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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中文摘要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認知研究、意象圖式、概念隱喻、「了」 

 

本文從認知理論的觀點出發，探討意象圖式理論在對外漢語教學中的認

知語義理解。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形式就是概念化的結果，經由動態的概念，

會對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形成範疇化，認知理論採取非客觀主義的觀點，從

我們身體的空間運動出發，以此為基礎，得以認識我們所在的現實世界。用

這樣的模式組織起來的有意義的結構，語言學稱為意象圖式。從以往「了」

的研究中顯示，語法研究主要聚焦於時態方面，這種源於印歐語系的研究並

未有統一的模式可供依循。以認知的角度出發，將語法形式視為自身經驗的

呈現，應是可行之道。本文以認知的意象圖式理論做為分析的方法，包括路

徑、聯結、循環、層級、中心-邊緣等，並利用 ICM 模式有效地解釋「了」的

多義現象。分析結果顯示，「了」具有「完成、結束」的基本語義，在各種意

象圖式的概念化中，包括二個概念：即回溯性意象圖式和期待性意象圖式。

經由隱喻的運作，進而形成「了」的多義性。「了」也具有主觀性，表達個人

對事件或狀態的態度，此過程會逐漸形成語用的言語行為和會話隱含，其間

接的涵義必須靠溝通双方的認知能力加以發展，這種不斷進行的推理過程就

是語言發展的動力。最後，對華語文教學提出以下的建議：「了」有其特定的

教學模式，意象圖式的概念有助於「了」的習得，並將意象圖式的隱喻教學

融入課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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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Analysis of “Le” In Modern 

Chinese 

 Abstract  
Keywords：：：： cognitive analysis、image schema、conceptual metaphor、"le" 

This paper is proposed to analyze the meanings and functions of the Chinese 

particle “le” with image-schema analysis in cognitive perspective.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ought the language form is the result of conceptualization. By way of the 

dynamic concept, we can shape our categorization. With the meanings of “finished” 

or “completed”, “le” can be metonymically and metaphorically related to two 

initial mental imag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different cognitive and 

communication domains: the retrospective image of a finished process and the 

prospective image of an available process. Finally, we discuss this Chinese 

particle “le”, though showed its polysemy in cognitive factors, has an original 

meaning， We have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for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Chinese：teaching “le”in a specific model teaching, “le” with the image-schema 

strategies, and emphasizing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 of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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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1.1.1 形式主義形式主義形式主義形式主義的的的的語言觀語言觀語言觀語言觀 

形式主義語言學派 Chomsky 以生成語法的各種變體從早期的標準理論

（Standard Theory）到近年的管約理論（ Government and Binding Theory ） 及

最近的最簡方案（Minimalist Program）等為代表，主張語言是一種天賦的、

自主的形式，還是基於人類一般認知能力，負載溝通功能的符號系統。 

生成語法（Generative Grammar）認為語法基本上是反應人類天生的語

言本能，因此強調語法的普遍性、客觀性以及自主性。形式語言學將語言視

為抽象符號及其規則的運算操作系統。這種語言觀以及與之相應的注重形式

而忽略意義、追求數學式的形式化表述、句法自主等觀念和取向，是近幾個

世紀以來在西方哲學、科學、文化傳統中佔據支配地位的認識論和本體論主

流思潮的反應。 

所以，以上的語言理論是以下列的假設為基礎： 

1. 語言是一個自主的符號系統，語言能力獨立於其他的認知能力。 

2. 句法是一個自主的形式和規則系統，獨立於語言的詞彙和語義部分。 

3. 描述語義的手段是以真值條件為基礎的形式邏輯。 

1.1.2 客觀主義的客觀主義的客觀主義的客觀主義的哲學哲學哲學哲學 

按照 Lakoff & Johnson（1980）的說法，客觀主義有下面的幾個主要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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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符號的意義來自與外部世界的對應，意義是符號與客觀現實之間的抽

象關係。思維是由規則所支配的抽象符號機械運算。 

2. 理性的基本是形式邏輯，是純心理過程。 

3. 概念是外部世界的抽象的心理表徵或邏輯實體，思維是無形體的，可

以獨立於人的生理、感知系統和神經系統。 

4. 對意義的研究是描述其真值條件和與世界的對應關係。任何對意義的

客觀分析最終都要簡化為「字面」概念和命題。 

客觀主義認為通過人的感知可以認識世界及其關係，比如人通過觀察、

觸摸、移動一塊石頭而認識它。語言中的詞語、概念、命題與客觀事物的特

性相對應，語言可以直接準確地表達客觀現實，也只有運用語言，人們才能

作出關於世界「真」還是「假」的陳述，才能準確交流關於外部世界的知識。

想像和隱喻使人脫離現實，因而是不可靠的、主觀的、個人的。 

趙豔芳（2001）指出在客觀主義觀念支配下，產生了相應的語義觀。客

觀主義語義論的早期代表是 Frege（1892），他認為語言符號(sign) 有一個客

觀的「意義」 (sense) ，通過這個意義，詞語可以「指稱」 ( refer) 某一具體

事物;其它的觀念、想像和思維過程都是主觀的，與意義和指稱毫無關係。後

來的真值條件語義學即是受到客觀主義的影響，認為語言的意義是以客觀真

假值為條件的。語義特徵分析法、轉換—生成理論都認為自然語言具有獨立

於人之外的客觀意義，是與客觀現實相對應的，語義研究即是研究語言符號

的客觀意義，研究語言表達如何與客觀世界相對應，其它認知、思維過程是

純心理的，與語言研究無關。從傳統的符號三角形語義理論到現代的各種語

義理論，都認為語言通過概念和指稱關係反應客觀世界，如: 

語言→概念/指稱關係→客觀世界 

1.1.3 「「「「了了了了」」」」的的的的習得研究習得研究習得研究習得研究 

在對外漢語教學中，完成態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對於「了」的使用有很高

的錯誤率，關於這一點，幾乎每一個習得研究都提到這種狀況 (Teng，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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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德坤，1993)。 

關於二個不同源的「了」，是否為現代漢語研究中詞尾「了」和句尾「了」

提供語義的來源，學者們並未有一致的意見。如果母語者都無法理解「了」

的語義，難怪第二語言學習者對於「了」的習得，會出現上述層出不窮的問

題。 

在漢語第二語言習得中，為了讓學習者產生類化的機制，通常研究者會

使用對比分析的方法，若有相對應的英文形式會有利於漢語教學，以了解學

習者的習得狀況。「了」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有「狀態改變」或「出現新狀況」

的語義（呂叔湘，1981；劉勛寧，2002；Li & Thompson，1981），但是我們

很難在其他語言中找到和它對應的語言形式。譚春健（2004）也認為句尾「了」

是漢語中特殊的句法標記，是漢語對世界感知範疇化的結果。他提出在對外

漢語教學實踐中，「了」的分析不能單純的從形式到意義進行描述，究竟「了」

要如何呈現給第二語言的學習者，應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1.2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戴浩一（2007）指出在概念系統內，除了對外界物體及物質存在方式的

範疇化外，最重要的是對外界存在的情況（situations）和發生事件（events）

的描述及範疇化，這就是動詞及句子的認知基礎。但是語言描述的不是客觀

存在的情況和事件，而是對客觀世界所做出的建構（construals）（Langacker 

1987）。這些建構出自於人對事物及事件永遠有不同角度的看法。最明顯的

是同樣的一件事件，可以站在不同參與者的角度來看。因此（1.1）至（1.3）

的句子可以用來描寫同樣的事件。 

（（（（1.1））））    張三賣了車子。 

（（（（1.2））））    張三把車子賣了。 

（（（（1.3））））    車子被張三賣了。 

戴浩一（2007）把（1.1）看成中性句子，（1.2）看成主動句，（1.3）

看成被動句。這種看法對中文及不同語言主動與被動形式的轉換有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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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意。這種看法把（1.1）看成沒有「主事者」，也沒有「受事者」，只有參

與者的句子。「主事者」與「受事者」的明顯對稱是在（1.2）和（1.3）才呈

現出來的。換句話說，「主事者」與「受事者」的對稱在中文語法概念系統

中不是預設值（default），而是需要特別標示的。所以，我們如果換了「喜

歡」、「相信」之類的動詞，就只能有（1.1）句型，而不能有（1.2）和（1.3）

的句型。沒有這個預設值，中文可以允許「受事者」不必特別標示也可以出

現在主詞的位置，如：  

（（（（1.4））））    車子賣了。 

（（（（1.5））））    衣服洗了。 

謝健雄（2008）指出例如同一個窗戶在下列句中有不同的意義： 

（（（（1.6））））    窗戶被打破了。 

（（（（1.7））））    窗戶漆好了。 

（（（（1.8））））    窗戶洗好了。 

（（（（1.9））））    把窗戶打開。 

（（（（1.10））））    從窗戶爬進來。 

這五句話中的「窗戶」都有不同的意義，第一句話中的「窗戶」指窗玻

璃，第二句話中的「窗戶」指窗框，第三句話中的「窗戶」指窗玻璃加窗框，

第四句話中的「窗戶」涉及活動窗體及其所佔的空間，第五句話中的「窗戶」

涉及窗體所佔的空間。為什麼人們會有這樣的語言表達？這是引發本文探究

的動機。 

1.3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認知語言學對漢語研究有深刻的意義，以往的研究尚有待解決的問題，

如漢語詞類的問題、詞類如何劃分。漢語對於詞語的語法化，也就是實詞虛

化的問題早有研究，如「了」的歷時演化，但對於它的演化並未提升到整體

的機制。本文結合漢語實際的具體語言，採取一種「聚焦於一點」的策略，

即只選取漢語語法裡一個非常小，卻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問題，運用認知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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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的一些中心概念、基本原則與研究方法，對它進行比較精細的分析解釋

（趙豔芳，2001）。 

本文從認知語言學的觀點出發，希望能利用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

以達成以下的三個目的： 

1. 利用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解釋漢語尚未解釋的「了」的現象。 

2. 將過去的解釋研究提升到認知的理論化和系統化。 

3. 能為第二語言習得提供一個簡單而統一的解釋。 

 

1.4  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研究架構 

本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為緒論。從認知的觀點出發，針對「了」的習得問題，討論「了」

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並介紹各章節的安排。 

第二章為文獻探討。首先探討語言與認知的關聯性問題，從語言的概念

化過程，如何影響人類的範疇化，對時空概念的理解，進而產生意象圖式的

結構；接著討論「了」的認知研究，針對「了」的語法、語義、語用的問題

進行討論與分析，也從認知的角度討論語法、語義、語用與認知之間的關係；

最後討論意象圖式理論，探討語言使用的認知模式。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嘗試從認知的觀點，以意象圖式的架構，解釋「了」

的句式使用。從基本的意象圖式中，回溯性的意象圖式和期待性的意象圖式，

經由轉喻和隱喻的作用，會有多義的現象發生。 

第四章為「了」的認知分析，主要討論意象圖式對「VP+了」、「NP+了」、

「好了」的作用及解釋，並對於意象圖式所引發的轉喻和隱喻的語用功能進

行分析。 

第五章為討論與結論。針對以上的分析和討論，歸納出「了」有基本語

義、「了」具有意象圖式和主觀性的結論。 

第六章為教學建議。針對以上的結論，嘗試對華語教學做出「了」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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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模式、意象圖式教學、隱喻教學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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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2.1  語言與認知語言與認知語言與認知語言與認知 

Lakoff（1987）指出概念結構是人類認知系統的基礎，人類認識自身及

世界離不開概念化的過程，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的形式就是概念化的結果。

戴浩一（2002）也認為認知功能語法可以有效的解釋許多語言現象。語言是

人類根據一套約定俗成的象徵意義，以進行溝通為目的，我們稱做非客觀主

義，這種非客觀的哲學觀不但可以揭示漢語中許多真正的概念，而且它也提

供合理的分析方法。再從人類感知時、空的基本感知方法，去探求語言共性，

這種共性也是人類的感知機制和物質世界的感知結果。 

2.1.1 語言與概念化語言與概念化語言與概念化語言與概念化 

認知語言學承認客觀世界的現實性，並認為它是語言形成的根本，尤其

注重認知的參與作用，認為語言不能直接反應客觀世界，而是經由人對客觀

世界的認知作用，其模式是: 

客觀世界→認知作用→概念→語言符號 

Lakoff（1987）指出概念結構是人類認知系統的基礎，人類認識自身及

世界離不開概念化的過程。因此，認知語言學針對語言的任意性提出了置疑，

認為語言的共性說明語言決不完全是任意的創造，而是受認知環境(包括人的

生理環境、人的認知能力等) 和社會環境的制約。語言形式並不是直接反應

外部世界的事物，而是反應人對世界的認知方式，即語言形式相對於人的認

知結構來說並不是任意的。語言是由客觀世界、人的認知、社會文化及其語

用因素促動的象徵符號系統。 

Talmy （2000）認為概念結構的語言表現是認知語言學關心的另一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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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問題。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不完全是形式的東西，不是一套規則系統，不

能用生成和轉換以及對形式描述的方法，對語言的共性進行解釋。概念化的

過程包含兩個方面的能力:一是抽象能力，二是想像能力。概念系統的外在表

現形式就是語言。概念有它自身的結構方式，但概念的存在和發展與語言的

存在和發展有一種共生關係。推理不是關於命題「真」或「假」的邏輯判斷，

也不是脫離形體的抽象符號之間的邏輯運算，而是以人對客觀世界的經驗和

認知模式為基礎。認知是人的生理進化的產物，受其本身的身體和對世界感

知的制約。推理也來自大腦所在的身體與外部環境，不是抽象的，而是主客

體互動基礎上的理性的推理，是基於人對世界的感知、經驗、和認知。對抽

象概念的理解和推理是基於由此形成的想像能力。 

外部世界表現的是它們的實體以及屬性。外部世界是獨立於人的主觀認

識之外的，但是對外部世界的描寫離不開人的概念系統。我們總是用自己所

熟悉的概念去理解和認知外部世界的實體。語言的形式和意義通過概念結構

與外部世界建立起一種映射關係。知識系統是人類認知經驗之和。人類的知

識系統涉及到人類對外部世界的分類和對外部世界實體的認識，涉及到人類

對實體屬性的認識，以及實體與實體之間的關係的認識。知識系統的表述離

不開語言，而語言的表達和理解又依賴於知識系統的支援。 

概念結構研究的是概念的形式，而概念化研究的是概念形成的過程。這

方面的研究一是從語言概念的角度考察概念的形式類，一是從功能的角度研

究句法結構從而了解概念結構的外在表現。如何理解人類語言的概念結構，

人類語言是如何表現概念的，概念系統的形成和發展過程是什麼樣子，語言

學和心理學在概念組織的認知理解方面如何統合，現象學的概念內容及其在

語言中的結構形態等等，構成了認知語義學的主體。 

以認知語言學的觀點來看，推理有具體的基礎，它是以想像為中心的隱

喻、轉喻和心理意象。範疇化是我們的經驗起作用的主要方式，因此，範疇

化是認知語言學的基本問題。關於這一問題，原型和基層範疇的理論有很重

要的地位。同時，認知語言學的研究也表明:思維是具體的，是想像和抽象的

結果;思維具有完型性、生態結構，概念結構可以用認知模型來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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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認知的範疇化認知的範疇化認知的範疇化認知的範疇化 

根據 Langacker(1987 :371)的說法，原型(prototype) 是一個範疇的典型成

員，範疇的其他元素由於和典型成員有感知上的相似性而成為該範疇的成

員。由於每個成員與典型成員之間的相似程度不同，因此成員可以分為不同

等級。原型理論在處理分類問題時解釋力很強。作為原型的典型成員是範疇

類的最好的樣本，而其他成員在樣本資格上是可以排出次序來的。 

Lakoff( 1987：137)也認為在信息處理心理學的影響下，有人在實驗中把

原型效應與心理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相比較，認為原型等於心理表徵

闡釋了範疇在心智層面上表現為原型(即最典型的) 。其他元素的成員等級取

決於它們與原型的相似度。這裡至少可以有兩種解釋: 

1. 原型是一種抽象、一種圖式、一個特徵叢集（cluster）。 

2. 原型是一個好的樣本、一個典型例子。 

張敏 (1998：50)認為範疇化(categorization) 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是人類

認知中的一種過程，它指的是人類在歧異的現實中看到的相似性，根據這樣

的相似性，將可分辨的不同事物處理為相同的，由此對世界萬物進行分類，

進而形成概念的過程和能力。Talmy（2000）指出語言的範疇化有二重含義:

一是語言使用者對客觀世界進行分類，一是語言學家對語言本身進行分類。

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以範疇為基礎的，範疇反應了人類心智活動的各個

層面，所以範疇化過程本身就是人們認識外部世界的過程。原型理論和家族

相似性理論都是用來解釋範疇化問題的，實際上代表了兩種認知模式。 

研究顯示人類的溝通並非一層不變的，他會隨著不同的語境而有所變

化。Moratz＆Fischer（2000）的研究顯示人類會依照自己的認知觀點和語境

中的人、事、物溝通，實驗以受試者需對研究者所設計的機器人進行指導語，

以達到有效溝通的目的。實驗中的受試者指揮機器人的溝通模式，顯然異於

自然語境中人對人的溝通模式。受試者會嘗試以溝通對象的觀點進行表達，

例如實驗中的受試者並不會對機器人描述物體的形狀，他會以機器人所在的

空間作出路徑的指示，也就是他會以機器人的觀點來作出指令，研究者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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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所謂完全的認知模式設計，溝通的成功與否取決於設計情境的安排。 

受試者會以自己所認知的語境進行溝通，尤其使用詞彙方面，他們會儘

量使用基本層次詞彙，從指導語的層面上，他們也使用最具體的空間指示詞，

如往前、退後、向左、向右等，充分顯示人類的範疇具有層次性。習得過程

就是語言經驗的總合，它可以反應出學習者的感知，而不是語法學家的感知。 

2.1.3  認知的非客觀主義認知的非客觀主義認知的非客觀主義認知的非客觀主義 

與客觀主義相對，認知語言學提出一種「非客觀主義」（non-objectivist）

的理論，它在認知觀、意義觀乃至形而上學本體論方面都與客觀主義理論大

異其趣。此理論為認知語言學觀察語言的角度及其所採納的具體分析方法和

研究取向提供了深刻的哲學基礎。正是這樣的哲學基礎使得認知語言學在根

本上不同於其他與認知有關的理論，甚至也因此而有別於其他一些功能語言

學流派，所以可以看作認知語言學的一個重要的定義性特徵（張敏，1998）。 

趙豔芳（2001）也認為隨著認知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人類學、心理學、

語言學等對「概念範疇」(conceptual categories)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並

在大量證據的基礎上提出了關於範疇、意義、思維和推理與以前不同的非客

觀主義(nonobjectivist) 觀點。他們將這種新的觀點稱為經驗現實主義或簡稱

經驗主義(experiential realism，experientialism) 。 

戴浩一（2007）認為語法形式不是完全任意而且獨立自主的，而是大幅

度反應個別語言在概念結構上所採取的不同概念化原則，以及言談溝通上所

使用的不同策略。不同概念化原則是對客觀事實及世界，用不同角度和感知

加以理解，因而產生非客觀的認知。不同的言談策略出自不同文化裡語法與

語用呈現的相對功能。雖然許多概念化原則及言談策略有它們在認知上或功

能上的普遍性，但是不同語言會在不同歷史文化過程中選擇使用者所認定的

最適當的原則與策略。這些個別語言所選擇使用的原則與策略雖然不是普遍

的，是相對的而且是非客觀的，但是它們是相當具體而且透明的。它們在語

言的教學上容易讓學習者理解，進而以建構學習的方式加以運用，以達到內

化、自動化的語言學習目標。這些原則與策略能夠讓中文的學習者不必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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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機械式的句型背誦練習，來掌握中文語法。 

認知科學研究顯示，大多數範疇是圍繞原型建構的、具有家族相似性的

邊界模糊的輻射狀結構，因為其成員的屬性不是完全來自客觀事物，而是涉

及理解和認知結構，如意象、隱喻和轉喻（Lakoff，1987；Johnson， 1987）。

這樣，範疇以人類認知結構為基礎，不是與外部世界直接對應。在此基礎上

形成的概念不是由客觀世界的直接關係所定義，而是基於人的感知、動覺能

力和認知能力。因此，語言符號的意義代表一個互相關聯的認知範疇和語義

範疇，是變化的，動態的(Lakoff，1987 )。 

對以上語言基本問題的重新認識，使得語言學家認識到對語言研究的客

觀主義的態度應得到修正，任何對意義和理性的充分解釋必須以既有生理和

物質基礎又有想像結構的認知為前提。趙豔芳（2001）指出認知語言學理論

採取了兩種語言認知觀: 經驗觀( the experiential view) 和突顯觀( the 

prominence view) 。經驗觀主張語言研究不僅要建立邏輯規則和客觀定義，還

應採取更符合人的經驗方法。實驗證明，對於「小轎車」的概念，人們不僅

可以說出它的客觀特徵，而且還能加入他們對車的經驗中的聯想和印象，儘

管有些純粹是個人的經歷，但有些如「舒適」、「速度快」、「顯示社會地位」

等是人們共同的經驗，而這些都超出了過去傳統語言學的客觀描述。這些特

徵反應了人們感知世界和與之相互作用的方式。 

2.1.4  認知的經驗主義認知的經驗主義認知的經驗主義認知的經驗主義 

Lakoff（1987：267）認為經驗主義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基於身體」

(embodiment) ，他指出概念結構之所以有意義，是因為它源於身體之中，也

就是說，它起自我們先於概念(preconception) 的身體經驗中，並受其限制。

換句話說，概念結構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有先於概念的結構存在；我們能理

解概念結構是因為有先於概念的結構存在，概念結構的形式取自於先於概念

的結構。因此，經驗主義認為: 

1. 思維與身體密不可分:它植根於我們對外部世界的感知，受制於

我們的物理構造和社會環境。 

2. 思維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隱喻(metaphor) 、轉喻(metonymy)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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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imagery)，因而是想像性(imaginative) 的。 

3. 範疇化建立在理想認知模式(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 之上，這

些模式主要包括基本層次範疇。 

什麼是推理？我們的經驗如何起作用？概念系統是什麼以及它們是

如何組織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用同樣的概念系統？如果是，這個系統

是什麼？ 如果不是，人類共同的思維方式是什麼？關於這些問題，認知

語言學的研究有不同的回答。 

根據 Lakoff & Johnson（1980）的說法，這裡的經驗主義不同於哲學史上

早期的經驗主義(empiricism) ，這裡的經驗也不是指被動地印在「白板」上的

感知印象，而是指由人的身體構造以及與外部世界互動的基本感覺—運動經

驗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有意義的範疇結構和意象圖式。經驗主義認知觀的主

要觀點如下: 

1. 思維是不能脫離形體的。人類認知結構來自人體的經驗，並以人

的感知、動覺、物理和社會的經驗為基礎，對直接概念和基本範

疇以及意象圖式進行組織和建構。 

2. 思維具有想像性。間接的概念(不是直接來源於經驗的概念) 是運

用隱喻、轉喻思維方式的結果，並以此超越對外部世界的直接印

象或表徵(literal mirroring or representation) 。就是這種想像力才

產生了「抽象」的概念。 

3. 語言符號不是對應於客觀的外部世界，而是與認知參與下形成的

概念結構相一致。意義與推理也是基於以上概念結構與認知模

式。 

4. 概念結構和認知模式具有完形特性(gestalt properties) 。 

學習和記憶的認知過程依靠完形結構，而不是抽象符號的機械運算。經

驗主義承認客觀存在的現實性，但認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不是來自與外在實

體的對應，而是來自對現實世界的經驗。所謂「經驗」包括個人或社會集團

所有構成事實上或潛在的經驗的感知、動覺以及人與物質環境和社會環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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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作用的方式等等。經驗主義強調經驗在認識世界中的作用，同時也認為

認知對經驗能動的組織作用。 

語言是人類一般認知活動的結果，其結構與功能是人類經驗的產物，與

客觀世界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對應關係，語言的互動是人類經驗所促動的人類

概念。所以，語言能力不是獨立於其它認知能力和知識的一個自主的形式系

統，而是認知機制的一部分。句法也不是自主的、任意的，而是有理據和動

機的，是由認知、語義、語用等因素促動的。 

經驗主義還強調理解和想像的作用。理解是解釋意義和推理所必需的。

想像不僅在發現、發明和創造中起著重要作用，而且還是意義、理解和推理

的中心。Johnson（1987）認為沒有想像，世界上的一切將是沒有意義的；沒

有想像，我們無法理解我們的經驗：沒有想像，我們就不能推斷關於世界的

知識。 

趙豔芳（2001）認為經驗主義特別重視隱喻對人類認知體系和語言形成

的作用，因為隱喻將理性( reason) 和想像結合起來。理性涉及範疇化、包含

和推理，而想像是以一事物對待另一事物，是隱喻思維過程。人類日常思維

大部分是隱喻的，推理也運用隱喻思維，所以人在理性本質上、對語言基本

問題有重新的認識。認知語言學就是在上述認識論、語言觀及其信念的基礎

上形成的新一代的語言理論。在上述信念指導下認知語言學在對大量語言現

象，特別是對隱喻語言進行系統研究的基礎上，對一些傳統的語言問題進行

了深刻的反思和再認識，提出了新的見解和解釋。 

所以，「理想認知模式」(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或 ICM) 是經驗主

義的另一個重要概念。根據 Lakoff (1987) 的說法，ICM 是我們建構知識的基

本方式，它大體相當於 Langacker（1987） 的「認知」 (cognitive domain)，

Fillmore（1985）的「格」(frame)，Fauconnier （1994）的「大腦空間」(mental 

space)，和 Gardenfors（2000）的「概念空間」(conceptual space)。以我們對

「單身漢」一詞的理解而言，就是建立在這樣一種 ICM 上的。首先，我們假

定一個人類社會的存在，並且在這一社會裡男人在過了某個年齡之後就應該

結婚。再如對「週末」一詞的理解必須有這樣的 ICM：一周有七天，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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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星期五是工作日，星期六、星期天是休息日。 

Lakoff (1987 : 267 - 268) 區分了兩種先於概念的結構。一是「由我們的完

型感知能力(gestalt perception) 、身體運動的能力和形成大腦意象的能力所定

義」的基本層次範疇。一是在我們的日常身體經驗中反覆出現的意象圖示，

諸如容器、路徑、聯繫、外力、平衡、上—下、前—後、部分—整體、中心—

邊緣等。我們對這兩種先於概念結構的理解是直接的，因為我們的身體構造

及我們在物理和社會環境中的運作決定了我們日復一日，直接、反覆地體驗

這些意象圖示。與這兩種先於概念結構相反，我們對其他的抽象概念結構的

理解是間接的，這些抽象概念結構之所以被理解，是因為它們起自概念之先

結構，並與後者之間存在系統的關係。抽象概念結構起自概念之先結構主要

通過兩種方式:一種是從具體的概念域到抽象概念域的隱喻投射，一種是從基

本層次範疇到高層次範疇或低層次範疇的轉喻投射。（橫向和縱向） 

由於意象圖示和決定基本層次範疇的原則對不同文化的人來說是普遍

的，因而經驗現實主義從一開始就排斥了絕對相對論存在的可能性。但是，

不同文化的人們很可能選用從具體概念域到抽象概念域、或者從基本層次範

疇到其它層次範疇的不同的投射，因而不同文化之間還是有可能表現出一定

的差異性。但是，不同文化的人們很可能選用從具體概念域到抽象概念域、

或者從基本層次範疇到其它層次範疇的不同的投射，因而不同文化之間還是

有可能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 

2.1.5  認知的意象圖式認知的意象圖式認知的意象圖式認知的意象圖式（（（（Image Schema）））） 

Lakoff（1987）指出意象圖式之間存在著某些非常自然的關係，這樣的

關係促動了大量多義現象。他把這種關係稱為「意象圖式的轉換」，認為它對

基本範疇形成了關鍵性的作用。 

Johnson(1987）指出我們的行為、感覺、知覺活動中一定存在著模式和

常規，意象圖式正是上述活動中一再出現的模式、形狀和規律。用這樣的模

式組織起來的有意義的結構，主要出現在我們身體於空間中的運動，我們對

物體的操縱、以及我們的感知互動等層面。它讓我們的經驗有了一致性和結

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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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son（1987）強調意象圖式的動態（dynamic）特性，雖然它具有確

定的結構，但表現在語言方面卻不是固定的靜態意象，它的動態特性表現在

兩個方面： 

1. 它是一種連續不斷的活動（activity）的結構，我們是根據這種活

動來組織並理解我們的經驗，而不是把它當作一個被動的容器注

入我們的經驗。 

2. 它具有很大的彈性，可以在完全不同的情境中以各種各樣的形式

體現出來。也就是說，它能串聯起大量具有一再出現的相同結構

的經驗。 

有人會批判意象圖式的理論缺乏內部的結構性，意義的焦點過於模糊。

對於這樣的批判，Johnson（1987）以幾個基本的來源域加以說明，企圖說明

隱喻的投射並非任意的，它是有跡可循的。下面我們會根據 Johnson 的論述，

介紹幾種常見的意象圖式（詳見本文 2.3 節），它們都可以從空間的經驗基礎，

擴展到時間的概念，為我們的語義延伸增加無限的空間。 

2.1.6  認知的概念隱喻認知的概念隱喻認知的概念隱喻認知的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 

Lakoff & Turner（1989）指出最有生命力、最有效的正是那些確立已久以

致於人們習以為常，不費力氣便自動冒出來的無意識的東西。因此，那些通

過長期形成的規約而潛移默化地進入日常語言的無意識的隱喻，就是我們賴

以為生的隱喻模式（Johnson, 1980）。隱喻不是個別地、隨意地製造出來的，

它是有系統性的。不少看似孤立的隱喻，其實都有著相關的聯繫，可形成某

種結構化的隱喻群。隱喻不光是個語言的問題，它更是一種思維方式，也就

是說，思維過程本身就是隱喻性的，我們賴以思考和行動的概念系統大多是

以隱喻的方式建構和界定的。這三個結論中，第三個最為根本，因此認知語

言學所說的隱喻往往不限於指其語言形式，更是指體現在語言表達中的隱喻

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或曰概念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 

概念隱喻的觀念可以以 Lakoff & Johnson（1980）提到的例（2.1）來說

明： 

（（（（2.1））））    Time is Money.（時間就是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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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在英語裡還是漢語裡我們都常說「時間就是金錢」 （漢語裡還有一

個更傳統的隱喻即「一寸光陰一寸」），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不光是直

接拿金錢去比喻時間，更是用想金錢的方式去想時間的。也就是說，我們是

通過「金錢」這個來源（source）範疇去構想「時間」這個目標（target）範

疇，即前一範疇提供了一個結構模式，我們可據以建構（或曰範疇化）後一

範疇。這體現在以下這些十分平實的日常用語裡： 

（（（（2.2））））    You’re wasting my time.（你在浪費我的時間） 

（（（（2.3））））    Can you give me a few minutes? （你能給我幾分鐘時間嗎？） 

（（（（2.4））））    How do you spend your time? （你的時間是怎麼花的？）（最近過得如何？） 

（（（（2.5））））    We are running out of time.（我們的時間快不夠了。） 

（（（（2.6））））    This gadget will save you hours.（這個裝置能節省你不少時間。） 

（（（（2.7））））    Is that worth your while?（值得在那上面花時間嗎？） 

（（（（2.8））））    Do you have much time left? （你還剩很多時間嗎？） 

（（（（2.9））））    You need to budget your time.（你必須好好安排你的時間。） 

（（（（2.10））））    Thank you for your time.（謝謝您為我撥冗。） 

這些說法顯示，我們把時間理解成某種可以花，可以浪費，可以節省，

可以計劃其開支的東西。Lakoff & Johnson（1980）指出，上面其實包含了三

個相互關聯的概念隱喻，這是人們的經驗所得到的預設即： 

（（（（2.11））））    a. Time is money. 

b.Time is a limited resource.（時間是一種有限的資源） 

c.Time is a valuable commodity.（時間是一種有價值的商品） 

儘管有些說法特別指金錢（如：spend、budget、cost、profitably、invest），

有些主要指資源（如：use、use up、have enough of、run out of），有些則指

商品（如：have、give、lose、thank you for），但由於在現代社會裡時間的確

是有限的資源，而有限的資源又確是有價商品，故三者密不可分，依次有蘊

含（entailment）的關係，共同構成一個有關時間的概念系統。上面的案例顯

示，漢語在這一點上和英語是基本相同的。另一個很好的例子是 Reddy（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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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著名的「導管隱喻」。Reddy 指出，人類最基本的通訊行為－語言溝

通－的概念化正是通過三個相互聯繫的隱喻構造起來的。看下面的例句： 

（（（（2.12））））    Try to pack more thoughts into fewer words.（試圖用更少的詞語負載更多的

想法） 

（（（（2.13））））    The sentence was filled with emotion.（這句話充滿了感情） 

（（（（2.14））））    Try to get your thoughts across better.（試著把你的想法傳達得更好） 

（（（（2.15））））    None of Mary’s feelings came through to me.（我一點也感受不到 Mary 的感

覺） 

上面這個概念隱喻代表了Lakoff & Johnson（1980）所總結的一種最常見

的隱喻類型，即「結構隱喻」（structural metaphor），它指的是通過一個概

念來建構另一個概念（如：「人生」和「旅行」各自是都一個概念），這兩

個概念的認知域自然是不同的，但它們的結構保持不變，即各自的構成成分

存在著有規律的對應關係。上面提到的「TIME IS MONEY」也是這個類型的

隱喻。更複雜一點的例子是Lakoff & Johnson（1980）分析得最為細緻的

[ARGUMENT]（爭論） 概念， 它包含以下的四個主要成分，即： 

（（（（2.16））））     a.  Argument is journey.（爭論是旅行） 

b.  Argument is war.（爭論是戰爭） 

c.  Argument is container.（爭論是容器） 

d.  Arguments are buildings.（論爭是建築物） 

例（2.16）a-d 突顯了「爭論」的各個層面，如「旅行」隱喻說明其過程，

「戰爭」隱喻說明其方法和結果，「容器」隱喻說明其內容，「建築物」隱

喻說明其質量。這四個成分本身各自都可視為一個結構隱喻。 

隱喻一直被認為是語言的異體表達方式，其意義可簡化為字面的命題意

義。然而更多的證據證明隱喻是普遍的，不可簡化的。人類理解的想像結構

直接影響隱喻意義的本質，並規約我們的理性推理。隱喻是人類認識和表達

世界經驗的一種普遍的方式，隱喻語言也是正常語言的一部分，應當納入語

言研究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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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量的空間隱喻概念，Lakoff(1980) 還列舉了多個隱喻概念，如：

「TIME IS MONEY」、「LIFE IS A JOURNEY」、「ARGUMENTS ARE 

WARS」、「IDEAS ARE OBJECTS」等隱喻語言現象，這些都是隱喻概念的具

體運用。認知語言學的隱喻認知觀的重要性在於它能解釋一詞(或更大的語言

單位) 多義現象背後的認知動因，能更好地解釋語義產生、發展和演變的理

據，這樣就能將字面(literal) 語言和比喻語言放在語言研究統一的理論框架

下。 

2.2  「「「「了了了了」」」」的認知研究的認知研究的認知研究的認知研究 

語言學的認知研究(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注重語言的形式和

符號的意義、形式和意義之間的操作、意義—概念與外部世界的聯繫等方面

的問題。語言的詞彙和語法結構都是不同層次的語言單位，是形式與意義相

結合構成的具有內在結構的象徵符號，具有真實的認知地位。句法的不同形

式來自並反應不同的語義。語義不是基於客觀的真值條件，而是對應於認知

結構。語言的意義不限於語言內部，而是植根於人與客觀世界的互動的認知，

植基於使用者對世界的理解和信念。因此，語義知識和語用知識是不可分的，

語言形式是認知、語義、語用等形式的因素促動的結果。 

2.2.1  「「「「了了了了」」」」的的的的認知認知認知認知語法研究語法研究語法研究語法研究 

現代漢語中至少有二種不同語法功能的「了」，一個是態的標記，另一個

是句末標記表示完成，二個不同的標記表示不同的語法功能。不論根據位置

區分的句尾「了」、詞尾「了」，還是以語義區分的「了 1」 和「了 2」，它們

不僅是學生和漢語教師的問題，同時也是研究者比較頭疼的問題(盧英順，

1991；李鐵根，1992；孫德坤，1993)。   

呂叔湘（1956）認為「了」的作用在於表示變化的過程，它的語法意義

重於詞彙意義，而且附著力強，與其說是副詞，不如說是詞尾。陳前瑞(2005)

指出助詞「了」有二個位置，一是動詞後、一是句尾。處理「了」的問題有

三種方式，(1)根據語義區分，“了 1”用於動詞後，相當於英語中的完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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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ive)。「了 2」用於句尾，通稱語氣助詞，這種說法以呂叔湘(1980)為代

表並廣泛出現於對外漢語的教材中。 (2)根據「了」的位置區分為詞尾「了」

和句尾「了」，主要的代表人物為劉勛寧(1988) ，其中句尾「了」稱為完成體

(perfect) 。(3) 石毓智(1992)主張將二個「了」合而為一。 

金立鑫（1998）對漢語與印歐語的時間系統進行對比分析，發現印歐語

言的時間系統完全屬於語法的範疇，一切有關的時間都經由語法形式來表

現。而現代漢語的時間系統則屬於「詞彙-語法範疇」，它既包含詞彙因素、

也包含語法因素，所以，許多「了」的研究不能以單一的「了」作為分析的

主要部分，必須加上詞彙的成分才能解釋「了」在句中的作用。 

語法是知識表徵的形式化，所以每一種語法範疇都會與某一種認知過程

相關，尤其語法習得是一個自我規範的過程，以兒童的習得過程為例，他們

會在語言習得的過程中發展出一種範疇化的能力，並判斷出語言項目概念

性。在這個過程中，兒童主要以嘗試錯誤原則進行，以此建立自己的經驗法

則，也就是對事物的概念化基礎，這二種訊息可以說明語法範疇結構中的二

分原則（the binary principle）。 

趙豔芳（2001）指出態的形式和意義並沒有統一的格式，態的研究並沒

有提供統一的概念性解釋，這是因為分析的方法不夠充分所導致。我們想要

嘗試一種方析的方法，並以下列的二種假設為依據： 

a. 自然語言是一種信息處理的標記系統，同時，系統本身也是一種語境，

我們生活在當中，不斷和環境產生互動，形成一種以感官為基礎的認

知活動，我們所處的世界也是附予語言範疇的經驗來源。 

b. 自然語言中的語法是一種相當簡單的系統，它可以以隱喻的方式複製認

知經驗，因此，解釋語法的理論應該是簡單而易於理解的。 

對於時間的屬性與時式的關係非常密切，為了要區別這種屬性，於是有

現在、過去、未來的劃分，也就是說，時式是我們區分時間的工具，那麼，

我們如何劃分時間就顯得非常重要了。因此，我們考慮以認知的角度對時式

進行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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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了了了了」」」」的的的的認知認知認知認知語義研究語義研究語義研究語義研究 

關於「了 1」的語義，有人認為是「完成」、有人認為是「實現」；「了 2」

則表示變化也表示狀態改變。 

呂叔湘（1956）認為「了」的作用在於表示變化的過程，它的語法意義

重於詞彙意義，而且附著力強，與其說是副詞，無寧說是詞尾。劉勛寧（2002）

認為句尾「了」是過去式的標記，金立鑫（1998）指出句尾「了」主要表現

某種狀態的起始，而陳前瑞（2005）則認為句尾「了」的主要用法是完成體，

完成體並不以時間為考量，因此「了」可以用在現在式、過去式、和未來式。

史有為（2005）認為「了」是有過程的，凡是有過程就存在過程的狀態，動

作有過程、事件有過程、狀態和變化也有過程，史有為稱之為泛體貌

（pan-aspect）。這幾種看法都存在著一些問題。 

多義現象是一個詞語有多種具有互相聯繫的意義的語言現象。然而，傳

統的語義理論並沒有把握多義現象的全部和本質。認知語言學研究表明，多

義現象(包括不同義項和不同詞性)是通過人類認知手段(如隱喻、轉喻)由一個

詞的中心意義或基本意義向其它意義延伸的過程，是人類認知範疇和概念化

的結果。 

一般的研究顯示，「了」有「完成、實現」的語義，關於這種論點，劉

勛寧（1991）對詞尾「了」的完成義有了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了」能不能

被解讀為「完成」有二方面的限制。一是動詞本身的性質，一是「了」所處

的語境。既然有這麼多的限制，可見「了」所表現的完成義，只是某種條件

下的偶發狀況，而不可能是它固有的語義。他舉了許多語料來驗證，如例（2.17）

-（2.18）。例句中的「了」之後都有量的指示，並有後序的句子說明動作還未

結束。 

（（（（2.17））））    吃了這麼長的時間，還在吃。 

（（（（2.18））））    問了一遍又一遍，討厭死了。 

（（（（2.19））））    嚷嚷了快一小時了，還有完沒完。 

關於這一說法，史有為（2005）認為漢語助詞「了」的幾個值得注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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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詞尾「了」在漢語中所表示的有時並非純動詞範圍的動作過程，而是表

示某些具體「事例」（special）的動作和變化的過程。如例（2.20）： 

（（（（2.20））））     a. *我看了書 

b. 我看了三小時的書 

c. 我看了一下書 

（2.20）a 的例句是不自然的，因為這樣的表述並沒有參照點可供參考。

如果加上「我看了書,就上床睡覺了」，有了因果關係存在，句子就有完整的語

義。而（2.20）b-c 在書之前加了數量單位，就變得可以接受，可見「了」在

這裡是涉及具體數量的。顯然詞尾「了」並非只與動詞相關，它表示的並非

籠統的動作過程，而是針對具體事例中具體動作段落的「完成」，而事例通常

是有數量的或有具體時景的。 

態（aspect）的觀點也是「了」的句式經常討論的問題，史有為（2005）

提出以下的例句： 

（（（（2.21））））     a. 我吃了飯就去。 

b. 我吃完飯就去。 

從態的觀點而言，（2.21）a 中的「了」相當於（2.21）b 中的「完」，語

義是「完了」。顯然前者的「了」結果補語的性質仍然殘存著。另外它還可以

在動結式、動趨式、和形容詞後出現，所以可以把詞尾「了」當作是準體貌

（quasi-aspect）而已，請看以下的例句： 

（（（（2.22））））     嚇跑了一個顧客。 

（（（（2.23））））     踢進了三個球。 

（（（（2.24））））     只乾淨了二天。 

句尾「了」所表達的情況變化（如：下雨了），也是一種廣義的達成，表

示並確認說話時某種狀態或變化的達成。所以句尾「了」的基本語法意義即：

對事件基本陳述甚至整個事件過程的限定或說明（史有為， 2005）。至於句

尾「了」的「將出現情況變化」 （如：吃飯了，吃飯了）一義，其實是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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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狀態和變化的達成，是句尾「了」在語境的參與下所造成的結果，至於

是在什麼狀態下的語境，我們並未得到很好的解釋。 

孔令達（1994）在討論「主+動+了+簡單賓語」時發現，如果動、賓之間

的關係表示的是較具體的動作，而且經常發生，那麼這樣的句子表達的語義

無法成立，如例（2.25）。如果這種句式表示的關係或狀態是非經常性的、較

抽象性的，則語義就可以接受，如例（2.26）。 

（（（（2.25））））    a. *他吃了飯。 

        b. *他寫了信。 

（（（（2.26））））    a. 他吃了毒藥。 

c.  他寫了遺書。 

語義理論無法解釋一個關鍵性的事實，也就是我們對於意義的理解主要

依賴於產生意義的經驗。語義理論的普遍原則，尤其是意義的解釋並未成熟

（趙豔芳， 2001）。認知語義學認為意義不是直接反應外部世界，而是反應

人對外部世界的認識。語言不是大腦中一個獨立的部分，而是認知結構的一

個組成部分。認知語義學的一個主要興趣，是研究語言與空間概念化(space 

conceptualization) 之間的關係，更明確地說，是研究空間關係表現在語言中

的範疇化（Lindner，1981）。這是因為空間概念是人類認知的關鍵所在，而認

知語義學的宗旨之一就是探索語言所表現的人類認知的空間基礎(Pütz & 

Dirven，1996 ) 。 

2.2.3  「「「「了了了了」」」」的的的的認知認知認知認知語用研究語用研究語用研究語用研究 

語言中的意義除了規約意義之外還有語用意義。認知語言學關注意義中

最基本的範疇，例如，把事物(things) 分成客體(object) 和運動(motion) 兩大

範疇，客體涉及到靜態的事物，運動涉及到動態的事物;客體可以分為具體的

(concrete object) 和抽象的(abstract object) 兩個次範疇，運動可以分為行為

(behavior) 和活動(activity) 兩個次範疇。每一個範疇都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

行屬性刻畫，例如運動與場景相關，而場景又可以分為真實的場景(f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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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 和虛擬的場景(fictive scene) 。運動通常可以分析為孤立的或連續的事

件(event) ，而事件又可以分析為事件的使因(cause) 和結果(effect) 。事件的

使因可以用力(force)的分配來解釋，例如力的動力來源(source) 、方向

(direction) 和目標(target) 。 

許多研究者都認為「了」的使用和許多因素有關，包括前面提到的各種

理由之外，還有語用的因素存在。事實上，「了」不但有語法作用，更是語用

的重要手段，說話人以它來傳遞所要表達的信息。 Fischer（2000）認為助詞

的多義性有三個決定性的因素： 

1.  助詞本身的圖式意義，也就是它的基本語義。 

2.  特殊溝通領域的運作。 

3.  特殊的結構位置和語調轉變。 

這三種助詞的特性可以與言談標記理論的接收、繼續、結束話題（turn 

taking、holding、yielding），語用推論也可以是一種因果關係（趙豔芳， 2001）。 

認知語言學家對言談分析的獨特貢獻在過去的 30 年中，除了系統功能

語言學和語用學外，認知語言學對言談分析的發展也產生了很大的作用。其

中影響較大的有 Lakoff & Johnson（1980）提出的隱喻理論，描述人類如何通

過使用各種語言表達方式，建構言談世界並實現會話意圖的互動過程，這對

於分析包含各種隱喻的言談具有直接的指導作用。Sperber & Wilson（1986） 提

出的關聯理論，對於如何建立言談內部的連貫以及如何通過推理來掌握講話

者的真實意圖，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戴浩一（2007）提出把時間順序看成一個滲入中文語法的語用原則

（pragmatic principle），而非句法原則（syntactic principle）。Heine 等（1991）

主張語法化的原因是由認知化造成的，語法的過程就是解決問題的過程。

Heine 等以認知理論為基礎，把語法化的過程視為概念轉換的過程。虛詞一般

表示抽象的語法概念，概念化的形成先於後來的定名，在認知的層面上，基

本語義被稱作來源概念（source concept），而新的語義稱作目標概念（target 

concept）。在溝通的言語中，言談和語用結構會互相影響，於是產生了一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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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法概念，在現行的語言中，卻沒有一個固定的形式可以表達此一概念，

這就是語法化面臨的問題。語言使用者會透過認知的轉喻和隱喻，產生一個

新的用法，以完成語言的表達，並為新的語法概念定位。在許多語言中，表

空間概念的詞彙，都會被引申到表時間概念的範疇，於是英語中的「at」既可

表地點（如：at school，at home），又可表時間（如：at ten，at night）。 

一般而言，來源概念比較具體而目標來源比較抽象。所以，Heine等（1991）

認為語法化的過程就是由來源概念轉換到目標概念的抽象化過程。例如英語

中的 back 基本語義是人的背部，這是一個非常具體的概念。可是，若從這個

概念轉換到時間範疇，「three years back」就是個比較抽象的概念。來源概念

一般都是在典型語境中的基本要素，在語言上代表這些概念的就是基本詞

彙，如「有」 、「是」、「給」等，來源概念一般存在於基本的人類生活中，

因此，基本詞彙也就成為虛詞的主要來源。這些虛詞通常會以複雜的方式，

帶領整個語境的連貫。尤其助詞無法判斷句子的屬性，而是由互動的語境形

成的（Li, 1999）。所以，下一節將討論語境如何影響語法化的過程。 

Heine 等（1991）曾引述 Kurylowicz（1965：52）對語法化的定義： 

語法化指的是語素的使用範圍，逐步增加較虛的成分，並演變成一個較

虛的成語素；或者從一個較虛的語素變化一個更虛的語素，如派生語素變

成一個曲折語素。 

70 年代起，美國的語言學家，開始關注語法化的問題所引起的重要

作用。Givon（1989）研究了非洲和印地安語言，首先提出「今日的構詞

就是昨日的句法」這句話，並認為語法化產生的原因，就是言談和語用因

素作用的結果，語法化會遵循以下的過程： 

言談→句法→形態→音位語素→零 

Traugott（1982）提出語義的虛化是一種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的

現象，她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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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語法化的過程中，語義的演變往往是某一功能或語義，在語境的影響下，

由命題（proposition）的功能轉變為語言表達（expression）上的功能。（Traugott， 

1982：256） 

也就是說： 

語義不再指較客觀的語境，而是指較主觀的（包括說話人的觀點），不再用

來敘述事物，而是用作滿足言談結構的需要。（Traugott，1986：540） 

Traugott（1987）也指出現代英文裡的 while 是古英文的 whilum 演變而來

的，古英文的意思是「有的時候」，在中古英文時是「當…的時候」，在現代

英文中，while 仍保持「在…的時候」的語義，但是卻增加了「雖然」的語義。

Traugott 把這種現象稱之為「主觀化」，「有的時候」指的是客觀的某一事物，

它的作用屬於語言命題的範圍。「當…的時候」會連接二個動作，而且還是二

個句子的連結，這種語言現象有明顯的言談功能。而「雖然」的語義既表示

「讓步」，更重要的是表達說話人的態度，這種從客觀到主觀的過程就形成「主

觀化」，這使得語法化的問題和人類的認知有了相關。 

人類自然語言中，一字多義是極其普遍的，Heine 等（1991）對非洲和

印地安語言進行研究，發現語義和以下的四個概念相關： 

物體＞空間＞時間＞質量 

多義詞通常會有很強的聯繫性，不同的概念範疇間，並沒有明顯的界限。

歧義的產生說明概念範疇之間，具有不可分割的連續性，而且語義經由實際

的物體轉換到表達質量，經過空間和時間的概念化，因此有歧義產生也是自

然的事了，問題是這些多義現象是如何產生的，我們可以從上下文的語境中

得到解答。 

從認知的角度來看，多義現象就是一種概念轉換的過程，而概念轉換的

基礎就是轉喻（metonymy）和隱喻（metaphor）。Traugott & Koenig（1991）

認為轉喻是為了解決提供訊息和溝通相關問題，而隱喻則是為了解決表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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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esentation）的問題。 

一般而言，轉喻的主要特徵為其相鄰性（contiguity），Heine 等（1991）

以英文的例子作了說明。在英語中，keep one’s mouth shut（閉嘴）、be on one’s 

feet（站起來）是不帶隱喻的轉喻。而 bite one’s tongue off（遺憾）、catch 

someone’s ear（知道）是不帶轉喻的隱喻。至於像 close-lipped 具有二個意思，

以轉喻功能解釋時，它的意思是「緊閉双唇」以隱喻功能解釋時，意為「守

口如瓶」，此時双唇是否緊閉已經不是重點，如以下的例子： 

（（（（2.27））））     Henry is going to town. 

（（（（2.28））））     The rain is going to come. 

例（2.27）中，going to 表空間的運動，而在例（2.28）中則表未來的時

態，是語法化隱喻的結果。從表面上看不出誘發語法化的機制。但實際上二

者之間有一連續性，再看下面的例子： 

（（（（2.29））））     Are you going to the library？ 

（（（（2.30））））     No, I’m going to eat. 

（（（（2.31））））     I’m going to do my best to make you happy.  

以 be going to 為例，例（2.29）中的 going to 主要的語義是空間的運動，

但也包含「預測未來」這個時間概念。再看例（2.29）、（2.30）中的 going to，

它們的語義相近，但是在例（2.30）中，空間運動的語義已退居次位，比較明

顯的語義是「預測未來」。在例（2.31）中，going to 已完全失去空間運動的

語義，轉換成表示未來的時態標記，例（2.29）-（2.31）構成了中介階段，

成為 going 這個實詞語法化成時態標記的橋樑。 

由此可見，語法化的過程是經由轉喻和隱喻的作用促成的，前者涉及一

個實詞由一個具體的概念範疇，對應到一個抽象的概念範疇的途徑；後者則

是一個三階段的連續體：從第一階段的具有基本語義的具體實詞，到第二階

段具體的基本語義和抽象的語法概念並存，再到第三階段實詞虛化，只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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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的語法意義。 

Heine 等（1991）認為語法化的研究，歷時和共時都是研究的重點，但

語法化與大腦認知的適應變化有關，並提出一個概念化的語法化架構，再根

據以上的分析，歸納出語法化的種種現象，他們稱為語言循環圖，如例（2.32）： 

（（（（2.32））））    語義         具體意義→抽象意義 

                     實詞內容→虛詞內容 

語用         語用功能→句法功能 

                   使用頻率低→使用頻率高 

形態         自由語素→附著語素（clitic） 

                     附著語素→詞綴（affix） 

                       複合詞→派生關係 

                     派生關係→曲折關係 

語音             完整→弱化 

                         弱化→失去切分成份（segment）的地位 

雖然我們看到了實詞虛化的三個階段，但即使是「be going to」的「將來」

義也不是它的實詞義。因此，實詞虛化貫穿語法化的整個過程，而不是出現

在某一階段而已1。這樣的理論雖非漢語的研究成果，但可以作為漢語語法化

研究的參考，如果語言具有共性，那麼漢語必然在語法化的過程上，具有類

似的結果。 

                                            
1 此論點經由口試委員邢志群教授提出後，本文做了修正，,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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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認知與意象圖式認知與意象圖式認知與意象圖式認知與意象圖式 

近年來認知語言學家的大量實證研究說明，利用意象圖式及其隱喻的觀

念可以對語言中錯綜複雜的語義現象，尤其是多義現象，作出簡單而統一的

解釋。意象圖式規定並制約了人類的理解和推理，有人把它定義為一種認知

因素（劉焱，2004），那麼語言中意義的形成，就可以從意象圖式的角度加以

描述和解析。 

2.3.1  路徑的意象圖式路徑的意象圖式路徑的意象圖式路徑的意象圖式(Paths) 

根據 Johnson（1987）的說法，我們所在的空間中存在著許多的路徑，從

床舖到浴室、從爐灶到餐桌、從台北到高雄、從地球到月球等，這些路徑都

是我們曾經有的經驗，有些路徑以投射的方式存在，如：子彈射向空中；有

些只是我們的想像而已，如：從地球到太陽系以外的任一行星。因此，「路徑」

這個簡單的圖式可以說明意象圖式的基本特質。它可以圖示如例（2.33）： 

（（（（2.33））））     路徑的意象圖式 

 

A(源點)                    B(終點) 

 

 

上述的例子都有一個不斷重複的意象圖式，而且有一個特定的內部結

構，並包含以下的特點： 

1. 來源或起點--A。 

2. 目標或終點—B。 

3. 有一連續空間以聯繫來源 A 和目標 B。 

因此，路徑圖式有了從一點到另一點的位移路線，並具有某些典型的特性： 

1. 因為一個連續的空間連接了起點和終點，如果你從 A 點沿著路

徑到達終點，你就必需通過 A 和 B 之間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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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可以使路徑具有方向性，路徑本身是不具方向性的，但我

們可以附予它方向性，所以，從 A 到 B，也可以弧形的線越過。 

3. 路徑也可以加入時間的向度，即：如果在 A 點的時刻是 T1，

移動到 B 點的時間是 T2，那麼到達 B 點的時間必定晚於在 A

點的時刻，這樣的時間線性激發了我們理解時間的模式。 

這樣的意象圖式提供了許多隱喻的對應來源，從具體的、空間的到抽象

的領域，再看下面的分析： 

（（（（2.34））））     目的是具體的目標（Purposes are physical goals.）。 

    在例（2.34）中，「目標」是終點，我們許多的具體行動都會指向終點，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這些抽象的“目的”，如寫作、獲得學位等，藉由這些具

體行動的施為（performance），可以到達一個空間的目標。如此，我們可以說

「目的是具體的目標」這個隱喻，因為例（2.35）的對應，而有了經驗的基礎。 

（（（（2.35））））     始點：初始狀態 

         終點：終結狀態 

         路徑沿線：過渡行為 

    以上述的對應關係為基礎，可以清楚地理解，從具體目標的達成到抽象

目的的完成，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語言表達上，可以找出不勝枚舉的例子，如

例（2.36）。 

（（（（2.36））））          目的 （意圖）      採取行動        目標 

 

A（源點）                        B（終點） 

 

          （初始狀態）     （過渡行動）    （終結狀態） 

 

從例（2.36）中，我們可以看到路徑意象圖式和動作、事件的對應關係，

可以把我們所處的狀態和空間相結合。當我們有了行動就會產生意圖，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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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和源點 A 有了對應關係。再來，有了意圖就必須有一連串的動作才能到

達終點。在這個圖式中，每個具體的向度，都可以對應到抽象的領域，這就

是我們經驗的基礎提供了隱喻的來源。 

  隱喻是否為任意的形式？這個問題也可以從上述的模式得到答案。也就

是隱喻不是任意的，這樣的經驗非常自然，隨手可得、隨處可見，難怪我們

會習以為常、視而不見了。以下的例子可以說明隱喻的理解和限制，首先，

我們先看看三個問題： 

1. 決定來源域的條件。 

2. 來源域和目標域的對應關係。 

3. 來源域和目標域的對應細節。 

  具備了上述的條件就可以將它視為一個具普遍性的隱喻模式，理由有： 

1. 隨處可見的經驗、因為隨處可見所以容易理解、架構簡單完整、

而且不斷重現。 

2. 相關性的經驗，從來源域到目標域的對應，就是沿著路徑移動

到一個具體的位置，這使得二個認知域有了很自然的對應。 

3. 這種相關的經驗主導了隱喻的對應架構， 

Taylor（1987）認為這樣的架構呈現「施事--行動—受事」的意象。這個

圖式反應的是一種一再出現的結構，所以，它可表現下列看來很不相同的事

件，如： 

（（（（2.37））））        a. 從 A 處走到 B 處 

b. 把球扔給玩伴 

c. 打人一拳 

d. 送人一件禮物 

e. 冰融化為水 

儘管像這樣完全不同的事件，卻可以用相同的「路徑」圖式來解釋。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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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2.37）a-d 的基本部分和關係是相同的，在（2.37）e 中顯現的是隱喻性的

認知，即 A 點和 B 點代表的是某種物質的狀態（分別為固態和液態）。 

2.3.2  聯結的意象圖式聯結的意象圖式聯結的意象圖式聯結的意象圖式(Link) 

我們的知覺和所處的環境的連結，引出了許多隱喻具體和抽象的連結，

如：二塊木頭的連接、小孩握住父母的手等，這些簡單的例子可以下列的意

象圖式來表示，如例（2.38）： 

（（（（2.38））））    聯結意象圖式 

 

 

A 點                              B 點 

 

             木頭 A                          木頭 B 

             小孩的手                        父母的手 

二個連接的物體有空間的連續性和緊密性，而這些連接的物體和聯結圖

式有了很大的相關，不只有外部和空間的連繫，同時也和時間相關。   

從身體經驗來說，我們出生時就由臍帶與母體相連。在嬰兒和幼兒期，

我們時常由父母擁抱牽引，也會抱住或抓住其他物體以固定自己的位置。為

使兩個物體相連，我們會使用繩子之類的聯結物。 

因果關係也是另一個聯結圖式的例子，它包含實體和部分的功能聯結，

二個物體可能互不相關，但可以有內部結構的對應。結構成分包括：A 和B 兩

個實體的聯結關係，如例（2.39）： 

（（（（2.39））））     因果關係的意象圖式 

     A（因）      （過渡行為）       B（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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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邏輯是若B聯結於A，B就受制於A，取決於A。這種關係是對稱的：

若A與B相聯，則B也與A相聯。表現在隱喻的例子有：社會和人際關係往往

被理解為某種聯繫。所以，我們會「make connections」（建立聯繫），也有

「family ties」（家族關係）的說法。此外，奴役被視為「bondage」（束縛），

自由則是「無拘無束」、「鬆綁」和「解脫」（張敏，1998）。 

聯結與路徑的意象圖式雖用於不同的解釋，但是它們在基本概念上屬於

相同的概念。因為聯結必須有一條相連的路徑，無論是實體的相連或是映射

的隱喻概念，都必須經由路徑的結合。因此，路徑可以包括聯結的意象圖式。 

2.3.3  循環的意象圖式循環的意象圖式循環的意象圖式循環的意象圖式(Cycle) 

我們的身體中，存在著許多不斷循環的具體事例。我們賴以維生的循環

系統，如：心跳、呼吸、消化、女孩經期，情緒高低的轉換等，都可以讓我

們意識到這些不斷循環的經驗。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也存在著許多不斷循環

的事物，如：日夜、四季、生命過程（從生到死）、動、植物的生長週期、

天體的運行等，這些自然現象存在我們的經驗中，並且反複地重現。 

（（（（2.40））））    四季的循環意象圖式 

 

 

這樣的循環模式也可以表現在時間的概念上，循環有起點，有一些連續

的事件相接，最後到達終點，也就是回到起點，四季的變化、一周的循環，

都顯現出這樣的變化。這些週而復始進行的循環，可以產生以下的意象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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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星期的循環意象圖式 

 

例（2.41）的圓圈代表所有的運行回到原點，循環以同一個方向從起點進

行到終點。我們周遭發生的事件也以時間的順序進行，循環中只允許同一方

向的行進，不能倒序進行。所以某個階段若已經通過，那麼在這一循環中就

不會再出現。 

Johnson（1987）指出這種環狀的表徵，並不能充分表現我們經驗中的顯

著向度，也就是沒有呈現最重要的結構。對我們來說，生活型態並不會簡單

地重複著，它存在著高低起伏的架構。一年四季並沒有顯著的變化，所以，

我們傾向於經驗了冬天之後，就期待著春天或夏天的來臨。這樣的意象圖式

使我們從循環的具體體驗中，有了高峰和谷底的體認，這是循環意象圖式的

另一種模式，如例（2.42）。 

（（（（2.42））））    循環意象圖式的高峰和谷底圖式 

 

同樣的，我們從出生到長大成人也是一種循環，但這樣的循還每個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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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只有一次。 

除了自然界以外，還有一些規約性的循環（conventional cycles）如： 

1. 循環建構了我們活動的時間範圍，而且有固著（fossilization）

的傾向，雖然這些範圍不能目視，但它們的真實和固定的狀態

非常顯著，尤其當有人碰觸到這些隱藏的界限時，例如有人企

圖加長上學的天數，或把一星期縮短成五天。 

2. 循環的模式是多樣的、有重疊性（overlapping）、和順序性，

我們身體的循環經驗使我們有了時間的序列概念，所以，循環

可以用來表達時間，如：月、週、日、時等。 

3. 循環模式也可以時間來計算，但是時間的循環週期並不相同，

例如：日夜是一個循環週期，而一週又是另一種循環。 

4. 自然循環和規約循環也有本質上的差異，Johnson（1987）指出

規約循環並沒有自然的基礎，但是我們可以經由我們的經驗，

使得規約循環成為我們循環概念的一部分。 

Johnson（1987）認為循環意象圖式呈現了它的內部結構，也就是循環的

連續性和多樣性。這樣的結構植基於我們身體的經驗，經由此結構，我們得

以感知，時間對我們的影響。同時，經由這樣的經驗，我們可以理解許多事

物的順序，其中包括時間性的和非時間性的事件。 

2.3.4  層級的意象圖式層級的意象圖式層級的意象圖式層級的意象圖式(Scales) 

數量的大小排列、季節的冷暖變化等，他們的次序也是客觀存在的，多

數人對他們的認識也大體相同，如以下的順序鏈。 

一樓�二樓 �三樓 �四樓 �五樓… 

一天�二天 �三天 �四天 �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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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漢語中數量詞後加上「了」是常見的（劉勛寧，1991），只要

在量詞後加上「了」 ，就可以表示某種狀態的達成，請看以下的例（2.43）-

（2.46）。 

（（（（2.43））））    這個孩子五歲了。 

（（（（2.44））））    體溫 38 度了。 

（（（（2.45））））    二十斤了，不要再裝了。 

（（（（2.46））））    九個月了，還不見人影 

Lakoff & Johnson（1980）歸納了概念隱喻類型中的「方位隱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它不是用一個概念構造另一個，而是在同一個概

念系統內部，參照上下、內外、前後、深淺、中心－邊緣之類的空間方位自

相組織起來的。人類的空間方位感知能力是一種最基本的能力，空間經驗也

是個體成長過程中較早就能獲得的基本經驗，這在心理學家中已是共識

（Clark，1973）。 

因此，人們借助從這類基本經驗中得出的基本概念去理解情緒、感覺等

較抽象的狀況，這是十分自然的。例（2.47）顯示了一系列以上下高低的向度

為基礎的方位隱喻： 

（（（（2.47））））    上、下、高、低的方位隱喻    

隱喻 例句 

（a） 高興是上； 

難過是下 

 

 

（b）有意識是上； 

無意識是下 

（c）健康、存活是

上； 

I’m in high spririts. 我情緒高漲 

I’m feeling up. 我感覺好極了 

I’m feeling down. 我情緒很低 

My spirits sank. 我情緒低落 

Wake up. 醒一醒 

He sank into a coma. 他陷入昏迷之中 

He’s in top shape. 他的身體處於最佳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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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死亡是下 

（d）施控、施力是

上； 

受控、受力是下 

（e）多是上； 

少是下 

（f）地位高是上 

地位低是下 

（g）好是上； 

壞是下 

（h）有道德是上； 

道德敗壞是下 

（i）理性是上； 

感性是下 

He fell ill. 他病倒了 

His power rose. 他的權力上升了 

He is under my control. 他處於我的控制之下 

My income rose last year 我去年的收入漲了 

Turn the heat down. 把暖氣調低一點 

She rose to the top 她爬到了最高層 

She fell in status. 她的地位降低了 

Things are looking up. 情況看來不錯 

It’s been downhill ever since. 此後就走下坡路了 

He is high-minded. 他情操高尚 

I wouldn’t stoop to that. 我不會墮落成那樣 

The discussion fell to the emotional level， but I raised 
it back up to the rational plane..討論落到了感情用

事的地步，不過我又使它回升到理性的層面。 

這些隱喻中來源和目標之間的關係都不是任意的，它們有兩個基礎：一

是人類共有的身體及物質經驗，這可以說明為什麼類似隱喻在相當多語言中

都是大體一致的；二是特定社會中形成的文化經驗， 因此隱喻的具體形式可

能因社會和語言而不同。根據 Lakoff & Johnson（1980）的說法，上面各組隱

喻的基礎可描述如下： 

（a）低垂的姿勢通常與悲傷、壓抑的感覺相隨，直立的姿勢則往往與

正面的情感狀態相伴。 

（b）人類睡覺時是躺下的，醒時是立起的。 

（c）生重病時往往不得不躺下，死了便永遠躺下。 

（d）體積往往與力 52 度成正比，打鬥中的勝者往往處於上方。 

（e）在容器中注入越多物質或實體，平面就越高。 

（f）地位與權力相關，而施力是上。 

（g）高興、健康、有生命、有控制力等等，這些對人來說都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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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都是上。 

（h）對個人而言，「好是上」，它與另一個常見的隱喻，即「社會是

個人」結合起來，由於有道德的意思是行事皆根據社會認定的，

能維護社會健康安寧的標準，故對社會而言的好自然也是上。 

（i） 在西方文化中，人們把自己看作高於並能控制動植物及物理環境，

這是因為只有人才具有理性。 

因此，「施控是上」的隱喻為「人是上」的隱喻提供了根據，在此基礎

上進而形成「理性是上」。以上的例子顯示，人類的許多基本概念都是根據

空間隱喻組織起來的。每個空間隱喻內部都具有系統性和一致性，不同隱喻

之間也存在著系統的聯繫，如與「上」的空間方位相關的有一般性的「好」，

也有「好」的各種具體體現，如「高興、健康、有生命、有地位」等等。某

些空間隱喻與相關概念之間的聯繫非常基本、緊密，以致於我們難以想像能

用什麼其他方式去建構它們，如「社會地位」在英語和漢語裏似乎都只能用

高低去構想。 

2.3.5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邊緣的意象圖式邊緣的意象圖式邊緣的意象圖式邊緣的意象圖式(Center-Periphery) 

我們的身體被體驗為具有中心成分（軀幹和內臟）和邊緣成分（手腳趾、

頭髮等）。樹木以及其他植物的中心成分是其主幹，邊緣成分是枝椏和葉片。

中心被看作比邊緣更重要，這是因為：第一，傷害中心部分比傷害邊緣部分

後果更嚴重（往往無法彌補，造成生命危險），第二，根據中心部分確認個

體的身份往往比根據邊緣部分更有效。掉了葉子的樹仍被看作同一棵樹，剃

了頭髮或斷了一根手指頭的人也還是同一個人，因此邊緣被視為依附並取決

於中心，相反則不然：軀體的循環系統可以影響頭髮的健康，但掉頭發並不

會影響循環系統。 

結構成分： 一個實體，一個中心，一個邊緣。 

基本邏輯： 邊緣依賴並取決於中心，而不是相反。 

隱喻舉例： 理論有中心原則和邊際原則，重要的被看作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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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Johnson（1987）而言，多義現象就是意象圖式存在的主要依據，這種

多義現象決不是多種意義的結合，而是多種相關意義的結合，那麼語言中意

義形成，就可以從意象圖式的角度加以描述和解釋。近年來認知語言學家的

大量實證研究說明，利用意象圖式及其隱喻的觀念可以對語言中錯綜複雜的

語義現象（尤其是多義現象）作出簡單而統一的解釋，這就涉及意象圖式的

轉換。 

檢驗許多例子，我們可以發現從單一字彙到各種不同的相關意義，就是

因為這樣的意象圖式，使得我們的語言有了衍生的隱喻。也就是從身體的領

域到非身體的或更抽象的領域。多義詞又和同音詞或同形詞不同，以英文為

例，同一個詞「bear」既可以有「熊」的語義，又可以有「負擔」的語義，但

二個語義之間並沒有相關的聯繫。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用相同的詞來表示不同的意義呢？理由很簡單，因

為所有的語義都有相關性。潛在的意象圖式中會有一些共通性，這包括意象

的衍生和投射，它可以各種不同的比喻方式，作出各種不同的延伸。 

對於多義詞的研究，通常會有一些新的方法來解釋多義的歷時演變。 

Sweestser (1990)曾檢驗了一些歷時變化的語義發現：語義變化的本質和方

向，可以從共同的文化來解釋隱喻的作用。她特別強調詞彙和概念的借用，

一般傾向於從較易理解的身體現象和社會情境，到較不易理解的情境。如果

這樣的隱喻性註解存在，那麼。語義變化會存在一個普遍性的模式，即從有

形到無形，從具體到抽象。 

2.4  認知的語言研究認知的語言研究認知的語言研究認知的語言研究 

語言的認知研究涉及到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語言是什麼以及語言以什麼

樣的方式和結構存在的問題。關於語言是什麼，有不同的看法，基本上可以

分為兩大類:一類認為，語言是一種客觀現象，它獨立於人的心智之外，可以

作為一個純客觀的研究對象來對待(客觀主義) ;另一類認為，語言與人的心智

有一種互相依存的關係，不是一種純客觀的現象，因此研究語言必須與語言

所賴以存在的心智聯繫在一起(非客觀主義) 。這一問題是語言學的一個根本

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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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ssure (1959)注意到了語言學研究物件的多面性，認為語言學與其他學

科的不同就在於它的研究內容的多重屬性。如何才能找到語言學完整的研究

內容呢? 我們可以從多個方面去著手解決問題，但任何地方都找不著語言學

的完整內容；處處都會碰到這樣一種進退兩難的窘境：只執著於每個問題的

一個方面，冒著看不見上述二重性的危險 

認知語言學把語言看成是一個非自足的認知網路(Hudson, 2001) ，這個

認知網路包括形式範疇、概念系統、關係表達系統和知識系統。要回答語言

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和結構存在的問題，我們首先必須瞭解語言在哪兒。語言

是一種心理符號，它以特定的方式與人類的心智以及人類生存的外部環境處

於一種共生的狀態之中。而心智和人類生存的外部環境都與人類的認知能力

有關。人類的語言在結構上對應以下一些範疇: (1) 概念結構， (2) 外部世界， 

(3) 知識系統。 

2.4.1  認知的原型理論認知的原型理論認知的原型理論認知的原型理論 

語言的基礎來自範疇化（categorization）的能力，即對世界上各種不同

的事物進行分辨、歸類，進而形成概念的過程和能力。沒有這種高級的認知

活動，人類就不能瞭解周圍的一切，就無法對經驗進行處理和推理，就無法

用語言進行交流。在語言研究中，範疇化指的是人們對世界進行概括、歸類，

並賦予其語言符號的過程。從亞里斯多德時代到維根斯坦以前的古典範疇理

論認為，範疇是由具有必要和充分的客觀特徵的成員所定義和組成的，範疇

來源於客觀世界既定的分類，與進行範疇化的主體無關; 範疇有明確的邊

界，其成員具有同等的地位。基於古典的範疇理論，以前的語言研究一方面

認為詞的概念與客觀的範疇是對應的，是可以明確定義的; 另一方面還抽象

出一些特徵來定義各類語言範疇，如音位、語義、詞類等。 

近二三十年來的認知科學發現概念範疇和語言範疇不符合傳統的理論。

哲學家和認知人類學家對顏色範疇以及其它事物範疇 Labov（）對 cup 、

mug、bowl ， Rosch（1975）對 furniture、vehicle、bird 的辨知試驗的研究

證明範疇不是客觀世界的真實反應，而是人通過身體及心智對真實世界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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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進行動態處理的結果，是客觀因素與生理、心理、文化因素互相作用的結

果。範疇的邊界是模糊的，互相滲透的，其成員具有家族相似性，其中與其

它成員有更多的共性的成員具有中心成員的地位，即範疇的原型。範疇研究

還分離出認知的一個重要層面，即基本範疇。新的範疇理論認為人們是以原

型為基本，以基本範疇為基礎認知世界的。既然語言是以認知為基礎的，範

疇化認知也充分體現在語言符號中。語言中的詞代表的事物範疇中有中心的

和邊緣成員之分，詞義範疇也是不斷變化的。其內部結構具有基本義項和非

基本義項。語言中的詞彙又可分為基本範疇詞、上位詞和下屬詞，基本範疇

詞具有最突顯、最重要的地位。這對研究詞彙如何反應人們對世界的範疇化，

以及研究詞彙的內部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認知語言學產生的催化劑之一就是對隱喻語言的重新認識。隱喻一直被

看作是一種特殊的修辭手段， 因而是修辭學、文體學、文學等研究的物件。

真正從認知角度觀察和研究隱喻並將其納入語言學研究領域的是 Lakoff & 

Johnson (1980)，他們對日常語言中的隱喻進行了研究，認為隱喻不僅僅是語

言形式，更重要的是人類普遍的認知方式，是人們以一事物認識、理解、思

考、表達另一事物的過程，是概念性的。Ungerer & Schmid (1996)也指出，隱

喻是我們對抽象範疇進行概念化有力的認知工具，隱喻既然是一種概念化的

過程，它就不是零散的，而是具有系統性，表現為由源認知域(往往是具體的

或先認識的) 向目標認知域的應射，如此形成了隱喻概念。 

2.4.2  認知的意象圖式理論認知的意象圖式理論認知的意象圖式理論認知的意象圖式理論 

隱喻的過程是從一個認知域到另一個認知域應射，這一過程不是具體的

豐富的形象之間的映射，而是將源認知域的具有抽象結構的意象圖式用於構

築目標域的概念。意象圖式是人們從與外部世界多次的互動經驗中抽象出來

並運用於類似的經驗的一個具有高度組織的概念結構，如容器圖式是由裡、

外和邊界組成的容器概念，路徑圖式是由一點到另一點的路線來體現的。意

象圖式在認知語言學裡是重要的認知模式，它是在人的身體與外界互動過程

中形成的人類基本的認知結構，是聯繫感知與理性的橋樑。Lakoff（1987）的

意象圖式理論強調了以下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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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意象圖式來自人身體的經驗，強調了經驗的生理與空間基礎。 

2. 意象圖式存在於概念產生之前，並獨立於概念，強調了語言的認知基

礎。 

3. 意象圖式為我們理解抽象的經驗和概念提供了結構。 

Lakoff(1987) 總結了各種意象圖式，說明了語言的意義、人的推理和創

造力的來源，為我們理解周圍的世界和經驗賦予了一致性和結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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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3.1  意象圖式分析意象圖式分析意象圖式分析意象圖式分析 

Lakoff（1987）提出一種用「理想化認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s，

簡稱ICM）去研究自然語言中概念－語義範疇和概念結構的方法。所以稱作

「理想化的」模式，是因為它反應了特定社會文化環境中的說話人，對某個

或某些領域裏的經驗，做出統一的理想化理解。一個概念範疇對應於某個認

知模式中的一個成分，或更嚴格地說，是源於對認知模式中的某個構型

（configuration）以特定的方式勾勒出來的側面（profile）。Lakoff根據結構

原則的不同，擬出ICM 的四種類型。 

3.1.1  命題模式命題模式命題模式命題模式 

所謂命題包括我們的認知域裏某個語義範疇涉及的相關背景知識和信

仰，是數個認知域裏的知識形成的網絡，這些知識包括對特定對象的成分、

屬性及其間關係的認識。它大致對應於Fillmore（1987）提出的「框架」（frame）

概念，我們大部分的知識都是以命題模式的形式存在的。 

3.1.2  意象圖式模式意象圖式模式意象圖式模式意象圖式模式 

它體現為圖式意象，如位移（trajectory）、細薄形狀、容器等。例如我

們對蠟燭的知識涉及一個長、細物體的圖式。 

3.1.3  隱喻模式隱喻模式隱喻模式隱喻模式 

張敏（1998）指出Lakoff 等人的研究突破了傳統的「隱喻的修辭觀」，

提出了一種迥然有別的「隱喻的認知觀」。 其主要結論可總結為以下三個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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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隱喻的普遍性：隱喻不是一種特殊的語言表達手段，它代表了語言

的常態，在日常語言中的運用是相當普遍的。根據Lakoff & Johnson

（1980），英語裏大約有70%的表達方式是隱喻性的。傳統的隱喻

觀之所以看不到這一點， 是因為它錯誤地假定人類認知中最活躍、

最重要的是能明確意識到的東西，故只注意到外顯的比喻或詞彙化

的所謂「死隱喻」（如「山腳」之類）。Lakoff & Turner（1989）

指出，事實恰恰相反，最有生命力、最有效的正是那些確立已久以

致於人們習以為常，不費力氣便自動冒出來的無意識的東西。因此，

最重要的隱喻是那些通過長期形成的規約而潛移默化地進入日常語

言的無意識的隱喻。 

（2）隱喻的系統性：隱喻不是個別地、隨意地製造出來的，而是有系統

的。不少看似孤立的隱喻，其實都有著這樣那樣的聯繫，可形成某

種結構化的隱喻群。 

（3）隱喻的概念性：隱喻不光是個語言的問題，它更是一種思維方式，

也就是說，思維過程本身就是隱喻性的，我們賴以思考和行動的概

念系統大多是以隱喻的方式建構和界定的。這三個結論中，第三個

最為根本，因此認知語言學所說的隱喻往往不限於指其語言形式， 

更是指體現在語言表達中的隱喻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或曰概念

隱喻（conceptual metaphor）。樣一個命題模式或意象－圖式模式從某

個認知域映射到另一個認知域裏相應的結構上， 這形成的就是隱喻

模式。 

一個命題模式或意象－圖式模式從某個認知域映射到另一個認知域裏相

應的結構上，就會形成隱喻模式。 

3.1.4  轉喻模式轉喻模式轉喻模式轉喻模式 

在概念隱喻理論中，轉喻也是一種認知模式。概念隱喻理論認為轉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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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喻一樣，都是相當常見的認知模式，相當程度地塑造我們習用的語言。概

念隱喻理論學者從語言層面的習用譬喻辭來推斷或證明譬喻模式在概念認知

層面上的存在與運作。相較於傳統的譬喻理論，概念隱喻理論最大的貢獻是

將一般非文學的日常語言納入譬喻研究，並展現相當有系統的解釋能力。 

概念隱喻的作用主要是從身體的經驗或我們與環境互動的經驗來理解較

為抽象之事件（Johnson, 1987; Lakoff & Johnson, 1999）。隱喻是橫越兩

個不同領域之局部性概念映射（mapping）模式。例如我們用「出軌」指某人

言行超出常規，就是從「車行」此一來源領域來理解「言行」此一標的領域。

而轉喻則是單一領域內之映射現象，並非橫越兩個領域之映射。也就是說轉

喻映射發生於同一個領域內的兩個實體之間，這兩個受映射之實體在所屬的

同一個領域中是密切關聯的，因此轉喻的思維為標的實體提供一條簡便的認

知通路，轉喻之來源實體是用來在同一個領域中代表標的實體的（Lakoff, 

1987; Lakoff & Johnson, 1980,;Lakoff & Turner, 1989）。例如我們用「三

一九」指2004 年3 月19 日發生在台南的槍擊執政黨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的

案件，就是用槍擊案的日期來代表槍擊案，亦即從該槍擊案的認知領域中的

一個抽象實體（即該槍擊案發生的日期）來提供該槍擊案較簡便的認知通路。 

語言的研究大多偏重隱喻，轉喻直到近年才逐漸受到較多的探討，但仍

遠不及隱喻，且以英語中的習用轉喻較為常見。至於漢語修辭學的相關論述，

主要是在語言的層面上探討轉喻，將轉喻當作一種修辭格，且使用的名詞是

「借代」，並非「轉喻」。黃慶萱（2002：355）指出所謂借代，就是指在談

話或行文中，放棄通常使用的本名或詞句不用，而另找其他與本名密切相關

的名稱或語句代替。「借代」是從語言現象的層面加以界定的，「轉喻」則

另從認知思維的層面來界定。 

認知語法中的概念顯影（profiling）是建構意義（construal）的一個

重要層面，和轉喻特別有關係。詞語的解義是由顯影（profile）與基本領域

（base）之間的關係來決定與表述的。基本領域是供語意單位概念化的認知

情境，由與語意單位相關的知識結構組成。詞語在基本領域中造成顯影，顯

影是基本領域內受到襯托的顯著次結構，也是詞語在基本領域指出的次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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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acker, 1991, 1998, 1999, 2004; Taylor, 2002）。例如「中指」這

個詞引發了手的概念，以做為中指顯影的基本領域，手的基本領域中含有食

指、中指、無名指等等相關知識結構可作為中指的認知情境，「中指」這個

詞在手的基本領域中造成中指此一次區塊或顯影，該次區塊或顯影即為基本

領域中由「中指」這個詞所引發的認知焦點。 

轉喻是單一概念領域內之映射現象，而不是橫越兩個領域之映射。也就

是說轉喻映射發生在同一個理想的認知模式內兩個不同的實體之間，其中的

一個實體代表另一個實體，提供了簡便的認知通路（Lakoff, 1987; Lakoff & 

Johnson, 1980,; Lakoff & Turner, 1989）。謝健雄（2008）認為轉喻關聯

的對象未必一定是同一個領域內的兩個實體，而是同一個領域內的兩個概

念，或是某概念與其所處的領域。例如前述「三一九」的轉喻關聯的的兩個

對象是：槍擊案日期的概念、槍擊案的整個認知領域。 

以「報以噓聲」為例，此一詞語引發下列認知模式：甲對乙的公開說詞

或演出感到不滿，所以甲對以發出噓聲。甲的不滿、乙的公開說詞或演出均

屬同一個因果認知模式（causality scenario）內之實體，以噓聲代表不滿，

是以理想認知模式內的結果來代表原因，因此「報以噓聲」是以結果代表原

因的轉喻。由於噓聲比心生不滿較容易或較直接被察覺，所以噓聲為心生不

滿提供了一條較為簡便的認知通路。 

如果我們把轉喻放在認知語言學的基本認知模式的架構內來探討，轉喻

的概念就可整合為下列三種：「部份代表整體」、「整體代表部分」、「部

分代表部分」。以基本認知模式為基礎的這三種分析可以涵蓋所有的轉喻實

例，因此可以不必為了涵蓋新例而不斷增加轉喻的細類（謝健雄，2008）。 

 

3.2  語用學分析語用學分析語用學分析語用學分析 

3.2.1  言語行為分析言語行為分析言語行為分析言語行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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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le（2002）認為我們每說或寫一句話，都在完成一個言語行為。以這

樣的觀點出發，就可以對我們說出來或寫出來的每一句話，做出言語行為的

分析。 

Searle 認為具體的分析就是觀察這一個活動中的三個層次，也就是找出它

的三個次級行為，即：言內行為、言外行為、和言後行為。在言內行為的層

次上，主要分析語句上的語言結構，並從語音、詞彙、和語法上，對於句子

的語言特徵進行描述。在言外行為的層次上，主要探討說出一句話的語用意

圖，它可以在語面的意義中，經由動詞表現出來，也可以經由言說動詞的零

形態，讓聽話人自行體會其中的涵義。另外，還可以言外之意的方式，使得

聽話人經由推理而產生理解。在言後行為的層次上，主要觀察行為導致的結

果，語用的意圖是否能夠實現。 

3.2.2  會話隱涵分析會話隱涵分析會話隱涵分析會話隱涵分析 

對於會話隱涵我們可以從溝通原則的故意違反來斷定，也可以關聯理論

的強弱來加以認定，而語境的知識更是不可或缺的。 

「預設」對會話隱涵而言，是一個很有解釋力的語用概念，因為聽、說

双方在互動的過程中，必須有共知的部分，而共知的知識正是「預設」的基

礎。通常我們將「預設」分為語義預設和語用預設二類它們都是語句溝通中

的有效保證。語義預設要求語句意義的成立，也就是是否具有現實性。語用

預設則要求語句意義可否適應特定溝通語境的需求，也就是具有合適性。 

3.2.3  言談標記分析言談標記分析言談標記分析言談標記分析 

任何一段言談，無論是口語的或是書面語，只要我們覺得語義貫通、一

氣呵成，那麼，句子和句子之間，必然有一定的語言銜接手段，言談標記的

分析就是想要發現這些言談標記，可以說明言談間的訊息傳遞，還有語篇的

連貫。 

首先，我們先要了解銜接的本質，也就是如果言談中的某一部分，影響

了另一部分的理解，那麼二部分就有了銜接的作用。從這一點著手，言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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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分析可以發現言談中的某一部分，有那些語言形式的出現，可以對語句的

理解有關鍵性的作用。在具體的語言事實中，可以找到這些語言銜接的形式。 

3.3  語料收集語料收集語料收集語料收集 

言談分析的應用範圍已經包括以日常會話為代表的口頭語、以小說為代

表的書面語、以及兩者兼有的電視劇和有聲網路節目。在口頭言談中，除了

日常會話之外，還有課堂上的師生對話、市場上的買賣對話、醫院裡的醫患

對話、出租司機與乘客的對話等多種言談類型。 

本文從網路上所搜尋到的語料包括yahoo網站語料，按照其語法與語義特

點，可初步分為「VP+了」、「NP+了」、以及「好了」三類呈現，茲分述如下：  

（一） yahoo 網站語料：語料呈現時會以網站或網址加註，如： 

都幾點了... 以為別人都不會想睡喔 現在都幾點了 天都亮了 坐在電

腦前  快 12 小時了 語氣這麼差 只會做簡單的。

yblog.org/archive/index.php 

（二） 前人的著作：若語料來源為引用他人著作時，會在語料之後加註，

如： 

「好了，好了，別再說了，那件事過去就不提了。」我怕小倆口會鬧

意見呢。不過看筱雲的個性，該不會和他吵吧。（高行健，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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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了了了了」」」」的認知分析的認知分析的認知分析的認知分析 

 

 

本章以 Johnson（1987）的分析為觀點，分析「了」的認知模式。「VP+

了」主要以動作動詞為主，說明動作與事件的聯結。「NP+了」的意象圖式可

以說明加入「了」的語境，這種順序性的語境使得「了」產生了情境。「好了」

是「了」加上狀態動詞「好」的形式，「好了」從表示具體的狀態表徵，到表

達說話人主觀意識的言談標記，有特定的認知模式。因此本文以「VP+了」、 

「NP+了」、和「好了」三種「了」的形式，做為分析的主要模式。 

4.1  「「「「VP+了了了了」」」」的意象圖式分析的意象圖式分析的意象圖式分析的意象圖式分析 

根據 Johnson（1987）的說法，利用意象圖式及其隱喻的觀念，可以對語

言中錯綜複雜的語義現象，尤其是多義現象，作出簡單而統一的解釋。對於

動詞的概念，Langacker（1987a、1987b）從認知原則出發提出了一個精細的

實詞語義模型。在他看來，描述詞類意義的基礎是約定俗成的意象。意象須

放在認知域中描述，認知域是描寫語義單位時涉及的概念領域，所以，我們

首先討論「VP+了」的意象圖式呈現的概念。 

4.1.1  「「「「VP+了了了了」」」」的路徑意象圖式的路徑意象圖式的路徑意象圖式的路徑意象圖式 

Johnson（1987）表明「路徑」這個簡單的圖式可以說明意象圖式的基本

特質。它可以圖示表示如例（4.1）： 

(4.1)  「路徑」的意象圖式 

         A（源點）                     B（終點） 

 

 

上述的例子都有一個不斷重複的意象圖式，而且有一個特定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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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可以清楚地說明它的三個組成成分：即源點 A、終點 B 和代表路徑的

一條線，其中的關係是從 A 點移動到 B 點的動力向量關係。這樣的關係不

但可以從空間上做出描述，也可以有時間的對應。我們以下面的例子加以說

明，根據 Johnson（1987）的分析，A 點和 B 點有空間上的距離，表現在語言

形式上，如例（4.2）： 

(4.2)     我和他的距離縮短了，但依然沒有交談。（高行健， 2000） 

如果我們把它對應到現實世界的事件上，那麼，A 點可以是起始狀態，

B 點就是終結狀態了，這可以構成一個事件的路徑意象圖式，A 點可以是「他」

而 B 點是「我」，說話人把空間上的距離，經由隱喻的作用，變化成人與人之

間的距離。也就是由具體的空間向度，對應到抽象的人際關係上，接著，經

由過渡行動—「縮小」的運作，於是有了事件的涵義，可以一個意象圖式的

概念呈現。也就是以實際空間上從 A 到 B 的距離，到抽象的人際關係「我和

他的距離縮小了」的概念，「VP+了」表現了這種從源點到終點的變化和動態，

如例（4.3）。 

(4.3)  事件的「路徑」意象圖式 

 

         A（源點：他）                    B（終點：我） 

 

 

        初始狀態       過渡動作（縮短）   終結狀態 

再以例（4.4）為例，這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句子，它可以意象圖

式的概念來解釋。 

(4.4) 下雨了。 

根據崔希亮（2002）的分析，可以有以下的預設： 

(4.5)     a. 「下雨了」是一個事件。 

b.在初始狀態到終結狀態之間，有一個「不下雨」的狀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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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不下雨」狀態結束了。 

d.有人不知道終結狀態已經發生 

「下雨了」涵蓋了上述的幾個概念，第一、在初始狀態中，此事件並未

發生，因此，「不下雨」是初始狀態的現實狀態。到了終結狀態，此狀態發生

了變化，在 B 點上也就是說話人說話時的參照時間，「下雨了」這個事件已經

發生。「下雨了」本來是一個外部世界的狀態，如果我們把這種狀態對應到人

類的活動，就會產生接續的動作，如例（4.5）d「有人不知道終結狀態已經發

生」，說話人在說出這個句子的同時，會有一種意圖，例如：提醒不知道終結

狀態已經發生變化的人，如例（4.6）： 

(4.6)   「VP+了」的路徑意象圖式 

             A（源點）                    B（終點） 

 

 

（初始狀態：不下雨）  （過渡行動）    （終結狀態：下雨） 

目的 （意圖）      採取行動      目標 

 

如上述，我們可以在空間和時間的向度上，排列我們的活動和事件。「VP+

了」表現了我們經常反複意識到的經驗。以意象圖式分析也可以使用在篇章

上。後句說明說話人想要停止此動作的理由，這也充分顯示戴浩一（2007）

對於漢語的動作-結果概念模式的假設。顯示「VP+了」有產生行動-結果的概

念。 

(4.7)  行動—結果的路徑意象圖式 

 

A（源點）           B1         B2（終點） 

 

（初始狀態：不下雨）  （過渡行動：下雨了） （終結狀態:雨停了） 

                        時間（幾天幾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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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把例（4.8）的句子以例（4.7）來解釋，就可以看出「了」既表

示肯定、又表示變化的語義。「下雨了」是說話人對狀態的肯定描述，接著，

再加入時間的因素，到了描述的最後，是以「雨停了」作結束，「了」在此例

中兼有起始和結束的功能，只是每一個強調的時點都是和前一時點的對應。 

(4.8) 後來天就下雨了，一連下了幾天幾夜，總算停了。（高行健， 2000） 

如果從偏誤的觀點來看，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學習「了」的難點在於不知

道何時能用（葉盼雲，吳中偉，1999）。漢語的語序和動作的前後關係有緊密

的相關，從戴浩一（1990）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有時候「了」提供說話當下

的一個參照點，很清楚地告知聽話人某種狀態改變，就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從例（4.7）、（4.8）中，就可以了解這樣的順序，這種狀況在我們的認知中也

是非常自然的。 

4.1.2  「「「「VP+了了了了」」」」的聯結意象圖式的聯結意象圖式的聯結意象圖式的聯結意象圖式 

我們從自身的經驗中理解到聯結的意義，如果A和B有了聯結，二個連接

的物體不但有空間的連續性和緊密性，同時也和時間相關。如果A事件和B事

件相連，那麼其中會有時間性的相連事件產生，因為它可能是相同時間序列

中的某部分。 

「聯結」圖式可以清楚地說明它的三個組成成分：即源點 A、終點 B 和

代表聯結路徑的一條線，其中的關係是從 A 點移動到 B 點的動力向量關係。

如例（4.10）的形式： 

(4.9) 牠餓壞了，一大桶全都吃光了。（高行健， 2000） 

(4.10) （（（（4.9））））的聯結意象圖式 

     A（因）      （過渡行為）       B（果）  

 

   （餓壞了）                       （吃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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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 Johnson（1987）所說：因果關係也是另一個聯結圖式的例子，它包

含實體和部分的功能聯結，如果從偏誤的觀點來看，第二語言的學習者學習

「了」的難點在於不知道何時能用（葉盼雲&吳中偉，1999）。漢語的語序和

動作的前後關係有緊密的相關，從戴浩一（2007）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有時

候「了」提供說話當下的一個參照點，很清楚地告知聽話人某種狀態改變，

就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從例（4.11）中，就可以了解這樣的順序。A 點到 B

點本來是一段空間上的距離，把這樣的模式放在事件的因果關係中，就會產

生時間對空間的投射，雖然「雨停了」和 「就去了」可能會在同一點上發生，

但是，就如 Fauconnier（1997）所言，在心理空間上，因果關係仍有一定的

距離，「雨停了」是一個條件，條件達到了，狀態也就隨著改變，因此使用了

「了」。至於表示結果的「就去了」，因為隨著前面的條件改變，結果也必然

改變，因此有無「了」並不影響它的狀態改變。 

(4.11) 因果關係的意象圖式 

     A（因）        （過渡行為）    B（果）  

 

雨停了                         
就去（了） 

如 Johnson 所說的，每一個行動都有一種意圖，也就是行動的目的，「VP+

了」也就符合這樣的模式進行它的語義整合， 

4.1.3  「「「「VP+了了了了」」」」的隱喻模式的隱喻模式的隱喻模式的隱喻模式 

張敏（1998）指出在概念系統內，除了對外界物體及物質存在方式的範

疇化外，最重要的是對外界存在的情況（situations）和發生事件（events）的

描述及範疇化。這就是動詞及句子的認知基礎。但是語言描述的不是客觀存

在的情況和事件，而是對客觀世界所做出的建構（construals）（Langacker， 

1987）。這些建構出自於人對事物及事件永遠有不同角度的看法。最明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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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樣的一件事件，可以站在不同參與者的角度來看。因此（4.12）a 至 c 的

句子可以用來描寫同樣的事件。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描寫同樣的事件，但是

每個句式側重的重心並不相同，因為不同的句式具有不同的表意功能（黃居

仁等，1999）。 

(4.12)   a. 張三賣了車子。 

b. 張三把車子賣了。 

c. 車子被張三賣了。 

當我們討論「了」的意象圖式時，可以發現以上述的分析模式進行分析

時，都可以以隱喻作用來解釋。因為我們以自身的經驗出發，可以據此理解

我們所處的世界。因此，一個「VP+了」的完成或實現，意謂著狀態的改變，

而此種改變受到說話人的關注。狀態改變又隱含另一狀態的開始，因此會有

回溯和期待的二個意象圖式，且具有起點和終點二種不同的性質。以例（4.13）

為例，一個媽媽對著正在看電視的小孩說了這句話，她的目的顯然是想終止

「看電視」的狀態。但是，為什麼想要終止這種狀態呢， 

(4.13)  不要再看電視了。 

我們了解一個人說出一句話時，必定有其目的或意圖。Malinowski

（1923：296）強調語言最初的使用就是連接人類行為的一致性，Austin（1955）

也反對語言只有描述的功能，他認為語言有實施行為的功能。他提出在某種

意義上，每個句子都可以用來實施行為。Li（1999）指出從最廣泛的角度來

看，言語行為理論探討的是言與行，一個人說話時他可以完成以下三種行為：

說話行為（locutionary act）、行事語力（illocutionary force）、取效行為

（perlocutionary act）。Searle （2002）對語行的分類以及直接語行、間接語行

的分野，更是漢語學者分析某些結構的語義與語用功能時所沿用的依據。因

此，我們討論陰喻作用時，除了關注目前的狀態改變，也會注意到新狀態的

開始，在不同的語境中，它們各自顯示出不同的語義，如：要吃飯了、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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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了、要睡覺了。 

(4.14)   終止行為的意象圖式 

     A（源點）     （過渡行為）    B（終點）  

 

看電視                      不要看電視了   （要吃飯了）         
（要做功課了）            
（要睡覺了）                                                 

戴浩一（2002）提出一個假設：從概念系統而言，中文的中心主題是「What 

has happened?」，再來才是「Who did what to whom?」。這個「VP+了」的句

式就是表達了「What has happened?」。「VP+了」會變化成動詞重複的形式，

也就是重動句的形式（王力，1944；Li & Thompson，1981；黃正德，1982，

1988；戴浩一，1990， 1991）。從語料的分類中，它可以有抱怨的言語行為，

可以是抱怨的理由，為後句的抱怨提供充分的銜接。 

事實上，說話人當然瞭解事件的先後順序，但是在廣義的因果關係中，

才是說話人的目的所在，說話人用了這樣的因果關係，凸顯出自己想要達成

的目標，以達到請求的功能，這種現象在祖堂集中已屬於萌芽狀態的新現象，

《祖堂集》中也有語用學言語行為理論「了」的用法，如以下（4.15）的例子。 

(4.15)  師問僧道：「汝與我問田了，為汝說大義。」 

僧云：「開田了，請師父說大義。」 

作者認為「開田了」就是後句請求的原因，他認為這就是廣義的因果關

係，符合了言語行為理論中 Searle 的六組分類，陳前瑞（2005）也認為因果

關係的主觀性要高於事件先後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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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一個不斷重複的意象圖式，而且有一個特定的發生模式，我們的活

動可以經由隱喻的方式無限延伸。經由這種分析，我們可以有一個理解，也

就是「已然」、「未然」的問題不是那麼重要了，因為語境會讓說話人完全理

解自已的身處的模式，說話人只要針對自己想要達成的溝通目的，做出想要

表達的語言形式，並能執行這樣的語言能力，就能達到溝通的目的了。 

4.2  「「「「NP+了了了了」」」」的意象圖式分析的意象圖式分析的意象圖式分析的意象圖式分析 

「NP+了」的成句問題，很早就受到關注。並不是所有的 NP 都能進入

NP+了這樣的句式中，例（4.16)的句子就無法讓人理解。這是因為在我們的

認知裡，找不到「桌子」的前後順序、循環、或關係的句子。 

(4.16) *桌子了。 

但是，如果在適當的語境下，例（4.17）的句子就可以成立。 

(4.17) 大桌子了。 

邢福義（1984）指出一個短語帶上「了」，可以成為一個分句，「NP+

了」成為分句的關鍵是助詞「了」，如果不加「了」，「NP」和「S」就不

構成複句，如例（4.18）-（4.19）： 

(4.18) 大姑娘，要注意整潔。 

(4.19) 大姑娘了，要注意整潔。 

「NP+了」 作為分句，主要敘述情況的變化。而且，能進入「NP+了」

句式的 NP 具有推移性，這種「推移性」正是意象圖式的經驗所顯示的，對

說漢語的人來說，具有相當的敏感度。由於 NP+了所表示的概念是由相對的

概念推移而來的，具有這樣的性質，才能進入「NP+了」的句式。以下我們

以循環和路徑的意象圖式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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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NP+了了了了」」」」的的的的 路徑意象圖式路徑意象圖式路徑意象圖式路徑意象圖式 

我們的許多概念的形成都來自對空間的感知，空間的無限延伸也存在一

種順序，譚春健，趙剛（2005）把這種現象稱為順序域，如： 

台北站�桃園站�新竹站�苗栗站�… 

在上述的順序域中，我們可以設想一個源點 A，它可能是這個順序域中

的一個地點，經由空間的移動可以到達終點，如例（4.20）。 

(4.20) 「NP+了」的路徑意象圖式 

     A（源點）                     B（終點）  

 

（新竹）            （桃園）     （台北） 

(4.21) 台北車站了。 

例（4.21）表示說話人先前的位置並不在「台北車站」，到達「台北車站」

之前，必定有其他的地點存在。說話人說了「台北車站了」表示說話人意識

到所處位置的變化。 

4.2.2  「「「「NP+了了了了」」」」的循環圖式的循環圖式的循環圖式的循環圖式 

Johnson（1987）認為我們所處的現實世界也存在著許多不斷循環的事

物，如：日夜、四季、生命過程（從生到死）、動、植物的生長週期、天體

的運行等，這些自然現象存在我們的經驗中，並具有一定的規律性，而且反

複地重現。崔希亮（2001）從認知的角度提出預設的心理基礎。他認為這種

預設與自然的現象有關。首先是自然基礎，在現實世界中存在的事物是有序

的，天然的順序如時間的流動，有人稱它為循環域（譚春健，趙剛， 2005）

如： 

(4.22) 十二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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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言語行為的領域中，結束的回溯功能仍然支配著言語行為的語義。我

們再以例（4.22)來說明，「12 點了」是個時點，如果把這個句子放在中午的

語境裡，那麼說話人就可能有催促吃飯的言語行為。如果把例（4.22)放在午

夜的語境中，說話人想要談論的話題就和睡眠有了聯繫，可見時間在人們的

認知中，是與某個動作相聯結的。 

(4.23) 時點的循環意象圖式 

 

從語料中，我們也可以發現「NP+了」還有抱怨的言語行為。因為上述

的時間與動作或行為的聯繫，說話人可以對這樣的動作或行為做出評斷的語

句，進一步有了抱怨或請求的言語行為。例（4.24)的「都幾點了」，隱含時

間已經很晚了，所以引發「以為別人都不想睡」、「天都亮了」 、「坐在電

腦前面快 12 小時了」 、「語氣這麼差」等一連串的報怨，如果提到年齡也

有相同的語境產生，如例（4.25)這也是常見的用以溝通的言語。 

(4.24) 都幾點了... 以為別人都不會想睡喔 現在都幾點了 天都亮了 坐在電腦前  

快 12 小時了 語氣這麼差 只會做簡單的。yblog.org/archive/index.php 

(4.25) 我家小孩４歲ㄌ，真的很皮，講多講不聽，晚上都玩到１２點多，也不睡，

真不知道如何教，還是要用打的，除了這下策，還有更好方法ㄇ， （yahoo.com. 

+知識) 

在「NP+了」的句式中，我們發現「了」的預設初始狀態、蘊含終結狀

態的語義。因為「起始」 、 「持續」 、 「實現（完成）」確實有蘊涵的關

係（金立鑫， 2003）。能進入「NP+了」的名詞性結構，必須處於一條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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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序鏈上（邢福義， 1984），如： 

春天 � 夏天 � 秋天 � 冬天 � 春天 

(4.26)  春天了。 

(4.27) 四季的循環意象圖式 

 

「星期日」、「春天」都存在於客觀世界中，加上「了」之後，可以強調

「時間」和「季節」的變化。在篇章中，它還有始發語的功能，可以銜接後

面的焦點句。它同時也有結束語的作用，作為前句敘述的原因或結果（武果，

呂文華， 1998）。 

(4.28) 星期日了。 

(4.29) 星期的循環意象圖式 

 

接著，我們可以看到完整的事件發生階段，時間序列進入「冬天」，在「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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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前存在某個狀態，以例（4.30）來說，就是自己的「無名」部落格很久

沒清理了。而「冬天」應是清理部落格的好時刻，此時比任何時刻更適合執

行這個工作，因為 miss 掉好多人的祝福和留言，現在不進行清理，以後可能

無法再做處理了。所以，說話人提到「冬天了」，其實是與某個事件的聯結。 

(4.30) 又到冬天了 ... 又到冬天了 好一段時間沒來清清自己的無名了 MISS 掉好

多人給我的祝福和留言現在要回也不知怎麼回了 ... 

www.wretch.cc/blog/happyeve/9674382 

如果我們把一個沒有起點的圓圈，看成一個共時的實體，又把一個具有

歷時的圓圈視為我們的活動，於是，就會產生一個問題，只有當事者才會了

解真正的起點，所以，這個起點就是一種感觀訊息的輸入。 

4.2.3  「「「「NP+了了了了」」」」的層級意象圖式的層級意象圖式的層級意象圖式的層級意象圖式 

還有一些事物雖不是自然順序，但他們在大眾普遍的認知中也大致相

同，如人類社會的階層等級，我們稱它作關係域。在關係域中，後點關係是

由前點關係演變而來的。例（4.31)那是表明我們當下的關係是朋友，並且預

設過去的關係並非朋友的關係。我們從非朋友的關係發展到朋友關係，經歷

了一段變化過程。所以，我們不能說母子了、兄弟了，因為這樣的關係是與

生俱來而永久不變的。 

(4.31) 老朋友了，還這麼客氣。 

像例（4.31)這樣表示關係的變化，在名詞短語之後加上「了」，表示先前

的關係有了改變。我們知道句尾「了」是漢語裡態的標記，是一種變化態，

表示狀態改變或新情況的出現。因而使得 NP+了結構中的 NP，具有這樣一種

共同的認知域，就是他們可以和相關的名詞一起構成一條前後演進變化的關

係鏈，如： 

小學生 � 中學生 � 大學生 � 碩士生 �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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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長 � 處長 � 司長 � 部長 

 小姑娘 � 大姑娘 � 孩子的媽 �… 

在這條鏈上，後一點都是由上一點演變而來的(譚春健等， 2005)，如以

下的例子： 

(4.32) 老夫老妻了。 

》夫妻關係有了變化 

4.24  「「「「NP+了了了了」」」」的隱喻模式的隱喻模式的隱喻模式的隱喻模式 

回溯和期待的二個意象圖式，因此具有起點和終點二種不同的性質。先

從空間的變化說起，例（4.33)的句子表明空間的移動已經到了台北車站，這

也表示先前說話人的位置是在台北車站之前。說話人提到「台北車站了」這

個句式時，必然想要表達一種意圖，可能這是他們的目的地，也可能到達台

北車站之後，下一站就是他們的目的地。所以說這句話時，說話人同時表達

「要下車了」、「就要下車了」的會話隱涵語義。 

(4.33) 台北車站了。 

再從時間來看，如例（4.34)a ，如果問有人問：「現在幾點？」，這可

能純粹是資訊的取得，想要知道現在幾點。「現在幾點了」，多了一個「了」

表示問的人覺得現在的時刻比預期的晚，也就是說，現在的時刻對比原先想

的時刻，算是新的狀況。 

(4.34) a.現在幾點？ 

b. 現在幾點了。 

如果把例（4.34)b 的語境放在一個等待的情境中，「現在幾點了」可以

表示「他怎麼還沒來？」 。又如我下午三點有事要出去。我問：現在幾點「了」？

表示我心想時間可能差不多了，或許該準備出門了。如果我只問：現在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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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我確定知道還早，只是想要確定實際的時間而已。 

4.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的意象圖式分析的意象圖式分析的意象圖式分析的意象圖式分析 

「了」既然可以它的基本語義為基礎，表達「完成」或「實現」的語義，

在一些以「了」為詞綴的詞語如：「好了」，是不是有同樣的功能呢？ 

現代漢語中，「好了」出現的頻率相當高。在自然言談之中，它更是我們

經常用來溝通的工具。究竟我們使用這樣的詞語，能達到怎樣的溝通目的，

這是本節想要探討的重點。首先，本文探討「好了」的語義功能，從專家學

者對「好了」的用法，做一統整的認識；再從使用的功能上，檢驗「好了」

在言談溝通中，具有何種功能；既然「好了」具備言談標記的屬性，我們應

該討論它的言談分析研究。戴浩一（2007）指出認知原則需與信息傳達原則

交叉運用，方能更周延解釋中文句法的基本現象，並寄望這些原則能對華語

教學有所助益。 

4.3.1  先前的研究先前的研究先前的研究先前的研究 

「好了」是什麼意思，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現代漢語八百詞》沒有設

立這樣詞條，「好了」這個詞語並未出現在以上所列的字典中，對於這個詞

語的研究也相當少見。彭伶楠（2005）檢索了報紙的書面語料，並未發現任

何「好了」的語料，這更進一步的證實「好了」的言談標記屬性。我們可以

從言談的特徵中理解「好了」的意義與功能，可以增強對言談連貫的認識與

理解。以下本文將針對這二個不同詞彙的語義和功能做個別的探討， 

根據《正中形音義大字典》的說法，「好」的原義是由它的形符「女」

和「子」結合而來。字典的解釋以它的語音分為三聲的「好」和四聲的「好」，

三聲的「好」有五種語法功能：名詞、動詞、形容詞、副詞、和嘆詞；四聲

的「好」只有名詞和動詞的語法功能，因為本文討論「好了」的語義，因此

只有討論形容詞的「好」。 

《現代漢語八百詞》對「好」這個形容詞所下的定義是: 

1. 健康、病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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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優點多的、令人滿意的。 

3. 親愛、友愛、相好。 

《古今漢語辭典》（1994）區分了各種不同意義的「好」，辭典中收集

了歷時與共時的語料，共發現「好」的五種用法，除了上述三項之外，還有

下面二項： 

4. 完成（to complete）。 

5. 程度副詞的用法，表示「很大程度」的狀態。 

這些詞條可以當做「好」的基本語義，接著本文要討論「了」的基本語

義。 

Chao（1968）把「好」看做複合動詞裡的副詞性詞頭，可以當助詞也可

以放在數量詞之前。呂叔湘（1980）提出「好」的四種用法：名詞的「好」、

「好」之前省略動詞（尤其在動結式動詞之後做為補語的功能）、詢求他人意

見、嘆詞「好」（表示一致、完成、和反語）。 

Chao（1968）提出三個「好」的用法：一是副詞、動結動詞詞首，有「很」

和「容易」的意義，如：好玩、好吃；一是助詞，表示「為了」的意義，如： 

(4.35) 我開著門，你們好進來。 

(4.36) 好幾遍。（Chao ， 1968） 

(4.37) 好幾尺。（Chao ， 1968） 

例（4.35）-（4.37）是數量詞之前的「好」，Chao（1968）指出對這些

量詞的數量，「好」表示這些數量的數目很「好」，這一點可以從「好」後

接「遍」、「尺」看出它的重心。在這些用法上，「好」似乎與「幾」並用，

表示對數量的評價。 

我們知道「好了」這個詞語既有「好」的語義，也有「了」的語法意義。

其中「好」的「完成」語義和「了」的語義有重疊之處。但是，我們在句子

使用時，到底如何使用這些語義，這些語義又承載了那些功能，字典上並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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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供令人滿意的回答。 

彭伶楠（2005）從語法化的角度，探討「好了」的詞化、分化、與虛化，

並提出「好了」的語法化過程，認為「好了 2」和 「好了 3」都由「好了 1」

語法化而來。她依照「好了」的語法位置區分出它的三種用法如下 (彭伶楠， 

2005)： 

1. 好了 1：作謂語有動補和動結的組合，語法形式是 VP+「好了」。 

(4.38) 腳好了之後，他敢跑了。 

2. 好了 2：是一個言談標記，類似語氣詞，可以傳達結束的語氣。 

(4.39) A：「爸爸。」 

B：「好了。乖乖去睡，自己脱衣服。」(池莉《烦恼人生》） 

3. 好了 3：是一個語氣詞，通常位於句尾， 

(4.40) 「你去睡好了」周瑾冷冷地說。 

她還歸納了「好了 2」的四種語境：表示「结束」、「同意」、「制止」、「反

话」。經由她的分類可以清楚地理解「好了」的意義和功能。但是這三種功能

和語境之間是否有一定的關係，也就是說，語境對「好了」的使用是否有一

定的影響，從這篇研究中我們無法得知。再則，研究者提到「好了 2」是一個

言談標記，但我們無法得知它的定義如何界定，這也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 

4.3.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的路徑意象圖式的路徑意象圖式的路徑意象圖式的路徑意象圖式 

回溯和期待的二個意象圖式，因此具有起點和終點二種不同的性質。本

文從語料的分析中得出四種「好了」的句型，如下： 

(1). V + 「好了」。 

(2). N + 「好了」。 

(3). S ，+ 「好了」。 

(4). 「好了」， + S。 

本文依所收集的語料整理並歸納成上述四種句子，並發現「好了」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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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和名詞、動詞、句子共現。本文以上述的 4 種句型依照不同的屬性，歸

類在各種屬性之下，如例（4.41）： 

(4.41) 「好了」的使用範圍 

 名詞（N） 動詞（V） 句子（S） 

回溯性意象 

（retrospective） 

（2）完成

（finished） 
（1）完成

（finished） 

 

期待性意象 

（prospective） 

（2）預備

（prepared） 

 （3）（4）預

備（prepared） 

 

觀察表格上的分布可以發現，「好了」與動詞共現時，屬於第 4 種句式，

語義屬於完成的意思。由於有完成的語義，動詞表現的是顯而易見的事實，

它表達的是回溯的意象，是可以理解的事實。 

「好了」與名詞共現的句式，依照我們的分類是第 3 個句式，它和動詞

一樣屬於回溯性意象，語義也是完成的意思。這個句式也可以具有期待性意

象。 

再看「好了」與句子相接時，無論「好了」的位置在句首或句尾，它都

屬於期待性意象，語義有預備的意思，如例（4.42）的模式。 
(4.42) 「好了」的回溯和期待意象圖式 

 

           

完成（finished）                預備（prepared） 

回溯性意象圖式                期待性意象圖式具體的                     

例（4.43)中的「好了」可以是結束語，它的這種功能必須出現在語境中。

以「好了」作為結束的提示，不但結束話題，同時也可能結束這樣的話輪。

對吳社長所提的「我們以後不用再為生活操心了」、「要跟我們正式簽約了」 



第四章“了”的認知分析 

 65

的二項事實，金社長以太「好了」表達對上述事實的滿意程度。這樣的語意

符合《現代漢語八百詞》所條列的第二點「優點多的，令人滿意的」。同時，

從言談的溝通來看，因為這樣的事實令人滿意，因此金社長以太「好了」作

為話輪的結束。 

(4.43)   桑妮亞：吳社長， 你來了啊。 

吳社長: 吳社長，桑妮亞，我們該怎麼辦啊。 

金社長：怎麼了？什麼事。 

吳社長: 我們以後不用再為生活操心了。 

        上一次辦週歲的那家宴會場說，要跟我們正式簽約了。它們說那

一次我們做得很好。 

金社長: 真的嗎？ 

吳社長: 當然是真的了，難道我會騙你們嗎？真是的！ 

金社長: 桑妮亞，太好了。 

吳社長: 什麼也讓我加入嘛。 

 

另一方面，「好了」的結語功能也是由「了」的初始語義建構而來的，當

這樣的初始語義進入說話人的認知域時，再加上語境和溝通情境的配合，就

會進入言談結構的領域。這樣一來，藉由身體活動的對應，經由隱喻，動詞

動作和成因（reasoning)就被結構化為因果關係的概念。「結束」是一種心智

過程的結束，事件的引發就以前-後的時間-空間圖式做為隱喻的來源。最後，

整個動詞所帶領的動作就以「旅程」做為概念化（Lakoff & Johnson，198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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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好了」的路徑意象圖式 

   

                             

對於溝通對象的意見或態度，「好了」表示說話人的「同意」。當言談

的語境牽涉到不同的聽話人時，「好了」就會具有不同的表達功能。「好了」

的言談功能出現在例（4.45)中，是說話人對聽話人的意見表達自己同意的態

度。在說話情境中，對於見面的地點，聽、說双方表現出不同的態度。最後，

說話人以「好了」表達了自己的同意，以結束整個話題。「好了」代表說話

人同意了溝通對象的看法，在有爭議時能作出決定。 

(4.45)  白虎：我當然可以了，約在那裡 

丹楓：我有車，要不然約在你家附近吧。 

白虎：不用了，你過來也需要時間，就約在中間見面吧，我搭計程車過去。 

丹楓：好吧， 好， 就在那裡好了。 

白虎：好，那我現在就出門了。 

 

4.3.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的聯結意象圖式的聯結意象圖式的聯結意象圖式的聯結意象圖式 

例（4.46）是說話人對二個聽話人各自不同的意見，做出判斷並表達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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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態度。在說話情境中，對於去不去釜山，會長和夫人表現出不同的態度

--「去釜山」、「回首爾」二種不同的意見。然後俊彪適時表達了自己的想法--

「回首爾吃好了」。「好了」會加在說話人的意見之後，代表說話人同意了某

人的看法，在會長和夫人之間作出決定。雖然是同意夫人的看法，但實際上

也是說話人個人主觀的意見。 

(4.46) （在停車場) 

會長：要去釜山嗎。 

夫人：去什麼釜山啊，我們直接回首爾吧。 

會長：我們去吃生魚片吧。 

俊彪：回首爾吃好了， 爸。現在去釜山實在太累了。 

會長：媳婦啊， 你是想去釜山還是回首爾， 就由你來決定。 

智秀：我…會跟著爸爸走，不管去那裡都好. 

會長：真聰明. 慶明， 你過來， 坐爺爺旁邊。老婆， 你到前面去坐。 

智秀：不用了， 爸. 就讓慶明坐前面好了， 更何況媽還要為您準備水

果呢. 

會長：那好吧。 

智秀：媽， 請上車. 

夫人：好， 謝謝妳。 

「好了」的另一種表達意見的功能是例（4.47) ，這裡的「同意」有妥協

的意味，表示一種讓步或順從。這樣的「同意」是出於不得已的狀態。另外，

還有一個「了」的言談功能表示並不「同意」言談的命題，有時甚至是對命

題表達「不同意」，雖然說話人表示「隨便你怎麼想好了」，是同意溝通對方

的看法或想法，但是，真正的語義卻是「我不同意你的說法」，這種現象也出

現在其它的語言，如英語中的「yes」和德語中的「ja」 （Soares da Silva, 2006) 。

這種語義的延伸也是語境作用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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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7) 白虎：既然是薪水高的組長給的，那就一定要收喽。拿來吧。什麼，  要

給就直接給就好了，幹嘛這麼奇怪。 

丹楓：我是怕你不好意思不收啊 

白虎：算了吧，我知道，組長妳本來就很喜歡欺負我。 

丹楓：隨便你怎麼想好了。  

(4.48) 「好了」的因果聯結意象圖式 

           A（因）       （過渡行為）        B（果）  

 

                                     好了 

「好了」的「解釋」功能會說明理由、原因等，並對未來的行動提出具

體的意見或方案，這一點可以從例（4.49)得到證明。事實上，例中的二個「好

了」都有同意的意思，因為句中加入了「就」，為整個對話加入了因果關係的

語境，因此有了解釋的功能存在。「好了」也是一種的主觀的意念，它可以

代表說話人的澄清或解釋，也可以表達說話人的主觀判斷。 

Schiffrin（1994）認為很多言語行為的分析很難說明，因為它既沒有直接

的施為動詞，也沒有充分的適當條件（felicity condition）。可是，我們可以經

由一個典型（local）的說話情境和聽、說双方的共同背景，分辨出一個言語

行為。因此，代表言語行為的標記可能是句子的一部分、也可能是一個句子、

更可能是連續的幾個句子。一種言語行為可能包括幾個話輪，一個話輪也可

能包括幾種行為。 

(4.49)   會長：媳婦， 妳呢。 

智秀：我… 

慶明：我贊成， 爺爺。我只要早上再早點起床就好了。 

俊彪：慶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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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那麼， 你們二個搬回進來就好了。你就不用了。 

俊彪：這怎麼可能嘛。 

智秀：爸， 要不要喝茶。 

會長：好， 喝茶吧。 

4.3.4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的循環意象圖式的循環意象圖式的循環意象圖式的循環意象圖式 

在口語中，「好了」也有打斷話題的功能。說話人透過「好了」的緩衝或

停頓，顯示了想要結束一個正在進行的言談狀態，說話人可以使用「好了」

做為結束話題的手段。這種語義的產生和語境的作用有關，當說話人想用有

限的詞語傳遞大量的訊息時，就會產生語用的推論，而且當它經常放在句首

表達一種打斷話題的功能時，這樣的語義就會取代原有的完成義。同時，從

主觀化的角度來看，「好了」的語義並未消失，只是客觀的意義減弱了，加強

了主觀的意義，這也是一種語義的重新調整。  

(4.50)     丹楓: 大家辛苦了，剩下的我來整理就好，大家先下班吧。 

同事: 一大早忙到現在。是有點累了。白虎我們下班吧。 

白虎：我…留下來幫組長好了。 

丹楓：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你也下班吧。 

白虎：如果是要想宣傳戰略，會需要我幫忙喔。 

同事：說得沒錯，組長的繪畫不是很好啊。 

同事：好了，我們先走吧，如果要以飽滿的精神，完成明天的簡報，那

就要趕快回家洗澡睡覺才行。 

 「好了」作為結束的言談標記，在口語中會有重複二次的現象產生，說

話人意圖結束先前的話題，甚至想要結束這樣的話輪，這和前面提到的打斷

話題有顯著的差異。看（4.51)的例子，說話人以「好了，好了」開始了他的

話輪，他在句末做了解釋，他想要結束這個話題的意圖是非常明顯的。 

「好了、好了」可以是一種「引起注意」的行動標記，它通常是想要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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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話題的持續，這和「了」的基本語義「完成」有關，因為完成意謂著結束

一個事件或行動。例（4.51)的語境可以解釋「好了」的言談功能，說話人能

意識到如果繼續這樣的話題，可能會有不可預知的後果，因此企圖終止這樣

的話題，句後的解釋可以得到印證。 

(4.51) 「那次不算啦！只是個意外嘛，有什麼好說的。」阿里紅著臉   

「好了，好了，別再說了，那件事過去就不提了。」我怕小倆口會鬧意見

呢。不過看筱雲的個性，該不會和他吵吧。（高行健， 1999） 

這種表達方式顯然不同於前面提到的「打斷話題」的功能，因為「打斷

話題」是為了接續話題，但是，「好了 ，好了」在「引起注意」的功能上，

只是阻止話題的繼續發展而已，例（4.51)、（4.52)都有這樣的現象產生。 

(4.52) A: 你們這些笨蛋，叫你們抓閔可瑩，你們怎麼隨便抓個人就回來了。 

B: 好了，好了。反正事情都已經發生了。 

「好了」與名詞共現的句式，依照我們的分類是第 3 個句式，它和動詞

一樣屬於回溯性意象，語義也是完成的意思。這個句式也可以具有期待性意

象。再看「好了」與句子相接時，無論「好了」的位置在句首或句尾，它都

屬於期待性意象，語義有預備的意思，我們以例（4.53）、（4.54）的意象圖式

來表示。 

(4.53) 「好了」的回溯性意象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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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好了」的期待性意象圖式 

 

人類的許多基本概念都是根據空間隱喻組織起來的。每個空間隱喻內部

都具有系統性和一致性，不同隱喻之間也存在著系統的聯繫，如與「上」的

空間方位相關的有一般性的「好」，也有「好」的各種具體體現，如「高興、

健康、有命、有地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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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討論與結論討論與結論討論與結論討論與結論 

 

 

5.1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本節從先前的分析發現，認知中的範疇化理論，對「了」產生了很好的

解釋模式。範疇的結構受認知、語義、功能、和言談等因素的制約，因而使

得「了」的多義性有充分的延展。不論是「VP+了」、「NP+了」、或「好了」

的使用，都可以對應到時態的已然、常然、和未然，只要加上語境的配合，

經由意象圖式的轉換，有助於第二語言學習者的漢語學習。 

 

5.1.1  「「「「了了了了」」」」的語法認知模式的語法認知模式的語法認知模式的語法認知模式   

學界一般把動詞後的「了 1」和句尾的「了 2」分開處理，認為「了 1」

表示實現或完成，「了 2」表示變化或出現新事態。但我們看到例(5.1)-（5.2）

中，兩者實際上有相同的語義結構，可以看作一個成分。那麼，「變化、出現

新事態」的意義從哪裡來? 石定栩、胡建華(2006)認為「了 2」是附著在小句

上的成分。而「了 1」是附著在體短語(AspP)上的成分。王偉(2006)認為「了

1」作用於謂詞，表示謂詞實現；「了 2」作用於命題，表示命題實現。本文同

意「了」的不同作用範圍的區分，主張「了 1」和「了 2」的意義是相同的，

不同的只在於作用範圍不同，如例（5.1）-（5.2）。 

（（（（5.1））））    開始了。 

      源點                      終點 

         --------------沒開始-------------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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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大肚子了 

    源點                       終點  

 

     --------------沒大肚子-----------大肚子了 

「變化、出現新事態」的意義其實是「實現」義作用於命題(句子)時產

生的附帶效應。過去試圖區分「了 1」和「了 2」，但一直不成功，原因就在於

在「實現/變化」意義上兩者實際上是同一種意義，差別僅句法位置不同。同

一成分的句法位置不同可以造成結構整體意義的不同，但並不意味著兩者的

意義不同。 

5.1.2  「「「「了了了了」」」」的語義認知模式的語義認知模式的語義認知模式的語義認知模式  

本文從認知的意象圖式理論，分析了「了」的句式。意象圖式的二個重

要概念是基底（base）和側面（profile）。「了」的基底就是它的基本語義，而

側面就是說話人側重的面向。如果說話人側重的是已發生的事實，那麼說話

的重心就在回溯的意象圖式中；如果說話人側重的是未發生的事實，那麼說

話的重心就在期待的意象圖式中。 

傳統的「了」的研究認為，「了」的完成義與動詞相關，所以研究的重心

放在「VP+了」之上，但事實上還有「NP+了」的語言形式。以關係域的認知

為例，並不是所有的 NP 都能加入 NP+了這樣的範疇。再從語料中觀察，幾

乎所有與人有關的關係域都與「老」字有關，例如：老朋友、老同事、老夫

老妻、老掉牙、等，這樣的關係域強調的是緊密的人際關係，說漢語的人認

為「老」是好的，「新」的是生疏的，再加上「了」更能體現出關係狀況的改

變。 

根據以上的分析得知，「了」既有回溯的意象圖式，同時也隱涵期待的意

象圖式。在時間和空間的表達上，都具有指示的功能，如例（5.3）。 

（（（（5.3））））     「「「「了了了了」」」」的意象圖式的意象圖式的意象圖式的意象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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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順序域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模式，例如：職位的高低，如「處長

了」，還有年齡的大小，如「大姑娘了」、「大學生了」，而且在順序域中，我

們指稱的大多是「上位」，代表我們對「上位」有一種特定的預設，同時也顯

示出一種特定社會中形成的文化經驗。 

本節根據上述的語料分析，歸納了「了」的意象圖式的概念結構。從回

溯的意象中，探討「了」 的已然體性質；再從期待的意象出發，分析「了」

的未然體。「了」的歧義意象圖式，因為主觀化的作用，會引導溝通双方進入

不同的語境中，有回溯和期待的二個意象圖式，因此具有起點和終點二種不

同的性質。 

5.1.3  「「「「了了了了」」」」的語用認知模式的語用認知模式的語用認知模式的語用認知模式  

許多語言中的實詞虛化研究，包括時、體、情態的語法標記如何從實詞

演變而來。根據 Ungerer＆Schmid（1996）的研究顯示，英語的時態有一個明

顯的例子，例（5.4）中，go 仍是一個表示移動的實義動詞，表示空間的移動，

這種用法仍大量存在。但在例（5.5）中，就有了將來的涵義。例（5.6）中，

go 的地點狀語的性質已經消失，更強調主語的意願和將來時。例（5.7）中的

going to 已經完全變成一種對將來式的預測，由實詞變成時態助詞。 

（（（（5.4））））    Susan’s going to London next month.（空間） 

（（（（5.5））））    She’s going to London to work in a company.（時間、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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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She’s going to work in a company.（時間、空間、意願） 

（（（（5.7））））    You are going to like her.（時間、可能） 

Heine 等（1991）對時態助詞進行跨語言的研究發現，時態助詞都是由

實詞演化而來，它的語義包括擁有、表示移動、和表示意願。從認知的角度

來看，「將來」、「移動」、和「意願」是有關聯的。時間上的「將來」是以空

間向時間投射的結果，而「意願」是將來行為的意圖，這也是隱喻和轉喻的

作用。現代漢語的「了」也具有這樣的特性，如：「下雨了」。 

根據前面的分析顯示，「下雨了」是一個外部世界的事件，涵蓋了上述的

幾個概念，第一、在初始狀態中，並未發生「下雨了」這個事件，因此，「不

下雨」是初始狀態的現實狀態。到了終結狀態，此事件發生了變化，在 B 點

上也就是說話人說話時的參照時間，「下雨了」這個事件發生了。接著我們認

為說話人在說出這句話時會有一種目的，Searle（1969）提出言談本身就是一

種意圖，就會產生接續的動作，也就是言語行為的概念。所以，「下雨了」可

以是提醒，例如：提醒不知道終結狀態已經發生變化的人，並採取行動，可

以使用如例（5.8）的圖式加以說明： 

（（（（5.8））））      「VP+了」的路徑意象圖式 

             A（源點）                    B（終點） 

 

 

--------（初始狀態：沒下雨）------（終結狀態：下雨了） 

目的 （意圖）                                  

採取行動 （目標） 

我們發現事件或事物與動作之間有密切的相關，它們都預設了某種狀

態，並與動作相關。如「12 點了」、「星期五了」等，分別與「吃飯」、「來信」

等動作有關，這與 Talmy （2000）所說的「時間轉喻動作」有相同的概念：

例如英文中的「summer in France ，vacation in Mexico ， honeymoon in 

Hawaii」。中文的另一現象是動作轉為狀態，很多中文的動詞，尤其是一些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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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型態的動詞非加上「了」不可，加上「了」代表補語狀態的實現，同時，

補語的狀態也成為語義的重心，如以下的例句。 

（（（（5.9））））     雨停了。 

        源點                    終點 

            

 ------------雨-------------------停了  

（（（（5.10））））    吃完了。 

         源點                      終點 

  

            -------------吃------------------完了 

Talmy （2000）同時也提出「地點轉喻動作」的概念，就如我們的「台

北車站了」、「二樓了」，這樣的空間轉喻也會涉及後續的動作，如「（快要）

下車了」、「目的地到了」，就如英文中的「jail the prisoner ，cellar the cabbage ，

desk the papers」等這樣的名詞轉動詞的認知語用分析（辛斌等，2008）。 

時式的問題給意象圖式理論有了很好的發揮空間，Taylor（1989）曾對

過去式（past tense）的功能提出認知的解釋，除了是過去時間的參照以外，

過去式還有二個重要的意義：一是它指出一個事件或狀態的非現實性

（unreality）；一是它具有語用的和緩（softner）功能。 

以英文為例，與事實相反假設的 if 句，可以有（1）表達期許或願望、（2）

假設和建議、和以下的例句： 

（（（（5.11））））      If I had enough time… （如果我有時間的話。） 

（（（（5.12））））      a. I wish I knew the answer.（我真希望我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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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t would be nice if I knew the answer.（如果我知道答案該有多好。） 

（（（（5.13））））      a. Suppose we went to see him. （如果我們去看他的話。） 

b. It’s time we went to see him. （我們可以去看他了。） 

例（5.11）表示說話時的事件或狀態與事實相反，它指的不是過去的時

間，它也隱涵說話人目前沒有時間的事實。例（5.12）a 表示說話人並不知道

事實，而例（5.12）b 則是指說話時間之後，將會實現的事件。也就是說，過

去式可以表示一個未來的動作。另一個過去式的用法是需要在某些情境中才

能成立的，它可以有語用的得體原則，對於引起別人的困擾，例（5.14）b 就

符合得體原則，請看以下 Taylor 舉的例子： 

（（（（5.14））））      a. Excuse me， I want to ask you something.（對不起，我想問你一些問題） 

b. Excuse me， I wanted to ask you something. （對不起，我剛剛想問你一

些問題） 

認知中的範疇化理論，對「了」產生了很好的解釋模式。範疇的結構受

認知、語義、功能、和言談等因素的制約，因而使得「了」的多義性有充分

的延展。我們在順序域中可以看到下列的語義模式，例如：職位的高低，如：

「處長了」，還有年齡的大小，如：「大姑娘了」、「大學生了」、另外還有狀態

的變化如：「大肚子了」。在順序域中，我們所指稱的都是與前述參照點的「變

化」關係，代表我們對「變化」有一種特定的預設，如：「以前不是處長」、「以

前的年紀小」、「以前不是大學生」、「以前沒大肚子」等，這也顯示我們的概

念中有一個前後對照的特定經驗。 

對於「了」的句式，它存在著對現實世界的某些預設，在我們的認知裡，

有了與客觀世界中的某個實際對象相對應時，就會產生預設。這種預設存在

於客觀世界中，所以也可以稱為存在性預設。說話人在使用「了」的時候，

很顯然地有一種前點與後點的比較，這種對比關係使得「了」的使用有一些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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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5.2.1  「「「「了了了了」」」」的基本語義的基本語義的基本語義的基本語義 

許多助詞的研究顯示，助詞的演化過程都是由實詞語法化而來的，「了」

也不例外。從語法化的研究來看，「了」從一個表示「完成，終了」的動詞，

語法化而成為助詞的關鍵，其實是認知作用形成的。這也是語言能不斷發展

的主要證明。 

本文在分析「了」的意象圖式時，雖然採用了各種不同的意象圖式的分

析模式，但是由於「了」的基本語義不變，我們仍可以嘗試以一個意象圖式

來做為「了」的分析解釋。 

 

5.2.2  「「「「了了了了」」」」的意象圖式的意象圖式的意象圖式的意象圖式 

漢語是由象形和形聲字發展而來的，對於字形、本義、和隱喻義的研究，

有利於理解文字的歷史。認知語言學的語義範疇理論可以說明詞彙的多義

性，在多個義項之間有其聯系的關係，是隱喻和轉喻作用的結果。根據我們

對「了」的認知分析顯示， 

1. 多義現象反應了人類的認知能力，轉喻和隱喻的機制在語義範疇

的形成過程中，是一個關鍵的作用。 

2. 同一語義範疇和不同詞性義項之間的轉換，也是我們認知模式的

結果。詞性的定義沒有一定的客觀標準，它取決於人的心理現實

和句法結構，而句法結構又取決於，認識事物的信息結構。 

3. 這可能是人類認識事物和語言共性的反應，我們的認知心理機制

影響語義的發展和演變，而成為各種語言的普遍規律。 

謝信一（1978）提出漢語是一種「圖畫式的」（picturial）語言，在語法

方面，漢語是一種關注意義而缺乏形態變化的語言，它的句法結構可能更加

依賴概念和意象圖式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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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了了了了」」」」的主觀性的主觀性的主觀性的主觀性 

語用學的主要任務就是描述和解釋會話隱涵的問題，從 Grice（1975）的

會話隱涵理論到到 Searle（1969）的間接言語行為，都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而

產生的。Sperber＆Wilson（1986）提出 「明示—推理溝通」（ostensive-inferencial 

communication）的觀點，認為在大部分的情況下，以明示的狀態做為溝通的

模式是有限的，其間接的涵義必須靠溝通双方的認知能力加以發展，這種不

斷進行的推理過程就是語言發展的動力。 

以往的理論將語言研究方為二個部分，對語言系統的研究和對語言使用

的研究。語義學和語法學是對語言系統的研究；語用學是對語言使用的研究。

這二部分的研究沒有語言的關聯性，並將它們做完全的區分（趙豔芳， 

2001）。事實上，隨著認知語言學對語言的廣泛研究，語言系統和語言使用是

相輔相成的，因為語言總在使用中發展。 

語用的共時研究使語言更接近事實，同時也更接近語言的使用者，這有

利於我們理解語言運用的機制。這也是我們越來越重視語用的原因。同時，

語用的歷時研究可以讓我們了解語用發展的過程，可以讓我們明白語用現象

如何語言的發展，而成為習慣化、規約化並成為固化（fossilisation）的形式，

而為語義和語法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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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 

 

 

6.1  「「「「了了了了」」」」的的的的教學教學教學教學模式模式模式模式 

教師或教科書的教學內容，會對語言習得產生一定的影響，尤其從「把

字句」的習得中，更可以觀察到這種現象。因此，不當的教學方法和不正確

的教學內容本身，對於漢語的習得造成極為明顯的干擾（Teng， 1999），故

本文嘗試在漢語教學上提出一系列「了」的教學建議。 

本文檢視了視聽華語的教材發現，整個課文中並沒有 NP+了的句式出

現，可是在 212 頁的會話中卻可以看到這個句式的呈現，如例（6.1）： 

(6.1)     A：您好。今天玩兒得好吧。 

B：很好。可是太累了。現在幾點鐘了幾點鐘了幾點鐘了幾點鐘了？ 

A：已經十點過七分了十點過七分了十點過七分了十點過七分了。明天早上要叫您起床嗎？ 

上述的例子顯示，「了」很早就出現在教材之中，但「了」的用法並未被

強調，有學者建議應盡早對「了」的使用進行教學（Teng， 1999），問題是

如何教、教什麼，從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出發，我們可以發現順序、循環、關

係等都是我們經驗中的事件，例如時間的順序和循環，只要教材中出現時間

的詞語如：星期、月分、年、等，就可以配合「了」的使用進行教學，如： 

(6.2)   星期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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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以循環圖輔助） 

教師：今天星期幾了？   

學生：星期一了。    

（教師可以手指著星期四） 

教師：星期一了？   

學生：不是，星期四了。    

(6.3)   四季的教學 

 

教師：冬天了嗎？   

學生：不是，夏天了。    

 

意象圖式教學法是建立在認知語言學的基礎之上，根據原型圖式，一個

由多義詞所構成的詞義範疇中，有一個是更為中心或基本的意義即原型意

義，其他的意義都是在這個意義基礎上進一步引申或擴展出來的。趙群、羅

煒東經過實證研究證明，當給學習者提供目標詞的基本意義作為提示時，學

習者能更有效、快速地推論出目標詞的衍生意義。因此，教師在講授「了」

時，首先應該重點講解「了」的狀態改變涵義，以便於學習者對於其基本語

義有深刻的體會，並且在教學中不斷強調狀態改變的機制，使學習者能體驗

這種改變並能有效地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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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了了了了」」」」的意象圖式教學的意象圖式教學的意象圖式教學的意象圖式教學 

詞義擴展的認知基礎是意象圖式，而其擴展的主要方式是隱喻和轉喻。

而經由意象圖式的轉換，其實是一種概念化的模式（Lakoff， 1987）。在助詞

教學中，教師應該強調助詞的各個義項中有隱喻義項的存在。我們要注重詞

語隱喻意義的介紹，幫助學生正確掌握詞語內部的基本詞義和隱喻詞義，並

認清兩者之間的關係。同時指出，隱喻意義豐富的詞往往是生活中常見的物

體和基本範疇的詞，如身體部位、常見的動物名稱、顏色等，注重隱喻意義

的講解能帶動學習者大膽思考，有利於學習者推論詞彙語義中的認知聯結，

更能有效的理解助詞的使用模式，以達到靈活運用的程度。 

以「了」的教學為例，我們可以利用「了」的意象圖式，促使第二語言

的學習者理解「了」的變化。如：路徑的教學圖式。 

(6.4) a.  「下雨了」的教學圖式 

   

源點                   終點 

      

-----------沒下雨------------下雨了 

 

b.  「雨停了」的教學圖式 

  源點                  終點 

-----------下雨---------------雨停了 

教師以路徑圖式顯現說話的語境，告訴學習者目前所處的狀態是「沒下

雨」。接著天氣變化了，讓學習者說出他們所觀察到的實際情景，教師可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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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樣的問句：「你們看到什麼了？」、「剛才看到沒有？」等，使學習者意識

到變化的過程，因為有先前的預設或背景知識，說話人因此而使用了「了」。

在例（6.4）a-（6.4）b 中，教師可以讓學習者意識到二個不同源點的變化。

在例（6.4）a 中，源點的狀態是「沒下雨」，從源點到終點的空間對應到時間

的變化，於是有了「下雨了」的狀態改變。例（6.4）b 也有相同的對應，只

是源點的狀態轉換為「下雨」的狀態，經由時間的轉換，終點的狀態又改變

為「雨停了」。如上述的源點狀態不同，就會有不同終點狀態的聯結，如以下

的例句： 

 

(6.5) a. 天黑了 

        源點                     終點 

 

            

--------------天未黑----------天黑了 

 

 

b. 天亮了 

      源點                      終點  

 

          ---------------天未亮---------天亮了 

 

利用意象圖式教學，也可以有效地呈現反義詞的意象圖式，如例（6.5）

a、b 和例（6.6）a、b，可以說明加上「了」和「了」之前的狀態是不同的，

甚至有反義的情況產生，同時，在以上的意象圖式中，學習者可以察覺反義

詞之間的對比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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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a. 上課了 

       源點                     終點 

 

          ---------------下課-----------上課了 

b. 下課了 

   源點                     終點 

 

      --------------上課------------下課了 

Mondria ＆Boer（1991）發現詞彙習得的過程可劃分為迴圈出現的兩個階

段：語義化 semantization) 階段和強化( consolidation) 階段。語義化指的是意

義與形式的連接過程(form - meaning connection)，強化指的是新習得的詞彙儲

存於學習者的永久記憶中，這兩個階段是密切相關的。如我們所熟悉的「了」，其基

本語義為「完成」、「結束」，經由句式的練習，可以發展為認知功能為指下一個動作

或狀態的「預備」，這使得學習者能對應到本身經驗的認知模式，有增強長期記憶的

效果。如：說話人說了「吃飽了」這句話，可以意謂著「不想吃了」。 

(6.7) 「吃飽了」的意象圖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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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dler（1979）認為圖式即是認知結構，由二個部分組成：一是空位

（slots）、一是默認值（default values）。空位是圖式中有聯結、有層次的知識

體，默認值是在正常情況下填充空位的事物、動作、或事件。例如飯店圖式

的空位包括人物、物體、動作；它的默認值就是服務生、客人、廚師、桌子、

椅子、食物、點菜、吃飯、付款等。圖式的作用在於提供可以填充新信息的

結構。 

意象圖式具有以下的特性： 

1. 結構性：在一個圖式內，空位在大腦的位置具有層次性，層次越高、信

息範圍越廣、越抽象；層次越低、信息越具體。再則，不同圖式之間

可以構成部分—整體的關係，因此，我們所有的圖式可以聯結在一

起，形成我們的知識網絡。 

2. 抽象性：圖式來自人的經驗的具體實例，這些具體實例會組成基本共性

的集合，因而形成我們抽象的模式。 

3. 靈活性：圖式並非一成不變的，它可以運用於不同的情境。它會因為語

言的使用而產生新的圖式，又為以後的信息處理提供新的架構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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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根據圖式理論，閱讀理解可以視為填充圖式的信息，並使圖式具體化的

過程。圖式可以指導閱讀的內容，當所有的空位都已填滿信息，就可以完全

理解文章的內容。所以圖式理論將閱讀過程解讀為讀者所具備的背景知識，

在與閱讀題材的互相作用下，可以有推理模式的產生，同化新信息並提供信

息結構， 

語用學的一個主要任務在於如何描述及解釋會話隱涵的溝通功能，從

Grice 的會話隱涵理論，到 Searle 的言語行為理論，都想解決這個問題。在溝

通的情境中，直接言語行為的內容是有限的，它的隱涵意義必須依賴溝通双

方的認知能力，並據此加以擴展和推理，使得語言能力得以不斷發展。 

語用的共時研究使語言更接近事實，同時也更接近語言的使用者，這有

利於我們理解語言運用的機制。這也是我們越來越重視語用的原因。同時，

語用的歷時研究可以讓我們了解語用發展的過程，可以讓我們明白語用現象

如何經由語言的發展，而成為習慣化、規約化並成為固化（fossilisation）的

形式，而為語義和語法的現象。 

 

6.3  「「「「了了了了」」」」的隱喻的隱喻的隱喻的隱喻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就如「out」的分析一樣，我們無法以單一的「了」來進行教學，因為整

個句子的語義決不是由單一的介詞所主導，動詞的項目也是影響語義的關鍵

所在。 

例如：當我們在課堂上教授「12 點了」時，可以它所延伸的語義做為學

習者討論的重心，如加入時間的因素時，「12 點了」代表什麼樣的語義集合（郭

銳， 2008），也就是本文所分析的預設語義，如下： 

1. 吃午飯了（時間是中午）。 

2. 會議結束了（正在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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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下課了（正在上課）。 

以意象圖式分析而言，教師可以使用下列的圖式加以說明。如果以目前

的語境來說，「12 點了」是說話時的情境，時間如果是在中午時刻，說話人可

能有「吃午飯了」的目的。如果是正在開會的時刻，說話人的意圖是想要「會

議結束了」。如果是正在上課的學生，他們說了「12 點了」這句話，表達他們

想要「下課了」的意圖。語境的轉換可以引起不同的隱喻結果，也是說話人

想要表達的言語行為或會話隱涵。如果聽話人能有語境和語言表達的理解，

會有助於聽、說双方的溝通。 

 

(6.8)  隱喻教學的語境 

 

這些預設的狀態正是所謂的情景語境。朱永生（2005）指出英國的人類

學家 Malinowski（1935）研究巴布亞新幾那亞的原住民語時發現，要正確理

解原住民的談話意義，就必須了解他們語言使用的環境。因此提出情景語境

和文化語境。 

Wegener（1885）最先提出語境做為語言學的概念，告訴我們語言的意義

是經由實際的使用而產生的，語言的意義也只有根據語境才能確定，他以為

語境的概念包含的因素大約有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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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說話的客觀情景。 

（2） 聽說話人能直接聯想到的各種成份或因素。 

（3） 人的整體心態，尤其是溝通双方對各自身份的意識成度。 

所謂聽話人能直接聯想到的各種成份或因素，涉及聽、說双方的背景因

素，這也是溝通双方據以推論的依據。因此，Firth（1957）把語境的概念納

入語言學中，他認為情景語境和語法範疇是二組不同層次，但是具有相同抽

象程度的相關領域，所以能夠用於各種語言事件（language event），也就是他

所說的「實際使用的語句（sentences in use）」，以及 Halliday & Hassan（1985）

所提到的「語境中的語篇」（text in context）。他還將語境變項分為以下三項： 

(6.9)      a. 參與者的有關特徵：任務、性格 

b. 參與者的言語活動 

c.參與者的非言語活動 

教學時，如何設計語境以帶入漢語的教學中，此三種因素可以作為設計

量的因素。例如「了」與「把字句」的關係，可以加以說明，因為「把字句」

含有狀態改變的語義，因此，會將「了」引進以符合它的情境。 

認知語言學強調溝通双方共同的背景知識，只有在共知的情況下，溝通

才能有效進行，也才能有效的傳達聽、說之間的訊息。教學中的文化因素有

助於學生了解所處的語境，因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對一段相同的言談，可能

會有不同的理解。這是我們在外語教學時經常遇到的現象。在語言的溝通中，

不同的文化背景可能會產生一些衝突，這是很自然的現象，請看下面的一個

例子（崔希亮， 2002）： 

(6.10)     主人：沒什麼菜，吃一頓便飯吧。 

       客人：上帝啊，這麼多菜你怎麼說沒什麼菜？！ 

其實，這是中國人習慣的說法，請客時總要先謙遜、客套一番。例（5.7）

是實際發生在華語教學課堂上的實例。可以說明文化背景的不同的確會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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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溝通帶來干擾。 

(6.11) （老師在上課前在走廊上遇到了學生） 

老師：你來了。 

學生：老師，為什麼你要說「你來了？」你看到我，我當然就來了，你為

什麼還要說一遍？ 

老師：這是招呼語。 

學生：可是，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此，很多溝通式教學的教材在初級階段都會以「自我介紹」

（ Introduction）、「打招呼」（Greetings）、「邀請」（ Invitation）、「抱歉」

（Apologies）、「讚美」（ Compliments）、「請求」（requests）、「表達意見」

（Expressing opinions）等這樣的課程單元設計，可以提供第二語言學習者充

分的語境以便對學習的目標語有充分的理解與認知，這有助於語言的習得。 

Celce-Murcia＆Yoshidau（2003）使用了 Hawkins(1985)的情境模式，並加以

修正以符合角色扮演的活動需求，其中有一個是 Hawkins 從 Schaefer (1982)

的報告中截取的資料。可以依據此方案設計出任務教學，對於以漢語為第二

外語的學習者，應有學習上的助益。再則，常用來打招呼的社交用語，如「吃

飯了？」、「來了？」、「出門了？」等，常會讓非母語的學習者不知所措，也

無法作出正確的回應。所以，這些語言自身的文化因素，也應該融入在語言

教學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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