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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四字格教學初探 
 

摘要 
 

 

四字格是漢語語言的瑰寶，有著特定的結構功能和文化內涵，在語言交際中

扮演著「畫龍點睛」的角色，進行漢語四字格教學不僅重要，還有其自身的意義

和價值。 

由於漢語四字格在結構、語義和語法方面的特點，使得華語學習者在使用過

程中常常出現偏誤。目前坊間對於漢語四字格相關的研究不多，本文試圖以常用

四字格為研究基礎，運用工具書和語料庫語料探討四字格的內部結構及外部功

能，統計出四字格句法功能的種類。 

接著對漢語四字格教材、教學資源進行分析研究，及學習者使用四字格的偏

誤情況做系統性的歸納，學習者的偏誤情形以四字格形式偏誤、語義偏誤和句法

功能偏誤三種情形最多，剖析偏誤產生的原因，提出相應的教學策略，達到使華

語學習者正確使用四字格的目的。 

最後，提出研究結果和未來相關漢語四字格研究議題。 

 

關鍵字：四字格、句法功能、教學策略 

 

 





A Study of Chinese Four-Character 
Idiomatic Expressions 

 
Abstract 

 
Keywords：four-character idiomatic expressions，syntactic functions， 
             Teaching strategies 
 

Four-character idiomatic expressions, which have its specific syntactic functions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are treasure in Chinese language.  They play a vital role to 
point out the keynote in language interactions.  Teaching four-character idiomatic 
expressions is not only important but also meaningful and treasurable. 

Due to the features in structures, meanings, and syntax, there are errors when 
Chinese learners using four-character idiomatic expressions.  While there are not 
enough researches about four-character idiomatic expressions, this study is to analyze 
the inner structures and external functions by using reference books and corpus and to 
classify the syntactic functions in common four-character idiomatic expressions. The 
research presented here is base upon these result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ese language textbooks and learning resources as it relates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four-character idiomatic expressions.  This study finds out that the most 
common errors occur in structures, meanings, and syntactic functions. It also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learners’ errors and suggests teaching strategies in order to make 
Chinese learners use four-character idiomatic expressions correctly and related issues 
for further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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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文心雕龍。章句》中說：「雅、頌大體以四言為正。」說明我國最早

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大部分為四言句，可見漢語語言發展以四個字為

主體，由來已久，四字遂成正統文章體制的ㄧ種形式。因此，歷史上的祭文、

碑文、贊、頌，常採用四言文體；亭臺樓閣等建築常有四字的匾額；我們品

評詩文和人物也多用四個字為評語。這種以四字為文的方式，成為我國文人

立言造句的一個標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四字格音韻和諧，字字精鍊，讀起來朗朗上口，四字格源自於文學經典、

古聖先賢語錄，保留很多古漢語的語法，語義背後更蘊藏豐富的故事，可發

人深省，並帶有濃厚的文化背景，是中華民族語言的瑰寶，值得將它介紹給

想學習華語的外國人，透過四字格教學讓他們瞭解中華文化的優美之處，達

到讓華語學習者能欣賞、尊重中華文化。 

講話時用四字格，便能表達深奧的義涵，取代長篇大論，不僅節省溝通

的時間，還能確切表達說話者的意圖。本文希望透過四字格的教學研究，使

學習者在言談間正確使用四字格，不僅可表達意見，達到良好的人際溝通，

還有「畫龍點睛」，使會話加分的效果。 

張君松（2005）曾針對在台灣的泰籍華語學習者進行問卷調查，根據收

回的有效問卷統計，有高達近八成五的在台泰籍學習者想學習華語四字格成

語。 

邱美雅（2008）參加第一屆世界華文教學研究生論壇，提到論文講評周

健先生呼籲研究生要趕緊一起投入四字格成語教學的行列。 

由上可知，四字格不論在日常生活中或是華語文教學領域都佔有重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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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四字格活躍在我們的生活中，像「白話文中的鹽」，言語中如果沒有了

四字格，就像飯菜沒有了食鹽一樣淡而無味。四字格的獨特性及重要性，足

以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爭取，列為中國語言文化類的世界遺產。身為一名華

語教學者，既知四字格對華語學習者具有極大的學習動機，應劍及履及，進

行對外華語四字格教學研究，是刻不容緩的任務。 

二、研究目的 

雖然坊間有不少四字格的專著與研究，四字格的語義、句法結構、偏誤

分析、教學活動設計、教材等，都有前輩做了不少探討和研究，但學生在使

用四字格時依然不斷發生偏誤，可見四字格仍是華語第二語言學習者習得的

一大難點。本文試圖從華語教學的角度，對漢語四字格作多面向的探討，進

行四字格內部結構、句法功能、教學內容等分析與四字格偏誤類型歸納整

理，針對教學分析與偏誤情形提出教學策略，達到研究目的。 

本文最主要的目的是在探討： 

（一）四字格的屬性。討論四字格在教學上應該當作詞或當短語。 

（二）四字格的類型。 

（三）四字格的內部結構和句法功能。 

（四）台灣《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大陸《新實用漢語課本》、美國《中文聽

說讀寫》的中級教材四字格的教學情況。 

（五）歸納整理出學習者偏誤的類型和原因。 

（六）由以上的結果，提出一些教學策略的建議。 

由上可知，四字格是弘揚中華文化的絲路，筆者期盼透過本文研究分

析，找到方法有效地進行四字格教學，幫助留學生正確理解和掌握四字格，

激發他們學習漢語的興趣，有助於豐富他們的語言文化知識，加深對中國文

化的理解，提升他們的漢語表達水準和交際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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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及方法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以「四字格」為主，其詞彙清單（wordlist）是以 Jiao，Kubler and 

Zhang（2010）之《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中選出的 500 個常用的四字格為主。 

本詞典對 6 個大型語料庫，包括台灣「中研院語料庫」、北京大學「現

代漢語語料庫」、大陸人民日報、中小學課本、張偉國（Zhang Weiguo）、胡

明陽（Hu Mingyang）的文集和演講，共計 3.6 億漢字文本的近乎窮盡式的

統計，選出 500 條漢語常用成語，及 853 條近義成語和反義成語，另有 21

種成語常見結構，幾乎所有條目都加了用法注釋，每條注釋都基於對 200

個以上例句的觀察及作者本身的判斷；其中 50 條帶有典故的成語，每個典

故都有英文的詳細解釋，所有例句都有拼音、漢字和英文翻譯。既可作為自

學參考工具，又可作為課堂教學使用。 

此外，有一點須特別補充說明，Jiao，Kubler and Zhang（2010）之《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書名雖為 500 個

常用的 idioms，但筆者查閱後發現，書中所收錄的四字格符合「四字格成語」

的條件（即成語需具有深層義和典故），為數不多，反而較多四字格「類固

定短語」，如「燈紅酒綠」、「別有用心」等，故筆者認為此書書名有待修正，

應將idioms改為 idiomatic expressions，較符合其書中收錄的四字格內容。 

另為探討四字格的用法，本研究利用兩個語料庫進行四字格語料分析： 

一是台灣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標記語料庫４.０版，此語料庫的語料源

自各大報社、出版社、雜誌社的出版物，並有十五萬字口語語料，總計超過

二千萬字以上。 

二是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PKU）的現代漢語語料庫網路版，共蒐錄 4.77 億字口語語料，屬於純學術

性非盈利網站，以推動語言學研究和發展爲宗旨。兩者皆是廣泛並且具有公

信力的中文學術研究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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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 

（一）內容分析法 

本論文之四字格語料藉由蒐集有關的書面文獻，如字典辭典、論文、期

刊、報紙、網路等等，加以整理後進行資料的研究分析。 

林生傳（2004）所提出的資料分析的步驟為： 

1.閱讀與整理：廣泛閱覽、蒐集的相關的原始資料，再加以整理。 

2.描述：利用語文、圖表及其它符號工具，來呈現情境裡所發生或進行的事

實及現象的原貌。 

3.分類：將資料先分為細目，再依其性質、內容分門別類。 

4.詮釋：針對分類的資料進行解釋、統整與反省的過程。 

（二）語料庫分析法1 

本文研究主要是對四字格進行語料庫檢索，將語料加以分析，給這些成

語歸類，找出這些四字格在句中的句法功能，如「理所當然」，從兩大語料

庫找出常用的功能為定語，再將「理所當然」歸為形容詞性四字格。 

本論文以漢語常用四字格的本體研究為基礎，對於四字格的功能進行系

統地分析，採取的研究方法以內容分析法及語料分析為主。研究步驟：先搜

集四字格的語料，探討其產生背景、內部結構、外部功能，再作華語教材分

析與歸納學習者使用四字格偏誤類型，針對研究結果，提出教學建議。 

第三節研究步驟和研究架構 
一、研究步驟 

本論文的研究步驟如下：第一步確立研究主題；第二步蒐集與主題相關

的文獻，確立研究的四字格詞項，也就是《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1語料庫指的是：存入計算機作為計算機分析的語言素材，是機存語料庫的簡稱。雖然任何一種語

言的語料幾乎都是無限的，無法將其全部存入計算機中，但為了研究一種語言，可以根據統計學

的原理將其語料按一定的原則抽樣存入計算機，作為其全部語料的代表以進行統計分析。其分析

結果雖不是絕對精確，但只要抽樣原則合理，以及存入語料量充足，結果也是相當可靠的（于根

元，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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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收錄的四字格。第三步研究四字格的結構與

功能，先探討當前四字格內部結構的分類方式，再研究四字格的外部句法功

能，以中研院「平衡語料庫」和 北大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現代漢語語料

庫」收錄的例句作為分析四字格句法功能的語料，先分析各四字格的句法功

能，再計算各句法功能的使用比例，找出四字格的詞性，接著提出觀察結果。

第四步為了找出適合教學的四字格類型，利用台灣「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大陸「新實用漢語課本」、美國「中文聽說讀寫」的中級的華語教材進行四

字格分析，歸納學習者使用四字格產生的偏誤類型、原因，針對其偏誤類型

和原因，提出教學建議，最後，得出結論並提供未來相關的研究建議。 

二、研究架構 

本論文研究分為五章:第一章緒論，第一節是研究目的及動機，第二節

為研究方法及範圍，第三節為研究步驟和研究架構。第二章為文獻探討，第

一節是四字格的界定；第二節定成語的界定；第三節是成語的特徵，內容包

括成語的語義分析、語法特色和語用分析。第三章為四字格內部結構與句法

功能分析，第一節為四字格的屬性，第二節為四字格的類型，第三節是四字

格的內部結構探討，第四節為四字格的句法功能分析，第五節為小結。第四

章為四字格的教學分析，第一節為三大華語中級教材中四字格數量統計，第

二節為三大華語中級教材四字格教學分析，第三節為學生偏誤類型和原因的

整理。第五章為教學建議。第六章是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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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四字格的界定 
一、何謂四字格 

呂叔湘（1963；15），提出「四字格」這樣的說法：「現代漢語裡存在著

大量四音節熟語，即『四字格』。」 

呂叔湘認為四字格屬於熟語的範圍，劉叔新（1995；119）認為熟語有

兩大特點：第一個特點，熟語是現成的或大家熟悉和使用的短語或語句。第

二個特點，熟語大於一個詞，最常不超過一句話。邵敬敏（2007；139）則

明確指出現代漢語的熟語系統主要包括：成語、諺語、慣用語和歇後語。 

所以延續呂叔湘、劉叔新和邵敬敏的想法，「四字格」即是漢語中由四

個音節組成的成語、諺語、慣用語和歇後語。諺語是一個句子，歇後語是「謎

面＋謎底」的結構，諺語和歇後語的字數都大於四個字，慣用語則多為三個

字，熟語中以成語最多四字格，很多學者討論「四字格」時常用「成語」作

代表。 

但現代漢語中廣義的「四字格」，也叫四字結構，是一個較寬泛的概念，

包括：四字成語和所有臨時組合而具有類似四字成語修辭功能的四字短語

（又稱類固定短語）。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類固定短語的定義。周薦（1997）：「類固定語是大眾

口頭上經常創造並使用的一種用語單位，一種新的四字語。」如：惹是生非、

察顏觀色。 

齊沪揚（2001）認為類固定短語的定義，可分兩方面討論： 

1、結構上：類固定短語結構比較固定，大多數的框架是從成語衍生出來

的。如，「不 A 不 B」的「不倫不類」是成語（固定短語）；「不明不白」是

類固定短語。 

2、語義上：類固定短語語義比較單一，一般的說法是類固定短語意義單純

明確，字面意思就是整個短語的意思。如，「朝三暮四」是成語，從字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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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其義，要配合典故才能理解；「丟三落四」從字面義就可看出意思。類

固定短語除了在結構上和固定短語相似，在語義上也像固定短語一樣具有一

定的整體性和穩定性，並不像自由短語那樣是臨時的和任意的。 

這種類固定短語屬於短語的一種，和成語不同的是它沒有來源典故，和

成語相同的地方是，它通常帶有古漢語成份和修辭效果；如「別有用心」、「情

不自禁」是倒裝用法、「有始有終」、「前因後果」則屬對偶用法；在結構上，

結構穩固，極少變化；在語義雖也有帶有比喻義，但語義較單純，比較容易

從字面義去理解整體意義，如「見異思遷」和「朝三暮四」都有相似的意義，

但「見異思遷」比「朝三暮四」更易從字面上去推敲其真正的意思。所以對

學生而言，類固定短語較易理解與學習。 

類固定短語數量多，在生活中很常見，對學生在詞彙累積和語言能力的

促進也有很大的裨益，故基於教學的價值，本文所謂的「四字格」包含四字

成語和四字類固定短語。 

基於上述，本文所說的「四字格」須有以下特點： 

一、「四字格」必須是短語：四字格是四個字組合而成的短語，不包含

四音節的詞，如「資本主義」、「中華民國」等；另外也不包含四音節的重疊

詞，如「漂漂亮亮」、「明明白白」等，這些重疊詞是同一個詞的不同型態，

如「漂漂亮亮」是「漂亮」的重疊形式。這些四音節詞，不在本文所討論「四

字格」的範疇中。 

二、必須是熟語：熟語是現成的或大家熟悉和使用的短語。這點主要為

了突出「四字格」的特殊性，以便區別一般「口語化」的四字短語。所謂特

殊性，一指「四字格」結構形式的凝固性，在一般情況下，四字格不能隨便

更改詞序，也不能隨意增減成分，如「千方百計」不能任意改成「百計千方」。 

三、「四字格」意義的完整性：四字格的字面義往往不等同於實際意義，

其實際意義必需透過表層義做更深一層的理解，如「搧風點火」真正含義不

是「點著火後搧著風」這麼單純，而是比喻「用言語或行動來挑撥別人」。 

四、本文所討論「四字格」，排除如「一般來說」、「總而言之」等口語

化的四字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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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紹虞（1979）強調四字片語是漢語所特有的，他認為任何一種語言都

沒有像漢語四言詞組那樣的形式，而這種形式是在漢語中特別發展的。在漢

語語言發展歷程中，精緻地要求詞語內涵深化及外在形式簡化，且能提供密

集訊息又不使結構過於繁雜，故形式鮮明的「四字格」油然而生，逐成漢語

詞彙系統裡的重要成分。 

二、四字格的產生 

關於四字格是如何形成的？唐啟運（1979）指出四字格，有深厚的社會

歷史基礎，是由人們在長期相沿慣用中而定型下來的。它的構成方法是多方

面的： 

1、用截取的方法構成四字格： 

例如：「正本清源」。語本《晉書· 武帝紀》「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

清源。」 意思是從根本上加以整頓清理。 

2、用剪裁的方法構成四字格： 

例如：「為人作嫁」。見秦韜玉《貧女詩》「苦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

作嫁衣裳。」原指貧女沒有錢置備嫁衣，卻年年替人家縫製嫁衣。後來用來

比喻徒然為別人忙碌。 

3、用追加或更換的方法構成四字格： 

例如：「天壤之別」。見《抱朴子· 內篇· 論仙》「趨舍所尚，耳目之欲，

其為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冰炭之乖矣。」 把「天壤之覺」的「覺」更換

為「別」。比喻相隔老遠，差別很大。 

4、用融化、綜合和概括的方法構成四字格： 

例如：「天衣無縫」。見牛晴《靈怪錄· 郭翰》「徐視其織女衣並無縫，

翰問之，曰：天衣本非針線為也。」 把這幾句話的主要詞語綜合而成四字

格成語「天衣無縫」。比喻事物的渾成自然，細緻周密完美無缺。 

綜合以上所述可知，「四字格」是先人將中國古代寓言神話、歷史傳說、

佛教經典、名人語錄或中國古典文學，透過截取、剪裁、追加或更換、融合

等方法，以四字一組呈現言簡意賅，音律合諧，莊重平穩的「四字格」，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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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豐富漢語語言的特色。 

筆者綜合多家言論，歸納出四字格具有以下幾項特色： 

1、四字格言簡意賅， 言，簡到四言; 四言，又集中表達相當於四個詞

的意義；四個意義又能配合成任何一種結構關系，辭約旨達，在應用上足以

表達任何豐富、複雜的內容，堪稱是語言運用的典範。 

2、四字格風格典雅莊重，內容凝練，符合我國人民傳統以偶為吉，以

四言為正的審美要求，其結構靈活多變，在句中幾乎可以配合成任何一種語

法關係，可當主語、謂語、賓語、補語、定語、狀語使用，有著極強的語法

功能。 

3、四字格反映了漢語的語音特點，四字一組，音節勻稱平穩，節奏感

強，聲韻多變，聲調鏗鏘，富有漢語的音律美，也反映了古人的美學觀，這

種對美的認識和追求，成為四字格形式在漢語中特別發展的原因。 

四字格之所以成為漢語廣泛使用的格式，是因為它有很好的表現力，在

語音的節奏上是簡短有力的，在結構上是平衡穩重的，在語法上的功能是多

種多樣的，在意義上是蘊涵豐富的，這些特點同漢語發展固有的特點相一

致，講究平衡合諧，兼容並蓄。四字格形式的創造，是民族智慧的結晶，是

漢語成熟的標誌。 

第二節 成語的界定 

四字格範圍包括四個字構成的成語和慣用語。慣用語多為三個字，熟語

中以成語最多四字格，所以很多學者討論「四字格」時常用「成語」作代表。

漢語成語是漢語詞彙家族中特殊的一員，它不僅數量龐大、結構穩定，背後

常常有個吸引人的故事。成語是什麼？成語一定是四個字嗎？成語來自哪

裡？讓我們重新來認識成語。 

一、成語的定義 

《國語活用辭典》（1990：753）為成語一詞下了兩個定義： 

（一）固定詞組的一種。特點是意義完整，結構定型。在句子中通常只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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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詞來使用，有較強的表現力。漢語成語大多由四個字組成。如：『一舉兩得』、『口

蜜腹劍』、『緣木求魚』等。（二）社會上習用的古語。 

《辭海》（1992；2108）對成語所下的定義是： 

熟語的一種。習用的固定詞組。多由四個字組成。組織多樣，來源不一。所

指多為確定的轉義，有些可從字面理解，如「萬紫千紅」、「乘風破浪」；有些要知

來源才能懂，如「患得患失」出於《論語。陽貨》，「守株待兔」出於《韓非子。

五蠹》。 

《現代漢語詞典》（2002：173-174）對成語的解釋則是： 

人們長期以來習用的、簡潔精闢的定型詞組或短句。漢語的成語大多由四個

字組成，一般都有出處。有些成語從字面上不難理解，如：小題大作、後來居上

等。有些成語必須知道來源或典故才能懂得意思，如：『朝三暮四』、『杯弓蛇影』

等。 

台灣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2005）編纂的《成語典》將成語定義為：

「凡有典源，具多層表義功能的固定詞組。」 

從上列工具書中對漢語成語的解釋，我們對成語有初步的認識，成語是

結構形式固定，具有完整語義的組合，一般具有來源典故，成語的字數大多

是四個字，我們往下慢慢來理解這個初步的認識。 

從工具書中，我們知道成語除了形式固定、語義完整、來源具特色外，

另有一顯而易見的共同描述是「大多由四個字組成」，我們也曾聽人說：四

個字才能叫做成語。所以我們先來討論成語到底是幾個字？ 

周薦（2004）認為：成語這種雅言，從意義內容上看，語素多是古樸、

典雅的，從結構形式上看，其形式多為「四字格」。這兩項特點構成了成語

區別於俗語的特殊性質------經典性。 

馬國凡（1998）認為「四字格」決定於成語的使命： 

成語一方面要「意賅」，也就是要比詞表達更多更深的內容或認識；一

方面要「言簡」，也就是雖然是詞組但仍等於一個詞的位置，不能是句一級

位置，要概括、簡鍊。若結構過短，無法清楚地表達豐富深刻的內容；若結

構過長，顯得累贅而鬆散，所以最後統一在四音節這一基本形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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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國慶（1999）：「在現代漢語詞彙系統中，成語的四音節化，是其顯著

特徵，也符合漢語詞彙的客觀實際。但絕對以四音節畫線，難免有一刀切的

簡單化之嫌。」也就是說，用四字格來界定成語不失為一種理想的方法，但

在具體處理上也有困難。 

邵敬敏（2007；141）：「…成語大部份是四個字的，所以也叫『四字格

成語』，但實際上不限於四個字也可看作成語，如：物以稀為貴、五十步笑

百步等，......」 

符淮青（2004；199）認為大部份成語是四音節的，但有一部份成語是

非四音節的，如五字的「先下手為強」、六字的「既來之，則安之」、七字的

「樹欲靜而風不止」、八字的「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十字的「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等成語。 

有些學者認為四個字可做為判斷是否為成語的標準，有些學者認為成語

不限於四個字。根據黃玲玲（1982）統計《成語典》中一萬多個成語，發現

四音節成語占了 80.3%；劉美芸（2009）統計出教育部國語成語總資料庫《成

語典》中共收成語 48276 條，含有數詞成語 2321 條，其中四個字數詞成語

共 1911 條，占 82.33 %。由此可知成語中四音節的形式占了多數，四字成

語確實是成語的主要形式。 

綜合各家言論，筆者為成語字數作一較客觀的論述：「四字格」不一定

是成語，成語也不一定只有「四字格」。如果以字數來做為成語判定的標準，

有以偏概全的弊病。四字格是成語這類固定語的最常用的基本形式，但實質

上並不能做為絕對的區分。也就是說成語不全然由四個字組成，但「四字格

成語」確實為成語之大宗，是我們生活中常見、最熟悉的成語形式，因此筆

者以「四字格成語」為本文研究的基礎之一。 

最後，我們來為「成語」下一個嚴格的定義：  

（一）在分類上：成語屬於熟語家族的分支，語言形式和慣用語、諺語、歇

後語非常類似，我們會在後面的篇幅將成語、慣用語、諺語、歇後語做

詳細的比較。 

（二）在結構上：有其固定的結構與特殊的語法功能，絕大部分由四個字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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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成語的結構一般比詞大，因為它已經凝固化、定型化，不能按詞組

的結構加以分析，所以叫它「固定詞組」或「固定短語」。 

（三）在意義上：有其完整而特定的涵意，可表達豐富的意義內涵，儘管形

式上屬於詞組或短語，意義還是單一的。它是一個完整的單位，代表單

一的概念，具有概括的整體意義，不是幾個意義的組合。 

（四）在發展過程上：一般成語都有來源、出處；成語可能源於神話傳說、

歷史故事、語錄經典、民間口語或外來宗教文化等，經過長期流傳，

被大家不斷修改、充實，千錘百鍊成為文學中的精品。 

二、成語的來源 

由上面成語的定義我們知道成語是有來源的，成語是怎麼來的？因為歷

史久遠，各家說法大同小異，分述如下： 

北京大學現代漢語教研室（2005）認為：成語大多由歷史故事、古代寓

言的概括或書面語中的名句所形成，少部分接近現代漢語的成語則源於古白

話寫成的語錄和文藝作品，或是民間流傳的固定語句。 

台灣教育部國語推行委員會（2005）編纂的《成語典》記載成語的來源

有三：包括濃縮自一則故事的「典出」，節錄古人語句的「語出」，和截取於

經典文學的「語本」。 

吳敏而（1997）指出：「成語是約定俗成的語文形式。通常成語出於傳

說故事、歷史典故、詩詞名章或鄉野的習用成語。隨著時間的累積，成語在

內容與形式上，日漸豐盈，成為我國語文的菁華，以及人民生活的反映。」 

竺家寧（1999）認為成語在來源上，一般都有典故或語出。其來源包括： 

1、經籍古書。如：「不可救藥」《詩經》、「實事求是」《漢書》、「杞人憂天」

《列子》、「鞭長莫及」《左傳》。 

2、歷史故事。如：「愚公移山、望梅止渴、完璧歸趙、畫蛇添足」。 

3、群眾口語。如：「比手劃腳、提心吊膽」。 

4、佛經。如：「空中樓閣、不二法門、借花獻佛、四大皆空、六根清靜、曇

花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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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成語在中國擁有悠久的歷史，成語是有來源典故的。關於成

語的來源，大致可略分為三個來源： 

1、古代寓言、歷史傳說或名人軼事。 

2、佛教、經典語錄或中國古典文學。 

3、由來已久，約定俗成、習以為常的固定說法，已不可考其出處。 

三、成語和其他熟語的區別 

坊間有許多語言形式固定的短語或詞組，語言形式和成語非常類似，如

諺語、歇後語、慣用語等，學者把這些人們普遍使用，擁有固定模式的語言，

統稱為「熟語」。 

周薦：「現代漢語中有詞和熟語兩大類單位。詞多為雙音節，熟語大都

是超過兩個音節的。熟語中存在著公認的幾大類單位: 歇後語、諺語、成語

和慣用語。」 

邵敬敏（2007；139）：「熟語是語言中相沿習用的固定結構。現代漢語

的熟語系統主要包括：成語、諺語、慣用語和歇後語。其中，成語、慣用語

和歇後語的語言形式一般是固定短語，諺語一般是句子。」 

 

 

 

 

 

 

【圖二-1】熟語家族成員示意圖 

 

 

 

熟   語 

 諺語 

慣用語 

成語 

歇後語 



15 
 

 

崔希亮（2005：1）： 

所謂熟語，就是指加工提煉過了的語言形式，它們是固定的說法。

它們雖然長短不一，內容不同，但是它們都是在人們的長期慣用中慢慢

地固定下來，每一個熟語都表達一個特定的意思，往往不能望文生義，

在結構上它們都有自己的特點，不能隨意改動。熟語包括辭彙形式，也

包括句子形式。它的範圍很大，凡是固定用法、習慣用法、現成的片語

或短語都在熟語的範圍之內。 

由此可知，成語為熟語家族的成員之ㄧ，爲釐清成語的形式，我們將諺

語、歇後語、慣用語和成語來進行比較。 

（一）、成語與諺語的區別 

邵敬敏（2007；143）：「諺語是流傳於民間的，形象通俗而含義深刻的

語句。」一般都能揭示客觀事理，富於教育意義，或反映人生哲理，或反映

生活經驗，是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一種語言樣式，句式勻稱，音調和諧，

具體通俗，形象生動。所以，適當地運用諺語，能夠增強表達效果。 

諺語與成語的主要區別在於：符淮青（2004；207）「一、成語書面語性

強，諺語口語性強；二、成語比諺語更定型化；三、成語在運用中相當於詞，

諺語多數可獨立成句或獨立於句外。」諺語一般是句子，成語大多是片語；

諺語一般顯得通俗，成語大多顯得典雅。諺語往往帶有地域性，成語具有全

國性。 

（二）、成語與歇後語的區別 

邵敬敏（2007；143）：「歇後語是一種由前後兩個相關部分構成的，帶

有隱語性質的風趣、形象的固定短語。」是一生動而詼諧的口頭語言，分前

後兩部分，前一部分是比喻或隱語，像謎語的「謎面」；後一部分是對前一

部分的說明解釋，像謎語裏的「謎底」，是表達意義的重要部分。兩部分之

間有停歇，停歇之後的一部分常常不說出來，好讓人猜想它的含義，所以叫

作歇後語，人們也把它稱為「俏皮話」。例如：大海裡撈針—無處尋；快刀

切豆腐—兩面光。更有趣的是具諧音的歇後語，它的後一部分借助音同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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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現象表達意思，這是一種「言在此而意在彼」，妙語雙關的現象，例如：

旗杆頂上綁雞毛—好大的撣（膽）子；窗戶上吹喇叭—鳴（名）聲在外。 

歇後語與成語最大的差異在於形式組合結構與性質不同。如歇後語：「十

五個吊桶─七上八下」，意即心思不寧；而成語的語句沒有結構段﹙語面與

語底﹚的形式組合結構，其義多優雅含蓄，不具猜謎性質。 

（三）、成語與慣用語的區別  

《國語重編辭典修訂本》（2007）中提到，慣用語是「固定語的一種。

口語中習慣的用語，形似成語，但沒有典故來源，如：『紅花綠葉』、『藍天

白雲』、『身強力壯』、『勾肩搭背』等」。 

《現代漢語詞典》（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2006：506）

中對慣用語的解釋是「熟語的一種，常以口語色彩較濃的固定詞組表達一個

完整的意思，多用其比喻意義，如：『開夜車』、『扯後腿』、『賣關子』等」。 

符淮青（2004：210）認為慣用語主要是由三音節動賓關係的固定語所

組成，如：「走後門」、「吃老本」，也有少數非動賓結構的慣用語，如：「空

架子」、「鬼畫符」，此外，也有一些多於三個字的動賓結構，如：「吃大鍋飯」、

「唱空城計」。再者，慣用語在應用中其結構可以有一定的變化，如：「吃老

本在『吃了很長時間的老本』、『老本都吃光了』、『有多少老本可以吃』中，

吃老本的意義不變」。  

將上述三種熟語與成語的定義互相比較，可以得知：成語多有出處或典

故可循；成語比其它三種熟語較常用於書面語；成語結構、字數固定少變化，

多為四個字組成的詞組。 

為了能更清楚區別熟語家族，將之表格化如下： 

 熟語 

類型 

字數 定義 別名 

1 成語 多為 

四個字 

成語是結構穩定且意義完整的固定詞組；

一般都有來源、出處；可表達豐富的意義

內涵，具有引申的比喻義。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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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諺語 大於 

四個字 

諺語是人民口頭流傳通俗，涵義深刻的固

定語句。 

俚語、 

俚諺 

3 歇後語 大於 

四個字 

歇後語是生動而詼諧的口頭語言，分前後

兩部分。前一部分是比喻，像「謎面」；後

一部分是對前部分之說明，像「謎底」，是

表達意義的重要部分。 

縮腳語 

俏皮話 

4 慣用語 多為 

三個字 

口語色彩較濃的固定詞組，表達一個完整

的意思，多用其比喻意義，如：『開夜車』、

『扯後腿』、『賣關子』等。 

無 

 

【表二-1】四種熟語類型比較分析表 

第三節 成語的特徵 

一、成語的表義性 

成語的語義是成語研究一個重要的問題。隨著時代的變遷，成語的古今

意義發生了很大的演變，所以瞭解成語的語義，有助於準確地使用成語。 

楊麗君（2001）指出成語的發展經歷了雛形和定型兩個階段。大多數成

語的語義早在漢代以前就已形成；唐代以後，特別是宋、元時期，成語的語

義和語形逐漸定型，有些成語在雛形階段就已經成型，千百年來沒有變化；

有些成語曾經定型，但後來又被現代漢語中的元素取代。 

邵敬敏（2007；140）說：「理解一個成語的意義，絕不能望文生義，因

為成語的意義往往有一定的出典，在表層意義的背後，隱藏著深層意義。」 

劉叔新（1995；127）指出：「如果就人們的成語語感做一番考查，即尋

查某些固定語所以被公認為或被多數人看做成語的原因，那會不難發現，成

語的獨特處是在意義方面------意義的雙層性。一個固定語，如果有一層字面

上（表面上）的意義，同時透過它又有一層隱而不露的意義，而且這隱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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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才是真實的意義，那麼就會被大家看做是成語。」 

符淮青（2004；201）：「成語的整體意義有三種情況：1、語素義直接相

加是成語的整體義。2、語素義直接相加不能顯示成語的整體義，成語的整

體義同語素義的聯繫是人賦予的、約定俗成的。3、比喻義是成語的意義。」 

對於本國學習者來說，成語有點深度和難度，對於第二語言學習者來

說，成語更是難以理解，其中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成語的語義具有雙層性。

成語的語義通常不是它的表面字義，而是典故背後隱含的喻義，套句英文片

語：「整體大於部分之合。」（the whole is greater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最能代表成語語義的融合性，因為中國成語常常具有言外之意，無法單純從

詞素看出意思，例如「雪中送炭」，字面意思是在大雪中送給別人炭火，但

是正確的意思卻是，在別人最需要幫助時，送上他最需要的東西。 

劉秀香（2000）在《成語語義分析》認為成語的語義可從成語的本義、

直義、轉義、引申義、比喻義和形容義等方面來分析。直義就是字面義；轉

義就是由本義轉化而來的意義，如「變本加厲」，原指比原來更加發展，後

來轉向貶義，它的本義與轉義已經大相徑庭。引申義是由本義引出來的意

思，它是本義的延申，轉義可以與本義毫不相干，引申義卻必須以本義為基

礎。成語除了本義、轉義外，還有引申義、比喻義和形容義，分述如下： 

（一）、引申義：有些成語因一再引申，就出現了多個引申義。例如「一

塵不染」，佛家把色、聲、香、味、觸、法叫做六塵，把眼、耳、鼻、舌、

身、意叫做六根，並認為六塵生於六根，因此把所謂「六根清淨」叫做「一

塵不染」，是佛教徒摒除欲念，保持心地潔淨的意思。後來形容清淨純潔，

之後又比喻不沾染一點壞的思想和習慣。現在大家又把塵當作灰塵解釋，用

來形容環境非常清潔乾淨。引申義使成語的語義更豐富，使用範圍更廣，是

多義成語形成的根本原因。 

（二）、比喻義：成語長期用作比喻定型而成的意義。例如鐵樹好多年

才開一次花，人們常用「鐵樹開花」比喻那些極難實現的事情，用的時間長

了，意義固定了，便成為它的比喻義。成語的比喻義能引起人們對事物的聯

想，構成形象，具有修辭作用。具有比喻義的成語為數不少，它們其中一部

分又有典故，應先弄清其典故以便更理解比喻義，比如「禍起蕭牆」、「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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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食」、「陽春白雪」等。 

（三）、形容義：成語對人事物描寫形容的意義。如「千真萬確」，形容

非常確實；「忐忑不安」，形容心神很不安定。具有形容義的成語的構成成分

以形容詞、數詞居多。例如「光彩奪目」、「死氣沉沉」、「老態龍鍾」、「一日

千里」、「十萬火急」等，形容義沒有借助具體事物構成想像引起人們的聯想，

而是直接表意，較比喻義容易理解。 

綜合以上學者對成語語義的看法，嚴格來說，成語的語義應該像劉叔新

描述的－成語的意義具有雙層性，一是表面上的意義（即詞素義），二是隱

含的意義，如引申義、比喻義與形容義，後者才是成語真正的意思。這樣的

定義下，就排除劉秀香所說「使用本義、直義」的成語，也排除符淮青「語

素義直接相加是成語整體義」的成語，因為這些從詞素上直接可以讀取的意

義的成語，都不能算真正的成語，如「急中生智」、「家喻戶曉」等。總之，

要正確運用成語，就必需理解成語的意義，要理解它的本義、直義，更要理

解它的轉義、引申義、比喻義和形容義。只有在熟練掌握成語意義的基礎上，

才能夠適當運用它表達複雜的意思，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增強文章感染和

說服的目的。 

二、成語的語法特色 

研究成語常常會涉及到成語中古漢語語法結構。楊如雪（2010：21-28）

認為成語有五種語法特色，皆屬於古漢語語法結構的保留： 

一、 成分省略 

漢語的成語，最大的語法特色應非成分省略莫屬。成語是利用詞彙意義

的引申、變化，或經由譬喻、借代等修辭手法，形成一個完整而豐富的意涵。

很多成語進入句子裡時，在語用的層次上，往往用的是整個成語的譬喻義、

引伸義，此特色最常出現在主謂式和補充式的成語裡。 

1、主謂式成語以成份省略的形式出現的。例如：「滄海桑田」、「脣槍舌劍」

（以上為喻詞的省略）；「兄弟鬩牆」、「名聞天下」（以上為介詞的省略）。 

2、補充式成語以成份省略的形式出現的。例如：「逐鹿中原」、「運籌帷幄」，

這些基本上都是述賓短語中處所詞或時間詞等介詞的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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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成語主要的基本成分，如主語、動詞述語或述賓結構等省略，只留

下一些原本附加的成分，例如：「虎尾春冰」原是「若蹈虎尾，涉於春冰」，

只剩兩個處所詞來比喻處於極端危險的環境中。成語透過語句成分的省略，

以簡潔的類似縮略的形式出現，表現豐富的意涵，可說是成語最重要的特色。 

二、 語序變化 

漢語的語序，大部分是施動者在前，動作居次，動作支配的事物在後，

亦即「主語＋述語＋賓語」的語序關係。但語言在實際使用時，並非完全拘

守這樣的規律，於是就有語序變化的情況發生，也就是俗稱的「倒裝」。有

賓語前置和主謂倒置兩種情況。 

1、賓語前置 

述賓短語的賓語前置，有些是有標誌的，有些是無標誌的。有標的賓語

前置，主要是古漢語的遺留，無標的賓語前置則往往有強調賓語的作用。 

（1）、有標的賓語前置 

a. 帶有疑問代詞賓語（含介詞賓語）：古漢語疑問代詞擔任賓語時，

常會前置於述語或介詞，例如：「何去何從」。 

b. 帶有否定語氣的代詞賓語（含介詞賓語）：成語裡表現否定句代詞

賓語或介詞賓語前置的，只見於少數具有否定語氣的成語，例如：「時

不我與」。 

c. 以結構助詞標示賓語前置：主要出現在狀心式的成語裡，以「唯…

是…」為其固定格式，往往有強調賓語的作用，其中「唯」是範圍副

詞，擔任狀語，「是」為結構助詞，出現在「是」前、後的成分分別是

賓語和述語。例如：「唯利是圖」、「唯命是從」。 

（2）、無標的賓語前置 

無標的賓語前置往往具有強調賓語的作用，主要出現在中心語為

述賓短語的狀心式成語中。例如：「機關用盡」、「居心叵測」、「童叟

無欺」等。另有少部分主謂是成語的賓語也前置，像「蕭規曹隨」、「張

冠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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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謂倒置 

漢語的語序是主語先於謂語，但也有主謂倒置的特殊情形。主語後置的

成語也不少，主要出現在由兩個成分並列的成語裡，例如：「伶牙俐齒」、「豐

衣足食」；不僅主謂倒置，又利用拆詞的方式，將原本的雙音節複合詞拆開， 

分別重新穿插拼合，所以其原型只是一個主謂短語，分別為「牙齒伶俐」、 「衣

食豐足」。 

三、 詞類活用 

成語反映詞類活用的現象，最主要的見於名詞活用作狀語。例如：「星

羅棋布」、「鱗次櫛比」，這些成語裡的「星」、「棋」、「鱗」、「櫛」等原都是

名詞，活用為狀語，主要修飾後頭動詞述語的狀貌。另外有些成語的名詞活

用為狀語，修飾後頭動詞述語，例如：「一言難盡」、「妖言惑眾」。也有成語

裡的名詞活用為狀語，修飾時間方面的動詞述語，例如：「日就月將」，表示

時常有進步。 

四、 被動語態 

漢語的被動語態與外語的被動語態存在著部分對應、部分不對應的關

係，有標的被動句在漢語和英語的形式標誌不一致，而且語序也不盡相同，

甚至漢語有的被動句並無行事標誌可尋，有些四音節成語也頗能表現漢語在

被動句句型方面的部份特色。例如：「手（藥）到病除」屬於無標的被動形

式；「不拘小節」、「秋扇見捐」屬於有標的被動形式。 

五、 致動（使動）用法 

漢語某些述賓短語的語意，並不能用一般的述賓關係去解釋，而是具有

「致動」的關係，也就是主語不是述語動詞動作的施動者，只是主使者；賓

語也不是述語的動詞動作、行為的受事者，反而是施行者，因此其主、述、

賓關係的語意表示的是：主語使賓語「怎麼樣」。例如：「閉月羞花」、「沉魚

落雁」、「天翻地覆」等。 

漢語語言發展經過幾千年的，語音、辭彙、語法等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成語中的古代漢語語法可說是現代漢語中的活化石，古漢語許多特殊語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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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都能在成語中得以保留，例如楊如雪（2010）所談到的被動用法、詞類活

用漢語序變化等幾種古漢語語法現象。這些現象不存在於現代漢語中，學生

如果不瞭解成語中保留的古漢語語法特徵，就不能理解和掌握某些成語的結

構特點以及由這種結構產生的修辭效果。例如：在古代漢語中，「翻」和「覆」

都是不及物動詞。這種不及物動詞帶了賓語（天和地），就成了致動用法，

意思是「使天翻，使地覆」。但事實上，無論變化再巨大、再徹底，也不會

使老天翻過來、使大地傾覆過去。顯然，這是一種誇張，也兼表比喻的意義，

很多「致動用法」常具有誇飾的修辭效果，如「閉月羞花」、「沉魚落雁」。

就是這種不同於現代漢語的結構方式，具有單個詞所不能比擬的效用。四字

格仿自成語，其中也有古代漢語語法殘留的現象，所以我們教授四字格時，

應告訴學生這些特點，他們才能理解和掌握四字格的意義和功能。 

三、成語的語用功能 

莫里斯曾經指出：如果研究中明確涉及講話者，或語言使用者，便是語

用學的領域。成語雖比諺語、歇後語，較常用在書面語中，但現代人說話使

用成語的情形也非常普遍。讓我們來剖析成語背後隱藏的語用功能。 

劉月華（2005）指出：成語在表達上通過多種修辭手段，表現出生動形

象、文雅含蓄、耐人尋味、言簡意賅的特殊效果，成為漢語中一般語義內容

的藝術化的表達形式。成語的這種語用特徵，可以稱之為「描述性」特徵。 

徐國慶（1999）在《試談四字格的語用差別》中認為「四字格」的語用

類型有兩種： 

（一）、描述性的四字格 

四字格形式都是漢語中典型的成語，其基本的語用功能是對客觀事實和

客觀物件進行描述。例如: 

 1、封肅聽了，唬得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 曹雪芹《紅樓夢》) 

 2、都成了騎虎難下之勢，我們只有硬著頭皮幹到哪里就是哪裡了! ( 茅盾

《子夜》) 

例句中「目瞪口呆」、「騎虎難下」都是用來說明一件事實、比喻一種形

象、形容一種情況、表達一個概念的特徵，可以概括為描述性特徵。描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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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是漢語四字格成語最基本的語用特徵。 

（二）、引證性四字格 

這一類是最容易被人們忽略的形式，它們都不是用作描述，而是用作對

實踐性經驗和規律性認識的引證。例如: 

 3、俗話說「旁觀者清」， 這幾年姑娘冷眼看著，或有該添該減的去處，二

奶奶沒行到，姑娘竟一添減。( 曹雪芹《紅樓夢》) 

 4、「事不宜遲」，你得趁火打鐵，抓緊時機，再拿話挑他一挑。( 姚雪垠《李

自成》) 

例 3 是發話人平兒以「旁觀者清」來說明，探春是局外人往往看得非

常清楚，使探春在這規律性常言的證明之下，不得不承認平兒的話是正確

的。例 4 是以「事不宜遲」這個道理來勸誘受話人事情不應拖延，必須趕緊

辦，用以證明發話人的勸誘是正確的。這種引證性特徵是漢語諺語的最基本

的語用特徵。 

徐國慶的主張，與劉月華看法差不多，他認為「四字格」成語的語用特

徵，多半是描述性的特徵，主要是對客觀事實進行描述。而且根據眾多學者

研究（見第三章），四字格的句法功能，以謂語為最常使用的功能，占八成

以上，呼應劉月華（2005）和徐國慶（1999）的論點，四字格基本的語用功

能多數是用作描述、說明事件的狀態或限制、修飾事物的性質，屬於「描述

性」的語用功能。 

第四節 四字格偏誤的情形 

瞭解了四字格教材的情況，我們也需針對學生在使用四字格會發生哪些

偏誤情形進行分析，才可對症下藥，改進教學，達到學生能正確使用四字格

來溝通的目的。 

一、四字格偏誤的類型 

石琳（2008）在《留學生使用漢語成語的偏誤分析及教學策略》分析北

京語言大學 HSK 仲介語語料庫收集的外國考生 10740 篇的作文答卷，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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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個四字格，找出以下五種偏誤的情況： 

(一)成語形式的偏誤：主要分下列五種:多字(7 例)、少字(41 例)、易序(54 例)、

錯字(298 例)、生造(98 例)。 

1. 多字： …一舉手一動…。應該是一舉一動。 

2. 少字：…不治症的病人。應該是不治之症 

3. 易序：…苦酸甜辣…。應該是酸甜苦辣 

4. 錯字：…多少傷心不言而俞。應該是不言而喻 

5. 生造：…寥若如星。應該是寥若晨星。 

(二)成語語義的偏誤：主要分下列六種：語義不明(9例)、語義矛盾(11例)、

語義重複(13例)、以偏概全(15例)、不明引申義比喻義(12例)、語義偏離(28

例)。 

1. 語義不明 

例句：＊和尚乙聽到和尚丙的話，也拿不定主意，只好沒頭沒腦地也答應了。 

2. 語義矛盾 

例句：＊我們一般想，人多了，事情好辦,既省事，又事倍功半。 

3. 語義重複 

例句：＊因此，父母的每一舉一動都會影響著孩子的行為舉止。 

4. 以偏概全 

例句：＊流行歌曲由於人們覺得歌好聽，曲詞有聲有色，逐漸被人們所知，

受人們的歡迎就會流行的。 

5. 不明引申義比喻義 

例句：＊我們上一代人的觀念是養子防老，因現在生活壓力，經濟問題，往

往孩子自己兩袖清風，自身難保，哪有多餘的錢養父母，鬧翻的根

源永遠是錢。 

6. 語義偏離 

例句：＊如果我的晚輩不聽話,我將專心致志地說又說。 

(三)成語語法意義和句法功能的偏誤：主要分下列四種:語性不明(8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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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多餘(8例)、成分缺失(16例)、成分誤代(31例)、變形不當(8例)。 

1. 語性不明 

例句：＊發達國家幫助幾億挨餓人，是人之常情的一個道理。 

2. 成分多餘 

例句：＊但是去外地旅遊時，千萬不要很掉以輕心去。 

3. 成分缺失 

例句：＊首先要力求提高糧食的產量，因為我認為凡是有人性的人都不能袖

手旁觀挨餓的人。 

4. 成分誤代 

例句：＊他們兩(倆) 互相幫助，取長補短地生活。 

5. 變形不當 

例句：＊父母跟子女對話的時候，他們不應該固執自己的意見。 

 (四)成語搭配不當的偏誤：石琳統計出HSK仲介語語料庫中共有這類偏誤

55例，占偏誤總數的7.7%。 

例句：＊所以當我得知時報出版社出的《李錩鈺博士一檔案實錄》，我就奮

不顧身地以二倍價錢從臺灣訂購過來。 

 (五)成語語用的偏誤：石琳統計出，HSK仲介語語料庫中共有這類偏誤6

例，占偏誤總數的0.8%。 

例句：＊你以後不要病了，天長地久活下去吧! 

 

【表二-2 石琳針對HSK仲介語語料庫偏誤分類表】 

偏誤類型 形式偏誤 語義偏誤 句法偏誤 語義搭配不當 語用偏誤 

錯誤句數 498 88 71 55 6 

比例 69.4% 12.2% 9.9% 7.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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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培秀（2005）在《成語句法分析及其教學策略研究》中，分析了本國

學習者和外籍學習者，誤用四字格句法功能分成下列五種情形：  

（一） 謂語功能使用不當： 

例：＊如果對網路得心應手，有些人可以不勝枚舉。 

（二） 定語功能使用不當 

例：*豬八戒有如是一個屍居餘氣，濫竽充數的高官。 

（三） 狀語功能使用不當 

例： *路上的車都車水馬龍的堵在路上。 

（四） 補語功能使用不當 

例：*她初中時代寫作文，以為要寫得鳳毛麟角才能得到高分。 

（五） 賓語功能使用不當 

例：＊他到哪都很受歡迎，這樣他就不會怕評頭論足。 

鄭培秀將學生在語法上的偏誤，歸結在六語－主語、謂語、賓語、定語、

狀語、補語的句法使用錯誤上，但其中鄭只總結出五種語法偏誤類型，其中

缺少了主語的偏誤情形，他本人並未就這點提出說明，但筆者認為可能原因

是：可當主語使用的四字格原本就很少，而且這類四字格形象鮮明，多是名

詞性四字格，學生較易掌握、運用。雖然鄭培秀在此觀察的重點較偏重句法

偏誤觀點，但卻也不無貢獻，可讓我們更能深入暸解學生在六語－主語、謂

語、賓語、定語、狀語、補語的句法使用的偏誤情形。此外，鄭培秀句法偏

誤歸因，有點不合理，例如：定語功能使用不當的偏誤中，他認為偏誤原因

是「濫竽充數」沒有定語的功能，但北大「現代漢語語料庫」中「濫竽充數」

當定語的例子還不少，例如：有些濫竽充數的東西，真是對嚴肅文學的嘲諷。

可能是因為「平衡語料庫」收集的語料較少，而鄭太依賴「平衡語料庫」的

語料，因而舉例失當，但其實定語功能使用不當的情形還是存在。 

蔡智敏（2001）《學習中文成語的困難及教學補救策略-以印尼學生為例》

收集中、高級印尼學生，使用漢語四字格詞語時的 106 句病句，大致可歸為

三種偏誤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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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語語義的偏誤：因不明詞義而產生的病句。 

(二)句法功能的偏誤：不明白有固定的句型而犯的錯誤。此類偏誤最多。 

(三)成語語用的偏誤：因使用情境不當而產生的病句。 

張永芳（1999）指出留學生在使用成語造句時出現的語法錯誤類型，分

為語法功能的錯誤、語法意義搭配的錯誤、成語與助詞組合關係的錯誤和語

法上的殘缺四類，筆者整理列表說明如下： 

 

【表二－3  張永芳偏誤類型統計表】 

 

比較張永芳和蔡智敏二人，蔡智敏統計出的四字格偏誤類型，缺少「形

式的偏誤」，可能是因為蔡智敏收集的病句來自中、高級班的學生，學生的

中文程度較好（他在之前也曾對這批學生進行過四字格成語教學），學生對

四字格有相當程度的熟悉，而且他收集病句的方式是將寫好的成語讓同學造

句，這是因為收集資料及採樣的方式不同。 

由以上四人的偏誤情況分析，得知第二語言學習者使用四字格時，產生

偏誤的情況，集中在以下三大類型： 

(一)形式上的偏誤。 

(二)語義上的偏誤。 

(三)語法上的偏誤。 

偏

誤

類

型 

一 二 三 四 

未理解成語 

語法功能 

語法意義 

搭配錯誤 

不理解成語與 

助詞的關係 

語法

殘缺 

 1 2 3 4 5 6 7 

體 詞 性 成

語 用 作 謂

詞性成語 

狀語 

錯當 

補語 

動詞性成

語作謂語 

錯帶賓語 

錯用 

程度 

副詞 

錯用 

得、的、地 

亂加 

著、了 

缺少

主語 



28 
 

二、四字格發生偏誤的原因 

逄琬（2012）在《留學生漢語成語使用偏誤研究》中，對“HSK 動態作

文語料庫”中出現的四字格成語偏誤進行了分析，他總結出留學生使用四字

格成語出現偏誤的幾點主要原因，分述如下： 

（一）四字格自身結構的影響 

他指出四字格成語的詞素，其語義經過演變，色彩意義發生轉移。留學

生只是單純從構成成分理解，而忽視詞素意義的演變，就會產生偏誤。此外，

四字格成語是現代漢語中保留最多古代漢語成分的語言形式，包含古音、古

義或古語結構等古漢語成分，給學習者增加了很多負擔，也給教學帶來一定

的難度。 

（二）四字格成語複雜的文化內涵 

逢苑認為四字格的學習，一般開始於中級階段，隨著華語學習的深入，

母語遷移的偏誤會下降，但是文化差異的語用偏誤會持續。由於歐美國家與

中國對“龍”的觀念不同，例如“望子成龍”，易發生語義偏誤；而漢文化圈的

國家，成語有有共通性，例如“對牛彈琴”，韓語有意思類似的“牛耳讀經

[우이독경 ]”﹔“馬耳東風”日語也有相近的“馬事東風[馬の耳に念仏 ]”，容易產生

語際干擾，出現錯位、替換之類的偏誤。 

（三）四字格教學的影響 

他認為四字格成語教學在對外漢語教學中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並指出

西方語言學“詞本位”的教學方法，大多數都是先解釋詞彙，再分析課文，然

後通過例句或造句的方式，配合課文語境來幫助留學生理解詞彙，讓學習者

從整體上感知詞彙意義，但是這種理解一般詞彙意義的學習模式並不適用於

去理解成語的意義。留學生由於自身條件所限，根據詞義擴展猜測成語語

義，往往得到的都是錯誤的理解。 

（四）大綱、語言測試及工具書的影響 

逢苑舉大陸的教材為例，作為對外漢語教材編寫的總依據，《漢語水準

詞匯與漢字等級大綱》（簡稱《大綱》），共收詞 8822 條，成語僅收 143 條，

占收詞總數當 1.62%。漢語水準考試（HSK）少考成語既不能起到對成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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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指導作用，又失去了作為成語教材編寫依據的價值。 

筆者認為逄琬所提到的四字格成語偏誤的原因，雖然是針對大陸地區，

但是每項原因都是一針見血，面面俱到，除了文化理解的原因外，他所提到

古漢語成分殘留的部份，我們在第二章已談到，包括被動語態、主謂倒置和

致動用法等，都是令第二語言學習者在學習四字格時難以理解的部份，老師

教授四字格時需連帶將古漢語語法交代清楚，藉此可以作為文言文或詩詞教

學的基礎。他還指出「詞本位」的教學法不適用於四字格教學，筆者也認同

此說法，四字格成語是一「固定短語」，其在句中功能雖然等同一個詞，但

四字格成語的語義更複雜，理解一般詞彙意義的模式並不適用於去理解成

語，四字格成語套用在句中有更多限制，這些都要找到有效的方法教給學

生。此外，逄琬提到漢語水準考試（HSK）少考四字格成語，這類似情形同

樣發生在台灣，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2從民國 94 年起在台灣舉辦

「華語文能力測驗」，筆者瀏覽了歷屆試題，就連最高考試層級－流利級也

少見四字格成語出現，只見題目中出現熱心助人、新陳代謝等少數四字格。

主流考試不重視四字格，將會導致教師不重視四字格教學，學生也就不重視

四字格。 

綜觀各家說法，學生使用四字格會發生偏誤的原因，不外是以下幾點： 

一、學生缺乏相關文化背景，易受母語文化干擾。 

二、學生忽視上下文語義，或使用語境不恰當。 

三、教師對四字格語義、語法功能缺乏有效教學方法 

四、大環境的影響：缺少四字格語言測試機會及優良的工具書、教材。 

 

 

                                                 
22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簡稱華測會，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Test Of Proficiency-Huayu, 

SC-TOP）係由教育部於民國 94 年 11 月正式成立（原名華語測驗中心，民國 96 年 1 月正式更名），

為研發與推廣「華語文能力測驗」的專責單位，旨在研發及推廣台灣對外華語文相關測驗，以因

應世界各地華語學習之熱潮，考試內容分為聽力及閱讀兩大部份，測驗有基礎級、進階級、高階

級、流利級四個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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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四字格內部結構和句法功能分析 

本章將從教學的角度就「四字格」作定位，分析「四字格」的功能應為

詞或是短語；再分析三大華語教材中「四字格」的種類，選擇對華語教學有

幫助的四字格類型作為研究基礎；再就「四字格」的內部結構做分析，找出

「四字格」的結構類型；然後分析「四字格」在句子中的功能有哪些；最後

再比較「四字格」的內部結構和句法功能有無關係？ 

第一節 四字格的屬性 

本節先對四字格的功能屬性做一分析，以華語教學的角度，四字格在句

中功能到底是屬於固定短語？還是一個詞？要釐清四字格是詞還是短語，我

們必須瞭解華語的語法基本單位－詞、短語。 

一、何謂詞 

「詞」是由詞素構成，比詞素高一級的語言單位。黃伯榮（2002；251）：

「語素3是語言中最小的音義結合體。」例如「書」是一個詞素，它的語音

形式是「shu1」，詞素可分為「成詞語素」和「不成詞語素」，成詞語素可單

獨成詞；不成詞語素大多必須和別的詞素組合成詞。 

邵敬敏在《現代漢語通論》（2007；189）為詞（Word）下了定義：「指

一定的語音形式跟一定意義相結合，並且可以獨立運用的最小的語言單位。」 

詞代表一定的意義內容，具有固定的語音形式，並且能夠獨立運用。它

同時具有下列三項特色： 

1、從語音形式來看，詞一般具有完整、固定的語音形式，在它的末尾才允

許語音的停頓。如，春天/萬物/欣欣向榮，不能唸成：春/天/萬物欣欣/向榮。 

2、從語法功能來看，詞可分實詞和虛詞。實詞用來表示一個完整或對立的

概念；虛詞則是連接或附著的作用。如：「今天比昨天冷。」今天、昨天、

冷都是實詞，比是虛詞。 

                                                 
3本文所指的語素即詞素，譯自於英文 morp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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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從意義上來看，詞具有意義融合的完整性，詞的意義不等於其構成之詞

素義的相加，如「馬路」指的是人車的通行道，而不是馬走的路。 

綜合以上，「詞」是由詞素構成，可獨立運用的最小語言單位。在結構

上具有固定性，構成的詞，其次序一般都不能變動；在意義上具整體性，組

成的詞往往不能在字面上作個別解釋。    

二、何謂短語 

（一）何謂短語 

呂叔湘（1952；7）率先提出「短語」這樣的說法：「這些不只一個詞又

不成為一個句子的東西，我們管它叫『短語』」。 

黃伯榮（2002；253）：「短語是詞和詞的語法組合。」它和詞都表示一

定的意義，也是句子的成分，可單說、單用。但短語不是可獨立運用「最小

的」語言單位，它是可以分離的，中間往往可以插入別的造句成分，而詞大

多是不能分離的（離合詞例外），若是分離就不代表原來的意思。要分辨兩

者，可用「擴展法」來測試，如「騎兵」具完整語義，不能擴展，就是一個

詞；「騎馬」可以擴展成「我騎一匹馬」，「騎馬」就是一個短語。 

邵敬敏（2007；189）為短語下了定義：短語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單詞

構成的句法結構單位，又分成詞組和結構兩類： 

（1）詞組：實詞與實詞按照一定的結構方式組合起來的短語。短語類型主

要根據詞組各組成成分的詞性、組合方式及其所形成的語法關係來分類，包

括：偏正詞組、述賓詞組、述補詞組、聯合詞組、主謂詞組、同位詞組、兼

語詞組、連謂詞組等八類。 

（2）結構：實詞與實詞的非結構組合或實詞與虛詞按照一定的結構方式組

合起來的短語。前者包括量詞結構、方位結構；後者包括介詞結構、「的」

字結構。 

呂叔湘（2002）從詞素的角度討論短語，他認為可看作短語的情況有兩

種，分述如下：  

1、四音節以上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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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叔湘：「從詞彙角度看，雙語素的組合多半可以算一個詞，即使兩個

成分都可以單說，如電燈、黃豆。四個語素的組合多半可以算兩個詞，即使

其中有一個不能單說，如無軌電車、校辦工廠，都可算是短語。」但他指出，

縱使多音節，若有下列三種情形，只可看作是詞，不能看作是短語： 

（1）、只有一個語素：如，可口可樂。  

（2）、有詞綴的複合詞：如，毛茸茸。  

（3）、和不成詞語素的組合，如，照相機。  

2、有虛詞參與的組合 

呂叔湘認為有虛詞參與的組合往往可看作短語： 

（1）虛詞和實詞的組合，即便是兩個音節，也應看作是短語，如「的」

字短語-我的、「所」字短語-所愛、介詞短語-在家等。 

（2）實詞和實詞的組合中出現虛詞的，一般是短語。如：我和他、氣

得慌、拿不動。   

綜合以上說法，「短語」是一語法單位，它的位子介於詞和句子之間；

因為在組合過程中，語義和語法方面的限制，短語必須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詞按照一定的結構方式組成，其組合成分間可以插入別的造句成分。但若其

組合成分有不成詞語素或複合詞，只可稱為詞，不可稱為短語。 

（二）何謂固定短語 

黃伯榮（2002；254）：「固定短語是詞跟詞的固定組合，一般不能任意

增減、改換其中的詞語。」與之相對的叫「自由短語」，也就是一般的短語。

固定短語又可分為專門用語和熟語兩類。專門用語如「中華民國」、「表面張

力」等，多數是名詞，有時也稱專有名詞；熟語包括成語、慣用語、歇後語

等。 

張斌（2000；309）：「固定短語的內部相對穩定而不能隨意替換，可以

看做是短語化了的詞，成語就是一種固定短語。」 

由上可知，「固定短語」是短語的一種，也是詞跟詞的固定組合，在結

構上具有固定性，構成固定短語的詞及其位置一般都不能變動；在意義上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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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整體性，組成固定短語的各詞往往不能在字面上作個別解釋，其組成的成

分會融合出新義。有些學者將成語稱為固定詞組，有些稱為固定短語，到底

要叫固定詞組或固定短語？邵敬敏的分法較細膩：短語不等同於詞組，短語

的範圍較詞組廣，短語包含和結構兩部分。所以，筆者較認同邵的說法，成

語屬於一「固定短語」，因為成語有實詞與實詞的組合，也有實詞與虛詞的

組合。  

三、短語和詞的關係 

符淮青（2004；9）指出：「詞彙包括語言中的詞和固定語4。詞彙是語

言中辭語的總和。確認語言中除了詞以外，還存在固定語，它是詞彙的重要

組成部分，這種認識是詞彙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朱德熙（2002）提出「詞組本位」的理想，認為：「語素組成詞，詞組

成短語，詞和短語是組成關係，短語與句子則是一種實現的關係。」 

呂叔湘（2002）從詞素的角度討論短語和詞的界限，指出有些組合難以

劃分為詞或短語，例如： 

1、成詞語素和成詞語素的結合：有些組合是複合詞，如，文書、大車；有

些組合是短語，如，舊書、大樹。 

2、離合詞：不分開時是詞，分開使用則成了短語，如，生病（詞）、生了一

場病（短語）。 

3、簡稱：如，環境保護，簡稱「環保」。 

邵敬敏（2007；121）指出詞和短語的差別：「語素跟語素在組合詞的過

程中，語素意義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這屬於『綜合性』的；而短語的意義

卻是『分析性』的。」從意義上看，詞的意義較凝固，往往不是簡單詞素義

的相加，有時會融合出新義；而短語的意義卻往往可以從構造成分的原義上

加以分析解釋。 

綜合上述可知，詞素和詞素組成詞，詞和詞組成短語。詞和短語都是詞

彙單位。在結構上：詞是不能分離的，即中間不可插入別的成分，若是分離

                                                 
4 固定語就是固定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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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代表原來的意思；但短語是可以分離的，中間往往可以插入別的造句成

分。在意義上：詞具有完整性，詞素組成的詞常產生新義，不具詞素義；但

短語的意義往往可從所結合的詞中尋找其義。 

四、四字格的教學屬性 

四字格形式固定，黃伯榮指出成語是固定短語的成員，而成語多由四字

格組成，成語是四字格中最突顯的一群，我們把成語當成四字格的代表，分

析四字格到底應歸屬為詞或短語。 

邵敬敏在（2007；120）「……，總的來說，成語是介於詞和短語之間的

中間物。對成語進行結構分析，既要吸收層次分析法的優點，也要考慮到成

語大多數是四字格的特點。」 

徐國慶（1999）：「這種純粹詞彙學意義上的狹義熟語，在其範圍上大體

是確定的，諸如成語、歇後語、慣用語等形式，一般都歸入詞彙學的範疇，

其詞彙性質無人懷疑。」 

劉叔新（1995）指出：「成語是詞與詞的固定組合，具有結構上和音義

結合上的固定性；同時它的意義只體現一個概念而不體現思想；又有復呈

性，作用相當於一個詞。」 

邵敬敏（2007；121）又指出：「從詞彙的角度看，諸如成語這類具有凝

固、專指意義的固定短語是詞的等價物，所以也可以看作『短語詞』。」 

綜合以上各家學者的說法，短語是詞和詞按照一定的結構方式組合而

成，成語也是由詞和詞組合而成，若單從其組合成分分析，成語應該屬於「短

語」；但是成語中間不能像一般短語一樣插入其它成分，而且成語詞義結合

後產生一個新義，不能再從字面義看出其真正涵義，又像是「詞」的形態，

這種像短語又像詞的成語，我們賦予它新生命，稱它為「固定短語」。 

大多數學者將成語定義為固定短語，也都認同：「固定短語是詞的等價

物」。根據固定短語的定義：詞跟詞的固定組合，在結構上具有固定性，不

能變動；在意義上具有整體性，不能在作字面上的個別解釋。 

依照筆者的看法，邵敬敏（2007；121）的說法最能體現成語的特性：「諸

如成語這類具有凝固、專指意義的固定短語是詞的等價物，所以也可以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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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語詞』。因此成語應該算是一個「詞」，是一種短語化的詞。說的直白一

點，其外表像短語，但內涵是詞。因為成語和詞中間皆不能插入其它成分，

而且詞素義融合都產生一個新的意義；成語在句子中的功能也等同一個詞，

可當主語、謂語、賓語、補語、定語、狀語使用。劉叔新（1995）也認為：

「成語的作用相當於一個詞。」以功能性來看，成語真正的功能和詞一樣， 

不是短語。但從語言學的角度，學者把成語歸屬在固定短語中，所以筆

者從善如流，也接受這樣的說法。但是我們認為在教學上，應強調成語和詞

的「等價關係」，成語暫時被當作詞來討論，因為詞有詞類和功能，本文所

提的四字格和成語類似，可得知四字格也有詞類和功能，若學生能掌握四字

格的詞類和功能，便可利用四字格達到有效的溝通。 

 

【表三－1 詞、短語和固定短語的差別】 

 

第二節 四字格的種類 

承襲第二章第一節我們給「四字格」下的定義和限制，可知「四字格」

是由四個音節組合而成的成語和類固定短語。 

其中類固定短語又可分成有框四字格和無框四字格，依序介紹如下： 

一、四字格成語 

按照第二章我們為成語下的定義，固定短語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四字格成

語，此處四字格成語指四個字有典故，且具有深層語義的四字格。關於四字

格成語的定義包含幾個特點： 

1、從結構來看：四個字的固定短語，作用等同一個詞，可作為句子的成分。 

 組成成分 結構 意義 

詞 詞素（+詞素） 固定不可拆 詞素義結合成新義 

短語 詞+詞+… 可拆解 個別詞義不變 

固定短語 詞+詞+… 固定不可拆 詞義結合成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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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源頭來看：四字格成語有來源典故。 

3、從意義來看：一般而言都有出處來源與引申的比喻義，而非單純使用字

面上意思。 

筆者將四字格成語依其結構分成並列、偏正、動賓、補充、主謂五大類，

檢索教育部《成語典》中語義和成語典源，舉例介紹如下： 

1、並列結構：天經地義。 

語義：指天地間理所當然而不能改變的道理。 

來源：語本孝經三才章：「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2、偏正結構：烏合之眾 

語義：像烏鴉般聚在一起的人。比喻暫時湊合，無組織、無紀律的一群人。 

來源：《管子》逸文：「烏合之眾，初雖有權，後必相吐，雖善不親也。殺生

之柄不制于主，而在群下，此寄生之主也。」 

3、補充結構：入木三分 

語義：原指墨跡深透木板三分，形容筆力遒勁。後用「入木三分」比喻評論

深刻中肯或描寫生動逼真。 

來源：唐．張懷瓘《書斷．卷二．王羲之》：「晉帝時，祭北郊，更祝版。工

人削之，筆入木三分。」 

4、主謂結構：河東獅吼 

語義：比喻妻子凶悍發威。 

來源：宋．蘇軾〈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

手心茫然。」 

5、動賓結構：不動聲色 

語義：一聲不響，不流露感情。 

來源：唐．韓愈〈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許國公贈太尉韓公神道碑銘〉：「公與人

有畛域，不為戲狎，人得一笑語，重於金帛之賜。其罪殺人，不發聲

色。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故無敢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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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框四字格 

漢語成語形式絕大多數以四字格為主，類固定短語是仿成語形式構成的

短語，所以四字格比例也非常高，類固定短語是處於固定短語與自由短語之

間的語言單位。類固定語在意義上已具有了一定的整體性，在形式上也具有

了一定的凝固性。但是比起固定短語，類固定語意義的整體性和形式的凝固

性都稍遜一籌。 

潘先軍（2009）：「有些類固定短語的總體結構形式框架是固定的，由兩

部分組成:不變部分(定項)+ 可變部分(變項)。」所以我們將此類四字格稱為

「有框四字格」。在日常生活中，不論報章雜誌或口語上，時常可見這類型

的四字格，在現行的對外漢語教材中，尤其是中高階段教材都或多或少出現

了這樣的辭彙，筆者將此類短語分成數詞形式和非數詞形式兩大類，列式如

下： 

（一）數詞形式 

四字格詞語由於結構固定簡短，所以用字務求精練，既要用意精確概

括，簡單易明，又要音韻和諧，朗朗上口。而一至十以及百千萬億這些數字，

正好符合四字格詞語結構的特殊要求，所以數字四字格詞語數量也特別多。

筆者從成語典中找出含有數詞框架，以字母代替可變換進入的語素，（這裡

所說的的數詞包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十、千、

萬和零、半、兩、雙。） 

1、「一 A 不 B」：如：一塵不染、一概不管。 

2、「一 A 之 B」：如：一技之長、一面之緣。 

3、「半 A 不 B」：如：半文不值、半生不熟。 

4、「一 A 一 B」：如：一心一意、一草一木。 

5、「一 A 半 B」：如：一年半載、一知半解。 

6、「半 A 半 B」：如：半推半就、半買半送。 

7、「七 A 八 B」：如：七葷八素、七零八落。 

8、「三 A 四 B」：如：三從四德、三妻四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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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百 A 百 B」：如：百依百順、百發百中。 

10、「千 A 萬 B」：如：千辛萬苦，千言萬語。 

（二）非數詞形式：不含數字的有框四字格，分述如下： 

1、A 長 B 短：如：東長西短、說長道短。 

2、A 天 B 地：如：談天說地、呼天搶地。 

3、有 A 無 B：如：有口無心、有名無實、有教無類、有勇無謀。 

4、無 A 不 B：如：無堅不摧、無戰不勝、無樂不作、無歡不樂。 

5、A 來 B 去：如：眉來眼去、呼來喚去。 

6、上 A 下 B：如：上行下效、上竄下跳。 

7、左 A 右 B：如：左顧右盼、左支右絀。 

8、前 A 後 B：如：前仆後繼、前呼後擁、前倨後恭、前因後果。 

9、 AB 不 C：如：黑白不分、是非不明、陰陽不調、來者不拒。 

10、A 不 BC：如：言不及義、義不容辭、時不我與、情不自禁。 

11、A 有 BC：如：徒有其表、若有所思、別有用心、大有可為。 

12、AB 之 C：如：自知之明、總角之交、喪家之犬、明日之星。 

13、AB 而 C：如：側目而視、三思而行、應運而生、日落而息。 

14、不 A 不 B：如：不上不下、不好不壞、不中不西、不明不白。 

15、沒 A 沒 B：如：沒大沒小、沒頭沒腦。 

16、可 A 可 B：如：可歌可泣、可有可無、可長可短、可上可下。 

17、無 A 無 B：如：無拘無束、無影無蹤、無緣無故、無聲無息。 

18、有 A 有 B：如：有情有義、有說有笑、有始有終、應有盡有 

19、能 A 能 B：如：能文能武、能屈能伸、能上能下、能說能唱。 

20、 A B A C：如：古色古香、群策群力、若隱若現、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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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框四字格 

無框四字格是指在生活中常見的四字類固定短語，形式相對於一般四字

語詞穩固，語義較粗淺，和「有框四字格」一樣，一般都可從字面看出其義，

但不像有框四字格這樣形象鮮明，讓人一眼便能從其框架認出，但它卻常帶

有古漢語成份和較強的修飾效果。例如：大開眼界、手忙腳亂、萬事如意、

原來如此、勇往直前、無可奈何、勉為其難、大驚小怪等等。 

筆者認為「四字格成語」和「四字格類固定短語」之間的不同，從結構

上來看，兩者同樣是四個字，形式穩定的的短語，只能從成語的語義和來源

著手，若具有完整語義且有典故出處的才可判斷為「四字格成語」。「有框

四字格」和「無框四字格」，兩者在形式上都是四個字，且從字面義就可看

出其義，都沒來來源典故，只能從框架的有無來區分，「有框四字格」的形

象鮮明，如如「不不」框、「有無」框在生活中常見，也常成為專題討論，

而「無框四字格」就較缺乏特色，只是四個字組合而成形式相對於一般四音

節組合較穩固的類固定短語。 

第三節 四字格的內部結構分析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2003：4-5）指出，漢語中詞或短語組成句子

以及語素構成複合詞，有五種基本的句法結構： 

一、聯合關係：組合中的各個項（詞、短語等）地位是平等的。例如：工人

和農民、年輕而漂亮。 

二、偏正關係：組合中的前一項修飾（限制或描寫）後一項，後項叫中心語，

前項叫修飾語。例如：妹妹的書、勇敢地鬥爭、很多、不成熟。 

三、動賓關係：組合中的前一項表示動作行為或判斷等等，後一項表示動作

行為、判斷等所涉及的事物。例如：開汽車、是學生、挖坑。 

四、補充關係：組合中的前一項表示動作行為或性質狀態，後一項主要說明

動作狀態的結果，前一項是謂語動詞或形容詞，後一項叫補語。例如：

聽清楚、乾淨得很、氣得說不出話來、走向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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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謂關係：組合中的前一項表示動作的施事者或說明、描述的對象，後

一項是對前一項的敘述說明或描寫，前一項叫主語，後一項叫謂語。例

如：你看、學習好、他上海人、小王看畫報。 

這五種結構關係，是現代漢語詞彙基本的組合方式。四字格是人們長期

慣用的具有特定含義和定型結構的「固定短語」，保有古漢語語法特色，是

漢語辭彙系統中的重要構成部分,在意義和結構上都有極大的穩定性，因此

內部結構有一些不同於這五種結構的組合形式，各家學者對四字格結構有不

同的分類方式，本文舉楊如雪（2010）、劉叔新（1995）及張永芳（1999）

等三家較有系統的學者為代表。 

楊如雪（2010：18-21）從句法結構分析，將四字格分成六種關係，說

明如下： 

一、 並列關係：四字格由兩個內部結構完全相同的雙音節詞語並列的類

型，內部並列的兩個雙音節詞語，可以同樣都是修飾關係、主謂關係、述賓

關係、狀心關係等。例如： 

1 形容詞修飾語＋被修飾語的並列：「大刀闊斧」、「瓜田李下」 

2 主語＋謂語的並列：「花紅柳綠」、「車水馬龍」 

3 述語＋賓語的並列：「成仁取義」、「加油添醋」 

4 狀語＋中心語的並列：「不卑不亢」、「星羅棋布」 

二、 修飾關係：具修飾關係的四字格，常見帶有修飾結構標誌的「之」字，

修飾語和被修飾語之音節數目往往為二比一，例如：「八拜之交」、「烏合之

眾」；另有具修飾關係卻未出現修飾結構標誌的四字格，修飾語和被修飾語

之音節數常為二比二，例如：「康莊大道」、「晴天霹靂」等。 

三、 主謂關係：以主謂關係組成的四字格，若獨立來看，它本身就是一個

完整的句子，例如：「河東獅吼」、「老馬識途」。「利令智昏」（動詞謂語類型

的主謂結構）；「老天有眼」、「日月無光」（存在句類型的主謂結構）；「滄海

桑田」、「大智若愚」（名詞謂語類型的主謂結構）；「道貌岸然」、「四大皆空」

（形容詞謂語類型的主謂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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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述賓關係：此關係形成的四字格，主要是以動詞謂語句的形式出現，

亦即成語內部為一述賓短語，例如：「搬弄是非」、「成人之美」。 

五、 狀心關係：在一個副詞性的修飾成分後帶述賓式被修飾成分，或帶形

容詞性的被修飾成分，例如：「不恥下問」、「虛應故事」、「大發雷霆」等。 

六、 補充關係：如「迫不及待」、「苦不堪言」都是形容詞謂語，其中「迫」、

「苦」，修飾後面的補語。「算及錙銖」、「繩之以法」是動詞謂語，「算」、「繩」

屬動詞，修飾後面的補語。 

劉叔新（1995：132-136）指出：「大量從古代沿用下來的成語，在結構

上卻不致出現古今的隔閡，這些成語所用的句法結構在現代漢語中仍然「活

著」，而且被普遍使用。」他考量了語法及語義等不同的結構方法，綜合形

式中古今通用的結構方式，他認為四字格的結構可分為八種類型，分類方式

如下：  

（一）並列結構：前後兩部分地位相同地並列，聯合起來共同表示一個意思；

彼此又結構相同，長短一致，形成十分對稱的格式，便於記憶。例如：「龍

飛鳳舞」、「七上八下」、「根深蒂固」、「神出鬼沒」。 

（二）修飾結構：修飾部分在前，被修飾部分在後；兩部分在本身結構上一

般不對稱，相互之間有時還有一個表示修飾關係的虛詞。例如：「眾矢之的」

「掌上明珠」、「汗馬功勞」、「囫圇吞棗」。 

（三）補充結構：被補充的部分在前，補充的部分在後；不使用表示補充關

係的虛詞，這種結構的四字格很少。例如：「寄人籬下」、「問道於盲」、「含

笑九泉」、「風靡一時」。 

（四）支配結構：前面的部分是動詞或動詞性詞組，後面的部分是受動詞支

配的對象；兩部分在多數情況下長短一致，各自的成分和構造則不同。例如：

「拾人牙慧」、「打退堂鼓」、「明察秋毫」、「平分秋色」。 

（五）陳說結構：前面的部分被陳說，和主語相當；後面的部分對前面部分

有所陳說，和謂語相當。整個結構不同於一般主謂結構之處是沒有自身完整

的、末後能表示終止的句調，這種結構的四字格相當多。例如：「白頭偕老」、

「心血來潮」、「老馬識途」、「雙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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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殊連接結構：前後兩部分都是動詞性詞組，有時候一部份是個動詞。

兩部分是以一種特殊的關係連結起來，其間沒有連詞表示連接。這又分為兩

種情形： 

1.連動式：動詞性詞組或動詞表示的活動一先一後，有了先前的才能發

生後面的。例如：「畫蛇添足」、「洗耳恭聽」、「望梅止渴」、「張口結舌」。 

2.遞系式：前後兩個動詞依靠相互間夾著的名詞（一般是一個）而聯繫

起來，因為這個名詞是前邊動詞的動作對象，又表示後邊動詞的動作主體。

例如：「借刀殺人」、「引狼入室」、「請君入甕」、「調虎離山」。 

（七）緊縮結構：前後兩部分是可以獨立的謂語或主謂結構，彼此間卻不存

在著並立或連動關係，而是有某種關聯，兩部分的長短大多一致，只是在出

現緊縮和結連標誌「而」的情形下，後一部份往往短於前一部份。例如： 

1.目的性關聯的緊縮：吹毛求疵、守株待兔、竭澤而漁。 

2.轉折性關聯的緊縮：有眼無珠、得魚忘筌、不寒而慄。 

3.因應性關聯的緊縮：投桃報李、聞雞起舞、一蹴而就。 

4.因果性關聯的緊縮：種瓜得瓜、水滴石穿、食言而肥。 

（八）意合結構：意合結構的成語，多是故事或典籍中一個言語片段被壓縮

而成的，因此其不同構成部分之間難以有意義的直接關係和相應的句法關

係，而只能存在強制的、意合性的關聯。例如：「九牛一毛」、「草菅人命」、

「杯水車薪」、「一箭雙鵰」。 

鄭培秀（2005）認為：劉叔新所言的遞系式是指前後兩個動詞依靠相互

間夾著的名詞而聯繫起來，這名詞既是前邊動詞的動作對象，又表示後邊動

詞的動作主體，與兼語結構相同。而連動式結構和兼語結構都是漢語中特殊

的句法結構（劉月華 2003：405）；再來劉叔新所說的緊縮結構，依其表層

結構而言，仍是兩個動詞組的結合，與連動結構相同，因此可歸入連動結構

中；至於意合結構嚴格說來並非句法結構，應可歸入其他句法結構，例如「杯

水車薪」，依其表層句法關係可歸為並列結構。 

張永芳（1999）《語言文字應用》認為漢語四字格按其組成成分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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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關係可以分為以下幾種基本類型：①主謂式；②述賓式③述補式④偏正

式（含定中式和狀中式兩種） ⑤聯合式 ⑥連動式 ⑦兼語式。其中聯合式，

按聯合的模式可分為四個語素聯合和兩部分聯合。後者，按各部分內部兩個

語素之間的組合關係又可分為: 主謂聯合式、述賓聯合式、述補聯合式和偏

正聯合式。 

【表三-2 四字格內部結構統計表】 

 

綜合分析四人的說法，筆者有以下幾點見解： 

1、楊如雪和劉月華的想法較接近，他們在並列（聯合）、偏正、動賓、

補充、主謂五種結構上，想法沒有太大不同，只是楊多了狀心關係。 

2、並列（聯合）和偏正（修飾）結構，三人想法較一致，在名稱上也

無太大出入。 

3、楊如雪說的補充關係和劉月華所說的補充結構相似，前一項是謂語

動詞或形容詞，修飾後面的補語，屬於形容詞謂語和動詞謂語形式。如「明

察秋毫」、「嚴以律己」其中「明」、「嚴」屬形容詞；「算及錙銖」、「繩之以

法」，「算」、「繩」屬動詞。 

4、劉月華的動賓結構和楊如雪的述賓關係相同，類似劉叔新的支配結

構。 

5、劉叔新的陳說結構也類似其它兩人所說的主謂結構，只是劉叔新的

陳說結構認為陳說結構不同於一般主謂結構之處是沒有自身完整的、末後能

結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劉月華 聯合 偏正 補充 動賓 主謂    

楊如雪 並列 修飾 補充 述賓 主謂 狀心   

劉叔新 並列 修飾 補充 支配 陳說 特殊連接 緊縮 意合 

張永芳 聯合 偏正 述補 述賓 主謂 連動 兼語  

本  文 並列 偏正 補充 動賓 主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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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終止的語調，例如：心血來潮、老馬識途、怒髮衝冠，但我認為這是個

人感覺上的問題，因為怒髮衝冠在語氣上完整，有時還被當主語使用。 

6、楊如雪說的狀心關係也可歸類偏正（修飾）結構。 

7、至於緊縮、意合和特殊連接結構，我贊成鄭培秀的看法，實際上只

增加了「連動」式一類，但因連動的原型是並列結構，所以我將其看作並列

結構。 

筆者認為劉叔新考量了語法及語義做結構分類，有時顧此失彼，有時自

相矛盾，反而將分類複雜化，分類項應取其最小值，越精簡越好，所以綜合

以上學者的說法，本文採用成語的結構分為五種類型：並列（聯合）、偏正、

動賓、補充、主謂；其中並列式，按並列的模式可分為四個語素聯合和兩部

分聯合，後一種並列式，按各部分內部兩個語素之間的組合關係又可分為: 

主謂並列式、動賓並列式、補充並列式和偏正並列式；偏正式可分為定中式

和狀動式兩種。做為後續研究的基礎，這本是詞語內部結構的基本類型，多

數學者也以此為成語的內部結構分類，但名稱和分類標準有些不同。名稱方

面首先是以「並列」結構替代「聯合」結構的稱呼，以並列替代聯合結構的

名稱，即是為了突顯此前後兩部分對等的特性。 

雖然眾多學者對四字格的內部結構做了很多研究，但以教學為出發點，

我們把四字格暫當成詞來討論，詞的內部結構不是本文研究重點，只需稍有

概念即可。 

第四節 四字格的句法功能分析 

一、句法概念釐清 

本節將討論四字格的詞類，在教學上我們把四字格暫當成詞來討論，先

討論四字格的句法功能，再依照句法功能回溯歸納出四字格的詞性有哪些？ 

劉月華等人（2003；451-643）提到六種句子成分：主語、謂語、賓語、

補語、定語、狀語。 

（一） 主語和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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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語是敘述、說明和描寫的對象。謂語是對主語部分的敘述、說明和描

寫。經常擔任謂語的詞類為動詞和形容詞。 

例：他們上個星期游泳了。（他們是主語；游泳是謂語） 

例：街上的人真多。（人是主語；多是謂語） 

主語和謂語是句子的兩個主要部份，一般來說，缺一不可，否則在缺乏

一定語言的環境之下，會使人覺得意思不完整、不清楚。謂語部分可以分為

動詞謂語句、形容詞謂語句、主謂謂語句、名詞謂語句。例如： 

動詞擔任謂語的例子： 他走了。 

形容詞擔任謂語的例子： 她很漂亮。 

名詞擔任謂語的例子：今天新年。 

主謂短語擔任謂語的例子：我頭疼。 

（二） 賓語：一般接在動詞謂語後面，表示動作行為所涉及的事物，可使

動詞所表示的動作行為更具體、明確，可以說賓語是動詞的連帶部分。賓語

直接與動詞結合，中間沒有任何虛詞。 

例：我學習中文。 

例：他們挖了許多地洞。 

（三） 補語：位於謂語動詞或形容詞後，對動詞或形容詞補充說明的成分。

雖然位置與賓語相同，但是除數量補語外，一般是非名詞性的。補語按著意

義與結構特點，可以區分為六大類：（1）結果補語（2）趨向補語（3）可能

補語（4）情態補語（5）程度補語（6）數量補語（7）介詞短語補語。（參

見劉月華、潘文娛、故韡，2003；531-626） 

例：他唱得很好。 

例：我唱了三次。 

（四）狀語：在句子層面，狀語是謂語前起修飾作用的成分；在短語層面，

狀語是修飾動詞與形容詞的成分。在漢語中，狀語通常由副詞擔任。 

例：我常常打籃球。 

例：弟弟今天很不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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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語：是一種修飾語。在短語層面上，定語是修飾名詞的修飾語。在

句子層面上，定語是修飾主語或賓語的修飾語。簡單地說，定語就類似形容

詞或形容詞片語。 

例：紅旗在空中飄揚。 

例：這篇文章歌頌了他們在抗日戰爭時期建立的豐功偉蹟。 

上述的六語－主語、謂語、賓語、補語、定語、狀語，是一般句子中常

用的語法功能分類原則，在四字格的語法功能中多數學者也採用此分類法，

例如：本文採用的《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2011）、以主語、謂語、賓語、補語、定語、狀語來做為四字

格在句中的句法功能分類標準。 

二、四字格句法功能多元 

一般詞彙可在句中擔任各種句法角色，也可同時具有多種句法功能，四

字格是否也同樣可充當各種句法角色並同時具有多種句法功能呢？若四字

格功能具有多元性，是否所有功能使用的機會都均等呢？又內部結構相構的

四字格是否具有共同的句法功能呢？本文以《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Liwei Jiao, Cornelius C. Kubler and Weiguo 

Zhang，ROUTLEEDGE，2011 年2月）內500條成語為考察詞項，分析並統

計其句法功能使用情形，說明如下。 

根據兩大語料庫語料分析，《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中，只具有一種語法功能的四字格共 222 個：只可當

主語使用只有 2 個，如「美中不足」；只可當賓語使用有 20 個，如「所作所

為」、「一席之地」；當謂語使用的四字格有 122 個，如「齊心協力」、「想方

設法」；只當定語使用的有 30 個，如「舉足輕重」、「自強不息」；只當狀語

使用的四字格有 42 個，如「情不自禁」、「堅定不移」；只當補語使用的四字

格有 6 個，如「水落石出」、「有聲有色」。上述的四字格不是只有上述的單

一用法，相同的四字格的句法功能具有多元性， 

有兩種語法功能的四字格共 211 個：可當定語、狀語使用的四字格有

11 個，如「循序漸進」、「自然而然」；當謂語、狀語使用的四字格有 47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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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心同德」、「滔滔不絕」；可當謂語、定語使用的有 137 個，如「迫在

眉睫」、「史無前例」；當謂語和補語，如「井井有條」、當狀語和補語，如「念

念不忘」、當定語和補語，如「淋漓盡致」的各有 1 個，當主語和賓語使用

有 4 個，如「大街小巷」、「千家萬戶」；當主語和謂語使用的有 2 個，如「取

而代之」、「難能可貴」；當狀語和賓語使用的有 1 個，如「雨後春筍」；當定

語和賓語使用的有 1 個，如「萬家燈火」；當謂語和賓語使用的有 5 個，如

「力不從心」、「雪中送炭」。 

有三種語法功能的四字格共 61 個：當謂定狀語使用的有 53 個，如「理

所當然」、「一鳴驚人」；當謂定補語使用的有 3 個，如「意味深長」、「一絲

不苟」；當謂狀補語使用的有 2 個，如「氣喘吁吁」、「熱火朝天」；當定狀補

語使用的有 1 個，如「哭笑不得」；當主賓定語使用的有 2 個，如「街頭巷

尾」、「食衣住行」。 

有四種語法功能的四字格共 2 個：當主定狀謂使用的四字格有 1 個，如

「漫山遍野」；當補定狀謂使用的四字格有 1 個如「莫名奇妙」。本書沒有

五種和六種語法功能的四字格。 

本書中所列的條目，有一個四字格「有鑒於此」，屬於插入語，是句中

獨立成份，超越了六語的用法。其中有三個固定短語：「五十步笑百步」、「鷸

蚌相爭，漁翁得利」、「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不是四字格，不在本研究討論

的範圍，所以本文將之剔除，不予討論，所以實際只有 496 個四字格。 

統計的句法功能，整理如下表格所示。 

語法功能 四字格數量 比例％ 當謂語功能數量 

只有一種語法功能  222 44.76％ 123 

主語 2   

賓語 20   

謂語 122   

定語 30   

狀語 42   

補語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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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兩種語法功能   211 42.54％ 192 

定、狀語 11   

謂、狀語 47   

謂、定語 137   

謂、補語 1   

狀、補語 1   

定、補語 1   

主、賓語 4   

主、謂語 2   

狀、賓語 1   

定、賓語 1   

謂、賓語 5   

有三種語法功能  61 12.30％ 58 

謂定狀 53   

謂定補 3   

謂狀補 2   

定狀補 1   

主賓定 2   

有四種語法功能  2 0.4％ 2 

主定狀謂 1   

補定狀謂 1   

  496 100％  

【表三-3 四字格句法功能統計表】 

檢索《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

中四字格在兩大語料庫中的例句，發現這些四字格在句中可當主語、謂語、

賓語、定語、狀語及補語使用，而且有些同時具有兩種以上的句法功能，舉

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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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具有一種句法功能的四字格 

1 當主語 

例：史蹟調查研究等資訊，相當豐富。但美中不足的是，這項資訊目前無法 

美中不足在句中擔任主語。 

2 當謂語 

例：對狂飆的股市和房地產彷彿視而不見。負責編這些指數的主計處三局 

「視而不見」在句中擔任「狂飆的股市和房地產」的謂語。 

3 當賓語 

例：就找個破廟休息。他雖然經歷了千辛萬苦，但是始終不退縮。 

句中「千辛萬苦」是動詞「經歷」的賓語。 

4 當定語 

例：一代的子子孫孫們慢慢地償還罷，以愚公移山的精神來還債，怕甚麼？ 

句中「愚公移山」當定語使用，修飾後面的名詞「精神」。 

5 當狀語 

例：調景嶺裡多數的難民仍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回祖國懷抱，所以當地國旗 

句中「有朝一日」當定語使用，修飾後面的動詞「能重回」。 

6 當補語 

例：將民政廳廳長靳建輝和兩名副廳長及一些處長們的貪污受賄案查了個水

落石出。 

「水落石出」在此當補語使用，補充說明「查」的程度。 

（二）、具有兩種語法功能的四字格 

上述的四字格不是只有上述的單一用法，相同的四字格的句法功能具有

多元性，有些四字格具有兩種語法功能，如「獨一無二」可做定語，也可作

謂語。下列例句取自「中研院語料庫」，其中 1-1 到 1-2 作定語，1-3 到 1-4

作謂語。 

1-1 每個孩子在父母的眼中是獨一無二的寶貝。 

1-2 她的一舉一動，在在揭示了她獨一無二的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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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個人在生活習慣、特質、感受都是獨一無二的。 

1-4 這種「廣告文化」，在世界上可能是獨一無二的。 

例句 1-1 中的「獨一無二」當定語修飾後面名詞「寶貝」；例句 1-2 中

的「獨一無二」也當定語修飾後面名詞「氣質」；例句 1-3 和 1-4 中的「獨

一無二」當謂語使用，主語分別是前面的「一個人在生活習慣、特質、感受」

和「這種廣告文化」。 

（三）、具有三種語法功能的四字格 

有些成語句有三種語法功能，可當謂定狀、謂定補、謂狀補、定狀補和

主賓定語使用，如「實事求是」「理所當然」、「依依不捨」等。 

（1）可當謂定狀語 

1-1 了銷售進行溝通，對營業人員來說是理所當然的工作。除此之外，

如上所述，交易。（當定語） 

1-2 這個方向走。」這是最典型的態度，理所當然地使用開發中國家的

廉價勞工嘛（當狀語） 

1-3 有錢人拿出一部分錢來回饋社會，幫助窮人，這是裡所當然的（當

謂語） 

（2）可當謂定補語 

2-1 她不論做什麼事，都是精益求精，一絲不苟。她認為要幫助人就要

徹底，既然是（當謂語） 

2-2 參觀，一看之下大為嘆服這些老外一絲不苟的研究精神，更懾服於

這些傢俱定靜 （當定語） 

2-3 樣,強調在訓練中對每一個動作都極其認真,執行訓練計畫要嚴格得

一絲不苟，訓練和比賽安排上必須要保持連貫性。（當補語） 

（3）可當謂狀補語 

3-1 球場上,他拖著 100 多公斤的龐大身軀為籃球隊員忙這忙那，累得氣

喘如牛（當補語） 

3-2 山越嶺，20 公里強行軍終於到達終點，這位“洋武官”滿頭大汗，氣



52 
 

喘如牛（當謂語） 

3-3 說罷，一人氣喘如牛地跑了近一公里路，找到班主任教師楊瓊家反

映情況（當狀語） 

（4）可當定狀補語 

4-1 做成了大生意，撣一撣身上的塵土，堂堂正正地走進了一代中國富

豪的行列。何謂（當狀語） 

4-2 很忙？但是看到學生長大了，都成了堂堂正正的好國民，我就很高

興了。（當定語） 

4-3 之舒暢、氣魄之宏大是可想而知的，雖然動機委瑣不那麼光彩不那

麼堂堂正正。（當補語） 

（5）可當主賓定語 

5-1 人口的急劇膨脹，不但增加了衣食住行的巨大壓力，而且增加了社

會就業的巨大壓力（當定語） 

5-2 不要以為古代沒有旅遊業，要不然，蘇州怎麼會以衣食住行玩而名

聞天下（當賓語） 

5-3 在當今美國社會生活中，普通公眾的日常生活，衣食住行幾乎都很

難離開名人了。（當主語） 

（四）具有四種語法功能的四字格 

「漫山遍野」具有主語、謂語、定語及狀語的語法功能，「莫名奇妙」

則具有補語、謂語、定語及狀語的語法功能。 

6-1 虎頭山的石灰石堆積成山，取之不盡；七溝八梁的粘土漫山遍野，

用之不竭（當謂語） 

6-2 春天裡，漫山遍野開著美麗的花兒，小蜜蜂高興的四處（當主語） 

6-3 這裏原來只有漫山遍野的石頭，既沒有名勝古蹟，也沒有什麼特

產。（當定語） 

6-4古竹漫山遍野種滿果樹，既綠了荒山，又有了財源。（當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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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盯著毫無動靜的天幕，心下竟莫名奇妙地焦急起來。（當狀語） 

6-6 結束了這場莫名奇妙的對話，林彪見了羅瑞卿。（當定語） 

6-7 郵差已經睡了一覺，看著這兩人的行動，更加莫名奇妙。（當謂語） 

6-8 隊長和教練被這突如其來的申請搞得莫名奇妙。（當補語） 

例句 6-1「漫山遍野」當謂語，其主語是「七溝八梁的粘土」；例句 6-2

「漫山遍野」是「開著美麗的花兒」的主語；例句 6-3「漫山遍野」當定語，

修飾後邊的「石頭」；例 6-4「漫山遍野」當「種滿」的狀語，修飾「種滿」

果樹的情形。 

例句 6-7「莫名奇妙」當謂語，其主語是「郵差…看著這兩人的行動」；

例句 6-5「莫名奇妙」當狀語，修飾心「焦急」起來的情形；例句 6-6「莫

名奇妙」當定語，修飾後邊的「對話」；例句 6-8「莫名奇妙」在句中是動

詞「搞」的補語。 

筆者在此書中只找到具有四種語法功能的四字格，鄭培秀（2005；130）

找到具有五種語法功能的四字格，如「得心應手」「苦口婆心」「光怪陸離」

「因地制宜」「閉門造車」「戰戰兢兢」等六個四字格具備五種用法，數量

相當少，但具有六種語法功能的四字格，目前尚未發現。 

由上述的結果可知，四字格的句法功能具有多元性，有些四字格只有一

種句法功能，有些則具有多種句法功能。只有一種句法功能的比例最高，佔

了 44.76％，將近一半；具有兩種句法功能的佔了 42.54％，兩者相加就超過

八成，具三種句法功能的大幅降低至 12.30％（詳見表三-4），具四、五種

句法功能的四字格寥寥可數，能兼備六種句法功能的則無，所以四字格的句

法雖然多元，但仍以單雙功能居多。此外，筆者從【表三-4】還發現在 222

個只有一種句法功能的四字格，謂語用法比例最高，有 123 個；在有兩種句

法功能的四字格中，當謂語使用比例也是最高，211 個中就有 192 個；有三

種句法功能的四字格中，當謂語使用的 61 個中就有 58 個；在具有四種句法

功能的四字格中，當謂語使用比例還是最高，2 個都帶有謂語功能，分別是

主定狀謂、補定狀謂的四字格。可見謂語的句法功能，是四字格最常使用的

句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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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六語－主語、謂語、賓語、補語、定語、狀語的句法功能，筆者認

為，四字格還有超越此六語的用法，分述如下： 

1、評論類的用法： 

例：「東施效顰」。（說話者在路上看見某人有著粗壯的蘿蔔腿，卻穿著

迷你裙，就只說了「東施效顰」這四字。） 

這類用法超越六語之外，本身就是一個完整的句子結構，語義意含豐

富，可單獨使用，大多具有典故，此四字格一說出，背後完整的故事意象便

呈現眼前，讓人明白說話者表達的意思。還有如，畫蛇添足、識途老馬、梧

鼠技窮、牝雞司晨等。 

2、插入語的用法： 

例：環境污染日益嚴重。「有鑑於此」，各縣市環保單位加強查緝汙染。 

這類四字格作用與連接詞類似，常帶有徐國慶所提「引證性四字格」

語用功能，加強或補充說明前後文的內容。這類四字格還有如，總而言之、

平心而論等等。 

 

三、四字格的內部結構和句法功能無關聯性 

先前我們討論了四字格的內部結構，找出並列（聯合）、偏正、動賓、

補充、主謂等五種內部結構，並知道四字格的句法功能的多元性，有些具有

兩種以上的句法功能，接下來我們要來分析具有相同句法功能的四字格，其

內部結構是否也相同呢？  

我們利用《 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找出具三種句法功能的四字格，共有謂定狀、謂定補、謂狀補、

定狀補和主賓定語五種情形，我們從具有謂定狀三種句法功能的四字格固定

短語進行分析，選擇這組作分析是因為其數量最多，較具信度。我們觀察53

個具有謂定狀三種句法功能的四字格，再分析其內部結構，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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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4 謂定狀句法功能的四字格其內部結構類型】 

由表格（見表三-5）可知，我們利用《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找出數量最多，較具信度的53個具有謂定狀

三種句法功能的四字格，發現同樣具有謂語、定語、狀語三種句法功能的四

字格，其內部結構有並列、偏正、補充、主謂和動賓五種不同的結構，由此

可知有相同句法功能的四字格固定短語，其內部結構並不相同，四字格的內

部結構和句法功能無關聯性。 

 內部結構 四字格 主語 謂語 賓語 定語 狀語 補語 

1 並列/主謂 

NANA 

天經地義  ˇ  ˇ ˇ  

名正言順  ˇ  ˇ ˇ  

2 並列/定中 

ANAN 

急功近利  ˇ  ˇ ˇ  

痛心疾首  ˇ  ˇ ˇ  

3 並列/狀動 

AVAV 

突飛猛進  ˇ  ˇ ˇ  

高瞻遠矚  ˇ  ˇ ˇ  

4 並列/動賓 

VNVN 

嘔心瀝血  ˇ  ˇ ˇ  

鋪天蓋地  ˇ  ˇ ˇ  

5 偏正/定中 世外桃源  ˇ  ˇ ˇ  

6 偏正/狀動 

AAAV 

絡繹不絕  ˇ  ˇ ˇ  

輕而易舉  ˇ  ˇ ˇ  

7 補充 一鳴驚人  ˇ  ˇ ˇ  

當之無愧  ˇ  ˇ ˇ  

8 主謂 理所當然  ˇ  ˇ ˇ  

生氣勃勃  ˇ  ˇ ˇ  

意氣風發  ˇ  ˇ ˇ  

9 動賓 不動聲色  ˇ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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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字格的功能詞性 

張永芳（1999）：「成語按照入句後充當的句子成分可以分為體詞性成語

和謂詞性成語兩種，謂詞性成語又分動詞性和形容詞性兩類。」由於，我們

在教學上暫時將四字格當做詞來討論，所以我們根據分析《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中四字格在句子裡的句法

功能，透過張永芳的觀點，歸納出四字格的詞性，可分成以下幾類： 

（一）、名詞性的四字格： 

句法功能作主語、賓語或定語，但不能作謂語的四字格，其詞性相當於

名詞，例如： 

a、他雖然經歷了「千辛萬苦」，但是始終不退縮。（當賓語） 

b、使塞外山丘的這片「不毛之地」異彩紛呈，引起了不少中外客人的驚歎。

（當主語） 

c、他是軍人，對軍旅郵品有特殊的親情，還具備了「近水樓臺」的優勢。

（當定語） 

此類四字格還有，言下之意、不毛之地、海市蜃樓、彌天大罪、無稽之

談、門戶之見、一丘之貉、黔驢之技、豐功偉績、嗟來之食等等。 

（二）、動詞性的四字格： 

這種四字格主要用來作謂語、補語，很少作主語、賓語。詞性相當於動

詞，例如： 

a、的兩項民意測驗結果卻說，梅傑聲望「扶搖直上」，而前國防部長黑索汀

的支援者則說（當謂語） 

b、這吻來得莫名其妙，沒有任何先兆，也沒有什麼道理。（當補語） 

此類四字格還有，目空一切、敝帚自珍、危在旦夕、四通八達、實事求

是、引人入勝、追本窮源、深居簡出等等。 

（三）、形容詞性的四字格： 

這種四字格主要用來作謂語或定語，詞性相當於形容詞，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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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但是看到學生長大了，都成了「堂堂正正」的好國民，我就很高興了。（當定

語） 

b、她不論做什麼事，都是精益求精，「一絲不苟」。她認為要幫助人就要徹

底，既然是（當謂語） 

此類四字格還有，和顏悅色、興致勃勃、忠心耿耿、鬼鬼祟祟、老奸巨

滑、朝氣蓬勃等等。這類四字格數量最多。 

（四）、副詞性的四字格： 

這種四字格主要用來作狀語或補語，一般不能作主語、賓語、定語、謂

語，詞性相當於副詞，例如： 

a、總是會在午夜十一、二點的時候，「不約而同」地爬起來找東西吃。這種

詭異的（當狀語） 

b、相反地，我們更加努力，希望「有朝一日」，工研院的專利成績能與美、

日先進（當補語） 

此類四字格還有，一如既往、有聲有色、爭先恐後、自始自終、處心積

慮等等。這類在四字格中數量最少。 

雖然四字格內部結構與其句法功能沒有對應關係，不過四字格內部結構

的核心成分可決定其為動詞性、名詞性、形容詞性或副詞性詞語，進而影響

所展現的句法功能，也就是說若四字格核心成分為動詞性，則其作為謂語使

用的比例會較高，若四字格核心成分為名詞性，那其做為賓語及主語使用的

機會較高，若四字格由形容詞性或副詞性詞語所組成，則用作修飾語，如定

語或狀語，及補語的機會較高。我們觀察形容詞性或副詞性四字格作的定

語、狀語及補語功能使用比例確實高於名詞性和動詞性的四字格，形容詞性

或副詞性四字格作賓語和主語使用率較其他四字格低，可知四字格內部成分

的形容詞性質與其句法功能有某程度的相關性。若在句中語法功能是作主

語、賓語（包括介詞的賓語），多以名詞為核心成分，因主語、賓語具有較

強名詞性。如「肺腑之言」「烏合之眾」「掌上明珠」「前車之鑑」等，在

句中語法功能多是作主語、賓語。由上可知，四字格內部成分的名詞性或動

詞性會影響四字格的句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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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小結 

由呂叔湘、邵敬敏的解釋，我們得知「四字格」是由四個音節組合而成

的固定結構。現代漢語中廣義的「四字格」，也叫四字結構，是一個較寬泛

的概念，包括：四字格成語和所有臨時組合而具有類似四字成語修辭功能的

四字短語（又稱類固定短語）。本文所言「四字格」是指由四個字組成，結

構穩定且意義完整的四字格成語和四字格類固定短語。「四字格」雖然是短

語的形式，但在句子中等同一個詞的功能，所以在教學上，我們將「四字格」

看作是「詞」來教學。 

四字格成語和四字格類固定短語的差別，有兩方面：一在於成語的發展

過程，絕大多數是有典故的，經千錘百鍊而流傳下來；二是成語有其完整而

特定的涵意，可表達豐富的意義內涵，具有引申的比喻義，非單純字面上的

意思。這兩點可說是「成語」的重要特色，也可說是四字格成語和四字格詞

組的區別。類固定短語是仿成語形式構成的短語，所以四字格比例也非常

高，是處於固定短語與自由短語之間的語言單位，形式結構不如成語穩固，

語義也較粗淺，但形式相較於自由短語卻是相對穩定。四字格類固定短語分

為有框四字格類固定短語和無框四字格類固定短語，所謂有框就如潘先軍

（2009）所講：「有些類固定短語的總體結構形式框架是固定的，由兩部分

組成:不變部分(定項)+ 可變部分(變項)。」所以我們將此類四字格稱為「有

框四字格」，其中又分為數詞形式和非數詞形式的有框四字格。 

四字格是詞和詞依照一定的結構組合，即依其內部結構各組成成分的詞

性、組合方式及其所形成的語法關係來分類，其結構關係有極大的穩定性，

是現代漢語詞彙基本的組合方式。各家學者對成語結構有不同的分類方式，

本文採楊如雪（2010）、劉叔新（1995）及張永芳（1999）三家學者的分類，

分析其優劣異同，最後將成語的內部結構採用劉月華最基本的五種類型：並

列（聯合）結構、偏正結構、動賓（述賓）結構、補充（述補）結構、主謂

結構，作為研究的依據。四字格的內部結構，可分成：並列、主謂、偏正、

動賓、動補五種不同的組合關係，這五種內部結構之中以主謂結構的四字格

最多，符合漢語以主謂句為主的句構形式。 

關於四字格的句法功能，有人將四字格的詞性分成名詞性、形容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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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性；張永芳則分體詞性和謂詞性，兩人只是名稱有差異，體詞性四字格

其實等同名詞性四字格，謂詞性其實包含形容詞性和動詞性四字格，因為兩

類四字格在句中常具有謂語的功能，但大多數的學者都將四字格的句法功能

分成主語、謂語、賓語、補語、定語、狀語六種功能；本文採用六語的分法

－主語、謂語、賓語、補語、定語、狀語為討論範圍。 

筆者檢索《 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近 500 條四字格擁有的句法功能數（詳見表 3-2），發現約有 44.76

％四字格只有一種句法功能，為數最多，再來是具有兩種句法功能的四字

格，佔 42.54％，可見四字格八成以上只具有一或兩種句法功能，同時具備

多種句法功能的四字格很少，例如同時具備四種本書只有兩個，佔 0.4％，

具有五種、六種句法功能的四字格，筆者在本書則沒有發現。 

雖然四字格可在句中扮演不同的角色，部分四字格也可能同時擁有多種

句法功能，但在多種句法功能中，會有某個句法功能使用率偏高，為其強勢

性用法。筆者分析並統計《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中的四字格功能，發現四字格以謂語、定語和狀語為

其最常具備也是最常使用的功能，四字格最常當謂語使用，可知四字格多數

是用作描述、說明事件的狀態或限制、修飾事物的性質，而較少主語和補語

的用法，這與四字格語用功能研究互相呼應－四字格多為「描述性」的語用

功能，也就是說四字格具很強的謂語和修飾語性質。 

不過四字格的內部結構和其句法功能仍無絕對的對應關係，內部結構相

同的四字格其句法功能不相同，如【表三-5】中53個具有謂定狀三種句法功

能的四字格，筆者發現其中的內部結構有並列、偏正、補充、主謂和動賓五

種結構，所以四字格的內部結構和其句法功能無關聯性。 

最後研究四字格內部的組成成分與句法功能的關係，發現四字格內部組

成的成分會影響其句法功能，四字格中有謂詞性成分會表現出較強的謂語性

功能，如「深居簡出」的「居」、「出」都是謂詞，「深居簡出」在句中多

當謂語使用；名詞性成分則表現出較明顯的賓語和主語功能，如「言下之意」

常當主語的使用；修飾性成分會表現出定語和狀語功能，如「忠心耿耿」在

句中常當定語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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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四字格之教學分析以中級學生為例 

由於四字格多元的句法功能和語義上的特殊性，若學習者對目的語的認

識不足，就容易導致四字格的偏誤大量出現。本章我們將針對四字格的教學

資源，和學生使用四字格時出現的偏誤進行歸納，理解偏誤原因，有助於學

習者改善錯誤的語言認知。 

第一節 四字格教材分析 

一、三大華語教材中的四字格 

本文以「四字格」為研究重點，考慮華語教學的實用性，試著從現今三

大華語教材中的四字格，分析在教學現場，「四字格」的教學情形？ 

 考慮多數教材於中級程度才加入四字格的教學，筆者選擇台灣「新版

實用視聽華語」、大陸「新實用漢語課本」、美國「中文聽說讀寫」的中級的

華語教材為分析對象。筆者檢索三種教材裡面的詞彙，有哪些類型的四字

格？判斷這些四字格是成語，還是四字格類固定短語，或只是一般四個字的

語詞，接著統計出哪種數量最多，即表示最實用，據此判斷何種四字格類型

對學生最有幫助。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共五冊，由台灣師範大學編輯，在台灣很多華語

中心都採用這套教科書。第一、二冊無四字格，只有可口可樂、百貨公司、

公共汽車等四個字的一般語詞，從第三冊才開始有四字格出現。 

《新實用漢語課本》共六冊，由劉珣主編，是北京語言大學對外漢語教

學的教科書。第一冊無四字格，從第二冊才開始有四字格，第四、五冊數量

最多。 

《中文聽說讀寫》分兩級共四冊，分別為level 1－part1&part2和leve2－
part1&part2，由姚道中主編，是美國高中或大學運用最普遍的教科書。第一

級只有一個四字格，第二級開始大量出現四字格。 

三本教材分冊列舉如下：本表收錄的四字格。（表中各冊的四字格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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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拼音排序。） 

教材 收錄的四字格 數量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第三冊 

笨手笨腳（8）、大開眼界（14）、手忙腳亂（8） 共 3 個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第四冊 

萬事如意（13）、大驚小怪（12）、亂七八糟（13）、
自由自在（4）、動手動腳（14） 

共 5 個 
 

新實用漢語課本 
第三冊 

敲鑼打鼓（30）、入鄉隨俗（27）、嫦娥奔月（28） 共 3 個 
 

新實用漢語課本 
第四冊 

萬事如意（42）、重男輕女（48）、諱疾忌醫（49）、
積穀防饑（49）、寧靜致遠（37） 

共 5 個 
 

新實用漢語課本 
第五冊 

不動聲色（60）、東奔西走（58）、奮不顧身（59）、
各種各樣（54）、禍不單行（58）、琳琅滿目（54）、
千方百計（53）、千鈞一髮（59）、山南海北（54）、
捨己救人（55）、無可奈何（54）、五顏六色（54）、
賢妻良母（57）、謝天謝地（52）、應有盡有（54）、
鬼迷心竅（57）、依依不捨（55）、四世同堂（58） 

共 18 個 
 

中文聽說讀寫 
第一級 

一路順風（23）【level 1－part2】 共 1 個 

中文聽說讀寫 
第二級（level2） 
 

別具風格（11）、不堪設想（20）、不以為然（17）、
成千上萬（13、大可不必（19）、各種各樣（12）、
黑白分明（19）、戀戀不捨（11）、亂七八糟（8）、
名勝古蹟（11）、貧富不均（18）、任人宰割（18）、
日益加劇（20）、望女成鳳（17）、望子成龍（17）、
無論如何（17）、舞刀弄槍（18）、物美價廉（4）、
人老珠黃（22）、人山人海（12）、一本正經（1）、
用心良苦（12）、憂國憂民（12）、與日俱增（20）、
原來如此（20）、爭先恐後（12）、指腹為婚（15）、
重男輕女（15）、自食其果（19）、自相矛盾（8）、
尊師重道（17） 

共 31 個 
 

 ※（）中的數字表四字格所屬課別。 共 66 個 

 

【表四－1 三大教材中級階段收錄的四字格統計表】 

 

由台灣的「新版實用視聽華語」、大陸的「新實用漢語課本」、美國的「中

文聽說讀寫」三本教材中，筆者統計出這三本教材中級階段共收錄四字格共

66 個（見表三－2），但扣掉四個重複的四字格：萬事如意、各種各樣、亂七

八糟、重男輕女，剩下 62 個。其中四字格的種類如下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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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字格成語，有亂七八糟、千鈞一髮、指腹為婚、自相矛盾，共 4

個。 

（二）類固定短語，則有笨手笨腳等 58 個，其中有框四字格有大驚小怪、

東奔西走、千方百計、成千上萬、人山人海，共 20 個；其餘 38 個為無框四

字格。 

由上表中的統計可知，華語教材中的無框四字格數量最多，其次是有框

四字格，四字格成語數量最少。雖然四字格成語在華語教材中不是那麼普

遍，但成語保留了漢語語言的精隨，由成語中可學習到中華文化，理解中國

人的思考模式，這是華語學習者與中國人溝通的機制；並可由成語中古漢語

成份的學習，做為理解文言文的基石，所以四字格成語還是有其教學價值。

綜合以上的整理，筆者基於教學價值的角度，把範圍定在四字格成語和四個

字的類固定短語兩類，因為這兩種類型在生活中數量多、實用性高，具有教

學價值，且它們具有類似屬性，雖是短語，在教學上可視為一個詞的功能，

而且類固定短語可做為進入「四字格成語」教學的入門。 

二、三大華語教材四字格的教學方式 

三大教材中教學內容雖有四字格，但他們是如何教授四字格，我們將就

此三大教材中中級程度的課本、教學指引和作業本一一來考察。 

（一）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到四冊只出現八個四字格（如表四－1）。《新

版實用視聽華語》課本中的生詞表用注音符號（MPS）與漢語拼音標出四字

格的讀法和英文詞義翻譯，沒像其它生詞般加註詞性（V、N、Adv 等），但

在四字格前面標註 IE（Idiomatic Expressions），只有一個例句說明。教師教

學指引並無對四字格做任何相關說明，但在指引最後的附註，對 IE 解釋為

慣用語，在特定情況使用，大部分做為問候、道賀、客氣話用，也包含成語

和俗語。可單獨使用，也可放在句中。作業本中缺乏四字格相關的練習。例

如第三冊第 13 課《你也打工嗎》的「笨手笨腳」、「手忙腳亂」第 14 課《放

假到哪裡去》的「大開眼界」只在課文中出現，生詞稍做介紹，在指引和作

業本四字格無相關的說明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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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實用漢語課本 

《新實用漢語課本》課本中除了第四冊第 49 課有一篇「諱疾忌醫」的

故事說明，但並沒有在故事之後適時地指出「諱疾忌醫」的引申義，也沒有

參考的例句，有點可惜。例如第五冊第 54 課中有三個四字格「應有盡有」、

「各種各樣」和「五顏六色」，書中在生詞表中只列示四字格的漢語拼音和

英文詞義翻譯，但卻缺少像其它一般生詞加註詞性（V、N、Adv 等）。「應

有盡有」，只有漢語拼音和英文詞義解釋 have everything that one expects to 

find；「五顏六色」也只有漢語拼音和英文詞義 of all colors；colorful，除「各

種各樣」額外有詞語例解，造句說明用法，其它兩個則沒再多作解釋。 

《新實用漢語課本》的教學指引手冊對課本中的四字格也沒多著墨，例

如第 42 課的「萬事如意」、第 48 課的「重男輕女」、第 49 課的「積穀防饑」

都沒在教學指引中做四字格教學方法引導，但在指引中每課都有與課題相關

的文化知識補充，例如第 48 課《我是獨生子女》補充中國的人口和計劃生

育的知識，第 49 課的《頭痛醫腳》則補充中醫的理論，可讓教師對學生做

文化知識的補充教學。《新實用漢語課本》作業本中對四字格也缺乏相關例

題練習。  

（三）中文聽說讀寫 

《中文聽說讀寫》共兩級四冊，第一級中只出現兩個四字格，第二級才

開始大量出現四字格，《中文聽說讀寫》課本，在生詞表（生詞有繁簡兩種

寫法）中，只標示四字格的漢語拼音和英文詞義翻譯，也不加註詞性（V、

N、Adv等），例如第十七課《教育》，課本中的四字格有「不以為然」、「望

女成鳳」、「望子成龍」、「無論如何」和「尊師重道」，但在只出現「不以為

然」的語法解釋。 

《中文聽說讀寫》作業本，第十七課《教育》課本中沒有提到「畫蛇添

足」這四字格，在學生作業本後卻有「畫蛇添足」故事的閱讀測驗。筆者發

現《中文聽說讀寫》在每課學生作業本都會出現一些和中國文化相關的介

紹，如春聯、月餅等，而最多的是四字格典故的介紹，這立意是好的，這是

編者也認同四字格的重要性，將四字格以文化融入教學的方式介紹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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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觀察，三大華語教材《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新實用漢語課

本》、《中文聽說讀寫》都是在中級程度的課程才加入四字格教學（見表四

－1），這原因可能是因為初級學生漢字、詞彙的基礎薄弱，連處理一般語詞

都有困難，所以不適合做四字格的教學，以免本末倒置。初級程度的學生應

把學習重點放在漢字、語音和詞彙的累積到達一定的水準，具有基本的語法

概念，才適合學習四字格。至於漢字和詞彙的初級標準可參考台灣國家華語

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簡稱華測會）或大陸《漢語水準詞匯與漢字等級大綱》

的分級標準，兩單位對漢字和詞彙都有分級標準可供參考。 

三大華語教材，課本中只列示四字格的漢語拼音和英文詞義翻譯，缺少

像其它一般生詞加註詞性，教材中課本、教學指引和作業本並無太多相關語

義、語法說明和作業練習，所以不知在教學現場，教師是如何教授這些四字

格，可能這就須依照教師個人的喜好，若教師認為四字格重要，就額外補充

教學；若教師個人認為四字格不重要，就帶學生唸過漢拼及語義，便不再多

做說明。 

可見三大華語教材，對四字格的教學態度為把四字格當作一般詞彙來

教，但卻缺乏語法說明和句型練習。若有講解也只是選擇性的教授四字格，

全冊只挑一、兩個說明，不是將每課每個四字格做窮盡式講解，絕大多數四

字格只稍微帶過。筆者猜想編者可能想以非刻意、潛移默化的方式教授四字

格，但這樣的態度容易導致教師和學生忽視四字格。 

三大華語教材對四字格的處理方式雖然給教師很大的彈性空間，但對四

字格的教學卻起不了正面的作用，唯有教材重視四字格的教學，才能引起教

師和學生的動機和興趣，去正視四字格的優點和重要性。 

第二節 四字格的教學內容 

從三大華語教材中，我們得知四字格教學多開始於中級程度的華語學習

者，那麼他們應該學習哪些四字格呢？基於鄧守信（2009）指出：「教材選

擇應具科學性。」所以我們根據四字格的使用頻率及四字格的表義性，選擇

四字格教學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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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針對四字格初學者，即漢語中級程度學生應該學習多少個四字格？

三大教材中《中文聽說讀寫》中級階段出現了 32 個四字格，表示中級程度

學生有能力達到此一水準；《新實用漢語課本》也有 26 個四字格，兩書平均

值接近 30 個，所以，筆者認為中級程度學生最少應該學習三十個四字格。 

這三十個四字格的內容應該是哪些呢？我們都知道要選擇使用頻率高

的四字格，即高頻四字格，較具教學價值。但如何選出這三十個高頻的四字

格？筆者根據鄭培秀從《中文書面語頻率詞典》5運用《平衡語料庫》，所

篩選出200個高頻四字格為基礎（見附錄一）。筆者從這200個高頻四字格中，

運用《北大漢語語料庫CCL》，再篩選出30個最高頻的四字格（如表四－2），

並加上這30個高頻四字格的句法功能，作為中級程度學生四字格的教學內

容。 

中級程度學生高頻四字格表： 

順

序 

四字格 CCL 總筆

數 

（2012） 

謂語 定語 狀語 補語 主語 賓語 

1 不可思議 2109 ˇ ˇ     

2 小心翼翼 1740 ˇ  ˇ    

3 情不自禁 1362   ˇ    

4 得天獨厚 1224  ˇ     

5 不約而同 1184   ˇ    

6 微不足道 1144 ˇ ˇ     

7 絡繹不絕 1078 ˇ ˇ ˇ    

8 日新月異 1042 ˇ ˇ     

9 後顧之憂 974      ˇ 

10 獨一無二 953 ˇ ˇ     

11 輕而易舉 944 ˇ ˇ ˇ    

                                                 
5 《中文書面語頻率詞典》是中文詞知識庫小組於1994 年所出版，由九百多萬個中文詞中，統計

出最常用的四萬二千六百個詞的詞類與詞頻。其語料的來源和數量為：中國時報80 年7 月、8 月，

81 年6 月的新聞共10,641,814 個字；聯合報79 年新聞1,776,601個字；自由時報79年10-12 月及

80年1-2 月，共8,270,651個字；天下雜誌79 年三篇文章9,050 個字。以上共計二千零九萬八千一

百一十六個字，由詞庫小組所設計的斷詞程式共斷出九百五十萬零四百四十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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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理直氣壯 896  ˇ     

13 無動於衷 890 ˇ      

14 刮目相看 884 ˇ      

15 層出不窮 862 ˇ ˇ     

16 五花八門 852 ˇ ˇ     

17 迫不及待 848   ˇ    

18 琳琅滿目 825 ˇ ˇ     

19 刻不容緩 820 ˇ ˇ     

20 不言而喻 814 ˇ ˇ     

21 勢在必行 782 ˇ      

22 栩栩如生 772 ˇ ˇ ˇ    

23 如願以償 742 ˇ  ˇ    

24 有聲有色 730    ˇ   

25 挺身而出 729 ˇ      

26 恍然大悟 728   ˇ    

27 義不容辭 728 ˇ ˇ     

28 循序漸進 718  ˇ ˇ    

29 方興未艾 715 ˇ ˇ     

30 束手無策 699 ˇ      
 

【表四－2 三十個高頻四字格句法功能列表 】 
 

四字格的表義性，在第三章我們從研究結果得知，有框四字格和無框四

字格的表義性都比四字格成語透明，而有框四字格又比無框四字格好學。所

以，教學順序為：有框四字格－無框四字格－四字格成語。筆者將這 30 個

高頻四字格分為此三大類，列示如下： 

1、有框四字格：獨一無二、五花八門、後顧之憂、不約而同、不言而喻、

層出不窮、義不容辭、有聲有色、情不自禁、微不足道、

迫不及待、刻不容緩、挺身而出，共13個。 

2、無框四字格：不可思議、小心翼翼、得天獨厚、輕而易舉、無動於衷、

日新月異、理直氣壯、如願以償、循序漸進、勢在必行、

刮目相看、琳琅滿目、恍然大悟，共1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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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四字格成語：絡繹不絕、栩栩如生、方興未艾、束手無策，共4個。 

由上可知，在高頻四字格中，無框四字格和有框四字格數量一樣多，不

同於三大教材中，無框四字格數量高出有框四字格很多，可推測：越高頻的

四字格，有框四字格和無框四字格的數量會越來越接近。無框四字格和四字

格成語的區分，在於語義和典故。有無典故，筆者根據教育部《成語典》網

路版所提供的典故來判斷。以上是筆者針對中級程度學生四字格的教學內容

所做的整理，建議教學順序為先教類固定短語，再教四字格成語。而類固定

短語成語建議先教有框四字格，再教無框四字格。 

筆者認為：類固定短語在中高級階段的詞彙教學中具有重要意義。因為

中高級階段，學生已經掌握了一般基本詞彙和漢語的語法規則，正是處於要

急速擴大詞彙量以提高漢語整體交際能力階段，規律性很強的類固定短語可

以做到以簡馭繁，使學生迅速增加「大於詞單位」的詞彙量，對於詞彙掌握

能發揮事半功倍的功效。為什麼要先教有框四字格，再教無框四字格？筆者

認為從學習規律看，學生掌握了類固定短語的格式知識就可以進行大量的類

推，便於學習者迅速大量地擴大詞彙，同時在格式運用中體會到句法結構規

律，這適合成人學習漢語特點。有框四字格和無框四字格，同屬類固定短語，

其結構和語義的性質相同，其結構穩定，意義簡單易懂，對學生而言，有框

四字格和無框四字格的學習難度相當。但有框四字格有完整的框架模式，可

根據其框架延伸學習的寬度。如「不A不B」形式，可將「不上不下、不好

不壞、不中不西、不明不白」等同框的短語一併舉例，讓學生知其所然，容

易累積大量的詞彙。只要教師能將類固定短語教學處理好，對學習者的漢語

詞彙學習、擴大詞彙量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從教學效果看，類固定短語不光是在詞彙層面，而且在句法上都可以為

學習者熟練掌握漢語發揮積極作用；從語言運用看，四字格的類固定短語和

成語相仿，顯得莊重、正式，具有書面語特點，學習者在閱讀時，遇到不太

明白的內容，容易根據格式意義推測意思，在運用類固定短語交際時，也能

得體地進行表達。總之，類固定短語的格式化特點便於成人學習者減輕機械

記憶負擔、掌握漢語辭彙，而類固定短語也是成語學習的入門，所以，先學

習類固定短語，再學成語，可達到循序漸進、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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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四字格的教學建議 

漢語四字格教學的問題，在於缺乏有效的四字格教學方法。學習四字

格，不能用傳統「詞本位」的教學法，因為讓學生瞭解四字格的意思不難，

難的是學生了解後不知如何在寫作或說話中正確地使用四字格，導致學習者

對四字格望而卻步。在華語教學現場確實如此，蔡智敏（2001）：「學生就算

學了一段時間的中文四字格成語，但還是不能適時的使用。或者在使用時又

會造成整句語法上的偏誤。」因此，教師要瞭解學生習得的難點，改進教學

方法，才能讓學生學好漢語四字格。 

第一節 四字格的教學策略 

我們根據三大華語教材四字格的教學分析和研究文獻中四字格偏誤情

形歸納，筆者認為漢語四字格教學，應掌握以下幾項大原則： 

1、教學對象 

應從中級程度的學生開始教授四字格，因為初級程度的學生漢字、詞彙

的基礎薄弱，連處理一般語詞都有困難，不適合做四字格的教學。 

2、教學順序 

我們都知道應掌握，高頻四字格到低頻四字格的教學順序。筆者建議每

個詞頻階層，可再細分有框四字格、無框四字格和四字格成語三類，應先教

有框四字格，接著是無框四字格，最後教四字格成語。 

3、教學方式 

放棄「詞本位」教學的模式。學生應具備四字格整體的概念，先從典故

或短文中的情境進入四字格，教師適時地講解語義，提供不同型態的例句，

引導學生找出四字格的句法功能，歸納出可用的句型，配合多元練習，考核

產出。 

除了以上的大原則外，筆者根據第四章的分析結果，提出四字格在形式、

語義、語法、語義和文化差異五大方面，較具體的教學建議，以提升教學效

果。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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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字格形式方面的教學建議 

四字格形式偏誤的情形有多字、少字、易序、錯字和生造等幾種狀況。

這幾種偏誤情形產生原因，是因為學生沒有建立四字格是一固定短語的觀

念，固定短語其結構穩固，不能隨意添刪或改換其中成分；造成此類形式偏

誤還可能是因為學生運用四字格時對四字格不熟悉，或注意力不專注，才導

致這幾種偏誤情形產生。所以教師在四字格教學之初，需將「四字格」的定

義告訴學生：四字格是一種形式穩固的短語，一般不能隨便改換組合的字。

例如：「接二連三」不能說成「街三連四」。教學時，應加強讀寫練習，可請

學生念十遍或寫十遍，加深他們的印象。 

筆者認為學習和掌握四字格的形音，讀寫，可減少四字格形式上的錯

誤，所以在教學時要提醒學生，每個四字格在讀音和字型該注意的地方，分

為形、音兩部分，舉例如下： 

（一）易讀錯的字： 

1.生僻字：吹毛求「疵」（ci）、高屋建「鴒」（ling2）。 

2.多音字：挑撥離「間」（jian4）、「強」（qiang3）詞奪理 。 

3.古讀音：閉門造「車」（ju1）、朋「比」（bi4）為奸。 

（二）易寫錯的字： 

1.字形相近：「病入膏肓」的「肓」容易錯寫成「盲」；「分秒必爭」 的「秒」

容易錯寫成「妙」。 

2.同音誤代：「走投無路」的「投」容易錯寫成「頭」；「按部就班」 的「部」

容易錯成「步」。 

（三）漢語拼音寫法 

呂叔湘(1963；16)：「2+ 2 的四音節是現代漢語裏的一種重要的節奏傾

向。」根據鄭培秀（2005）分析《成語典》1337 條四字格的詞組結構得知，

四字格的詞組結構多為前二後二的形式，如「過河拆橋」，恰分為前半「過

河」與後半「拆橋」兩部分，此類的四字格約占總數的九成，由是知四字格

的詞組結構多是前二後二的形式。故我們在教學時，四字格的漢語拼音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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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前二後二」的形式，例如：「過河拆穚」的拼音方式為「guò hé － cāI 

qiáo 」。 

在教學中，教師要幫助學生辨別四字格的正確形式，把四字格中容易混

淆的形近或音同的字拿出來比較，讓學生對所學四字格的形式產生完整形

象，烙印在腦海裡，避免學生發生四字格形式上的使用偏誤。 

二、四字格語義方面的教學建議 

黃伯榮與廖序東（2002；334）認為「教師把詞語解釋得精確而簡明，

既可以幫助學生深刻地理解內容，又可以有效地提高學生的閱讀和寫作能

力。」 

由於四字格的字面意義和實際意義不一定是相等的，兩者間隱藏著引申

義、形容義或比喻義的關係，這語義的的解讀，還牽涉民族思維的方式，因

為這樣複雜的關係，使得學生在學習中，難以準確掌握四字格的語義。由第

三章中我們可知四字格的種類，可分四字格成語、有框四字格和無框四字格

三類，四字格成語具有深層語義，學生難以馬上了解其義，有框四字格和無

框四字格則從字面上便可推敲其義，所以學生較容易掌握。 

筆者建議四字格語義的教學順序，應先教有框四字格，教學時先幫學生

把結構相近歸納出一同學習，有助於減少語義理解時其它變因的干擾。有框

四字格不僅有個現成架構，通常是第一和第三個字固定，更替第二、四字的

架構數量最多，如「A 天 B 地」、「有 A 無 B」、「無 A 不 B」、「不 A 不 B」、

「沒 A 沒 B」、「可 A 可 B」框等；而且語義就是四字格的字面義，在形式

上較固定，語義又淺顯，整體來說較有規律可尋。先學有框四字格對四字格

的初學者來說，有較大的成就動因，因為有框四字格相對於四字格成語，簡

單易學，學生就像在學一般語詞一樣，只要理解語義、掌握詞性，理解此四

字格使用的限制，就可造句。 

再來學習無框四字格，無框四字格的語義也是字面義，學生也比較容易

理解，只是形式上缺乏規律的樣貌，學生會把無框四字格和一般四字語詞混

淆。最後，再教四字格成語，因為四字格成語語義具深層性，須瞭解此四字

格成語背後相關的典故，才能正確掌握，這便須依靠老師講故事的功力，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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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文化教學，讓學生放棄舊有的理解（母語干擾），還須提供大量的例子，

讓學生產生共鳴。 

在學生對四字格意義有了初步的認識後，還需針對四字格中關鍵字或特

別用法進行講解，以加深學生對四字格意義的理解。分述如下： 

1、現代漢語中有些詞素，不能獨立成詞，它們在四字格中所表示的意義也

不常用，對這樣的詞素，重在意義的講解，教師應明確告訴學生它們的意義，

或要求學生去查字典，以排除理解上的障礙。例如：「面面相覷」的「覷」、

「正襟危坐」的「危」等。 

2、教師在教學中要講清楚四字格意義，並說明表達句意完整性的搭配現制，

幫助學生準確地運用四字格。比如「一瀉千里」形容江河奔流而下，也用來

比喻文筆或者曲調氣勢奔放。而「一落千丈」則用來形容聲譽、心情和地位

等急劇下降。 

此外，有些四字格獨具褒義或貶義的用法，學生雖然理解四字格的語義

但若不了解此現象，容易產生使用偏誤，產生反效果。例如：「罄竹難書」

只用於貶義，要特別告訴學生。所以筆者主張介紹四字格語義時，若遇這類

特殊的四字格，應加強此四字格用在褒義或貶義的說明，以免學生造出「貽

笑大方」的句子。至於四字格「近義和反義」的學習，視學生學習狀況來教，

若學生已能充分掌握使用所學的四字格 ，可以額外補充近義和反義的四字

格，讓學生觸類旁通，可加深所學的四字格的印象；但若學生以學不好所教

的四字格，筆者認為應避免同時在課堂中呈現，最好分次教授以利學習者學

習。 

三、四字格語法方面的教學建議 

語法偏誤是所有偏誤類型中，令教學者最頭痛的問題，因為不僅語法偏

誤類型眾多複雜，且在教學界尚未提出有系統的四字格語法教學法。筆者認

為四字格語法教學，並不是讓學生知道了四字格所具有的語法性質，然後按

照其歸屬造句就沒有問題了，因為四字格的使用還不能完全和詞的使用等同

起來，還牽涉到四字格的語義和結構，由於四字格的語義、結構和法功能之

間存在著複雜的連帶關係，因此，我們還應該進一步加強這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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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字格中古漢語成分的教學 

學習者在理解帶有古漢語成分這樣的四字格之前，還需要掌握四字格結

構中的古漢語部分，因此教師在教授四字格時，應及時把握住四字格中的古

漢語成分，適度對其進行講解，以此幫助學生盡快理解四字格，減輕學生的

負擔，此外，進行古漢語語法的教學，還可促進學生對「文言文」課程的入

門學習，但要注意教學順序，應由簡單到複雜，循序漸進。 

例如：現代漢語的語序，大部分是「主語＋述語＋賓語」的語序關係。

但在古漢語裡，並非完全遵守這樣的規律，常會產生語序變化的情況，就是

俗稱的「倒裝」。例如「時不我與」、「蕭規曹隨」、「童叟無欺」等按照現代

漢語的語序，「主語＋述語＋賓語」的語序關係，應是「我不與時」；「蕭規

曹隨」應是「曹隨蕭規」；「童叟無欺」應是「無欺童叟」，此外還有「詞性

轉化」、「被動語態」等古漢語用法，這些雖已是中國人習慣的語言檢索模式，

但若在教學上沒向漢語學習者交代清楚，便會產生大量偏誤。 

（二）四字格句法功能的教學 

張永芳（1999）《外國留學生使用漢語成語的偏誤分析》認為學生使用

四字格發生語法錯誤，有下列幾點原因： 

(1) 學生把四字格當作一般詞語使用，帶了不該帶的賓語，以及動態助詞等。 

(2) 學生把不屬於四字格的規則類推，從而出現了隨意用結構助詞等錯誤。 

(3) 四字格結構複雜，使用起來麻煩，學雖對四字格感興趣，但不明白使用

規則，只抱著試一試的態度用，這也是出錯的一個原因。 

(4) 學生顧此失彼，把句子中其他語法規則丟了。 

由張永芳的分析可知句法功能的偏誤情況最複雜，所以教學時，教師要

提醒學生容易疏忽的地方，歸納重點，於教學時反覆闡述，直至學生牢記為

止。舉例如下： 

1、針對六語偏誤的教學建議 

教師除了解釋四字格的語義，還需教材中加註四字格所有可能的句法功

能，並引用足量、多元的例句讓學生融會貫通，引導學生整理出可用的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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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業本中也應加強四字格相關練習。以「一成不變」為例，句法功能教學

步驟如下： 

（1）加註四字格所有可能的句法功能。 

「一成不變」可當謂語、定語、狀語使用。 

（2）引用足量、多元（多元指有一些特殊用法或描述對象）的例句。 

當謂語： 

a、做生意不能一成不變，要時時創新。 

b、任何制度都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的」句型搭配） 

當定語： 

a、天底下沒有一成不變的事物。（「沒有…的」句型搭配） 

b、每天過著一成不變的日子，真無聊。 

當狀語： 

a、牛肉麵雖到了臺灣，但也不能一成不變地謹守川味的紅燒系統。 

b、臺灣經驗不可以一成不變地移植至其他國家應用。 

（3）整理出常用的句式。 

A 句式：一成不變＋的＋N（人、事、物） 

B 句式：Topic＋不能（不可以）＋一成不變 

C 句式：Topic＋不是（沒有）＋一成不變＋的 

透過每個四字格句法功能的標識，多元例句的演示，教師整理或引導

整理出常用的句式，並透過作業練習來加深印象。 

2、說明體詞性、謂詞性四字格使用的特性 

四字格在句中可以分為體詞性四字格和謂詞性四字格兩種，一般來說，

體詞性四字格在句中多做主語、賓語，有時也作定語；謂詞性四字格在句中

多作謂語、狀語、補語和定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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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學中，因為體詞性四字格與謂詞性四字格的界限與語法功能都很清

楚，而且體詞性四字格容易辨認，所以教師只需給學生講清楚什麼樣的是體

詞性四字格即可，至於哪些是謂詞性四字格？可讓學生用刪去法來確定，若

不是體詞性四字格，就是謂詞性四字格。在此基礎上，教師再對具體四字格

的語法功能作適當說明。例如： 

（1）、「手舞足蹈」是謂詞性四字格，只能作補語；「先見之明」體詞性四字

格，只能作動詞－有或沒有的賓語。 

（2）、大多數謂詞性四字格都不受程度副詞－很、非常的修飾。 

例* 我覺得很自慚形穢。（應該改成：我覺得自慚形穢。） 

（3）、動詞性四字格作謂語時，除大聲疾呼、念念不忘等少數幾個四字格可

以帶賓語外，絕大多數動詞性四字格一般都不帶賓語（尤其是那些本身組成

成分中含有賓語的四字格），如果語義上有需要，則用「對、把」等句式，

將賓語提前。 

例句：＊首先要力求提高糧食的產量，因為我認為凡是有人性的人都不能袖

手旁觀挨餓的人。（應該改成：…不能對挨餓的人袖手旁觀。） 

3、講解四字格與助詞的組合關係 

(1)四字格作定語、狀語、補語時與中心語之間需要一個結構助詞－的、地、

得。四字格作定語時應加「的」；作狀語時，應加「地」；作補語時，應加「得」。

例如： 

a、他這不上不下的成績，難以進入好學校。 

b、那件消息使她高興地眉開眼笑。 

c、他拖著 100 多公斤的龐大身軀跑馬拉松，累得氣喘如牛。 

(2)動態助詞「著」、「了」的使用限制 

「著」表示動作正在進行，四字格多是一種評論，一般不含這種動態變化，

不應用動態助詞「著」。 

例如：＊對這個意見, 他興致勃勃著說話。（應該改成：…興致勃勃地說話） 

「了」表示動作完成或改變。劉月華（2003）：「了1表示動作、變化已經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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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2表示變化或出現新的情況。」 

例如：＊我們第一次見面，我就對他一見鍾情了。 

「一見鍾情」也是評價性的四字格，它不表示變化，所以句子中不應該用動

態助詞「了」。 

（3）、程度副詞的使用限制 

大多數四字格作謂語時，都可以受程度副詞的修飾。但是，某一些四字

格在意義上雖然和形容詞接近，卻不能受到程度副詞的修飾。 

例如：*他是個新手，對自己的責任劃分很恰如其分。（此句不必加程度副詞

「很」。） 

以上都是學生在句法上容易出現的錯誤，我們在教學中有必要對這些具

規律性的語法特點加以歸納說明，教授給學生，減少此類偏誤發生。 

四、四字格語用方面的教學建議 

學生學習是為了在生活中能夠運用。要準確、恰當的使用四字格，除了

深刻理解四字格的語義、掌握四字格的語法功能之外，還必須注意四字格的

語用條件，和一般詞彙一樣，四字格也有適用場合和適用對象的限制，四字

格也往往有褒貶不同的感情色彩，如果不理解四字格的褒貶色彩，就會影響

溝通，甚至有反效果。例如﹕ 

1＊他做了很多壞事，在這裏赫赫有名。 

2＊這本書是他十幾年處心積慮寫成的。 

例句中「赫赫有名」形容聲名非常顯赫，是個褒義詞，不能用來形容壞

人。「處心積慮」是千方百計地盤算，是貶義詞。還有許多四字格的意義相

同或者相近，但修飾不同的東西，不能互相替代。所以，要提醒學生四字格

有特定的使用場合和對象，如果使用時不注意這些細微的差別，就容易弄巧

成拙，鬧出笑話。 

教學時還需要注意四字格搭配的語境問題。在學習過程中，學生由於不

熟悉四字格使用的語境而導致搭配錯誤，學生造句時，有時雖然符合漢語語

法要求，但不符合漢語的表達習慣。因此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講清語境對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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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格使用的限制，結合實例幫助學生歸納四字格的適用語境。例如﹕ 

1＊下課鈴響了，同學們前仆後繼地走出教室。 

2＊同學們都在聊天，她一個人若無其事地學習。 

 「前仆後繼」意思是前面的倒下了，後面的緊跟上去，形容英勇奮鬥

不怕犧牲，指軍人為正義的事業奮勇前進，不適合用在學生走出教室這樣的

語境。「若無其事」表示像沒有那回事一樣，形容遇事沉著鎮定或者不把事

情放在心上，用在周圍不安靜但仍繼續學習的語境中是不對的。 

教學過程中重視四字格語用意義和重視四字格語義及語法功用一樣重

要，注意分析其用法和上下文的關系、感情色彩和使用場合限制等，久而久

之，學生就會養成習慣注意到四字格的語用意義，並根據上下文語境來正確

使用四字格了。 

五、四字格文化差異的教學建議 

魯健驥（1987）《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詞語偏誤分析》由於「語言同社會

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語言擔負著社會文化的運載和傳播的重任。」 

學習者學習第二語言，該語言和的母語存在著文化差異的問題。文化差

異因素是每位研究者都會提到的問題，筆者認為學生缺乏目的語相關的文化

背景，是四字格偏誤產生的原因之ㄧ，尤其是四字格本身蘊涵著大量的文化

訊息，因此四字格教學常常與文化教學不可分割。忽視四字格的文化教學層

面，勢必會導致學習者不能全面的掌握四字格背後的文化含義，使用的時候

就容易產生偏誤。 

文化差異原因主要來自四字格的歷時演化出多層次的意涵，帶有濃厚的

民族思維，針對漢語四字格在文化上的獨特之處，我們應該針對學習者，運

用對比的方法，進行漢外文化語義異同的比較，讓學生心中知其差異所在，

促使他們發揮母語文化正遷移的作用，避免負遷移，降低漢語四字格習得的

偏誤。 

以漢語和英語例，雖然兩民族間的文化背景不同，但是人類的思維模式

和生活方式基本上無大差異，因而兩種語言中還是存在著構詞手法及意義相

似的詞語。如：「 bum one boat」(破釜沉舟)、「 add fuel to the 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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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上加油)等。這種類型的四字格能夠促進學生漢語四字格的學習，因此教

師應善於觀察，整理出其它語言和漢語間的異同，引導學生發揮母語的正遷

移作用。另一方面，漢英語言在文化色彩方面存在著許多差異，如果不瞭解

這些不同，就會引起誤解。如「望子成龍」若不對學生解釋「龍」在中國的

崇高地位，一些歐美學生，便會用西方傳統中惡龍、噴火龍的觀念來理解「望

子成龍」的意義，產生偏誤的用法。 

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漢語教研室（2005；247）認為「用成語要了解它

的含義，注意它的感情色彩，否則會用錯。」 

這裡所謂的感情色彩就是指文化思維的差異。筆者認為語言教學不僅是

語言文字本身的教學，必然涉及語言所包含的社會文化內容。因此，進行四

字格教學時，教師不應忘記對文化知識的輸入，因為瞭解中國悠久的文化歷

史知識對四字格的理解是相輔相成的，所以應該在四字格的課程中，加入相

關的社會文化介紹的課程，並說明四字格中某些具文化色彩的詞彙，如

「龍」、「鳳」、「陰」、「陽」等，使學習者不致因自己的背景經驗，誤

判某些四字格的交際功能，導致偏誤產生。 

總而言之，四字格教學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分布於各階段的辭彙教

學中。除了教師的講解以外，增加四字格的練習機會，也是學生能準確、恰

當地掌握並使用四字格的重要關鍵。因此，教師不僅要講清楚四字格的語

義、句法功能和使用語境，還要多給學生練習的機會，並及時把練習的結果

回饋給學生，分析與講解病句，讓學生明瞭錯在哪裡、該如何改正，避免偏

誤再次發生。 

第二節 四字格教學範例 

 

 

 

 

獨一無二  dú yī －wú è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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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文 

 

你真是太棒了！你如此獨一無二，  

世界上沒有一個和你一模一樣的小孩。 

幾百萬年來，沒有出過一個和你一模一樣的孩子， 

看看你的身體，真是一個奇蹟，你的腳、手臂、可愛的手指頭。 

你將來會是莎士比亞、米開朗基羅、貝多芬。 

你的潛力無窮，你真是太棒了。你是一個如此獨一無二的存在。（摘自網路） 

語義（多用於褒義） 

沒有一樣的，無人可比的。多用來形容人或事、物。 

例句 

例 1、我們如何利用每個人獨一無二的知識與訓練，來貢獻社會？ 

例 2、一個人在生活習慣、特質、感受都是獨一無二的。 

例 3、每個網路與每部電腦都應有一獨一無二的地址，做為管理及辨識之用。     

例 4、他逐漸從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表現獨一無二的個性特質。 

例 5、她的一舉一動，在在揭示了她獨一無二的氣質。  

例 6、以色列就是因為情勢特殊而保有一份獨一無二的風情。 

例 7、台灣最引人的景點、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特色，就是媽祖信仰的人

文旅遊了 。 

 
句法功能（可帶領學生瀏覽語料庫中「獨一無二」的例句，找出句法功能） 
具有謂語、定語的句法功能。 

句式〈可請學生分組競賽，討論出來〉‧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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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是＋獨一無二＋的＋N（當定語） 

2、Topic 是＋獨一無二＋的。（當謂語） 

3、Topic 獨一無二＋的＋N（當定語） 

形式結構說明 

「獨一無二」屬於並列結構動補式（結構稍微解釋即可）。 

「獨」是一個的意思。與「單」近義。 

練習（可當作業） 

1、請用「獨」、「無」造詞。 

2、寫出兩個和數字有關的四字格？ 

3、文化理解閱讀測驗。（選一篇介紹台灣獨一無二特色的小吃文化，如臭豆腐。） 

 

 

 

 

 

 

 

 

 

 

回答問題： 

1、文章中提到大腸蚵仔麵線的什麼，是獨一無二的？ 

2、說說你最喜愛的台灣小吃？ 

早過了吃飯時間，進門的顧客卻沒停過，每個人大口、大口吃的滿

足，特別點就是裡面的大腸，老闆娘拿出其中一個用力剝開，一邊是大

腸、一邊是魚漿，讓顧客一入口就能體驗兩種口感，只是魚漿大腸的製

作過程非常麻煩，但過程再麻煩，五十年來，老闆娘堅持手工製作，因

為傳統大腸魚漿的特殊口感，搭配上久煮不爛的紅麵線，可是很多人朝

思暮想的好味道。 

說到大腸蚵仔麵線，很多人心目中可能有自己第一名的店家，但藏

身在萬華巷弄內的這間50年老店，除了有名人寫進書中加持之外，最重

要的是麵線內的配料很不一樣，清洗過後的大腸被魚漿包裹在裡面，一

送進嘴巴中，先品嘗魚漿軟嫩的鮮甜味，接著就是大腸的Q彈嚼勁，口

味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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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四字格」，言簡義賅，音韻和諧，保留古漢語元素，語義背後更蘊藏

豐富的故事，帶有濃厚的文化背景，是漢語語言極緻的表現。講話時用四字

格，可取代長篇大論，不僅節省溝通的時間，有時還能強化表達的意圖。本

文希望透過四字格的教學研究，使學習者在言談間正確使用四字格，達到良

好的人際溝通。 

由呂叔湘、邵敬敏的解釋，我們得知「四字格」是由四個音節組合而成

的固定結構。現代漢語中廣義的「四字格」，也叫四字結構，是一個較寬泛

的概念，包括：四字格成語和具有類似四字格成語修辭功能的四字短語（又

稱類固定短語）。四字格成語是由四個字組成的固定短語，具有結構成分的

穩固性及古漢語語言特徵，在語義方面具有語義的融合性及表義的雙層性等

特點，在語用上則多為描述性的語用功能。「四字格成語」和「四字格類固

定短語」從結構上來看，兩者同樣是四個字、形式穩固的短語，若要分辨兩

者之間的不同，只能從成語的語義和來源著手，具有深層語義且有典故出處

的才可判斷為「四字格成語」，否則為「四字格類固定短語」。 

所以本文所指的「四字格」包括「四字格成語」、「有框四字格」和「無

框四字格」三類。有框四字格類固定短語又分成數詞形式和非數詞形式 

四字格的內部結構，可分成：並列、主謂、偏正、動賓、動補五種不同

的組合關係，這五種內部結構之中以主謂結構的成語最多，符合漢語以主謂

句為主的句構形式。 

四字格的句法功能，四字格雖為短語形式，但在教學上相當於一個詞。

四字格如同一般詞彙可擔任句中的各種角色，如主語、謂語、賓語、定語、

狀語、補語等，可是實際上多數四字格只具有一至二種用法，與一般詞彙同

時具有多種的句法功能不同，具有多種句法功能的四字格較少，也就是說四

字格的句法功能相較於一般詞彙是受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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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分析並統計《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中的四字格功能，發現四字格以謂語、定語和狀語為其最常具

備也是最常使用的功能，四字格最常當謂語使用，可知四字格多數是用作描

述、說明事件的狀態或限制、修飾事物的性質，而較少主語和補語的用法，

這與四字格語用功能研究互相呼應，也就是說四字格具很強的謂語和修飾語

性質。 

最後研究四字格內部結構與句法功能的關係，發現四字格內部組成的成

分會影響其句法功能，謂詞性成分會表現出較強的謂語性功能，名詞性成分

則表現出較明顯的賓語和主語功能，修飾性成分會表現出定語和狀語功能，

不過四字格的內部結構和其句法功能仍無絕對的對應關係，內部結構相同的

四字格其句法功能不相同。 

筆者統計三大華語教材《新版實用視聽華語》、《新實用漢語課本》、《中

文聽說讀寫》中的四字格，以無框四字格數量最多，其次是有框四字格，四

字格成語的數量最少。四字格成語在教材中雖然不是那麼普遍，但透過成語

可學習到中華文化，理解中國人的思考模式，這是華語學習者與中國人溝通

的機制，所以四字格成語還是有其教學價值。分析三大華語教材的教學，都

是在中級程度的課程才加入四字格教學（見表四－1），而三大華語教材，對

四字格教學方式多採只列示四字格的漢語拼音和英文詞義翻譯，不加註詞性

或句法功能的方式，教材中課本、教學指引和作業本並無太多相關語義、語

法說明和作業練習。 

在教學策略建議上，除掌握幾個大方向外。還要在五大方面，提出教學

方法： 

一、形式方面：教學時，應加強讀寫練習，可請學生念十遍或寫十遍；提醒

學生，四字格特殊讀音和字形。 

二、語義方面：需針對四字格中關鍵字或特別用法進行講解，以加深學生對

四字格意義的理解。 

三、語法方面：教材中應加註四字格的句法功能，並引用多元的例句讓學生

融會貫通，引導學生整理出可用的句式，在作業本中也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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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四字格相關練習。 

四、語用方面：須注意四字格適用場合和適用對象的限制，和褒貶不同的感

情色彩。 

五、文化差異方面：進行四字格教學時，教師不應忘記對文化知識的輸入，

因為瞭解中國悠久的文化歷史知識對四字格的理解是相輔

相成的。 

第二節 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一、成語的界定有待定論 

「四字格」雖然是眾多成語的形式，但卻還是有另外的聲音，認為成語

不一定是四個字，然而不能否定的是，四字格的確是成語中數量最多的主要

形式，也最符合一般人對成語的感受。 

成語語義認定標準不一，有人採寬鬆認定，有人則堅持成語有「表意的

雙層性」且帶「典故」，究竟什麼樣的意義才叫雙層義，這樣的說法太抽象，

研究中有時頗費斟酌，難有定則。成語一定有典故嗎？有些成語的典源、出

處，眾說紛云，無一定的根據，現實中常出現不同的成語典有不同的出處。

因此，在成語的劃界上，關於字數、語義和來源追溯，還存有相當多的空間，

可留待以後學者繼續考察研究。 

二、加強四字格的語用研究 

1、四字格為一雅言，除了具有描述性的語用功能外，另一方面，常具

有隱含義，代表其表達方式較間接。通常話語愈間接，說話人就愈有禮貌，

而不夠禮貌或過分禮貌都會使話語顯得不得體，甚或會產生另一種會話隱含

有關四字格語用特徵的研究，少之又少，這也是值得深入討論的議題。 

2、四字格都是出現在特定的語境中，長期下來四字格和語境之間會形

成一種的連結，也就是四字格的意義和特定的語境之間，會建立起微妙的聯

繫，讓語境影響人們的理解表現，人們理解四字格的過程，實際上是透過多

方訊息的統整，才獲得四字格的意義。因此，將來的研究方向可朝「語境對

人們四字格理解表現的影響」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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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出系統性的語法教學 

李燕凌指出：「很多成語的個性很強，受到限制較多，僅把其功能與一

般謂詞簡單等同，不利於留學生對成語的掌握。」雖然學者認為四字格運用

在句子中，實際上等於一個詞，但由於四字格的複雜性，四字格和詞的用法

還有一段距離，並無法百分百套用，這也是教師在教學上亟欲解決的問題，

華語教學界必須整理出一套系統方法，來補足這缺憾－四字格和詞的距離，

讓學生能迅速正確使用四字格。 

很多研究者指出學生使用四字格作謂語產生的偏誤，對四字格的研究和

教學都具有一定的啟示。雖說四字格在句子中的作用與詞相當，可以充當各

種成分，但其自身的特殊性又使它在具體使用時具有諸多限制，今後的研究

和教學，不僅要重視四字格的意義和結構，也應對四字格功能，特別是偏誤

發生率較高、偏誤類型也較為複雜的作謂語四字格使用的情況作更加深入的

統計和分析，尋找四字格使用的特性和規律，預防留學生偏誤的發生。 

四字格還有一些與法上使用的限制，這正是學生使用四字格時容易出錯

的地方，所以我們也可針對學生容易出錯的地方研究，加強提醒。例如： 

1、四字格作定語、狀語和補語時, 四字格與中心語之間一般要用結構助詞

－的、地、得。四字格在使用時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限制，什麼樣的成語可以

帶賓語，什麼樣的成語可以受程度副詞修飾，可以受什麼程度副詞修飾， 這

些問題都有待於深入研究。 

2、四字格可不可以加動態助詞，什麼樣的四字格可以加，什麼樣的四字格

不可以加，加與不加在表義上有什麼不同，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3、筆者認為四字格可看作不可拆開、分割的固定短語，或稱短語詞，用法

如同詞一般。四字格在某一方面來看，其恰和「離合詞」相反，因為離合詞

屬於詞，但卻可以拆開使用；四字格屬於短語，卻不可拆開使用，這也給我

們一個想像空間，可以討論「四字格」和「離合詞」為什麼會有如此不群的

情形產生？ 

四、完整四字格詞典的編撰 

有鑒於坊間缺乏全面且有效的四字格工具書，教材中沒有說明四字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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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特徵和語法性質，缺乏多元的應用練習，容易造成學生對四字格理解的

以偏概全。一部專門供華語學習者使用的「英漢四字格」詞典，內容需要囊

括：準確地解釋四字格的意義，精密地翻譯；根據四字格的語法功能，多元

地舉例、示範不同句法用法。現有絕大部分詞典，多數只解釋語義和提供例

句，很少能夠詳細地說明四字格一般充當的句法成分，以及充當這個成分時

應受哪些條件的限制。這使得對漢語四字格一無所知的學生很難著手理解並

運用四字格，一旦運用就很可能造成偏誤，從而使得學生對於四字格敬而遠

之或又愛又恨。 

拿本文採用的《500 common Chinese idioms : an annotated frequency 

dictionary》一書來說，其實已編排得稍具雛形。書中選出 500 條漢語常用

四字格（其中三條非四字格），先對個別詞素解釋，再對四字格的整體義做

解釋，每條四字格附有近義和反義四字格，讓讀者觸類旁通，全面掌握四字

格的整體義，在書籍最後還列出 21 種有框四字格的常見結構，全面且其中

50 條帶有典故的成語，每個典故都有英文的詳細解釋，用法都有例句和英

文翻譯。雖然近乎完美，但筆者認為近 500 條漢語常用四字格，相較於四字

格的總量，數量還是太少，我們可以努力編一巨擘，《英漢四字格大詞典》

窮盡所有四字格，但須依生活中出現的頻率排序，分高頻、中頻、低頻三類

標準，滿足不同程度的學習者，以實用性為出發點，加強句法功能和例句的

演繹，讓讀者透過此書能自學就會使用四字格，為此仍有大量的工作期待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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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引自鄭培秀（2005） 國中階段兩百個高頻成語 

一帆風順 五花八門 池魚之殃 後顧之憂 異口同聲 煥然一新 

一波三折 公諸於世 耳目一新 恍然大悟 眼花撩亂 節外生枝 

一哄而散 天經地義 耳熟能詳 指日可待 脫胎換骨 義不容辭 

一廂情願 天壤之別 自求多福 津津樂道 莫衷一是 雷厲風行 

一視同仁 引人矚目 別出心裁 相提並論 責無旁貸 歎為觀止 

一意孤行 方興未艾 別開生面 穿針引線 閉門造車 寥寥無幾 

一落千丈 日新月異 岌岌可危 背道而馳 魚目混珠 屢見不鮮 

一臂之力 水泄不通 我行我素 苦口婆心 勞師動眾 漏網之魚 

一蹶不振 水落石出 扶搖直上 迫不及待 啼笑皆非 滿目瘡痍 

一觸即發 水漲船高 改弦易轍 迫在眉睫 循序漸進 蒸蒸日上 

人心惶惶 世外桃源 束手就擒 面目全非 揚長而去 裹足不前 

入不敷出 乏人問津 束手無策 風吹草動 朝令夕改 輕而易舉 

三緘其口 乏善可陳 每下愈況 風聲鶴唳 焦頭爛額 輕重緩急 

亡羊補牢 付之一炬 良莠不齊 食髓知味 無可厚非 遙遙無期 

大刀闊斧 出爾反爾 見仁見智 害群之馬 無住不利 劍拔弩張 

大失所望 可乘之機 車水馬龍 徒勞無功 無所適從 層出不窮 

大同小異 另起爐灶 防患未然 根深蒂固 無疾而終 摩拳擦掌 

大相徑庭 左右為難 事半功倍 栩栩如生 無動於衷 撲朔迷離 

大張旗鼓 打草驚蛇 事倍功半 紙上談兵 琳琅滿目 樂此不疲 

大異其趣 本末倒置 來勢洶洶 耿耿於懷 痛心疾首 緣木求魚 

寸步難行 未雨綢繆 來龍去脈 胼手胝足 絞盡腦汁 銷聲匿跡 

小心翼翼 正本清源 兩敗俱傷 起死回生 絡繹不絕 鋌而走險 

不了了之 目不暇給 刻不容緩 軒然大波 虛驚一場 戰戰兢兢 

不二法門 立竿見影 刮目相看 逃之夭夭 蛛絲馬跡 曇花一現 

不可思議 任勞任怨 呼之欲出 問心無愧 集思廣益 機不可失 

不甘示弱 再接再厲 奄奄一息 得天獨厚 順理成章 不亦樂乎 

如火如荼 招兵買馬 從長計議 勢在必行 不約而同 如出一轍 

欣欣向榮 捲土重來 勢均力敵 不脛而走 如法炮製 迎刃而解 

接二連三 微不足道 不勝枚舉 如願以償 雨後春筍 推波助瀾 

微乎其微 不絕於耳 有目共睹 信誓旦旦 推陳出新    不謀而合 

有恃無恐 前車之鑒 斬釘截鐵    不遺餘力 有機可乘  南轅北轍 

淋漓盡致    不翼而飛 有聲有色 哄堂大笑 深思熟慮    予取予求 

死灰復燃 後來居上 理直氣壯    現身說法 意猶未盡 略勝一籌 

獨一無二    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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