》第 24 卷第 7 期（2008 年 5 月），頁 83-84。 

  黃燕萍：〈余光中如何創作一篇彈性、密度、質料與速度兼備的散文—以「聽聽那冷雨」為例〉，

《文學世紀》第 3 卷第 6 期(2003 年 6 月)，頁 31-37。 

  黃維樑：〈璀璨的五采筆–余光中作品概說〉，《中外文學》第 27 卷第 5 期（1998 年 10 月），頁

19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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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美特色的散文為主要對象，從而分析該文中的韻律結構，特別是重疊構詞及韻律單位反

覆出現之分布，釐析文中節奏韻律之展現。 

2.〈聽聽那冷雨〉之重疊與韻律 

承上文提及〈聽聽那冷雨〉文中重疊的出現數量及分布為一大特點，先分析文中透過重疊

展現節奏韻律的創作策略。 

2.1〈聽聽那冷雨〉重疊之出現 

2.1.1.重疊出現類型 

重疊在文學作品中的應用非常普遍，節奏的重要本質是反覆，而重疊是最簡單的反覆。重

疊是基本而重要的構詞策略之一，相同單位反覆一次或兩次，即可形成二疊或三疊的新詞。

在音韻韻律方面，相同音節接連反覆出現，雙音節、三音節皆可形成──音步──韻律單

位，相同聲響形成節奏效果。一般而言，重疊可以分為「疊音」與「疊義」。36疊音者是相

同的音節重疊描摹聲音或狀態，如文中出現的「啾啾、唧唧、閣閣、嘈嘈切切」等擬聲詞，

模擬大自然聲音的詞彙，可以增強聲勢，加強節奏聽覺印象。擬聲詞可能因個人主觀感受

衍生變化，因此，運用擬聲詞產生特殊風格。另一類是「疊義」，由相同音節的實詞詞素

組成，用以加強語氣、描繪狀態，以動詞或形容詞重疊為多，如文中出現的「聽聽、看看、

嗅嗅、聞聞、舔舔」，是動詞重疊，「濕濕、翩翩、灰濛濛」等則是描繪狀態，而這些詞之

重疊特性皆可製造韻律感。37 

 若從重疊音節數來分類，可分雙音節重疊，即 AA 式；或是三音節重疊詞如 ABB/AAB

式，常見如「白皚皚、綠油油、紅咚咚、黃澄澄、黑溜溜」，文中出現如「濕黏黏、綠油

油、濕漓漓、潮潤潤、一點點、一股股」等；三音節還有如 AXA 式，如「掃一掃」。屬於

四音節重疊式的類型多樣，常見的如 AABB 或 ABAB 式，如「迴迴旋旋、淋淋漓漓、涼

涼甜甜」；也有如 AXBX/XAXB 式，如「上班下班、颱風颱雨、越來越大、上學放學」，或

如 AAXY 式，如「想入非非」。而在四音節四字格式中有如 AXBY/XAYB 式，特殊之處在

於奇數/偶數音節是同義詞，就是由二個同義並列式複合詞穿插而成，如「千屋萬戶、殘山

剩水、皇天后土、跳弓撥弦」等。除上述不同重疊類型外，文中還有一種活用形式 AABBAA，

如「滴滴點點滴滴、細細瑣瑣屑屑、清清爽爽新新」。無論何種類型重疊，在文中或作謂

語、定語、狀語及補語等等，形成不同的韻律效果。而「忐忐忑忑忐忑忑」是余光中先生

的創舉，把原為雙聲摹寫狀態「忐忑不安」的轉成電琵琶的擬聲詞彙。 

2.1.2.重疊出現密度 

                                                 
36 張慧美：《語言風格之理論與實例研究》(臺北：駱駝出版社，2006 年)，頁 32-34。 

37 竺家寧：《漢語詞彙學》(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9年)，頁 279-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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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文提及〈聽聽那冷雨〉散文特色之一是藉由重疊營造節奏韻律美感，製造出散文的

「可讀性」，寫活了「雨」的狀態、動態、變化及聲響，也使散文文句有節奏韻律。在[表

一]中，列出各段落出現重疊使用的數量。全文十五個段落，共計 3691 個音節，共計 447

句，出現重疊共計 134 次，比例接近 30%。38 

段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句數 37 35 7 31 22 78 35 19 17 38 22 14 26 37 29 

重疊 15 4 2 8 10 18 9 1 7 18 12 10 9 5 6 

比例 0.41 0.11 0.29 0.23 0.45 0.23 0.26 0.05 0.41 0.47 0.55 0.71 0.35 0.14 0.21 

[表一]重疊出現數量 

從[表一]中可以得知，重疊出現比例最高的是第十二段，最少的是第八段。第八段並非句

數最少的段落，僅出現一次重疊，「尤其是鏗鏗敲在屋瓦上」；而第十二段句數是 14 句，

卻出現 10 次重疊，是重疊出現比例最高。 

2.2〈聽聽那冷雨〉重疊與韻律 

上文提及文中使用重疊類型多樣化，而重疊出現數量接近三成，顯示出〈聽聽那冷雨〉文

中的特色。重疊出現密度最高的是第十二段，列在(1)。 

(1) 

a. 在日式的古屋裡聽雨， 

b. 春雨綿綿聽到秋雨瀟瀟， 

c. 從少年聽到中年， 

d. 聽聽那冷雨。 

e. 雨是一種單調而耐聽的音樂是室內樂是室外樂， 

f. 戶內聽聽， 

g. 戶外聽聽， 

h. 冷冷， 

i. 那音樂。 

j. 雨是一種回憶的音樂， 

k. 聽聽那冷雨， 

l. 回憶江南的雨下得滿地是江湖下在橋上和船上， 

m. 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蛙塘下肥了嘉陵江下濕布榖咕咕的啼聲。 

n. 雨是潮潮潤潤的音樂下在渴望的唇上舐舐那冷雨。 

在第十二段落首句與末句都結束在主題「雨」，而「聽聽那冷雨」出現二次，見(1d.1k)。此

段可以再細分為三個小段落，分別是(1a-d)、(1e-i)、(1j-n)，39三次段落的末字分別是(1d)

                                                 
38 本文中所謂的句數計算，是以文中的標點符號為準，尊重作者創作的初衷。而段落的分野也是余

光中:《聽聽那冷雨》(臺北：九歌出版社，1998 年)，頁 31-37。 
39 此處三個小段落係以句號為準，尊重原作者之創作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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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1i)「樂」、(1n)「雨」，此三字都是撮口呼的字，有押韻效果。第一小段落(1a-d)，

首先點明在固定的空間裡聽雨，卻是跨過不同的季節與時間來聽雨，時空有變遷，世事有

變化，但情感愈益豐富。此小段落出現三個雙音節重疊詞，一是動詞重疊「聽聽」，在此

空間裡一次又一次地聽。重疊詞「綿綿」用以描摹春雨狀態，屬於視覺感受，春雨是冷雨，

而綿綿春雨是溫和的，帶來新生命契機的喜悅；「瀟瀟」則是秋雨聲響，屬於聽覺感受，

秋雨也是冷雨，卻是寒冷肅殺的。(1b-c)二句中「聽到」前都可以有停頓，特別是因為疊音

重疊「綿綿」不能分開，這是因重疊「詩化」散句，形成節奏韻律趣味。 

第二小段落(1e-i)，僅有五句，(1e)與(1i)末詞是「室外樂」與「音樂」，而其中三句末詞都

是重疊詞「聽聽、聽聽、冷冷」，如此一來，是首句與末句同字同韻，中間三句則是同韻

字，形成聲響韻律效果，又使主題「冷雨」與聽覺感受的「音樂」議題有了巧妙的相連。

第三小段落(1j-n)，這個段落末三句，都是超過 20 個音節的長句，除擬聲疊音「咕咕」及

動詞重疊「舐舐」，重疊類型多了四音節 AABB 式，「潮潮潤潤」作為定語，修飾「音樂」，

由於使用重疊，增長了句子長度，恰好可以與(1j)「雨是一種回憶的音樂」相呼應，其中

四個音節「一種回憶」也是主語「音樂」的修飾語。如此一來，「雨是…音樂」在此小段落

反覆出現，首尾呼應，形成韻律美感。 

再者，文中第一、四、十、十一段中重疊出現比例有高有低，卻有連續四句都出現重疊，

第十段中甚有二處出現連續四句皆出現重疊，如第十段「聽颱風颱雨在古屋頂上一夜盲奏，

千噚海底的熱浪沸沸被狂風挾來，掀翻整個太平洋只為向他的矮屋簷重重壓下，整個海在

他的蝸殼上嘩嘩瀉過」，「滔天的暴雨滂滂沛沛撲來，強勁的電琵琶忐忐忑忑忐忑忑，彈動

屋瓦的驚悸騰騰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其中擬聲與摹態重疊密集出現，

使人置身在颶風豪雨鋪天蓋地，掀起驚濤駭浪的聲響情境中。最後一句同樣是重疊「斜斜」，

作定語也作謂語。這真是作者匠心獨具，精心巧思。而在第十三段中，重疊出現比例是 35%，

雖然出現比例不算是最多，卻有連續五句出現重疊，出現密集程度頗高，形成特殊韻律效

果。如「雨來的時候不再有叢葉嘈嘈切切，閃動濕濕的綠光迎接。鳥聲減了啾啾，蛙聲沉

了閣閣，秋天的蟲吟也減了唧唧」前二重疊是摹寫狀態，後三個是擬聲詞彙，其中數句末

字「切、接、啾、即」都是舌面前聲母齊齒呼的音節結構，形成聲律美感，充滿了大自然

的聲響與情趣。 

3.〈聽聽那冷雨〉之反覆與韻律 

〈聽聽那冷雨〉一文不僅重疊類型多樣化，重疊出現密度大，形成特殊的韻律美感之外，

另一特色是單位形式如詞彙或詞組反覆出現，如該文主題〈聽聽那冷雨〉，即出現 3 次；

而「那冷雨」則出現多次，其中在第五段落中反覆接連出現 4 次，形成韻律效果。過往的

研究文獻從修辭面而言，或言複沓、複疊、頂真、排比、層遞者，皆有一特性，即是某形

式單位反覆出現；而對偶或對仗者，亦是音節數相同之同一句式反覆出現，其中詞彙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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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40這些反覆出現的單位或是單/雙音節詞彙，或是多音節語法單位的詞組或句型，但

皆可以形成音步，或是韻律詞組之結構，形成散文的韻律節奏美感。 

3.1〈聽聽那冷雨〉詞彙性反覆韻律 

〈聽聽那冷雨〉一文中除了疊字疊詞所形成的韻律美，如「雨敲在鱗鱗千瓣的瓦上，由遠

而近，輕輕重重輕輕」，或如「點點滴滴，滂滂沱沱，淅瀝淅瀝淅瀝，一切雲情雨意，就宛

然其中了。」等。再者，是詞彙反覆接連出現，如「即使有雨，也隔著千山萬山，千傘萬

傘」，其中「山、傘」與「千、萬」等詞穿插出現，寄寓憂思之情，也形成韻律效果。第一

段中如「無非是一張黑白片子，片頭到片尾」，其中「片」字有頂真的修飾作用，將身處

的雨中淒迷情境轉成眼見思念中的黑白影片的畫面，到了後文又再談到台北是一張黑白的

默片。第二段反覆出現詞彙，如「不是金門街到廈門街，而是金門到廈門。他是廈門人，

至少是廣義的廈門人，二十年來，不住在廈門，住在廈門街」，其中「廈門」一詞反覆出

現，帶入懷鄉情懷。第五段重疊出現 10 次，「也許」一詞出現 4 次，更鮮明的特色是反覆

出現的是「上」字，在此段落中出現 7 次，多次集中在此句「雨在他的傘上這城市百萬人

的傘上雨衣上屋上天線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在海峽的船上」，作者刻意創作 39 個音節

的長句，以「上」字取代標點符號的停頓作用，製造出韻律效果，又在視覺上，製造雨是

在同時間下在不同的地點，到處都是可聽、可看、可嗅、可聞、可舔的濕迷雨氣。 

第七段中詞彙反覆如「聽去總有一點淒涼，淒清，淒楚，…在淒楚之外，更籠上一層淒迷」，

全文中「淒」字共計出現 6 次，而此段落就出現 5 次。作者巧妙使用「淒+X」構詞形成韻

律效果。在第八段 19 句中，重疊僅出現一次，但是「雨」字卻出現 13 次之多，密集比例

達 68%，每個一至二句便會反覆聽到「雨」字，使人感受雨勢並未停歇。另外全文中出現

「一」字共計 95 次，在第一、第十段出現 10 次，而在第十四段中，出現 13 次。這三個

段落的句數約在 35 句左右，因此每個二至三句就可能會出現「一」字，多半配搭名詞形

成量詞詞組，如「一隻手、一隻袖子、一種、一把、一圈、一張片子、一位、一陣雨、一

塊土地、一場雨、一片瓦」等等多樣變化，而在聲律上，「一」字聲調會因著後接詞彙之

聲調有所變化，因而更增添變化。 

 3.2〈聽聽那冷雨〉詞組性反覆韻律 

                                                 
40 陳望道：《修辭學發凡》(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 年)，頁 164。 

  孟建安：〈疊音裊裊，異彩紛呈—論余光中〈聽聽那冷雨〉中的複疊修辭文本〉，《平頂山工學院

學報》第 13 卷第 4 期(2004 年 12 月)，頁 82-85。 

  黃慶萱：《修辭學》(臺北：三民書局，2002 年)，頁 531。 

  陳朝松：《新詩形式設計美學》（臺北：三民書局代理，2010 年）。 

  竺家寧：《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 年）。 

  姚榮松：〈韻律音韻學與文學的詮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誌》第 9 期(2004 年 12 樂)，頁

1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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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提及全文中每一個段落皆有重疊出現，也列舉數個詞彙反覆接連出現外，另一項

特色是詞組性反覆出現，本文注重的是韻律性結構詞組的反覆出現所形成韻律效果。而所

謂的反覆出現，並非以全文為範疇，而是以各段落作為反覆出現的範疇界定。如在第二段

中「這樣想時，…這樣想時…」，「他希望…延伸下去，…延伸下去」，「鏡頭搖過去，搖過

去又搖過來」，「…猶如是…猶如是…猶如是」，「那裡面是…那裡面當然還是…」，「…已不

再…已不再…也都已不再」，在同一段落中，相同詞組反覆接連出現。在第三段落中，則

幾乎以疑問句形式反覆出現而組成，如「在報紙的頭條標題裡嗎?還是香港的謠言裡?還是

傅聰的黑鍵白鍵馬思聰的跳弓撥弦?還是安東尼奧尼的鏡底勒馬洲的望中?還是呢，故宮博

物院的壁頭和玻璃櫥內，京戲的鑼鼓聲中太白和東坡的韻裡?」，其中選擇性疑問副詞「還

是」出現多次，使全段落的停頓更顯清楚；而穿插在「還是」之間的偏正式詞組，「香港

的謠言」是基本的偏正詞組，修飾語與主語皆是雙音節；而「報紙的頭條標題」、「傅聰的

黑鍵白鍵」、「馬思聰的跳弓撥弦」三者也是偏正詞組，主語皆是四音節詞組，形成二音步

的韻律詞組，停頓處都在「的」字後，顯出整齊的韻律效果。而「安東尼奧尼的鏡底」、

「勒馬洲的望中」、「故宮博物院的壁頭」三者偏正詞組，則是修飾語音節數多於主語「鏡

底、望中、壁頭」，形成另一種韻律效果。 

在第六段中，「天，藍似安格羅．薩克遜人的眼睛，地，紅如印地安人的肌膚，雲，卻是罕

見的白鳥」，六句可以分成三個「主題—評論」句型段落，主題詞分別是「天、地、雲」，

雖然僅是單音節詞，卻可以因為是主題而成為一個獨立音步。而評論部分，其音節數雖不

相同，但是韻律結構卻是相同的，因為「安格羅．薩克遜人」與「印地安人」名詞組作修

飾語，也係一韻律詞組，其中不可停頓。而「卻是罕見」是二個音步也形成韻律詞組，因

此，此三個主題評論句型段落之韻律結構相同，形成韻律效果。又者，在第七段中，「一

打少年聽雨，紅燭昏沉。兩打中年聽雨，客舟中，江闊雲低。三打白頭聽雨在僧廬下」，

此段落可依「一打…聽雨、兩打…聽雨、三打…聽雨」而聽辨出不同的語段，是特殊的聲

律美感。而在第十段中「一片瓦說千億片瓦說」與「一片瓦吟千億片瓦吟」並未緊連出現，

但形成對偶，但有其韻律之美。又者，若從對偶對仗或排比層遞來看，多組對偶句在看似

散文句中出現，如(2)所列。 

(2) 

a. 先是料料峭峭，繼而雨季開始，時而淋淋漓漓，時而淅淅瀝瀝 

b. 殘山剩水猶如是。皇天后土猶如是。 

c. 杏花春雨已不再，牧童遙指已不再 

d. 美麗的霜雪雲霞，駭人的雷電霹雹 

e. 一來高，二來乾，三來森林線以上， 

f. 那雪，白得虛虛幻幻，冷得清清醒醒 

g. 樹香沁鼻，宵寒襲肘，枕著潤碧濕翠蒼蒼交疊的山影和萬籟都歇的岑寂 

h. 衝著隔夜的寒氣，踏著滿地的斷柯折枝和仍在流瀉的細股雨水 

i. 無論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驟雨打荷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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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樓上，江上，廟裡，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 

k. 急雨聲如瀑布，密雪聲比碎玉，而無論鼓琴，詠詩，下棋，投壺 

l. 迎光則微明，背光則幽黯 

m. 輕輕地奏吧沉沉地彈，徐徐地叩吧撻撻地打 

n. 鳥聲減了啾啾，蛙聲沉了閣閣，秋天的蟲吟也減了唧唧 

o. 只要雨不傾盆，風不橫吹 

 

(2a)是連續四個六言句，其中一、三、四句中 AABB 重疊式，三、四句的重疊式不僅押韻，

聲調有恰好先上揚後下降，停頓方面都是二二二停頓。(2f)「白得虛虛幻幻，冷得清清醒

醒」也是類似重疊類型，「虛虛、清清、醒醒」等聲母的發音部位相同，有其韻律聲響效

果。(2n)「鳥聲減了啾啾，蛙聲沉了閣閣」也是六言對句，在詞序上作了調整，把擬聲重

疊「啾啾、閣閣」移置句末，即可避免虛詞「了」出現在末後重音位置，這是作者巧思之

一。41(2b)與(2c)的對偶句型類似，「殘山剩水」與「皇天后土」之聲調排列恰好相同，全句

之聲調則形成「揚揚降降揚揚降」。若以平仄聲調來看，「杏花春雨」與「牧童遙指」恰好

都是「仄平平仄」。(2k)「急雨聲如瀑布，密雪聲比碎玉」是六言對句，是三三分割的比擬

句，可以形成三音節二個音步的韻律結構，出現在相對應位置的「雨聲、雪聲」、「瀑布、

碎玉」，其聲調相同。(2b-c)分別是前四後三各自形成不同的韻律詞組，也就是其韻律結構

相同。(2d)是七言偏正詞組對句，是前三後四分別組成韻律詞組。「霜、雪、雲、霞」與「雷、

電、霹、雹」都是有色彩、有聲音的氣象名詞，平仄聲調的排列都是「平仄平平」。(2g)中

的「蒼蒼交疊的山影」與「萬籟都歇的岑寂」是隱藏在長句的七言對偶句，是前四後三分

別韻律詞組。 

(2e) 「一來高，二來乾」是三言對句，其中「高、乾」二字語義雖然並不相對，但不僅雙

聲，聲調也相同。(2g)「樹香沁鼻，宵寒襲肘」是四言對句，句法上是二二一切割的句子，

主語都是[名+謂]雙音節詞組，「沁鼻、襲肘」是動賓雙音節詞組，形成相同的韻律詞組。

(2o)「雨不傾盆、風不橫吹」是否定式的四言對句，句法分割是一三，但可以二音節形成

音步，以致韻律結構相同。「傾盆、橫吹」聲調組合剛好相異。(2h)「踏著滿地的斷柯折枝」

與「仍在流瀉的細股雨水」是隱藏在長句的九言偏正結構對偶句，「踏著滿地」與「仍在

流瀉」都是主語省略的小句，「地、瀉」二字都是齊齒呼的去聲字，近似押韻效果。而「斷

柯折枝」與「細股雨水」的句法結構不同，前者是並列式結構，後者是偏正式，但韻律結

構是相同的。(2i)「疏雨滴梧桐」與「驟雨打荷葉」是前二後三的五言對句，「梧桐」對「荷

葉」，動詞「滴、打」是雙聲，與「滴答」諧音，但語義對立。(2l)「迎光則微明，背光則

幽黯」也是前二後三的五言對句，「迎光、背光」「微明、幽黯」二組詞義對立，「迎、明」

「背、黯」的聲調也恰好相同。(2j)「樓上、江上」是二言句，(2k)「鼓琴，詠詩，下棋，

                                                 
41 端木三：〈重音理論與漢語重音現象 Stress theory and stress phenomena in Chinese〉，《當代語言學》

(第 16 卷第 4 期，2014 年)，頁 288-302。端木三：〈重音、信息、和語言的分類〉，《語言科學》（第 

6 卷 第 5 期(2007 年），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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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壺」則是動賓結構二言短句，雖短卻有力。(2m)「輕輕地奏吧沉沉地彈，徐徐地叩吧撻

撻地打」是九言對句，其中以語氣詞「吧」字作停頓，前後句出現的疊詞「輕輕、沉沉、

徐徐、撻撻」，有摹寫狀態與擬聲功用的，相對應動詞「奏、叩」，韻母及聲調相同；「彈、

打」則是聲母發音部位相同。 

以上就詞組性反覆接連出所形成的韻律節奏舉例分析，從其中見作者余光中的精心巧思，

透過重疊與詞組詞彙等反覆出現，使散文增添視覺、聽覺感受外，更有如詩歌韻律節奏之

美感。 

4.結語 

〈聽聽那冷雨〉全文以「雨」為主題，透過書寫各式雨態、雨景、雨聲來表達不同時間與

空間變化的心情感觸。有關「雨」之作品，對許多人而言並不陌生，作者卻從細微的生活

觀察雨聲，其文講究彈性、密度和質料，巧妙運用重疊與相近語言單位反覆出現，顯出緊

密韻律的節奏感。本文先觀察歸納文中重疊類型，發現作者巧妙運用重疊詞書寫視覺、聽

覺、觸覺等多種感受而營造不同的氛圍與節奏韻律美感。再經由統計重疊出現分布的密度，

結果發現出現重疊平均約達三成，從各段落中重疊分布來看，每一段落皆出現重疊，比例

從 5%到 71%，差異極大，也就是其中一段落中的重疊出現非常密集，也有連續四句或五

句都出現重疊。而在形式反覆出現方面，在同一段落中反覆出現的詞彙如「雨、一、上、

下、了、時而、還是、也好」等等，而相同句式的反覆出現也不遑多讓，作者余光中很勇

敢創作詩化的散文，從其文可以看到作者及其用心營造文章的音樂性、節奏韻律，他遣詞

造句時也注重視覺感受，行文裡透過時空交錯變化表達不同情感，行文為文時，也利用句

式的變化—長句、短句、對偶句式穿插，創作出具有節奏韻律美感之經典散文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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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討會(BK21PLUS)會議報告 

 
專題研究計畫名稱: 清代時期漢語官話學習教材之語言研究 

計畫編號: 107-2410-H-003-055 

執行期間: 2018/08/01~2019/07/31 

 

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筆者能以出席此次國際學術會議，收穫匪淺。第

十五屆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2018年 10月 26日至 10月 29日在韓國首爾

外國語大學舉辦。這是由 BK21PLUS 韓中言語文化疏通事業團以及韓國外國語大

學中國語學院中文學科主辦。參與單位包括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語學院、韓國外國

語大學 BK21PLUS 韓中言語文化疏通事業團；漢字文化研究中心；北京大學；南

京大學；湖北大學；上海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人民大學；延邊大學；山東大學； 

華東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西南大學；敦煌研究民族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淸華大學 ; CNRS & EHESS,  Paris, France ; 德國 

Bonn 大學 ;  Portugal University of Coimbra。該主辦單位 BK21PLUS韓中言語文

化疏通事業團，乃是韓國教育部為培育青年優秀學者人才，挹注補助經費的重點項

目及單位，該項學術研討會主要在提供國際性後進學者交流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 

本屆大會會議主題是:漢學研究的跨境交流。這個會議迄今已經舉辦第十五

屆，堪稱歷史相當長遠的學術會議，會議舉辦的精神及主題皆以漢學語言、文化與

文學為主要範圍，如 2011年第七屆會議主題是漢字文化圈的中華語言文學，而第

十一屆的會議主題是亞洲地區漢學的跨國交流。中韓言語文化疏通事業團每年皆

定期舉行此會議，自第十一屆起擴大舉行，邀請來自日本、中國、香港、台灣、新

加坡、泰、歐美各國。第十三屆起(2016)將會議日期從寒冷的二月冬季移至楓紅秋

季的十月，同樣來自各地的學者研究生齊聚一堂，在美麗的今秋楓紅殿堂分享學術

成果。本屆會議，臺灣地區分別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中山大學及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等計十餘位師生共赴盛會。筆者在會中發表論文，並擔任一

場次之主持人。 

 本屆會議參與之知名學者來自歐洲徳法諸國，亞洲多國，出席超過百餘人，多

達八十餘篇論文在會中發表宣讀，會議論文集多達千百餘頁。議程中雖未安排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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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但知名學者的開幕致辭，名句珠璣令人感動，為人謙和的 Kubin 學者提到

「孤單一個無法研究學術，有二人以上才會走出象牙塔，因此真理使人們不孤單，

也使人們連結」。論文發表計分四個時段進行，每個時段同時五個場次分別在不同

教室進行，每場次三至五篇論文，每篇論文發表 15-20分鐘，並有綜合討論。諸篇

論文所涉及之領域，包括漢學研究、語言、文化、文學、社會科學、語文傳播、漢

語二語教學等研究，研究材料跨越千百年時空，從上古到現代，從國內到海外。筆

者關注語言學方面的論文，篇數還是很多，文字、音韻、構詞、語法、修辭及方言

研究等都有，其中不乏首次參加發表論文的研究學生，更有多年參加發表論文，多

位已經畢業並繼續在學術界繼續研究，可謂延續此會議培養年輕學者的重要目的。 

筆者本身擔任一場次主持人，該場次計有四篇論文發表，屬於語言學領域。分

別是四川大學王彤偉敎授發表〈“蛾眉”及相關語詞的釋義問題〉，針對漢學傳統訓

詁學研究精神及結果提出解釋，特別提到歷史名物學的研究親身至各處詳加考察，

而非想當然爾。另外，他也提出有關訓詁學研究時，也需要注意材料的時間先後。

這個議題很重要，這個研究態度和方法是老生常談，卻是如此重要。第二篇論文是

徐楊柳湖北大學研究生，論文是〈從《荆州府志》看荆州方言民俗詞彙研究〉，透

過清代的著作及梁代文獻比較，發現許多民俗詞彙出現的時間點，也就直接反映出

文化時空的變遷，這項研究頗有價值。第三篇是韓國外國語大學的崔貞美博士硏究

生，論文是〈再談“有”的詞性 - 以“有没有+VP”爲例〉，有關這個句型到底來源及

發展途徑為何，一直有爭議，特別是是否受到南方方言的影響而來，筆者本身也覺

得不盡然因為南方方言的影響，因為百年前聖經和合本翻譯時，是以當代北方官話，

也就是口語白話翻譯，其中就有「你們受了聖靈沒有?」的句型出現，因此筆者以

為這個議題還頗有研究空間。第四篇論文是韓國外國語大學的講師張斌，發表的論

文是博士論文的延續，〈試探高麗·朝鮮時期漢語教材中的“着”〉，其中討論到該詞

虛化有三種，分別是持續貌、完成貌及命令語氣，從其材料比對近代持續動貌詞的

發展，會中金教授提出的看法是該詞實際上並無命令語氣的用法，至今也沒有。而

筆者認為該詞並沒有完成貌的發展可能性，材料中或許有類似完成貌的現象，但是

可能與非連續性動詞相關，以致混淆，實質上，該詞至近代應該究只是持續義的動

貌詞。 

而筆者發表論文的場次是由梨花女子大學焦毓梅敎授代理主持人一職。崔教

授非常正面和善，對人鼓勵有加。筆者發表〈現代漢語散文的節奏分析:以〈聽聽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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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雨〉為例〉，在短時間內說明余光中先生創作該散文時，實際其講究彈性與密度的

詩化散文，因而創作出深具韻律節奏的美好文章，與會聽眾也深有同感。第二篇是韓

國外國語大學博班研究生閻慧娟所發發表的〈淺析“佛系”新詞族〉，這是一個很有趣

的發現與現象，其中她特別提出該詞綴的可能來源，跨文化與時空，在極短時間內快

速發展。筆者發現其中以四音節為最多，也就是詞幹為雙音節加上該準詞綴，是最穩

定的形式，而另外的困惑是，作者提到也有作謂語，這比較特別，因看起來應該是一

個名詞性詞綴，如何能作謂語?第三篇是韓國外國語大學博士班諸玧志硏究生，〈淺

析“X迷”類詞中“迷”的類詞綴化傾向〉，這是延續碩論文的研究，筆者建議可以在續

談「迷」與「粉絲」的發展狀況，會是排擠呢?還是互補?不同地區也該會有方言差異

吧?第四篇是韓國外國語大學金永曙硏究生，發表〈新加坡的華語特徵和展望〉，其

中特別提到華語在新加坡的詞彙句法差異，特別是與普通話的差異，這是個有趣的議

題，值得繼續觀察與研究。四篇論文報告完畢後，進行綜合討論，每一篇皆引起不

少的迴響，材料多元性吸引不同族群的關注，詞彙語法、語言風格、修辭、語用的

學術關聯性不在話下，因此，提問回答及補充分享都使人感到收穫豐富。 

本次會議中尚有其他篇語法化的論文，如〈X 二代準詞綴化的研究〉，〈《紅

樓夢》中“VA了”的語法特徵分析〉。或是構詞學方面討論新興詞綴的論文，分別是

韓國外國語大學朴興洙敎授的研究生，漢語構詞策略最強的應該是減縮與派生，這

些「新興類詞綴」，詞源不一，自本義、引申義，至今仍保持原有字詞語義與語用。

這些論文分別從派生詞彙數量、性質、使用等面向討論這些詞彙是否虛化或是否進

入語法化成為詞綴的歷程。從派生詞彙的種類數量看來，這新興派生詞彙多半由詞

組縮減成雙音節或三音節形式，經過實際需要及使用頻率的觀察，若干「詞」繼續

派生出其他詞彙。因此，這些新興類詞綴所派生出詞彙數量不一，也就是孳生力能

產性不一；派生詞彙的使用頻率也不一，派生詞彙的構詞之語法特性如何，其中配

搭性與義關係類別有何差異，這些都還需要關注及多方討論。縱使這幾篇論文提出

的成果，是階段性的觀察與歸納。但這是值得繼續關注追蹤的議題與現象。查閱前

幾年會議的發表論文，發現若干議題持續受到關注，顯出這方面的研究將會有豐碩

的成果，這同時也是該國際會議的重要目的—成為培育新生年輕學者的學術交流

平台。會中研究討論分享研究盲點、疑惑有了突破方向，非常充實精彩。 

最後的閉幕式由韓國外國語大學羅敏球敎授擔任主持人，敦請多位教授致辭，

諸位教授一方面就所主持的場次發表諸篇論文的重點及感想，特別是好幾位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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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過多屆的會議，表達出對年輕學者不同層面的研究成果之肯定有加，另一方面

也向所有與會學者師生向大會多位工作人員及主辦單位致謝，感謝他們一年以來

孜孜矻矻，辦會非常用心。在此，也衷心期望，臺灣地區的學術界有豐碩成果，也

期許國內學術研究機構多舉辦國際性研討會。最後由韓國外國語大學 BK21PLUS

韓中言語文化疏通事業團團長朴宰雨教授致閉幕辭，相約來年繼續在這個學術平

台再次相聚。在此，感謝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筆者能以出席此次國際會議宣讀

論文，收穫匪淺。也期望未來有更多的國內先進後學出席參與此會議，發表更多研

究成果與想法，交流研究成果，擴展研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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