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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漢語史上有許多由反義詞複合而成的語氣副詞，如「橫豎」
、
「反正」
、
「死活」
、
「好歹」
、
「左右」
、
「高低」
、
「長短」
、
「多少」
、
「早晚」等。此類副詞可表確認與將就語氣，主要分
布於知域與言域，並常用於複句語境。本文將先從歷史角度統整這兩種語氣的用法，繼而
論其成因。反義複合詞的語義間隙大，諸詞和所在句可構成多種複句關係，以致帶有不同
語氣。然各詞能表語氣不盡相同，主要是受到詞內反義關係的牽動，呈現由詞構到詞義、
詞義再到句法的連鎖推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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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江藍生曾指出語義羨餘(semantic redundancy)會誘發語法化，亦即句中成分互有重合
的情況下容易引發演變。 1 張麗麗則指出相反的情形，亦即句中成分之間的語義間隙
(semantic interspace)過大，也容易引發語法化。2 詞和詞的組合，多半根據一定的句法或
語義關係構成，像是並列、偏正、述賓、述補、連動等關係，但是也有的超出常見組合關
係，而造成組合成分之間語義間隙過大。不僅詞和詞的組合有此現象，詞的內部亦然，語
素和語素的組合也有不遵循一般常見組合關係的情形。本文即打算將視角轉移到詞彙身
上，挑選語義間隙大的一組詞，並觀察其演變情形。在漢語複合詞中，反義複合是語義間
隙最大的一種，可構成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方位詞等，其中當以語氣副詞的用法
最為複雜，故本文即以此為對象，選取「橫豎」
、
「反正」
、
「死活」
、
「好歹」
、
「左右」
、
「高
低」
、
「長短」
、
「多少」
、
「早晚」這九個詞，探討其語氣用法和成因。
學界對此類副詞一直高度關注，除了討論現代用法，也追蹤其歷史來源，其中大多是
針對個別副詞提出研究，近年也有針對整類副詞提出整體性觀察的。3 過去文獻有的稱這
組詞為語氣副詞，4 也有的稱之為情態副詞，5 本文從前者。至於此類副詞所表示的語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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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是語義複指引發指示代詞「是」演變為繫詞以及指代詞「之」演變為結構助詞、句中語義部分重
合導致「與」
、
「將」
、
「著」等詞的語法化、連動句中兩個賓語同指引發「把」的語法化等。江藍生：
〈超常組合與語義羨餘──漢語語法化誘因新探〉
，
《中國語文》2016 年第 5 期（總第 374 期，2016
年 9 月）
，頁 515-525。
像是及物動詞「盡」語法化為副詞後，往往還隱指特定賓語，故得以發展出盡可能、盡所有時間（總
是義）、盡情、盡其所欲等副詞用法。張麗麗：
〈讓步關聯詞「盡」與「盡管」的形成〉，
《歷史語言
學研究》第 12 輯（2018 年 10 月）
，頁 44-64。
像是張誼生：〈反義對立式語氣副詞的性賥、功能和成因〉，
《現代漢語副詞探索》（北京：學林出版
社，2004 年）
，頁 319-352；雷冬帄：
《近代漢語常用雙音虛詞演變研究及認知分析》
（北京：中國社
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李宗江：
〈若干反義聯合短語的副詞化〉
，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部學報》2009
年第 1 期（2009 年 3 月）
，頁 148-154；任磊：
《現代漢語反義對立式語氣副詞的邏輯分析》
（上海：
上海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 年）
；張薇：
《現代漢語反義複合情態副詞的語法化研究》
（長春：
吉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
；錢夏玲：
《現代漢語反義複合詞全稱量限研究》
（上海：上海師範大
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 年）等。
如張誼生：
〈反義對立式語氣副詞的性賥、功能和成因〉
，頁 319-352；方一新和曾丹：
〈反義複合詞
「好歹」的語法化及主觀化〉
，
《浙江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7 卷第 1 期（2007 年 1 月）
，
頁 64-71；任磊：
《現代漢語反義對立式語氣副詞的邏輯分析》等文。
如董正存：
〈情態副詞「反正」的用法及相關問題研究〉
，
《語文研究》2008 年第 2 期（總第 107 期，
2008 年 5 月）
，頁 12-16, 22；張薇：《現代漢語反義複合情態副詞的語法化研究》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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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田辰夫已指出「橫豎」
、
「左右」
、
「好歹」
、
「反正」等詞都是由反義詞複合而成，表「無
論如何」之義。6 不過，此類副詞所表語氣並不限於一種，至少有強弱之別，龔俊恆就根
據語氣強弱區別出兩類，語氣強的包含「反正」
、
「橫豎」
、
「左右」
、
「死活」
、
「高低」和「貴
賤」
，語氣弱的則包含「好歹」
、
「早晚」和「遲早」
。7 實際上，個別詞也可能表達不同語
氣，例如方一新和曾丹便指出「好歹」除了能表示無論如何的語氣，還有相當於「將就」、
「湊合」的減弱語氣用法，以及相當於「一定」
、
「務必」的增強語氣用法。8 總之，此類
副詞至少可表示兩種語氣，一種語氣較強，相當於「無論如何」
、「必定」，本文稱為確認
語氣々一種語氣較弱，相當於「將就」
、
「湊合」，本文稱為將就語氣。
至於各語氣副詞在這兩種用法的分布，李宗江已提出全面觀察，簡列於下。9
表一〆李宗江一文所提反義複合副詞的用法分布
第一類

第二類

多少、大小、好賴、早晚、遲早、遲疾、 左右、反正、橫
長短、死活、高低、貴賤、好歹

豎

用法一〆無論如何

＋

＋

用法二〆讓步轉折關係

＋

－

該文認為此類副詞有兩種用法，第一種表無論如何，相當於本文的確認語氣，第二種
表讓步轉折關係，則相當於本文的將就語氣。不過，該文對各詞用法判定與本文觀察所得
不盡相同，本文根據歷史觀察將此類副詞區分三組，A 組只表確認語氣，B 組可兼表確認
與將就語氣，C 組則只表將就語氣，如下表所示。

6
7

8

9

詳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1958]年）
，頁 267-268。
詳龔俊恆：
《現代漢語反義對立式語氣副詞研究》
（開封：河南大學研究生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
，
頁 4。
詳方一新和曾丹：
〈反義複合詞「好歹」的語法化及主觀化〉
，頁 68。至於該文所提增強語氣之用法，
因與確認語氣相近，本文不另區別。
詳李宗江：〈若干反義聯合短語的副詞化〉，頁 148-154。該文觀察的反義複合副詞比本文多，本文
挑選歷史文獻中使用頻率較高且意義有別的詞為代表，故意義相近的則從中擇一觀察，例如「早晚」
和「遲早」意義相近，前者出現時間早於後者，在歷史文獻中使用頻率也較高，故選「早晚」
；又例
如「好歹」和「好賴」意義相近，「好歹」出現於宋朝，在歷史文獻中使用頻率高，
「好賴」則罕見
於歷史文獻，故選「好歹」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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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〆本文所提反義複合語氣副詞的用法分布
A組

B組

C組

橫豎、反正、死活

好歹、左右、高低、長短

多少、早晚

確認語氣

＋

＋

－

將就語氣

－

＋

＋

關於這兩種語氣的用法，過去主要集中探討其篇章表現，尤其是「反正」一詞。宗守
云和高曉霞專門探討「反正」的語篇功能，指出它可連接因果、條件、並列、解注、承接、
轉折等關係。10 此後，學界特別留意「反正」帶領總結分句的特性。張誼生指出此類副
詞能表篇章義，且著重於總結關係，是表「情態化總括義」，並認為此類副詞中只有「反
正」才具有典型的銜接功能。11 董正存探討「反正」一詞，也論及這方面表現，指出「反
正」若出現在後分句，前面常有「不管（甭管、管它、不拘）」
、
「無論（不論）」
、
「即使（縱
使）」
、「假若」
、「任憑」等成分。12 在這些語境中，「反正」正是表總結關係。郭彤探討
「反正」的語篇功能，也特別強調其「篇章總結性」功能。13
事實上，除了篇章表現，此類副詞還有豐富的語用功能，且篇章功能方面也不限於總
結用法。本文將指出，表確認語氣時，此類副詞可用於表明決心、保證、建議、要求、推
斷等，在篇章方面，則經常用於連接條件、總結和因果複句。至於將就語氣，也可區分出
至少、頂多、多少、遲早這四種意義。這些觀察都有利於分析其來源與演變，也有利於觀
察語義間隙的作用。
關於這兩種語氣的來源，學界也有不少討論。確認語氣方面當以太田辰夫的意見為代
表，他指出此類副詞是從相當於「不論是橫還是豎」
、
「好也罷壞也罷」的詞組發展而成，
表示「無論如何」之義。14 此觀察十分到位，亦為學界共識。方一新和曾丹並指出「好
歹」發展過程中還經歷以「好共歹」表示無論如何概念的用法，可作為支持源自詞組的證
據。15 此外，也有論文更明確指出「無論如何」乃條件關係。16 至於將就語氣的來源，
10

11
12
13

14
15
16

詳宗守云和高曉霞：
〈
「反正」的語篇功能〉
，
《張家口師專學報》第 15 卷第 1 期（1999 年 3 月）
，頁
15-20。其分析有部分可再商榷，像是承接關係可分析為總結關係。
詳張誼生：〈反義對立式語氣副詞的性賥、功能和成因〉
，頁 324-327。
詳董正存：〈情態副詞「反正」的用法及相關問題研究〉
，頁 12。
詳郭彤：〈語氣副詞「反正」的語篇功能研究〉
，
《柳州師專學報》第 29 卷第 1 期（2014 年 2 月）
，
頁 27。
詳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頁 267-268。
詳方一新和曾丹：〈反義複合詞「好歹」的語法化及主觀化〉
，頁 68。
例如董正存指出「無論（不論）
」是「表示條件關係」
，詳董正存：
〈情態副詞「反正」的用法及相關
問題研究〉
，頁 15。又例如李宗江則指出「無論、不管」是「無條件標記」
，整個句子則為「條件複
合句」
，詳李宗江：
〈若干反義聯合短語的副詞化〉
，頁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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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田辰夫一書雖未正面論及，但也提及「好歹」是表示「好也罷壞也罷」
，17 這就帶有將
就語氣。方一新和曾丹認為將就語氣是確認語氣基於語用需求減弱所致，18 李宗江(2009:
149)則主張此類表達從邏輯上看「語義相當於讓步轉折關係」
。19
上述意見已大致勾勒出這組詞來源的輪廓，但還有可補充之處。首先，無論如何的條
件關係也是讓步轉折關係（以下簡稱「讓轉關係」
）
，邢福義即稱此類複句為「無條件讓步
句」，20 本文還將進一步指出此乃「不受影響型讓轉關係」，而且正是此種讓轉關係使之
帶有確認語氣，而非條件關係。至於將就語氣，太田辰夫和李宗江的意見都有可取之處，
本文認為此用法可有兩種來源，一是「好也罷壞也罷，但……」
，此乃「不容否認型讓轉
關係」
，一是「再……，但也不至於……」
，則是「不徹底型讓轉關係」
。此外，
「左右」表
將就語氣還有另一個來源，係由「左右是左右（既然如此），也就……」緊縮而成，則屬
「推斷性因果關係」
。
總而言之，在過去研究基礎上，本文對此類副詞的用法分布、使用特性和來源各有一
些修正性意見，並將據以說明詞內的語義間隙所能含納的多元而複雜的關係。下文將先進
入歷史逐一說明這兩種語氣的實際用法，並依照表二所列組別次序逐一討論，繼而在第四
小節展開相關討論。

二、確認語氣用法
此類語氣副詞最常表示確認語氣，可用於多種語用情境和複句語境。語用方面，此類
副詞可有四種主要用法〆[1]表示決心或保證、[2]建議或要求、[3]推斷、[4]表確認々篇章
方面，則常用於三種分句〆[1]條件後分句、[2]總結分句、[3]原因分句。以下分六小節介
紹各用法，其中推斷用法多搭配條件後分句，故合併說明。此乃含納兩個層面的分類，故
語用層面的用例也可帶有複句用法，而複句用例也可帶有語用功能。

17
18

19

20

詳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頁 268。
該文指出：「因為語氣副詞表示的是說話人的主觀態度，基於語用的需要，『好歹』所表達的語氣出
現了弱化和強化兩種傾向。語氣減弱的『好歹』相當於『將就、湊合』。」詳方一新和曾丹：〈反義
複合詞「好歹」的語法化及主觀化〉
，頁 68。
該文認為「好歹每人還留了件游泳衣」的意思是「雖然不好，還留了一件游泳衣」，詳李宗江：〈若
干反義聯合短語的副詞化〉
，頁 149。
邢福義在其複句專著中區分四種讓步句：容認性、虛擬性、無條件、忍讓性，其中的無條件讓步句
就是指由「無論」帶領的句式，詳邢福義：
《漢語複句研究》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年）
，頁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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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示決心或保證
此類副詞表確認語氣時，可用於表示個人決心或作保證，意謂必定會如此做，可以「無
論如何」或「一定」替換。A 組都有此用法，用例都很豐富々B 組也都有此用法，其中「好
歹」和「高低」用例也都豐富。

(1)

《兒
a. 你娘兒們先不必急着；橫豎不出三日，一定叫你們見着十三妹，如何？（
女英雄傳》14 回）21
22
b. 你若是將我的姑娘淹死了，橫豎我同你拼定了命！（《紅樓復夢》52 回）

(2)

「反正我饒不了他就是啦。」（《小額》）23
a. 伊老者說：
）24
b. 這就甭說別的了，我反正不花錢聽小鬼子造謠言！（老舍《四世同堂》

(3)

「我死活不根你去。」
（《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刑部》卷 4）25
a. 本婦又道：
b. 那佛動心被王龍抱住，只急的柳眉倒豎，粉面通紅，一聲怪叫。王龍死活
不放。
（
《蒲松齡集〄聊齋俚曲集〄增補幸雲曲》23 回）26

(4)

（
《關漢卿戲曲集〄杜蕊
a. 俺女兒心心念念只要嫁韓秀才，我好歹不許他嫁。
娘智賞金線池》一折）27
b. 我賣了這人蔘，毛施布時，不揀幾日，好歹等你來。（《老乞大諺解》下）
28

29
(5) 我幾回說與我這哥哥，教他推了這牛子，左右不肯。（《警世通言》卷 37）

(6)

（《醒
a. 再要不夠，我問徒弟們家告助，高低趕五七出了這殯，看躭誤下了。
世姻緣》41 回）30
b. 夏鼎道：「不難，不難，我高低呌他上鉤就是，只是遲早不定。現今日已
過午，吃了飯，我再慢圖。」（《歧路燈》37 回）31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清‧文康：《兒女英雄傳》
（臺北：桂冠圖書，1988 年）
，頁 180。
清‧陳少海撰，張乃、范惠點校：《紅樓復夢》下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 年）
，頁 558。
清‧松友梅編：
《小額──社會小說》
（1898 年）
，收入波多野太郎編：
《橫濱市立大學紀要──景印
短篇社會小說‧小額》
（橫濱：橫濱市立大學，1968 年）
，頁 8。
老舍：《老舍全集》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
，卷 4，36 節，頁 435。
祖生利、李崇興點校：《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刑部》
（太原 : 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年）
，頁 95。
清‧蒲松齡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
，下冊，頁 1653。
元‧關漢卿：《關漢卿戲曲集》
（臺北：宏業出版社，1973 年），頁 808。
聯經出版社編：《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
（臺北：聯經出版社，1978 年）
，頁 228。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
（臺北：中華書局，1965 年）
，頁 561。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
（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 年）
，上冊，頁 532。
清‧李海觀著，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歧路燈》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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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7) 求你給上頭說句話兒，我長短不幹看守這行子啦！（《戰鬥的青春》

（二）建議或要求
此類副詞表確認語氣時，也可用於建議或要求，要對方務必如此做，可以「無論如何」
或「務必」替換。此用法和前一用法性質相近，多出現於對話，主觀性強，前一用法主語
多為第一或第三人稱，此用法則多為第二人稱或是包含聽者的第一人稱複數。A 組都無此
用法，B 組除「左右」外都有此用法，其中「好歹」此類用法尤其豐富，目前所見「長短」
和「高低」用例都出自方言。

(8)

a. 俺兩口望着東岳爺爺拜，把三歲喜孫，到三月二十八日，將紙馬送孩兒醮
盆內做一枝香焚了，好歹救了母親病好。上聖有靈有聖着！（《元刊雜劇
三十種〄小張屠焚兒救母雜劇》
）33
34
b. 漢兒地面裏不慣行，你好歹拖帶我，做火伴去。（《老乞大諺解》上）

(9)

（南陽方言）35
a. 高低你給衣裳穿上吧。
（千萬別吃瓜子了，上火得很）
（南陽方言）
b. 高低白吃瓜子兒了，熱氣哩很。

（洛川方言）36
(10) a. 你長短快點。
b. 長短今天把書還給我！（陝西甘泉方言）

（三）推斷／搭配條件後分句
表確認語氣時，此類副詞也可用於推斷，推判事情無論如何必定會如此發展。雖也是
堅定的確認語氣，但相對於前兩種用法，此用法要顯得客觀些，因為是在特定條件下才如
32

33
34
35

36

本例轉引自呂佩：
〈「長短」的語法化〉
，
《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研究生論文專刊》第 40 卷（2013
年 6 月）
，頁 101。該句取自雪克：《戰鬥的青春》
（上海：作家出版社，1964 年）
。
寧希元校點：《元刊雜劇三十種》（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年）
，頁 231。
聯經出版社編：《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
，頁 13。
這兩例轉引自黃哲：
〈淺析反義複合情態副詞「高低」〉
，
《語文知識》2014 年第 11 期（總第 297 期，
2014 年 11 月）
，頁 12-13。
這兩例轉引自王瑩：〈淺議洛川方言中「長短」一詞〉
，
《青年文學家》2014 年第 24 期（2014 年 8
月）
，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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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主張，而非所有情況皆如此，部分用例以「一定」替換要比以「無論如何」替換來得合
適。A 組中「橫豎」和「反正」以及 B 組的「好歹」、「左右」和「高低」都有此用法，
其中「橫豎」
、
「好歹」和「左右」用例都豐富。此用法經常出現於條件後分句，以下以[ ]x
標示條件分句，以[ ]y 標示語氣副詞所在的後分句。

(11) a. [這事一些半些，幾十兩銀子的話]x，[橫豎做不來]y，沒有三百，也要二百
兩銀子，纔有商議。
（
《儒林外史》14 回）37
b. 你們瞧着罷，[回來到了這裏]x，[橫豎也遢邋了]y。（《兒女英雄傳》22 回）
38
39

《孽海花》13 卷）
(12) 這個狠毒的賊，反正出不了你們這一堆人！（

（《元曲選》李文蔚《燕青博
(13) a. 兄弟，拏他做什麼？[他吃了酒]x [好歹去也]y。
頄》三折）40
（《元
b. 出的門外，我這裏聽着，他好歹吩咐孫福叔叔些話兒，我這裏聽着他。
刊雜劇三十種〄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雜劇》）41
(14) a. [咱送了他一分禮]x，[他左右還請你過去吃了一席酒]y。（《金瓶梅》13 回）
42

「傷人的想是這隻大蟲。[譬如你喫了我]x，[我左右是死]y！」
（《帄
b. 卜吉道：
妖傳》25 回）43
(15) 他家非賭即娼，[我一個年輕人走來走去]x，[高低沒有好處]y。（《歧路燈》37
回）44

（四）搭配總結分句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
（臺北：桂冠圖書，2001 年）
，頁 146。
清‧文康：《兒女英雄傳》
，頁 341-342。
清‧曾樸：《孽海花》
（臺北：桂冠圖書，2001 年）
，頁 283。
明‧臧懋循輯：《元曲選》
（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年）
，第 1 冊《燕青博頄》
，頁 8 左。
寧希元校點：《元刊雜劇三十種》，頁 50。
明‧笑笑生：
《金瓶梅詞話》
（臺北：聯經出版社，1978 年）
，明萬曆丁巳刻本影印本，第 3 冊，頁 5。
侯忠義主編：
《北宋三遂帄妖傳》
，
《明代小說輯刊》第二輯-3（成都：巴蜀書社，1995 年）
，頁 802。
清‧李海觀著，《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歧路燈》
，頁 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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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過去文獻已留意到此類語氣副詞常帶領總結分句，這也屬確認語氣用
法。此用法以「總之」替代最自然，也能以「無論如何」替代，但不能以「一定」替代。
A 組中「橫豎」和「反正」均有豐富用例，B 組的「好歹」和「左右」也可這麼用。以下
例句以[ ]x 標示前分句，以[ ]y 標示語氣副詞所在的總結分句。
（《兒女
(16) a. [禮到話不到，說是說不清]x，[橫豎算這等一番意思就完了事了]y。
英雄傳》21 回）45
（《兒
b. [望着他四個不是勾頭兒，不像哈腰兒]x，[橫豎雖算請安，遠着呢]y。
女英雄傳》32 回）46
(17) a. [我老爺的母親，啊，老爺的，可能是老爺的姥姥我也不知道，奶奶吧]x，
[反正是這麼一輩兒啊]y。
（
《1982 年北京話調查資料》
）47
48
b. [我也不會說甚麼]x，[反正兄弟盡心就是啦]y。（《小額》）

(18) a. 我如今備些禮物去酬謝前晚之酌。若是他二人先在，不必說了；[若是不在，
料得必來]x，[好歹在那裏等他每為是]y。（《二刻拍案驚奇》卷 8）49
b. 徐婆道：「[我自有計較。我已與客人說道，他本心要嫁，因有兒子媳婦，
怕人笑不像樣，不要你們的轎子迎接，我自送他到船。開了船，憑他了。
料他守了一向寡，巴不得尋個主兒，決不尋死]x。[好歹明早收他銀子，與
他貣身]y。」
（
《型世言》3 回）50
「[你只說我陪着人坐着哩]x。[左右他只要搗合同的話，教他過
(19) a. 西門慶道：
了二十四日來罷]y。」
（
《金瓶梅》67 回）51
b. 這行主人供給我們，頓頓有肉，[這不是行主人的肉，就是我們自己的肉]x，
[左右他要算了錢去]y。
（
《儒林外史》52 回）52
總結分句之前可有多種句式，如(17a)的「……（或是）……」
，(18a)的「若是……」
，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清‧文康：《兒女英雄傳》
，頁 318。
清‧文康：《兒女英雄傳》
，頁 570。
《1982 年北京話調查資料》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語料庫。
清‧松友梅編：《小額──社會小說》
，頁 62。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
（臺北：三民出版社，1991 年），頁 158-159。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
《型世言》
，
《明代小說輯刊》第一輯-2（成都：巴蜀書社，1993
年）
，頁 94。
明‧笑笑生：《金瓶梅詞話》
，第 14 冊，頁 7。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
，頁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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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b)的「不是……，就是……」等。董正存指出「反正」的前分句常有「不管（甭管、
管它、不拘）
」
、
「無論（不論）
」
、
「即使（縱使）」、「假若」、「任憑」等成分，此類用法正
是用於連接總結關係，茲舉二例於下。53

(20) a. [不管金三爺有沒有知識，有沒有愛國的心]x，[反正那對拳頭使金三爺的
頭上發出聖潔的光]y。
（老舍《四世同堂》
）54
b. 總得給他們點事作，[不拘是跳舞，跑車，看電影]x，…… [反正別叫他們
閑着]y。
（老舍《二馬》
）55
搭配總結分句的例子有很多帶有鮮明的語用功能，下面第一組也用於表示決心，第二
組也用於建議或要求。
「[咱們坐會子再到二叔叔營裏去逛]x。[橫豎今日我全要逛到]y。」
(21) a. 祝母道：
（
《紅樓復夢》90 回）56
b. 那，[我也有我的辦法]x！[反正我不能嫁給李空山，也不能嫁給藍東陽]y！
我願意要誰，才嫁給誰！（老舍《四世同堂》
）57
(22) a. [也管不得許多了]x，[橫豎要求大妹妹辛苦辛苦]y。我這裏先與妹妹行禮，
等事完了，我再到那府裏去謝。
（《紅樓夢》13 回）58
）59
b. [甭管她是幹什麼的]x，[反正你得出去]y，請！（老舍《四世同堂》

（五）表確認
此類副詞也可純表確認，表示該命題是確定的。此用法與總結用法有相通處，例句中
此類副詞若以「總之」替代也都通順，部分用例也還能以「無論如何」替代。A 組的「橫
豎」和「反正」以及 B 組的「左右」和「長短」都有此用法。
53
54
55
56
57
58
59

詳董正存：〈情態副詞「反正」的用法及相關問題研究〉
，頁 12-13。
老舍：《老舍全集》
，卷 4，21 節，頁 225。
老舍：《老舍全集》
，卷 1，4 節，頁 576。
清‧陳少海撰，張乃、范惠點校：《紅樓復夢》下冊，頁 978。
老舍：《老舍全集》
，卷 4，43 節，頁 534。
清‧曹雪芹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
（臺北：里仁書局，1984 年）
，頁 206。
老舍：《老舍全集》
，卷 5，76 節，頁 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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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
(23) a. 黛玉笑道：
管不懂呢。」寶玉道：
「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
（
《紅樓夢》86 回）60
61
b. 若是老太太歸西去了，他橫豎還有三年的孝呢。（《紅樓夢》46 回）

(24) a. 老二反正不肯養活這一家人！我倒肯，可又沒掙錢的本事！（老舍《四世
同堂》
）62
「我反正不會作事！我只知道要我的媽媽！」（老舍《四世
b. 招弟撇著嘴說：
同堂》
）63
(25) a. （張孝友云）你不是叫化的是甚麼？（正末云）俺是那沿門兒討冷飯吃的。
（張孝友云）左右一般。
（
《元曲選》張國賓《合汗衫》四折）64
（《水滸傳》102 回）
b. 蔡攸之子，左右是獃的，也不知嬌秀是處子不是處子。
65
66

「我長短沒交」
，他回憶道。
(26) 有人讓他交出去，

A 組的「死活」還有一種確認語氣用法，可以「實在(是)」、「確實(是)」等替代，但
不能以「無論如何」替代，也不能以「一定」替代，且通常後接「的」。此用法當另有來
源，推判是來自「是死還是活」的選擇關係，可見四之（四）小節討論。
(27) a. 咳也麼喲，喲也麼咳，睡又睡不著，死活的好難捱！（《蒲松齡集〄聊齋俚
曲集〄禳妒咒》14 回）67
b. 怪想家，怪想家，朝長每日在天涯。忽動了故鄉心，死活的放不下。（《蒲
松齡集〄聊齋俚曲集〄富貴神以》9 回）68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清‧曹雪芹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
，頁 973。
清‧曹雪芹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
，頁 708。
老舍：《老舍全集》
，卷 4，29 節，頁 334。
老舍：《老舍全集》
，卷 5，67 節，頁 882。
明‧臧懋循輯：《元曲選》
，第 1 冊《合汗衫》
，頁 13 左。
元‧施耐庵著，明‧金聖嘆評點：《金聖嘆批評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
年）
，頁 867。
本例轉引自呂佩：〈
「長短」的語法化〉
，頁 101。
清‧蒲松齡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
，下冊，頁 1199。
清‧蒲松齡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
，下冊，頁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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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搭配原因分句
此類副詞表確認語氣時，也常出現於原因分句，往往帶有任性色彩，但此用法不能以
「無論如何」替代，雖為原因句，也不能以「因為」替代。以下此類用例以[ ]x 標示語
氣副詞所在的原因分句，以[ ]y 標示結果分句。A 組的「橫豎」
、
「反正」以及 B 組的「左
右」都有豐富例子。
69
(28) a. [橫豎不遠，只在這座山上]x，[我們尋去來]y。（《西遊記》86 回）
70
b. [橫豎有人伏侍你]x，[再別來支使我]y。（《紅樓夢》21 回）
71
(29) a. [這裏反正沒外人]x，[你坐着陪我吃罷]y！（《孽海花》27 回）

）72
b. [反正也無家可歸]x，[被人逮住就逮住吧]y。（老舍《駱駝祥子》
(30) a. [左右這裏無有外人]x，[喒兩個慢慢的吃]y。（《元曲選》無名氏《爭報
恩》楔子）73
（《清帄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
b. [左右百歲也要死]x，[和你兩個做一做]y。
記》）74
上面例句中的語氣副詞有不少能以「總之」替代，下面例句中的「反正」句也可兩解，
或是分析為總結分句，或是分析為原因分句，75 可見這兩種用法有相通處。
）76
(31) a. [管他誰組織政府呢]，[反正咱們能掙錢吃飯就行]！（老舍《四世同堂》
b. [您愛哪樣的就挑哪樣的]，[反正都是小玩藝兒，沒有好大的意思]！（老舍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明‧吳承恩：《西遊記》
（臺北：桂冠圖書，1994 年）
，頁 1073。
清‧曹雪芹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
，頁 327。
清‧曾樸：《孽海花》
，頁 285。
老舍：《老舍全集》
，卷 3，12 節，頁 103。
明‧臧懋循輯：《元曲選》
，第 1 冊《爭報恩》
，頁 1 左。
明‧洪楩、熊龍峰編印：
《清帄山堂話本‧熊龍峰四種小說》
（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 年）
，卷 2，
頁 36。
在此，原因分句是作後分句，此類副詞帶領原因分句時本就有此用法，如下所示。
a. 這個都在我，[只管放心走路]y，[橫豎不與你我相干]x。（
《兒女英雄傳》10 回，清‧文康：《兒
女英雄傳》
，122 頁）
b. 這件事要擱著我辦，[我就把那些獅子送給他們]y，[反正擺在那裡也沒什麼用]x！（老舍《四世
同堂》
，老舍：
《老舍全集》
，卷 4，3 節，頁 21）
老舍：《老舍全集》
，卷 4，8 節，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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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同堂》
）77

（七）小結
以上討論此類副詞表確認語氣的六種用法，其中前三種能以「無論如何」或「一定」
替代，後三種都能以「總之」替代，其中只有第四、五種部分用例還能以「無論如何」替
代，第六種則不再能以「無論如何」替代，由之推測各類語法化程度有漸趨提高的趨勢。
以下是各詞在這些功能的分布，只有 A、B 兩組可表確認語氣。
表三〆反義複合語氣副詞之確認語氣用法一覽

A組

B組

C組

橫豎

反正

死活

好歹

左右

高低

長短

多少

早晚

1

表示決心或保證

＋

＋

＋

＋

＋

＋

＋

－

－

2

建議或要求

－

－

－

＋

－

＋

＋

－

－

＋

＋

－

＋

＋

＋

－

－

－

3

推斷／條件後分
句

4

總結分句

＋

＋

－

＋

＋

－

－

－

－

5

表確認

＋

＋

(＋)

－

＋

－

＋

－

－

6

原因分句

＋

＋

－

－

＋

－

－

－

－

作為確認語氣，此類語氣副詞往往帶有任性色彩，在表示個人決心、帶領總結分句和
原因分句時，此特性都相當明顯，其成因將留到第四節再論。

三、將就語氣用法
此類語氣副詞還可表示相對較弱的語氣，學界稱為將就、湊合語氣。 78 根據實際使
用情況，將就語氣大致可表四種語義〆
「至少／畢竟」義、
「頂多」義、
「多少／稍微」義、
77
78

老舍：《老舍全集》
，卷 4，14 節，頁 132。
詳方一新和曾丹：〈反義複合詞「好歹」的語法化及主觀化〉
，頁 6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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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遲早／最終」義，以下逐一說明。

（一）「至少／畢竟」義
表將就語氣時，此類語氣副詞可表雖不盡理想，但符合最低要求，可用「至少」
、
「起
碼」替代。B 組的「好歹」此用法相當豐富，C 組的「多少」也有此用法。
「此去離劍門山不遠，那裏好歹有個庵院可以安身，說不得再捱幾
(32) a. 婆子道：
步。」
（
《帄妖傳》5 回）79
「不要笑，我好歹有一個用處，絕不是棄物。」
（
《初刻拍案驚奇》
b. 文若虛道：
卷 1）80
(33) a. 三舉之後，又將來均一番。如此，則多少不至相懸絕矣。（《朱子語類》卷
109）81
「既已賭輸，豈有竟還之理？或者再博一番，多少等我
b. 兩人出於不意，道：
們翻些，纔使得。」
（
《二刻拍案驚奇》卷 8）82
下面例句中「好歹」和「多少」理解為「畢竟」更合適，雖然理解為「至少」也說得
通。
《元曲選》張國賓《合汗衫》
(34) a. 我好歹也是財主人家女兒，着我如今叫街！（
三折）83
b. 比不的買什麼兒，拏了銀子，到市上就買的來了。一個人家閨門女子，好
歹不同，也等教媒人，慢慢踏看將來。（《金瓶梅》36 回）84
(35) a. 但以某觀之，生出一箇物事為人所斃，多少是不好，是亦一徵兆也。（《朱
子語類》卷 34）85

79
80
81
82
83
84
85

侯忠義主編：《北宋三遂帄妖傳》，頁 579。
明‧凌濛初著，陳邇多、郭雋杰校註：《初刻拍案驚奇》
（臺北：光復書局，1998 年）
，頁 15。
南宋‧朱熹述，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
（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頁 2695。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
，頁 148。
明‧臧懋循輯：《元曲選》
，第 1 冊《合汗衫》
，頁 9 右。
明‧笑笑生：《金瓶梅詞話》
，第 7 冊，頁 2。
南宋‧朱熹述，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
，頁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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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b. 咱們家雖不等這幾兩銀子使，多少是皇上天恩。（《紅樓夢》53 回）

（二）「頂多」義
此類語氣副詞還可表示雖然情況不好，但不至於太糟糕，頂多如此，可以「頂多」
、
「不
過」等替代。此用法和上一個用法性質相近，只是前一個用法標示下限，表示「不少於」，
而此用法則是標示上限，表示「不多於」
，二者都是往最低能接受程度靠攏，一樣是將就
語氣。B 組「好歹」和「左右」有此用法。此類用法中，所在句往往帶有偏少的數量詞，
或是表限定的副詞「只」或語氣詞「罷了」
。
「我一應行囊都不帶去，留在你家，只帶了隨身鋪蓋幷幾件禮物
(36) a. 張貢生道：
去。好歹一兩日隨即回來了。看你家造化，若多討得到手，是必多送你些。」
（
《二刻拍案驚奇》卷 4）87
「我這番出外，甚不得已，好歹一年便回，寧可第二遍多去幾時罷
b. 興哥道：
了。」
（
《喻世明言》卷 1）88
「我又不曾大生，左右只是箇小產，怕他怎的？洗洗兒乾淨。」
（《西
(37) a. 八戒道：
遊記》53 回）89
「沒的羞人子刺刺的，誰耐煩爭他？左右是這幾房兒，隨他串去！」
b. 三娘道：
（
《金瓶梅》75 回）90

（三）「多少／稍微」義
此類副詞還能表示數量少或程度低，可以「或多或少」替代，有些還可以「稍微」替
代。雖能以「或多或少」替代，但實質意思是往少裡說，所在句常帶有約量詞「些」。此
乃「多少」的主要用法，另 B 組「好歹」也有此用法。

86
87
88
89
90

清‧曹雪芹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
，頁 820。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
，頁 73。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
（臺北：桂冠圖書，1984 年）
，頁 4。
明‧吳承恩：《西遊記》
，頁 974。
明‧笑笑生：《金瓶梅詞話》
，第 16 冊，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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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 說我不過，好歹還我些；就不還得銀子，還我那兩件金東西也好。（《二刻
拍案驚奇》卷 4）91
b. 心中又自後悔，這些日子只說不提了，偏又丟生，早知該天天好歹溫習些
的。
（
《紅樓夢》73 回）92
93
(39) a. 這便是看得不多，多少被他這箇十六字礙。（《朱子語類》卷 79）
94
b. 只見一分銀子兒沒曾得，我便說多少與他些也罷了。（《金瓶梅》14 回）

此用法與至少義用法相近，但有區別。至少義用法含有不盡理想，勉強接受的語氣，
此用法則只表示數量不高。不過，二者確實也有不易區別的情況，像是例(38a)。如果此
例句中的「多少」指數量，說話者單純要求歸還一些，就是多少義用法々如果說話者是認
為「還我些」是最低要求，那就是至少義用法。此例兩種用法都說得通。

（四）「遲早／最終」義
此類副詞還可用於時間上的估量，能以「遲早」
、
「終究」等替代。此為「早晚」的主
要用法，另 B 組的「長短」也有此用法。
《全唐詩》白居易〈即事寄微之〉）95
(40) a. 飽暖飢寒何足道，此身長短是空虛。（
（陸游〈後春愁曲〉）96
b. 世間萬事元悠悠，此身長短歸山丘。
（《變文〄雙恩記》）97
(41) a. 朝日尚難期晚日，今年早晚到明年。
（
《全唐詩》項斯〈送蘇處士歸西山〉）98
b. 早晚重相見，論詩更及微。
此用法也可用於陳述事實，則能以「最終」替代。B 組的「高低」和「長短」有此用
法。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
，頁 70。
清‧曹雪芹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
，頁 1135。
南宋‧朱熹述，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
，頁 2034。
明‧笑笑生：《金瓶梅詞話》
，第 3 冊，頁 3。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
（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卷 441，頁 4919。
宋‧陸游：《陸放翁全集》
（臺北：文友書店，1959 年）
，頁 262。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3 年）
，頁 76。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
，卷 554，頁 6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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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 咳！賢弟呀，你昨日憨了呆了？贏了他兩個元寶，我不住使眼瞅你，想着
叫你拔稍。你低着頭只是擲，高低呌他贏了七八百兩。今日就要。（《歧路
燈》59 回）99
）100
b. 到年長大解思寸(忖)，長短却來尋覓兄。（《變文〄雙恩記》
「早晚」由反義時間詞構成，自能表示此概念。「長短」也有此用法，推測係因此詞
乃指壽命長短，例句(40)中主語是「此身」正可說明此點。歷史文獻中也常見以「長短」
表死亡，如「若有個長短」
、
「三長兩短」等，此類用法也是以「長短」表壽命，只是偏指
短命，可見四之（四）小節討論。
方一新和曾丹認為「好歹」和「橫豎」也可作時間副詞，用法相當於「早晚」
、
「遲早」，
所舉例如下。101
(43) a. 今夜好歹來也，則管裏作念的眼前活現。（《元曲選》白樸《牆頭馬上》二
折）102
b. 兄弟，拏他做什麼？他吃了酒好歹去也。（《元曲選》李文蔚《燕青博頄》
三折）103
c. 藥死那老婆子，這小妮子好歹做我的老婆。（《元曲選》關漢卿《竇娥冤》
二折）104
d. 兀那婦人。你放心。等你孩兒成人長大。我着你子母每好歹有廝見的日子
里。
（
《關漢卿戲曲集〄劉大人慶賞五侯宴》二折）105
e. 姐姐省煩惱，俺好歹有一日見玄德公也。（《全元戲曲》無名氏《關雲長千
里獨行》二折）106
(44) a. 你娘兒們先不必急着；橫豎不出三日，一定叫你們見着十三妹，如何？（《兒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清‧李海觀著，《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歧路燈》
，頁 1157。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88。
該文所列這兩組例句與本文所據版本有一些出入，大多是字體和斷句標點上的差異，本文均已據所
採版本改訂。詳方一新和曾丹：〈反義複合詞「好歹」的語法化及主觀化〉
，頁 67-68。
明‧臧懋循輯：《元曲選》
，第 1 冊《牆頭馬上》
，頁 3 左。
明‧臧懋循輯：《元曲選》
，第 1 冊《燕青博頄》
，頁 8 左。
明‧臧懋循輯：《元曲選》
，第 2 冊《竇娥冤》
，頁 4 左。
元‧關漢卿：《關漢卿戲曲集》
，頁 297。
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年），卷 6，頁 723。

- 17 -

國文學報第六十五期

女英雄傳》14 回）107
「說這些倒也開心，也沒有什麼勞神的。只是怕我只管說，你只
b. 黛玉笑道：
管不懂呢。」寶玉道：
「橫豎慢慢的自然明白了。」
（
《紅樓夢》86 回）108
然而，這兩組例句中的「好歹」和「橫豎」更適合分析為確認語氣，例句(43a, b, c, e)
表推斷，都能以「必定」替代，例(43d, 44a)都用於保證，例(44b)則表確認或總之。遲早
用法和確認用法雖然都能表示「將會如此」的意思，但語氣截然不同。遲早用法為將就語
氣，用於不容否認會發生、不至於不會發生的情境，傳達無法躲避或是期盼的立場，如例
句(40)-(42)所示，但是確認語氣傳達的卻是必然如此的堅定立場。這兩組例句都不是言者
無法抗拒或期盼的情況，而是言者推斷或保證必定如此的情況，分析為確認語氣要更為合
適。由於此類用例不多，
「好歹」和「橫豎」是否發展為時間副詞不好說，但即使如此，
此用法也是由確認語氣發展而成，非關乎將就語氣。

（五）小結
嚴格說來，本節所論四種用法中，前兩種用法的將就、湊合立場比較鮮明，但這四種
用法仍具有共通性，將留待四之（一）小節再論。以下為各詞在這四種用法的分布一覽，
只有 B 組和 C 組有將就語氣用法。
表四〆反義複合語氣副詞之將就語氣用法一覽
A組

B組

C組

橫豎

反正

死活

好歹

左右

高低

長短

多少

早晚

至少／畢竟

－

－

－

＋

－

－

－

＋

－

頂多

－

－

－

＋

＋

－

－

－

－

多少／稍微

－

－

－

＋

－

－

－

＋

－

遲早／最終

－

－

－

－

－

＋

＋

－

＋

四、詞構、詞義和用法
107
108

清‧文康：《兒女英雄傳》
，頁 180。
清‧曹雪芹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
，頁 1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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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中經常可見到這樣的連鎖牽動關係〆詞構決定詞義，詞義繼而決定用法。109 本
文所論這組反義副詞亦有同樣表現，其構成語素之間的反義關係決定各詞可表語氣，而各
語氣則有不同句法表現。以下第（一）小節先說明各語氣的語義基礎，繼而於第（二）
（三）
小節分別說明此類副詞所見構詞決定詞義、詞義決定句法的相關現象，最後於第（四）小
節綜覽此類複合詞的內部語義關係，回應本文開頭核心訴求，論證語義間隙對詞義變化及
語法化的重要推動作用。

（一）從複句關係到語氣
如前兩節所呈現，反義複合語氣副詞可表示兩大類語氣〆確認語氣與將就語氣，前者
語氣決斷，後者則語帶勉強。之所以能表示這樣兩種性質迥然有別的語氣，乃因此類語氣
副詞與所在句構成兩種不太一樣的複句關係，且多屬讓轉關係。首先談確認語氣，此用法
乃源自無論關係，如下所示〆
A. 無論關係〆
「XY～～」表示「無論是 X 還是 Y，但都～～」
（不受影響型讓轉關係）
過去文獻已指出此類語氣副詞是表示不管怎樣、無論如何的概念。此類複句是一種條
件關係，更是一種轉讓關係，邢福義即稱之為「無條件讓步句」
。110讓轉複句可表達多種
讓轉關係，包括不符預期、不受影響、遞進、對比、矛盾評價、不相容、更正、意外、修
正、提醒等關係。111 由「無論如何」所構成的讓轉分句表達的是不受影響型讓轉，
「無論
如何，他都要去」是指無論什麼情況都不影響「他要去」的決心。這種轉折關係很常見，
下面是其他用例。例(45a)中，雖然我對它有所惱怒，但不影響我不放走它的初心々例(45b)
中，雖然房髒了，但不影響我繼續住在裡面。這兩例的前後分句都能以轉折連詞「但」連
接。
（陸蠡〈囚綠記〉
）112
(45) a. 雖則我惱怒它的固執，無親熱，我仍舊不放走它。
109

110
111
112

可參見 Chang, Li-li, Keh-jiann Chen and Chu-Ren Huang. “Alternation Across Semantic Fields: A Study
of Mandarin Verbs of Emoti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hinese Language Processing, 5.1(2000),
pp.61-79。該文比較「快樂」和「高興」、「痛苦」和「難過」、「悲傷」和「傷心」、「憤怒」
和「生氣」、「恐懼」和「害怕」、「煩惱」和「擔心」等多組近義詞，指出各組近義詞的用法差
異，並由構詞解釋其間的差異，從而指出構詞影響詞義，詞義影響句法的連帶關係。
詳邢福義：《漢語複句研究》
，頁 467。
詳張麗麗：
〈漢語轉折詞演變綜論〉
，
《歷史語言學研究》之《慶祝蔣紹愚先生八十華誕特輯》
（待刊）
。
秦賢次編：《陸蠡散文集》
（臺北：洪範書店，1979 年）
，頁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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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b. 房髒了，我現在還住著呢！（老舍〈柳家大院〉）

反義複合詞中 X 和 Y 這兩個語素可說是兩個極端的代表，且意義多虛化為好壞或正
反兩面的代表。
「無論 X 還是 Y」可指陳這兩個極端所兜攏起來的整體範圍，所以具絕對
性，意味「在所有情況下皆不受影響」
，故帶有確認語氣，表示所在句是確定的、是必定
如此的。前文提及，表確認語氣時，此類副詞都帶有任性色彩，正是來自不顧慮任何狀況
而率意為之的態度，可說是源自其底層所蘊涵的讓轉特性。
至於將就語氣，則有兩種主要來源，也都屬讓轉關係，如下所示。
B. 不定關係〆
「XY～～」表示「或者 X 或者 Y（X 也罷 Y 也罷）
，但～～」
（不容否
認型讓轉關係）
C. 不至關係〆
「XY～～」表示「再 Y，也不至於～～」（不徹底型讓轉關係）
不定關係係指〆雖然不確定是哪種情況，但有些事實是不容否認的々不至關係則表示〆
情況再差，但也不到最極端狀況。這兩種轉折類型也很普遍，下面是其他用例。例(46a)
中，雖然老王很愛罰媳婦，但「不能親自下手打」卻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因怕遭人議論）々
例(46b)中，雖可用天才補救毛病，但不容否認這不是最好的辦法。例(47a)中，影響是看
不到了，但還不到最徹底情況，因它並未消失々例(47b)中，雖然是致命創傷，但不到最
徹底情況，因沒有立刻死。這些例句也都能以「但」連接。
114
(46) a. 老王罰兒媳婦挨餓，跪著，到底不能親自下手打。（老舍〈柳家大院〉）

b. 雖然他的天才在別的方面足以補救這個毛病，但究竟不是最好的辦法。（老
舍〈言語與風格〉）115
116
(47) a. 這種影響現在看不到了，但是它並未消失。（汪曾祺〈談風格〉）

）117
b. 已是致命的創傷，只是沒有便死。（魯迅〈紀念劉和珍君〉
將就語氣的四種用法大都可有這兩種解讀。第一類「至少／畢竟」義用法，兩種解讀
都說得通。
「那裡好歹有個庵院」可解讀為「好也罷，歹也罷，但不能否認那裡有個庵院」
，
也可解讀為「那裡再差，也不到最差，至少還有個庵院」
，兩種解讀中都可推得至少義々
「我

113
114
115
116
117

老舍：《老舍全集》
，卷 7，頁 91。
老舍：《老舍全集》
，卷 7，頁 86。
老舍：《老舍全集》
，卷 16，頁 258。
汪曾祺：《汪曾祺人生漫筆》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年）
，頁 331。
魯迅著，張秀楓主編：《魯迅散文合集》
（新北：新潮社出版社，2011 年），頁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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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歹也是財主人家女兒」可解讀為「好也罷，歹也罷，但不能否認我是財主家女兒」，其
中不容否認義就與畢竟義相通，另也可解讀為「再差，我也是財主家女兒」，則可從中推
得至少義。
第二類「頂多」義用法則比較適合以不至關係解讀。「好歹一兩日隨即回來了」相當
於「再差，我一兩日隨即回來」
，係指情況再糟糕，也不到最差，因為「一兩日隨即回來」，
所以與頂多義相通。
第三類「多少」義用法和第四類「遲早」義用法，也可有兩種解讀，但以不定關係解
讀較為直接。首先，
「早晚」和「多少」跟「或早或晚」和「或多或少」的表達相當，這
就是不定關係，表示不容否認還有一些、不容否認終究會發生。但這兩種用法以不至關係
理解也都說得通。
「好歹還我些」也可理解為「再少，也還我些」
，係指雖然少，但不到最
少，因為還「還我些」
，所帶多少義源自其中不到最少的不徹底概念。
「早晚重相見」相當
於「再晚，也重相見」
，係指雖然晚，但不到最晚，終究會「重相見」
，所帶終究義源自其
中不到最晚的不徹底概念。
此外，
「左右」的將就語氣還可能有其他來源。從第三節討論可見出「左右」的將就
用法只有一種，表「頂多」義，其實此詞還有其他將就語氣用法，意思約相當於「也就」
、
「那麼就」
，例句如下。回頭看三之（二）小節所舉「左右」用例，也都可用「也就」替
換。
「老陳，左右打攪你家。我有五百
(48) a. 那老者見說同姓，又十分歡喜。行者道：
多年不洗澡了，你可去燒些湯來，與我師徒們洗浴洗浴，一發臨行謝你。」
（
《西遊記》14 回）118
b. 巴氏道：「你說的不是話，如今呌姐夫那裡去？左右呌姐夫住在我樓頂棚
上，我伺候姐夫。過些時，官府未必不丟鬆了。」
（
《歧路燈》65 回）119
此用法應是由「左右是左右」緊縮而成。歷史上「左右是左右」此構式表示「反正如
此」
、
「既然如此」
，屬推斷性因果關係。
(49) a. 不想皇帝親幸，問出端的，要將我加刑。我得空逃走了，無處投奔。左右
是左右，將着這一軸美人圖，獻與單于王，着他按圖索要，不怕漢朝不與
118
119

明‧吳承恩：《西遊記》
，頁 170。
清‧李海觀著，《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歧路燈》
，頁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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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
《元曲選》馬致遠《漢宮秋》二折）120
「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水滸傳》45 回）121
b. 石秀道：
當「左右是左右，……」緊縮為「左右……」時，便隱含「既然如此，也就……」的
概念，故其來源可表示如下。
D. 也就關係〆
「XY～～」源自「XY 是 XY，～～」
，表示「既然如此，也就～～」
（推
斷性因果關係）
總之，將就語氣方面，本文所區分「至少／畢竟」
、
「頂多」
、
「多少／稍微」
、
「遲早／
最終」四種用法，是透過不容否認、不徹底和也就概念發展而成，而這三種概念則是源自
反義複合副詞與所在句所構成的特定讓轉與因果關係。
表五〆反義複合語氣副詞各語氣用法所表語義關係

無論關係〆

不定關係〆

不至關係〆

也就關係〆

不受影響型

不容否定型

不徹底型

推斷性

讓轉關係

讓轉關係

讓轉關係

因果關係

＋

＋

確認語氣

＋

將 「至少／畢竟」義
就 「頂多」義

＋

語 「多少／稍微」義

＋

＋

氣 「遲早／最終」義

＋

＋

＋

（二）從構詞到複句關係
學界過去已留意到各詞語氣功能與其構成語素的反義類型有關。雷冬帄(2008: 101)指
出此類副詞內部有兩種反義關係〆極性對立關係和互補關係，也留意到此區別與其表達有
關，認為互補關係更有利於表達「事情不因任何條件改變」此種肯定語氣，即本文所稱確
認語氣。122 李宗江也留意到該文歸入第一類的副詞中，除了「死活」之外，都是程度有
別的反義詞，而第二類副詞則是二元對立反義詞。123 這是很有見地的意見，本文所觀察
120
121
122
123

明‧臧懋循輯：《元曲選》
，第 1 冊《漢宮秋》
，頁 3 左。
元‧施耐庵著，明‧金聖嘆評點：《金聖嘆批評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頁 432。
詳雷冬帄：《近代漢語常用雙音虛詞演變研究及認知分析》
，頁 101。
詳李宗江：〈若干反義聯合短語的副詞化〉
，頁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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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各詞功能分布也能從此角度得到解釋。
本文所論九個副詞可根據其內部反義關係分成兩類，第一類為互補反義關係，包含「橫
豎」
、
「反正」
、
「死活」和「左右」
，第二類為程度反義關係，包含「好歹」、「高低」、「長
短」
、
「多少」和「早晚」
，A 組全屬互補反義關係，B 組和 C 組除了「左右」屬互補反義，
其餘均屬程度反義關係。前一小節提及反義複合副詞「XY」主要表達確認語氣和將就語
氣，分別由無論和不定／不至關係發展而成。無論關係最適合由互補反義表達，也可由程
度反義表達〆若 X 與 Y 互補，那麼 X 加上 Y 便等於整體，因而可表示所有情況都如此々
而程度反義詞中 X 與 Y 代表兩個極端，也可視為整體的代表，故也可表無論關係。這麼
說來這些反義複合語氣副詞應當都能表確認語氣，但是實際上 C 組無此用法，這點需要
解釋。至於發展為將就語氣的不定關係和不至關係屬於不容否認和不徹底讓轉，表示所論
事件不到最極端狀況，還有一些情況是不容否認的，因此不適合採用概念上涵蓋整體、沒
有例外的互補反義複合詞表達。照理說「左右」內部為互補反義關係，不應表將就語氣，
但事實與此不符，這點也需要進一步解釋。
C 組成員「多少」和「早晚」無法表示確認語氣，本文認為與其語義傾向有關。這三
組反義複合副詞中，A 組和 B 組所表概念均脫離語素本義，引伸為相對抽象概念，泛指
對立的兩極。C 組則仍限於語素本義，
「多少」限指數量多少，
「早晚」限指時間早晚。可
以說 C 組詞的數量或時間概念鮮明，難以類推到所有對比概念，故使用上限制也較大，
只表將就語氣。至於「左右」為何能表將就語氣〇前一小節已指出，「左右」的將就語氣
另有來源，係源自「左右是左右」
（既然如此）此構式，故其將就語氣和其他反義副詞不
同，可由「也就」、
「那麼就」替代，見例句(48)和(37)。如此，便能解釋為何屬互補反義
的「左右」能表將就語氣。
還有一點要補充。B 組中要屬「好歹」最常表確認語氣，本文認為這與「好歹」也兼
具互補關係有關。從意義來看，
「好」與「歹」為程度反義，但是從歷史文獻資料來看，
「歹」
卻不受程度副詞修飾，見不到「很歹」
、
「甚歹」、
「極歹」、「頗歹」等用法。「歹」出自蒙
古語，124 歷史文獻中的「歹」主要就是跟「好」共用，構成大量表達式，如「好歹」
、
「好
的歹的」
、
「好共歹」
、
「好合歹」
、
「或好或歹」
、
「不 V 好歹」
（知／識／分／問／管／論／
辨／顧……）
、
「V 好 V 歹」
（做／有……）
、
「好 V 歹 V」
（說／勸……）
、
「好 N 歹 N」
（事
……）等等，除此之外，
「歹」主要就是作定語，構成「歹人」
、
「歹意」
、
「歹心」
、
「歹事」、
「歹處」等名詞組，可以說「歹」本身不具程度之別。由此可知，從「好」的角度視之，
「好」與「歹」是程度反義關係，但是從「歹」的角度視之，「好」與「歹」則是互補反
124

詳蔣冀騁：《近代漢語詞彙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年）
，頁 30。

- 23 -

國文學報第六十五期

義關係，這可能就是「好歹」確認語氣和將就語氣用法均發達的原因。
本節指出反義複合語氣副詞的用法受到詞內反義關係的牽制，也受到語素虛化程度牽
制。大體說來，互補反義只構成無論關係，單表確認語氣，但「左右」還有「左右是左右」
此來源，表也就關係，故能表將就語氣々程度反義則可構成無論和不定／不至關係，兼表
確認與將就語氣，但虛化程度不高的「多少」和「早晚」，不可表無論關係，故無確認語
氣用法。
表六〆反義複合語氣副詞詞內反義關係、語素泛化與語氣功能分布

A組
詞內反義關係

B組

C組

橫豎 反正

死活

好歹 左右 高低 長短 多少 早晚

互補 互補

互補

程度 互補 程度 程度 程度 程度

語素泛化

＋

＋

＋

＋

＋

＋

＋

－

－

確認〆無論關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將就〆不定／不至關
係
將就〆也就關係

（三）語氣副詞和複句
此類反義複合語氣副詞和複句有兩層淵源。第一層，就其構成而言，此類複合詞和所
在句實為緊縮的複句關係，反義複合副詞「XY」相當於前分句，所在句則相當於後分句，
可構成無論、不定、不至、也就等複句關係。第二層，就其使用而言，此類副詞表確認語
氣時，則常用於條件後分句、總結分句和原因分句。
反義複合副詞「XY」可構成無論、不定、不至、也就等關係，但是所表意義則是由
該關係所推得的，而非直接來自「XY」本身，這點是需仔細辨明的。首先，
「XY」由「無
論如何」此關係發展出必定義或總之義，那是「無論如何」表述所附帶傳達的言者立場義，
而且該表達是出現在後分句，像是「無論天氣如何，我一定到」
、
「無論天氣如何，總之我
會到」
。其次，
「或 X 或 Y」的不定關係可表達至少、畢竟、多少、遲早等義，也是由「或
X 或 Y」推得的，也是附加在後分句，例如「或好或歹，我至少／畢竟是財主人家女兒」。
其三，
「再 Y，也……」的不至關係可表達至少、頂多、多少、遲早等義，這些意義也是
由語境推導而得，也一樣是附加在後分句，例如「再差，那裡至少有個庵院」
。最後，也
就關係來自「左右是左右，……」構式，表示「既然如此，也就……」，其中的也就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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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是由前分句推得，一樣附加在後分句。
至於確認語氣搭配這三種複句語境，則是各有不同原因。首先，用於條件後分句是確
認語氣副詞的自然用法。進行推論時，常以特定現象為根據，是為條件分句，表無論如何
的「XY」句則是就該條件提出推論。二之（三）小節所論就是此類情況，在「幾十兩銀
子的話，橫豎做不來」中，前分句提出條件，後分句則據以提出推論，「橫豎」則用於說
明言者認為此推論是必定成立的。其次，用於總結分句，主要是憑藉「XY」的回指作用。
在論述時，
「XY」可回指前方所論整體，最適合帶領總結句。二之（四）小節提及，總結
分句前帶領多種句型，無論是哪一種，都是用於申論各種狀況，無論義副詞「XY」一出
現，等於是回指前方整體，標誌言者要進行總結，有利於確立篇章關係。最後，用於原因
分句，則可能是由總結分句的用法衍生而成，前文即根據能否以「無論如何」替換而推得
此用法的語法化程度要比搭配總結分句的高。而前文所舉例句(31)則說明總結分句和原因
分句有相通處。
「管他誰組織政府呢，反正咱們能掙錢吃飯就行」
，此例句為典型的總結複
句，但例中的「反正」句也可重新理解為原因分句，因為「咱們能掙錢吃飯就行」
，所以
就不必管誰是政府了。
複句可用於三域，亦即行域、知域、言域。125 用於一般陳述的複句屬行域，但是此
類副詞在複句中基本上不用於一般陳述，不屬於行域，而是帶有鮮明的知域色彩，亦即「小
句是邏輯推理單位」
。126 當言者提出推斷或結論時，所在句為推理單位，屬知域用法。此
類副詞所帶領的原因分句一樣屬知域用法，不是一般原因分句，而是推斷性原因分句，不
能以「因為」
、
「由於」等原因連詞替代，只能以推斷性原因連詞「既然」替代，如「反正
／既然咱們能掙錢吃飯就行，管他誰組織政府呢」。不過，替換後語氣明顯不同，「反正」
另外還帶有任性色彩，這點前文已討論過。除了複句語境，此類副詞其他用法也不屬行域
（一般陳述）
，而是知域與言域，像是第二節所提表示決心、保證、建議、要求，都屬言
域功能。
本文所論語氣用法也涉及情態。一般將情態分成三種〆認識情態、道義情態和動力情
態，本文所論兩種語氣十種用法主要屬前兩種情態，但分布不一。確認語氣的前兩種用法
為道義情態，表示言者認為事情該如此處置々確認語氣的後四種用法則多為認識情態，表
示言者對命題可能性的推斷、總結或確立，但總結用法也可用於表示決心或請求，則屬道
義情態。將就語氣也一樣，大多屬認識情態，是言者對命題可能性的確定，但此用法也可

125

126

詳沈家煊：〈複句三域「行、知、言」
〉
，《中國語文》2003 年第 3 期（總第 294 期，2003 年 5 月）
，
頁 195-204。
詳沈家煊：〈複句三域「行、知、言」
〉
，頁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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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保證、請求等，則也屬道義情態。從本文討論可瞭解情態與複句有一定淵源，部分情
態表達源自複句內的推論，這部分值得再深入。

（四）語義間隙和詞義
本文所論這九個詞不只作語氣副詞，還有其他豐富用法。如前言所提，反義複合詞語
義間隙大，故其內部語義關係也容許較多的變化。根據歷史觀察，這組詞內部至少可有下
列十種關係。[1]加總（X 和 Y）
、[2]列舉（有的 X 有的 Y）
、[3]選擇（X 或 Y、是 X 還是
Y）
、[4]偏義（Y）
、[5]區別（X 和 Y 的差別）
、[6]不顧（不顧是 X 和 Y 的差別）
、[7]無論
（無論 X 還是 Y）
、[8]不定（或是 X 或是 Y）
、[9]不至（再 Y 也不至於……）
、[10]也就
（既然 XY，也就……）
。這些關係中，第[1]、[2]種屬並列式連接關係，第[3]種屬選擇式
連接關係，第[4]～[9]種則為選擇式連接關係的變化型，第[10]種為例外，其關係不屬 X
與 Y 的內部關係。可以說，反義複合副詞之所以能表示抽象語氣，是其語氣間隙創造此
可能性。以下仍以本文所論複合詞為範圍，仍依 A、B、C 三組次序舉例，簡單說明這十
種語義關係。
一、加總關係，
「XY」意指「X 和 Y」
，主要作主賓語，見例句(50)，也有副詞和動詞用法，
見例句(51)和(52)。
(50) a. 將文章按在桌上，拿筆點着，從頭至尾，講了許多虛實反正，吞吐含蓄之
法與他。
（
《儒林外史》15 回）127
（《水滸傳》118 回）128
b. 輸嬴勝負，兵家常事，死活交鋒，人之分定。
129
c. 那先生好歹，哥哥說與我聽。（《元曲選》馬致遠《黃粱夢》三折）

（《詩經〄大雅〄棫樸》）130
d. 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
（《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一)》
）131
e. 高低總到菴園會，所以經文道一時。
f.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禮記〄祭

127
128

129
130

131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
，頁 161。
明‧李贄、金聖嘆等評，宋杰輯：《水滸傳名家匯評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頁
800。
明‧臧懋循輯：《元曲選》
，第 2 冊《黃粱夢》
，頁 8 右。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
4-6 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頁 1168-1170。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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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132
（《莊子〄秋水》）
g. 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
133

（
《齊民要術〄種穀〔稗附出〕》）134
h. 凡田欲早晚相雜。
（
《太帄經〄太帄經鈔甲部》）135
(51) a. 未至少時，衆妖縱橫互貣。
b. 啞巴指了自己，將兩手第二指十字架兒，反正比比；又把身子仄倒，將手
比枕：二人同睡之相。
（
《施公案》26 回）136
「美哉城乎！……」（《呂氏春秋〄開春論〄開春》）137
c. 封人子高左右望曰：
138

（
《穀梁傳〄哀 1》
）
(52) 始庀牲，然後左右之。

二、列舉關係，
「XY」意指「有的 X、有的 Y」，可作形容詞和副詞。
（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 13》南
(53) a. 緅色斜臨，霞文橫豎。
朝〄梁簡文帝《明月山銘》
）139
）140
b. 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望以固。（《墨子〄襍 守》
141
c. 中臺東腳，長嶺高低，屈曲邐迤。（《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卷 3）

（
《商君書〄開塞》
）142
d. 善有大小，則賞有多少。
e.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
其故，冠帶有常。
（
《禮記〄月令》）143
f. 凡穀成熟有早晚，苗稈有高下，收實有多少，賥性有強弱，米味有美惡，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
（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2 年）
，卷 46，頁 1217。
清‧王先謙：《莊子集釋》
（臺北：華正書局，1975 年）
，頁 14。
南北‧賈思勰著，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
《齊民要術校釋》
（臺北：明文書局，1986 年）
，頁 44。
王明編：《太帄經合校》
（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頁 4。
秋谷標點：《施公案》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頁 39。
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下冊（臺北：華正書局，1985 年）
，頁 1426。
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
《春秋穀梁傳注疏》
，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 22 冊（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頁 381。
清‧嚴可均輯，馮瑞生審訂：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年）
，卷 13，
頁 141。
清‧孫詒讓著，孫以楷點校：《墨子閒詁》
（臺北：華正書局，1987 年）
，頁 571。
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註：《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註》（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 年），
頁 286。
賀凌虛註譯：《商君書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 年）
，頁 78。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
，卷 17，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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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實有息耗。
（
《齊民要術〄種穀〔稗附出〕》）144
(54) a. 車下盡是銅輪，大小不等，有大如面盆的，有小如酒杯的，橫豎排列，約
有數百之多。
（
《鏡花緣》94 回）145
（
《全唐詩》鄭畋〈麥穗兩岐〉
）146
b. 瑞露縱橫滴，祥風左右吹。
三、選擇關係，
「XY」表示「X 或 Y」或「是 X 還是 Y」
， X 和 Y 只有一項成立。
「死活」
和「高低」最常表此語義關係，常見「不知／識／顧／管 XY」格式，表示「不知道
／不管是 X 還是 Y」
。不過，
「不知／識／顧／管 XY」還可表示「不知道／不理睬 X
和 Y 的差別」
，屬區別關係，見下文第五點。
（
《全唐詩》韓愈〈送李翱〉）147
(55) a. 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
「我女病，知當死活？」
（《摩訶僧祇律》卷 6）148
b. 彼家言：
（
《老乞大諺解》下）149
c. 如馬好歹，買主自見。
）150
d.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禮記〄中庸》
151
e. 他二人戰經三十回合，不見高低。（《西遊記》43 回）

（
《禮記〄月令》）152
f. 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
g. 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貨財。（《荀子‧
大略》
）153
（《世說新語〄雅量》
）154
h. 日晏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
此類關係可引伸多種名詞用法，如「長短」表長度、距離、時間長度、死亡或變故、
優劣、情況等、
「高低」表高度、優劣、底細、結果等、
「死活」表結果、
「好歹」表結果、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南北‧賈思勰著，繆啟愉校釋，繆桂龍參校：《齊民要術校釋》，頁 43。
清‧李汝珍：《鏡花緣》
（臺北：世界書局，1965 年）
，頁 398-399。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
，卷 557，頁 6462。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
，卷 339，頁 3806。
大藏經刊行會編輯：
《大正新修大藏經》
（臺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3）
，第 22 冊，頁 274a。
聯經出版社編：《老乞大諺解‧朴通事諺解》
，頁 157。
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正義》
，收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第 12-15 冊（北京：北
京大學出版社，2000 年）
，頁 1675。
明‧吳承恩：《西遊記》
，頁 540。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
，卷 17，頁 473。
熊公哲註譯：《荀子今註今譯》
（臺北：臺灣商務書局，1985 年）
，頁 565-566。
南北‧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
《世說新語箋疏》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頁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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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晚」表時候等。以上多詞都能表結果義，用例如下。
「你背了兄長，降了曹操，封侯賤爵。今又來賺我！我今與你併個死
(56) a. 飛曰：
活！」
（
《三國演義》28 回）155
（
《全元戲曲》高文秀《好酒趙元遇上皇》一折）156
b. 今番務要和你見個好歹。
《醋葫蘆》9 回）157
c. 便與你見個高低，賭個你死我活！（
「拼個死活」就是「拼出個是死還是活的結果」
，
「見個好歹／高低」就是「見出是好
還是歹／是高還是低的結果」
。上述諸詞所表示的多種名詞概念都與結果概念有關，都是
由選擇關係引伸而成。例如「長短」表示估量「是長還是短」的結果，故能表長度、距離
或時間長度々指向壽命時，
「有個長短」是指知道「是長命還是短命」的結果，亦即死亡
或變故々指向抽象概念時，
「較個長短」
、
「休問長短」就是指比較瞭解後所得到的優劣、
情況等結果。
「早晚」還能表「何時」
，見例句(57)，當由「是早還是晚」發展而成。
「死活」還能
表確定，見例句(58)，當由「是死還是活」發展而成，此用法還繼續發展為確認副詞，見
二之（五）小節例句(27)。
「太尉府前塼浮圖，形製甚古，猶未崩毀，未知早晚造？」
(57) a. 步兵校尉李澄問曰：
（
《洛陽伽藍記〄城東〄建陽里》
）158
「君等所營宅早晚當就？何太遲也。」
（《北齊書〄琅玡王儼列傳》）
b. 嘗謂曰：
159

「正是這等。討一個死活的實信。假若師父死了，各人好尋頭幹事；若
(58) 八戒道：
是未死，我們好竭力盡心。」
（
《西遊記》21 回）160
四、偏義關係，
「XY」偏指其中一方，較常是貶義的一方。下面例(59a)的「好歹」偏指「
歹」、(59b)的「長短」偏指「長處」、(59c)的「長短」偏指「短處」、(59d)的「長短」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明‧羅貫中：《三國演義》
（臺北：桂冠圖書，1994 年）
，頁 249。
王季思主編：《全元戲曲》
，卷 1，頁 679。
清‧伏雌教主：《醋葫蘆》
（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00 年），頁 48。
南北‧楊衒之：《洛陽伽藍記校注》
（臺北：華正書局，1980 年）
，頁 90。
隋‧李百藥：《新校本北齊書附索引》
（臺北：鼎文書局，1978 年）
，頁 161。
明‧吳承恩：《西遊記》
，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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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指「說人短處」
、(59e)的「長短」偏指短命、(59f)的「多少」偏指多。
（《元曲選》關漢卿《望江亭》三折）
(59) a. 若有好歹，藥殺了大人，我可怎麼了。
161

「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
（《漢書〄
b. 安世應曰：
張湯傳》
）162
c. 子誣母為妾，弟黜兄為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
者，往往而有。悲夫！（
《顏氏家訓集解〄後娶》）163
d. 遂與融互相長短，以至不睦。（《三國志〄魏書〄武帝操》注引《續漢書》）
164
165
e. 大娘若有些長短，他爺少不得又娶個大娘。（《儒林外史》5 回）

）166
f. 方知我等於母腹內，受多少苦辛。（《變文〄父母恩重經講經文(一)》
五、區別關係，
「XY」表示「X 和 Y 的差別」
，以「好歹」最常表達此語義關係，
「死活」
次之，主要作主賓語。此類關係常以「不論／問／顧／管／拘／知／識／分／辨 XY」
或是「較／競 XY」等構式表達，表示「不過問／顧慮／知道／分辨 X 和 Y 的差別」
或是「比較 X 和 Y 的差別」
。
「火燎項毛了，你們兀是不知死活！」
（
《水滸傳》104 回）167
(60) a. 段二又喊道：
b. 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禮記〄仲
尼燕居》
）168
c. 奈何朘吾民之膏血，以蓄養無用之兵乎？且好歹不分，眾何所勸？（《五代
史帄話〄周史帄話》卷下）169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明‧臧懋循輯：《元曲選》
，第 4 冊《望江亭》
，頁 5 左。
東漢‧班固撰，顏師古注：
《新校本漢書并附編二種》第 3 冊（臺北：鼎文書局，1979 年）
，頁 2650。
南北‧顏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顏氏家訓集解》
（臺北：明文書局，1982 年）
，頁 47-48。
晉‧陳壽撰，裴松之注：《新校本三國志注附索引》第 1 冊（臺北：鼎文書局，1977 年）
，頁 40。
清‧吳敬梓：《儒林外史》
，頁 55。
潘重規編著：《敦煌變文集新書》，頁 452。
元‧施耐庵著，明‧金聖嘆評點：《金聖嘆批評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頁 878。
清‧孫希旦：《禮記集解》
，卷 49，頁 1273。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五代史帄話》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
，頁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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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關係也能以「沒 XY」格式表達，表示「不顧 XY 的差別」
，且多為副詞，
「死活」
和「高低」有此用法。
「沒死活」表示「不顧死活的差別」，也就是拼命義々「沒高低」表
示「不顧高低的差別」
，也就是胡亂義。
「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戴了一頭。」
(61) a. 劉姥姥笑道：
（
《紅樓夢》41 回）170
《紅樓夢》41 回）171
b. 襲人這一驚不小，慌忙趕上來將他沒死活的推醒。（
（
《金瓶梅》58 回）172
(62) a. 拏大棍，把那狗沒高低，只顧打，打的怪呌貣來。
b. 陳經濟沒高低使錢打發公人吃了酒飯，一條繩子連娼的都拴到縣裡。（《金
瓶梅》92 回）173
六、不顧關係，
「XY」表示「不顧 X 和 Y 的差別」
。歷史上也見得到「死活」相當於「沒
死活」用法，表示「不顧死活的差別」
，也表拼命義。從結構看，
「死活」和「沒死活」
為反義詞，但實際上二者概念是一致的。此用法當為情態副詞（或稱方式副詞、描摹
性副詞）
，而非語氣副詞，過去文獻探討常未能清楚區別。
(63) a. 我再三不受他，他只雇死活央告，只留了他鵝酒，我怎好獨享？（《金瓶梅》
35 回）174
b. 一個母一個公，不怕雨不避風，為兒為女死活的掙。（《蒲松齡集〄聊齋俚
曲集〄牆頭記》1 回）175
七、無論關係，
「XY」表示「無論是 X 還是 Y」
，有概括特性。無論關係和選擇關係有其
淵源，
「不論反正，無下筆之處」是選擇關係，
「反正無下筆之處」則是無論關係，前
句中的「不論 XY」與後句中的「XY」意義相當，可見無論關係的「XY」含有否定
概念。此外，加總和無論這兩種關係看似相近，但是「無論是 Y 還是 Y」不單單表
示「X 和 Y」
，還表示以 X 和 Y 為兩個端點所涵蓋的整體範圍。下面例句中的反義副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清‧曹雪芹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
，頁 639。
清‧曹雪芹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
，頁 640。
明‧笑笑生：《金瓶梅詞話》
，第 12 冊，頁 13。
明‧笑笑生：《金瓶梅詞話》
，第 19 冊，頁 14。
明‧笑笑生：《金瓶梅詞話》
，第 7 冊，頁 13。
清‧蒲松齡著，路大荒整理：《蒲松齡集》
，下冊，頁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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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都還用於表示語素原義，
「反正無下筆之所」是指「無論紙的反面還是正面，亦即
所有地方，都沒有下筆處」
、
「死活我該去受」意思是「無論是死還是活，亦即所有情
況，我都該去受」
，
「長短盡成絲」是指「無論是長的頭髮還是短的頭髮，亦即所有頭
髮，都成絲」
。
(64) a. 於夏之日，冬之夜，未嘗不揮毫染素，乃至千百幅，反正無下筆之所，方
可捨諸。
（宋〄釋夢英《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序》
）176
「我幹的事為什麼叫你應，死活我該去受。」
（《紅樓夢》61 回）177
b. 彩雲道：
（
《全唐詩》李白〈秋浦歌〉17 首之 4）178
c. 猿聲催白髮，長短盡成絲。
以上用例中，反義複合詞都代指特定事物的整體，而語氣副詞用法則是泛指所有情況，
已不侷限於字面所表反面／正面、死的／活的等概念，意義與「無論如何」相當，且與所
在句構成不受影響型讓轉關係。這部分前文已討論，此略。
此類副詞還有一個用法，能以「總是」
、
「老是」等替代。此用法也源自無論如何關係，
表示無論情況如何，都如此。相較於確認語氣副詞用法，此用法用於陳述已知事實，要來
得客觀。
「你閑常下山，好歹惹事。今番和哥哥去東京看
(65) a. 軍師吳用再三分付李逵道：
燈，非比閑時。路上不要吃酒，十分小心在意，使不得往常性格。……」
（
《水滸傳》72 回）179
「好個奸倭的淫婦！隨問怎的綁着鬼，也不與人家足數，好歹短幾
b. 因罵道：
分。」
（
《金瓶梅》21 回）180
八、不定關係，
「XY」表示「或者 X 或者 Y」
，主要構成副詞。此關係與選擇關係相近，
都是只有一方成立，選擇關係沒有具體指出是哪一方，而不定關係則是不確定是哪一

176

177
178
179
180

南宋‧釋夢英，趙力光編：
《西安碑林名碑精粹──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頁 41。
清‧曹雪芹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
，頁 949。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
，卷 167，頁 1723。
元‧施耐庵著，明‧金聖嘆評點：《金聖嘆批評第五才子書水滸傳》
，頁 677。
明‧笑笑生：《金瓶梅詞話》
，第 4 冊，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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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例句(66a)的「百歲左右」是「或者百歲之左、或者百歲之右」
，例句(66b)的「長
短」意思是「或者長、或者短」
。
(66) a.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
夭折早死。
（
《論衡〄齊世》
）181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
b. 孔子稱曰：
操行善惡也。
（
《論衡〄問孔》）182
此語義關係還能進一步與所在句發展出讓轉關係，表不容否認型讓轉，並進一步發展
出將就語氣用法。這部分前文已討論，此不多述。
九、不至關係，
「XY」表示「再 Y，也不至於……」
。在所有關係中，此關係相對複雜，
「XY」不單單偏指「Y」
，還與所在句構成讓轉關係，表不徹底型讓轉。與前兩種關
係不同，此關係只構成語氣副詞，沒有由字面義發展為抽象義的漸變過程。此用法前
文也已討論，此不贅述。
十、也就關係，
「XY」源自「XY 是 XY，……」，表示「既然如此，也就……」。在所有
關係中，此關係最為曲折，涉及特定構式意義，還經歷雙重構式緊縮過程，且只構成
語氣副詞。目前只見到「左右」能表示此關係，此用法四之（一）小節已論，此略。
以上共舉出十種語義關係，充分彰顯反義複合詞的高度發展性，本文認為這正是此類
複合詞語義間隙過大造成的。

五、結論
本文透過反義複合語氣副詞說明，當詞內語義間隙大，便容易含納多種語義關係，導
致用法多變，並容易引發語法化。反義複合詞由反義詞構成，兩個語素之間可表達加總、
列舉、選擇、偏義、區別、不顧、無論、不定、不至、也就等多種語義關係，而語氣副詞
所表達的確認和將就語氣正是源自較為複雜的後四種關係。這四種關係實屬該詞和所在句
構成的不同複句類型，從中可清楚見出此類副詞語義間隙大到可含納多種複句關係的情
181
182

明‧黃暉：《論衡校釋》
（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第 3 冊，頁 803。
明‧黃暉：《論衡校釋》
，第 2 冊，頁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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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
這組副詞所表語氣正是由這四種複句關係推得。無論關係可推得一定、總之等概念，
語氣強硬，是為確認語氣々而不定、不至、也就關係則可推得至少、畢竟、頂多、多少、
遲早、也就等概念，語氣偏勉強，是為將就語氣。這組詞主要用於言域與知域，能用於表
明決心、保證、建議、要求、推斷、評斷等，也常搭配條件後分句、總結分句、原因分句
等，都和其語氣特性有關。此類副詞與所在句構成的複句關係不完全一致，在語氣上的分
布可區分三大類，這主要是受到各詞內部反義類型以及語素虛化程度所牽動。可以說，這
組詞的發展，清楚顯示詞構決定詞義、詞義決定用法的連鎖牽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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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hinese there are many modal adverbs composed of antonyms, such as Hengshu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Fanzheng „upside and downside‟, Sihuo „dead and alive‟, Haodai
„good and bad‟, Zuoyou „left and right‟, Gaodi „high and low‟, Changduan „long and short‟,
Duoshao „more or less‟, Zaowan „early or late‟ etc.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adverbs, such
as the expressing of two different moods, being distributed mainly in epistemic and speech act
domains, co-occurring frequently with complex sentences, etc, will be discussed first and the
causes of their usages will then be explored in the paper.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semantic
interspace of the two components of these compound adverbs is large enough to include
complex sentence relations, and thus leads to different moods and the corresponding usages. In
addition, the moods these adverbs can express are decided by the semantic relations of the
antonyms inside the adverbs, hence their histories reflect clear consecutive influences of
compound structures on word meanings and of word meanings on syntactic usages.

Keywords: composed antonyms, modal adverbs, semantic interspace, mood, complex
sen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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