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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讓步連詞「雖」作為讓步功能詞使用由來已久，在古漢語中能兼表虛讓的

縱予及表實讓的容認功能，甚至沿用至今，於現代漢語中更是作為讓轉複句中

的讓步分句之主要關聯詞。本文以讓步連詞「雖」為研究對象，旨在爬梳

「雖」的演變脈絡，就其在漢語史各時期的相關議題提出研究說明。 

 本文第二章意在考述讓步連詞「雖」的來源，主要聚焦於上古時期「雖」

的形成與發展，我們認為「雖」的前身當為上古的繫詞「隹（惟、唯、維）」，

無論從語源上或是實際發展情形都與繫詞義的肯認、強調功能有關係，且在複

句中讓步語境的產生，也對繫詞發展為讓步關聯詞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本文第三章在探究讓步連詞「雖」在歷史發展中，其讓步功能的演變軌跡

為何，以上古至近代時期的歷時觀察為主。經由考察我們以為應當是其他縱予

連詞的發展影響取替了「雖」表縱予的功能，因此中古時期以至於近代漢語，

「雖」的讓步功能漸發展成僅表容認義，並延續到現代漢語中。另外，我們也

甄別「雖」字讓轉複句在歷時脈絡中的使用構式與轉折類型的表達。 

本文第四章則著重於中古、近代漢語中盛行的「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的

形成與發展，我們考察諸多「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得出此類雙音連詞複合

成詞的原因：其一為跨層結構的重新組合；其二為讓步連詞「雖」附綴上虛詞

詞尾而成；其三為與讓步連詞「雖」語義相近，進而相合成詞的。而促成此類

雙音連詞的複合成詞，我們認為主要有兩大機制在推動，分別是：詞義虛化和

類推，一則造成複合結構內成分的語法化，一則加速詞彙化的發展。 

 

 

 

關鍵字：雖、讓步連詞、縱予、容認、讓轉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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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has been a long history for the concessive conjunction (henceforth CC) suī 

(雖) to act as a functional word. It denotes both concessive conditional (even if), viz. 

semi-factual concession (虛讓 ), and normal concessive (although), viz. factual 

concession (實讓) in Classical Chinese, and its usage lasts up to the present day as the 

main connective in the concessive clause of a concessive-adversative complex sentence 

(henceforth CACS) in Modern Chinese. This thesis thus takes suī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y combing through its evolving trajectories, we attempt to provide explanations for 

related issues in each stages of the Chinese history. 

 Chapter 2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suī, focusing on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Old Chinese. We consider the copula wéi (隹, including graphemes惟, 唯 and 維) 

in Old Chinese as the predecessor of suī, since the latter is correlated to the confirmative 

or emphasis function of the former,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either etymology or the 

actual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he emergence of concessive context in complex 

sentences also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evolution from copula into concessive 

connective. 

Chapter 3 investigates the concessive function of suī along its evolving trajectories 

in history, and the diachronic inspection concentrates mainly on the period from Old 

Chinese to Early Modern Chinese. Through the surveying, we claim that the concessive 

conditional sense of suī was taken over by other conjunctions. The concessive function 

of suī, therefore, narrows down gradually to merely the normal concessive sense in 

Middle Chinese, together with Early Modern Chinese, and this situation remains in 

Modern Chinese. Besides, for the CACS’s of suī we distinguish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in actual usage as well as expression types in adversative sentences within diachronic 

contexts. 

Chapter 4 pays attention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syllabic CC’s in 

construction of suī-X, which prevail in Middle and Early Modern Chinese. After 

examining a good deal of cases, we obtain the patterns of compounding in those 

disyllabic CC’s as following: 1) the reassembling across hierarchies; 2) the suffixation 

of functional word to suī; 3) the combination of suī and its near-synonyms. Behind 

compounding processes as such we conceive of two main propellent mechanisms, 

namely, the bleaching of lexical meaning and analogy, which lea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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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mmaticalization within the compound structure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lexic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Keywords: suī (雖), concessive conjunction, concessive conditional, normal 

concessive, concessive-adversative complex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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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緒論旨在說明本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並設定研究範圍與語料，而後

就論題核心之相關文獻進行文獻回顧與探討，最後總述我們的研究方法與步

驟。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雖」字作為表讓步功能的連詞由來已久，甚至沿用至今，在現代漢語中

仍作為讓步複句中的主要關聯詞，呂叔湘(1980/1999)便列舉現代漢語中常用且

同為表示讓步的連詞有：「雖」、「雖然」、「儘管」、「固然」、「即使」等，並說明

此類連詞的功能在於「表示讓步，承認甲事為事實，但乙事並不因此而不成

立」，如例(1)-(5)1： 

(1) 事情雖小，影響卻極大。 

(2) 雖然他說確有其事，但是我不相信。 

(3) 他儘管身體不好，可是仍然堅持工作。 

(4) 藥固然可以治病，但是服用過量也是會產生相反的作用。 

(5) 即使條件再好，也還要靠自己。 

就句法形式上而言，無論置於主語前或後，上引諸例前分句皆帶有表讓步的關

聯詞，而後分句中大都帶有表轉折的關聯詞如「卻」、「但是」、「可是」，唯例

(5)是帶表類同的副詞「也」。又，從句義邏輯關係上來看，例(1)-(4)都在說明承

認前分句所述為一既定、實然的事實2，然而後分句所述卻有逆承前分句的結果

產生，因此後分句常帶有表轉折的連詞，但例(5)前分句表讓步的關聯詞「即

使」，呂叔湘(1980/1999)文中說明該詞為表示「假設兼讓步」，義同於「就是」，

其前分句所承認的是一非實然的事件，與例(1)-(4)前分句所承認的實然事件不

同，因此後分句並未使用強烈表達轉折的關聯詞。 

由此可見，讓步複句在形式邏輯上有著些許分別，呂叔湘(1974/1992)解釋

所謂「讓步」，即姑且承認之意，並將讓步句分為容認句和縱予句，前者承認的

                                                      
1 例句轉引自呂叔湘(1980/1999)。 
2 梅廣(2019)言及漢語句法結構有偏正和並列兩種關係，其中偏正結構包含表達假設和條件兩種

形式，其第一分句（即前分句），或稱偏句、從句表條件，第二分句（即後分句），或稱正句或

主句作出結論。文中說明無論用偏句表假設或他種條件，都統稱為條件句(conditional 

sentence)，條件句又分假設句和讓步句，其中對條件分句的命題有實然(realis)和非實然(irrealis)

之別，本文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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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實在的事實，後者承認的是假設的事實。劉月華等(2001/2014)亦指出讓步複

句有「事實上的讓步」和「假設上的讓步」兩種，前者指偏句所說的事實是已

實現的，後者指偏句提出的事實是一種假設。邢福義(2001)更詳細的將讓步句

分為四類： 

表一 邢福義(2001) 讓步句的分類 

讓步句子類 作用 代表格式 舉例 

容認性讓步句 實讓 雖然 p，但 q 他們雖然自己挨餓，也要把口糧省下來。 

虛擬性讓步句 虛讓 即使 p，也 q 他們即使自己挨餓，也要把口糧省下來。 

無條件讓步句 總讓 無論 p，都 q 他們無論自己怎麼挨餓，也要把口糧省下來。 

忍讓性讓步句 忍讓 寧可 p，也 q 他們寧可自己挨餓，也要把口糧省下來。 

其中分類將代表格式「雖然 p，但是 q」屬容認性讓步句，表實讓；「即使

p，也 q」屬虛擬性讓步句，表虛讓，正是歷來討論讓步複句的兩大主類，因此

本文便以「讓步複句」泛稱此二類表實讓和虛讓的複句關係，而將表虛讓的複

句關係以「縱予」稱之，表實讓者以「容認」稱之。 

綜上所言可知，讓步連詞「雖」、「雖然」在現代漢語中，仍是相當活躍用

於讓步複句中，以表達承認既定、實然之事實的讓步功能。然自古代漢語，

「雖」字早期就作為典型常見的讓步連詞，如例(6)-(9)： 

(6) 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論語‧公冶長》） 

(7) 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韓非

子‧說林上》） 

(8)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孟子‧

告子上》） 

(9) 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畏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

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史記‧楚世家》） 

例(6)-(7)都表示對實然事件「（公冶長）在縲絏之中」、「海水多」的讓步，屬實

讓句，「雖」為表容認的讓步連詞。例(8)表示對非實然、極端事件「有天下易

生之物」的假設讓步，屬虛讓句，此處的「雖」為表縱予的讓步連詞。而例(9)

中「楚國雖已立比為王」與「雖得國」的「雖」則分屬表容認和縱予，前者指

確實承認「楚國已立比為王」之實然事件，後者指姑且承認「不殺棄疾而得

國」之非實然事件。從上引諸例可見得在早期傳世文獻中，「雖」並不全然僅表

達確實承認實然事件的容認連詞，亦可兼含表達姑且承認非實然事件的縱予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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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由例(9)更能見得其共時同存的狀況。 

然而現代漢語中何以只留下表實讓的容認功能3？過去相關研究僅描述、討

論古代漢語中「雖」有其多功能的表現，但對於其表實讓、虛讓功能的分化並

未深究，分化原因到底是什麼？這都是值得深入再進行討論的。 

再者，「雖」的連詞功能形成甚早，似乎見諸傳世文獻即用作連詞，不如其

餘表容認或縱予的連詞有較明顯的歷史發展脈絡，故罕有研究對「雖」的連詞

功能演變進行爬梳，儘管有少數討論「雖」字的歷時研究，可是卻多著重於傳

世文獻語料的描述討論，抑或斷代、專書上的共時探究，鮮少對「雖」字從古

至今的歷時發展進行翔實的考究。因此本文試圖從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獻語

料切入，甚或借鑑西方語言學相關理論，並結合傳世文獻語料，探索「雖」字

功能源流之形成，再擴及「雖」在歷時與共時的功能分布與演變，為「雖」字

的相關語法功能做一全面性的研究。 

最後，我們考察漢語讓步連詞的發展，同時發現在中古時期以後，尤其是

近代漢語中，出現多樣的「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然而過去相關研究多著眼

於「雖」字本身的語義表達及用法，或討論「雖」字句讓步句義的表徵和句法

功能，極少論及「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的形成與功能表現，即便有也多集中

於「雖然」、「雖使」此唯二多見之讓步連詞的詞彙化(lexicalization)過程4，未有

完整對「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進行深究。故這些關聯詞究竟是如何形成？能

否尋得其共性及演變路徑，藉此來統攝此多樣的「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的形

成與發展？又，上述多數的「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多是演變為表實讓的容認

連詞，但如「雖使」、「雖復」卻發展為表虛讓的縱予連詞，何以有如此演變5？

這些問題都是在爬梳「雖」字讓步連詞功能在歷時演變上不可忽略的現象，因

此本文亦將此問題納入一併討論之，以為讓步連詞「雖」字作一通盤性的歷時

                                                      
3 張麗麗(2018)言及現代漢語中讓步關聯詞「雖然」亦可有用於虛擬情境的例外情形，如「因為

我相信，未來人類雖然得面對種種痛苦，但過了西元二千年，地球人應該會成為優良星人，過

著美好的日子。」該文指出原因可能為此二種用法太相近，有時實然和虛然區別不是那麼重

要，便代以實然關聯詞。本文認可張文根據多數且主要的用法來判定討論實讓或虛讓特性，本

文從之，故認定「雖然」在現代漢語乃作為表實讓的關聯詞。另，現代漢語中表非實然讓步的

縱予連詞「即使」也有同樣情形，可兼有「假言句」和「實言句」的表現，相關研究見邢福義

(1985)、梅立崇(1995)。 
4 關於詞彙化(lexicalization)的定義與演變機制，主要據董秀芳(2011)的看法即「短語等非詞單位

逐漸凝固或變得緊湊而形成單詞的過程」，其認為雙音詞的形成主要有三種來源過程，分別是：

由短語降格而來，或從語法性成分參與形成的句法結構中衍生出來，不然就是從本來不在同一

個句法層次上的跨層結構脫胎出來。 
5 張麗麗(2010)執行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讓步和轉折複句中的虛化現象》（NSC97-

2410-H-002-111-MY2）之成果報告，亦有對多樣的「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產生，有同樣的問

題意識與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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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深究。 

1.2 研究範圍與語料 

 本文以讓步連詞「雖」的歷時演變過程為主要研究論題，屬於漢語歷史語

法的範疇。故我們以讓步連詞「雖」作為核心考察對象，而由於探究讓步連詞

「雖」的來源問題，勢必得牽涉出土文獻語料的判讀，如甲金文中的「隹」、

「叀（惠）」與「雖」之關聯性；又讓步連詞「雖」在後續表實、虛讓功能的分

化問題，關涉其與其他讓步連詞如「縱」競逐分工的影響，緣此我們將相關出

土文獻語料及其他讓步連詞也一併納入討論範圍。 

又，關於本文擇取之語料情形，首先要說明的是漢語史分期問題，本文漢

語分期以魏培泉(2000)說法為據，將西漢以前視為上古時期，東漢、魏晉南北

朝獨立為中古時期，隋唐後為近代時期。我們將使用之語料文獻分為上古、中

古、近代和現代漢語，這些主要是就傳世文獻而言，其中我們另將出土文獻之

甲骨文、金文視為上古前期語料，併入上古時期；又在近代漢語中，我們關注

到讓步連詞「雖」所搭配的關聯詞有所謂文白之別，故在近代時期中進而別列

文言、白話文獻。另外，本文所有語料文獻之檢索，包含甲金文、中古譯經、

唐宋詩詞、現代漢語等，皆仰賴諸多語料庫的協助6。以下為本文所使用之語料

文獻，見下表： 

表二 本文研究使用之語料文獻及其斷代分期 

時期 語料文獻 

上古時期 

甲骨文、金文 

《尚書》、《詩經》、《左傳》、《國語》、《論語》、《墨子》、《孟子》、

《荀子》、《韓非子》、《莊子》、《戰國策》、《史記》、《鹽鐵論》 

中古時期 

《論衡》、《三國志》、《後漢書》、《魏書》、《宋書》、《南齊書》、《世

說新語》、《抱朴子》、《搜神記》、《顏氏家訓》、《齊民要術》、《水經

注》、《佛說十八泥犁經》、《佛說阿闍世王經》、《道行般若經》、《犍

陀國王經》、《佛說遺日摩尼寶經》、《佛說㮈女祇域因緣經》、《佛說

                                                      
6 本文所引舉之上古至近代漢語的語料，主要透過「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央

研究院中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和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進行檢索。又，甲金文語料是使用「先秦甲骨金文簡牘詞彙資料

庫」、「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和「甲骨文合集在線檢索」；中古譯經是使用「中華電子佛典

協會（CBETA）」之電子佛典查詢；唐宋詩詞乃藉由「羅鳳珠唐宋文史資料庫」和「中國哲學

書電子化計畫（檢索其中《全唐詩》、《全宋詞》）」來進行；現代漢語則是使用「中央研究院現

代漢語平衡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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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慕魄經》、《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佛說老女人經》、《六度集

經》、《佛開解梵志阿颰經》、《佛說阿彌陀經》、《佛說如來興顯經》、

《生經》、《普曜經》、《佛說首楞嚴三昧經》、《百喻經》、《摩訶僧祇

律》、《寶藏論》、《菩薩瓔珞經》、《彌勒菩薩所問經論》、《大乘寶雲

經》、《佛說阿難四事經》、《佛說伅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雜阿

含經》、《撰集百緣經》、《十誦律》、《佛說大般泥洹經》、《經律異

相》、《大智度論》、《注維摩詰經》、《修行道地經》、《佛本行集經》 

近代時期 

文言 
〈遊仙窟〉、《太平廣記》、《夷堅志》、《剪燈新話》、《剪燈

餘話》、《覓燈因話》 

白話 

《敦煌變文集新書》、《祖堂集》、《朱子語類》、《關漢卿戲

曲集》、《元刊雜劇三十種》、《三國演義》、《水滸傳》、《西

遊記》、《金瓶梅》、《紅樓夢》 

1.3 文獻回顧與探討 

關於複句的討論，一般認為語義關係的判斷，往往需要仰賴上下文、語

境，抑或透過關聯詞及相關標記的使用來判定7，因此以往學者們對於複句的分

類與內涵範疇的詮釋，基本上就是依此來進行判定。以下先回顧過去諸家對於

讓步複句分判上的相關討論，再聚焦探討讓步連詞「雖」字的前人研究成果。 

1.3.1 讓步複句的分類與內涵 

傳統語法研究對於複句的分類，基本上是採用二分法，如王力(1954/2014)

便將複合句分為兩大類：等立句和主從句，再據此二大類細分形式，如下： 

表三 王力(1954/2014)複句分類 

主要分類 細項分類 

等立句 積累式、離接式、轉折式、按斷式、申說式 

主從句 時間修飾、條件式、容許式、理由式、原因式、目的式、結果式 

王力的主要二分法基本上為往後學者所接受，只是所用名稱與細項分類上

                                                      
7 王力(2015)認為複合句裡有兩個以上的句子形式，它們之間的連繫有時候是可以意會的，叫做

「意合法」，即本文此所謂未使用關聯詞、標記連接複句關係。但僅以意和方式相連的複句，對

於研究分類而言實有難度，故傳統複句分類基本以關聯詞或標記的具體使用來進行分類判定與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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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不同，其中的容許式即本文所要論及的讓步句。楊伯峻(1956/2016)進一步

將複句分類，但本質上未脫王力的分類架構： 

表四 楊伯峻(1956/2016)複句分類 

主要分類 細項分類 

聯合句 
連貫式 記敘句、補充句、按斷句 

並列式 等立句、對比句、抉擇句 

偏正句 

因果式 結果句、解釋句 

轉折式 反轉句、讓步句、進逼句 

條件式 假設句、修飾句 

楊伯峻承襲王力分類方式，再詳加細分，其中將等立句改稱聯合句，主從

句改稱偏正句，並確定將王力所謂的容許式稱為讓步句，雖然王力將容許式歸

屬為主從句，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力將轉折式列為等立句的次類，在楊伯峻的複

句次類中，轉折式已分入偏正句中，且讓步句屬之。後太田辰夫(1987)就複句

中所使用連詞，亦將複句主要分為兩大類，接著進行細分： 

表五 太田辰夫(1987)複句分類 

主要分類 細項分類 

等立句 並列、累加、選擇、承接、轉折 

主從句 時間、比較、因果、讓步、推論、假定、縱予、限定、不限定 

太田辰夫和王力的分類也沒有太大差別，雖沒有如楊伯峻分類詳細，但值

得關注的地方，乃是其將過去王力與楊伯峻所謂的容許式和讓步句，再區分出

讓步和縱予的差異。往後至劉月華等(2001/2014)也是遵從此二分法進行漢語複

句的類型分判： 

表六 劉月華等(2001/2014)複句分類 

主要分類 細項分類 

聯合複句 並列複句、承接複句、遞進複句、選擇複句 

偏正複句 
因果複句、轉折複句、條件複句、假設複句、讓步複句、取捨複句、

目的複句、時間複句、連鎖複句 

除了傳統上常用的二分法外，也有些學者乃是採用三分法來進行複句分

類，如房玉清(1992/2008)即是採用此三分方式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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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房玉清(1992/2008)複句分類 

主要分類 細項分類 

並列關係 一般性、承接性、遞進性、選擇性 

因果關係 一般性、推斷性、假設性、條件性、目的性 

轉折關係 單純性、讓步性、逆轉性 

房玉清的三分方式有個特殊之處，即凸顯複句中乃是透過關聯詞的作用，

來連結顯示分句間的邏輯事理關係，因此其分類上以「關係」作為分類名稱。

又邢福義(2001)也是採用此三分的分類方式： 

表八 邢福義(2001)複句分類 

主要分類 細項分類 

因果類複句 因果句、推斷句、假設句、條件句、目的句 

並列類複句 並列句、連貫句、遞進句、選擇句 

轉折類複句 轉折句、讓步句8、假轉句 

由此可知，三分法和二分法主要的差異在於，原來二分法的偏正複句被區

分為因果與轉折二類，而其中讓步複句都歸屬於轉折類。但關於複句分類的優

劣並非本文所欲關注之處，據上所言可以發現，讓步複句在分類上一直出現的

兩種狀況，一是讓步與縱予的區分，一是讓步與轉折的關係，故本文所需釐

清、關心者，乃在於此。 

首先是諸家對於讓步複句（本文所謂表容認義者）的解釋基本上沒有太大

的不同，皆認為偏句承認某種事實，做出讓步，正句從相反的方面說出正意9，

正句常有逆承偏句的結果產生。而過去認為讓步複句的內涵是包含縱予複句

的，而區分二者的差異，乃在所承認之事實，為實然或者非實然的事件，因此

就條件命題上的實然與非實然，實可再區分二者的差異，故本文所論之讓步複

句的內涵，除了包含所謂的「容認句」、「實讓句」外，然應再就過去讓步句的

主類再分出縱予複句，即是「縱予句」、「虛讓句」。張麗麗(2009)從實然與否、

逆反常理與否，進一步將因果、假設、讓步、縱予等複句關係，作更清楚完整

的分析，如下表： 

 

                                                      
8 其中邢福義(2001)又將讓步句細分為四種，詳本文表一所列，此不贅述。 
9 此據劉月華等(2001/2014)文中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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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張麗麗(2009)複句相關性分類 

 實然 虛擬 

符合 

常理 

因果複句 

causative 

原因分句＋結果分句 

因為下雨了，活動就取消了。 

假設複句 

conditional 

假設分句＋結果分句 

如果下雨，活動就要取消。 

逆反 

常理 

讓步複句 

concessive 

讓步分句＋結果分句 

雖然下雨了，活動並沒有取消。 

縱予複句 

concessive conditional 

縱予分句＋結果分句 

即使下雨，活動也不會取消。 

呂叔湘(1974/1992)將此種容認、縱予關係的句法置於「擒縱‧襯托」中論

述，認為此是擒縱句法，實已精確觀察到此種複句關係的特色，且其亦述及此

種句法在上句即已作勢，預為下句作轉折，並說到轉折句和容認句是跟一般因

果句相對，而縱予句則是跟假設句相對。此說明除可和上述作呼應外，也提出

了表容認、縱予義複句關係的一個特徵，便是與轉折句有密切關係，而這也是

過去複句分類將此類讓步句歸屬於轉折類的原因。邢福義(2001)也認為讓步句

式是具有讓步性和轉折性的，前分句表讓步已預示後分句將有轉折，是一種先

讓步後轉折的關係複句。郭志良(1999)討論轉折複句時，將讓步複句視為讓步

轉折複句，認為有讓步便有轉折，說明轉折是心理上的轉折，只有後一分句所

表示的事實轉出說話人、說話人所述對象、或聽讀者的預期，才會有心理上的

轉折。又徐陽春、侯友蘭(2005)討論讓步句特徵時，分從語義和語用層面考

量，也提出讓步句和轉折句都是建立在逆關聯的語義基礎上。因此凡是讓步句

都同時含有轉折，但轉折不一定會有讓步，轉折句是相對較大的概念。而梅廣

(2019)認為舉凡「條件句」都是偏正關係 ，因此無論因果、假設、讓步關係，

都是在條件句的範疇中，從上述複句分類亦可證明，且其亦進一步揭示漢語的

讓步複句的內涵，其說明「縱使」是假設，可以把事實當作假設看待，「容認」

則是就事論事，沒有假設意味；「縱使」的讓步是預設立場的讓步，其立場是結

論無可懷疑，因此縱使句語氣較強，而「容認」的讓步沒有對結論預設立場，

乃是陳述一個轉折、與其讓步相背離的結果。 

另外，沈家煊(2003)則曾從「行」、「知」、「言」三域的概念區分讓轉複句

的語義關係，例如： 

(10) 雖然他沒有被錄取，但是他很高興。（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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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雖然他很高興，但是他沒有被錄取。（知域） 

(12) 雖然你沒有被錄取，但是為什麼這麼不高興？（言域） 

例(10)所陳述的是一個客觀事理關係，指按事理來說沒被錄取會不高興，但是

他卻相反，屬於行域；例(11)是推理上的關係，指雖然他很高興，但我還是推

測他沒有被錄取，此涉及主觀認知，屬於知域；例(12)指雖然你沒有被錄取，

但我還是要問你為什麼這麼不高興，這作出了提問的言語行為，屬於言域。從

中可以見得讓轉複句內涵範疇實可涉及事理邏輯、主觀認知、語用交際等多層

面的意涵，因此本就可以不同的進路來詮釋分析。 

總言之，表示容認或縱予之複句關係的分判基準，據過去研究已大抵同意

從關聯詞所在前分句所引導的事況究竟實然與否來斷定10，而正因前分句對引

導事況表達姑且承認、讓步之功能，因此後分句相對於前分句呈現悖反常理、

超出預期的情況，產生轉折關係也是必然的，這也是讓步句常和轉折句共舉且

難分之處。本文基本上同意過去對於讓步複句內涵範疇的相關討論，即讓步複

句與預期預設、悖反常理、轉折關係是有密切相關的。 

1.3.2 過去關於讓步連詞「雖」的討論 

過去關於讓步連詞「雖」字的討論，主要是以傳統訓詁方式、解釋字義的

角度，對「雖」字進行語義與功能的詮解，早期從《馬氏文通》指出「雖」、

「縱」二字為「推拓連字」，說明其語義及功能為「拓開跌入之辭」、「所以推開

上文而拓展他意也」，基本上已揭示其表讓步的語義及功能，且有暗示轉折進入

下句之意，此與現今對於讓步句的認識是一致的。往後辭書與相關研究，如劉

淇《助字辨略》、楊樹達《詞詮》、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何樂士等《古代漢

語虛詞通釋》、王海棻等《古漢語虛詞詞典》、解惠全等《古書虛詞通解》等，

對於「雖」字的訓釋大略可整理如下： 

表十 辭書中「雖」字相關訓解 

分類 內容 

讓步連詞 

《助字辨略》：「兩設之辭」 

《詞詮》：「推拓連詞」 

《古書虛字集釋》：「推拓之詞也」 

《古代漢語虛詞通釋》：「可譯為雖然、縱使」 

                                                      
10 雖如此，但梅廣(2019)認為有時候容認和縱予之分可能只在語氣上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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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漢語虛詞詞典》：「義即雖然、即使」 

假設連詞 
《助字辨略》：「假令也」、「猶云若」 

《古書虛字集釋》：「假令兼推拓之詞也」、「猶『若』也」 

語氣副詞 
《詞詮》：「用與唯同」、「反詰副詞」 

《古漢語虛詞詞典》：「用於反詰句，義即難道」 

限定副詞 《古漢語虛詞詞典》：「同唯，義即只」 

語氣助詞 
《助字辨略》：「猶辭」 

《詞詮》：「語首助詞」 

其他訓釋 《古書虛字集釋》：「猶則」、「猶況」 

由此可見，過去理解「雖」字仍是以字義的訓釋為主，儘管我們可以知道

「雖」字的語義以讓步連詞的功能為要，此應為古代乃至現代「雖」字的普遍

語義用法，但為何訓釋成其他用法，便無從而知，是由「雖」字本身演變而成

嗎？還是只是訓釋上方便理解，而如此訓解？抑或是其他原因、機制導致這樣

的語義產生？這些在過去的相關研究上都未有完整的探究，以致流於籠統、淺

白的語義描述。 

然過去研究除了「雖」字基本語義及功能的敘述，其中部分研究則有對

「雖」字句式上作整體描述，如呂叔湘(1974/1992)、周法高(1961/1993)、楊伯

峻、何樂士(2001/2013)、向熹(2010)等，指出「雖」字作為表讓步的重要關聯

詞，將「雖」字的出現的句法位置、常見的「雖」字句形式、常共現搭配的關

聯詞及句義用法等，都整理說明得算是詳盡，我們列舉如下：「雖……

而……」、「雖……然……」、「雖……亦……」、「雖……豈……」、「雖……

抑……」、「雖……則……」、「雖……式……」、「雖……猶……」、「雖……

尚……」、「雖……必……」、「雖……可也」等，可以發現這些早期「雖」字句

的形式，後分句所搭配的關聯詞多為轉折、順承關聯詞，這些都可以看出

「雖」字作為前分句的主要讓步關聯詞，其所表現的特色。但這些研究還是僅

止於形式上的描述與文獻上的統計結果呈現，雖然有助於對「雖」字語義和功

能、句法形式的認識，但就「雖」字的歷時發展仍未有較縝密深入的研究。以

往連詞「雖」字的討論從上述便可知確實多集中在句法形式、語義和功能上的

描述，不過仍是有部分專書、論文篇章嘗試從歷時角度來探究「雖」字的演

變，或從共時角度來凸顯「雖」字在定時斷代上的改變、發展與特色。 

孟凱(2002)首先對漢語讓步複句進行了歷時的考究，認為從上古開始「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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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就是一個典型讓步關聯詞，可以用來引導讓步複句、轉折複句11，是非

常活躍的讓步關聯詞，而到了中古絕對優勢的情況轉變，「雖」的出現頻率降

低，取而代之的是「縱」、「饒」等連詞，其以為造成此現象的原因是語義明確

化和功能單一化之故，然中古之後，乃至近代，「雖」字趨於只能引導轉折複

句，但卻因雙音化趨勢以致出現多樣的雙音連詞，也取代了單音連詞「雖」的

使用。該文雖嘗試為讓步複句整理出歷時的演變脈絡，也提供連詞「雖」字歷

時研究的約略面貌，但仍有些許問題未討論清楚。因為並非所有出土文獻中

「隹」字皆表讓步功能，而關於甲金文中的「隹」字與傳世文獻中常用的連詞

「雖」間的關係為何？又「雖」字上古兼具表實讓和虛讓功能的分化原因與機

制為何？僅以語義明確化、功能單一化粗率帶過，雖然觀察到有其他表虛讓的

縱予連詞興起，但也未見詳盡的平行比較二者關係，是否真是如此，並未有更

深入的說明，這些都是值得再進一步研究之處。 

之後金鑫(2016)也是以類似方式討論讓步複句的歷時演變，主要是著眼在

各時期主要讓步連詞及其搭配關聯詞的形式，討論內容基本上與孟凱(2002)無

異，只是加入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相關討論和方言、跨語言中讓步複句

的比較12，但援引語法化來詮釋也未見核心問題的解決，都僅是透過陳列語料

並描述現象，不過關注到的各時期句式型態的搭配演變，也是切入討論「雖」

字歷時研究的其他進路。 

游文福(2007)則從言說態度觀察《孟子》中「雖」字句，再藉由語用預設

的概念說明各類「雖」字句的差異，也從歷時的角度認為「雖」字句的語義發

展是受到主觀化、交互主觀化的影響13。該文一別以往傳統研究「雖」字的方

式，以語用預設的理論認為上古的讓步標記「雖」是一個「預設觸發語」，提示

言說者預設的內容，而言說者以什麼為預設，則取決於言說者的主觀態度，

「雖」具有：「確實承認」即注記言說者確實承認的實然條件；「姑且承認」即

注記言說者姑且承認的非實然條件、「極端」即注記言說者認定為聽者認為極端

的事況等三種功能，第一種就是所謂的實讓句，而後二者為虛讓句。談到上古

                                                      
11 該文以「讓步複句」稱表虛讓的縱予複句，而將表實讓的讓步複句歸為轉折複句。 
12 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主要指語言中意義實在的詞轉化為無實在意義、表語法功能成分

的過程或現象。關於語法化理論的研究，見沈家煊(1994)、Hopper、Traugott著、張麗麗譯

(2013)。 
13 預設(presupposition)指以實際的語言結構意義為參照，根據邏輯概念、語義、語境等推斷出

話語的先決條件，且預設誓言語交際雙方的共有訊息，或至少是聽到某一話語後能根據語境推

斷出來的信息，可分為語義預設和語用預設。主觀性(subjectivity)言說者留在語言形式的自我印

記，可歸結為三個方面：說話人的視角、說話人的情感、說話人的認識。主觀化

(subjectification)是指語言為表現主觀性而採用相應的結構形式或經歷相應的演變過程。關於語

言預設和主觀性、主觀化的相關研究，可見沈家煊(2001、2004)、周剛(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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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雖」字多表姑且承認，同時亦有同功能的「縱」存在，但二者不盡相

同，乃因「雖」較有顯著的強調意味，同意過去傳統研究認為「雖」同「唯」

是一個強調標記，而功能在於注記後面的成分為信息焦點，進而提出「雖」從

強調標記發展為極端標記，其意義上越來越倚重言說者對命題內容的主觀信念

或態度，揭示出「雖」在主觀化中的歷程演變： 

圖一 游文福(2007)「雖」主觀化的過程

 

「雖」字既表示一種悖反常理、暗示轉折語義的讓步功能，這本就牽涉說

話者的主觀認知態度與預設，因此從語用預設和主觀化來討論「雖」字本就有

其合理性，張洪超、劉昌華(2007)、劉昌華(2012)便曾分別從語義預設、語用預

設和主觀性來考察讓步複句，韓啟振(2015)也從認知層面討論現代漢語的讓步

條件句。此種通過認知、語用的角度討論讓步複句實為別開生面，相較於過去

研究中表面形式的描述，更能將讓步複句之語義、語用的功能表現闡釋得更為

清楚深刻。 

徐朝紅(2017)指出讓步連詞「雖」是有著「讓步條件連詞＞讓步連詞」的

演變途徑14，認為這是漢語語義發展的普遍現象，其中認為讓步連詞「雖」是

從副詞功能虛化而成，早期同時具有讓步條件和讓步兩種功能，但到了近代漢

語則主要作為讓步連詞，表讓步條件的功能趨於消亡，在現代漢語裡則只作讓

步連詞。而該文認為演變的原因乃是基於語言的使用，通過語境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而促使讓步條件句的假設性逐漸喪失15，如例(13)、(14)： 

(13)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尚書‧召誥》） 

(14) 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童

辭。（《莊子‧徐无鬼》） 

該文中說明，上例(13)中的「王小」乃根據背景知識確定為真實情況，例(14)中

「雖」字引導的小句為指代詞「然」，「然」則回指前分句內容，此謂受語境影

響，複句中的「雖」引導的小句均為實在事實。而「雖」在古代漢語是要根據

語境判斷分別「雖」字究竟是讓步條件還是讓步功能，但現代漢語中的「雖」

                                                      
14 該文所謂「讓步條件」即本文之「縱予」、「讓步」則指「容認」。 
15 語境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是指一個詞經常處於某種表示語法意義的語境中，這個詞原有

的詞義淡化，逐步吸收了語境的語法意義，形成一個新的詞義。相關研究見 Bybee等(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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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無需依賴語境判別。因此該文也提及如此的語義演變乃是經歷「特殊隱含義

＞一般隱含義＞固有義」的過程。但此一說明仍無法解釋讓步條件連詞和讓步

連詞究竟有何區別，且該文也只是條列少數語料說明，未有清晰的脈絡爬梳，

就語境吸收的解釋也無明確性，關於「雖」字的功能來源也只說是由副詞虛化

而來，未見有深入探究，這些皆為我們需要再加深追索之處。 

除此之外，其他涉及讓步連詞「雖」字的相關研究，仍是在上述的觀點脈

絡中敘述，或以歷時、斷代、專書等討論，如李思明(1996)主要討論宋代白話

語料《朱子語類》的讓步連詞；孟凱(2004)則聚焦在中古時期讓步複句的變化

與特色，基本上和其(2002)的文章是一致的；高文盛、席嘉(2005)則同樣以《朱

子語類》為觀察對象，從歷時角度綜觀「雖」字功能的區分方式，大致可以概

括出三種演化機制：複合組詞、語法關聯和語用關聯而產生的結構意義；周曉

林、王進超(2011)以元明時期為斷代，考察發現元明時期的漢語讓步連詞中雙

音節連詞已明顯多於單音節連詞，但就總數而言單音節連詞尚在使用頻率上佔

優勢；潘志剛(2014)就魏晉南北朝時期讓步連詞「雖」的概況進行描述；郭燕

妮(2017)則以職能優化的角度，說明在語言的嚴密化趨勢影響下， 轉折複句系

統內部通過複合組詞、關聯匹配、同義競爭的手段優化「雖」的職能，從而引

起了整個轉折複句系統的重構， 最終形成了轉折句、容認句和縱予句的三分格

局；趙艷(2017)認為「雖」早期兼具虛讓和實讓功能，中古時用法仍以虛讓為

多，稍有持平，但至唐五代則以實讓為主，虛讓逐漸消亡，以至於現代只有實

讓用法，造成此功能分化的演變原因是通過認知推理、語境吸收和套用結構來

分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過去連詞「雖」字的研究有概略的認識，從中能知

道「雖」字在歷時上的演變概況，和共時上所展現的句法特色，有幾點是值得

注意的：一、無論由語義或者語用角度，表容認或縱予之複句關係的內涵範疇

基本上是清楚的；二、「雖」字的語義及功能演變，過去研究對此論述仍未有定

論，且關於兼含虛讓和實讓功能的「雖」字究竟何時分化、原因機制為何，是

否真為語境吸收有關，或是和其他讓步、縱予連詞如「縱」的興起推動有關，

研究內容仍是紛呈未定；三、關於讓步連詞「雖」字的語義及功能的來源，過

去也都只論及源自副詞、或者強調標記，究竟演變脈絡為何，是否能跟「雖」

字的後續功能發展有所契合，對此沒有更進一步的深入描述討論，也未見有再

往更早期文獻追索的研究；四、自中古、近代漢語後確實出現多樣化的「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這些讓步雙音連詞的形成過程為何，也是值得找出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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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律、尋得發展共性，一併深入探究的地方16。 

1.4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採用「義素分析法」比較義素前後變化的差異；「結

構分析法」透過對句法、語義結構的分析，探討語詞在結構中的變化與特性；

「計量統計法」以數據統計處理語言現象，藉量化形式來指示、歸納此語言現

象的特性與規律性；「共時比較法」採橫向比較以了解、比較該時代同類型語法

現象的特徵概況；「歷時比較法」則以縱向歷時來追溯語法現象的始末發展。 

 而本文的研究步驟會先將前人對於「雖」字的研究成果進行閱讀爬梳，並

釐清目前研究概況，從中探找前人研究中的可取及不足之處。再檢索「雖」字

的歷時語料，進行全面的統計與分析，最後就語料的分析結果，分章撰寫

「雖」字的相關研究，分別探究「雖」字的語義及功能的來源和從上古至近代

的語義演變過程，討論中古、近代漢語以後，所興起之「雖 X」類讓步雙音連

詞的成詞過程與發展，試圖補正過去研究的不足，並建構「雖」字清晰的發展

脈絡與演變的規律機制。 

 

 

 

                                                      
16 至於讓步連詞「雖」之來源以及中古、近代所興起「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的相關文獻探

討，則留予第二章和第四章說明，我們會有更深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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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讓步連詞「雖」的來源 

 讓步連詞「雖」字作為讓步複句中的主要關聯詞由來已久，甚至沿用至

今，在早期傳世文獻中便可見得其兼含表虛讓的縱予功能和表實讓的容認功

能，以致演變的來源與歷程實難追索。過去研究對此議題儘管討論不少，但仍

有未盡之處；歷來相關辭書雖也有許多集解、釋義之說明，然部分論述義有未

安。本章試圖釐清讓步連詞「雖」的語義來源及形成於早期傳世文獻語義的過

程。 

2.1 過去文獻評述 

 首先，許慎《說文解字》中云「雖」字為「似蜥蜴而大。从虫唯聲」17，

以爬蟲類「大蜥蜴」作為「雖」字的本義，當是就「雖」字的字形去聯想附

會，著實與傳世語義大相逕庭，殊不可解。 

近人對於此議題的研究，如藍鷹、洪波(2001:249-252)以為「雖」是源自限

定義副詞「唯」，又由限定義引申作時間副詞表已然義。因限定義副詞常用於句

首虛化為連詞，並產生「就連……也……」的讓步義；表已然義的時間副詞虛

化為連詞後則常置於主語後，故兩種副詞義來源分別對應「雖」在句法上的兩

種常居位置：在主語前後，且「唯」與「雖」語音相近，所以漸漸由「唯」產

生「雖」，並賦予其讓步連詞功能。之後，張玉金(2016:132-133)駁正此說，認

為甲骨文中早已見「唯」之前身「隹」，不管在卜辭或是傳世文獻上，都不具有

已然義，且指出藍鷹、洪波(2001)未就限定義副詞的源頭加以說明。張文表明

不論是甲骨文中表強調的「隹（唯）」或是表限定義「唯」乃因語義空虛且常置

於讓步分句上，故而產生語境吸收演變成讓步連詞，後來乃為區別而假借作

「雖」。徐朝紅(2017:53)同意張氏之說，認為乃因語境吸收之故，而產生容認連

詞「雖」。但是上述數說也都僅說明「雖」表容認義的功能產生，對於相對較早

的功能及其來源為何，並未有明確考察。 

游文福(2007:36-47)觀察到「雖」具有注記信息焦點的功能，認為「雖」字

受到主觀化、交互主觀化的影響，由強調標記演變為確實承認的實讓標記，再

演變作姑且承認、極端的虛讓標記。但該文並未就早期語料文獻進行考察，僅

就《孟子》中的語料來考察「雖」字，也只能說明「雖」字在該時代有如此的

語義和語用功能，要以其來說明語義演變的過程實有囿於一隅之限的可能，未

                                                      
17 段注：「自借以爲語䛐。尟有知其本義者矣」認為假借為虛詞使用，此方為傳世文獻中習見

的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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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宏觀全面的爬梳出「雖」字的歷時發展。且若是依該文假設，其亦未能解決

為何是「雖」字表「確實承認」的實讓標記作為現代漢語中的主要用法，而不

是其所謂發展極致的表「姑且承認」、「極端」的虛讓標記？這些都是需要再多

方思量考證的地方，因此是否「雖」字演變歷程確如游氏之說，仍有待商榷的

空間。不過游文福(2007:58-60)提及學界普遍認定「雖」和「唯」關係密切，

「雖」極可能由「唯」演變而成，但並未對此多作說明，僅從文字學角度論及

在出土文獻中，有些字偶爾會添加偏旁，其中常見者便是加上「虫」字，其以

為「雖」作為「唯」的異體字，很可能是「唯」添加偏旁「虫」而形成，之後

才功能分化。文字的分化承載了語義的分工的意義固然有其合理性，然此論述

卻也只說明「雖」和「唯」之間具有關聯性，對於來源和演變過程沒有深入探

究。 

由此可見，往昔研究基本上指出「雖」和「唯」有密切相關，「唯」在早期

傳世文獻上又有「惟」、「維」不同的寫法，過去相關辭書便羅列先秦文獻中有

許多「雖」可訓為「惟、唯、維」的例子，如： 

(1)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

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夷

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左傳‧文公十

七年》）18 

(2) 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

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左傳‧昭公

九年》）19 

(3) 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

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戰國策‧楚策》）20 

                                                      
18 王引之《經傳釋詞》：「惟，發語詞也。……字或作「唯」，或作「維」。家大人曰：『亦作

雖』。」舉此例；吳昌瑩《經詞衍釋》言此例：「雖，猶若也」；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以為

「雖敝邑之事君」之「雖猶若也。一為若似之義」，而「雖我小國」之「雖」乃是「推拓之詞

也」；楊樹達《詞詮》列作語首助詞；楊伯峻(2015:625-626)：「雖敝邑之事君」下引「朱彬《經

傳考證》云：『雖與惟同』」、「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下注「雖作唯用」。 
19 王引之《經傳釋詞》：「惟，發語詞也。……字或作「唯」，或作「維」。家大人曰：『亦作

雖』。」舉此例，並「言伯父猶暴蔑宗周，惟彼戎狄，於余一人何有也」；吳昌瑩《經詞衍釋》

言此例：「雖，猶若也」；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雖猶況也」；楊樹達《詞詮》列作語首助

詞。 
20 王引之《經傳釋詞》：「惟，獨也。常語也。或作『唯』、『維』。家大人曰：『亦作雖』。」舉

此例，並「言秦惟無出兵，出兵則天下不能當也」；范祥雍《戰國策箋證》引金正煒之說：

「雖，假令也。……此言假令秦出兵甲，則席捲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必且先

亡」並認為王氏之說為非，但范氏按語乃是同意王氏之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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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相關辭書內也同樣可見得在先秦文獻上許多「惟、唯、維」字訓

作「雖」的例子，如： 

(4)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尚書‧大誥》）21 

(5)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詩經‧小雅‧天保》）22 

(6) 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左傳‧定公六

年》）23 

(7) 以奉陽君甚食之，唯得大封，齊無大異。（《戰國策‧趙策》）24 

從上引諸例中，我們得以一覽「雖」與「惟、唯、維」相互為訓的情形，雖然

訓詁手段不見得可靠，有部分學者、辭書看法甚至不一致的狀況，語料的解讀

也多是引申義，或是句法語境上巧合賦予，進而產生的語義，因此語義的詮釋

未必精確妥適。解惠全等(2008:682)也直言「雖」的連詞用法或本作「唯」，由

諾或只義演化而成。然而此說未推演演變歷程，來源說法僅就後期傳世文獻的

通行語義解釋，也不盡然準確。不過據此，我們能進一步確定「雖」字著實和

「惟、唯、維」字有著不可切分的連結性，探究「雖」的語義來源及其形成，

必然也需要討論早期「惟、唯、維」的文獻，「惟、唯、維」的使用情形與發

展，可能相涉於「雖」的演變途徑。 

又，王引之《經傳釋詞》中言「《說文》『雖』字以『唯』為聲，故『雖』

可通作『唯』，『唯』亦可通作『雖』」，再指出「雖」和「惟、唯、維」之間具

有諧聲關聯，而蒲立本(Pulleyblank,Edwin G. 1959:188-189、1994:334、

2006:176-177)早已重申「雖」很有可能就是上古繫詞「惟」加上表使動的前綴

*s-而形成的使成形式，李存智(2010:14-16)便曾就先秦出土文獻上博楚簡的通假

字進行音韻研究 ，其指出「唯／雖」常用為諧聲通假，也可與蒲氏之說相互映

證，我們從李氏之擬音整理「惟、唯、維」和「雖」的音韻關係，如下表： 

 

 

                                                      
21 王引之《經傳釋詞》：「雖即唯也。其在句中助語者」舉此例；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

「雖，推拓之詞也。字又或作惟」舉此例，並言「下惟字訓是」。 
22 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雖，推拓之詞也。字又或作維」舉此例。 
23 吳昌瑩《經詞衍釋》：「唯字併同雖」。 
24 吳昌瑩《經詞衍釋》：「唯字併同雖」；范祥雍《戰國策箋證》引金正煒云：「唯讀如雖。言奉

陽君雖得大封，於齊舉宋無大差異」，且范氏按語亦以金說為是，認為唯、雖通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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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惟／唯／維」與「雖」的音韻關係 

 上古聲 上古韻 中古聲 中古韻 等第 

惟／唯／維 *l- 微 喻四 脂 三 

雖 *sl- 微 心 脂 三 

因此，不論從聲韻相諧或者語義互訓的角度，我們皆可見得「雖」和

「惟、唯、維」之間確有極其密切的相關性，甚至可能有相承性，這是我們後

續需要深入討論的部分。只是若從帶有使動前綴*s-之上古繫詞「隹（惟、唯、

維）」來證明其為讓步連詞「雖」之來源，有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即是讀音問題，

若是真如蒲氏之說，是否在「雖」字形創立之前，其前身帶有使動前綴*s-後可

發展出讓步義的上古繫詞「隹（惟、唯、維）」皆須讀如「雖」？我們認為，從

音韻關係的發展上確實可能如此，因為從早期語料中如例(1)-(7)已多見兩者互

訓相通的解讀，只是我們所憑藉的語料甚古，對於早期文字的音韻問題，目前

我們無法有效的檢驗之，而這也不是本文意欲著墨之處，故我們此處不深究此

議題。 

而在早期傳世文獻中寫作「惟、唯、維」的字形，又更可上溯自出土文獻

中甲金文寫作的「隹」，所以關於甲金文中的「隹」和後來傳世文獻上的「惟、

唯、維」，其語義特性和使用情形為何，這對於「雖」的語義來源與形成至關重

要，故我們底下將就此逐一說明。 

2.2 「隹（惟、唯、維）」的性質功能 

出土文獻中的「隹」，甲骨文作 、 ，後期有出現從口的 25；金文則

作 、 ，也有從口作 的26。文字學家們皆認為「隹」字本義應同《說文解

字》所謂「短尾名隹，別於長尾名鳥」作短尾鳥之義，但常借用作為語詞使用

27。而在傳世文獻中，《尚書》多標寫作「惟」，《詩經》多作「維」，《左傳》則

寫成「唯」，戰國後大抵定於一尊皆作「唯」。以往對於出土文獻「隹」字的研

究，多半關心另一個在出土文獻中性質功能都和「隹」相似，作 、 的「叀

                                                      
25 「隹」、「唯」之甲骨文字例轉引自李宗焜(2012)。 
26 「隹」、「唯」之金文字例轉引自容庚(2011)。 
27 可參于省吾(1996:1667-1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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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隸定為惠）」兩者之間的異同28，首先兩者在語義上都較為空虛，不過同樣

具有強調、肯定、確定的性質，再者出現的句法位置雷同，皆可置於句首或句

中，但學者更進一步討論，兩者事實上在使用情形是有些微不同的，如管燮初

(1962:247-248)、張玉金(1985:69、73-75；1988:4-9)、張書鋒(1988:13-18)都指出

「叀」常用於肯定句式，而對貞配以「勿隹」的否定句式，至於「隹」則肯定

句式與否定句式皆可出現，但對貞的否定形式則為「不隹」，用例如下： 

(8) 叀王往？ 

勿隹王往？（丙編 3） 

(9) 隹父甲？ 

不隹父甲？（丙編 15） 

 而這些學者更進一步說明「叀」所帶領的通常是人可自主操控的行為，表

達個人的主觀意願；「隹」所帶領的則常為人不可操控的行為，多是自然演變的

客觀事實，諸如： 

(10) 叀王田？（合集 27459） 

(11) 叀王射？（合集 28813） 

(12) 貞：叀王往伐工？（合集 6209） 

(13) 隹祖丁害王？（丙編 217） 

(14) 貞：乙丑其雨，隹我禍？（丙編 211） 

例(10)-(12)中「叀」後所帶上的行為動詞「田、射、往伐」都是主語「王」主

觀可控的活動行為，例(13)的「害」和例(14)中之「我禍」即「禍我」的

「禍」，皆表示一個不可控的災害狀況，由此可知「叀」、「隹」在使用上的基本

原則，然而也有例外的情形，但仍屬少數，如下例： 

(15) 不叀羊父甲？（合集 2118） 

(16) 叀乙未雨？（寧滬 1） 

(17) 戊戌卜，貞：王隹擒？（合集 10251） 

(18) 貞：鼎隹禱酒？（合集 3061） 

例(15)可見得「叀」不只出現在肯定句式中，也可以受「不」的否定；例(16)

「叀」所帶領的是一個不可控的自然現象「雨」，並非常見的主語可控行為；例

                                                      
28 「叀」之甲骨文字例轉引自李宗焜(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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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隹」則帶上一個主語「王」可操控的行為動詞「擒」，例(18)中「鼎」釋

義為「正、當」，「禱、酒」皆是祭祀名稱，此處「隹」同樣引領主語的可控行

為「行禱祭、行酒祭」，兩則的「隹」皆非後接常見的不可控的客觀事實。 

除此之外，伊藤道治(1985:163)則提出「叀」在卜辭中，意思上由強調性的

提示變化到以選擇或代替為目的的提示，而進一步具有祈求的意味；「隹」有強

烈的否定意識，後逐漸稀薄而轉化為肯定作用，然後更進一步具有意志、祈求

的意味，因此二字轉變成相同作用，然而此說對語料詮解未盡完善，因此推論

結果仍有待商榷。朱歧祥(1992:183)另指出「叀」有強調語氣的作用，並言該字

是代表「殷王」的特殊語詞，作用都是在凸顯緊接主語的「王」或是指向關聯

至「王」。余靄芹、鄧琳(2010)則言及「叀」在人力主觀可控的環境中屬義務情

態，肯定「應該如何行事」的必要性；在人力主觀不可控的環境中表達知性情

態，強調「一定會這樣」的肯定推測。至此，我們大可一窺「叀」、「隹」的異

同之處，但無論如何，「隹」、「叀」有相近的語法性質與功能，應屬同字29。且

據前人指出「隹」事實上都是具有強調、肯定、提示，甚至是標誌焦點的功能

（管燮初 1962；張書鋒 1988；高嶋謙一(Takashima, Ken-ichi)1990、1998；沈培

1992；蒲立本(Pulleyblank,Edwin G.) 1959、1994；張玉金 1985、1988、1994、

2002；裘燮君 2008；趙誠 2011），只是對於「隹」的使用觀察各有主張，我們

茲將各家說法臚列於下表： 

 

 

 

 

 

 

 

                                                      
29 周法高(1988)從音韻角度指出「叀」、「隹」兩者間的相通性，其說明殷代甲骨文中「叀

（惠）」、「隹（唯）」可以通用，且《書經》有作「惠」者，為古音脂部字，廣韻隸霽韻匣紐，

可見「隹（唯）」可以和喉牙音字相通，另外周氏構擬喻四兩個來源：和舌頭音或喉牙音相通，

如匣紐的「惠」和喻四的「唯」得以相通。又，高嶋謙一(Takashima, Ken-ichi 1990:6-11)亦從上

古音擬測「隹」屬脂部、「叀（惠）」屬微部，兩者間應是音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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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二 各家對「隹（惟、唯、維）」的觀點 

 
管燮初 

(1962)30 

張玉金 

(2002)31 

裘燮君 

(2008)32 

趙 誠 

(2011) 33 

動詞34 
1. 表行動 

2. 表有 
 

1. 判斷詞 

2. 通「為」（做） 

3. 通「有」 

4. 宜、應該 

5. 要 

1. 用作為，有

「擔任」、

「作為」之

義 

2. 有「遭（災

殃）」之義 

介詞35 

1. 表願望 

2. 組成表方式

修飾語 

3. 組成表時間

修飾語 

4. 引導受事先

置 

 

1. 時地介詞 

2. 表因介詞 

3. 工作介詞 

4. 對象介詞 

1. 近於「在」、

「於」 

2. 近於「及」、

「等到」 

3. 近於「以」 

4. 用作「為」，

表目的 

副詞 

1. 「勿隹」在

一般語序作

修飾語 

2. 「勿隹」作

先置賓語的

必要成分 

3. 表決心 

4. 表時態 

5. 表唯獨 

語氣副詞 
1. 時間副詞 

2. 承接副詞 

1. 用在句首或

謂語前，表

動作行為對

象僅限某一

範圍，義近

於「只」 

2. 用在句首或

謂語前，表

動作行為對

                                                      
30 管燮初(1981)就西周金文所作的分類基本上與此相同。 
31 張玉金(1985)視作「語氣詞」，而張玉金(1988、1994、2002)則改作「語氣副詞」，各文皆以

「隹」出現於語句焦點部分前，是焦點的輔助標記，表示提示、強調的語氣。而張玉金

(1994:211-213)多列出作「副詞」，可譯為「是」表判斷語氣；和作「連詞」猶「有」。 
32 裘燮君(2008:185-256)則以先秦時期「惟、唯、維」的用法為研究主題，分類更為複雜，並且

另分出「代詞」類，作指示代詞或特指代詞，因與他家分類相異，故僅注於此，不列入表中。 
33 趙誠(1986:286-287)未分詞類，僅言卜辭中用作助詞，但羅列共七種用法：（一）表被動；

（二）用在句首，無義，有人稱發語詞；（三）表原因；（四）表假設；（五）可將賓語提前，無

其他意義；（六）表時間，有「在」義；（七）表時間，有「到」義。而表十二中為趙誠

(2011:135-145)依金文中的用法所作之分類，該文原載於《漢語修辭和漢文化論集》，1996 年。 
34 裘燮君(2008)動詞下又細分出「助動詞」，本表將二者共置。 
35 管燮初(1962:244)作「次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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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表讓步 

7. 表原因 

8. 表目的 

象 只 有 如

此，義近於

「只有」 

3. 表動作行為

對象只能如

此，義近於

「只要」 

4. 恭敬應答詞 

5. 「唯 A 是

B」句式 

6. 表因 

7. 因而 

8. 依然、仍舊 

9. 依照、符合 

10. 希望 

連詞 起聯繫作用  

1. 表因連詞 

2. 目的連詞 

3. 讓步連詞 

4. 條件連詞 

5. 並列連詞 

6. 轉折連詞 

1. 表雖然、即

使 

2. 表並列，近

於「與」 

3. 表原因 

4. 表唯有、只

有 

語氣詞36 發語詞  

1. 祈使詞氣 

2. 提示語氣 

3. 肯定助詞 

4. 範圍助詞 

1. 用在句首或

句中，無義 

2. 表強調、肯

定語氣 

3. 起提前賓語

的作用 

 據表十二的整理能夠見得各家對「隹（惟、唯、維）」字紛陳的觀點，但我

們認為幾乎多數的語義詮釋應該都是自一個語義源頭延伸解釋而來，可能因為

句式中的語境產生多元的解讀角度。而其中以揭示「隹（惟、唯、維）」具有強

                                                      
36 裘燮君(2008)將助詞和語氣詞作區分，本表則將二者共置。 

 



第二章 讓步連詞「雖」的來源 

 

23 

 

調、確認、肯定、提示、標誌信息焦點等功能最值得關注，不過仍未有進一步

的分析。至於「隹（惟、唯、維）」在上古漢語中的主要語義為何，早在蒲立本

(Pulleyblank,Edwin G. 1959)便已指出上古漢語的「隹（惟、唯、維）」乃是繫詞

37，並說明「非」為「不惟」的合音，之後高嶋謙一(Takashima, Ken-ichi 1990)

研究殷商卜辭的繫詞也以「隹」、「叀」為核心。直至梅廣(2019:160-164)表明卜

辭中的「隹」是上古漢語前期的通用繫詞，後來寫作「惟、唯、維」，且揭示上

古的「隹（惟、唯、維）」並非都是判斷句，許多的句子都應視為分裂句38，以

「隹（惟、唯、維）」強調句義重心所在，此用法至春秋戰國時期僅剩殘餘用

法。郭維茹(2016)更深入分析今文《尚書》中的「惟」字使用情形，將上古漢

語「惟」字的狀況剖析可謂深刻。因此，上古漢語中「隹（惟、唯、維）」的主

要語義應是作為繫詞，用為判斷句；也可以進一步虛化作為焦點標記(focus 

marker)，用為分裂句，句法上置於句首或謂語前，表達語義聚焦、確認命題的

功能，如下例： 

(19) 貞：王夢啟，隹憂？ 

 王夢啟，不隹憂？（合集 122）39 

(20) 貞：王疾身，隹妣己害？ 

 貞：不隹妣己害？（合集 822） 

(21) 王聽，隹有害？ 

 王聽，不隹有害？（合集 1773） 

(22) 祖丁隹循若于王？（合集 1854）40 

(23) 貞：異隹其雨。41（合集 1096） 

例(19)-(21)都是肯定的「隹」和否定的「不隹」正反對貞的並舉，例(19)解釋為

「王作夢，是憂？」和「王作夢，不是憂？」，「隹」用於聯繫主語（主題）「王

夢啟」這個事件和名詞性謂語「憂」，是對主語（主題）的評述，是為判斷句。

例(20)以下各例「隹」後皆接謂詞性成分，都屬分裂句，如例(20)解釋為「王身

體有疾，是妣己為害？」和「王身體有疾，不是妣己為害？」所標注的信息焦

                                                      
37 或稱作「判斷動詞」、「判斷詞」、「繫動詞」，在句法上充當判斷句的中心語，聯繫主、謂

語，指認兩者之間的等同或類屬關係。 
38 分裂句是為了聚焦、對比或是強調目的，選擇以句法手段來標示句中的某一成分。漢語中的

繫詞「是」便常用為分裂句的焦點標記，緊隨於「是」的成分就是意欲強調的焦點所在。 
39 甲骨文中作「𡆥」字者，過去統釋為「禍」，本文依裘錫圭(2012a:377)釋為「憂」。「憂」則

指涉災殃、憂禍等不吉利的事件。 
40 徐中舒(2006:675)釋「若」作「順也」。 
41 裘錫圭(2012b:224)將「異」視為表示可能、意願、勸令之詞。梅廣(2019:454)、魏培泉

(2015:244-246)皆指出甲金文時期「其」作為一情態詞使用，表示非實然、將然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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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是「妣己」，例(21)則聚焦於「有害」一事，且例(21)也都能作準分裂句詮

解，可另作「王聽（的事件），是／不是有害（的狀況）？」因此或可將謂語視

為名詞性成分。例(22)釋義為「祖丁是要順助於王？」例(23)釋義為「會是要下

雨？」其「隹」強調的是謂詞性謂語「循若于王」和「其雨」。 

雖然卜辭的記錄或顯簡要，不過仍能清晰見得上古漢語中「隹（惟、唯、

維）」的主要用法有二：一用為繫詞，指陳兩論元間的等同、類屬關係；一用為

焦點標記，著重在標示、強調信息焦點的功能。無論是作為繫詞，抑或焦點標

記，事實上都是具有肯認、強調、聚焦的特徵，這是過去學者們研究成果早便

指出的性質，只是唯有辨認上古漢語「隹（惟、唯、維）」的性質功能，才能夠

進一步討論其與讓步連詞「雖」之間的關聯是什麼。 

2.3 甲金文中「隹」的使用情形 

在 2.2 節中，我們辨析了上古漢語中「隹（惟、唯、維）」的基本性質功

能，乃是作為繫詞，置於主語和謂語間起聯繫作用，用如判斷句；或作為焦點

標記，置於句首或謂語前，用如分裂句，表達強調、聚焦的功能。在甲金文中

原則上不脫此二種用法，惟據前人研究表示讓步連詞「雖」和「隹（惟、唯、

維）」之間的關係過分密切，甚至多有強調兩者間具有演變的關聯，但過去對此

議題的研究大都語焉未詳，推論難以成理。然我們發現蒲立本

(Pulleyblank,Edwin G. 1959:188-189、1994:334、1995:7、2006:176-177)早已重申

「雖」很有可能就是上古繫詞「惟」加上表使動的前綴*s-而形成的使成形式，

原始意義是「使它成為那樣……（Let it be that……）」，因為「讓它是……」很

容易會產生「儘管它是……」的意思，且學界目前普遍同意關於上古使成前綴

*s-的討論42，從音韻關聯和語義演變的角度來看，是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又

上古漢語中「隹（惟、唯、維）」出現的句法位置，與讓步連詞「雖」若合符

節，因此認定「雖」和「隹（惟、唯、維）」間具有演變關係似無不可。然蒲氏

之說並未有深入探析，故本節將就此說進行驗證考察。但在上古的傳世文獻中

業已能見得「雖」字作為讓步連詞的使用，我們僅能再向上自出土文獻甲骨

文、金文追索，並忠實呈現甲金文中「隹」的使用情形。 

2.3.1 「隹」的隱性使讓義 

 如若根據蒲氏對於讓步連詞「雖」的來源說法，以為「雖」乃是源自上古

                                                      
42 可參龔煌城(2000)、梅祖麟(2008)、沙加爾(Laurent Sagart 2019)的相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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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詞「惟」加上使成前綴*s-演變而來的，即為「讓它是……」之義，我們必須

先檢視上古漢語中的致使句式是如何表現的？若有實詞化的致使動詞，何以需

要使用使成前綴*s-的構詞形式來表現？關於此問題，梅廣(2019:385)便已指出

上古漢語早期綜合型的句法手段相當發達，在上古漢語前期，即以商代卜辭為

代表的時期，只有所謂動詞併合的綜合型致事句，即是透過構詞形式表現致使

動詞，此時並未有分析型的致事句。見下諸例(24)-(28)，無論「使」、「令」皆

作為主要動詞，表達較為具體的命令、派遣、支使義，並非相對虛化的致使

義、使讓義： 

(24) 己未卜，古貞：我三史使人？（合集 822） 

(25) 貞：使人于岳？（合集 5519） 

(26) 貞：使人往于唐？（合集 5544） 

(27) 癸亥貞：王令多尹壅田于西，受禾？（合集 33209） 

(28) 甲午貞：其令多君作王寢？（合集 32980） 

由上引諸例可知，不論是動詞「使」或「令」，其後所加接的都是某人（受指派

的對象），句意皆以「王」為主語，不過有時會省略，如例(25)、(26)、(28)，然

後「派遣、命令某人去做某事」，因此動詞「使」或「令」都還不是使動、致事

的語義。張麗麗(2005:124-126)研究亦同樣指出使役動詞「使」、「令」等，其表

命令、派遣、要求等具體的使役語義，在先秦時期仍是主要活躍的用法，乃是

隨著時代推移使役用法逐漸降低，致使用法才漸變為主流用法。 

至於在卜辭中其他藉由構詞手段形成的使動用法，張玉金(2001:5-6)提出諸

如以下數例進行說明： 

(29) 貞：師般其來人？（合集 1036） 

(30) 戊寅子卜：丁歸在川人？（合集 21661） 

(31) 其先馬，不遘雨？（合集 27953）43 

(32) 丁亥卜，貞：既雨？（合集 1784） 

例(29)中「來人」意謂「使人來」，整句是說「師般將使人來嗎？」；例(30)中的

意思是說「丁日（的時候）讓在川邊之地的人還歸嗎？」；例(31)中的「先馬」

意指「讓馬官先行」，整句是說「將讓馬官先行，不會遇到雨嗎？」；例(32)中

的「既雨」指的是「使雨既（讓雨停止）」。由此可見，在上古漢語早期，致使

                                                      
43 張玉金(2002:106-107)分析「遘」字的基本意義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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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中仍有許多是以構詞手段來表現，蒲氏之說應該是可以受到支持的。 

據此我們檢視甲骨卜辭中的用例44，在部分的「叀」或是「隹」字中，確

實能依稀見得蒲氏所謂「讓它是……」的使讓語義在「叀」、「隹」上的呈現，

如下： 

(33) 隹小雨？（合集 28854） 

(34) 貞：隹火？（合集 6822） 

(35) 貞：叀雨？（合集 12749）  

此類的用法中，因為「隹」、「叀」所帶領的皆為人為不可控之氣象、災害類的

事件，而卜辭本就有其特殊性質，是為了卜問事件之吉凶禍福，然在古人觀念

之中，認為這些人為無法操控的事件悉為上帝、神明所致，因此在該類卜辭用

例裡，上帝、神明作為讓此類人為不可控事件成立的致讓者角色，這些「隹」、

「叀」都能有解釋作「上帝讓它是……」的空間，即在卜問環境下，貞問「上

帝要使這些天氣、災害事件產生嗎？」此或許便可呼應上述蒲氏說法中所謂上

古繫詞「惟」使成形式的原始意義。而雷煥章(1985:121)引 Serruys(1974、1980)

之說進一步指出甲骨卜辭中的「叀（惠）」和「隹」乃具有某種神聖的、宗教的

意味，有「神明使其如此，故該是……」的概念45，其中的「是」正好對應

「隹」、「叀」，此與我們考察發現「隹」、「叀」可釋義為「上帝讓它是……」不

                                                      
44 據前述討論，在甲骨文中「叀」、「隹」應為相通，故本文將「叀」、「隹」一併列入討論。 
45 Serruys(1974、1980)說法卻將「叀（惠）」釋為「to cause to be」，而「隹」則釋為「to be」，

雖都保有二字的繫詞本質，不過以「叀（惠）」具有使役性，而「隹」則無，與本文看法相左，

且也未有進一步論證過程，本文不從之。 

  又，Serruys(1974、1980)文中釋義「隹」字時，也會使用使役動詞「make」，如下例 a.-c.： 

a. 勿 隹乙亥酒下乙十伐有五…… 

Do not at all cost make it that on a day yi-hai,bringing wine libations to Hsia-Yi,(one shall) 

make it fifteen humans(to be beheaded as victims). 

b. 羽辛丑勿隹焚 。 

Next day hsin-ch’ou we ought not make it that perform a burning sacrifice for the bone 

sickness. 

c. 勿隹之不若。 

It ones does not make (it so that) he goes,it will not be agreeable. 

   這些例子中，可以見得 Serruys 在釋義「隹」時，其實都用了使役動詞「make」來詮釋，但

雷煥章(1985)指出 Serruys 在翻譯上仍有些問題，其將「使其是」的主語認為是說話者（即卜問

者角度），但雷氏以為依照殷人宗教信仰的文化，主語應為神明，因此便會有「神明使其如此，

故該是……」，簡言之為「該是……」的意思，故有時 Serruys 便會以「it shoud be」來理解，我

們認為這樣的翻譯基本上未脫「隹」字作為繫詞的主要用法，而 Serruys 時而譯出使動意味，

可見「隹」字確實隱含使動語義的可能，不過使役動詞「make」本身有「達成」義，從另一個

角度來說，既然判斷「是 (to be)」某事件命題，則暗指某事件命題之完成、達成，因此自使動

或是達成層面來解釋，都有其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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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而合。故依據上述種種觀察，上古繫詞「隹」的隱性使讓義應當是存在的，

且在語例中也還能見得在原始意義上以上帝、神明為致讓者的解讀，這些應當

都可為蒲氏對「雖」字來源的說法作一補證。 

 從例(33)-(35)中，我們尋得在「隹」、「叀」中隱性使讓義可能的原始痕跡，

即在早期從殷人宗教性的心理來理解出「上帝讓它是……」的意思，但這些解

讀僅限於引領人為不可控的事件。卜辭中其餘「隹」、「叀」的用例中，仍有許

多無法自「上帝讓它是……」的角度來理解，不過作為上古繫詞或焦點標記的

「隹」、「叀」，實具有判斷、聚焦、強調、肯認的功能作用，因此「隹」、「叀」

的使讓義也許能從此來理解，具有使讓意味的「隹」、「叀」，其「讓它是……」

即表示有立場的肯認，也就是就讓這個事件是如此、就讓這個事件成立，我們

將此使讓義作為心理主觀上的使讓，而非實際行為意義的致讓，且從這個角度

切入，也符合讓步句中縱予義的理解，是一種預設立場的讓步，讓步義本就含

有主觀認定上的退讓意涵，因此我們以為帶有使讓意味的繫詞發展為讓步詞當

有其語源上的可能；再者甲骨卜辭中盡為卜問非實然的事況，其以「隹」、

「叀」所強調、肯認的事件也與縱予句之對假設事件讓步的定義相合。因此據

上所述有使讓意味的「隹」、「叀」表有立場的肯認，是相當容易發展為讓步語

義的，故「雖」的讓步語義自此發展而來，也是有其合理性的。只是讓步連詞

「雖」大都出現在複句中的前分句，我們考察用於前分句中的「隹」、「叀」，發

現有些用例確能見得這種表使讓義的例子，見下例(36)： 

(36) 王占曰： ，隹庚。不隹庚，叀丙。（丙編 84） 

例(36)為殷王的占辭，在這個形式中，前面已見「隹庚」，而後段的複句據此申

說，這裡的「不隹庚」作為前分句，因為前面指出「有災，會是在庚日」，「不

隹庚，叀丙」便能順勢理解為讓「不是在庚日」的這個事件成立，也會是在丙

日。這裡似乎已有讓步語義蘊含其中，因有「隹庚」為前提，所以「不隹庚」

作為前分句使用，除了進一步肯認外，也容易理解作「就算」、「即使」的縱予

義。又，「隹」身為繫詞置於前分句句首，似也能以條件句來理解，因後接成分

為非實然事件，「隹」能進而釋為「如果是」的假設條件義，再者後分句又從

「如果不是在庚日」轉出既定預期說明「也會是在丙日」，語境中賦予前分句讓

步義，假設條件義自語境中吸納讓步語義亦可順而發展出縱予義46。因此，我

                                                      
46 徐朝紅(2017)即認為「雖」之讓步義的形成來自吸收語境，Bybee 等(1994)稱之為「語境意義

的吸納」（absorption of contextual meaning）。此處所謂「隹」進一步作條件義理解之說，留於本

章 2.3.2 節將有相關論述，而自條件義吸納讓步語境之論則在 2.4 節亦有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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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以為無論從構句的型態推擬表肯認的「隹」在語境中得以完具使讓義，抑或

由繫詞衍生出假設件義，再透過語境吸納的手段生成縱予功能，都能見得在早

期的「隹」有讓步義的形成是極其合理的。 

而如上引語這種在同一條刻辭中的用例類型相當少見，但正反對貞的語例

其實與這種類型的用法相當類似，見下例： 

(37) 丁卯貞：叀□于河，燎，雨？ 

 勿隹禱，雨？（屯南 3567） 

(38) 勿隹戛从？ 

 叀沚戛从？（合集 7503） 

(39) 叀王往？ 

 勿隹王往？（合集 7352） 

這些例子皆為正反對貞之例，從正反兩面提問事件的吉凶，然這些用例皆有用

到「隹」、「叀」，而在第二遍卜問得條例中，事實上可以理解為根據前一遍卜問

為前提的再次貞問，如例(37)第一條刻辭所問者為「是要向河神……（行某

事），舉行燎祭，就會下雨嗎？」而第二條刻辭的「勿隹禱，雨？」則可理解為

「即使是不祈禱，也會下雨嗎？」這裡的「隹」似乎能解作肯認「不祈禱」一

事，表就讓「不祈禱」一事成立好了，所以此例第二條刻辭的用法，實亦有使

讓意味，且也多半已流露作讓步語義解釋的空間。而例(38)、(39)雖為單句，但

此二例皆是為殷王所卜，貞問何者為好、為吉，以利未來行動作安排，因此例

(38)第一條刻辭先問「不是跟從戛沚，會好（吉利）嗎？」而第二條刻辭則據

此為前提，能理解為是在肯認「从戛沚」這件事，表讓「从戛沚」這個事件成

立的話，接著進一步申問「就算是跟從戛沚，會好（吉利）嗎？」所以從這些

正反對貞的語例中，也能見得「隹」、「叀」隱性使讓義的表現，不過這些也是

建立在有相同命題事件的前提下，方能凸顯出「隹」、「叀」的再次肯認義。 

我們進一步考察其他位於複句中前分句的用例，我們認為應當也有理解作

使讓義的脈絡可循，見下例： 

(40) 隹戊雨，戊寅不雨？丙子，隹大風，允雨自北，以風。（合集 21013） 

(41) 王占曰：隹翌丁，不雨。戊雨。（合集 9177） 

(42) 丁丑卜，隹田，獲？（合集 21658） 

(43) 勿隹 ，亡其雨？（合集 12851） 

(44) 叀辛酒，有大雨？（合集 28628） 

(45) 叀辛逐，亡災？（屯南 2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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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用例的「隹」、「叀」置於前分句中，基本上都能夠理解為肯認之義，如例

(40)是從肯認的「是在戊日下雨，戊寅日不下雨嗎？」可以據以理解為「就算

是在戊日下雨，在戊寅日也不會下雨嗎？」而例(40)-(41)是人為不可操控的事

件，例(42)-(45)則為人為可控事件，例(42)從肯認義理解為「是去田獵的話，會

捕獲嗎？」可以進一步作「即使去田獵，也會捕獲嗎？」由此可見，「隹」、

「叀」用於前分句之例，若前後分句間具有條件關係，在此複句之前如若有前

設命題的設定，「隹」、「叀」從表使讓的肯認義進一步發展出讓步義則相當明顯

而容易，這也恰可證明其與「雖」間確實具有演變的關聯性。 

所以經過上面的討論，甲骨卜辭中「隹」、「叀」的身分為上古的繫詞，亦

能夠虛化作為焦點標記，而其功能有肯認的性質，我們發現在甲骨文的用例

中，有部分「隹」、「叀」當用為表肯認，其使讓意味又可能被凸顯出來時，如

此則可產生所謂「讓它是……」的語義，即就讓這個事件、條件成立，而同時

「隹」、「叀」又置於複句中的前分句，複句間也具有條件關係的時候，「隹」、

「叀」的使讓義是極容易發展作讓步義來理解，這種從繫詞、焦點標記的肯認

功能逕自發展出讓步語義的路徑，實與現代漢語中的繫詞「是」一致，現代漢

語中「是」既作為繫詞，也可用為焦點標記，然而其亦具有如「他是聰明，可

也不是所有書都讀過」的用法，此句的「是」即肯認「他聰明」一事，就是讓

「他聰明」這個條件滿足，是有預設立場的肯認，而前後分句間雖具備條件關

係，但後分句卻是與前分句的預設相悖反，因為語義落差而翻出轉折義，「是」

的肯認義則進一步產生讓步功能，這正和甲骨卜辭中「隹」、「叀」可能產生讓

步語義的進程是相同的，只是甲骨文的語料解讀有限，我們僅能盡可能就

「隹」、「叀」與「雖」之間語義性質的相通性來進行考察，經過上述討論，也

頗能映證蒲氏之說的假定當有其合理性。 

然而端就我們以上對於甲骨文中的考究，確實也未能有真切符合已然能解

讀為讓步義的「隹」、「叀」，其後分句中也不見得是成熟的轉折句以完具讓轉複

句的關係，所以讓步連詞「雖」的來源是否真源自使讓義的繫詞「隹」、「叀」，

從甲骨卜辭的語料中也許未必能尋得證據，不過繫詞發展作為讓步詞也並非不

可能，牛津英語詞源詞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1996)中收

錄英語讓步連詞「albeit」一詞，該字表「儘管、雖然」，據詞典中說明該字詞

源為「all be it」，原始意義當為「let it entirely be (that)」，此和蒲立本的假定不

謀而合，因此讓步連詞「雖」從語源上來看，由使讓義的繫詞兒來或許有其關

聯，只是在語料證據上目前未有可直接證明其發展軌跡的證據，而我們的上述

考察中，提供上古早期繫詞「隹」、「叀」似帶有使讓意味的語例以聊備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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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隹」字句的雙重理解 

前面的 2.3.1 節主要討論甲骨卜辭中的「隹」（或「叀」）得以從其有隱性使

讓的肯認義發展出讓步義的可能，然而在甲骨文記錄中的「隹」、「叀」所引領

的事件，盡為卜問非實然的事況，從就讓一非實然事件成立好了，延伸發展作

虛讓的縱予義，因此僅能解釋「雖」字在傳世文獻中用於縱予義的現象，但是

「雖」初現時便已兼含縱予和容認的讓步功能，那麼何以此二種讓步功能得以

共現於「雖」的早期使用中？這是本節意欲討論的重點。 

在上述甲骨卜辭「隹」、「叀」置於前分句的用例中，「隹」、「叀」作為繫

詞、焦點標記以判斷、強調、肯認一個非實然的事件，且正因是引領非實然的

事件，又「隹」、「叀」是置於前分句句首，前後分句間有條件關係，很容易由

「是……」延伸出「如果是……」的假設條件義，前一小節 2.3.1 節中有諸多例

子皆能作假設條件義理解，如前例(42)作「如果是去田獵，會捕獲嗎？」都是

相當合理的。而郭維茹(2016)討論今文《尚書》中的「惟」字句時，也提及

「惟」可以充當假設句的正、偏句，正如現代漢語的「是」得以表示假設條件

之成立，即「要是……，……」，且在今文《尚書》中有「其惟」開頭之例，正

與「要是……」相當，而這種用法事實上在甲骨文中已見用例，如下： 

(46) 王占曰：其隹丁娩，嘉。其隹庚娩，引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

隹女。（合集 14002） 

(47) 王占曰：其隹甲娩，嘉。其隹乙，有咎。其隹丙寅，不吉。乙卯，吉。

（合集 14022） 

(48) 王占曰：其隹庚戌雨，小。（合集 8648） 

(49) 王占曰：其隹丙 ，不吉。（合集 7388） 

這些用例中的「其隹」都出現在前分句，是焦點標記的使用，亦有強調、肯認

的後面成分意味，不過都能解釋作表假設條件成立的意思，如例(46)意為「要

是在丁日分娩，很好。要是在庚日分娩，會長久吉利。」此處的「其」是表將

然情態如同「要」。 

而從 Serruys (1974、1980)也能見得其將殷王占辭中的「隹」字理解為假設

條件義，且都是置於前分句中，見下例47： 

                                                      
47 高嶋謙一（Ken-ichi Takashima）、司禮義（Paul L-M. Serruys）(2012)翻譯「隹辛，令」時亦

將此占辭內容以假設條件義解釋，作「If it is a xin day,(God will) command (it, i.e. the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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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王占曰：隹乙其隹（雨）□□吉。48 

The king prognosticating says: if it is on a day yi, that it is expected to be 

rain,… be auspicious. 

(51) 王占曰：帝隹今二月令霰，其隹丙不（令）雨，隹庚其吉。49 

The king prognosticating says: as to God, it is the present second month  

that He will command there be hail; if it is on a Ping day that it will not  

command rain, then it means the Keng day will be auspicious. 

因此可以見得，「隹」確是可以作假設條件義來理解的。而據此則能順當理解

「隹」與虛讓的縱予功能間的關聯，正因為「隹」能作假設條件義理解，而

「隹」本身有肯認的性質，作肯認一個假設的條件，即非實然的事件時，帶上

隱性的使讓義後，則表達就讓這個假設條件成立、滿足之義，這種有立場的肯

認，事實上就和讓步功能之縱予義相當接近，因此兩者間的關係乃據此發展而

來可見是非常合理的。然因甲骨卜辭的性質所限，此處的討論也只能解釋早期

縱予義的使用來源，尚不足以解決早期容認義的產生，因此我們將轉往考察與

甲骨卜辭類似，但性質有所差異的鐘鼎銘文。 

銘文的記錄原則上與甲骨文不同，並非是要貞問非實然的事況，據白川靜

(1989)指出銘文乃是記述作器之由來，及表明作器之目的，而內容大致皆因有

功於王室而受賜與，乃誌其榮寵、祭告祖靈之辭。由此可知，銘文之記錄乃是

記載實然的客觀事實，因此本質上與甲骨卜辭不同，其在語料的解讀上應當也

會有所差別。我們觀察金文中置於前分句的「隹」，發現這些表「是」義的

「隹」也能依著句法環境、語境進一步產生條件義的理解，見下： 

(52) 我聞殷墜令，隹殷邊侯、甸與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喪師。（大盂

鼎） 

(53) 公告厥事于上：隹民亡拙在彝，昧天令，故亡，允才顯。隹敬德，亡

攸違。（班簋） 

(54) 隹天將集厥命，亦隹先正襄乂厥辟，爵堇大命，肆皇天亡斁，臨保我

有周，丕鞏先王配命。（毛公鼎） 

(55) 隹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有成亡競。（ 鐘） 

例(52)中「隹」字句正與句末的表果連詞「故」形成因果條件句，理解為「我

                                                      
48 該例轉引自 Serruys (1980:347)。 
49 該例轉引自 Serruys (197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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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聞殷商墜喪天命，是因為殷朝邊遠地區的諸侯和朝中的官員，都沉湎於酒，

所以才會喪敗軍隊」，這裡的「隹」產生表因語義相當合適，例(53)亦同。例

(54)指「是因為上天大集其命，也是（因為）先正輔佐其君王……」；例(55)則

是「是因為上帝、百神保佑我們……」，此處的「隹」字句皆居於前分句，

「隹」所引領的俱為實然事況，與後分句具有因果條件關係，因此據以發展出

釋因條件義50。而郭維茹(2016)觀察今文《尚書》之「惟」字句，指出「惟」除

了可表假設條件義，亦可作表因分句或表果分句，本節所論之甲骨卜辭和銘文

之「隹」的使用理解亦正好呼應郭文之觀察。而與甲骨卜辭中「隹」的一樣，

「隹」既有表肯認的性質，而若肯認的條件為一實然事件，接著又進一步可有

讓步語義的涉入，那麼發展出表實讓之容認義也是很合理的，所以我們認為正

因為在甲骨文和銘文中，「隹」所肯認的條件有實然與非實然兩種條件，隨著句

法環境有著開展出假設條件義和釋因條件義之雙重理解的空間，故而在使成形

式中，有機會產生虛讓和實讓的可能，這也為早期「雖」讓步功能兩用的情形

提供一個可以合理解釋的發展來源。又，也正是因為在早期置於前分句之

「隹」字得以理解出條件義，如若其與後分句所述具備轉折關係，在語境上會

使我們以為似要凸出前分句的讓步功能，故在原本的條件複句中，就有機會進

一步吸納語境中的讓步義，所以除了從隱含使讓義的「隹」有可能發展出

「雖」的讓步義外，從條件義吸納複句語境中的讓步義，也是有可能使之形成

讓步功能的。 

另外，我們從跨語言的證據中，亦能尋得繫詞演變為條件連詞的相關論

述， Heine and Kuteva(2002:94-95)揭示出「copula＞conditional」的語法化路

徑，並指出在斯瓦希里語(Swahili)、奇克索語(Chikasaw)、俄語、日語51，甚至

是漢語52，都具有繫詞能發展出條件義連詞的可能性，只是前分句若為條件分

句，可能與後分句形成因果關係，也可能為轉折關係，能發展出表讓步的

「隹」用法應屬後者。要言之，我們上述討論認為甲骨卜辭、西周銘文中的表

「是」義的「隹」，得以有機會產生條件義的功能，可謂相當合情合理，此跨語

言之理據也足資替我們的推論作一佐證。 

至此，我們當可窺得甲金文中「隹」字在句法位置上常處在句首，可引領

並肯認非實然或實然的事件命題，且複句間具備條件關係，原表「是」義的

                                                      
50 崔永東(1994)也確實指出金文中的「隹」有可以譯為「因為」之連詞，表示因果關係。 
51 斯瓦希里語(Swahili)中的「i-ki-wa（it being that）」、奇克索語(Chikasaw)中的「(h)oo（be）」、

日語中的「nara（be）」，還有俄語中「est’ li（is it ?）＞ esli（if）」俱有從繫詞發展作條件義連

詞的可能。 
52 書中原文作「Note too that Chinese SHI ‘be’ has given rise to a conditional marker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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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隹」，由判斷詞虛化作焦點標記，則可據此條件環境進一步衍生作假設條件或

釋因條件義。而前述討論中也提及現代漢語中的「是」可以有表假設和表記因

的雙重理解，在跨語言證據中也有相關討論，這在部分甲骨文和金文中亦能找

到類似的例證。而我們的論證也恰好能為前 2.2 節各家對「隹」字紛陳觀點的

部分理解，如諸家均述及「隹」字有表因果的功能一說，作出一些客觀的解

釋。 

2.4 讓步功能的形成 

上面 2.3 節中，我們將甲金文中的「隹（或是叀）」的使用情形進行爬梳，

指出「隹（或是叀）」作為繫詞、焦點標記，有其強調、肯認的功能，當其置於

複句的前分句中，且又常居於句首，表達肯認所引領的事件，而其使成形式的

表達則會形成「就讓這個事件是如此好了」、「就讓這個條件滿足、成立」的意

思，即蒲氏所謂帶上使成詞頭*s-的「唯」作「讓它是……」之義，而自這種表

有立場的肯認進一步發展出讓步語義是很容易的，也為「雖」乃是源自使讓義

「隹」的說法找到證據；而又根據甲金文材料本質的不同，我們發現「隹」所

肯認的條件得以有非實然或實然事況二種，也為早期傳世文獻中「雖」能夠兼

表虛讓、實讓兩種功能提供發展依據。本節則以早期傳世文獻中「雖」的語料

使用情形，反證我們前述甲金文中的相關論點，是否能與傳世文獻的語言現象

相合，並進一步論述「雖」字讓步功能的形成發展。 

首先，「雖」字在出土文獻中確切被刻錄使用，乃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的銘

文，而且也僅只見少數幾例，見下例(56)-(60)：  

(56) 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睿尃明刑，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協龢萬

民。（秦公鎛） 

(57) 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剌剌 ，萬民是敕。（秦公簋） 

(58) 余雖今小子，敢帥型先王，秉德 ，燮萬邦。（晉公盆） 

(59) 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凡興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王

符，乃敢行之。燔燧事，雖毋會符，行也。（新郪虎符） 

(60) 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興士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會君

符，乃敢行之。燔之事，雖毋會符，行也。（杜虎符） 

早期「雖」表讓步功能的使用有表虛讓的縱予和表實讓的容認之別，前者以承

認假設命題事件後作出讓步，後者則以承認既定事實後作出讓步，兩者之間實

可就所承認之條件命題本質實然與否來作斷定。上引這些語例重複性看來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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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例(56)-(58)都是表實讓的容認功能，例(56)說的是「我雖然是年輕人」，指

出「我現在是個年輕人」這個既定事實，且肯認這個事實，說明在如此條件

下，即在此實然事實得以成立的條件下，後分句轉出說我這個年輕人還是會

「秉持光明德行，保有睿智典型，虔敬祭祀，以承繼福分」之違反預期的論

述，從此例中能見得早期繫詞「隹」肯認功能的展現，又使讓義在此肯認義之

上凸顯的預設立場，不過與在甲金文中用例所未見的是，其後分句有明顯的語

義落差，也就是悖反前分句的既定預設，因此翻出轉折義，而後分句的轉折義

形成致使前分句的讓步義被凸顯，前分句從具使讓意味的肯認就發展成讓步義

了，例(57)、(58)亦然。又我們在此二例中，能仍見得讓步連詞「雖」固然已經

表現出讓步功能，但在譯解的過程中，還是需要將繫詞義「是」翻譯出來才較

為通順，由此可見，該處的「雖」確實仍保有原始繫詞身分的語義，兩者間的

密切關係也可自此窺見一二。 

而例(59)-(60)乃是作表虛讓的縱予功能，內容記錄調動兵符的原則規定，說

的是「遇上火災，即使（是）沒有兵符，也能夠調動兵卒」，指出「沒有兵

符」這個虛擬事況，言及肯認該假設條件後，說明在這個假設條件成立之下，

進而轉出說沒有兵符也可以調動兵卒之違反預期論述。而此例的「雖」表虛讓

的縱予功能發展的過程，原則上與上述表實讓的容認功能形成相仿，前分句原

本都是使讓的肯認假設條件，不過後分句中的結論與前分句間產生悖反既定預

設的狀況，而導致後分句有轉折義形成，也正因後分句的轉折語義而讓前分句

原始的有立場的肯認，得以進一步發展出讓步義，因為前分句有讓步，後分句

必見轉折，讓轉複句的基本形式也由是確立。 

從上述討論中，我們能夠觀察到上古時期「隹」與「雖」間的相通性，且

確實可能存在語義演變關係，只是上引銘文的時代已晚至春秋戰國，然而早在

傳世文獻《尚書》和《詩經》中，業已見得用如「雖」字的語例，我們以下將

就此二書中年代較早的「雖」字語例，作為延續甲金文時代「隹」的討論，也

能為從出土文獻的甲金文至傳世文獻的空缺過渡提供較為完整的論述。《尚

書》中被認為是西周初年文獻者為〈周書〉中的十三篇53，其中使用「雖」字

的語例有二：  

(61)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尚書‧召誥》） 

                                                      
53 據程元敏(2008:136)引屈萬里之言指出〈周書〉中的十三篇習稱「周誥」者，是為西周初年

的真實文獻，即〈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

奭〉、〈多方〉、〈立政〉、〈顧命〉（合〈康王之誥〉）等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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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

不在王室。群公既皆聽命，相楫，趨出。（《尚書‧顧命》） 

例(61)的「有王雖小」的「有」相當於詞頭，故「有王雖小」可理解為「雖

（有）王小」，而其語義應是關涉到前面的「今沖子嗣」，指「雖然王年紀小」，

肯認年紀「小」這個實然事實，而與後分句申說主張「元子哉」，而後分句違反

前分句的預期，後分句產生轉折義，而根據前述討論，前分句的「雖」應為早

期甲金文中使讓義的「隹」，後分句的轉折義讓前分句從使讓義的肯認進一步能

夠發展出讓步義，而該例為表實然事件的讓步，因此為表實讓的容認功能。而

例(62)的「爾身在外」也是一個實然事件，指分封在外，與後分句的「乃心罔

不在王室」也具有悖反預期的語義關係，因此後分句翻出轉折義，而前分句的

肯認「爾身在外」則進一步有表實讓的容認義產生。 

另外，檢視今文《尚書》中使用「雖」字的語例甚少，共有四例，餘二例

時代較晚54，分別如下： 

(63)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尚書‧呂刑》） 

(64)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尚書‧洪範》） 

此二例皆為表虛讓的縱予義，例(63)中的「畏」、「休」和例(70)的「錫之福」均

指非實然的事件，而「雖」自上古時期繫詞帶有使讓義的「隹」發展而來，因

此表達肯認假設條件「畏」、「休」和「錫之福」的成立，且因為使讓義的顯露

故有「就讓這些假設條件成立、滿足」的意思，而後分句的結論則佚出前分句

預期，故有轉出句義形成轉折語義的情形，進而使前分句的「讓假設條件成

立」之義便據以產生讓步語義，例(64)便表「即使（是）遇上可怕的事（但

也）不要害怕，即使（是）遇上可喜的事（但也）不要喜悅」，例(70)則表「你

即使（是）賜與他幸福，（但）他的行為會使你受到罪過」。 

                                                      
54 據程元敏(2008:135-139)考察所示，〈呂刑〉應是周穆王時期之書，時代較接近西周中期，而

〈洪範〉則著成更晚至於戰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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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在《詩經》中的「雖」字全都出現在西周中期之後的篇章中，不過

在較為早期的篇章內55，也有看到繫詞「維」的使用56，與表讓步功能的「雖」

頗為相似的語例57，見下例： 

(65)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詩經‧周頌‧閔予小

子》） 

(66)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詩經‧周頌‧訪

落》） 

(67)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詩經‧周頌‧敬

之》） 

例(65)-(67)均作「維予小子」的形式，譯為「是我這個年輕人」，然句義應同

於「予維小子」作「我是個年輕人」，「維」仍不失其判斷、強調、肯認的繫

詞功能，不過這邊都用於句首，當可視為焦點標記，成分中的「予小子」指涉

說話者目前的身分，為一實然事件，「維」表肯認此一客觀事實，且可能也是

帶有使讓意味的，而在指陳「予小子」的同時其實既已暗示著有不會「夙夜敬

止」的預設，卻在後分句轉折出「予小子」會「夙夜敬止」，因此才會讓前分句

的「維」產生讓步語義的理解。又，這些可發展出讓步義的「維」，正與甲骨文

中的「隹」一樣，都是得居於前分句中，同樣表使動義的肯認，故更可斷定

「隹」與讓步連詞「雖」間是具有演變關係的。另外，這種現象在今文《尚

書》中也有類似用例，就如同前例(4)，下列這些「惟」字句的使用，也可與

《詩經》中的「維予小子」相應，作為上古「隹」字在傳世文獻中能通作

「雖」的用例： 

(68)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尚書‧大誥》）58 

(69) 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尚書‧大誥》）59 

(70)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55 據屈萬里(1983b)指出三百篇的時代就文辭來看，以〈周頌〉為最早，大都是西周初年的作品；

〈大雅〉有幾篇像是西周初年之作，大部分都是西周中葉後的產物；〈小雅〉多半是西周中葉以

後的詩，有少數是作於東周初年；〈國風〉中早的約作於西周晚年，晚的已至春秋中葉以後；〈魯

頌〉則全作於魯僖公時，〈商頌〉最晚的也作於此時。 
56 謝紀鋒(1984)說明《詩經》中的「維」字絕大部分皆作「是」理解，此與我們討論之上古前

期的繫詞「隹」應是字形演化的關係。 
57 前例(5)中，過去學者也將「維」訓為「雖」可與此互見。 
58 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雖，推拓之詞也。字又或作惟」舉此例，並言「予惟小子皆即於

雖小子」。 
59 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雖，推拓之詞也。字又或作惟」舉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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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康誥》）
60
 

(71)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尚書‧康誥》）61 

(72) 已！汝惟沖子，惟終。（《尚書‧洛誥》）62 

從上引諸例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在《詩經》相對較早文獻的「維」兼有繫詞與

讓步功能詞性質的詮釋空間，為我們提供西周初期「隹（維）」與「雖」字之間

確有密切相涉，也可能具有演變關聯。 

以下我們將分析《詩經》中在西周中晚期文獻真切出現的「雖」字語例，

其中三例可以清晰見得仍保有繫詞功能的使用，見下例： 

(73)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經‧大雅‧文王》）

63 

(74)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

民有言，詢於芻蕘。（《詩經‧大雅‧板》） 

(75) 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詩經‧大雅‧民勞》） 

例(73)-(75)三例皆為「雖」字居於主語和名詞性謂語成分之間，似與繫詞功能

一致，卻作為表讓步的「雖」，在語譯上可作「雖然是」，繫詞的「是」義仍能

補出，由此更可推知「雖」和繫詞「隹（惟、維、唯）」間應是具有關聯性，甚

至是演變關係的。例(73)原應解作繫詞義理解為「周是歷史悠久的邦國，新近

才獲得天命」64，而「舊邦」指涉實然事況，表判斷義的「是」自有其肯認

「舊邦」的功能所在，而其來源也應是使讓義的繫詞「隹」，在肯認「舊邦」這

個實然條件的同時，表達「就讓它是舊邦吧」、「就讓舊邦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之義，但複句中前分句的「舊邦」與後分句「其命維新」間實具有對比相違

性，在前後分句的邏輯事理上因而產生轉折意味，故前分句中便會凸出讓步語

義，形成表實讓的容認功能，以表後分句的轉出句義，整句則可理解為「周雖

然是歷史悠久的邦國，（但是）新近才獲得天命」。例(74)、(75)也都是由肯認一

個實然條件「異事」和「小子」而來，而這也和現代漢語之繫詞「是」發展出

                                                      
60 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雖，推拓之詞也。字又或作惟」舉此例，並言「汝惟小子皆即汝

雖小子，與《詩‧民勞》篇『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文例同」。 
61 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雖，推拓之詞也。字又或作惟」舉此例，並言「汝惟小子皆即汝

雖小子，與《詩‧民勞》篇『戎雖小子，而式弘大』文例同」。 
62 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雖，推拓之詞也。字又或作惟」舉此例，並言「下惟字訓是」。 
63 屈萬里(1983b:452)認為該詩為周初之詩，故此例當可作為與前引「維」字兼有「雖」之功能

相關論述的對證，反映西周初年的語料樣態。 
64 屈萬里(1983b:452)指自太王以來國於周，故曰「舊邦」；周人受命代殷，故云「其命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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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步義相類，此二例都能以「是」義解讀：例(74)可作「我是與你擔任相異的

職務，（但）也和你還是同事」、例(75)可作「我是年輕人，（但）我也會發揮弘

大作用的」，而因為後分句皆與前分句的語義有落差，違反既定預設，故翻出轉

折語義，前分句的「是」從表肯認義逕自發展具有讓步義。 

在《詩經》西周中晚期語料中的「雖」字，又能夠發現其常與「有」、

「無」之詞連用，「雖」也多半保有繫詞前身的痕跡，其後所引領的事件皆為實

然命題，而與後分句的結論間具有逆反性，因此後分句產生轉折義，進而使前

分句的讓步語義凸顯出來，肯認的功能得以發展出讓步功能之容認義，見下

例： 

(76)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

燕且喜。（《詩經‧小雅‧車舝》） 

(77)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詩經‧小雅‧車舝》） 

(78) 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

是莫聽，大命以傾。（《詩經‧大雅‧蕩》）65 

(79)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

無淪胥以敗。（《詩經‧小雅‧小旻》） 

(80)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詩經‧小雅‧常

棣》） 

(81) 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詩經‧小雅‧采菽》） 

例(76)-(81)與前例(75)相似，都是「雖……，式……」的形式，丁樹森

(1936:489-490)揭示《詩經》中的「式」字有時與「雖」字相承，「式」在《詩

經》中多為勸令之詞，可作情態詞「應」、「當」、「會」解，後分句也因與前分

句的預設相違背而具備轉折義，故我們以為《詩經》中的「雖……，式……」

結構應可翻譯作「雖然是……，（但）也應當……」。例(78)「匪上帝不時，殷

不用舊」與「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兩段句式，恰形成否定詞「匪」和讓步

詞「雖」的對舉形式，而「雖」前身原又為繫詞「維（表是義）」，因此理解作

「不是上帝不善，而是殷商沒有使用先王舊章。是沒有老臣，也還有典章法

度」，後面再引「曾是莫聽」述說對此二句「不是……；是……」的命題皆未聽

從，所以「大命以傾」。其中「無老成人」指陳一個否定命題，跟後分句的「有

                                                      
65 屈萬里(1983b:512)言此詩疑為周初之詩。 

 



第二章 讓步連詞「雖」的來源 

 

39 

 

典刑」產生對比作用，又「尚」字表比況義，在語用上暗指前提儘管非真，仍

會有同樣的結果，而這個後分句的結果恰與前分句的既定預設相違，因此後分

句產生轉折義，前分句也據以由原本的肯認「是」發展出讓步義。例(79) 中

「雖」和否定詞「靡」連用，「國雖靡止」、「民雖靡膴」66猶可見得焦點標記

「是」居於句中謂語前表強調的痕跡，說的是「國家是不安定」、「人民是不眾

多」，而與後分句「或聖或否」、「或哲或謀，或肅或艾」67指在肯認國家「不安

定」、人民「不眾多」的條件下，轉折出還是有這些明哲、聰謀之士的句義，而

後分句完備轉折義而使前分句得以產生讓步語義。 

另外，《詩經》中還有些其他西周中晚期，甚至之後的語例68，不過發展方

向大致都與前述討論相當69，也就不另作表述。然在西周晚期至東周時期的語

例中，我們發現有大量的「雖則」連用形式，如下： 

(82)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詩經‧周南‧汝墳》 

(83)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詩經‧衛風‧芄蘭》） 

(84)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66 屈萬里(1983b:368)注止，定也；膴，厚也，謂眾多也。 
67 屈萬里(1983b:368)注艾，通乂，治理也。 
68 除正文中討論的語例之外，餘有二條羅列如下： 

a.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詩經‧小雅‧

正月》） 

b.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詩經‧大雅‧桑

柔》） 

c.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詩經‧

召南‧行露》 

d.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詩經‧

召南‧行露》 

例 a.中屈萬里(1983b:356)言「潛雖伏矣」猶云「雖潛伏矣」，為倒裝結果，說明就算「潛

伏」，但也昭顯易見。 

例 b.中「雖曰匪予，既作爾歌」，屈萬里(1983b:526)述此二句言汝雖推諉曰：「此禍亂非由於

予」而我已為爾作此歌矣，此處「匪予」應是呼應前段「涼曰不可，覆背善詈」，且屈萬里

(1983b:522)認為該詩作於東周之初，我們以為此「雖曰」形式，應是沿襲西周之初即有的用

法，如金文中的「隹王曰：嗣，在九月」（陶觥）和今文《尚書》中「惟曰」等，語用上再進一

步發展而來的。 

例 c.和 d.二則皆為〈國風〉中的〈召南〉之例，屈萬里(1983b:21)指出〈召南〉中的作品應

為西周晚年甚至東周初年之作，不過從詩句鋪敘一連串疑問句，「速我獄」和「速我訟」居於疑

問句內，因此並不屬於陳述實然事況，進而開展出縱予義也是相當合理。 
69 不過我們遍查《詩經》用例「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詩經‧大雅‧抑》）可

能是《詩經》中唯一使用「雖」字，卻未具有讓步功能的誤寫之例，過去學者引「自時厥後立

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尚書‧無逸》）為證，

說明「女雖湛樂從」應同於「惟耽樂之從」，我們認同此說，「湛樂從」確實無從有理解出讓步

之語用空間，而「惟」應作焦點標記解釋，強調「耽樂」之受事賓語，且因為凸顯該成分，容

易引伸出限定義，故多數學者皆以限定副詞理解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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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衛風‧芄蘭》） 

(85)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詩經‧鄭風‧出其東門》） 

(86)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詩經‧鄭風‧出其東門》） 

(87) 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詩經‧小雅‧鴻鴈》） 

(88)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有捄天畢，載施之行。（《詩經‧小雅‧大東》 

從使用的頻率來看，似乎「雖則」已然有詞彙化的傾向，不過我們認為「雖

則」連用的情形應是近義詞的連用，「則」和「即」間有密切的關聯性70，又

「即」本身就能作準繫詞使用，而「雖」的前身也同為繫詞，故「雖」和

「則」兩詞都能表「是」義，兩者因語義相近而習於連用也是相當合理。從例

(82)-(86)中我們見得在「雖則……」句之前，能夠尋得諸如「如燬」、「佩觿」、

「佩韘」、「佩韘」、「如雲」、「如荼」等相同的成分，此現象類似於前述討論甲

骨卜辭中例(36)的用法，在前段句義中已提過相同事件成分之後，復重提該相

同事件，隱性的使讓義會較為凸顯，此處的「雖則」基本上可譯為「雖是」，

「雖」讓步功能的形成原自使讓形式的繫詞，其肯認的功能加上使讓義，表達

就讓該條件成立之下，而後分句又具有轉折義，因而使前分句得以進一步發展

出讓步義，「雖」於焉產生，而在「雖」形成後原本的繫詞義已被吸納入「雖」

字中，但從前述討論中可以得見「雖」在使用時，仍保有繫詞的痕跡，故其與

同表繫詞義的「則」共現連用，為讓步連詞「雖」之候補出繫詞「是」的語義

也未見累贅，反而相輔相成，因此我們推度「雖則」得以形成連用的過程，應

當是經歷如下的發展： 

階段一：A，B。讓它是 B，C。（前分句肯認的使讓義成立） 

階段二：讓它是 B，（但）C。（後分句與前分句間預設相違，產生轉折義） 

階段三：雖（是）B，（但）C。（前分句有立場的肯認發展出讓步義） 

                                                      
70 盧以緯著、王克仲集注《助語辭集注》補注「則」又與「即」同；袁仁林著、解惠全注《虛

字說》亦將「即」、「則」合釋，指其皆為「直承順接之辭」，由此可見「則」與「即」之密切關

係（應有音轉關係）。又，可參劉承慧(2008) 執行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先秦複句研

究》（NSC96-2411-H-007-027）之成果報告，其指出先秦「則」的語法化路徑應為「以……為法

則／取法（動詞）＞推斷標記（連詞）＞關聯性標記（連詞／繫詞）＞強調標記（繫詞）」，也

指出先秦「則」具有繫詞性的相關功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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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四：雖＋則（是）B，（但）C。（「則」近義連用的添入） 

而例(87)雖然未見得前段有相同的事件成分，不過「劬勞」事實上就是關涉

前段「之子于垣，百堵皆作」的描述；至於例(88) 的「雖則七襄」詩句中看似

尋不著前段同指的成分，但此句之前章的末句即為「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

彼織女，終日七襄」71，此二例也和前述討論相同，從前段的同指事件成分

後，又重提該事件成分，其原始的隱性使讓語義則清晰的被凸顯出來，也替

「雖」的前身應為使讓形式的繫詞「隹（惟、維、唯）」尋得一個後續發展的證

據。 

據此所論，我們從甲金文中我們考察以為帶有隱性使讓義的「隹」應是發

展出讓步連詞「雖」的前身，從「隹」的肯認功能具有使讓義，表達「就讓實

然或者非實然的事件成立、滿足」之義，另外在傳世文獻中，我們更精確的發

現因為後分句轉折語義的形成，使得前分句中隱性的使讓肯認語義得以有產生

讓步語義的可能，而後用「雖」的字形來表達該讓步功能。所以我們推測讓步

連詞「雖」的形成發展，應當是經過以下的三個階段： 

階段一：讓它是 A，B。（使讓義繫詞的肯認功能） 

階段二：讓它是 A，（但）B。（後分句有轉折義） 

階段三：雖 A，（但）B。（前分句產生讓步義） 

除傳世文獻外，我們在西周中晚期出土文獻的銘文語例中，也發現一些

「隹」字能兼具判斷詞與讓步詞功能的使用，見下二例： 

(89) 汝有隹小子，余令汝死我家， 司我西偏東偏僕馭、百工、牧、臣妾，

董裁內外，毋敢不善。（師 簋）72 

(90) 王曰：有余隹小子，余亡 晝夜，經雝先王，用配皇天，簧黹朕心，施

于四方。（ 簋）73 

例(89)-(90)兩例與前引「予惟小子」、「維予小子」、「戎雖小子」等例相同，皆

從判斷詞表「是」義的「隹」其本有的肯認功能發展而來，肯認這個實然事

實，而原始應含有隱性的使讓義即表「就讓這個實然事實是這樣吧」，而此繫詞

                                                      
71 屈萬里(1983b:391)引鄭箋：「襄，駕也」，復引朱熹《詩集傳》：「駕，謂更其肆也。蓋天有十

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

七次也」，因此「七襄」當指七次移位，歷七個時辰。 
72 該例為管燮初(1981)認為唯一具有讓步連詞的句例。 
73 趙誠(2011)也將該例列為表讓步連詞的句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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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隹」的所在句與後分句間實存有語義落差，後分句悖反前分句的既定預期，

因此翻出轉折義，故前分句的繫詞「隹」得以發展出讓步語義，例(89)的「你

是個年輕人……」和例(90)的「我是個年輕人……」分別便能解讀作「你雖然

是個年輕人，但我命令你主持王家，管理兩偏下屬人員……」、「我雖然是個年

輕人，但我不分晝夜，維護先王政德……」，其中繫詞的「是」義還是需要補

出，方更為妥順。然而至此，從這二例中，我們也有另一種推測，即上古繫詞

「隹」是否有可能逕自僅憑句子間的關係發展出讓步的表達，而不必然一定要

有使讓前綴*s-的帶動？儘管我們前述討論多自使讓義的繫詞出發開展讓步義的

形成，我們從早期語料上雖然未找得相應證據，但從語源上也證實此說有其合

理性，不過如前例(65)-(76)中，在《詩經》、《尚書》的「維」、「惟」字語例的

使用上，也許從繫詞本身便可自複句間的語境中發展出讓步義，又如我們所舉

現代漢語之例「他是聰明，可也不是所有書都讀過」中的繫詞「是」也是不具

使讓義，而是由小句間的關係造成讓步義的產生，因此我們也無法排除此說的

可能性，故而例(89)-(90)二例也可從這方面來解讀，另外西周後的出土文獻中

也不乏「隹」字當解讀為讓步詞「雖」的用例，見下74： 

(91) 隹世不識，必或知之。（《上博楚簡二‧從政甲》） 

(92) 臣隹欲試，或不得見公。（《上博楚簡五‧鮑叔牙與隰朋之諫》） 

(93) 隹勇力聞於邦，不如材。（《郭店楚簡‧語叢四》） 

(94) 人隹曰不利，吾弗信之矣。（《郭店楚簡‧緇衣》） 

上引四例，和例(89)-(90)一樣，是較為明顯用作「隹」字當解作讓步義的語

例，這些語例雖然時代較晚，不過與傳世文獻中諸多作「惟、維、唯」字卻可

訓為讓步義「雖」的用例一致，一方面可以作為證明「雖」和繫詞「隹（惟、

維、唯）」間有密切關係外，另一方面或許也是能提供繫詞「隹（惟、維、

唯）」逕自發展為讓步連詞「雖」的直接證據。然不管如何，我們認為無論是帶

有使讓意味或者是由句子間語境導致而逕自發展而成，讓步連詞「雖」之來源

是繫詞「隹（惟、維、唯）」應當是不誤。 

 綜上所論，自周代的傳世文獻或是出土文獻，我們實能發現繫詞「隹

（惟、維、唯）」和讓步連詞「雖」之間存在著演變關係，西周初期「雖」字固

然在今文《尚書》中出現，但仍屬罕見，不過今文《尚書》和《詩經》中也可

見得繫詞「惟」、「維」已有逐漸向讓步詞「雖」靠攏發展的傾向，至於西周中

晚期《詩經》中開始增量使用「雖」字，且今文《尚書》中的語例也相對成

                                                      
74 例(91)-(94)轉引自張玉金(2016:133-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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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銘文中此時也有見得「隹」、「雖」於語義詮釋上互涉的情形，東周時期之

後則能頻繁、慣性地見到讓步連詞「雖」字的使用，故我們推論「雖」的字形

當是在西周初期分化出，已和表示與判斷、強調的繫詞「隹（惟、唯、維）」正

式分流書寫，以表達不同語義，不過從「隹（惟、唯、維）」和「雖」仍有相混

情形判斷，應是在西周中晚期，甚至東周之後才逐漸習慣並確立「雖」字作為

表讓步功能的關聯詞。又，白川靜(2016:77-78)從文字學角度指出「雖」字字形

的創立，應是由表鳥占來肯定和承認的某事的「唯」字，下附有「虫」而來，

而「虫」表示放在祭祀之器中具有邪靈之蠱蟲，表達附上停止條件、以示保留

的意思，而此原始宗教性的解讀實與我們認為「雖」由肯認性質發展形成，且

是有條件的肯認，後得以產生讓步義相仿，讓步手段也是在語用上表達某種立

場保留，故此論當可聊備一說。 

雖然我們認為「雖」的讓步功能乃由繫詞肯認義的使讓意味發展而來，不

過我們也不排除其由繫詞逕自發展而來的可能性，然而主要讓步語義的產生乃

是由後分句的轉折義才凸出前分句的讓步義，也就是說讓步義是在語境使然下

才完具，因此我們認為由語境吸納的角度或許也能解釋「雖」字讓步句的形

成，一如前引論述中所提及的觀點。在前述討論中，甲金文的「隹」有發展出

條件義的可能，符合跨語言證據中的「繫詞＞條件義」的語義演變路徑，因此

在表條件義的複句中，前後分句之間實具有轉折的邏輯關係，因著語用環境的

催化，前分句的語境便能順勢產生讓步義，然後使原本承載條件義的前分句啟

動演變機制，有機會吸納語境中讓步義，假設條件義吸納語境中讓步義作縱予

義75，而釋因條件義吸納語境中的讓步義則有可能形成容認義76，首先我們先來

看縱予義的形成，我們以前例(63)「雖畏勿畏」來看，其中「畏」為非實然事

件，因此「雖」的繫詞前身能夠理解出「如果是遇上可怕的事，（也）不要害

怕」的假設條件句，然而後分句與前分句間的既定預設相違背，故後分句產生

轉折義，前分句的語境進一步產生讓步語義，因此原本的肯認假設條件的「如

果是」得以吸納語境中的讓步義，發展出縱予義「即使是」。早期的甲骨卜辭

中，部分的「隹」字句也都能作假設條件關係解讀，這些語例中的「隹」也多

能理解出讓步義，而在假設句中的讓步，事實上也就是縱予義。  

如上由條件義發展出讓步義的演變途徑，實可從跨語言的證據中尋得佐

                                                      
75 縱予句，本就是「假設的讓步」，因此從假設條件句吸納語境中的讓步義，是很容易發展成

縱予的語義功能的。 
76 張麗麗(2006)也指出「因果複句」和「容認複句（張文稱讓步複句）」的共通性在於皆指涉實

然事況，而差異性在於「因果複句」是符合常理的邏輯事理關係，而「容認複句」則具有逆反

常理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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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如 Haspelmath、König(1988)曾指出讓步功能形成的語義地圖，見下圖二： 

圖二 Haspelmath、König(1988)語義地圖 

 

又，王慧萍、潘秋平(2011)將跨語言連詞關係的發展，加入漢語連詞關係

所繪製而成的語義地圖，見下圖三： 

圖三 王慧萍、潘秋平(2011)語義地圖 

 

以上二圖可以讓我們從世界語言共性的發展脈絡來觀察，由圖一的跨語言

共性研究，我們可以發現讓步功能：「縱予（concessive conditional）、容認

（concessive）」可能來自多種句義關係，然而另再與圖二相互參照，可以更清

楚的指認出從「條件＞縱予＞容認」的發展脈絡77，其中「條件＞縱予」的發

                                                      
77 圖二 Haspelmath、König(1988)指出「conditional＞concessive conditional＞concessive」的演變

路徑，與圖三王慧萍、潘秋平(2011)所指「條件＞條件讓步＞讓步」一致，王、潘該文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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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我們上述論述的「假設條件＞縱予」相一致，而從後續「縱予＞容認」的

發展來看，一方面對游文福(2007)提出「雖」字乃是從「強調標記＞實讓標記

＞虛讓標記」的說法，提出駁正證據，游氏之論似與語言發展的共性相互違

背；另一方面來說，此語言發展共性正好也可以解釋何以現代漢語所存盡為容

認用法，原來是容認功能乃是此一語言發展的極致面貌，故而在現代漢語中仍

然廣泛使用而鮮少，甚至未用於縱予功能的疑惑，也得以迎刃而解78。另外，

我們也能見得讓步連詞「雖」發展出讓步義的條件，即後分句轉折義的產生原

因，便是如同圖二「承接＞出乎意料＞轉折」的語義轉移過程79，原先前分句

由繫詞傳達肯認事實，並據此承接，但後分句的結論卻與前分句間有語義落

差、違反預期，表達出乎意料的立場，因此後分句便得以發展出轉折義，前分

句才能有據以形成讓步語境的可能。 

不過在語料觀察中，我們似乎無法尋得「隹」據以發展出的釋因條件義，

用吸納讓步義而發展出容認義的證據，儘管 König (1991)、König & 

Siemund(2000)提出表因連詞（causal connective）可發展為讓步連詞

（concessive connective）80，徐朝紅(2017)指出漢語中也有從原因功能發展出讓

步功能的情形81，雖可見從跨語言與其他漢語例子的證據揭示出「釋因條件＞

容認」的語義演變路徑；又，Kortmann(1997)探究副詞性主從連詞時，指出所

謂 CCC 關係，即原因（CAUSE）、條件（COND）、讓步（CONC）間關係確實

密切，亦同樣見得「原因＞讓步」和前述「條件＞縱予＞容認」的語義演變途

                                                      
「條件讓步」或稱「讓步條件」，本文以「縱予」稱之；而其「讓步」一詞，本文以「容認」稱

之。 
78 從上述的「任由是＞縱予」和「假設條件＞縱予」的兩線發展可以看出早期「雖」字的縱予

義顯然較為主流，又席嘉(2010)亦指出讓步連詞「雖」在上古時期是兼用虛讓和實讓，但仍以

虛讓為主，在中古以後乃至近代，才漸以實讓為主。 
79 王慧萍、潘秋平(2011)圖三此處的原始參照乃是 Malchukov(2004)一文從跨語言角度觀察轉折

功能與其他連接功能關聯的研究結果。 
80 König (1991:201)以下圖指出表因句的外部否定常與讓步句的內部否定相等，並據此二元關係

歸整出因果和讓步之間的相對性和密切性，見下圖： 

 
81 徐朝紅(2017)以讓步連詞「既」、「唯」為例，認為此二詞的讓步功能源自原因功能，語義演

變機制是在一定語境條件下對否定範圍的重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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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見下圖四： 

圖四 Kortmann(1997)原因、條件、讓步的語義關係 

 

然而從語言現象的觀察，我們還是無法見得讓步連詞「雖」的容認功能是

由釋因條件義吸納讓步語境而來，雖「隹」可理解作「釋因條件義」，不過只在

金文中發現用例，這些用例也不能理解出讓步義，我們只是以此說明「隹」也

能夠有引領實然事況的使用，況且從因果句來解讀相對迂迴，不如我們以

「隹」逕自肯認實然事實發展來得順當。不過從語境吸納的角度也為我們提供

一個縱予義形成的合理解釋，並且從語義地圖中，也能尋得跨語言中讓步語義

有著「條件＞縱予＞容認」的發展態勢，從這些跨語言的研究之中，雖然不見

得完全符合漢語中「雖」的演變傾向，不過在甲骨卜辭中置於前分句的「隹」

字句大都可以有縱予義的理解，之後早期傳世文獻中的「雖」卻多為容認義的

使用，也大可呼應「縱予＞容認」先縱予後容認的發展脈絡。 

2.5 與漢語中其他讓步關聯詞來源的比較 

 從上面 2.4 節中的討論，我們認為讓步連詞「雖」當是源自上古繫詞「隹

（惟、維、唯）」進一步演變而來，而在漢語中讓步關聯詞本就少見，究竟讓步

連詞「雖」與漢語其他讓步關聯詞的來源形成有何異同，這是本節所要討論的

重心。根據過去文獻的研究，有張麗麗(2006)討論「饒」、「任」從任由類使役

動詞發展為讓步條件連詞、張麗麗(2009)探究縱予連詞「即」、「便」、「就」的

形成和張麗麗(2018)觀察近代漢語中的「盡」和「盡管」形成讓步關聯詞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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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化過程，此三文對漢語讓步關聯詞的著力最為深厚，且也大抵揭示漢語中常

見的主要讓步詞，故我們將以其研究成果作為本節的參照對象。 

 張麗麗(2006)說明歷史上「縱」、「饒」和「任」都曾進入從任由類使役動

詞發展為讓步條件連詞的虛化路徑，該文說明「饒」、「任」字句主要都是用於

先對比關係中，後再藉由隱喻機制引發語義演變，因「任由」義與讓步條件句

的「不予理會」義相近。而早期「饒」、「任」字句所表的讓步條件分句，其上

下分句中皆呈現鮮明的對比特性，此特性主要是指在形容某種情境時，得以強

化某項論斷的功能，由此可知該文所述縱予句的發展路徑，也和我們前述認為

由表任由義的「任它是」發展為縱予義相同，此論前 2.4 節也已談及，此不再

贅述。 

 而張麗麗(2009)指出「即」、「便」、「就」縱予連詞的功能都是由強調副詞

演變而來，其中「即」在上古兼含判斷動詞和強調副詞的語義功能，也能分化

成假設連詞和縱予連詞82，，此發展正與上古繫詞「隹（惟、維、唯）」相似，

據我們上述討論，「隹（惟、維、唯）」也同樣能夠引伸出假設條件義、縱予

義。另外，強調副詞「便」、「就」也能搭配判斷動詞「是」構成雙音連詞「便

是」、「就是」，然後據語境促使發展為縱予連詞，由此可見「便」、「就」本身具

有的強調特性，實能與性質接近之判斷詞「是」連用，並見得由判斷詞發展為

縱予功能詞的情形。最後指出強調副詞是用於標誌一個極端且逆反常理的情境

83，演變機制的啟動過成為：「即」、「便」、「就」字句首先列舉一個非實然、假

設的情境，並和下分句構成話題評論關係，由於上下句間的因果關係實是逆反

常理的，故而使「即」、「便」、「就」字句帶有讓步特性，正因「即」、「便」、

「就」本身意義抽象且位於句首，因此吸納語境中的縱予義便得以語法化為縱

予連詞。 

 最後，張麗麗(2018)認為表實讓的功能詞「盡」和「盡管」經歷不同的演

變過程，前者「盡」原作為「窮盡義動詞」使用，後常接狀態動詞，故使得義

義逐漸轉化，由述賓結構轉為狀中結構，形成「極其義副詞」，再據以擴展為

「確認語氣副詞」，最後因後接轉折句便有機會被重新理解為「讓步副詞」。「盡

                                                      
82 張麗麗(2009:112)觀察出「即」的歷史演變路徑中，「假設連詞」自「判斷動詞、強調副詞」

演變而來約在戰國前期已完成，而「縱予連詞」的形成則在戰國晚期，可見「縱予連詞」之形

成確實晚於「假設連詞」。 
83 張麗麗(2009:138-140)舉焦點助詞「even」為例，說明「even」標誌等級上的極端和逆反常態

因果關係的特性，雖然與文中強調副詞不太一致，但也有相近特質。若假設句帶上「even」則

會成為讓步假設句，就是縱予句，如「even if」的縱予特性便是由「even」賦予讓步特性，

「if」賦予假設特性而成，張麗麗(2009:131)中也提及在其他語言中縱予或容認（張文稱讓步）

的概念，多由焦點助詞或事實助詞搭配從屬連詞來共同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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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從「專一照管」義黏合成副詞後能表達「只顧義」或「放任義」，並從「只

管」的類推帶動「盡管」的語義演變，揭示出「盡管」基本上經歷「只顧義動

詞組＞只顧義副詞＞實讓副詞＞實讓連詞」的語法化過程，又自「管」經歷同

「只管」、「盡管」演變出實讓關聯詞的途徑，判定其中受語境推動的重要性。

又於結論揭示出讓步句功能詞的來源主要有二：如「盡」、「固」、「固然」、

「明」、「分明」、「明明」等，均源自「確認語氣副詞」，而「盡管」、「只管」、

「管」則源自「只顧義副詞」，「只顧」義還能傳達出說話者的姑且立場，其中

的僅只義，暗示有事物被忽略，確能印證讓步句具有姑且承認的本質。此外更

指出「盡」的演變中實存在所謂「語義間隙」的情況，「盡 V」被理解為「〔盡

∅〕V」，因著「∅」的語義間隙，「盡 V」得以依據上下文添入新概念，這有助

於「盡」的重新理解並推動其演變。 

 從上引關於漢語中其他讓步關聯詞之來源的敘述，我們發現「饒」、「任」

與「即」、「便」、「就」形成縱予義的功能詞都必須先置於前分句之句首，此和

「雖」發展時的句法條件相同。接著，「即」、「便」、「就」的考察可見強調詞發

展為縱予連詞的演變途徑，讓步連詞「雖」之來源為繫詞「隹（惟、維、

唯）」，繫詞本身即具有判斷、強調、肯認的功能，且能夠進一步虛化為焦點標

記，更能證明判斷詞中的聚焦特性，又根據 2.2 節中張玉金將「隹」歸論為語

氣副詞，便是注意到該詞的強調語氣，雖然若從張氏之說似可符合「即」、

「便」、「就」自強調副詞發展作縱予連詞的路徑，不過本文不認為「隹」為副

詞，因為「隹」前能受「不」、「勿」的否定，故將其理解為語氣副詞無從解釋

「隹」的否定形式，因此仍將其認定為繫詞。而源自確認語氣副詞與只顧義副

詞的讓步關聯詞，其來源實也可呼應此處所述「強調」的概念，「語氣」本就指

涉個人主觀心態上的認定84，而「確認」表示對某事件的強化肯認，「只顧」義

也有強調限定的意味，因此讓步的語義內涵應當是以「強調、肯認」為核心。

又「即」、「便」、「就」引領非實然事況和前後分句間具有逆反常理關係，並能

進而透過吸納語境形成縱予義，都和「雖」的讓步功能形成過程極其類似，因

此我們認為句法條件和形成語境對發展出讓步關聯詞都至為關鍵。以下表十三

乃是就漢語中其他讓步關聯詞與「雖」之來源及其形成的比較整理，見下表： 

 

                                                      
84 郭錫良(2005)認為語氣與說話人的心理狀態、情緒願望密切相關，是說話人對所說句子與現

實關係所持的態度，包括思想認識、意志願望、心理狀態、感情色彩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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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三 漢語中其他讓步關聯詞與「雖」之來源形成的比較 

讓步關聯詞 來源 
形成之 

讓步關係 
演變動因 

饒、任 

（縱） 
任由類使役動詞 縱予 隱喻 

即、便、就 強調副詞 縱予 

1.置於句首 

2.帶領虛擬事件 

3.逆反常理關係 

4.語境的吸納 

盡 

（固、固然、

明、分明、明

明） 

確認語氣副詞 容認 

1.語義間隙 

2.重新分析 

3.語境 

盡管 

（只管、管） 
只管義副詞 容認 

1.類推 

2.重新分析 

3.語境 

雖 
繫詞「隹」 

（肯認、強調義） 

縱予 

1.置於句首 

2.帶領虛擬事件 

3.逆反常理關係 

4.讓步語境產生 

容認 

1.置於句首 

2.帶領真實事件 

3.逆反常理關係 

4.讓步語境產生 

2.6 小結 

本章考察讓步連詞「雖」的來源，我們自上古通用繫詞「隹（惟、維、

唯）」與「雖」的密切相關性切入，認為二者應有演變關聯性，追索甲金文中

的語例證實繫詞「隹」在部分甲骨卜辭的理解上，我們發現似能夠解讀出隱而

未顯的使讓義，而此帶有使讓義的繫詞「隹」表達「就讓此事件成立」之義，

此與蒲氏說法認為「雖」乃可能是從帶有使動前綴的繫詞「*s-＋隹」的形式演

變而來相一致，只是未有貼切的讓轉用例足以證明，但我們從其他語言的語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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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證明，由使讓義的繫詞自有其合理性的發展可能；另外，我們也不排除由繫

詞逕自於複句關係間所產生的語境中發展出讓步義的可能。 

繫詞本就具有肯認的功能，有使讓意味的肯認義，隨著其所肯認事件實然

與否，且後分句與前分句間實存在著語義落差，後分句悖反前分句的既定預

設，故後分句翻出轉折義，前分句據以產生讓步語義，因而形成縱予義和容認

義的讓步功能，該結果推論又能照應傳世文獻中早期「雖」已兼用為縱予和容

認的實際使用情形，且也正因讓步連詞「雖」源自繫詞義，多置於前分句中，

故「雖」可居於句首或句中，早期傳世文獻的語例也多有「強調、肯認」的性

質，與繫詞「是」的功能多有重疊的痕跡。 

最後，繫詞本也能演化作條件連詞，在表假設或釋因條件連詞透過吸收讓

步語境的機制，也可能因而發展作讓步連詞。另外，這樣的語義演變途徑也能

自跨語言或其他漢語例子中見到近似的平行發展，足資作為本章討論結果之對

證。所以我們認為讓步連詞「雖」其來源當自上古繫詞「隹（惟、維、

唯）」，而發展路徑緣於語料的限制，我們僅能就可見之證據做論述，本文推

測讓步連詞「雖」，或許可由三種途徑演變而來，一是使讓義的繫詞；二是由

繫詞直接從語境上發展而來；三是循「繫詞＞條件」後吸收讓步語境而成，這

些都是我們無法排除之發展可能的假設。又，從西周時期的文獻可以證實早期

表讓步之「雖」儘管已完具功能的使用，且字形分化、語義分工業已完成，然

或許尚屬初始階段，故和「隹（惟、維、唯）」的使用仍有模糊未清的過渡時

期，此從往後學者常習以將二字互為訓解，且二字在語料分析上也確實互見共

存著兩者的性質特色，所以當可略知此二字的牽扯情形在此階段著實相當頻

繁，不過隨著讓步連詞「雖」的成熟使用，我們推測當至西周中晚期，晚迄東

周時期，也逐漸確立「雖」的讓步關聯詞的穩固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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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讓步連詞「雖」的歷史演變 

 在第二章中，我們大抵澄清讓步連詞「雖」的來源與形成，不過在上古漢

語中讓步連詞「雖」實已見得表虛讓的縱予及表實讓的容認功能共顯使用，然

而現代漢語中基本上僅存有表實讓的容認義，因此本章所欲梳理的部分在於歷

經上古至近現代的發展，讓步連詞「雖」自原本上古漢語中兼含表縱予和容認

二種讓步功能，是經過如何的句法內緣因素、抑或外部競逐關係導致在現代漢

語中規約為現存的容認義，這都是本章意欲解決的疑難之處。 

3.1 上古「雖」的使用情形 

早期辭書中業已指認出「雖」的讓步功能，如袁仁林《虛字說》中所言

「『雖』字乃宕開跌入之辭，極善銷納。惟其銷納，故可另折」；又馬建忠《馬

氏文通》中謂「雖」為「推拓連字者，所以推開上文而展拓他意也」，無論是

「宕開跌入之辭」或是「推拓連字」基本上都是就著「雖」字「姑且承認」的

讓步功能而言，也就是呂叔湘(1974/1992:437)所謂的「擒縱句法」，意指上句已

作勢，姑且承認某事，預為下句作出轉折，說明不因前事而不成立。而梅廣

(2019:111-115)也曾揭示出漢語的讓步複句的內涵，其說明「縱使」是假設，可

以把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認為事實，「容認」則是就事論事，沒有假

設意味；「縱使」的讓步是預設立場的讓步，其立場是結論無可懷疑，因此縱使

句語氣較強，而「容認」的讓步沒有對結論預設立場，乃是陳述一個轉折、與

其讓步相背離的結果85。要言之，我們認為讓步複句主要仍因著「姑且承認」、

「讓步」事實的實然與否來作區分，實可進一步分作縱予和容認之別，前者承

認非實然的事況，後者承認的是實然事況，其中關於條件性質實然與否的界

定，我們以為牽涉極端事件、反事實(counterfactuals)的表述，或是半事實

(semifactuals)情形86，都屬於非實然事況，其餘指涉客觀的現實則為實然事況，

見下例： 

(1)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

                                                      
85 梅廣(2019)另指出縱使與容認有時只是語氣之別，其舉《孟子‧滕文公上》：「當是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為例，言若譯為「他雖然想耕種，但可能

嗎？」是說大禹有耕種的想法，然如譯作「他就算想耕種，難道可能嗎？」則是說假使他有此

想法。 
86 梅廣(2019:112)指出所謂「半事實」是縱使句雖然有反事實假設為前提，但其結論不離事

實，如屈原〈離騷〉：「雖九死其猶未悔」，「九死」為反事實條件，也是個極端事件，但這句話

的意思是指在現實世界他不後悔，即「其猶未悔」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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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

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國語‧魯語上》） 

(2)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

至聖，不能更也。（《墨子‧辭過》） 

(3)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之〈臨〉三，曰：『師

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

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

也。不行謂之〈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

彘子屍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左傳‧宣公十二年》） 

例(1)的「賤」、「貴」屬於相對極端的描述，例(2)的「至聖」則亦屬極端事件，

因此皆為言說者主觀意識較強烈的認定條件，至於例(3)從文意中來理解也是言

說者主觀肯認的條件，在言說者心中該條件有凸出、例外於其他條件的性質，

此三者皆屬於縱予句的表現。 

 不過，關於縱予和容認的分判，我們主要是據讓步關聯詞「雖」所引領的

事件條件屬於實然與否，若為未發生之非實然事況的讓步則屬縱予，在現代漢

語中解作「即使」；若為已發生之實然事況的讓步則屬容認，在現代漢語中便解

作「雖然」。然而端就所引領之事況的實然與否作為縱予、容認的分判標準，實

也有分際難明之處，例如「雖然他感冒了，但還是來學校上課了」與「即使他

感冒了，但還是來學校上課了」，雖分用容認和縱予的關聯詞「雖然」、「即

使」，但是二句所引領之事件「他感冒了」卻皆為已發生事實，如此使用縱予連

詞「即使」句似乎無法單憑引領非實然事況來作區分，而我們的理解是，在事

件已發生後，使用「雖然」表達客觀實然事況的讓步不無問題，但若是以表縱

予義之連詞引領已發生的實然事況，事實上是將當下說話的時間點回返至過去

即該實然事況未發生前，仍是個非實然事況時的語境，所作出帶有言說主觀性

的斷定，如「你看！即使他感冒了，還是來上課了」背後隱藏的意涵為「在感

冒未發生前我就認為他會違背一般常理，會來上課，果然現在真的來上課了」，

與表容認的「雖然」不同，容認義作為引領已發生實然事況僅表達事實的讓

步，但此處的「即使」具有較強的主觀認定，語氣較容認義為強烈，雖然引領

的是已發生實然事況，但內部所蘊含的概念則同縱予義引領未發生的非實然事

況並無二致，只是言說語境的時間點不同，但所要強調、讓步相對主觀的概念

是相同的，因此我們仍主要以讓步詞所引領之事件的實然與否來作為辨明縱

予、容認的基本原則，以上所述可見下圖五、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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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一般性的縱予、容認義之分判 

 

圖六 縱予義引領已發生實然事況之解讀 

 

而根據前章的討論，讓步連詞「雖」在上古傳世文獻中已然呈現縱予和容

認共顯的情形，再者，從出現的句法位置來看，「雖」字當為成熟的連詞，見下

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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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傳‧宣公三年》） 

(5)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

弗敢違。（《左傳‧成公三年》） 

(6)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

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

也。（《左傳‧宣公十二年》） 

此三例的「雖」皆位於前分句，例(4)中「雖」出現的句法環境為主語出現之主

語後；例(5)中出現在主語未現之謂語前；例(6)則出現在主語出現之主語前，此

三種句法環境盡為讓步連詞「雖」常見的出現位置。又「雖」字引領讓步前分

句之後，其後分句多半會搭配關聯詞或是反詰問句來表達讓步句義87，可見讓

步連詞「雖」所標誌的讓步句式似有固化的句法脈絡可循，以下將先就上古漢

語中，讓步連詞「雖」字習見的使用情形作討論。 

3.1.1 「雖……，必……」 

 在上古中期以後的文獻中，讓步連詞「雖」後所搭配的關聯詞，以表必

然、必要性的情態詞「必」為最多88，在此句式中，其前都會有一前設命題，

後面再帶上標誌「雖」之讓轉複句，以下將「雖」所居處的讓步句標以[  ]a、

「必」所居處的轉折句標以[  ]b，見下諸例： 

(7)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

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a，[楚必救之]b，是齊、楚同我

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左傳‧成公元年》） 

(8)子囊曰：「……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

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a，[必將出師]b。」

（《左傳‧襄公九年》 

(9)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雖曰未學]a，[吾必謂之學矣]b。」（《論語‧學而》 

(10)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

                                                      
87 另可參周法高(1961/1993:236-240)和楊伯峻、何樂士(2001/2013:975-979)中已有臚列數種

「雖」字搭配關聯詞的句式敘述，本文亦已在第一章中略微述及。 
88 據巫雪如(2012:171)指出先秦的「必」主要可表達三種語義，分別是決然、斷然；必然性；

必要性，而各類情態也都是由此三者語義衍申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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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

其政刑。[雖大國]a，[必畏之矣]b。……」（《孟子‧公孫丑上》） 

(11) 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

於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為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

非，齊言行，不失豪釐，無他道焉，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

博]a[必謬]b；見之而不知，[雖識]a[必妄]b；知之而不行，[雖敦]a[必

困]b。（《荀子‧儒效》） 

(12) 賞偷則功臣墮其業，赦罰則姦臣易為非。是故誠有功，則[雖疏賤]a[必

賞]b；誠有過，則[雖近愛]a[必誅]b。（《韓非子‧主道》） 

(13) 上莫不致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

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則[雖孤獨鰥寡]a[必不加焉]b。

（《荀子‧王霸》） 

(14) 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

死亡]a，[道必不論矣]b。（《韓非子‧和氏》） 

上引諸例中，後分句的「必」都出現在謂語之前，經常表達說話者對命題必然

性、必要性的推度或判斷，前設命題與後分句[  ]b間存有條件關係，藉由前分

句「雖」所引領的讓步分句[  ]a姑且承認某條件命題，但言說者推定前設命題

並未受到[  ]a條件影響，再進一步使用「必」來傳達在此[  ]a條件命題之

下，結果仍為[  ]b，結論並未受到影響。我們認為讓步句式本就預設著後面將

有轉折出現，而在一個命題條件之下，結果本該如何，但最後卻不受到影響，

進而表達出說話者主觀的必然、必要性推定，因此在這樣的句法表現中情態詞

「必」很容易可以進入讓轉複句中，擔當讓步詞的搭配角色。 

如例(7)中在「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的前設

命題事實中，姑且承認一個假定的事實即「晉人伐齊」，那麼必然會發生「楚救

之」的結果。又例(8)中則是姑且承認「不及晉」這個實然事實，即前所謂「當

是時也，晉不可敵」的客觀事實分析，儘管如此還是「必將出師」，不影響原本

決定。例(10)-(14)也同樣是如此的表達模式。而在例(11)-(12)可以見得句段中連

用「雖……，必……」句式的情形，其中例(12)，甚至是之後的例(13)-(14)的

「雖……，必……」句式為處於上層複句關係的後分句內，緊接於承接詞

「則」後，自此可見該句式可謂更成熟的被使用著。另外，這種表達不受影響

的讓轉句式，其讓步連詞「雖」所居處的前分句[  ]a，通常都是引領一個言說

者認定相對極端的事件，為表讓步預設立場，然該事件以表虛讓的縱予功能為

常見，因為極端事件常是一個非實然的事實，也偶有表實讓的容認功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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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同樣將「雖」所居處的讓步句標以[  ]a、「必」所居處的轉折句標以

[  ]b，見下諸例： 

(15)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

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

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a，[必或繼之]b。」（《左傳‧哀公十五

年》） 

(16) 秦饑，公令河上輸之粟。虢射曰：「弗予賂地而予之糴，無損于怨而厚

于寇，不若勿予。」公曰：「然。」慶鄭曰：「不可。已賴其地，而又

愛其實，忘善而背德，[雖我]a，[必擊之]b。弗予，必擊我。」公曰：

「非鄭之所知也。」遂不予。（《國語‧晉語三》） 

(17) 子夏曰：「[雖小道]a，[必有可觀者焉]b；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

也。」（《論語‧子張》） 

(18)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

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斵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

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今有

璞玉於此，[雖萬鎰]a，[必使玉人彫琢之]b。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

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孟子‧梁惠王

下》） 

(19) 先祖當賢，後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a，[列從必尊]b，此以世舉賢

也。（《荀子‧君子》） 

(20) 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右司馬御座而與王隱曰：「有鳥

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飛不鳴，嘿然無聲，此為何名？」王曰：「三

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則。[雖無飛]a，[飛必沖

天]b；[雖無鳴]a，[鳴必驚人]b。子釋之，不穀知之矣。」（《韓非子‧

喻老》） 

(21) 趙王將相相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

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也。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

雖勝秦]a，[不敢制趙]b。若楚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之獘，可以得

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

燕地。（《史記‧陳涉世家》） 

(22) 驊騮、騹驥、纖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必前有銜轡之制，

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駛，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

質美而心辯知]a，[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b。得賢師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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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

行也。（《荀子‧性惡》） 

(23) 主道者，使人臣前言不復於後，後言不復於前，[事雖有功]a，[必伏其

罪]b，謂之任下。（《韓非子‧南面》） 

例(15)-(19)是很明顯的縱予句，除了例(16)中的「我」，必須依著前設命題「已

賴其地，而又愛其實，忘善而背德」來斷定，方能凸顯在此命題之下就是

「我」也「必擊之」，但「我」並未要「擊之」，只是藉由縱予功能表達無論如

何在前設命題之下，「必擊之」的結果不會受影響。又例(15)的「殺之」、例(17)

的「小道」、例(18)的「萬鎰」和例(19)的「行如桀紂」都是可以輕易辨識之言

說者主觀認定的極端事件，正因屬極端描述而不見得真實，甚至可能脫離現

實，也當視為非實然的事實，作為言說者為讓步所作的預設立場。 

至於例(20)-(21)處於對話體中，能清楚分判[  ]a姑且承認的讓步事件實然

與否，此二例應為容認句，例(20)在對話框架中連用兩個「雖……，必……」

句式，「無飛」和「無鳴」也分別對照「不飛不鳴」；而例(21)中「楚勝秦」一

事即是呼應前述對話中的「楚已誅秦」，可見該二例能在對話體中尋得讓步事件

的相關敘述，故當屬姑且承認實然事實的容認句。不過例(22)-(23)因為脫離對

話體，且又不若例(19)中的讓步事件可明晰推斷其本質上確為非真之極端事

件，因此該二例或有可理解為表實然之容認句的空間，不過因為後分句[  ]b中

帶有情態詞「必」，說明言說者主觀推定該結果之必然、必要性，且並不受讓步

條件的影響，所以也讓[  ]a的讓步事件可以有言說者主觀認知的極端事件的解

讀可能，如此可知，無論[  ]a所引領的讓步事件實然與否，只要是言說者主觀

認定該讓步事件為相對極端的事實，便可進入該句式之中，但若脫離對話體以

致難以推判條件實然與否，依據文意來看，雖似兩解皆通，不過仍以表虛讓的

縱予功能為常見。 

3.1.2 「雖……，亦……」 

 讓步連詞「雖」在上古傳世文獻中，也時常搭配類同副詞「亦」一起出

現，而「亦」只出現在謂語之前，「雖……，亦……」的句式中，通常前面也會

有個前設命題，再藉由「雖」所引領的讓步前分句表達姑且承認的作用，最後

以「亦」作出進一步的類同性，甚至有遞進的意味，與 3.1.1節帶有「必」的必

然、必要性推定有些微不同。以下將「雖」所居處的讓步句標以[  ]c、「亦」

所居處的轉折句標以[  ]d，見下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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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

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

曰：「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

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c，[亦不可得矣]d。……」（《孟

子‧滕文公下》） 

(25)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對曰：

「使騶盡粟以食，雖無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其實少，[雖無

臞]c，[亦不可得也]d。主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26) 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

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

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

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c，[亦不知為齊計矣]d。如是，則天下事皆可

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史記‧淮陰侯列傳》） 

(27)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對曰：「……敢請執事，將何以命之？

[雖君之有魯喪]c，[亦敝邑之憂也]d。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

也，敢憚勤勞？」（《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28)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

「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

用而鹿不為人用也。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

衛，[雖辯智]c，[亦不為寡人用]d，吾是以不相也。」（《韓非子‧外儲

說右上》） 

(29) 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然則[雖尊襄王]c，[桓公亦

定霸矣]d。（《戰國策‧韓策三》） 

(30) 燕故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已立王，趙又已立王。[燕雖小]c，[亦萬

乘之國也]d，願將軍立為燕王。」（《史記‧陳涉世家》） 

(31) 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廣施，貧則用節。可貴可賤

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

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埶]c，[亦取象於是矣]d。（《荀子‧仲尼》） 

(32) 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

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c，[亦勿怪矣]d。（《韓非子‧五蠹》） 

(33)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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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

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c，[亦無悔焉]d。」（《左傳‧

隱公三年》） 

(34)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c，[亦將不與之

遺]d。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莊子‧

德充符》） 

例(24)-(26)為縱予句，在「雖」所引領的讓步分句[  ]c前都有一個前設命題，

例(24)中指在「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的前設命題下，姑且承認一個極端事

件「日撻而求其楚」，且該事件未必是實然事實，說明在此讓步條件之下，同樣

會有「不可得矣」的結果，副詞「亦」表類同，也有表結果不變的意味，而表

現此類同關係的對比基準，乃在該句段之前，有一樣的讓轉複句「一齊人傅

之，眾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的表述。而「亦」表結果不

變則在複句關係中表現出來，受讓步分句[  ]c條件影響而仍然產生[  ]d的結

果，本就有結論不受影響之義，因此在[  ]d中添入「亦」正為合適，甚至有更

為遞進的語氣。例(25)中同樣也可見得對比狀況，不過使用「亦」為[  ]d後分

句者，也不見得在行文中出現對比狀況，如例(26)。 

例(27)-(30)屬容認句，這些例子中的讓步分句[  ]c所引領的事件，多半可

以在脈絡中尋得該讓步事件確為真實事實的證據，如例(27)的「我喪」、例(29)

的「昔齊桓公九合諸侯，未嘗不以周襄王之命」，而例(28)的如耳「辯智」也可

從「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建議衛嗣公命其為相推知，例(30)

則可自事件的性質內容來斷定，該例也可見得讓步連詞「雖」作為繫詞（或焦

點標記）「惟」的前身表強調的功能，強調肯認「燕國是小」，後句轉出「（但）

也是萬乘之國」說明燕國確實是小國，不過在姑且承認這個實然事實之下，也

不影響燕國仍為萬乘之國的結論，且也將「燕國是小國」、「也是萬乘之國」的

對比性呈顯出來，足見「亦」同表類同、結論不變的功能是相當容易進入讓轉

複句使用的。 

例(31)-(32)脫離對話體的敘述框架，且事件的性質內容模糊，關於讓步分

句[  ]c所引領的事件實然與否則不易判讀，讓步連詞「雖」本就有強調的作

用，後面帶上極端事件實屬常見，一般事件通常也有一個主觀的既定立場，所

以實然與否誠難斷定，如例(31)的「在貧窮徒處之埶」和例(32)的「海內有破亡

之國、削滅之朝」或可視為實然事實來表達認同，然而也可以當作假設事件來

推論，不過從語體的性質來看，理解為作假設事件或許比較妥適，以其作為論

辯行文上的舉例，以增加說服力，況且「在貧窮徒處之埶」和「海內有破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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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削滅之朝」在言說者的主觀認定上應也屬個人肯認的極端事件，因此理解

為縱予句應該相對適切。 

另外，我們還觀察到顯而易判的縱予句例子，即例(33)-(34)。例(33)、(34)

中「雖」所引領的讓步條件「寡人死」、「天地覆墜」，和前面所述讓步的事件性

質不太一樣，此二例明確引領著違反現實的極端事件，不過都應該理解為縱予

句，只是例(33)-(34)的縱予義比較凸顯，其餘前引的例子縱予義相對趨弱，而

容認義的例子則僅仰賴由「雖」字來標誌，所流露的言說者主觀單向的認定意

味而已。 

 「雖……，亦……」的句式，也有「雖＋名詞組」，然後帶上有「亦」字的

讓轉複句，這樣的形式前面亦常見前設命題，且多半為縱予句，能理解為「就

是……，也……」，類似前例(10)、(13)、(16)、(17)等。以下將「雖＋名詞組」

所居處的讓步句標以[  ]c、「亦」所居處的轉折句標以[  ]d，見下諸例： 

(35) 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

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

氏。……」叔向曰：「然。[雖吾公室]c，[今亦季世也]d。戎馬不駕，

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左傳‧昭公三年》） 

(36) 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戒懼矣。高位寔疾顛，厚

味寔臘毒。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

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c，[亦將與

焉]d。（《國語‧周語下》） 

(37) 周若無咎，萇弘必為戮。[雖晉魏子]c，[亦將及焉]d。若得天福，其當

身乎？若劉氏，則必子孫實有禍。（《國語‧周語下》） 

(38) 韓恐，使陽城君入謝於秦，請效和黨之地以為和。令韓陽告上黨之守

靳黈曰：「秦起二軍以臨韓，韓不能有。今王令韓興兵以上黨入和於

秦，使陽言之太守，太守其效之。」靳黈曰：「人有言：挈瓶之知，不

失守器。王則有令，而臣太守，[雖王與子]c，[亦其猜焉]d。臣請悉發

守以應秦，若不能卒，則死之。」韓陽趨以報王，王曰：「吾始已諾於

應侯矣，今不與，是欺之也。」乃使馮亭代靳黈。（《戰國策‧趙策

一》） 

(39)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c，[吾亦為之]d。如不可求，從吾

所好。」（《論語‧述而》） 

(40)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

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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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

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非惟百

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c，[亦有之]d。費惠公曰：『吾於子思，

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非惟小

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c，[亦有之]d。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

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

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孟子‧萬章下》） 

這些句式中的讓步分句[  ]c，原則上仍存有「雖」原始的繫詞（或是焦點標

記）的作用，能直接加接上名詞組，有列舉、強調之效，也流露出連帶之意，

表達在前設命題之下，姑且承認、指陳這個名詞組為事實，它也會有一個既定

且不會受影響的結果，所以類同副詞「亦」能夠進入該句式之中。而該句式

[  ]c讓步功能所引領的名詞組，可以是真確的事實，如例(35)-(38)，這樣的例

子中，我們可以理解讓步分句[  ]c為非實然的假設，也可以是如例(39)-(40)一

樣，可以判讀成是言說者主觀認定的極端狀況，如此縱予義則較能凸出，更可

表現出預設立場、作勢的轉折手段，其中例(38)前有前設命題「非惟百乘之家

為然也」和「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能使後面「雖」字引領的讓轉複句對前設

命題表達否定，進一步說明「小國之君」、「大國之君」是佚出前設命題的事

實，同樣也包含在其中才是89。又，該句式也有明顯可推判的極端事件，如下

例(41)： 

(41) 謂應侯曰：「君禽馬服乎？」曰：「然。」「又即圍邯鄲乎？」曰：

「然。」「趙亡，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以為秦戰勝攻取

者七十餘城，南亡鄢、郢、漢中，禽馬服之軍，不亡一甲，雖周呂望

之功，亦不過此矣。……」（《戰國策‧秦策三》） 

3.1.3 「雖……，猶……」 

 同樣與「雖……，亦……」類似的句式，還有「雖……，猶……」，該句式

以「猶」表仍且義，居於謂語之前，在該句式前也經常見得前設命題，說明在

姑且承認某事件為事實之下，本應改變結果，但結果還是不變，與前述 3.1.1、

3.1.2兩小節句式的意義一致，表達在讓步條件下，結論並未受影響，因此表比

況義的「猶」也同樣能進入此讓轉複句中使用。以下將「雖」所居處的讓步句

                                                      
89 游文福(2009:53)提及「非惟」乃對「範圍侷限的否定」，該例基本上就是將雖字句置於遞進

構式中，表現兩個事物之間的遞進性和類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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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以[  ]e、「猶」所居處的轉折句標以[  ]f，見下諸例： 

(42) 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

敵]e，[猶有內讒]f，不如違之。」（《左傳‧閔公二年》） 

(43)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

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

[雖亡子]e，[猶不亡族]f。」（《左傳‧文公十六年》）90 

(44) 觀從謂子幹曰：「不殺棄疾，[雖得國]e，[猶受禍也]f。」子幹曰：「余

不忍也。」（《左傳‧昭公十三年》） 

(45)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眾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

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

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

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e，[猶不免於亂也]f。」

（《韓非子‧內儲說上》） 

(46) 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

[雖赴水火]e，[猶可也]f。」（《史記‧孫子吳起列傳》） 

例(42)-(46)俱為縱予句，[  ]e所引領的讓步分句指涉都是非實然的事實，如例

(42)從「敵可盡乎」可推知「盡敵」並非實然事況，甚至不是言說者認定會發

生的事實；例(43)-(46)都可作假設事件理解，其中例(46)的縱予義較為明顯，許

是讓步分句[  ]e所引領的成分「赴水火」相對極端所致，不過這些例子正因讓

步分句[  ]e都帶上非實然事實，所以基本上縱予義仍可展現出來，言說者的主

觀上的既定立場也較為凸出，而據此轉出結論並不受此條件立場的影響。這些

將讓步分句[  ]e引領成分視作假設事況的例子，有的則會直接在前設命題上冠

上假設連詞，如例(47)-(49)的「使」和例(50)的「苟」，然這些例子多半呈現極

端事件的性質，像是例(47)、(50)的「盡」、例(48)的「絕」、「至死」，抑或例

(49)的違反現實敘述，都將縱予義逕自表達出來，見下諸例： 

(47) 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

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

持筴，未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

車]e，[馬猶不肯行也]f。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

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勞，猶不

                                                      
90 楊伯峻(2015:621)注此指「兒子代位代死，則己可以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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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亂，有術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致帝王之功也。（《韓非子‧外

儲說右下》） 

(48) 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輦乃

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e，[輦猶不上也]f。今身不

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韓非子‧外儲說右下》） 

(49)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

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

意慘悽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蕠漆

其閒，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

者，[雖錮南山]e，[猶有郄]f；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

焉 ！」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史記‧張釋之馮唐列傳》） 

(50)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燕使何也？」

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克得其

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客之言曰：『事茍可聽，[雖盡寶、地]e，

[猶為之也]f。』王何為不見？」魏說，因見燕客而遣之。（《戰國策‧

燕策一》） 

除此之外，該句式之縱予句的使用也可在見得讓步一個違反現實的條件，

這些違反現實的條件多半描述誇張、悖反事實，如例(52)-(54)，或是否定既定

事實，如例(51)，而這樣的違反現實條件理當視為極端事件，其縱予義則更加

強烈，見下諸例： 

(51)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

興。」（《孟子‧盡心上》） 

(52) 靖郭君曰：「願為寡人言之。」答曰：「君聞大魚乎？網不能止，繳不

能絓也，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

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至於天，猶無益也。」靖郭君曰：「善。」

（《韓非子‧說林下》） 

(53) 陳軫告楚之魏。張儀惡之於魏王曰：「軫猶善楚，為求地甚力。」左爽

謂陳軫曰：「儀善於魏王，魏王甚信之，公雖百說之，猶不聽也。公不

如以儀之言為資，而得復楚。」陳軫曰：「善。」因使人以儀之言聞於

楚。楚王喜，欲復之。（《戰國策‧楚策三》） 

(54) 梁平王襄十四年，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之

大母也。而平王之后姓任，曰任王后。任王后甚有寵於平王襄。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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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王在時，有罍樽，直千金。孝王誡後世，善保罍樽，無得以與人。

任王后聞而欲得罍樽。平王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罍樽與

人。他物雖百巨萬，猶自恣也。」任王后絕欲得之。平王襄直使人開

府取罍樽，賜任王后。（《史記‧梁孝王世家》） 

另外，「雖……，猶……」也還有容認句的使用，以下將「雖」所居處

的讓步句標以[  ]e、「猶」所居處的轉折句標以[  ]f，見下諸例： 

(55) 穆贏日抱大子以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

外求君，將焉置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

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

怨。』[今君雖終]e，[言猶在耳]f，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

患穆嬴，且畏逼，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御秦師。（《左傳‧文公七

年》） 

(56)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

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

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

也。[雖其和也]e，[猶相積惡也]f，惡至無日矣。」（《左傳‧襄公三十

年》） 

(57) 吳征會於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

「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

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e，[猶足以患衛]f。往也。長木之斃，無

不噬也。國狗之瘈，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左傳‧哀公十二

年》） 

(58)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

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

[雖國小]e，[猶不危之也]f。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韓非

子‧外儲說左上》） 

(59) 高祖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

雖都關中]e，[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f。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

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史記‧高祖

本紀》） 

這些例子中的讓步分句[  ]e所引領的成分，經常可以在文脈中找得指涉的事

證，如例(55)的「今君終」，在前文中有提及「先君」；例(56)的「其和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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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也有述及「不既和矣乎」；例(57)對應「吳方無道」、例(58)有「國小，迫於

荊、晉之間」；例(59)雖在前文中無法尋得相應之處，但從事件的性質內容便可

推定「吾都關中」為真。此類容認句式雖帶上「猶」表達結論不受影響之義，

但與「亦」相比，較無遞進意味91，因此即使用了讓步連詞「雖」來標誌言說

者主觀肯認的事實條件，不過較沒有像後分句中帶上「亦」之後有極端事件的

主觀認定之感。 

下面我們觀察一些脫離對話體的例子，發現有些例子仍可斷定讓步分句

[  ]e中所指涉的成分實然與否，但部分卻無法推定，而產生縱予、容認兩解的

可能，見下諸例： 

(60) [有夏雖衰]e，[杞、鄫猶在]f；[申、呂雖衰]e，[齊、許猶在]f。唯有嘉

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國語‧周語下》）92 

(61) 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

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e，[治法猶存]f，是官人百吏之

所以取祿職也。（《荀子‧榮辱》） 

(62) 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

盜其先變乎！」[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槨、加之以丹矸、重

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琅玕龍茲華覲以為實]e，[人猶莫之抇也]f。

（《荀子‧正論》） 

(63) 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

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人君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餘莫

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e，[猶將無益也]f。（《荀子‧王

制》） 

(64) 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

出於言]e，[民猶若未從也]f。（《荀子‧不苟》） 

(65) 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

好取侵奪]e，[猶將寡獲也]f。（《荀子‧富國》） 

                                                      
91 我們認為雖然讓步連詞「雖」之後的轉折句可搭配「亦」、「猶」來表達結論不受影響，不過

仍是有細微差別的，「亦」有遞進意味，但「猶」沒有，此差異性自語料中也能觀察得出，

「雖……，猶……」的句式沒有遞進性的表達，因此能在「猶」後加上「且」表遞進的

「雖……，猶且……」形式，不過卻未有「雖……，亦且……」的形式，如下例： 

a. 為人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罼弋馳騁，撞鐘舞女，國猶且存也。（《韓非子‧說

疑》） 

b. 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

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戰國策‧中山策》） 
92 徐元誥(2002:97)言杞、鄫為夏後，申、呂為四嶽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齊、許亦

齊族也。 

 



讓步連詞「雖」的歷時研究 

66 

 

(66) 夫棄道理而忘舉動者，[雖上有天子諸侯之勢尊，而下有猗頓、陶朱、

卜祝之富]e，[猶失其民人而亡其財資也]f。（《韓非子‧解老》） 

(67) 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美材]e，[大臣猶將得勢擅事主斷]f，

而各為其私急。（《韓非子‧姦劫弒臣》） 

例(60)-(61)為容認句，讓步分句[  ]e所指涉的成分「有夏衰」、「申、呂衰」、

「三代亡」是個客觀真確的事實，後面的[  ]f轉折句則表達結論並未受到前面

實然事實的影響。而例(62)-(67)因為事件的實然性模糊，因此提供給句義多重

的解讀空間，不過其中例(62)、(66)、(67)的事件成分敘述或有極端語氣，表現

言說者的特定立場，因此縱予義相對凸出，其餘雖不見得能讀出敘寫的極端

性，然而也多少帶有言說者主觀肯認該事件的意思，所以即便無法斷然推定讓

步條件的性質實然與否，只要是由讓步連詞「雖」所標誌引領，就是具備言說

者有意強調之、使之特出的意味，而在這樣的讓步手段的運用之下，預設立場

為轉折出後分句的意思也相對明顯，因此這些有兩解空間的例子通常當作假設

的事況來理解，看成縱予句也許是一個較好的切入理解角度。 

我們在觀察語料過程中，也看到零星例子是以「雖……，尚……」形式出

現的，不過用例不多，最古者為例(68)乃《詩經》之例，往後僅在《韓非子》、

《戰國策》、《史記》中少量見得，可見仍不及「猶」使用來得普遍，如下例： 

(68) 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

是莫聽，大命以傾。（《詩經‧大雅‧蕩》） 

(69) 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尚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

佐也。（《韓非子‧說疑》） 

(70) 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尚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

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為天下笑。（《韓非子‧說疑》） 

(71) 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在晉陽之下也。（《戰國

策‧秦策四》） 

(72) 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眾，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

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史記‧高祖本紀》） 

(73) 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3.1.4 「雖……，而……」與「雖……，然……」 

 前面 3.1.1到 3.1.3小節中討論的句式，都是讓轉複句中表達不受影響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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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本小節所欲論者乃讓轉複句典型的逆反關係。上古中期讓步連詞「雖」多

與轉折關聯詞「而」搭配，以下將「雖」所居處的讓步句標以[  ]g、「而」所

居處的轉折句標以[  ]h，見下諸例： 

(74) 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g，[而有施於民]h。豆

區釜鐘之數，其取之公也簿，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

焉，民歸之矣。……」（《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75) 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g，[而王公不能與之爭

名]h；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乎諸

侯，莫不願得以為臣。（《荀子‧儒效》） 

(76) 魯穆公使眾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

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雖多，火必不滅

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荊雖強]g，[而齊近]h，魯患其不救

乎？」（《韓非子‧說林上》） 

(77)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彊有所

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g，[而無眾人之助]h，大功不立。有烏獲之

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

故勢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韓非子‧觀行》） 

(78) 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存。[雖有勝秦之名]g，[而國破

矣]h！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戰國策‧齊策一》） 

(79) 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g，[而不至失六城]h。秦倦而

歸，兵必罷。我以五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

秦也。（《戰國策‧趙策三》） 

這些例子中的「而」有的可以居於主語之前，已然成為連詞，但「而」早期其

實作為轉折副詞，後來才成為通用連詞93，居處於讓步分句[  ]g之後的轉折句

[  ]h中，前面的[  ]g為姑且承認的條件，條件的性質實然與否皆有，但轉折

句[  ]h都在對前面讓步句[  ]g表達逆反之義，轉折語氣於焉而出，如例(74)指

出「陳無大德」的條件，然後姑且承認其為事實，該條件「陳無大德」預設不

會「有施於民」的結論，但結果最後卻是會「有施於民」，逆反了讓步成分「陳

無大德」的預設立場，況且使用讓步前分句，本就預示後分句將有轉折，因此

能表轉折的關聯詞「而」便得以進入該句式和讓步連詞「雖」共現使用。 

                                                      
93 梅廣(2019:185)指出「而」作連詞可表順接、逆承，也還具有副詞性質有時可表達對照或轉

折語氣，說明春秋戰國時代的「而」，其實包含連詞和副詞雙重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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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廣(2019:113-115)述及「雖」字在上古中期還是偏正結構，並非並列結

構，因為尚無法與「然」出現在同一結構中，轉折句中只用「而」字，要到上

古晚期「雖」字句才開始出現使用「然」的形式「雖……，然……」，自此以後

「而」字逐漸退位，「然」字勢力擴張，成為專用的轉折詞。我們觀察統計上古

時期讓轉複句「雖……，而……」與「雖……，然……」的消長關係，也確實

符合梅氏之洞見，見下表十四： 

表十四 「雖……，而……」與「雖……，然……」使用次數統計 

出處 「雖……，而……」 「雖……，然……」 

《左傳》 3 0 

《國語》94 2 2 

《荀子》95 4 1 

《韓非子》96 13 3 

《戰國策》97 8 3 

《史記》 10 40 

從表十四中，我們能清楚看到在上古中期的傳世文獻，「雖……，然……」

句式的使用要不是「然而」連用，就是典籍中的孤例，或為疑遭改動的結果，

                                                      
94 《國語》中使用「雖……，然……」之二例，梅廣(2019:114)以為是先秦典籍中之例外，恐

為改動過後的結果，見下： 

a. 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子雖兄弟于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國

語‧楚語上》） 

b. 大夫種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

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擇也。……」（《國語‧越語上》） 
95 《荀子》中「雖……，然……」之例，乃是「然而」連用，見下： 

a. 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

知其可要也。（《荀子‧王霸》） 
96 《韓非子》中「雖……，然……」之三例，都為「然而」連用，見下： 

a. 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韓非子‧孤憤》） 

b. 君曰：「太子已置而曰未生何也？」對曰：「太子雖置，然而君之好色不已，所愛有

子，君必愛之，愛之則必欲以為後，臣故曰太子未生也。」（《韓非子‧內儲說下》） 

c. 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韓非

子‧六反》） 
97 《戰國策》中使用「雖……，然……」之三例，例 a和 b皆為「然而」連用，而單用「然」

字者僅例 c疑亦為改動之例，見下：  

a. 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

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戰國策‧趙策二》） 

b. 地名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無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休

已，無以異於三軍之眾。（《戰國策‧魏策一》） 

c. 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

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舉百金為親壽，

我雖不受，然是深知政也。……」（《戰國策‧韓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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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連用「然而」的例子也不多，這些「然」字多半都還帶有指代詞的性質

98，承指前面讓步分句指涉的事實，轉折義由讓步前分句預設而來，「而」也多

少帶有轉折意味，所以也不宜算是成熟使用的「雖……，然……」句式。乃至

上古晚期，《史記》中的用例可以明顯見得「雖……，然……」句式使用次數的

劇烈成長，其中固然不乏「然而」連用之例，雖無法斷言「然而」複合成詞與

否，但用例僅只五例99，就整體比例而言依舊與上古中期的數據有所差距，因

此「雖……，然……」的形式沿至上古晚期方才確立，「雖」字句也正式成為並

列結構，以下列舉「雖……，然……」句式稍事分析，將「雖」所居處的讓步

句標以[  ]g、「然」所居處的轉折句標以[  ]i，見下例： 

(80) [莊生雖居窮閻]g，[然以廉直聞於國]i，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史

記‧越王句踐世家》） 

(81) 荊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雖屬疏]g，[然以策為王]i，

填江淮之閒。（（《史記‧荊燕世家》） 

(82) [鄒陽辭雖不遜]g，[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i，亦可謂抗直不橈矣

（《史記‧魯仲連鄒陽列傳》） 

(83) 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

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

乎]g，[然其為人沈深好書]i，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

（《史記‧刺客列傳》） 

(84) [魏豹、彭越雖故賤]g，[然已席卷千里、南面稱孤]i，喋血乘勝日有聞

矣。（《史記‧魏豹彭越列傳》） 

(85) [灌夫家居雖富]g，[然失勢]i，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史記‧魏其武安

                                                      
98 可參劉承慧(2019:20-22)之說；又梅廣(2019:254-257)則將「然而」釋為「如是卻」，不過梅氏

認為「然」在戰國晚期由原本的句段關聯詞，可擴張到連接分句，如同白話中的「但是」，其表

轉折之義是確定的。 
99 《史記》中「雖……，然而……」句式使用之例，其中一例與《戰國策》中之例重出，故不

附於此，其餘有三例俱出於〈張儀列傳〉，見下： 

a. 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史記‧張儀列

傳》） 

b. 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里數雖多，然而

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扜關。（（《史記‧張儀列傳》） 

c. 今秦以大王之力，西舉巴蜀，并漢中，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雖辟

遠，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史記‧張儀列傳》） 

d. 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

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眾，釠鑿棘矜

也，公何以言有禍無福？」（《史記‧淮南衡山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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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列傳》） 

如例(80)讓步分句[  ]g中指涉的「莊生居窮閻」，實際上預設著不會有「以廉直

聞於國」的結果，但[  ]i卻轉出結論為「以廉直聞於國」，如此的逆反關係表

述，基本上和前述「雖……，而……」句式是一致的。然從上古晚期的例子來

看，與前引例子最大的不同在於少見縱予句的使用，目前所引的這些語例盡為

容認句，讓步分句[  ]g引領的條件成分從語脈、甚或條件性質內容便可推知為

實然事實，或許是「雖……，然……」句式表達的是普遍逆反關係，較無違反

現實、極端事件讓轉敘述的可能，所以基本上都會是容認句。但前述的

「雖……，而……」仍可見得縱予句的使用，如例(75)、(77)，是和現實相對極

端的描寫，其餘讓步分句[  ]g之性質內容模糊，似乎縱予或容認兩解都可，不

過也都有可以理解成假設縱予的傾向。因此兩相比較之下，我們認為讓步連詞

「雖」的使用至上古晚期時，當有聚向表容認功能的情形。 

另外，也正因「雖……，然……」句式自此成形，在《史記》中我們能看

到原本在 3.1.1至 3.1.3小節中，並未補出轉折詞的轉折後分句，至此得以補出

轉折詞「然」，形成「然必」、「然亦」、「然猶」的使用情形100，轉折義由「然」

表示，「必」、「亦」、「猶」同樣指出結論不受影響之義，見下例： 

(86) 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

稱權衡，合色脈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

以論。……」（《史記‧扁鵲倉公列傳》） 

(87) 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

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

亦有足多者焉。（《史記‧游俠列傳》） 

(88) 甘羅年少，然出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

士也。（《史記‧樗里子甘茂列傳》） 

(89) 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

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史記‧李將軍列

傳》） 

(90) 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

                                                      
100 另外統計《史記》中與「雖」字句搭配的轉折句，並無「而必」、「而亦」、「而猶」的用例。

不過在《韓非子》中僅見二例「而亦」的狀況，可見上古中期時，常使用的轉折詞仍為「而」，

表結論不受影響句式時，通常不補出轉折詞，就是補出亦是如下例的「而亦」： 

a. 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韓非子‧難二》） 

b. 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

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韓非子‧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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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史記‧淮南衡山列

傳》） 

又，綜上所觀察的結果，我們還發現除了早期「雖……，而……」句式不

必然處於句段之中，後分句的「而」字句有些也能作結句使用外，後起之

「雖……，然……」句式必定有後接成分，透過後分句的「然」字句表達與既

定預期相逆反的轉折，而非結論不變，故「然」字後分句一定不是作為結句，

而是用於非句段結束處，如此可以區別「雖」字讓步句的表達類型外，也可見

得早期「而」字部分或許未作為轉折詞的痕跡。 

3.1.5 「雖……，則……」 

 在觀察上古傳世文獻中讓步連詞「雖」與其轉折後分句的搭配情形，有一

組形式尤其特別，即是「雖」字搭配表承接的「則」，根據《助語辭》：「因有上

意發下語」、《虛字說》：「直接順承之辭」、《馬氏文通》：「直承順接之辭與上文

影響相隨，口吻甚緊」可以見得「則」字作為典型的「順承之辭」，何以能居於

讓轉複句的轉折後分句之中？以下將「雖」所居處的讓步句標以[  ]j、「則」所

居處的轉折句標以[  ]k，見下例與討論： 

(91)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

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j，[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

也]k。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

者。（《孟子‧告子上》） 

(92) 均如貴臣之計，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j，[則兼天

下之日未也]k。（《韓非子‧存韓》）101 

(93) 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闈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

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j，[則

狼顧]k，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猲，高躍而不敢進，則秦

不能害齊，亦已明矣。（《戰國策‧齊策一》） 

(94) 顛蹶之請，望拜之謁，[雖得]j[則薄矣]k。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

人之急也，若自在隘窘之中，豈用強力哉！（《戰國策‧齊策三》） 

(95) 天下散而事秦，秦必據宋。魏冉必妒君之有陰地也。秦王貪，魏冉

妒，則陰不可得已矣。君無構，齊必攻宋。齊攻宋，則楚必攻宋，魏

                                                      
101 王先慎(1998:15)注「弊，盡也」，引王先謙說「謂與金石齊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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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攻宋，燕、趙助之。五國據宋，不至一二月，陰必得矣。得陰而

構，[秦雖有變]j，[則無患矣]k。若不得已而必構，則願五國復堅約。

（《戰國策‧趙策四》） 

(96) 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必危矣。[南國雖無危]j，[則魏國豈

得安哉]k？（《戰國策‧魏策三》） 

這些語例中，在「雖……，則……」句式之前皆有一個前設命題，讓步前分句

[  ]j同樣表達在前設命題之下姑且承認該條件成分，其中轉折後分句[  ]k我

們可以發現，其句義都是表達結論不受影響的類型，如例(92)說的是在「均如

貴臣之計，則秦必為天下兵質矣」的前設命題下，帶上縱予句「即使能與金石

同壽相盡」，後轉折出「（但）是兼併天下之日（也）不會到來」，承接詞「則」

有「（那麼）是」順承、直決結果的意思。 

不過轉折後分句[  ]k中並無如前述「必」、「亦」、「猶」等關聯詞的使用，

「則」在轉折後分句[  ]k之中應該是表達在基於讓步前分句[  ]j的條件而順

承結果的作用，只是前面讓步分句[  ]j已預設立場，傳達後面的結果將有轉

折，轉折的語氣是因著前面讓步句的逆反關係而來，並非由「則」字來傳達，

而是句義本身即具有轉折義，然而順承和轉折義應是不會同時並存的，因此可

見「則」字的順承前因導致結果的功能置於此轉折句中並不起作用，在上古語

料中也有「然則」的形式，由此可見，「雖……，則……」的形式，應當可以理

解成「雖……，（然）則（亦）……」，轉折義來自後分句[  ]k的結論不受影

響，轉出前面讓步句[  ]j的預設所致，「則」字之順承、正接的功能未起任何

作用，只是置於轉折句中。 

 除了上引諸例外，「雖……，則……」句式還有「則」字逕自加接名詞組的

形式，這樣的形式更能確定「則」可以理解為「（那麼）是」102，「雖……，則

＋名詞組」一樣表達結論不受影響的類型，以下將「雖」所居處的讓步句標以

[  ]j、「則」所居處的轉折句標以[  ]k，見下例： 

(97) 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雖隕於深淵]j，[則天命也]k，非君與涉人之

過也。（《左傳‧哀公十五年》） 

(98) 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

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j，[則妄發之說

也]k。（《韓非子‧問辯》） 

                                                      
102 可參前章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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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例(97)說明在「苟我寡君之命達於君所」，讓步句[  ]j姑且承認極端事件「隕

於深淵」的發生，轉折句[  ]k轉出「（但）（也）是天命」的結論，「天命也」

的結論並不受「隕於深淵」的影響，而例(98)則連用兩個縱予句，推進轉折句

[  ]k的結論。 

 在上古傳世文獻中，「雖……，則……」乃是作為表達結論不受影響的基

式，此殆無可疑，如此便能肯定以下二例之「雖」恐非讓步標記，而是「惟

（唯）」的混用結果，見下例： 

(99) 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

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左傳‧文公

十七年》）103 

(100) 今天王既封植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

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

焉！（《國語‧吳語》）104 

3.1.6 其他未用關聯詞的情形 

 從前述 3.1.1到 3.1.5小節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由讓步連詞「雖」所構成

的讓轉複句，其所表達的轉折類型基本上就是兩者：一為結論不受影響；一為

逆反關係，其中又以表示結論不受影響的類型為多，而在未用關聯詞搭配的使

用狀況之中，因為少了後分句中關聯詞的輔助判斷，所以在類型可能不好分

判，但從用例分析上來看，句義的表現類型基本上不脫此二種形式，然而大體

上雖都是如此，但也有兩者兼具的情形，如表結論不變者也多能補出轉折詞，

結論不變的類型本身也屬於廣義的逆反關係，故有時也是能表有兩者兼類的狀

況，不過我們仍以該二類來各別討論105。以下將「雖」所居處的讓步句標以

[  ]x、轉折句標以[  ]y，見下諸例： 

                                                      
103 楊伯峻(2015:626)注「雖作唯用，言唯我小國之事晉，無以加之矣」。 
104 徐元誥(2002:539)按語「雖，語詞」。 
105 張麗麗(2019)討論漢語中的轉折類型，指出以因果關係為基底者有三：不符預期型轉折、不

受影響型轉折、遞進型轉折，而本文所論由讓步詞「雖」所構成之讓轉複句即屬逆反的因果關

係，故可符合張文所稱以因果為基底之轉折類型。經過我們考察，「雖」字讓轉複句僅多見於不

符預期型轉折、不受影響型轉折二種，前者表示超出預期或常態的轉折類型，凡由讓步詞

「雖」所標誌之複句關係，基本上都能納入此轉折類型，即本文所謂的表逆反關係；而後者則

以搭配類同義副詞，如「亦」、「也」，和延續義副詞，如「尚」、「猶」、「還」等為主，即本文所

述表結論不受影響者。至於遞進型轉折張文說明主要以「反而」帶領此類轉折句，「雖」字讓轉

複句並未見得相關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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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昵之，[雖

諫]x，[將不聽]y。」（《左傳‧僖公二年》） 

(102) 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x，[未獲專

也]y。（《國語‧晉語一》） 

(103)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x，[不可棄

也]y。」（《論語‧子路》） 

(104)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x，[不樂也]y。……」

（《孟子‧梁惠王上》） 

(105) 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之寶，[雖行貣而食]x，[人謂之富矣]y。（《荀

子‧儒效》） 

(106) 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

威，銜橛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

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x，[不能以

為治]y。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欲霸王之功，亦不可

幾也。（《韓非子‧姦劫弒臣》） 

(107) 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捨之，疑則

少嘗之，[雖堯、舜、禹、湯復生]x，[弗能攻已]y！（《戰國策‧秦策

三》） 

(108) 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

民]x，[以為宜]y。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

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史記‧孝文本紀》） 

例(101)-(108)為結論不受影響的類型，在讓轉複句之前經常可見得一個前設命

題，無論讓步分句[  ]x指涉的成分實然與否，都是姑且承認其為事實，但後分

句[  ]y表達並不受到前面讓步分句[  ]x條件的影響，因為結論佚出原本預設

故是為轉折句。這些表結論不受影響的類型，事實上也是逆反關係，只是其不

受影響的句義較為凸出，因此我們將其別為一類。而且在句法環境上，該類型

也和普遍表逆反關係的例子有些差異，見下諸例： 

(109) 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

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

之]x，[何有於二毛]y？（《左傳‧僖公二十二年》） 

(110) [今雖朝也不才]x，[有分族于周]y，承王命以為過賓于陳，而司事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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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國語‧周語中》）106 

(111) 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

簣]x，[進]y，吾往也。」（《論語‧子罕》） 

(112) 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

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x，[迎之

致敬以有禮]y，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孟子‧告子下》） 

(113) 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x，[不復挺者]y，輮使之

然也。（《荀子‧勸學》） 

(114) 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

而死，然則[雖賢聖]x，[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y，何也？（《韓非子‧

難言》） 

(115) 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知以武。[雖無出兵甲]x，

[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y，天下後服者先亡。（《戰國策‧楚策

二》） 

(116) 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檥船待，謂項王曰：「[江東雖

小]x，[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y，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

船，漢軍至，無以渡。」（《史記‧項羽本紀》） 

例(109)-(116)為僅具逆反關係的類型，如例(110)讓步分句[  ]x中「今雖朝也不

才」即暗指不可能是「有分族于周」的結果，但後分句[  ]y卻是「有分族于

周」轉出既定預設。此處逆反關係的用例與前引表結論不受影響的用例，較為

顯見的差別在於表結論不受影響者，其轉折後分句[  ]y都是處於最末句，其後

不會再另起新句，因此結句於轉折句，正適合表達不受影響之義，然純粹表逆

反關係者，雖位於讓轉複句的後分句，但是其後通常都會再敘新句，轉折後分

句並不會是此句段的結束，因此僅是表達逆反前句的轉折停頓，和前引表達結

論不受影響的用例在使用上是有不同之處的，正同前面我們所觀察到

「雖……，然……」句式也是如此。 

再者，我們還觀察到未使用關聯詞的「雖」字讓轉複句，表達不受影響類

型的還有下列這種形式，以下將「雖」所居處的讓步句標以[  ]x、轉折句標以

[  ]y，見下例： 

(117) 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x，[可也]y。（《左

傳‧襄公二十七年》） 

                                                      
106 徐元誥(2002:68)注「朝，單子之名也」即單襄公之名；「有分族，王之親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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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于眾也，與眾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

其罪]x，[可也]y；若勝狄，則善用眾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

（《國語‧晉語一》） 

(119) 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x，[可也]y。（《孟子‧離婁

下》） 

(120) 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加愓悍而不順，險

賊而不弟焉，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x，[可也]y。（《荀子‧脩

身》） 

(121) 中山聽之，是我以王因饒中山而取地也。中山不聽，三國必絕之，是

中山孤也。三國不能和我，[雖少出兵]x，[可也]y。（《戰國策‧趙策

三》） 

(122) 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

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x，[可也]y。（《史記‧屈原

賈生列傳》） 

從這些用例中可以發現，在讓步前分句[  ]x表達姑且承認的立場後，後分句

[  ]y中都使用情態詞「可」作為結句，說明不受讓步前分句[  ]x條件的影

響，而這些「雖……，可也」形式的讓步前分句[  ]x，通常是縱予句，指涉的

常是極端事件或是違反現實，前分句表達的縱予功能，本就具備言說者主觀預

設立場，也有指出例外的意思，所以引領這些性質的事件是相當合理的，且結

句也使用情態詞「可」，某方面同樣是傳達言說者主觀的語氣、態度，因此這樣

的句式實具有強烈的主觀意識，與 3.1.1節的「雖……，必……」相當類似。  

 另外，未搭配使用關聯詞的形式，還有一種在上古中常見者，那就是後分

句是反詰句的類型，以下將「雖」所居處的讓步句標以[  ]x、後面的反詰句標

以[  ]y，見下例： 

(123)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

[雖無有質]x，[誰能間之]y？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

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污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

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左傳‧隱公三年》） 

(124) 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

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x，[將焉辟之]y？ 且人之

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左傳‧僖公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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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x，[不亦可乎]y？

（《國語‧晉語一》） 

(126) 伯氏茍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以至于死，[雖死]x，[何悔]y？（《國

語‧晉語二》） 

(127) 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x，[豈能獨樂哉]y？（《孟子‧梁惠王

上》） 

(128) 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妒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

而輕舊怨，以吝嗇而不行施，道乎上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

無危]x，[得乎哉]y？（《荀子‧仲尼》） 

(129)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其族人曰：「晉近，奚不之晉？」慶封曰：

「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

[雖遠越]x，[其可以安乎]y？」（《韓非子‧說林上》） 

從上引諸例來看，讓步前分句[  ]x同樣表姑且承認某條件為事實，指涉性質實

然與否皆有，而後的[  ]y以反詰句表現，說明在[  ]x的條件下，原本有既定

結果，但結果卻佚出預設，而這個轉折與前述形式不同在於是以反詰句說出，

反詰句本身也包含有言說者的主觀認定，比正說的語氣更為強烈，因此進入到

與讓步分句相搭配也極合適，又該句式以反詰句作結句，除了轉出既定預設，

也屬逆反關係外，將其進一步理解的話，事實上也是符合不受影響類型的解

讀，如例(123)「誰能間之」就是「沒有人能間之」，置於讓轉複句中來看，因

與讓步前分句之間，具逆反關係，故屬轉折句，但又處於結句之處，因此理解

為在「無有質」的條件下，會有「也沒有人能間之」的結果，也是很合理的

107。 

綜上所述，本節討論了上古時期讓步連詞「雖」的使用情形，就句義表達

類型而言，主要是有表結論不受影響和逆反關係兩種，但這兩種類型其實也是

有所謂兼類的情形，總言之，由讓步連詞「雖」表示姑且承認某條件為事實，

該條件可為實然事況，是為容認句；也能夠是非實然事況，是為縱予句，而無

論表縱予或容認，後分句都是佚出前面讓步句的預設立場，所以才會有轉折、

逆反的意味。又讓步連詞「雖」所引領的讓轉複句，其轉折後分句中可有相關

的關聯詞，如前述列舉的「必」、「亦」、「猶」、「然」、「而」、「則」等，也可以

不出現關聯詞，甚至還能是轉折句本身即以反詰句表現的情形，但不管是何種

表現形式，其讓轉複句代表的句法意義仍是一致的。 

                                                      
107 游文福(2009:52)指出這種表示反詰的模式，主要是用作正面反駁聽者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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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古以後「雖」的使用情形 

 在中古時期以後，讓步連詞「雖」的使用基本上與上古時期的類型十分一

致，未脫上古的表現形式，可以見得讓步連詞「雖」乃在上古時便已固化其表

達模式，我們看以下中古時期的例子： 

(130) 後復變為善，有不入泥犁中者，知佛道變，雖入泥犁中，必當上天。

（東漢 安世高譯《佛說十八泥犁經》） 

(131) 王命終矣，太子哀呼，血流于口，曰：「吾君雖有臨終盡仁之誡，吾必

違之，當誅毒鴆。」（吳 康僧會譯《六度集經》） 

(132) 或塞不通，但有出氣無有入氣，出息亦極、入息亦極，諸脈欲斷，失

於好顏，臥起須人，人常飲飼。雖得醫藥糜粥含之，必復苦極，不能消

化。（西晉 竺法護譯《生經》） 

(133) 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

敗，人不厭其求假焉。（《顏氏家訓‧治家》） 

(134) 王曉鳥獸語，告牛言：「我當為汝治殺之。」牛即報言：「今雖殺此

人，亦不能令我不痛，但當約勅，後莫取人如我耳。」（東漢 安世高譯

《犍陀國王經》） 

(135) 阿颰言：「我等所事師，費迦沙，世世聰明，名昇遐遠，又是梵種，特

勝餘人。天下雖貴為王，亦有不仁，而我種者，獨不好殺。」（吳  支

謙譯《佛開解梵志阿颰經》） 

(136) 炎光大臣雖能計校，言談算術亦不能及。（西晉 竺法護 譯《普曜

經》） 

(137) 殷仲堪既為荊州，值水儉，食常五碗盤，外無餘肴。飯粒脫落盤席

閒，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真素。（《世說新語‧德行》） 

(138) 惠施仁愛，恩流德布，救濟窮乏，無所貪惜。雖有此行，猶犯微闕，

終墮地獄，六萬餘歲；蒸煑剝裂，痛酷難忍，求死不得，欲生不得。

（東漢 安世高譯《佛說太子慕魄經》） 

(139) 爾疾殺我，秤髓令與鴿重等。吾奉諸佛，受正真之重戒，濟眾生之危

厄，雖有眾邪之惱，猶若微風，焉能動太山乎？（吳 康僧會譯《六度

集經》） 

(140) 比丘尼曰：「寶如幻化，脣如彩畫，端正喻膏，有何可貪？如卿今身，

色雖端正，猶如春華，身若果落不久著樹，四大合散，無有正

主。……」（西晉 竺法護譯《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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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魏文帝受禪，陳群有慼容。帝問曰：「朕應天受命，卿何以不樂？」群

曰：「臣與華歆，服膺先朝，今雖欣聖化，猶義形於色。」（《世說新

語‧方正》） 

這些用例都是表結論不受影響的類型，與上古時期一樣，在轉折後分句中使用

關聯詞作搭配， 例(130)-(133)使用「必」；例(134)-(137)使用「亦」；例(138)-

(141)使用「猶」。 

除此之外，也有表典型逆反關係的，這些表單純逆反關係的用例，在轉折

後分句中，能見得轉折詞的搭配，如下例(142)-(147)使用「然」，也偶有使用

「而」的，如下例(148)-(151)，見下： 

(142) 又昔雖供養比丘尼，然其作豪富家兒，言語嬌溢，時時或戲笑比丘

尼……。（東漢 安世高譯《佛說㮈女祇域因緣經》） 

(143) 如今之事更欲相害，雖不臨時應急相破。然之愁毒結憤精神，自然

剋識不得相離，皆當對相生值，更相報復。（吳 支謙譯《佛說阿彌

陀經》） 

(144) 權潸然對曰：「亡伯令問夙彰，而無有繼嗣。雖名播天聽，然胤絕聖

世。」（《世說新語‧言語》） 

(145) 殷中軍雖思慮通長，然於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苦湯池鐵城，

無可攻之勢。（《世說新語‧文學》） 

(146) 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闊，盈不過六，縮不至四，進

退常在五者之間。（《顏氏家訓‧書證》） 

(147) 缹瓜瓠、菌，雖有肉、素兩法，然此物多充素食，故附素條中。

（《齊民要術‧素食》） 

(148) 譬如醫滿一具器藥，不能自愈其病，雖多諷經，而不持戒。（東漢 

支婁迦讖譯《佛說遺日摩尼寶經》） 

(149) 菩薩答曰：「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無常，而作妖媚，形體雖

好，而心不端。……」（吳 支謙譯《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 

(150) 佛告堅意：「菩薩住首楞嚴三昧，雖知諸法常是定相，而示眾生諸禪

差別；現身住禪化亂心者，而於諸法不見有亂……」（後秦 鳩摩羅

什譯《佛說首楞嚴三昧經》） 

(151) 豫章太守顧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屬，自圍棋。外啟

信至，而無兒書，雖神氣不變，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

褥。（《世說新語‧雅量》） 

 



讓步連詞「雖」的歷時研究 

80 

 

其他轉折後分句中未使用關聯詞作搭配的形式，也是以表結論不受影響和

單純逆反關係為主，見下諸例： 

(152) 文殊師利便從坐起，叉手白佛：「雖食，當念故恩。」（東漢 支婁迦

讖譯《佛說阿闍世王經》） 

(153) 老女人聞之，大歡喜言：「蒙佛恩，得法眼。雖身羸老，今得開

解。」（吳 支謙譯《佛說老女人經》） 

(154)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

不肯詣也。（《世說新語‧任誕》） 

(155) 佛語阿難：「雖有人於佛所作功德，持用求羅漢、辟支佛，會當得佛

無異。若有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常當遠離羅漢、辟支佛

道。」（東漢 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 

(156) 佛告諸比丘：「何足為怪？吾成無上正真道，為最正覺，錦盡手為舍

利弗，雖見教化度於四患，吾於異世，以凡夫身，廣說經法，度諸

懃苦，乃為殊特。……」（西晉 竺法護譯《生經》） 

(157) 王忱死，西鎮未定，朝貴人人有望。時殷仲堪在門下，雖居機要，

資名輕小，人情未以方嶽相許。（《世說新語‧識鑒》） 

例(152)-(154)中的轉折後分句作為結句，因此除了有逆反關係之外，仍多能解

讀為「但也……」的表不受影響的意思；而例(155)-(157)因轉折後分句並非結

句，置於句中後復起他句，因此多僅表示逆反關係。 

到了近代時期，無論於轉折後分句搭配使用關聯詞與否，由「雖」所標誌

的讓轉複句，其表達模式基本上仍和早期用法一致，用以表達結論不受影響或

是單純的逆反關係。只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漢語中，發展出諸多副詞、連

詞的使用型態，在早期與「雖」大量搭配使用的關聯詞，到了近代泰半皆被替

代，甚至是罕用消亡了。首先，最大的改變當是類同副詞「也」對於「亦」的

取代108，這在近代漢語大量出現「雖……，也……」形式中明顯體現出來，見

下諸例： 

(158) 皇威敕牒雖嚴訊，播塵揚土也無因。（《敦煌變文集新書‧捉季布傳

文》） 

(159) 比俺那門前樂探等著官身，我今日個不醜、醜。雖不是宅院裏夫

                                                      
108 此在過去研究中已多有論述，可參楊榮祥(2000)；又，張峻豪(2018:131-135)中另也有述及副

詞「也」和「亦」與讓步連詞的構句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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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是那大人家姬妾，強似那上廳的祗候。（《關漢卿戲曲集‧錢

大尹智寵謝天香》） 

(160) 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水滸傳》第三

回） 

(161) 我兩個努力齊心，去捉那怪物；雖不怎的，也在此國揚揚姓名。

（《西遊記》第二十九回） 

(162) 今日來到奴這湫窄之處，雖無甚物供獻，也盡奴一點勞心。（《金瓶

梅》第十五回） 

(163) 賈璉笑道：「雖不十分准，也有八分准了。」（《紅樓夢》第十六回） 

不過，在近代漢語的書寫上，也仍偶有見得「雖……，亦……」的使用情

形，我們以下將讓步連詞「雖」，在近代漢語中搭配類同副詞「也」、「亦」的分

布進行統計，見下表十五： 

表十五 讓步連詞「雖」與「亦」、「也」搭配使用次數的比較 

出處 「亦」的使用次數 「也」的使用次數 

《祖堂集》 4 0 

《關漢卿戲曲集》 0 2 

《元刊雜劇三十種》 0 2 

《水滸傳》 8 22 

《西遊記》 2 26 

《金瓶梅》 4 14 

《紅樓夢》 26 94 

在表十五中，《祖堂集》中尚無顯著改變，及至明清時期差距遽增，僅有少

數幾例仍使用「亦」作為搭配，多半有仿古的痕跡，但到了《紅樓夢》中，使

用「亦」的比例倒較過去為高，我們認為應當是《紅樓夢》小說文體性質典雅

化所致，不過該書使用「也」的比例依舊佔絕大多數，仍可見得「亦」受到

「也」替代的情形。 

接著，近代漢語中有「雖……，還……」的使用形式，「還」是取代早期使

用的「猶」、「尚」，來表結論不受影響的類型，見下諸例： 

(164) 八戒道：「你雖變了頭臉，還不曾變得屁股，那屁股上兩塊紅不是？

我因此認得是你。」（《西遊記》第三十四回） 

(165) 這場苦，比前日還更苦十分！前日雖是熱天，還好些。這遭又是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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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天氣，又耽許多懼怕，幸得平地還罷了，若在黃河，遭此風浪怎

了！（《金瓶梅》第七十二回） 

(166) 鳳姐想了一想：凡喪儀大事雖妥，還有一半點小事未曾安插，可以

指此再住一日，豈不又在賈珍跟前送了滿情，二則又可以完淨虛那

事，三則順了寶玉的心，賈母聽見，豈不歡喜？（《紅樓夢》第十五

回） 

(167) 鳳姐兒見賈母喜歡，也忙留道：「我們這裏雖不比你們的場院大，空

屋子還有兩間。你住兩天罷，把你們那裏的新聞故事兒說些與我們

老太太聽聽。」（《紅樓夢》第三十九回） 

讓步連詞「雖」早期常搭配表比況義的「猶」，到了近代漢語中，雖然還見

得少數用例，但被「還」所取代的比例逐漸增多，更不用說搭配使用「尚」的

狀況，更只罕見幾例，見下表十六的整理： 

表十六 讓步連詞「雖」與「猶（尚）」、「還」搭配使用次數的比較 

出處 「猶」使用次數 「尚」使用次數 「還」使用次數 

《敦煌變文集新書》 4 1 0 

《祖堂集》 0 0 0 

《關漢卿戲曲集》 0 0 0 

《元刊雜劇三十種》 0 0 0 

《水滸傳》 0 2 0 

《西遊記》 1 1 15 

《金瓶梅》 3 0 7 

《紅樓夢》 3 7 32 

從表十六中來看，晚唐至元代基本上「還」仍未使用與讓步連詞「雖」搭

配，但「猶」、「尚」的用例已少見，直至《西遊記》後，「還」開始大量使用，

並取代早期的「猶」、「尚」，儘管「猶」、「尚」未曾消失，但從使用比例上來

看，確實已受到「還」的排擠，不過《紅樓夢》中仍一反其他諸書的用法，使

用「尚」的比例稍多，可見其書典雅化的傾向之大，但使用相對白話的「還」

比例還是多數，仍可清楚呈現「猶」、「尚」被「還」取代的概況。 

再者，關於早期頻繁使用之「雖……，必……」的使用情形，我們統計近

代漢語中的使用次數，整理如下表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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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七 「雖……，必……」的使用次數統計 

出處 使用次數 

《敦煌變文集新書》 1 

《祖堂集》 1 

《關漢卿戲曲集》 0 

《元刊雜劇三十種》 2 

《水滸傳》 1 

《西遊記》 1 

《金瓶梅》 0 

《紅樓夢》 1 

由表十七中，可以見得讓步連詞「雖」幾乎不與「必」共同使用，僅存寥

寥數例，《紅樓夢》中甚至見到「也必」連用的狀況，若對照前引表二，白話文

獻中使用的類同副詞「也」或許在某種程度上也擠壓了「必」的出現，來作為

主要表達轉折句不受影響類型的關聯詞。見下例： 

(168) 如今外頭賣的人參都沒好的。雖有一枝全的，他們也必截做兩三

段，鑲嵌上蘆泡鬚枝，摻勻了好賣，看不得粗細。（《紅樓夢》第七

十七回） 

至於單純表逆反關係的用例，在早期讓步連詞「雖」經常搭的轉折詞即為

「而」、「然」，經前 3.1.4小節的討論，「而」受「然」所取代而退位，「然」成

為讓步連詞「雖」最常搭配使用的轉折詞，然而到了近代漢語中，因新興許多

轉折詞，故也連帶影響讓步連詞「雖」的轉折後分句中，可以搭配的轉折詞漸

趨多元，見下諸例： 

(169) 若也不知原由，切不得妄說宗教中事。雖是善因，而招惡果。（《祖

堂集》卷十八） 

(170) 沙僧與行者欠身道：「我等俱是人。面雖醜而心良，身雖夯而性善。

汝三個卻是何來，卻這樣海口輕狂？」（《西遊記》第八十八回） 

(171) 八戒、沙僧，雖沒甚麼大本事，然八戒是天蓬元帥，沙僧是捲簾大

將。（《西遊記》第二十七回） 

(172) 那甄家丫鬟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窗內有人，敝巾舊服，雖

是貧窘，然生得腰圓背厚，面闊口方，更兼劍眉星眼，直鼻權腮。

（《紅樓夢》第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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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嵒云：「與摩則是山長。」對云：「某甲雖在彼中，卻不知。」（《祖

堂集》卷十二） 

(174) 酒保答道：「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里，卻是水路，全無旱路。若要

去時，須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裡。」（《水滸傳》第十回） 

(175) 賈政道：「雖無刁鑽刻薄，卻沒有德行才情。白白的衣租食稅，那裏

當得起。」（《紅樓夢》第九十二回） 

(176) 則我這領粗布袍，雖不及紫朝服，倒大來自在無憂慮。（《元刊雜劇

三十種‧嚴子陵垂釣七里灘》） 

(177) 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小，倒有養

家孝順之心。卻纔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有用著你

處。……」（《水滸傳》第二十六回） 

(178) 吳用道：「此計雖好，只恐這山險峻，難以進步。倘或失腳，性命難

保。」（《水滸傳》第一百十六回） 

(179) 秦氏道：「目今祖塋雖四時祭祀，只是無一定的錢糧。……」（《紅樓

夢》第十三回） 

(180) 祖師道：「此乃非常之道：奪天地之造化，侵日月之玄機；丹成之

後，鬼神難容。雖駐顏益壽，但到了五百年後，天降雷災打你，須

要見性明心，預先躲避。躲得過，壽與天齊；躲不過，就此絕

命。……」（《西遊記》第二回） 

(181) 賈政聽明，雖不理他，但是心裏刀絞似的，便道：「完了，完了！不

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紅樓夢》第一百五回） 

雖然用「而」作轉折詞不多見，但仍偶有用例，如例(169)-(170)；例(171)-(172)

是沿用「然」作轉折詞，但與使用「而」一樣，也不多見，也多有擬古的意

味；例(173)-(175)是使用「卻」作為轉折詞；例(176)-(177)是用「倒」；例(178)-

(179)是用「只」；而例(180)-(181)則是用「但」109。 

而這些在轉折後分句中出現轉折詞的用例，都是具有逆反關係的類型，前

述討論已提及表達不受影響的類型事實上也屬逆反關係，因此在出現轉折詞的

語例中，也時常能看到補出轉折詞的情形，見下例(182)-(187)： 

(182) 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

用了些錢財，卻也安排得那廝好。……」（水滸傳《第三十一回》） 

(183) 此時又困倦上來，伏在經案上盹睡，雖是合眼朦朧，卻還心中明

                                                      
109 這些近代轉折詞的發展，可參張麗麗(2011)、(20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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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耳內嚶嚶听著那窗外陰風颯颯。（《西遊記》第三十七回） 

(184) 如意兒道：「五娘嘴頭子雖利害，倒也沒什麼心！前日我和他嚷了，

第二日爹到家，就和我說好話，說爹在他身邊偏的多，就是別的娘

多讓我幾分。……」（金瓶梅《第七十四回》） 

(185) 邢大舅心內雖軟了，只還故作怒意不理。（《紅樓夢》第七十五回） 

(186) 如今儒大太爺雖學問也只中平，但還彈壓的住這些小孩子們，不至

以顢頇了事。（《紅樓夢》第八十一回） 

(187) 寶玉道：「我雖不懂得，但聽他音調也覺得過悲了。」（《紅樓夢》第

八十七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補出轉折詞表不受影響的轉折類型語例中，若是補

出的轉折詞為較古的「而」、「然」的話，與其搭配的關聯詞也常是早期使用的

「亦」、「猶」等關聯詞，如實呈顯文言體系的書寫習慣；當然也偶見文白詞會

雜用的情形，見下諸例： 

(188) 西門慶雙手舉其股，沒棱露腦而提之，往來甚急。西門慶雖身接目

視，而猶如無物。（《金瓶梅》第五十一回） 

(189) 卻說那大聖雖被唐僧逐趕，然猶思念感嘆不已，早望見東洋大海。

（西遊記《第二十八回》） 

(190) 那僧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宮中，將蠢物交割清楚，

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

猶未全集。」（《紅樓夢》第一回） 

(191) 當日寧榮二宅，雖有一小巷界斷不通，然這小巷亦係私地，並非官

道，故可以連屬。（《紅樓夢》第十六回） 

(192) 雖是興利節用為綱，然亦不可太嗇。縱再省上二三百銀子，失了大

體統也不像。（《紅樓夢》第五十六回） 

(193) 李紈處目今李嬸母女雖去，然有時亦來住三五日不定，賈母又將寶

琴送與他去照管。（《紅樓夢》第五十八回） 

(194) 芳官便又告訴了寶玉，寶玉也慌了，說：「露雖有了，若勾起茯苓霜

來，他自然也實供。若聽見了是他舅舅門上得的，他舅舅又有了不

是，豈不是人家的好意，反被咱們陷害了。」因忙和平兒計議：「露

的事雖完，然這霜也是有不是的。好姐姐，你叫他說也是芳官給他

的就完了。」（《紅樓夢》第六十一回） 

(195) 薛姨媽雖恐寶釵委屈，然也沒法兒，又見這般光景，只得滿口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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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紅樓夢》第九十七回） 

例(188)是轉折詞「而」搭配「猶」；例(189)-(190)是轉折詞「然」搭配「猶」；例

(191)-(193)則是轉折詞「然」搭配「亦」，這些語例充分展現仿古的書寫，且大都

出現在雅化程度甚高的《紅樓夢》中。例(194)、(195)兩例使用文言轉折詞和白話

類同副詞「也」則都出現在《紅樓夢》中，大可見得該書實具文白體系雜糅的情

形。 

 綜言之，無論是中古抑或近代漢語，讓步連詞「雖」的使用情形原則上未

有改變，表達模式也以逆反關係為基礎，但多是表達結論不受影響的類型，較

為顯著的差異是所搭配的關聯詞直至近代漢語中，產生替代情形，原本在早期

常使用的「亦」、「猶」受「也」、「還」所取代，轉折詞「而」、「然」也受到近

代多元的轉折詞所替換，會有這樣的改變大體緣於近代漢語中新興大量詞彙所

致，而又有文言、白話體系書寫分流的情形，以至於讓步連詞「雖」字構式所

搭配的關聯詞會有如此變化的原因。 

3.3 讓步功能的發展 

 在 3.1和 3.2節中，我們觀察了讓步連詞「雖」自上古至近代的使用情形，

原則上在上古時期業已確立讓步連詞「雖」的表達模式，直到近代、甚至現代

漢語中，都以表達逆反關係為主，不過在爬梳讓步連詞「雖」的歷史發展過程

中，我們發現雖然其句法意義未脫早期用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古時期，

「雖」的讓步功能實以表虛讓的縱予功能為多，然直至現代漢語中，所使用的

讓步連詞「雖」卻已只能用以表實讓的容認功能，為何會有如此的演變發展？

其具體過程又是如何？這是本節意欲討論的核心。 

3.3.1 上古時期「雖」讓步功能的類型與改變 

 早期讓步連詞「雖」所標誌的讓步功能，已兼含縱予和容認功能，其中表

實讓的容認功能較為單純，類型基本上也沒有太大的區別，然而表虛讓的縱予

功能則有把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認為事實，或者引領極端事件、違

反現實的事況兩類型，但此二種類型用縱予功能表達時，都表達一種言說者的

預設立場，有假設的意味，但容認功能沒有對結論預設立場，僅陳述轉折、與

讓步相背離的結果。首先，以下為讓步連詞「雖」表縱予功能中把可能發生但

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認為事實類型的用例，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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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

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

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

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左傳‧

成公六年》） 

(197)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

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

而弗為者也。」（《孟子‧盡心上》） 

(198)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日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

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

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韓非子‧外儲說右

下》） 

(199) 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

乎？（《國語‧晉語一》） 

(200)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論

語‧雍也》） 

這些用例都有假設的意味，讓步功能標誌著姑且承認這些假設條件為事實，且

其中也未見得極端描述。如例(196)中從前句「又怒楚師，戰必不克」可知

「克」為未發生的事況，但言說者姑且假設這前提成立；例(197)中「加一日」

是在「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的前提下提出的未發生條件，藉由「雖」的標

誌，表達姑且承認其為事實；例(198)也同樣是指在「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者

因資而毀譽之」的前提下，「有明主」是將假設事件姑且承認為事實，並且後句

有「而況於以誠借人也」的遞進句，可推知其前當有預設立場；例(199)-(200)

「雖」所引領的條件中都有情態詞「欲」，屬於主觀認知上意欲完成的事況，但

仍未完成，而雖然也可將「欲無遷」、「欲勿用」解讀為實然事實，意即真的想

這樣做，但在上古早期讓步連詞「雖」多半用於對話體，對話體中的言說主觀

性較強，況且「雖」帶上含有情態詞「欲」的事件時，其轉折後分句通常是反

詰句，是到了中古晚期，才多見直述句，而反詰句的主觀意識較強烈，且也有

一定的預設立場，所以我們傾向將這些語例理解為縱予句，而非容認句。 

 在縱予功能把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認為事實的類型中，有一種

特別的使用情形，那就是「雖＋名詞組」表達「就是……」意思的形式，這種

句式我們都將其視為縱予句，其有假設、連帶、列舉的作用，藉由讓步連詞

「雖」的引領，表達連帶假設該名詞組為事實，如前引例(2)、(10)、(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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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5)-(41)皆屬之，見下例： 

(201) 曰：「梁山崩而以傳召伯宗。」伯宗問曰：「乃將若何？」對曰：「山

有朽壤而崩，將若何？夫國主山川，故川涸山崩，君為之降服、出

次，乘縵、不舉，策于上帝，國三日哭，以禮焉。雖伯宗，亦如是

而已，其若之何？」（《國語‧晉語五》） 

(202)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

而誅，中庸雜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也。雖王公士大

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

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 

(203) 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莊

子‧駢拇》） 

(204) 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

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閒也，危

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

逞其能也。（《莊子‧山木》） 

(205)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

拜。（《論語‧鄉黨》） 

(206)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

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論語‧衛靈公》） 

例(201)、(202)二例之「伯宗」、「王公士大夫之子孫」、「庶人之子孫也」為客觀

現存或可能存在的個體事實，但這邊有假使之意，故以縱予句解讀；例(203)-

(204)指涉古時的歷史人物，以舉例假設其今存為事實，也屬縱予句；例(205)-

(206)則為事物或概念，並假設列舉之，表達姑且承認其為事實，也是縱予句。 

 接著，讓步連詞「雖」表縱予功能時，還有指涉違反現實、極端事件的類

型，見下諸例： 

(207) 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

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

臣雖死，敢忘君德？」（《左傳‧成公十七年》） 

(208) 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已寬舍

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故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

之，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戰國策‧趙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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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

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

居也。（《孟子‧告子下》） 

(210)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

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孟子‧公孫丑上》） 

(211) 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

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

煩亂，緩其刑罰，振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

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例(207)-(208)指涉的極端事件是死亡，但在言說者表達時，並未真的死亡，屬

於違反現實的讓步，在上古時期，常見讓步事件關涉死亡的情形；而例(209)-

(211)也是相對極端事件的讓步，這種事件的描寫通常帶有誇飾的性質，雖未必

然能成真，也能視如違反現實，如例(211)，但都藉由讓步連詞「雖」標誌姑且

承認其為事實。 

至此可見，「雖」表縱予功能的類型有「把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

認為事實」和引領「違反現實、極端事件」兩種，其中又以前者為最多。以下

我們統計上古時期，讓步連詞「雖」表縱予、容認功能的使用分布110，得到如

下表十八的結果： 

 

                                                      
110 我們在語料觀察時，發現讓步連詞「雖」早期幾乎用於對話體，對話體的言說主觀性強，可 

見「雖」的讓步功能確與主觀性有關，然若脫離對話體，或者用於引言、俗諺等，其縱予或容

認功能實難分判，尤以子書類中的相關語料，開始多見脫離對話框架的敘述，如此我們便依文

意脈絡來解釋，見下諸例： 

a.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傳‧宣公十五年》） 

b. 齊侯送姜氏於歡，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

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左傳‧桓公三年》） 

c.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論語‧子罕》） 

這些語例皆非用於對話體，例 a.為引古諺之例，然「鞭之長」涉及相對極端的描寫，故歸例

作縱予義；例 b.因為「雖＋名詞組」在早期俱為表縱予之例，故同樣視為縱予義；例 c.中

「少」在文意脈絡上，當理解為主觀認定的極端描寫，說明在「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

者」的前設命題下，都會有「必作」的結果，藉由「雖少」表達言說者的預設立場，故我們以

之為縱予之例。另外，我們的語料統計，因為第四章將探討「雖」類讓步雙音連詞的形成，其

中「雖＋然」的結構，「然」作為指代詞回指前述確實提及之成分，故此處的讓步連詞「雖」我

們皆視為表實讓之容認連詞，且其用例數亦不足以構成影響比例結果，故而此處統計剔除上古

時期表容認的「雖」與指代詞「然」所組成的「雖然」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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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八 上古時期「雖」讓步功能的使用分布 

出處 縱予 容認 

《左傳》 77 60 

《國語》 45 17 

《論語》 24 6 

《孟子》 28 15 

《韓非子》 138 57 

《戰國策》 77 59 

《史記》111 88 118 

從表十八中，我們能見得在上古中期時，讓步連詞「雖」用於縱予功能的

比例明顯較容認功能為多，但容認功能雖使用少於縱予功能，但仍有一定比例

的使用次數，故可以推知在早期讓步連詞「雖」的功能，是以表虛讓的縱予功

能為主，這或許與其常用於對話體中有關，況且讓步作用本就是一種語用手

段，用於表達姑且承認，為之後的結論預設立場，而縱予義相較容認義而言，

有假設、預設立場的意味，且主觀語氣也較強烈，因此早期多用於縱予句也是

相當合理的。然而雖然早期讓步連詞「雖」表縱予的功能強勢，不過卻也未排

擠到容認功能的使用，甚至到了中古晚期，容認義的使用竟大增，並超越了縱

予義，我們認為歷經子書中諸多非對話體的敘述，提供縱予、容認分判的模糊

性，再者《史記》中「雖」所引領的事件用例性質多半客觀實際，從文意脈絡

中大可推知一二，少有難判讀的語例，而同樣可表縱予功能的「縱」在《史

記》中，分工了「雖」的縱予義。另外，我們也推測也許是《史記》中需要表

容認義的情境較表縱予義的情境為多，而《左傳》恰好相反，會有如此差別可

能只是由於情境有出入的關係，我們以為此應當是讓步連詞「雖」之後漸趨以

表容認為主，而非如早期表縱予為多的主要原因。 

3.3.2 「雖」、「縱」的競逐與分工 

 「縱」原是動詞放縱、縱任的意思，但在早期已發展作成熟的縱予連詞來

使用112，因此「縱」的縱予義實和「雖」的部分功能重疊，不過「縱」在早期

的使用並不多見，故當時若欲表虛讓的縱予功能，仍習慣使用「雖」，然「縱」

                                                      
111 此處統計《史記》中的用例，以全部「本紀」，和秦以後的「世家」、「列傳（包含所有類

傳）」為主。 
112 「縱」字縱予功能的形成，基本上是循張麗麗(2006)提出之從任由類使役動詞發展為縱予連

詞（張文稱讓步條件連詞）的演變路徑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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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縱予義時，和「雖」的使用情形還是有些許不同，見下諸例： 

(212)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

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詩經‧鄭風‧子衿》） 

(213) 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

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

言？」（《左傳‧莊公十四年》） 

(214) 文子將請之于楚，樂王鮒曰：「諸侯有盟未退，而魯背之，安用齊

盟？縱不能討，又免其受盟者，晉何以為盟主矣，必殺叔孫豹。」

（《國語‧晉語八》） 

(215)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

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

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論語‧子罕》） 

(216) 是其人也，大用之，則天下為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

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荀子‧君道》） 

(217) 顏率曰：「弊邑固竊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醯壺醬垂耳，可懷挾

提挈以至齊者；非效鳥集、烏飛、兔興、馬逝，灕然止於齊者。昔

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

師徒，器械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縱有其人，何塗之從而

出？臣竊為大王私憂之。」（《戰國策‧東周策》） 

(218) 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

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

言，籍獨不愧於心乎？」（《史記‧項羽本紀》） 

從上引諸例來看，「縱」在上古時期確已是個成熟的連詞，最早在《詩經》中僅

見一例，其可出現在主語前後，且主語也不見得必須出現，此時便居於謂語之

前，與「雖」所出現的句法環境是一致的。再者，「縱」表虛讓的縱予功能時，

都是作將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認為事實的類型，並未見得指涉違反

現實、極端事件的類型113。另外，就是「縱」所引領的縱予句之後，也多見反

詰句作轉折後分句的情形，這也都和「雖」的使用情形相仿。從上述討論來

看，我們認為「雖」之後的使用逐漸聚於表實讓的容認功能，應當是部分功能

                                                      
113 梅廣(2019:115-116)提及先秦資料中「縱」字似乎沒有反事實的用法，此時反事實的縱使仍

用「雖」而不用「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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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縱」分化所影響的，尤其是表虛讓的縱予功能114。我們統計上古時期，

「縱」作為縱予連詞的使用次數，見下表十九： 

表十九 上古「縱」作縱予連詞的次數統計 

出處 使用次數 

《左傳》 7 

《國語》 2 

《論語》 1 

《墨子》 1 

《孟子》 0 

《荀子》 1 

《韓非子》 0 

《戰國策》 2 

《史記》 16 

由表十九可見得上古中期時，「縱」作縱予義使用仍屬少數，但至中古晚期

使用次數則有所增加，可與表十八互為參照，雖仍未完全取代「雖」縱予義的

使用，但似乎已有所影響，以至於在《史記》中「雖」的縱予功能使用次數，

略少於容認功能的使用。到了中古時期，《論衡》中並無任何一例使用「縱」作

縱予連詞，無法分判「雖」、「縱」在此間的競逐關係；而中古的佛經中，可能

是譯經習慣所致，也罕見「縱」的使用，因此「雖」在這些語料中仍是兼含縱

予、容認功能的。 

不過我們觀察中古語料過程中，發現有「雖」、「縱」共現的用例，見下： 

(219) 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

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

勝也。（《三國志‧魏書‧賈詡傳》） 

(220) 如是，眾生亡失本淨，見佛不信無極道光則謂生盲。雖不覩見如來

慧光，縱使如此，續當蒙於大聖日照。（西晉 竺法護譯《佛說如來

興顯經》） 

該二例是複雜的讓轉複句關係，連續使用兩個讓步句，而這兩個讓步句分別用

「雖」、「縱」來表達，我們推測此時對於「雖」、「縱」的功能已有分工的情

                                                      
114 梅廣(2019:115)指出「縱」的出現分擔了「雖」的縱使用法的部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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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例(219)中是以「留諸將斷後」為假設前提，姑且承認這個假設為事實，

「縱」表縱使，又「諸將雖勇」說明在前面假設狀況下，確實有「諸將勇」的

條件，「雖」則指容認，最後也會是「亦非將軍敵」的結果。例(220)中「不覩

見如來慧光」乃就前句「生盲」而言，「雖」表容認，姑且承認「不覩見如來慧

光」的事實，但後面轉折出「縱使如此」來描述把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

且承認為事實來看，從原來不預設立場的容認，進一步使用縱予句表達強烈主

觀意識，再次強調之，最後說明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也將會有「續當蒙於大聖

日照」的結果。 

由上可見，「雖」、「縱」分用的情形明顯，在中古時期「雖」或許已作為主

要表實讓的容認功能使用，而「縱」則專表虛讓的縱予功能115，但「雖」原則

上仍應存有表虛讓的縱予用例，然有鑑於部分中古文獻因為書寫習慣的關係所

致，無法比較「雖」、「縱」的分布情形，以至於不適合作為觀察範例，因此我

們擇取《世說新語》、《百喻經》、《搜神記》、《水經注》、《顏氏家訓》等116，觀

察其中「雖」、「縱」的使用比例，見下表二十： 

表二十 中古時期「雖」、「縱」使用情形統計 

出處 
雖 

縱 
縱予 容認 

《世說新語》 7 57 2 

《百喻經》 3 18 1 

《搜神記》 3 20 1 

《水經注》 14 68 4 

《顏氏家訓》 8 31 9 

從表二十中可以明顯見得「雖」用於表縱予的比例少於表容認，可見

「雖」在中古時期確已以表容認為其主要功能，「縱」的使用比例雖然不高，但

仍持續作為縱予連詞使用，此時仍少見「縱」引領違反現實的事件117，還是以

                                                      
115 另，中古時期有「縱使」之例，而無「雖使」之例，顯示當時只有「縱」能搭配有假設意味

的「使」。 
116 揀擇此五書作為語料觀察對象，原因在於其中有用到「縱」作為縱予連詞使用，可供觀察中

古時期「雖」、「縱」的使用比例。又，《水經注》中雖然多有引用前書之例，但經我們查找後，

先秦引書之例不多，且其中多是縱予義的使用，而大部分索引之書皆為中古時期，因此對統計

結果影響不大。 
117 如「縱使三千大千世界遊居眾生，一切成具緣覺之德，智慧功德等無差特，欲比五劫生行菩

薩，百倍、千倍、萬倍、億倍、巨億萬倍，計空不及無以為喻。」（西晉 竺法護譯《等集眾德

三昧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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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認為事實的類型為要。 

另外，「雖」表縱予的用例固然不乏將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認為

事實的類型，但終究是少數，而且在這些例子也大都集中於固定的用法，見下

例： 

(221) 郗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鼎，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

矣。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

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履屐之間，亦得其任。以

此推之，容必能立勳。」（《世說新語‧識鑒》） 

(222) 王聞其聲，問言：「何以苦惱？取汝百兩，十倍與汝，意不足耶？何

故苦惱？」傍人答言：「大王！如截子頭，雖得千頭，不免子死；雖

十倍得肉，不免苦痛。」（蕭齊 求那毘地譯《百喻經》） 

(223) 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

記者，莫不耕田養馬。（《顏氏家訓‧勉學》） 

(224) 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

不肯詣也。（《世說新語‧任誕》） 

(225) 劭曰：「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賾索隱，窮神知

化，雖眭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者間來候

師。」（《搜神記》） 

(226) 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

皆稱名也。（《顏氏家訓‧風操》） 

(227) 丹水又東南歷西巖下，巖下有大泉湧發，洪流巨輪，淵深不測，蘋

藻茭芹，竟川含緑。雖嚴辰肅月，無變暄萋。（《水經注‧沁水》） 

例(221)-(223)是極端事件的例子，通常都帶有誇飾的意味，其中例(221)是相對

極端的描寫，不見得是違反現實，但例(222)-(223)則是違反現實的用例，這樣

的例子到中古時期仍由「雖」來表達。而例(223)除了是極端類型之外，也是

「雖＋名詞組」表示「就是」義的使用形式，如例(224)-(227)皆為此類，這種

類型不屬於違反現實，是將其假設的事件視為事實看待，這樣的「雖」有連

帶、列舉之效，不過假設的意思也相當濃厚，多半帶有極端性，如例(224)，而

例(225)-(226)則是羅舉歷史人物，表達言說者將其認定為預設的標準。由此可

見，在中古時期，「雖」如若用於表縱予義，則有集中於違反現實、極端事件，

或者「雖＋名詞組」表假設列舉的傾向，而早期把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

且承認為事實的主要類型逐漸減少，這部分的功能便分化到其他有相同功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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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詞如「縱」的身上。 

另外，「雖」在上古時期還有常見的形式便是轉折後分句由反詰句充任，但

這種形式與「縱」早期的使用形式相似，且反詰句本就具備預設立場，「雖」的

轉折後分句若為反詰句，其讓步功能也常是表虛讓的縱予義，而到中古之後，

「雖」之後接上反詰句的情形趨少，但「縱」的轉折後分句，仍多見反詰句，

我們認為造成此狀況的原因，當也是「雖」、「縱」早期功能相仿，經由競逐、

分工之後所致的結果。我們下面統計上古時期「雖」、「縱」的轉折後分句為反

詰句的使用分布，見下表二十一： 

表二十一 上古時期「雖」、「縱」後分句為反詰句的使用情形 

出處 「雖……，反詰句」 「縱……，反詰句」 

《左傳》 31（22%） 2（29%） 

《國語》 11（17%） 0 

《論語》 5（16%） 1（100%） 

《孟子》 8（17%） 0 

《荀子》 18（13%） 0 

《韓非子》 13（6%） 0 

《戰國策》 16（11%） 1（50%） 

《史記》 25（7%） 8（50%） 

從表二十一中，可以見得「雖」在上古中期後接反詰句的情形較為常見，

而「縱」因用例本就少見，因此僅見數例，不過到了中古晚期「雖」後帶反詰

句的使用次數銳減，反倒「縱」的比例上升，由此我們認為到了上古晚期，

「雖」的部分功能的確受到「縱」的分化而有所影響，一方面是前面提到的

「雖」漸趨表容認義，另一方面便是後接反詰句的形式，也受到「縱」的取

替。至於中古時期，《論衡》中雖然未見使用「縱」作為縱予連詞，但其書中使

用「雖……，反詰句」的形式共佔比 7%，確實也較早期為少；再者，我們遍查

中古佛經，譯經師儘管罕用「縱」表縱予，不過我們發現「雖……，反詰句」

的形式在中古譯經中，也是相當少見118。而其餘中古諸書中的「雖……，反詰

句」使用情形，《世說新語》中僅見得 2例，佔所有「雖」字語例約 3%，但該

書「縱……，反詰句」的使用比例為「縱」表縱予義中之 50%；《搜神記》、《顏

                                                      
118 我們查找中古譯經的情形如下，東漢的安世高所譯佛經共見 1例；東漢的支婁迦讖所譯佛經

共見 1例；三國吳的支謙所譯佛經共見 3例；三國吳的康僧會所譯《六度集經》共見 1例；西

晉的竺法護所譯佛經共見 1例；東晉之後的鳩摩羅什所譯佛經、佛陀跋陀羅共法顯所譯的《摩

訶僧祇律》、求那毘地所譯的《百喻經》中皆未見任何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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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家訓》、《水經注》等有見得使用「縱」為縱予連詞語例的典籍，亦未見有

「雖……，反詰句」的使用，由此可推知，早期常見的「雖……，反詰句」形

式，至此當已受到功能相近且也可同表此形式的「縱」所影響，進而產生取代

的可能。 

 綜上所述，讓步連詞「雖」早期兼表縱予、容認功能，其中縱予功能的類

型相對多見，其中又以把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認為事實的類型為

多，次要者為違反現實、極端事件的類型，但用例中容認功能的比例也不少，

因此我們認為早期也許兩種功能乃是並行使用，只是讓步用法本就意在凸出言

說者的主觀既定立場，很容易造成具有預設立場之縱予義的使用居於優勢。另

外，早期除了「雖」為發達的讓步連詞之外，並未多見其他相近功能的關聯

詞，就算有如表縱予義的「縱」的出現，在早期也不習用，但隨著時代推移，

直至上古晚期以後，我們發現讓步連詞「雖」表縱予的功能逐漸減少，反而表

容認的功能未衰，因此我們推測當是與其具有相似功能、也在早期已成熟的

「縱」分化了「雖」的縱予義，根據前述討論，「縱」與「雖」在功能上，重疊

的部分有表縱予的把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認為事實的類型與後分句

為反詰句兩者，至上古晚期之後，「雖」這兩種功能的使用也確實大量減少，

「縱」仍持續存在使用，因此我們認為「雖」的縱予義應是受到分化所致，故

而銳減，然因早期尚未有「雖」之外的容認連詞，所以「雖」表容認的功能得

以保存，而「雖」固然受到功能分化以至於少見表縱予的使用，但事實上還是

有僅存而未被取替的縱予類型，就是「縱」在早期尚未發展出的功能，即關涉

違反現實、極端事件的類型，仍是由「雖」來承擔此功能的使用。因此「雖」

讓步功能中漸趨容認義的原因，我們認為是經過與其他功能相仿關聯詞的競逐

與分化所致，主要是早期已成熟的「縱」，但在之後仍有其他縱予連詞的形成加

入競逐119，我們以為或許也有推波助瀾的效果，順勢促成功能的分化，以致

「雖」的縱予義在上古晚期後逐漸少用，到了近代漢語、甚至現代漢語中，便

僅主要用於表容認的功能，而此處我們僅以「縱」為主要討論對象，但我們並

不否認其他縱予連詞，如也屬早期便已發展具讓步義的「即」，這些應當也對

「雖」的功能分化起到某種程度的影響，本文此處便姑置不論，留予往後做更

深入的統計比較和討論。 

                                                      
119 張麗麗(2009)提出「即」在戰國晚期；「便」、「就」在南北朝分別發展出縱予連詞的用法，

而張麗麗(2006)也提及「饒」、「任」在近代漢語中也是有成熟的縱予（張文稱讓步條件）連詞

用法，從時間上推論，「雖」的縱予義因分化而趨少約在中古晚期之後，經過中古、到了近代，

基本上僅剩容認義的使用，與這些多元縱予連詞的形成發展皆在上古晚期後，應當也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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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近代漢語中「雖」的使用概況 

 讓步連詞「雖」在近代漢語中，席嘉(2010)指出基本上都是使用於表實

讓，但也可以表虛讓，根據我們的觀察，就算是用於表虛讓的縱予功能，也相

對少得多，且多有固定的表現傾向，如下例120： 

(228) 問表裏。曰：「表者，人物之所共由；裏者，吾心之所獨得。表者，

如父慈子孝，雖九夷八蠻，也出這道理不得。裏者，乃是至隱至

微，至親至切，切要處。」（《朱子語類‧大學三》） 

(229) 不肖呵，雖近族呵削了大權，賢仁的，雖草澤呵加與重爵。（《元刊

雜劇三十種‧輔成王周公攝政》） 

(230) 溫秀才在旁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

聖人，亦不能強。」（《金瓶梅》第六十四回） 

(231) 終不成林家的女兒在你賈家一世不成？林家雖貧到沒飯吃，也是世

代書宦之家，斷不肯將他家的人丟在親戚家，落人的恥笑。（《紅樓

夢》第五十七回） 

這些例子都是近代漢語白話文獻中的用例，「雖」盡用於表縱予，例(228)-(230)

皆屬「雖＋名詞組」的用法，此在早期本就是「雖」表縱予功能的常見形式，

假設該名詞組為事實，表達列舉、連帶之效。 

而例(231)則為違反現實的用例，多有誇張、極端的描寫，這也是早期

「雖」表縱予的典型用法，但這種關涉違反現實的類型，「縱」在早期並未有取

代此使用功能，「雖」在近代漢語中，確實也仍見少數指涉違反現實之縱予義的

使用，見下例： 

(232) 正卿問：「『可以託六尺之孤』，至『君子人也』，此本是兼才節說，

然緊要處卻在節操上。」曰：「不然。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才節兼

全，方謂之君子。若無其才而徒有其節，雖死，何益？……」（《朱

子語類‧論語十七》） 

(233) 允避席問曰：「孟德有何高見？」操曰：「近日操屈身以事卓者，實

欲乘間圖之耳。今卓頗信操，操因得時近卓。聞司徒有七星寶刀一

口，願借與操入相府刺殺之，雖死，不恨！」（《三國演義》第四

回） 

                                                      
120 例(228)-(231)轉引自席嘉(2010:229)。 

 



讓步連詞「雖」的歷時研究 

98 

 

(234) 宋江道：「若得軍師如此扶持，宋江雖死瞑目！」（《水滸傳》第六十

五回） 

在早期「雖」表縱予用於違反現實的類型，以指涉「死亡」的事件最為多，這

在近代漢語的白話文獻中也多有用例，如例(232)-(234)，而例(232)為「雖」字

讓步句後，轉折後分句為反詰句的用法，符合「雖」早期的常見形式，再者

「何益」之「何」是上古漢語的代詞，且「何」置於動詞「益」前也是上古漢

語的句法；而例(233)中的「雖死，不恨」之句其實早已見於《戰國策》和《史

記》中，可見「雖」在近代漢語中，若用於表縱予義時，多有仿古的痕跡。 

而「縱」可用於指涉違反現實條件的類型，應當是在近代漢語時121，始見

用例： 

(235) 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

骨香。（王維〈少年行〉其二） 

(236) 指先論四諦法，後聞應當沒七遮。縱令積寶凌雲漢，不及交人暫出

家。……我等生時多造罪，今日辛苦方始悔，縱令妻妾滿山川，誰

肯死來相替代。……父母見存為造福，七分之中而獲一。縱令東海

變桑田，罪之人仍未出。（《敦煌變文集新書‧大目乾連冥間救母變

文》） 

(237)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見

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

日諸生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

（《朱子語類‧朱子七》） 

由上可見，雖然在近代漢語中，「縱」已可用於指涉違反現實事件，但仍能見得

「雖」用於引領違反現實類型表縱予的語例，我們認為「雖」在這些用例中，

還是早期用法的書寫習慣所致，因此仿古的意味相對濃厚。 

再者，若讓步連詞「雖」在近代漢語中表達縱予義多是存有早期「雖」的

用法形式，是否在文言、白話性質不同的文獻中，會有更明顯的分布情形？經

過我們的考察，在近代漢語的文言文獻中，「雖」用於表縱予的例子，更為常

見： 

(238) 錢塘有女巫曰四娘者，鬼憑之，目為五郎。有問休咎者，鬼作人語

                                                      
121 如此也能解釋現代漢語中的「縱」不僅可用於把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認為事實，

亦可用於反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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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之。或問先世，驗其真偽，雖千里外，酬對如響，莫不諧合。

（《夷堅志‧五郎鬼》） 

(239) 美人處生之室，奉長上以禮，待婢僕以恩，左右鄰里，俱得其歡

心。且又勤於治家，潔於守己，雖中門之外，未嘗輕出。（《剪燈新

話‧滕穆醉遊聚景園記》） 

(240) 時唐帝有天下，建號武德，凡六年矣。吾自此，或居京洛，或遊江

左，至於三蜀五嶺，無不往焉。迨今二百九十年矣，雖烈寒盛暑，

未嘗有微恙。（《太平廣記‧惠照》） 

(241) 予友婿梁元明，嘗夢入冥府。冥官令詣曹對狀，戒之曰：「還家勿泄

於人，雖父母妻子，亦不可言。若犯令當滅族」梁再拜受命。（《夷

堅志‧梁元明》） 

(242) 臣領師徒，出外征伐，動經歲年，害人之兄，殺人之父多矣。其有

節夫義士。刃臣於腹中者衆。今搆隳辱，宜當其辜。但臣為國之

心，雖死，無悔。（《太平廣記‧郭子儀》） 

(243) 女窺無人，出就生鳳尾下，謂生曰：「老母聞令姑說子聰明，欲以我

結好，我亦願為子妻，托令姑主張。第未審子父母之意然否？倘因

緣會合，得為夫婦，雖死，無憾！不然，我之嫁人，非商家郎，則

耕家子，縱金玉滿堂，田連阡陌，不願也。」（《剪燈餘話‧鳳尾草

記》） 

(244) 明日婦大泄不止，而喉痺不入食。眾醫交指其疵，且曰：「二疾如冰

炭，又產蓐甫爾，雖扁鵲復生，無活理也。」（（《夷堅志‧張銳

醫》） 

(245) 弟長跪曰：「自今後，雖有人唾某面上，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

以此自勉，庶不為兄憂。」（《太平廣記‧婁師德》） 

(246) 遂與妻夜發之，果得白金一藏。生喜而遽呼曰：「是可以報施君

矣。」妻搖手，急止之曰：「無以呼為也！此施氏地，安知非施氏所

瘞？即不然，彼藉口於己之地，固以為份內物也，雖盡與之，必不

見德，如或不諒，將更疑子之匿其餘，是欲報德而且生怨

矣。……」（《覓燈因話‧桂遷夢感錄》） 

在前述討論中，近代漢語白話文獻的「雖」，如若用於表縱予義，其多半使用早

期「雖」的縱予義用法，即「雖＋名詞組」表假設、列舉、連帶的形式，抑或

指涉違反現實、極端事件的類型，然用例不多；在近代漢語的文言文獻中

「雖」用於表縱予義的語例相對較多，除了有同白話文獻中的仿古用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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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名詞組」形式的，如例(238)-(241)，其中例(238)也屬極端性的描寫，而

指涉違反現實類型的，如例(242)-(244)，其中(242)-(243)為關涉死亡的事件，但

與白話文獻不同的是，文言文獻中可以見得將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

認為事實的類型，如例(245)-(246)，這種使用類型在早期的「雖」表縱予義時

仍為常見，但據前述討論，經過「縱」的使用競逐後，「雖」表達此類型的功能

使用則分化由「縱」來擔負，在中古以後，逐漸少見此用法，甚至近代漢語的

白話文獻中，幾乎未見用例，然而卻在文言文獻中，還見得此類型的使用語

例，由是我們認為在近代漢語中「雖」的縱予用法大抵較容認用法為少，然從

部分縱予功能的使用來推判，「雖」在文言、白話文獻中的分布情形實有不同傾

向，在文言文獻中基本上承繼早期「雖」的所有形式用法，表縱予義的用例也

比白話文獻多，而在白話文獻中，基本上大宗都是表容認義，而少數若為仿古

以表縱予義時，則集中使用「雖＋名詞組」和違反現實的類型來表達，未見把

可能發生但未發生的事況姑且承認為事實的類型使用。 

3.4 小結 

 本章考察自上古至近代漢語「雖」讓步功能的形式與發展，在上古時期，

「雖」可兼表縱予和容認兩種讓步功能，表達形式後分句中多半有搭配關聯

詞，如「必」、「亦」、「猶」、「而」、「然」等，也可以搭配反詰句，甚至不用關

聯詞，無論如何在上古時期基本上已確立讓步連詞「雖」的句法構式意義，即

以表達逆反關係為基礎，或者可表達結論不受影響。而在上古中期時，「雖」的

兩種讓步功能雖並行使用，但經過統計仍以表虛讓的縱予功能為多，不過至上

古晚期以後，「雖」表虛讓的縱予功能逐漸減少，致使表實讓的容認功能趨於主

流，我們認為應當是其他縱予連詞的發展影響取替了「雖」表縱予的功能，這

些後起的縱予連詞以「縱」為主的影響最大，不過當然也有其他的縱予連詞如

「即」應當也有起到分工的影響，因此中古時期以至於近代漢語，「雖」的讓步

功能漸發展成僅表容認義，其句式的表達也基本一致，只是到了近代漢語有其

他同性質關聯詞的取代情形產生。再者，雖然在中古、近代漢語中，仍見得部

分表虛讓的縱予用例，但只是少數，且根據我們觀察結果，也幾乎傾向「雖＋

名詞組」表列舉、連帶和早期指涉違反現實的用法，另外，我們還發現在近代

漢語中，文言、白話文獻「雖」的讓步功能有著明顯的分流情形，表實讓的容

認功能依舊是近代漢語中的大宗，至於表虛讓的縱予功能在文言文獻中原則上

承襲早期「雖」的縱予用法，而白話文獻則相對少見縱予用例，就算有也是有

其固定的使用習慣。總言之，「雖」讓步功能的歷史演變大致朝著「縱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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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傾向發展，原則上符合 König(1985a、1985b)以及 Haspelmath、

König(1998)對跨語言中關於讓步語義的發展態勢，只是我們認為影響「雖」漸

趨以容認義為主的原因，乃是因為「雖」的縱予義受到其他縱予連詞的分化，

以至於「雖」在中古以後，少見縱予用法，最後表達縱予義時僅可能為了仿古

而已，而容認功能成為主要用法，因此也得以解釋為何近代漢語中仍有少見的

縱予用例，且現代漢語中目前也只留下容認功能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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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的形成與發展 

 在前面兩章中，我們分別討論了讓步連詞「雖」的來源與從上古至近代的

功能發展，其中我們發現在中古、近代漢語以後，出現相當多元的「雖 X」類

讓步雙音連詞，故本章將就此議題進行探究，追索該類雙音連詞的詞彙化過程

及其後續相關發展。席嘉(2010)曾完整列舉近代漢語中的「雖 X」類讓步雙音

連詞，包含有「雖使」、「雖復」、「雖然」、「雖則」、「雖即」、「雖自」、「雖是」、

「雖說」、「雖故」等九種122，本章將以其所羅舉者作為基本考察對象，釐清該

類雙音連詞的演變路徑。另外，讓步連詞「雖」在早期本就能兼表虛讓和實

讓，然何以多數的「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皆發展作為表實讓的容認連詞，僅

有少數發展作表虛讓的縱予連詞？又，如此多樣的「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之

形成是否有其發展的共性可言？這些也都是本章意欲解決的問題。 

4.1 「雖然」 

 「雖然」是近代漢語中最為常見的讓步雙音連詞，甚至沿用至現代漢語

中，用於表實讓的容認功能，見下例123： 

(1) 雖然他說確有其事，但是我不相信。 

(2) 我雖然很喜歡詩詞，可是不會寫。 

在現代漢語中的「雖然」原則上就是等同於讓步連詞「雖」的使用，能夠

置於主語前後，用來標記容認義，後分句則為轉折句。而過去關於「雖然」的

討論也最是豐富，太田辰夫(1987)、楊伯峻、何樂士(2001/2013)、吳凱風

(2006)、劉百順(2008)、徐朝紅、蔣冀騁(2010)、李永春、劉單單(2012)基本上

都同意讓步雙音連詞「雖然」是由讓步連詞「雖」和作指代詞的「然」而複

合，其中複合成詞的轉變關鍵則在於指代詞「然」字是否虛化為附屬成分，從

原來在句法結構上分屬不同層次的兩個成分得以進一步結合成詞。在上古漢語

                                                      
122 其中「雖故」，主要集中用於《金瓶梅》中，或與方言習語使用有關，故不列入討論，見下

二例： 

a. 依子平正論，娘子這八字，雖故清奇，一生不得夫星濟，子上有些防礙。（《金瓶梅》第十

二回） 

b. 這西門慶留心已久，雖故莊上見了一面，不曾細玩。今日對面見了，見他生的甚是白凈，

五短身才，瓜子面兒，細彎彎兩道眉兒，不覺魂飛天外，忙向前深深作揖。（《金瓶梅》第

十三回） 
123 此處用例轉引自呂叔湘(1980/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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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雖然」非常明顯的便是處於句法中的跨層結構，見下諸例： 

(3) 及楚，楚之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

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

健，以與君周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4) 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

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

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

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

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

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

虞。」（《左傳‧宣公十五年》） 

(5) 定公問於顏淵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

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

日而校來謁，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驂列，兩服入廄。」定公越席而

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

『東野畢之駛，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

（《荀子‧哀公》） 

從上例中可見「然」都具有回指前文的功能，連詞「雖」註記讓步功能，據梅

廣(2019:4)引述 Kennedy G.(1940)說法指出「然」可能是相當於「如」加上指示

成分「-an」的合音，義為「如是」、「像這樣」，因此這些例子中的「雖然」應

該都可以理解為「雖然如此」的意思。例(3)中「雖然」作為應答開頭，是晉文

公重耳流亡之時，至楚國與楚成王的對話，文中成王問及重耳將何以回報，重

耳回答無可回報，楚成王順勢而言「雖然，何以報我」即指「雖然如此，但你

將用什麼回報」，「然」為回指重耳所述。例(4)、(5)中的「雖然」則處於對話文

句進行之中，劉承慧(2019)指出在先秦語法中「雖然」早期都出現在用於對

話，因此應從對話語體的條件來討論「雖然」，該文認為「雖然」由具有交際照

應的功能詞，演變為成分純粹的銜接標記，其中的關鍵在於文字載體由對話語

體進入書面語的書寫，其交際照應的語用功能喪失所致，而例(4)、(5)雖也處於

對話中，但已涉及成分的銜接。 

另外，劉文亦指出先秦時期的「雖然」乃是由讓步標記「雖」加上表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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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謂語「然」而成124，而其以為表肯認的謂語「然」應是根源於指示代詞，因

在口語交際中用來贊同對方，便分化出表示肯認的謂語義。此論基本上亦不脫

前人認定上古漢語中「雖然」作為跨層結構不同成分的論點，只是劉文從對話

語體的語用角度來討論先秦的「雖然」而有此番論述，可謂另闢蹊徑。其所謂

成為擔負銜接功能的事理標記，不同於初始的交際照應意圖的使用之例，如

125： 

(6) 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莊子‧逍遙遊》） 

(7)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

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

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莊子‧大宗師》） 

然劉氏之說亦僅涉及早期尚未複合成詞之「雖然」的討論，雖能見得語用

功能上的轉變，也未能將「雖然」的成詞過程與語義功能闡釋清楚，與我們所

要考察的宗旨無涉，不過此研究新進路確實也能提供給研究者另一種考察「雖

然」的全新視角。該文指出「雖然」發展用為銜接成分的標記，也許正因失去

交際語用的功能，作為純然的成分銜接之用，故而在之後「雖然」得以更為成

熟的使用，進而黏合成詞的發展中起了推動第一步的影響也不一定。 

至於「雖然」究竟在何時複合成詞，過去各家說法也莫衷一是，王力

(1989:219-220)以為是在清代《紅樓夢》中才見得；太田辰夫(1987:305)認為是

在唐代形成；李永春、劉單單(2012)認為萌芽於漢代；吳凱風(2006)、劉百順

(2008)、徐朝紅、蔣冀騁(2010)則以為產生於中古時期。據王力之說於清代方見

類例，稍嫌過晚，而漢代時之用例也一如先秦用法，或許判斷過早，見下例： 

(8) 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之楚，借使之

齊，謂齊王曰：「王甚憎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史

記‧張儀列傳》） 

(9) 仆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

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遍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

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 

(10) 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

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

                                                      
124 董秀芳(2011:240-241)則指出讓步連詞「雖然」的詞彙化過程是其中謂詞性代詞「然」與結

構詞彙化後形成。 
125 以下諸例轉引自劉承慧(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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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

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史記‧刺客列傳》） 

(11) 儒書言：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

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

「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

子頓首強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

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論衡‧道

虛》） 

上引諸例中，「雖然」仍分屬兩個成分，「然」回指前述所言，「雖然」獨立作為

讓步前分句，與轉折後分句間分判嚴明，絕無順讀相合可能，且通常由「雖

然」鋪陳讓步，帶出轉折後分句旋即結束文句，如例(8)、(9)，就算有的後面仍

有續文，常只是另起主題，表達判斷而已，如例(11)中文摯雖然認為齊王之疾

可以治癒，但卻轉折說出王之疾病痊癒後，另起判斷指出自己必定被殺，同前

例(4)。而在漢代用例中，「雖然」也多用於對話中，不過讓步連詞「雖」本就

表達言說者的主觀性與預設目的，故出現於主觀性較強的對話語體中也頗為正

常。又，這些例子中除了例(9)是用於應答開頭外，其餘確實同劉承慧(2019)所

謂的涉及成分銜接的發展傾向一致。 

而至唐代之時的確已見得讓步雙音連詞「雖然」複合成詞的頻繁使用，見

下諸例： 

(12) 雖然兩股長，其奈脊皴皰。跳躑雖雲高，意不離濘淖。（韓愈〈答柳柳

州食蝦蟆〉） 

(13) 司馬雖然聽曉鐘，尚猶高枕恣疏慵。請詩僧過三門水，賣藥人歸五老

峰。（賈島〈送陝府王建司馬〉） 

(14) 不念自是邪神類，比並天中大世尊，羅漢雖然是小聖，力敵天魔萬萬

重。（《敦煌變文集新書‧破魔變文》） 

(15) 峰云：「者老漢！老僧臂長，則便打二十棒。雖然如此，老僧這裏留取

十個。」（《祖堂集》卷七） 

從上引諸例中，例(12)中的「雖然」置於句首，例(13)則置於句中主語之後，由

此可斷定此時雙音連詞「雖然」已然更為黏合緊密、複合成詞，得以自由置換

於主語前後，為一成熟的連詞，且其後分句亦可見得「亦」、「尚猶」等關聯詞

相搭配。例(14)中的「雖然」之後能夠加接判斷詞「是」作為主要謂語成分，

可知「雖然」當已黏合，而例(15)中在「雖然」之後復見指代詞「如此」，更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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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言「雖然」中原本的指代詞「然」當已語義虛化，作為單純的附屬成分，由

上述可知，在唐代「雖然」確定業已複合成詞，完成詞彙化的發展。然而由這

些用例的使用，我們只能夠知曉讓步雙音連詞「雖然」在唐代時已發展成熟，

且頻繁地使用著，並無法觀察到「雖然」詞彙化的過程。 

另外，據前人研究指出在中古時期的佛經中可見得「雖然」複合用為雙音

連詞的跡象，其引例見下： 

(16) 明旦復行問：「大道人得無事火？」佛言：「不也。昨天帝釋來下聽

經，是其光耳。」迦葉念言：「是大沙門乃神聖。雖然，未及於道，不

如我得羅漢也！」（吳 支謙譯《佛說太子瑞應本起經》） 

(17) 故知佛性難可見也。雖然，如是故，經云：「佛性普遍，無問凡聖，但

自身中，體會真一，何用外覓，晝夜深思，內心自證。」（東晉 僧肇

《寶藏論》） 

(18) 與縷織成，廣長細好，送與鹿母。鹿母取已作是言：「此是好㲲，不應

與彼，是重供養；雖然，本為其作。」即便送與。（東晉 佛陀跋陀羅

共法顯譯《摩訶僧祇律》） 

(19) 若菩薩摩訶薩已受天根，不受龍根，雖然，欲受龍根，便能降諸法

雨。（後秦 竺佛念譯《菩薩瓔珞經》） 

不過我們認為上引中古譯經之例，應當還是讓步連詞「雖」加接上指代詞

「然」的獨立分句，尚未完成詞彙化的發展，過去研究中都將這些「雖然」與

後續文句相合順讀成句，原因在於此處的讓步分句「雖然」之後，並非僅有轉

折後分句作結句，而是還有後續文句的接引，導致應該獨立看待的「雖然」與

後句轉折句合讀，並和後面另起的敘述文句誤成讓轉複句關係，實為大謬。綜

觀上引諸例，在讓步前分句「雖然」之後的文句，事實上都有轉折意味，而也

正因讓步與轉折關係時常相互搭配，因此在理解上理應獨立的讓步句「雖然」

順勢加接上後面的轉折句也不那麼令人意外了。況且這些「雖然」用例中，在

讓轉複句之後的文句裡，是有關聯詞的使用的，如例(16)的轉折詞「不如」，更

為「雖然」與其後轉折句間的分界添上模糊空間，彷彿帶有轉折關聯詞的文句

才是轉折後分句，而「雖然」似與其後的轉折句相合成句，因此我們認為中古

時期的此類用例，應當是促使「雖然」複合成詞的關鍵，所以我們細查中古時

期語例，確實不乏此類用法，見下諸例： 

(20) 婆羅門去不久，佛告諸比丘：「是婆羅門今大有所失，應問者不問，不

應問者問。若彼問苦習義者，可得道迹。雖然，彼婆羅門今於我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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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心，亦為大有所得。」（東晉 佛陀跋陀羅共法顯譯《摩訶僧祇

律》） 

(21) 答曰：「實如所難。雖然，若於彼處不說名色，但言以名緣六入者，如

是不說五種色入，彼六入中色亦清淨，非但名色入清淨。（北魏 菩提

流支譯《彌勒菩薩所問經論》） 

(22) 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

但前却中柱，使入準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魏書‧樂

志》） 

(23) 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真異人也，長九尺

六寸，其顙似堯，其項似皋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雖然，貧苦孤微，然為兒童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葛洪

《抱朴子》） 

(24) 思遠清脩，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凈，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

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

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南齊書‧王思遠列傳》） 

上引諸例中，「雖然」仍獨立作為讓步分句，「然」還是可以理解為回指前述成

分的指代詞，只是轉折後分句中並未見得轉折關聯詞，反而是在後續出現關聯

詞，如例(20)的「亦」、例(21)-(22)的「但」、例(23)的「然」、例(24)的「猶」，

此類用法有消解讓步前分句「雖然」之後轉折後分句的轉折意味，以至於關聯

詞的所在句反而容易使人理解為轉折後分句，故「雖然」便可能被誤解與原後

分句相合，提供「雖然」複合成詞的機會。所以我們認為在該類用法上，因原

轉折後分句的轉折語義受到其後的轉折關聯詞所在句削弱，得以推動讓步前分

句「雖然」同原轉折後分句連讀，誤為新的讓步前分句，並與後方轉折關聯詞

所在句形成新的讓轉複句「雖然（，）……，轉折句」的解讀可能。 

此外，我們還發現在中古時期的語料呈現上，獨立成讓步前分句的「雖

然」，其後面的轉折後分句也通常不帶轉折關聯詞，而在轉折後分句後續的文句

常是以表達否定的斷言作結，見下諸例： 

(25) 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

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

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

人養老也。」（《三國志‧張旣傳》裴注） 

(26) 早栽者，葉晚出。雖然，大率寧早為佳，不可晚也。（《齊民要術‧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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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 

(27) 河北文士，率曉兵射，非直葛洪一箭，已解追兵，三九讌集，常縻榮

賜。雖然，要輕禽，截狡獸，不願汝輩為之。（《顏氏家訓‧雜藝》） 

(28) 善男子！假名言說名字、論量，名為世諦，於世法中無第一義。雖

然，若離世法，第一義諦不可得說。（梁 曼陀羅仙共僧伽婆羅《大乘

寶雲經》） 

(29) 文明太后徵訢至京師，言其叛狀，訢曰無之。引𢷋證訢，訢言：「爾妄

云知我，吾又何言！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為此，不仁甚矣。」

（《魏書‧李訢列傳》） 

(30) 卿幼有倜儻之心，早懷縱橫之氣。往日卿於石頭舉事，雖不克捷，亦

丈夫也。今止河洛，真其時矣。雖然，為卿計者，莫若行率此眾，襲

據彭城，別當遣軍以相影援。（《魏書‧蕭寶夤列傳》） 

這些用例中「雖然」作為獨立的讓步前分句，其後分句有轉折意味，不過在轉

折後分句之後的文句盡為表達否定的語句，如例(25)是就「牢獄之中」進一步

說明此「非養親之處」；例(25)也是就「大率寧早為佳」的延續評述「不可晚

也」，這些由表否定的語句作結都是接續前述轉折句進行申說，所以在語義表達

上基本上仍是承襲前面的轉折後分句而來，也都有在讓步前分句「雖然」之

後，轉出原本預設的敘述，因此在此類用法中，正因後方轉折意味的延展，構

成有兩句轉折句連用的情形，以至於原本獨立的讓步前分句「雖然」與原轉折

後分句間的界限開始模糊，出現可能連讀相合的空間。如例(27)中「雖然」表

達姑且承認河北文士因「曉兵射」而受賞的前提，其後轉出就算如此，「要輕

禽，截狡獸」為作者不願晚輩所為的內容，此處的「然」雖回指前述內容，但

與轉折後分句文義內涵「要輕禽，截狡獸」重疊，而「不願汝輩為之」成為真

正句義重心，提供「雖然」似可和「要輕禽，截狡獸」相合連讀的空間。由此

可見，我們推測因為指代詞「然」所回指的成分與後分句間的成分相仿，可能

也是促成「然」字虛化的原因。 

在中古時期，「雖然」儘管仍需以獨立讓步前分句來看待，尚未完成複合成

詞，不過我們認為在中古時期已然開始醞釀「雖然」詞彙化的現象，如前述的

用法促使其產生黏合的機制外，此時期的用法亦已出現「雖然」並非獨立成句

的情形，見下諸例： 

(31) 佛言：「善哉，善哉！阿難！慈心多愍。天人雜類，無不由汝得度脫

者。吾去之後，世名五濁，人心憒憒，穢垢自亂，世多顛倒，賤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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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此實可憂。世雖然者，吾有經籍、懇惻之戒，盡心遵行，福自歸

身，汝莫憂也。吾雖去世，典籍續存，六度大法，不持之去，行者得

度，非神授與。汝等不解吾之所言耶？」（吳 支謙譯《佛說阿難四事

經》） 

(32) 金團天子復作是言：「尊者護明！彼摩波槃提國，有優闍耶那城，明燈

王子，名為滿足，居住彼城。其王身體，大有威力，多諸左右，能破

一切敵國怨家。尊者堪為彼王作子。」護明菩薩報金團言：「此理雖

然，但彼國王，無有一法可軌之行，嚴酷暴惡，不信因果。是故汝今

可更別觀餘王種姓，任我生處。」（隋 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 

(33) 汝優陀夷！我今雖然，但我在此林中，夜夢如是無量諸天，隱身來於

我邊，頂禮我足，而白我言：「悉達太子汝今應當生大歡喜，從今已

去，至七日內，汝必尅成最大利益。」（隋 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

經》） 

讓步連詞「雖」本就為成熟連詞可居於句首或句中，上引用例的讓步連詞

「雖」多為居於句中，帶上指代詞「然」，由此可見此時的「雖然」已不若早期

用法，必得獨立成句，或許是「雖然」在這時已出現鬆動變化，不盡然要獨自

作讓步前分句，而可以與其他成分作結合，形成句法結構。例(32)-(33)出自隋

代譯經師闍那崛多所譯之《佛本行集經》，該佛經中有大量的「此理雖然」、「其

事雖然」、「我今雖然」、「威力雖然」、「威德雖然」、「威神雖然」、「感變雖然」

等語，亦見典型的「雖然」獨立成句的用例，如下： 

(34) 或有師言：「摩耶夫人，壽命算數，唯在七日，是故命終。雖然，但往

昔來常有是法，其菩薩生滿七日已，而菩薩母皆取命終。何以故？以

諸菩薩幼年出家，母見是事，其心碎裂，即便命終。」（隋 闍那崛多

譯《佛本行集經》） 

(35) 時頞誰那大算計師報太子言：「大德仁者！我尚不知如是之數，我今聞

說，猶生迷悶，況復自餘少智少聞愚癡之人？雖然，唯願太子為我等

說，幾許微塵成一由旬？」（隋 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 

(36) 爾時，頻頭娑羅大王，心生恐怖，悵怏毛竪，作如是念：「我今有何鬼

神災禍為我作礙，致使如此？」是時，彼處有一天神，知於頻頭娑羅

王心，在虛空中隱身不現，而告王言：「大王！汝今莫生恐怖。大王！

汝今亦無災禍，亦無變怪。雖然，大王！汝於某處瞻波城中，禁繫一

人，名為某甲，速令解放，車即得行。」（隋 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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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在隋代譯經師闍那崛多的翻譯佛經中「雖然」固然保有原始讓步連詞

「雖」加上指代詞「然」的用法，但使用情形已不比過去，開始出現變化的用

法，可見「雖然」的使用確實不如過去固化，可見此時中古晚期將進入近代漢

語之際，當為「雖然」用法逐漸成詞的過渡時期，正因如此，在闍那崛多的譯

經中，方能見得「雖然」其他的使用情況，如此也與我們前述考察一致，隋代

作為句法、詞彙轉變的過渡階段，故而在進入唐代時，「雖然」業已完成詞彙

化，成熟而廣泛的受到使用。 

除了上述我們討論到的句法因素，我們以為「雖然」得以複合成詞的關鍵

乃在於指代詞「然」的語義虛化，進一步能與讓步連詞「雖」黏著成詞，完成

詞彙化的發展，應當也有受到其他「X 然」結構的類推(analogy)所致。周法高

(1994)指出在早期的上古漢語中是作為「這樣」的語義使用，而在上古漢語的

後期則分化出作為狀詞的後附語，也就是虛化為詞尾使用，周氏著重於觀察

《詩經》、《毛傳》到《鄭箋》，發現詞尾「然」的使用呈現逐漸增多的態勢；魏

培泉(2019)則認為狀詞詞尾「然」應是以狀詞為描述對象的謂詞「然」直接發

展而來，先是在語音上成為狀詞的附綴，後來連原有的詞彙義也逐漸磨損掉，

最後語法化為單純的詞尾126。不過，在早期「然」作詞尾的使用，仍與讓步雙

音連詞「雖然」的組合不盡相同，見下諸例： 

(37)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論語‧公冶長》） 

(38)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

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孟子‧滕文公下》） 

(39)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詩經‧大雅‧韓奕》）

《毛傳》：「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者也。」 

《鄭箋》：「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為侯伯。」 

上引三例的「X 然」結構中的「X」皆屬狀詞而非連詞，不過從過去討論可

知，此類結構中的「然」也都是由實義虛化而來，魏氏以為詞尾「然」乃自謂

詞發展而來，此論當可與前引劉承慧(2019)所謂早期「雖然」的「然」便是肯

認性的謂語相呼應，我們推測往後獨立成句的「雖然」失去對話語體中的交際

照應功能，「然」的肯認性謂語義也不再為句義重心，僅只作為純然的指代詞，

                                                      
126 魏文列舉之例有上例(38)及「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公孫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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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往後其指代意義若也受到消解時，同我們前述所論及的在可解讀作「雖然

（，）……，轉折句」的用法中時，「然」與原轉折後分句又具有相類指涉時，

指代詞「然」的語義則可能產生虛化，進一步與「雖」完成複合。而這些早期

就已然存在的多種「X 然」結構自然也可能成為推動「雖然」成詞的動力，畢

竟其中的「然」字皆屬有實義的謂詞進一步虛化而來。董秀芳(2011:238-241)則

將「果然」、「必然」等與「雖然」的詞彙化並舉，將其視為是謂詞性代詞

「然」參與所形成的詞彙化發展，其論也同樣認同謂詞性代詞「然」的意義消

失而產生此類「X 然」結構，只是與過去文獻探討所列舉不同的在於，董文所

陳之「X 然」結構，其中的「X」為副詞，與連詞「雖」同作為功能詞，因此

可能產生的類推作用應當較狀詞詞尾的格式為有利才是。 

綜上所述，「雖然」從上古漢語中獨立成句的典型用法開始，便與後分句組

成讓轉複句。到了中古時期，句法結構出現變化，不再是單純由「雖然」作讓

步前分句，其後為轉折後分句作結，始出現在轉折後分句後有進一步申說的語

句，延續轉折意味，且常是表達否定的語氣。又，在原轉折後分句之後的延續

語句一旦帶有轉折關聯詞時，則會加強句義重心於末句，而導致原轉折後分句

的轉折意味受到減弱，讓步前分句「雖然」與原轉折後分句間的界限也會添上

模糊地帶，再者當「然」的回指功能亦在此時遭到消解，與其後方成分有重疊

指涉之時，「然」的指代語義就有虛化的傾向，進而成為一個後附成分，「雖

然」便有機會順勢同其原轉折後分句相合連讀，我們認為在此種句式用法上，

乃是啟動「雖然」詞彙化的關鍵原因。而除了此述的句法要素外，上古時期業

已出現的「X 然」結構，甚至是後起的「副詞＋然」的結構，其結構中的

「然」字虛化而成為後附成分的過程，基本上與「雖然」相同，因此我們推測

這些大量的「X 然」詞彙應當也為「雖然」的複合成詞起到了類推的機制作

用。 

4.2 「雖復」與「雖自」 

 關於「X 復」與「X 自」結構的討論，過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基本上議

題核心乃聚焦於「復」、「自」二字是否已語義虛化成為詞尾，以梅祖麟(1978、

1982)首倡詞綴說，蔣紹愚(1990/2008)127、江藍生(1988)、劉瑞明(1989、

1997)、蔣宗許(1994、1998)、高云海(1998)等皆表支持，認為中古以後大量出

現「X 復」與「X 自」結構，而姚振武(1997)、肖旭(1998)則認為仍有實義，並

                                                      
127 參蔣紹愚(1990/2008:258-321)一文，該文改寫自蔣氏(1980、1983)時期文章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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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詞尾。楊榮祥(2002)探討副詞詞尾時，也將「復」、「自」二字列入詞尾，以

「復」為表「又、再」義的頻率副詞進一步虛化而來，而「自」是由表肯定的

語氣副詞「自然、本來」義虛化而來。要斷定讓步雙音連詞「雖復」與「雖

自」是否已為雙音連詞，也必須考慮「復」和「自」作詞尾與否的問題，因此

這是本節需要討論的問題。 

 首先，「雖復」首見於文獻中，乃是在先秦典籍中，見下： 

(40) 尨奇無常，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左傳‧閔公二年》） 

(41) 秦、楚攻魏圍皮氏。為魏謂楚王曰：「秦、楚勝魏，魏王之恐也見亡

飴，必舍於秦，王何不倍秦而與魏王？魏王喜，必內太子。秦恐失

楚，必效城埊於王，王雖復與之攻魏，可也。」楚王曰：「善。」乃倍

秦而與魏。魏內太子於楚。（《戰國策‧魏策》） 

不過，該二例之「雖復」顯然並非雙音連詞，例(40)為讓步連詞「雖」加上回

復義動詞「復」，乃承前「金玦不復」而述的讓步複句；而例(41)則為讓步連詞

「雖」加上重複義副詞「復」而成。 

到了上古漢語晚期，《史記》中唯一用「雖復」之例，見下： 

(42) 其少女緹縈自傷泣，乃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

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復欲

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贖父刑罪，使得自新。」

（《史記‧孝文本紀》） 

該例中因前有「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述及重複、再生，因此

「雖復」之「復」當指「再次」之義，與前述方可相呼應，故此時「雖復」之

「復」尚存實義，並未複合成詞。 

不過到了中古時期，一如前人研究所述「X 復」結構於焉普遍使用，「雖

復」應當也是在此時完成詞彙化的發展，見下諸例： 

(43) 若劉公自率眾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將軍神武，恐必不能當也。

今日之機，萬不可失。（《宋書‧武帝紀》） 

(44) 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死則妾分，乞

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

（《三國志‧龐淯傳》裴注） 

(45) 羲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禍！」畿曰：「昔樂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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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

之。」（《三國志‧楊戲傳》裴注） 

(46) 尋領太子太傅。時將建太極殿，引見羣臣於太華殿，高祖曰：「朕仰遵

先意，將營殿宇，役夫既至，興功有日。今欲徙居永樂，以避囂埃。

土木雖復無心，毀之能不悽愴。今故臨對卿等，與之取別。此殿乃高

宗所制，爰歷顯祖，逮朕冲年，受位於此。但事來奪情，將有改制，

仰惟疇昔，惟深悲感。」（《魏書‧穆崇傳》） 

(47) 夏侯玄既被桎梏，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

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顏色不

異。（《世說新語‧方正》） 

上引諸例中，「雖復」或許都可視為已然複合成詞，「復」並不表重複、再次

義，如例(43)「將軍神武」的狀態前無言及，顯然是無法「再次」顯現，「復」

當為詞尾，填為調節音節之用；例(44)的「萬死」、例(45)的「羹子」和例(47)的

「刑餘之人」皆為極端事件，主語之前並不可能有相關行為，故而無從「再

次」行此作為，因此「雖復」之「復」無義可解，僅透過「雖」表達讓步功

能；而例(46)的「雖復」置於句中，主語之後，更可推定其成分間已經更為緊

密結合、複合成雙音連詞，故可自由成熟的使用於句中。 

再者，我們認為「雖復」得以複合成詞除了中古時期大量「X 復」結構複

合，如「勿復」、「亦復」、「已復」、「乃復」、「還復」、「況復」等的形成類推之

外128，中古譯經中，亦可見得「復」添附於讓步連詞「雖」後，可能是因為譯

經之四字成句的需要，故而填塞後綴成詞的現象，見下諸例： 

(48) 時諸比丘，見是事已，前白佛言：「今此拔提比丘，宿殖何福？雖復出

家，常樂俗緣；復值世尊，得獲道果。」（吳 支謙譯《撰集百緣經》） 

(49) 諸賢者聽！一切合會，皆當離別。雖復安隱，會致疾病，年少當老；

雖復長壽，會當歸死，如朝露花日出即墮。世間無常，亦復如是。（西

晉 竺法護譯《生經》） 

(50) 夫愛念者，譬如乳牛，雖復飢渴，行求水草，若足未足，忽念其子，

便疾還歸。（東晉 法顯譯《佛說大般泥洹經》） 

(51) 譬如有人，依恃於王，不求餘依，雖復依王，則有動轉。依解脫者，

無有動轉，無動轉者，即真解脫，真解脫者，即是如來，如來者即是

法也。（北涼 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 

                                                      
128 此類其他「X 復」的複合詞形式參引自楊榮祥(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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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佛告阿難：「盲龜浮木，雖復差違，或復相得。愚癡凡夫，漂流五趣，

暫復人身，甚難於彼。所以者何？」（劉宋 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

經》） 

上述諸例中，「雖復」全然用於譯經的四字句間，而其中「復」字也確實無法翻

譯出表重複、再次的語義，「復」成為依附於讓步連詞「雖」之後的詞尾，而從

「雖復」大量出現於中古譯經的四字格式，更可確定「復」字極有可能是作為

譯經需求所添入的後附音節詞129。 

而席嘉(2010)述及讓步雙音連詞「雖復」其後多引領未實然、極端事況，

表達縱予功能，與其他「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表容認功能較為不同，但經我

們考察的結果顯示「雖復」仍有不少用於表容認的情形，這也較為符合我們前

章所論中古以後「雖」逐漸往容認義發展的結論，不過中古時期「雖」本也就

還能兼表縱予義，只是用例趨少，因此「雖復」用於縱予義亦屬正常。而我們

推測「雖復」還有部分語例得以用來表縱予義，或許和「復」字原作為表重

複、再次的頻率副詞有關，當其與讓步連詞「雖」合用時，用以表示再次進行

某行為之讓步，而重複再某行為乃是將行之未然事況，因此在「雖復」的構式

中，也許隱藏有引領未然事況的潛在句義，以至於在讓步連詞「雖」與詞尾

「復」相合後，也可引領未實然的事件，表達縱予功能，如前例(44)、(45)，但

由中古時期大量出現相類的「X 復」結構，以及多數「雖復」無法由早期「雖

＋復」的跨層結構尋得虛化路徑，故而我們依舊認定讓步雙音連詞「雖復」仍

是以附著上詞尾「復」的構詞手段所形成的詞彙結構。 

 接下來討論「雖自」的成詞與否，是否也是與「雖復」一樣皆是同詞尾相

附而成？此為往後要論述的。席嘉(2010)認為雙音連詞「雖自」產生於中古時

期，主要用於表實讓的容認功能，近代偶有用例，見下例： 

(53) 雖自官家明有宣頭，不得隱藏師僧，且在某衙府迴避，豈不好事。

（《敦煌變文集新書‧韓擒虎話本》） 

不過其所舉之例已是近代語例，該例「雖自」置於句首，其後直接與名詞組

「官家」相連，「自」的語義不甚明顯，或可視為複合成詞。 

至於早期「雖自」的使用情形與發展為何？我們觀察上古漢語中的使用情

形，見下例： 

                                                      
129 志村良治(1995)亦曾提及中古初期活躍而起的「X 復」形式，「復」大都沒有實義，多是起

到給句子增加情調的作用，或可視為詞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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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田需貴於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楊，橫樹之則生，倒樹之

則生，折而樹之也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拔之，則無生楊矣。故以

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然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

也。今子雖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眾，則子必危矣。」（《戰國策‧魏

策》） 

(55) 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

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史

記‧淮陰侯列傳》） 

此二例顯而易見的並非雙音連詞「雖自」的使用，皆是讓步連詞「雖」與反身

代詞「自」的連讀，「自」乃與後方成分相合為是，形成「自＋VP」的形式，

如例(54)的「自樹於王」、例(55)的「自以與漢王為厚交」，且該二例的 VP 都具

有可自主操控〔＋volitional〕的語義徵性。 

到了中古時期，楊榮祥(2002)指出「自」常可出現於副詞之後形成「X

自」的結構，如「正自」、「故自」、「必自」、「忽自」、「更自」、「只自」、「還

自」等不勝縷舉，其以為「自」在此時已然成為構詞能力極強的詞綴130，我們

推測讓步雙音連詞「雖自」的形成應當也是受到此類「X 自」結構類推所致，

雖然過去討論著重在「副詞＋自」的組合，但副詞與連詞同為句法功能詞，在

詞綴附合的詞彙化過程中，應當也有一定的影響力。 

我們發現中古時期的史書語料中，「雖自」的使用與早期用法有些微不同，

見下諸例： 

(56) 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上印綬節鉞，退還田里，以避賢路。（《三

國志‧孫綝傳》） 

(57) 長史鄭子湛，子華親友也，見侮罵，遂即去之。子華雖自悔厲，終不

能改。（《魏書‧萇子子華傳》） 

(58) 朕少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備誨。雖自蒙

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魏書‧禮志》） 

這些用例中的「自」可以說是介於保有實義和語義虛化之間，首先「雖自」和

之後的謂語成分界限較不嚴明，若從保有反身代詞語義來看本就合理，但是因

為「雖自」之後的行為狀態原來就是指涉主語本身，因此有無「自」字表達反

                                                      
130 不過，魏培泉(2004:155-156)認為這些在副詞後的「自」之新作用，其前之副詞多半有「不

變」、「極度」、「全然」的意思，和「自」語義相通，二者相加便使得語氣更強，其對「自」作

詞尾的說法仍持保留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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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代詞義似乎不那麼重要，如果將「自」視為無義之詞尾也並不會影響句義；

再者，如例(58)「蒙昧」似已無自主可控〔–volitional〕的語義徵性，「自」的

語義不再強烈，作為詞尾看待亦無不可，所以我們認為在中古時期部分「雖

自」的用法，可能已經朝詞彙化的傾向發展。 

在中古時期的譯經中，也能見得此類用法，見下諸例： 

(59) 菩薩清淨行羼提波羅蜜凡有三十二事。何謂三十二事？一者、菩薩不

貪身，是為忍辱；二者、菩薩不惜壽命，是為忍辱；……七者、菩薩

雖自豪尊，為人所易，是為忍辱……」（支婁迦讖譯《佛說伅真陀羅所

問如來三昧經》） 

(60) 爾時，斯陀含復自觀內外，捨諸塵勞，於三禪地係念不忘，雖自獲

證，不壞自相，猶如法法自相，自分別名身句身味身。（後秦 竺佛念

譯《菩薩瓔珞經》） 

(61) 時此井邊有渠流水，野干即以口脚通水入井，隨水滿井，師子浮出。

時此林神而說偈言：「『身雖自雄健，應以弱為友；小野干能救，師子

王井難。』」（後秦 弗若多羅譯《十誦律》） 

上引用例中，「自」的語義或實或虛，可能與其後引領成分本就涉及主語自身有

關，導致「自」的反身義消弱，而例(60)「獲證」有被動意涵，可見「自」可

不表自指義、自主義，可能已為詞尾；例(61)則可觀察到「雖自」置於句中，

主語之後的情形，也提供「雖自」可能更為緊密結合，成為成熟雙音連詞的使

用痕跡。而這謝用例中「自」後的成分如「豪尊」、「獲證」、「雄健」也確實無

自主可控〔–volitional〕的語義徵性，一個原表自主義的反身代詞之後卻能夠

加接上不由自主之 VP 成分，由此可推此處的「自」當無實義，已為虛化成

分。 

另外，我們也發現在中古佛經中，有一例應當是能夠確立「雖自」已然複

合成詞的證據，見下： 

(62) 王告諸臣：「今若見此兒在時所著衣服，寧識之不？」諸臣對曰：「雖

自久遠，臣故識之。」王使取前亡小兒衣。（梁 僧旻、寶唱集《經律

異相》） 

該例中的「雖自」置於前分句的句首，又「久遠」也並無自主可控〔–

volitional〕的語義徵性，「自」字於此並無實義，確為詞尾，與後分句構成讓轉

複句關係，由是可知，「雖自」許在中古時期便已完成詞彙化的發展，而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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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得以解釋「自」在句法上可能的虛化原因，然而該時期大量的「X 自」結

構的類推機制當是促成「雖自」形成讓步雙音連詞主因。 

綜上所述，「雖復」和「雖自」應當都是在中古時期發展形成的讓步雙音連

詞，在歷時的脈絡上並無明顯證據能說明早期「雖＋復」和「雖＋自」的跨層

結構中，其後附成分有虛化為中古時讓步雙音連詞「雖復」、「雖自」的軌跡，

只能夠說明在上古和中古都有讓步連詞「雖」與「復」、「自」相合出現的使用

記錄，但二者的性質是不相同的，我們仍然傾向將中古時期之「雖復」、「雖

自」視為讓步連詞「雖」與附著語素「復」、「自」的詞彙結構131，而中古時期

相仿的複合結構啟動類推影響，可能是促成派生「雖復」、「雖自」複合成詞的

主要因素。不過，讓步雙音連詞「雖復」和「雖自」主要活躍於中古時期，到

了近代漢語早期僅見零星用例，其後則未見用於文獻中，見下諸例： 

(63) 是故佛告阿難，雖復憶持十方如來十二部經，清凈妙理如恒河沙，只

益戲論，知依教想解無益。（《祖堂集》卷二十） 

(64) 余以小娛聲色，早慕佳期，歷訪風流，遍遊天下。彈鶴琴於蜀郡，飽

見文君；吹鳳管於秦樓，熟看弄玉。雖復贈蘭解佩，未甚關情；合巹

橫陳，何曾愜意！（張鷟〈遊仙窟〉） 

(65) 諸將啟言將軍：「但某即知用命，不會兵書，將軍若何。」擒虎聞語：

「但某雖自年幼，也覽亡父兵書，若逢引龍出水陣，須排五虎擬山

陣。」道由言訖，此陣便圓，緣無將來投，心生疑惑。（《敦煌變文集

新書‧韓擒虎話本》） 

(66) 春風雖自好，春物太昌昌。若教春有意，惟遣一枝芳。（李商隱〈春

風〉） 

4.3 「雖使」 

 對於「雖使」的形成過程，過去只有金鑫、劉清平(2010)一文有專門論述

該問題，其認為從使役動詞「使」的功能強弱以及「雖使」的虛擬性強弱可以

判定「雖使」是否已複合成詞。我們觀察先秦時期的「雖使」之使用情形，在

早期「雖使」仍是讓步連詞「雖」搭配使役動詞「使」的結構，見下： 

(67)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

欺。（《孟子‧滕文公上》） 

                                                      
131 魏培泉(2003:78)指出「複合詞的劇增」為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的重要發展特徵，其中也

可從副詞及連詞經常搭配「自、復」等來印證複合詞的增生，「自、復」的地位近乎詞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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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遇

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

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焉佚哉？（《韓非子‧難二》） 

(69) 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曰人眾與處，於眾得非。

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墨子‧尚同中》） 

由上述諸例中，例(67)-(68)中的「使」是有明確使役、差遣義的具體行動，不

過(69)中的「使」則有較無明顯的派遣義，而可以致讓義來理解。其中除了例

(67)的「雖使」前未見主語外，其餘皆可覓得致讓的主體，由此可見，這些

「雖使」結構中的「使」之派遣、致讓義仍完備，未有虛化現象。 

然而在先秦時期，還是可以見得「雖使」置於句首的例子，見下： 

(70) 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

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

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何遽不明？人之所得

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

無從入？」（《墨子‧公孟》） 

(71) 今絜為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請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

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請亡，是乃費其所為酒醴粢盛之財

耳。自夫費之，非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

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請亡，此猶可以合驩聚眾，取親於鄉里。（《墨

子‧明鬼下》） 

這些例子都是出自《墨子》中，此處的「雖使」因為置於句首，其前並無主

語，而且其後所引接的成分「鬼神請亡」、「我有病」皆能成為獨立子句，因此

「使」的意義開始空泛，但若以致讓義來理解也可互通，所以我們認為在先秦

時期「雖使」基本上已經出現「使」字的意義從具體的差遣義到致讓義，甚至

更虛化的游移階段。張麗麗(2006)指出「使」字句用作話題或前提、表非實然

情境等能夠重新被理解為條件分句，進而「使」字常置於句首、其前主語不出

現、後接成分獨立可獨立成句，「使」便能進一步被重新分析為條件連詞，上引

例(70)-(71)便是介於致讓動詞至條件連詞間的過渡階段，不過例(71)中，前段能

見得「若使鬼神請有」、「若使鬼神請亡」，其中「若使」連讀，「使」似已可視

為表假設用，故該例「雖使」之「使」或可當作假設連詞看待，初步完具進一

步與讓步連詞「雖」複合的條件。我們認為「雖使」能夠複合成詞的第一步即

是「雖使」中的「使」字必須是虛化為表假設的條件連詞，方能與讓步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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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作下一步的複合。 

到了中古時期，我們查找傳世文獻中「雖使」的使用情形，發現都是用於

句首，見下諸例： 

(72) 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

全，而況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三國志‧後

主傳》裴注） 

(73) 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

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

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

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三國志‧廣平哀王儼傳》裴注） 

(74) 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

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

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三國志‧蔣濟傳》） 

(75) 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旣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

篤，而憎愛移易哉？（《三國志‧陸遜傳》） 

(76) 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閒。得容其閒，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

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况己為隙，且未能明者

乎？（《三國志‧諸葛恪傳》） 

(77)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倕構

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魏書‧李謐傳》） 

上引諸例中，「雖使」皆置於句首，且前無主語，後接成分也都是非實然的事

況，「使」字於此基本上都能理解為假設連詞。這些例子中，在以「雖使」為句

首的前分句之後，已然可尋得關聯詞的搭配，如例(73)的「而」、例(74)的

「但」、例(75)-(76)的「猶」和例(77)的「則」，這些關聯詞都是和讓步連詞

「雖」時常共現構成讓轉複句的成分，雖然例(72)未出現關聯詞的搭配，但從

「雖使」句後的「不能輔之久全」前後文來推定，後分句是用以表達結論不變

的類型，可以補出類同副詞「也」來理解的，從這些現象來看，我們認為「雖

使」句已和後分句間形成讓轉複句，「雖使」被理解為讓步連詞表縱予功能是很

合理的，所以中古時期，隨著讓步連詞「雖」後的使役動詞「使」虛化為假設

連詞，而「雖」本就能表非實然事況的讓步，可進一步和假設連詞複合表縱予

功能也有其合理性。 

接著，我們遍查中古譯經，僅發現一例，也同樣是至於句首，同前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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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表現一致，「雖使」應當已初顯復合之象，見下： 

(78) 道跡如是，本長夜習在愛欲瑕，須臾之間離於情欲，適見好色婬意為

動。所以者何？諸根小制未得盡定。於是頌曰：「已見色欲本所習，雖

使解義至道跡，頭戴想華續聞香，如江詣海志欲然。」（西晉 竺法護

譯《修行道地經》） 

然而「雖使」的使用情形並不興盛，我們推測當是中古開始「雖」的讓步

功能傾向聚於表實讓的容認義，與假設連詞「使」所接引的非實然實況條件不

相合，又，同時諸如「縱使」、「即使」等同表縱予功能的讓步連詞也開始興

起，排擠了「雖使」的後續發展，故至近代漢語中，「雖使」作為雙音連詞的使

用頻率不高，主要在宋代《朱子語類》中發現數例，見下諸例： 

(79) 近聞邊方奏，中覆多沈沒。罪者既稽誅，功者不見閱。雖使頗牧生，

勇智當坐竭。（蘇舜欽〈己卯冬大寒有感〉） 

(80) 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而行之，必不

更有所作為。（《朱子語類‧朱子十一》） 

(81) 「用舍無預於己，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蓋只看義理如何，

都不問那命了。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朱子語

類‧論語十六》） 

(82) 有百里之地，則足以有天下，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則有所不

為，此是甚麼樣氣象！大段是極至處了。雖使可以得天下，然定不肯

將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朱子語類‧孟子二》） 

(83) 不可謂之聖之大成，畢竟那清是聖之清，和是聖之和，雖使聖人清

和，亦不過如此。顏子則巧處功夫已至，點點皆可中，但只是力不至

耳。使顏子力至，便與孔子一般。（《朱子語類‧孟子八》） 

(84)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是君，必有是臣。雖使而今無，少間也

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真箇龍虎。若是真龍虎，必

生風致雲也。（《朱子語類‧易五》） 

例(79)為宋詩用例，其與例(80)為相類之用法，後接重生類的非實然條件句，雖

然該用法在早期也能見到，不過在此時應當能視為複合雙音連詞，因為同時如

例(81)-(84)則是明顯作為讓步雙音連詞使用，這些用例中，其後都能找到搭配

的關聯詞，與「雖使」可構成讓轉複句關係；例(84)中可更確切斷定此時的

「雖使」應當是成為複合詞，在「雖使」之後能夠帶虛詞「而」所引領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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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後分句是表結論不變的轉折句，形成典型的讓轉複句。之後在明清小說中

不再能夠尋得「雖使」的使用跡象，反而「即使」、「縱使」等縱予連詞大為興

盛，由此可見，「雖使」在往後的發展，當是受此同性質功能的連詞的競逐，因

而漸趨消亡，至於現代漢語中亦未見得「雖使」的使用。 

最後，我們以為「雖使」得以複合成詞的原因，除了是由讓步連詞「雖」

表縱予義與虛化為假設連詞的「使」性質相合，進而複合用以表縱予功能之

外，其他表縱予義的雙音連詞如「即使」、「縱使」的類推機制，可能也是促成

「雖使」成詞的要素。「雖」和「即」本就有許多相似之處，前章我們論及讓步

連詞「雖」的前身為繫詞，有表強調、聚焦的性質，而「即」也被視為準繫

詞，也有強調副詞的功能，同樣也都發展出表縱予的讓步連詞132，而「縱」在

上古便發展作縱予連詞使用，所以此三者「X 使」結構皆作為縱予連詞使用的

共性，應當是該三詞都能夠發展出縱予功能，引領非實然事況之讓步，因此能

進而與引接假設條件的「使」複合，構成雙音連詞，表達既讓步又假設的縱予

功能133，也正因「即使」和「縱使」的複合發展，類推影響「雖使」也複合成

詞，只是後續態勢則是呈顯「雖使」逐漸罕用，而「即使」、「縱使」至今仍

用，最大主因乃在「雖」朝向表容認義發展，而「即」、「縱」依然是用以表縱

予義，因此其能持續作縱予連詞「即使」、「縱使」來使用。 

4.4 「雖則」、「雖即」、「雖是」 

 在前章中，我們已從「雖」字來源的探討，關注到早期「雖則」的連用情

形，在《詩經》中便有不少語例，我們認為「雖則」連用的情形應是近義詞的

連用，「則」和「即」間有密切的關聯性134 ，又「即」本身就能作準繫詞使

用，而「雖」從來源視之亦是以繫詞為基底，「雖」和「則」兩詞也都能表

「是」義，所以兩者因語義相近而習於連用我們認為有其合理性。除了《詩

經》外，上古漢語中，仍能見得「雖則」連用的情形，不過僅只一例，見下： 

(85) 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猾

之人矣，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荀子‧非十二子》） 

該例之「雖則」，在前述成分中已見順承詞「則」的使用，而在其後所出現的

                                                      
132 可參張麗麗(2009:112)，張文揭示「即」具有「趨近義動詞＞判斷動詞、強調副詞＞縱予連

詞」的演變路徑。 
133 參前注 83。 
134 又可參前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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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則」中之「則」應當非表順承，應是與「雖」的來源繫詞義相近而複合的

結果，該例理解為「雖是」為佳。 

至中古時期，「雖則」的表現更為成熟，不若上古時期罕見且多集中於特定

類文獻中，見下諸例： 

(86) 先帝天縱多能，克文克武，營遷謀伐，手不釋卷。良以經史義深，補

益處廣，雖則劬勞，不可暫輟。（《魏書‧裴延儁傳》） 

(87) 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闕成德，君

父名正，臣子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宋

書‧禮志》） 

(88) 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夙夜反

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投身，雖則灰

隕，無報萬分。」（《三國志‧薛綜傳》） 

(89) 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于時風霜初戒，蟄

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翾滿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燋滅為度。

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

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

遂賦之云爾。（《宋書‧傅亮傳》） 

(90) 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

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後漢書‧桓譚馮衍列傳》） 

(91) 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

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

樂。……」（《南齊書‧張融傳》） 

(92) 恭宗之在東宮，厚加禮遇，洛拔以恭宗雖則儲君，不宜逆自結納，恒

畏避屏退，左轉領候宮曹事。（《魏書‧于栗磾傳》） 

(93) 臣等聞先王制禮，必有隨世之變；前賢創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

代不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之能

行。（《魏書‧禮志》） 

例(86)-(87)為承襲《詩經》之例，例(88)用於詩韻體，應該也是模仿早期《詩

經》格式而來，此三例應為擬古用法，「則」似無義；例(89)-(90)後接名詞成

分，「則」字的繫詞義明顯，可作「雖是」解釋，不過單用「雖」本就能後接名

詞成分，因此也可視作「雖則」複合成詞單表讓步之例；例(91)-(93)則可作為

成熟連詞使用之例，尤其例(92)能置於句中，成分間的結合更為緊密，而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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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用例皆置於句首，而例(93)是後接虛詞「自」所引領的時間成分，中古時

期之「雖則」可謂已確立複合成雙音連詞。 

到了近代漢語中，「雖則」仍沿用不輟，功能主要為「雖」在後期的表容認

義，其使用的範圍亦更為擴大而頻繁，見下諸例： 

(94) 數人不知幾甲子，昨夜猶帶冰霜顏。我離雖則歲物改，如今了然失所

在。別君莫道不盡歡，懸知樂客遙相待。石門流水遍桃花，我亦曾到

秦人家。（李白〈下途歸石門舊居〉） 

(95) 相歡雖則不多時，相別那能不斂眉。蜀客賦高君解愛，楚宮腰細我還

知。百年恩愛無終始，萬里因緣有夢思。腸斷門前舊行處，不堪全屬

五陵兒。（羅隱〈西川與蔡十九同別子超〉） 

(96) 孔明曰：「吾見三台星中，客星倍明，主星幽隱，相輔列曜，其光昏

暗：天象如此，吾命可知！」維曰：「天象雖則如此，丞相何不用祈禳

之法挽回之？」（《三國演義》第一百零三回） 

(97) 西門慶把路上辛苦併到翟家住下、感蔡太師厚情請酒並與內相日日吃

酒事情，備細說了一遍。因問李瓶兒：「孩子這幾時好麼？你身子吃的

任醫官藥，有些應驗麼？我雖則往東京，一心只弔不下家裡。」（《金

瓶梅》第五十五回） 

(98) 嬸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婦雖則見了人有說有笑的，他可心細，不拘

聽見什麼話兒，都要忖量個三日五夜纔算。（《紅樓夢》第十回） 

(99) 雨村雖則心裡狐疑，究竟是名利關心的人，那肯回去看視，便叫那

人：「你在這裡等火滅了，進去瞧那老道在與不在，即來回稟。」（《紅

樓夢》第一百零四回） 

上引諸例中，「雖則」皆置於句中，凸顯其成分間已然更為緊密黏合，成為相當

成熟之連詞證據，全數置於主語之後；而例(96)在「雖則」之後引領指代詞

「如此」，其義同於「雖然」、「雖然如此」，可見「雖則」確實複合成詞，僅作

表讓步之用；又，值得注意的是例(96)-(99)皆為「雖則」用於白話小說之例，

此應為沿襲早期「雖則」文言之用法，並非口語。 

另外，在近代時期，我們還發現能夠作為「雖則」已然複合成詞，且成熟

運用的證據，乃在於此時有許多「雖則是」或者「雖則說是」等的連用結構，

如下： 

(100) 崑崙生死不肯與天女，即共天女相將歸家見母。母實喜歡，即造設

席，諸情親眷屬之言日呼新婦。雖則是天女，在於世情，色欲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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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同居。日往月來，遂產一子，形容端正，名曰田章。（《敦煌變文

集新書‧搜神記》） 

(101) 後鼓山舉此因緣云：「古人則與摩。你諸人，菩薩境界尚未得，又故

則嫌他菩薩。雖則是嫌，但以先證得菩薩之位，後嫌也嫌。老僧未解

得菩薩之位，作摩生嫌他這個事？」（《祖堂集》卷十四） 

(102) 這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問，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

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

（《朱子語類‧論語二十三》） 

(103) 那些小妖就是一窩蜂，齊齊擁上。三藏見了，雖則是一心忙似箭，兩

腳走如飛，終是心驚膽顫，腿軟腳麻；況且是山路崎嶇，林深日暮，

步兒那裡移得動：被那些小妖平擡將去。（《西遊記》第二十八回） 

(104) 用之問：「學者思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

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

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

做工夫，又何益！」（《朱子語類‧程子之書一》） 

上面這些例子中，在讓步雙音連詞「雖則」之後都能加接上繫詞「是」，並引接

分句，由是可以視為「雖則」已然黏合成詞的證據，且此些用例亦用於白話文

獻中，可視為沿用文言「雖則」再與當時口語搭配之情形。只是雖然在近代時

期「雖則」仍見使用語例，然而至現代漢語中卻未見得相關的用例，我們推測

應當是「雖則」之文言色彩強烈，故被揚棄，而近代時期白話文獻中的語例乃

是承襲仿古的用法。 

再者，與「雖則」相類，我們認為同樣是由於與讓步連詞「雖」近義相合

而組成的結構便是「雖即」，前述業已討論過「雖」和「即」有諸多的相似性，

除了繫詞性，也都能作表縱予的讓步連詞使用，我們考察「雖即」的連用情

形，最早的用例是在西漢的政論作品中尋得唯一一例，見下： 

(105) 夫山東天下之腹心，賢士之戰場也。高皇帝龍飛鳳舉於宋、楚之間，

山東子弟蕭、曹、樊、酈、滕、灌之屬為輔，雖即異世，亦既閎夭、

太顛而已。（桓寬《鹽鐵論‧國疾》） 

該例的「雖即」應當是讓步連詞「雖」加接上準繫詞「即」的組合，後方承引

的仍是名詞成分，「即」字的判斷語義強烈，且此時並未見得他例，姑且無法斷

定已複合成詞。 

在中古時期，遍查諸典也僅於中古譯經中尋得少數幾例，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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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為是人故，於嵐毘尼園中生。雖即能至菩提樹下成佛，以方便力故，

而現作孩童、幼小、年少、成人。（後秦 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 

(107) 六入因緣，名色。六入雖即是名色分，成就名六入，未成就名名色；

色成就名五入，名成就名一入。是胎中時因緣次第。（後秦 鳩摩羅什

譯《大智度論》） 

(108) 既知病由著我而起。便應即除之也。眾生雖即是我。而將欲推眾法合

中無我。故以帖之徵現此義焉。（後秦 僧肇選《注維摩詰經》） 

不過，若單自上引三例來判斷，「雖即」或許能推定已於中古成詞，例(106)「雖

即」後能引接子句，而非名詞成分；例(107)-(108)則在「雖即」之後附上繫詞「是」，

中古時期「是」已然有繫詞用法，故此用法當為可信，由此可見此處「雖即」中

「即」字之繫詞義已虛化，故需要添入繫詞「是」來傳達其判斷義，之後才能承

引「名色分」、「我」等名詞成分。 

到了唐代時，「雖即」可確實認定為複合成詞，也主要用於表容認義，用例相

當之多，用法也極為成熟，見下諸例： 

(109) 甲穿雖即失黃金，劍缺猶能生紫氣。塞草萋萋兵士苦，胡虜如今勿胡

虜。封侯十萬始無心，玉關凱入君看取。（貫休〈塞上曲〉） 

(110) 休文雖即逃瓊液，阿鶩還須掩玉閨。 月落金雞一聲後，不知誰悔醉如

泥。（李縠〈醉中襲美先月中歸〉） 

(111) 秋光雖即好，客思轉悠哉。去國身將老，流年雁又來。葉紅堆晚徑，

菊冷藉空罍。不得師相訪，難將道自開。（李建勳〈閒居秋思呈祥松二

公〉） 

(112) 帝釋梵王之眾，玉幢於師子座前，龍王夜叉之徒，寶幢於菩薩四面。

雖即未離於佛會，威儀已出於菴園。（《敦煌變文集新書‧維摩詰經講

經文》） 

(113) 有大臣奏大王曰：此者世尊雖即是兒子，若要他跪拜，墮落大王。其

大王取其大臣奏言。（《敦煌變文集新書‧悉達太子修道因緣》） 

(114) 第九多足者，萬法皆通，是無不會，世間之事，盡總皆之。一切經

書，無不答，十二部尊經，在心中。此即名為多足。第十無足者，雖

即為人，是事不困，不辯東西，畜生無異，此即名為無足。（《敦煌變

文集新書‧廬山遠公話》） 

此時「雖即」的語例，其後都不是接引名詞成分，「即」字繫詞語義消亡，而且

也是居於句中，成分間結合更加緊實黏密，表現成熟連詞的情形，就算是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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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成分的，如例(113)-(114)，也是添附上繫詞「是」而成的結構，判斷義乃是

由「是」表現，而非「即」。又，「雖即」當同「雖則」，其古語色彩較強，用於

白話文獻中，應視為沿襲之文言用法，如例(112)-(114)，其中(113)-(114)二例為

文言用法搭配時人口語之結果。 

 然而，在唐代之後，「雖即」的使用旋即減少，甚至尋無用如唐代複合詞之

例，見下： 

(115) 彥忠問：「居常苦私意紛攪，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

起。」（《朱子語類‧朱子十七》） 

(116) 襲人看這光景，不像是有氣，竟像是有病的。襲人偷著空兒到瀟湘館

告訴紫鵑，說是：「二爺這麼著，求姑娘給他開導開導。」紫鵑雖即告

訴黛玉，只因黛玉想著親事上頭，一定是自己了，如今見了他，反覺

不好意思，「若是他來呢，原是小時在一處的，也難不理他；若說我去

找他，斷斷使不得。」所以黛玉不肯過來。（《紅樓夢》第九十五回） 

該二例的「雖即」不再純表讓步功能，而應當理解為讓步連詞「雖」後加上時

間副詞「即」的用法，「即」在此雖其後不是承接名詞成分，但從句義上判斷有

表立刻、短時的語義。我們認為「雖即」在唐代之後迅速消失的主因，當也是

「雖即」為古時習語，「雖即」表達之「雖是」語義，當受到近代漢語中盛行使

用之讓步雙音連詞「雖是」的排擠，致使由「雖是」替代「雖即」的地位，就

使用時代來說，「雖是」相較「雖則」與「雖即」而言，白話許多。以下，我們

將探討「雖是」的成詞發展。 

由「X 是」而形成的雙音連詞可說是相當的普遍，且過去也有許多的研究

成果探討該議題，如張誼生(2003)、董秀芳(2004)、石毓智(2005)、張麗麗

(2016)，都認為「是」為判斷動詞、焦點標記或已成詞內成分，而有將後方成

分、句子當作整體事件的功能，「X 是」的句法作用擴大，能拓展其句法位置功

能，確實有利於「X 是」發展為連詞，但「X 是」不見得都是「X」與「是」

詞彙化而成，也可能是從現有的「X 是」語法化而成，這些觀察研究都是我們

用來考察檢視「雖是」的重要成果。而繫詞「是」的發展過去討論已多，學界

基本上同意在中古時期「是」當作為成熟的繫詞使用135，我們考察上古時期的

「雖是」連用情形，確實未見得「是」用為繫詞的語例，見下例： 

                                                      
135 魏培泉(2000)、(2003)也一再重申繫詞「是」的使用乃是作為從上古漢語至中古漢語發展的

重要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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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是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

入焉，中君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荀子‧

王制》） 

上古時期惟見此例，其中的「雖是」連用乃是讓步連詞「雖」加上謂語「是」

的組合，此處的「是」是承前文「是也」而來，仍作謂語，並非繫詞的使用。 

到了中古時期，因著繫詞「是」的成熟，「雖是」的連用成為讓步連詞

「雖」加上繫詞「是」的組合，見下諸例： 

(118) 庾征西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殷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

調之。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敗物，猶欲理而用之。」（《世說新

語‧排調》） 

(119) 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兖州又叛，而云十萬之衆，雖是抑抗之

言，要非寡弱之稱。（《三國志‧荀彧傳》裴注） 

(120) 臣以為張蒼雖是漢臣，生與周接，司秦柱下，備覩圖書。（《宋書‧律

曆志》） 

(121) 魏世張掖石瑞，雖是晉氏之浮命，而於魏為妖。好攻戰，輕百姓，飾

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宋書‧五行志》） 

(122) 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

落。（《魏書‧景穆十二王傳》） 

(123) 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

作，不亦優乎？（《魏書‧賈思伯傳》） 

(124) 恒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

堯不明，下干其政邪？（《宋書‧王景文傳》） 

(125) 臣去皇上，雖是五世之遠，於先帝便是天子之孫，高祖所以國秩祿賦

復給衣食，后族唯給其賦不與衣食者，欲以別外內限異同也。（《魏

書‧景穆十二王傳》） 

上引諸例中，例(118)-(123)皆為後接名詞成分之例，可見繫詞「是」仍具有判

斷語義；而例(124)-(125)的「傳聞之僻」、「五世之遠」看似非名詞成分，不過

因為在兩成分之間插入助詞「之」有助於二成分名物化的傾向，因此也可將此

二例的後接成分視為名詞組，所以確實在中古時期已然見得大量的「雖是」結

構，只是尚未複合成詞。 

在近代漢語中，「雖是」出現詞彙化的傾向，不過仍能見得「雖是」中的

「是」保有繫詞義的用法，見下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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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雖是尋山客，還同慢世人。讀書惟務靜，無褐不憂貧。野色春冬樹，

雞聲遠近鄰。郤公即吾友，合與爾相親。（皇甫冉〈送薛秀才〉） 

(127) 豈獨西坊來往頻，偷閒處處作遊人。衡門雖是棲遲地，不可終朝鎖老

身。（白居易〈戲答林園〉） 

(128) 情知點污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

深。但曾行處遍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窗下

月猶殘。（劉禹錫〈懷妓〉） 

(129) 傾國可能勝效國，無勞冥寞更思回。太真雖是承恩死，只作飛塵向馬

嵬。（張蠙〈青塚〉） 

從上引四首唐詩來看，例(126)-(127)是承自中古時期的判斷詞用法，由後接名

詞成分可知，但不同於中古時期的是例(128)-(129)後方不再接引單純名詞組，

而是可以帶上子句成分，「是」在此虛化為焦點標記作為強調成分之用，而與讓

步連詞「雖」間更為緊密。所以我們或可推定在唐代時，隨著「雖是」的頻繁

使用，開始了「雖是」複合成詞的發展。 

往後「雖是」不再僅限於後接名詞，而是較常接引子句，雖然還是偶有見

得保有判斷義後接名詞的用法，從使用比例上還有句法成分的搭配，可以認定

「雖是」在近代漢語中已經逐然複合使用了，見下諸例： 

(130) 好因緣，傳口訣，煉金丹。街頭巷尾，無言暗地自生歡。雖是蓬頭垢

面，今已九旬來地，尚且是童顏。未下飛升詔，且受這清閑。（葛長庚

〈水調歌頭〉） 

(131) 糜竺曰：「此又是曹操之計。」玄德曰：「雖是計，王命不可違也。」

（《三國演義》第十四回） 

(132) 老者道：「你雖是個唐人，那個惡的卻非唐人。」悟空厲聲高呼道：

「你這個老兒全沒眼色！唐人是我師父，我是他徒弟。我也不是甚糖

人，蜜人，我是齊天大聖！你們這裡人家，也有認得我的。我也曾見

你來。」（《西遊記》第十四回） 

(133) 這薛公子，學名薛蟠，表字文起，性情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

學，不過略識幾個字，終日惟有鬥雞走馬，遊山玩水而已。雖是皇

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的情分，戶部掛個虛

名，支領錢糧，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等措辦。（《紅樓夢》第四

回） 

(134) 楊花終日空飛舞，奈久長難駐。海潮雖是暫時來，卻有個堪憑處。（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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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一落索〉） 

(135) 絕憐啄木欲飛時，弦響顫鳴玉。雖是未知離恨，亦晴峰微蹙。（王千秋

〈好事近〉） 

(136) 人死，雖是魂魄各自飛散，要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

他相合。（《朱子語類‧鬼神》） 

(137) 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

傳夫子之道。（《朱子語類‧學七》） 

(138) 悟空領罪，上告尊師：「我也離家有二十年矣，雖是回顧舊日兒孫，但

念師父厚恩未報，不敢去。」（《西遊記》第二回） 

(139) 單道世上人，營營逐逐，急急巴巴，跳不出七情六慾關頭，打不破酒

色財氣圈子。到頭來同歸於盡，著甚要緊！雖是如此說，只這酒色財

氣四件中，惟有財色二者更為利害。（《金瓶梅》第一回） 

(140) 李紈笑問平兒道：「如何？我說必要給你爭爭氣纔罷！」平兒笑道：

「雖是奶奶們取笑兒，我可禁不起呢。」（《紅樓夢》第四十五回） 

例(130)-(133)仍是在「雖是」之後帶上名詞成分的用法，其中(132)在「雖是」

之後直接可附上量詞「個」，用法雖不同於過去，然而還是用以表示判斷，但

「是」在近代漢語中本就是個習用的強勢繫詞，和「雖」複合後再接引名詞成

分本無不可，況且「雖」在早期的用法中也是可以逕自接上名詞成分，表「雖

然是」之義，所以在近代漢語中儘管可見「雖是」仍後接名詞組之例，我們仍

可將「雖是」視為複合成詞。而例(134)-(140)，則是「雖是」後接子句成分的

語例，在句中「雖是」之「是」不再表示判斷，而是起強調、聚焦之用，甚至

可以直接將「雖是」理解為「雖然」也並無不妥，因此我們認為「雖是」在近

代漢語時期，已然成為一個成熟的讓步雙音連詞。 

另外，「雖是」的複合除了前述提到與「雖則」、「雖即」相仿，盡為與

「雖」功能來源之繫詞義近似而相合之外，我們從諸多「X 是」的複合結構來

看，也許其他「X 是」複合詞，也為「雖是」的複合起了類推的作用，「是」作

為一個可與許多副詞、連詞附合的成分，「雖是」也在這波態勢上發展而成。總

之，「雖是」的複合過程乃是從繫詞「是」逐漸虛化，當其唯一的判斷語義不再

明顯，後接成分可由分句替代，而且能以容認義「雖然」來理解之時，「雖是」

便可認定成為讓步雙音連詞136，不過繫詞「是」本身在其歷時脈絡上，也自有

                                                      
136 香坂順一(1992)考察《水滸傳》中虛詞，提及不同版本中「雖是」都改作「雖然」，也許是

時人仍不習慣用「雖是」，我們當可推論「雖是」此時當已同用為「雖然」，故由此法判定「雖

是」已成為成熟之讓步雙音連詞是相當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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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虛化的發展，因此除了在「雖是」複合過程中產生虛化外，可能也與繫詞

「是」的虛化有著平行發展的過程。 

4.5 「雖曰」、「雖云」、「雖道」、「雖說」 

此節主要以讓步連詞「雖」和言說動詞「曰」、「云」、「道」、「說」相合後的

「雖＋V 言」系複合詞作為討論對象。過去對於言說動詞的研究相當豐富，汪維

輝(2003)從上古至近代考察「說類詞」的歷史演變，其指出「云」和「曰」 為上

古一組「說類詞」，特點都是後面都跟引語，而「說」和「道」則在中古時期才

開始活躍起來。魏培泉(2013)指出在上古「曰」主要用作引語動詞，而「云」雖

也是引語動詞，只是通常不搭配其他言說動詞；而在中古時期，「曰」的用法基

本上和上古漢語相同，「云」的意義較接近「言」，此時除了帶引言外，也可帶一

般賓語；而「說」在中古漢語很常用，常帶賓語，但還少用為引語標記(quotative 

marker)；到了近代漢語，「曰」在唐宋文獻中仍然普遍使用，但在元代以後的白

話文獻則頗有限制，「云」較限用於非白話文獻中，此二者已用為引語標記為主，

「說」表說話義在近代漢語中相當普遍，但用為引語標記還不多，至清代文獻則

較多137。而關於言說動詞的語法化態勢，劉丹青(2004)和方梅(2006)分別以「道」、

「說」作為討論核心，皆不約而同指出近、現代漢語中的「道」、「說」都有從言

說動詞發展為補足語從句標記（標補詞）的語法化路徑。本節我們將分就上古已

然確立用法之「曰」、「云」和中古以後才相對盛行的「道」、「說」作為考察脈絡，

論述其在不同時期與讓步連詞「雖」的連用情形與複合發展，。 

首先，我們先就上古時期「雖曰」的連用情形討論，見下諸例： 

(141)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詩經‧大雅‧桑柔》） 

(142) 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

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

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

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左傳‧襄公二十七

年》） 

(143)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

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 

                                                      
137 此參魏培泉(2013) 執行行政院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漢語引語動詞的歷史發展》（NSC101-

2410-H-001-086）之成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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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論語‧

憲問》） 

(145) 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

之所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荀

子‧正名》） 

上引諸例的言說動詞「曰」應當視為引語動詞，其後所接成分都是引述話語，

不一定實指說話的行為。 

不過到了中古時期，「雖曰」的使用情形似乎有些轉變，見下諸例： 

(146) 司徒領護軍八座：子業雖曰嫡長，少稟凶毒，不仁不孝，著自髫齔。

（《宋書‧前廢帝劉子業紀》） 

(147) 御史中丞永，昔歲餘愆，從恩今授。光祿勳臣淹，雖曰代臣，累經降

黜，後效未申，以何取進。（《宋書‧蔡廓傳》） 

(148) 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于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惟

新，是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魏書‧崔玄伯傳》） 

(149) 酒之為狀，變惑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為下

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

於病也。（《魏書‧高允傳》） 

(150) 兖豫二藩，雖曰舊鎮，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

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武十七王傳》） 

這些例子中的「雖曰」可以如早期用法般解釋為引語動詞，但這些例子後方所

引開始出現名詞成分，因此將「雖曰」逕自理解為「雖然（說）是」也無不

可，如此「曰」的引語動詞功能似乎相對薄弱，而凸顯出隱含的判斷詞「是」

的語義，由此或可認定「曰」較過去用法與讓步連詞「雖」更為相合；另外，

「雖曰」在詞彙化的過程中，常蘊含說話者的主觀性(subjectivity)，表達說話者

的主觀立場或判斷，此主要牽繫於讓步連詞「雖」的功能表現。至於近代漢語

中，隨著言說動詞的興替，「雖曰」用法漸趨罕見，尤其是在明清之後的白話文

獻中，幾乎沒有用例，只有在宋代《朱子語類》中多有用例，我們推測可能是

《朱子語類》有意仿古所致，而這些用例多為用作引語動詞，也有可理解為

「雖是」之例，如例(155)，見下諸例： 

(151)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

理，不可不知。康節卻細推出來。（《朱子語類‧理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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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先生問：「『顧諟天之明命』，如何看？」答云：「天之明命，是天之所

以命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然天之所以與我者，雖曰至善，苟不

能常提撕省察，使大用全體昭晰無遺，則人欲益滋，天理益昏，而無

以有諸己矣。」（《朱子語類‧大學三》） 

(153) 或問：「『吾斯之未能信』，注云：『未有以真知其實然，而保其不叛

也。』聖門弟子雖曰有所未至，然何至於叛道？」曰：「如此，則曾

子臨終更說『戰戰競競，如履薄冰』做甚麼？」或曰：「起居動作有

少違背，便是叛道否？」曰：「然。」（《朱子語類‧論語十》） 

(154) 或云：「看來，淵明終只是晉宋間人物。」曰：「不然。晉宋間人物，

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淵

明卻真箇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於晉宋人也。」（《朱子語類‧論語十

六》） 

(155) 「仁者，人也。」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此而已。一心之間，渾然

天理，動容周旋，造次顛沛，不可違也。一違，則私慾間乎其間，為

不仁矣。雖曰二物，其實一理。蓋仁即心也，不是心外別有仁也。

（《朱子語類‧孟子十一》） 

接著，「雖云」的使用情形，基本上和「雖曰」一致，不過在上古時期並未

見得「雖云」連用之例，要到東漢時《論衡》中，始見三例，而該三則語例中

之「云」皆用為引語動詞，如下： 

(156) 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

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論衡‧命祿》） 

(157) 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今

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變因類。（《論衡‧感虛》） 

(158) 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霣之者，皆是星也。

（《論衡‧說日》） 

在中古時期，「雖云」的使用頻率大為增加，見下諸例： 

(159)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

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

也。」（《世說新語‧輕詆》） 

(160) 初，帝議遣宣王討淵，發卒四萬人。議臣皆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

供。帝曰：「四千里征伐，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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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以四萬人行。（《三國志‧明帝紀》） 

(161) 皇太妃雖云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朞以下，一無所服。

（《宋書‧禮志》） 

(162) 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姦虞難抑。脫有井陘之慮，楊鈞

之肉其可食乎！（《魏書‧張普惠傳》） 

(163) 魏書載詔曰：「尚自少侍從，盡誠竭節，雖云異姓，其猶骨肉，是以

入為腹心，出當爪牙。智略深敏，謀謨過人，不幸早殞，命也柰何！

贈征南大將軍、昌陵侯印綬。」（《三國志‧夏侯尚傳》裴注） 

(164) 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

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討。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塘，雖

云千兵，至者裁四百。（《宋書‧孔覬傳》） 

此處的「雖云」同前「雖曰」一樣，可解其釋為「雖然（說）是」，其中「云」

的引語意味消減，反而是判斷功能受到強化，可以視為「雖云」結構的轉變，

且詞彙化的「雖云」都涉及主觀化的發展，表達言者之主觀判斷，此亦與「雖

曰」相類。 

 至於近代漢語中，「雖云」也同樣隨著言說動詞的使用興替，逐漸少用，在

明、清白話文獻中也相當少見，唯有在宋代《朱子語類》中仍有部分用例，我

們推測應當是同「雖曰」的情形一樣，乃是該書性質有意擬古而導致如此結

果，見下諸例： 

(165) 《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

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

過」，亦是常理，始得。（《朱子語類‧易七》） 

(166) 問：「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曰：「此心散漫放肆，打一聳動

時，便在這裏，能使得多少力！雖云用力，卻不大故用力。」（《朱子

語類‧論語八》） 

(167) 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它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

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

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朱子語

類‧戰國漢唐諸子》） 

(168) 道夫以疑目質之先生，其別有九，其一曰：「涵養、體認，致知、力

行，雖云互相發明，然畢竟當於甚處著力？」（《朱子語類‧朱子十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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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座上又一人應聲問曰：「曹操雖挾天子以令諸侯，猶是相國曹參之

後。劉豫州雖云中山靖王苗裔，卻無可稽考，眼見只是織蓆販屨之夫

耳，何足與曹操抗衡哉！」孔明視之，乃陸績也。（《三國演義》第四

十三回） 

上引諸例中，例(165)為承襲過去用法「云」作引語動詞之例，例(166)-(168)

「雖云」之「云」當也可理解為引語動詞，例(169)「雖云」之後引接名詞成

分，全然無引語之感，「雖云」也可以用「雖然（說）是」替代，應當可視為

「雖云」複合成詞之例。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雖曰」和「雖云」可以視為早期讓步連詞「雖」搭

配言說動詞「曰」、「云」的雙音連詞，其發展路徑相當一致，都是由言說動詞

「曰」、「云」的言說性、引語功能消失，能夠進一步和讓步連詞「雖」相合，

形成「雖曰」、「雖云」的詞彙結構，具有傳達言說者的主觀性認知，而此二詞

主要發展是在上古至中古時期，近代時期除了有特殊傾向性質之文獻外，基本

上已被其他言說動詞所替代，而繼之而興的言說動詞則是「道」與「說」。 

接下來，關於「雖道」結構的複合，郭維茹(2019)探討言說動詞「道」的

語法化時，業已揭示「X 道」的詞彙化發展，其指出「道」從言說動詞語法化

為標補詞是因為語義變化及後置於其他動詞而促發的，而在近代文獻中出現諸

多「X 道」的複合新詞，這些「X」多半是連詞或是副詞，而此類虛詞大部分

蘊含說話者的主觀性，我們所要探討之「雖道」該文亦有約略述及，其以為

「雖道」之複合在唐代後以初顯跡象。我們同意郭文之考察結果，在近代漢語

中，言說動詞「道」開始出現與讓步連詞「雖」複合之例，見下： 

(170) 忽忝專城奉六條，自憐出谷屢遷喬。驅車雖道還家近，捧日惟愁去國

遙。朱戶昨經新棨戟，風帆常覺戀簞瓢。（盧肇〈除歙州途中寄座主

王侍郎〉）138 

(171) 有客自梁苑，手攜五色魚。開魚得錦字，歸問我何如。江山雖道阻，

意合不為殊。（李白〈秋浦寄內〉） 

(172) 國成儀，乃葬昭軍處若為陳說：詩書既許禮緣情，今古相傳莫不情，

漢家雖道生離重，蕃裏猶死葬輕。（《敦煌變文集新書‧王昭君變

文》） 

(173) 雖道是二五是中，卻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

                                                      
138 該例轉引自郭維茹(2019:20)，文中指出該例「雖道」與「惟愁」相對，詩中「道」或許仍具

有動詞性質。 

 



讓步連詞「雖」的歷時研究 

136 

 

而不吉者。（《朱子語類‧易三》） 

(174) 用之問：「學者思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

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

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

做工夫，又何益！」（《朱子語類‧程子之書一》） 

上引諸例中，「雖道」之「道」已無明顯言說義，綴於讓步連詞「雖」之後，而

例(173)-(174)當可作複合成詞的證據，「雖道」後附加上判斷詞「是」，說明

「雖道」間的黏合程度提升，應已成為讓步雙音連詞。而從近代漢語中大量

「X 道」結構的出現，或許也是彼此相互類推所致，造成「X 道」的複合詞產

生，因此「雖道」應也是有受到他類「X 道」複合詞的類推促成複合。 

 最後，談及「雖說」之前，也要先討論關於「X 說」結構的形成，董秀芳

(2003)討論現代漢語中「X 說」的詞彙化，認為判斷此類是否成詞的標準在於

其在句法上作為一個單位來使用，中間不能插人其他成分，「X」和「說」都不

能單獨被修飾，這種語義的演變是由具體的言說義轉移向更為抽象的認知域所

造成的語義虛化和主觀化。以此來推定「雖說」是否複合成詞，我們發現與

「雖道」相似的是「雖說」複合應當也是發生在近代漢語中，見下諸例： 

(175) 產破身窮為學儒，我家諸表愛詩書。嚴陵雖說臨溪隱，晏子還聞近市

居。佳句麗偷紅菡萏，吟窗冷落白蟾蜍。（徐夤〈贈表弟黃校書輅〉） 

(176) 深殿有春人到稀，武陵雖說昧當時。躊躇莫憶人間世，恐至塵中悔卻

遲。（梅堯臣〈和永叔六篇之五——和鄰幾學士桃花〉） 

(177) 問：「明德新民，在我有以新之。至民之明其明德，卻又在它？」

曰：「雖說是明己德，新民德，然其意自可參見。『明明德於天下』，

自新以新其民，可知。」（《朱子語類‧大學一》） 

(178) 問：「這雖說是成德，莫亦未是十全否？」曰：「雖未是十全，須已及

六七分了。」（《朱子語類‧論語八》） 

上引諸例中，「雖說」之「說」確已無強烈言說義，例(175)中「雖說」與「還

聞」相對，可能還保有動詞義，不過例(177)-(178)在「雖說」之後可再添上繫

詞「是」，可見「雖說」於此時當已複合成詞。在現代漢語中，仍有「雖說」、

「雖然說」的詞彙保留139，只是「說」的語義或顯或虛，可以是無義之附綴，

也可以具有言說、引語性，「雖然說」的使用也是在近代漢語中，隨著「雖然」

                                                      
139 見呂叔湘(1980/1999:517)、董秀芳(20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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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成詞加綴「說」而形成，遍找諸典僅尋得一例，但該例之「說」是用為引

語動詞，所以我們認為「雖然說」的詞彙化也許是受到「雖說」和「雖然」兩

詞在認知比對後擴充而成的，見下例： 

(179) 來回聽得此信，就想拐兩個女孩子去做活使喚，都向王夫人說：「府

上到底是善人家。因太太好善，所以感應得這些小姑娘們皆如此。雖

然說『佛門容易難上』，也要知道『佛法平等』。……」（《紅樓夢》第

七十七回） 

在現代漢語中，「雖說」與「雖然說」是少數仍然從古漢語中留存至今的讓

步連詞，見下140： 

(180) 今天的中國雖說是發展中國家，卻充滿著有閒階級般的倦怠和墮落。 

(181) 麻將桌上，四個老人家正聚精會神在發揚國粹。雖說已老眼昏花地帶

上老花眼鏡，但摸牌技術可是一流。 

(182) 雖然說他稱不上一個太好的人，但也不至於幹出這麼卑劣的事。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雖道」和「雖說」乃是讓步連詞「雖」加上言說動

詞「道」、「說」而成，兩者複合後言說動詞進而虛化，除此之外，近代漢語

中，大量的「X 道」、「X 說」結構應當也有起到類推的影響作用；另外，「雖

道」和「雖說」也同前「雖曰」、「雖云」一樣，此類讓步連詞「雖」與言說動

詞的複合雙音連詞，盡皆蘊含言說者的主觀性，這是此類「雖＋V 言」系複合詞

的特徵。而本節所論「雖＋V 言」系結構，其所表的讓步功能，基本上是因著讓

步連詞「雖」早期兼表縱予、容認功能皆可，而後至於近代漸趨主要表容認功

能，所以到後期「雖＋V 言」系複合詞原則上都用於表實讓的容認義。 

4.6 小結 

本章所論以中古、近代漢語以後所見的「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為討論對

象，我們認為「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得以複合成詞的要素主要可以分為三大

類：其一為跨層結構的重新組合，因為線性次序緊鄰之故引發的詞彙化，原來

有實義的句中成分因為語義虛化進而與讓步連詞「雖」進行複合，如「雖然」、

「雖使」，而「雖＋V 言」系的複合詞則是讓步連詞「雖」與言說動詞先行複合

產生詞彙化，進一步才造成言說動詞的詞義虛化，且連帶產生主觀化的發展，

                                                      
140 例(180)-(181)轉引自「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標記語料庫」，例(182)轉引自董秀芳(20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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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雖＋V 言」系的複合詞皆含有言者之主觀性判斷意味；其二為讓步連詞

「雖」逕自附綴上虛詞詞尾而成，因著雙音節為一韻律之故，單音連詞「雖」

進而發生複音節化成為讓步雙音連詞，這是屬於構詞手段的複合，如「雖復」、

「雖自」；其三為與讓步連詞「雖」語義相近，進而相合成詞的，如「雖則」、

「雖即」、「雖是」。然而「雖 X」類的讓步雙音連詞之所以得以和其他成分複合

成詞，主要有兩大機制在推動，分別是：詞義虛化和類推，一則造成複合結構

內成分的語法化，一則加速詞彙化的發展，這是我們觀察「雖 X」類讓步雙音

連詞最常見的演變現象。最後，讓步連詞「雖」本就能兼表虛讓和實讓義，但

「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中，主要是「雖使」卻發展為表縱予功能，此當與其

在發展歷程中後附的「使」字語義常接非實然事況有關，進而導致成詞後用於

表縱予，而其餘「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則順著「雖」的主流發展，則主要用

於表容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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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在前面第二、三、四章中，已分別討論讓步連詞「雖」的諸多核心主題，

以下分別就讓步連詞「雖」的來源、歷史演變以及雙音連詞的形成與發展，進

一步論述本文之研究成果與展望。 

5.1 研究成果 

 在本文中，我們聚焦於研究讓步連詞「雖」的相關問題，首先是關於讓步

連詞「雖」的來源之論，我們基本上同意蒲立本(Pulleyblank,Edwin G. 1959、

1994、2006)所稱「雖」為上古繫詞「惟」加上使讓義前綴*s-所致的字有其語源

上的合理性，因為過去研究中即顯示上古繫詞「隹（惟、唯、維）」與「雖」之

間無論是音韻抑或語義皆有著密切相關性，又我們從出土文獻的語例中，發現

確有似能解讀為使讓意味之繫詞「隹」，雖然未有真切相符的讓轉發展用例，部

我們從繫詞本就具有肯認的功能推測，有使讓意味的肯認義，隨著其所肯認事

件實然與否，且後分句與前分句間實存在著語義落差，後分句悖反前分句的既

定預設，故後分句翻出轉折義，前分句中據以產生讓步語義，因而可能形成縱

予義和容認義的讓步功能。又，該結果推論又能照應傳世文獻中早期「雖」已

兼用為縱予和容認的實際使用情形，且也正因讓步連詞「雖」源自繫詞義，多

置於前分句中，故「雖」可居於句首或句中。而繫詞本也能演化作條件連詞，

在表假設或釋因條件連詞透過吸收讓步語境的機制，也可能因而發展作讓步連

詞。不過我們也不否認，讓步詞「雖」也是有可能逕自從繫詞本身發展而來，

因此我們提出三種可能的形成原因，但都有一個共同的來源，即是上古繫詞

「隹（惟、唯、維）」。另外，從西周時期的文獻可以證實早期表讓步之「雖」

儘管已完具功能的使用，且字形分化、語義分工業已完成，然或許尚屬初始階

段，故和「隹（惟、維、唯）」的使用仍有模糊未清的過渡時期，此從往後學者

常習以將二字互為訓解，不過隨著讓步連詞「雖」的成熟使用，我們推測當至

西周中晚期，晚迄東周時期，也逐漸確立「雖」的讓步關聯詞的穩固地位。由

是可推定，讓步連詞「雖」的來源當與上古繫詞「隹（惟、唯、維）」相互牽

繫，此來源演化的釐清也為過去相關研究提供一更為全面的解釋。 

 再者，讓步連詞「雖」之功能乃是姑且承認某事為事實，但預為轉折後分

句作準備，以襯托轉折後分句事理之不可移易，而「雖」字讓步分句所姑且承

認的事況，有著實然與非實然之別，原則上各照應表實讓的容認與表虛讓的縱

予的功能，在早期傳世文獻中讓步連詞「雖」便兼有此二種功能的使用，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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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考察結果顯示，上古時期仍以表虛讓的縱予功能為多，不過至上古晚期以

後，「雖」表虛讓的縱予功能逐漸減少，而表實讓的容認功能漸趨主流，我們認

為應是其他縱予連詞的發展影響取替了「雖」表縱予的功能，這些後起的縱予

連詞以「縱」為主的影響最大，因此中古時期以至於近代漢語，「雖」的讓步功

能漸發展成僅表容認義，也符合在現代漢語中，「雖」只存有表實讓之容認功能

的結果。因此，關於讓步連詞「雖」的歷史演變，基本上是朝著「縱予＞容

認」的路徑發展，亦與 König(1985a、1985b)以及 Haspelmath、König(1998)對跨

語言中讓步語義的發展態勢的研究結果若合符節。又，在中古、近代漢語中，

仍可見得部分表虛讓的縱予用例，但終歸是少數，據觀察結果，也幾乎傾向

「雖＋名詞組」表列舉、連帶和早期指涉反事實的用法，再者，我們還發現在

近代漢語中，文言、白話文獻「雖」的讓步功能有著明顯的分流情形，表實讓

的容認功能依舊是近代漢語中的大宗，至於表虛讓的縱予功能在文言文獻中原

則上承襲早期「雖」的縱予用法，而白話文獻則相對少見縱予用例，就算有也

是有其固定的使用習慣。另外，我們也從梳理讓步連詞「雖」的歷史演變中，

清楚甄別「雖」字讓轉複句之句式類型，無論搭配關聯詞與否，此類讓轉複句

所表達的轉折類型，大致不脫表典型逆反關係，或表結論不受影響兩類，但也

可見兼類情形。 

 最後，關於中古、近代以後常見的「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之形成與發

展，我們認為主要有兩大機制在推動此類複合詞的形成，分別是：詞義虛化和

類推，一則造成複合結構內成分的語法化，一則加速詞彙化的發展。接著更為

細緻的分類，則有跨層結構中的重新組合，原來有實義的句中成分因為語義虛

化進而與讓步連詞「雖」進行複合；直接藉由附加手段將讓步連詞「雖」黏綴

上詞尾者；與讓步連詞「雖」語義相近，進而相合成詞的。另外，讓步連詞

「雖」本就能兼表虛讓和實讓義，但「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中，少數卻發展

為表縱予功能，此當與其在發展歷程中後附字之語義常接非實然事況有關，進

而導致成詞後用於表縱予，而其餘「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則順著「雖」的主

流發展，則主要用於表容認。以往對於「雖 X」類讓步雙音連詞的研究未臻完

善，本文從較為全面的角度討論釐析此類雙音連詞，以期為此議題提出一完整

論述。 

5.2 研究展望 

 相較於過去研究，本文已對讓步連詞「雖」的核心議題作出相對整全的論

究，然囿於篇幅與學力所及，尚有未盡可待深入探論之處，如本文雖為讓步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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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雖」提出更為完善的來源考述，但對於傳世文獻中仍見得諸多「惟、唯、

維」與「雖」互訓的情形，我們僅論及此二者間有著密切關聯，便轉往查究出

土文獻中上古繫詞「隹」演化為讓步連詞「雖」的遷變證據，然而未有深入辨

析二者之論，是否由互訓的統整結果能尋得某種規律共性？或者二者的互訓類

例有著根本上的錯誤，又是何種原因構成此互訓結果？此議題也許仍有待開

展。又，本文主要集中論述讓步連詞「雖」的歷時演變，故對於將其他漢語相

關讓步功能詞納入討論的部分著墨較少，未來若能蒐羅漢語中此類相關功能詞

一併考究，或比較其他方言、跨語言關於讓步功能詞的研究成果，當會對讓步

類功能詞有更全面的認識。另外，我們多以歷時、共時角度處理讓步連詞

「雖」的相關發展，鮮少涉及語用理論的研究，而「雖」的讓步功能本就與對

話語體、語用有著深切關係，這也是值得再深入開發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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