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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離合詞離析動因

研究 

 

中文摘要 

 

現代漢語離合詞研究近十幾年來的結果，因其特殊的語言特性，從命

名開始，乃至界定的方式，以多重分裂的樣態呈現其紛雜的面貌。「離合

詞」這種能「離」又能「合」的特殊的詞，漢語語言學家前後分別給予十

數種的命名，對其語法屬性分四種不同的觀點: (1)詞、(2)短語、(3)合

則詞，離則短語、(4)中間游移狀態。也因觀點的不同，產生不同的界定

標準。本論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界定離合詞為詞，且其為至少包含一

個黏著詞素的合成動詞。 

試從離合詞產生的語言背景，窺其形成的脈絡，並探討離析動因。離

合詞首度出現於宋代，因漢語長期複音化的語言發展，雖然產生語義弱化

且不自由的詞素，但仍保有其原有詞義並體現的是一完整單一的動詞。且

因其語義結構與插入成分與整體的修飾關係，藉由「詞彙重新解釋」

(Lexical Re-interpretation)的機制，在句法層次上產生離析。以類推

作用(analogy)，將離析用法由最開始的動名合成詞擴展至其他組合的合

成詞，形成現代漢語離合詞多樣化的現象。 

 

關鍵字： 離合詞、離合詞的形成、離析動因、詞彙重新解釋、類推作用  

  



 

 iii 

A Study on Separable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Abstract 

 

Keywords： Separable words、Development、Emergence、LRI、Analogy 

Separable word is a unique word i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which can 

either be separated or combined.  It has been extensively studied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due to its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Thus different names and 

distinctive principles have been made thereof. 

Separable words can be defined as (1) words, (2) phrases, (3) words and 

phrases or as (4) the mid-state on the continuum of words and phrases.  With 

different definitions and distinctive principles, hundreds to thousands 

seperable words have been categorized.  Based on previous studies, this 

thesis adopts the view that separable words are either verbs or complex words 

which are composed of a bound morpheme at least.  

This study starts from explaining the development of separable wor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eparation.  First of all, separable words are figured out first 

in Song Dynasty.  The bond morphemes of separable words result from the 

bisyllablization and semantics redu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Secondly, the 

separable words can be separated through the lexical re-interpretation 

mechanism.  The insertion of inserted elements which modify verbal 

elements of separable words is the cause of separation.  Besides, the 

formation types of separable words are increasing due to analogical use.  

Finally, this study proposes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the teaching materials and 

methods based on the achievements of prede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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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離合詞」(separable word)是現代漢語一種能離又能合的詞。合的

時候，如同一般的詞；離的時候，又像是詞組。如: 

[1].你昨天睡了幾個鐘頭的覺?            (新視聽華語第一冊 第十一課) 

[2].昨天他是幾點鐘睡覺的?              (新視聽華語第一冊 第十一課) 

然而其屬性為詞，且為動名組合的合成詞，卻與其不規則的離合變化

造成教學與學習的難點之一。 

在教學過程與日常生活中，常常可見以下的病句: 

[3].*我昨天睡覺了五個小時。                                  (學生病句) 

[4].*我要見面她。                                            (學生病句) 

[5].*我大吃了他一驚。                            （林秋芳、王楚蓁，2007） 

[6].*我從來沒游泳過。                                        (學生病句) 

[7].*考試完，我們一起去動物園。                               (學生病句) 

 

從上述所列病句，可以看出學習者對於離合詞「離」的用法無法正確

掌握，或是直接對其採取規避的方式與之對應，可能的原因是學習者的母

語中並無離合詞現象而所產生的負遷移（negative transfer）。離合詞離

析形式在現代漢語中出現的頻率極高，且離合詞多是與日常生活有關的詞

彙，但在詞典、教材與教學裡，對於離合詞的認識還不夠完整與深確，自

然而然離合詞對外教學部分產生嚴重闕漏。 

在漢語學界對離合詞的本體研究，也出現極大的差異。從命名、界定

方式以及圈定離合詞的內容，在在都顯示了語言學家對離合詞的認識與了

解亦且不夠全面。教材的編纂依賴語言現象的研究，教學與學習則是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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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的專業知識與教材的輔助。建構起一連串對離合詞的正知正見，才是

離合詞教學以及對外華語教學整體面向釜底抽薪之法。 

本論文期待從離合詞的名稱、界定、語法屬性以及離析動因進行回顧，

分析離合詞界定成果的差異，並從差異之處尋跡進行離合詞的本體探討，

並循著離合詞形成的歷史軌跡，了解離合詞離析形式的生成與動因，將之

應用於對外漢語離合詞教學，改善現今漢語離合詞離析形式教材編寫與教

學上的不足與缺乏。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 

 

本論文首先於第二章對離合詞的研究成果進行探討，離合詞命名、語

法屬性、界定方式、內容與分類類型的差異處將之呈現，並且歸納整理了

諸多學者對於離合詞離析動因的觀點，以求在他們研究的基礎上，對離合

詞有一粗略認識。 

第三章對離合詞的研究現況進行介紹，首先介紹離合詞的多種研究面

向，並以林秋芳與王海峰兩位學者依其秉持的界定原則而圈定出的離合詞

內容做一比較，並依循兩者差異之處進入探討關於離合詞的界定範圍與原

則，從詞素與詞、合成詞與複合詞，以及離合詞與詞組的界線，一層層的

探討，最後界定離合詞的界線、語法屬性、組成結構及其離析形式。 

第四章則從漢語語言發展史為基，以雙音詞與合成詞形成歷史為幕，

揭開從宋朝為始至今，現代離合詞離析形式精彩的演出。並深入探討離合

詞離析動因，揭露離析形式與其基式的語義結構有關，再以功能性原則闡

述之。展示現代漢語離合詞離析形式的離析機制，是以詞彙重新解釋

(Lexical Re-interpretation)在句法上對離合詞的作用，而擴大離合詞

的發展則是類推作用。 

第五章藉由以上對於現代漢語離合詞探討結果為基礎，檢視台灣現有

且最被廣為使用之教材-《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008)，針對離合詞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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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與其離析形式的教學安排，而提出現代漢語離合詞的教材編寫以及教學

建議。 

第六章結論部分，介紹本論文研究結論，並檢討本論文的研究限制以

及後續研究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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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離合詞」是詞還是短語
1
?在 1940 年，陳望道最早於所發表的《語

文運動的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提出這樣的疑問。後由林漢達(1953)在《動

詞的連寫問題》探討動賓結構的分離性，是近代離合詞相關研究之濫觴。

離合詞的相關研究從 40 年代至今，具有深入且多樣化的探討，但卻也呈

現紛雜的研究成果。本章內容包含第一節離合詞在命名、語法屬性認定、

界定範圍與分類的爭論，以及第二節呈現離合詞在離析動因的歷來研究成

果。 

 

第一節 離合詞的爭論 

離合詞是漢語特殊的語言現象，普遍且大量的出現在語言使用中。然

其特殊的語言地位，引發語言學者對此進行諸多研究。早在屬詞還是詞組

開始、離合詞的命名開始就產生了歧見，甚至於離合詞的數量、界定標準

與範圍至今仍未有一致性的看法。本節就離合詞研究的爭議，在命名、語

法屬性、界定與分類上，做一呈現與歸納。 

 

一、離合詞的命名及語法屬性的認知差異 

 

(一) 命名的分歧 

一種語言現象的定名，與其語法屬性是緊密相連的，呈現的是語言學

家對此語言現象整體的思維。由陸志韋在 1957 年提出的現代漢語「離合

詞」之名(1957:92)，乃是其後眾多語言學者對此一特殊的語言現象所之

採用。然而，這些學者雖然共同使用了「離合詞」一名，對其語法屬性卻

仍有不同的見解，產生了紛雜的搭配組合。而且，除「離合詞」一詞之外，

尚有其他學者因對此特殊的語言現象有其不同的看法，並不認同「離合詞」

                                                 

1
 本論文中，短語、片語、詞組指稱語法屬性不同於「詞」之同一語言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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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詞，而提出其他近二十種不同的命名。 

從漢語拼音化運動，關於「離合詞」的相關研究逐漸被發表。始從

1953 年林漢達提出「結合動詞」，依照時代流變接續的「可分離詞」(呂

叔湘，1955; 彭楚南，1954)、「破裂詞」(王松茂，1956)、「離合詞」(陸

志韋，1957)、「離合動詞」(張壽康，1957)、「詞化片語(詞組)」(洪篤仁，

1957)、「假 V-O 複合詞」(趙元任，1968/1979)、「組合詞」(王用源，2004; 

洪心衡，1980)、「臨近詞的特殊短語」(史有為，1981)、「短語詞/類似短

語的詞」(范曉，1981)、「短語動詞」(張理明，1982)、「動賓複合詞」(Li、

Thompson，1983)、「粘連短語」(史有為，1983)、「最小述賓結構」(柯彼

得，1990)、「離析性詞」(陳光磊，1994)、「凝合動詞」(柯彼得，1999)、

「短語詞」(呂文華，1999; 李明，2000)、「離合字組」(黃曉琴，2003)、

「離合雙字組」(周上之，2006)、「緊詞組」(黎良軍，2007)。 

「離合詞」一詞，沈懷興(2002)、黃曉琴(2003)與王用源(2004)卻主

張反對採用。沈懷興認為「離合詞」這個術語不符合歷時的語言變化事實，

也不符語言學的理論，應該取消這個用語。黃曉琴亦主張以「離合字組」

的術語代替「離合詞」的術語。王用源建議更換「離合詞」的用語，改為

「組合詞」。 

朴庸鎮(1999)雖然也表示:「以構詞的原理來看，『離合詞』這術語是

不妥當的。」但他依舊採用「離合詞」一詞，他所秉持的理由為:「離合

詞」一詞為大眾所熟悉，且可清楚地理解離合詞在漢語詞法層次之基式的

完整性，亦可了解在句法中離析的特殊性。 

「離合詞」的命名雖然受到一些學者的不同意見，但仍是多數學者認

同且採用的，是最能體現如此特殊語法性質者。 

 

(二) 語法屬性認定的差異 

由前述命名的分歧可看出眾學者分別以「詞」、「短語」、「片語」、「特

殊短語」、「字組」…等為「離合詞」進行命名，對「離合詞」並不共指同

一「語法屬性」。綜觀對現代漢語離合詞的語法屬性認定差異，可大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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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四種觀點，有些學者認為「離合詞」是詞，有的學者認為是短語，有的

學者持著「合則詞，離則短語」的看法，更甚至於有些學者認為這種呈現

可離可合的語言現象是在詞與詞組之間游移的狀態。 

 

1.離合詞是「詞」 

林漢達(1953)認為，即使有些詞兒可以被拆開而插入別的詞，但如果

拆開後在意義上仍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它們還是屬於詞，而不是屬於短語

或句子，這類的詞如:「打仗」、「種地」。 

趙淑華、張寶林(1996)明確提出「離合詞是詞
1
，不是短語，但它又

可以擴展，不同於一般的詞，而是一種比較特殊的詞。」 

易荷梅(2007)主張離合詞在構詞層次上是一個由動詞性詞素2與名詞

性詞素組成的動名-合成詞3。 

趙歡(2009)雖然對離合詞描述其為處於詞與短語之間的一種中間狀

態，但最終以離合詞意義整體性、詞內包含黏著形式等結構與意義層面來

看，還是認定離合詞是詞，而不是短語。「它的擴展只不過是語素與語素

之間的擴展，是詞的內部的一種特殊的句法現象。」 

其他如劉澤先(1953)、胡附、文煉(1954)、彭楚南(1954)、洪篤仁

(1957)、趙元任(1968/1979)、范曉(1981，1996:213)、李清華(1983)、

Li & Thompson(1983)、趙金銘(1984)、張靜(1987)、郭銳(1996)、柯彼

得(1999)、李明(2000)、齊滬揚(2000)、華玉山(2005)、林秋芳(2007)、

王海峰(2008)、丁燁(2009)、周衛華&胡家全(2010)、林才均(2011)等學

者，亦是主張離合詞的語法屬性分類是屬「詞」，而非短語的論點。主要

                                                 

1
 趙等同篇提出含有粘著語素的動名組合不可能是短語，而只能是詞。 

2
 本文中「詞素」與「語素」乃指英語中 morpheme，是語言中最小有意義的成分，是詞的建構成

份。漢語界各學者因使用立場見解不同，而分別使用兩者，實共指 morpheme 之意。 

3 「合成詞」乃是稱「至少包含一個粘著詞素的詞」。根據鄧守信 2003 年師大華研所語言學課程

中所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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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於他們皆著眼於離合詞雖然可以分離使用，但它是有限的分離—受

限的分離程度、受限的分離搭配，相較於可自由組合、可離可合的短語是

大不相同的。況且離合詞分離的時候，意義上呈現整體性、不可分割，也

與語義由各成分意義相加、可分割的短語顯著不同。 

上列學者對漢代漢語離合詞的語法屬性雖有其共同的認定—離合詞

是「詞」，但他們對現代漢語的「詞」的界定卻不完全相同。有的學者對

「詞」定義採綱領性的觀點: 詞是在語言中能獨立或自由運用的最小單位

(朱德熙，1982;陸志韋，1957;劉月華、潘文娛和故韡，1996)，但後來有

學者以至少包含一個「不成詞語素」(bound morpheme)的可操作型條件來

對「詞」與短語進行分界(齊滬揚，2000:2-3)。詞的定義與界定是漢語語

言學界多年來無法處理的一個問題，界定的角度不同、方式不同，結論也

不相同。這個問題我們留待後文再述。 

 

2.離合詞是「短語」 

王力(1946)在提到詞和短語的界限的問題時，認為「打仗」、「睡覺」

之類應屬短語，不能當為詞來看待。因為有「打了一仗」、「睡了一覺」等

說法，而「挖苦」卻只能是單詞，因為只能說「挖苦他」，不能說「挖他

的苦」。他提出的判定方法是「插入法」，即「凡兩個字中間可以插入別的

字，就是仂語，否則就是單詞。」他所說的「仂語」就是短語。 

呂叔湘(1979)認為在面對離合詞詞彙原則與語法原則的衝突時，應選

擇語法原則從詞彙的角度看，他說:「『睡覺』、『打仗』…等等都可以算作

一個詞，可是從語法角度看，不得不認為這些組合是短語。」又說:「這

種例子最好還是歸入短語。」亦即:「一個組合的成分要是可以拆開，變

換位置，這個組合只能是短語。」呂叔湘亦是由若可分離則為短語的角度

觀之。 

李大忠(1996)認為在漢語裡實際存在的不是詞，就是詞組，而根本不

存在「離合詞」，最好能把能擴展的即能插入其他成分的動賓格都看成是

詞組，而不看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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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離合詞是屬於短語屬性的學者尚有:鍾鋟(1954)、史有為(1983)、

王還(1995)。 

 上述學者之所以認為現代漢語離合詞的語法屬性是屬「短語」，是因

為他們採型態上的絕對標準，以「插入法」(擴展法)為基礎來檢視，並秉

持著詞是不可分離的，只要是能分離者，皆不屬於詞的範疇，而應歸屬於

「短語」。不過，這種觀點忽略了離合詞並非如短語般可無限度的擴展，

且離合詞即便離析，其意義的高度凝固性與「合的型式」出現的高頻率，

是與雙音節動名短語是顯著不同的。 

 

3.離合詞是「合則詞，離則短語」 

王松茂在《談談現代漢語詞彙規範化》一書中提出了「破裂詞」的概

念，指的是「『動賓法』構成的雙音詞，破裂之後，能成為兩個詞，而且

在語法上能成兩個成分，如『理髮』。」(1956:32)  

張壽康(1957)提出「離合動詞」的概念，指的是「革命、跳舞、洗澡、

鞠躬」一類。「這一類詞在句法上經常作一個成分，如:『我洗澡了』，這

句話中『洗澡』作謂語而不是『洗』作謂語、『澡』作賓語，可是他們的

內部構造用『詞』的語法特點去衡量，就又合於詞組的資格。所以這類用

支配式構成的『離合動詞』，合在一起的時候是一個『詞』，拆開來用(如

跳了一個蘇聯舞)的時候是一個動賓詞組。」 

陸志韋主張動賓格的合成詞合起來是一個詞，擴展分開了，就是兩個

詞，即為短語(1957:88-92)。朱德熙(1982) 認為述賓式複合動詞擴展以

前是複合詞，擴展以後就成了組合式述賓結構(1982:113)，也就是說合用

的時候是詞，分離使用的時候是詞組。 

王彬(2006)以擴展法的操作來呈現，所有可以擴展的，都是屬於短語。

如:「鞠」和「躬」皆是不成詞詞素，所以「鞠躬」是詞，但擴展之後的

擴展式是短語，因為在擴展式中，不成詞詞素上升為詞。他研究結論說道:

「所謂離合詞，要麼是短語，要麼是詞，語言單位中並無離合詞。」 

秉持現代漢語離合詞的語法屬性是「合則詞，離則短語」的學者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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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萬順(1997)、黃正德(1984)、曹保平、馮桂華(2003)、張楊(2010)，他

們的主張看似如大海匯納百川，實則模糊了界限，無異重覆了「短語說」

的道路—還是以形態為圭臬，再於其上增加了描述基式1的屬性，卻於本

質上產生了矛盾—一個語言現象不會在不同的語言情況而有不同的語法

屬性。 

 

4.介於詞與詞組之間游移的中間狀態 

有些學者主張漢語的詞和短語無法一刀切分，離合詞即在這連續統上，

不應屬於詞也不應屬於短語。 

史有為(1983)指出，有些語素組合雖可做有限擴展、且具可分離性，

則應當屬短語。但它們又跟一般的短語有些不同:「整個組合的意義比較

單一，兩個組成部分的可分離程度小，不可以作無限的擴張。」除了命名

為「粘連短語」，亦指出其為中間狀態的組合，是接近詞的一種短語。 

 

范曉更深一步闡述了這樣的觀點: 

詞同短語之間可以劃界，這是一面，也應看到另一面，即詞同短語之間沒有絕對

的界限。有些組合明顯是詞，有些組合明顯是短語，還有一些組合是詞還是短語

不是很明顯:它們又像詞，又像短語，處於中間狀態，這是可以理解的。短語向詞

轉化，這是普遍現象。少數的也有詞向短語轉化的。相互轉化的過程，也就是量

變到質變的過程。在未達到根本質變時，組合便既不是標準的詞，也不是標準的

短語，它們正處於詞和短語之間的一種中間狀態的組合。(1996:219) 

梁馳華(2000)在面對離合詞的本體性質時，以連續性觀念引入，認為

在學術層面來看，離合詞具有語義上的凝聚性，同時又有語法連繫上的鬆

弛性。它在形式具有詞組的特點，在意義上具備詞的特點，是介於詞和詞

組之問的中間(過渡)性語言單位，是處於詞與詞組交界模糊的地帶。但他

卻建議在漢語教學實際層面上，將離合詞的語法屬性分類為詞，為了便於

                                                 

1
 基式乃指離合詞「合」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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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使學生易於學習。所以，我們還是視他為主張離合詞的語法性質是

詞與詞組間的游移狀態。 

蔡國妹(2002)提出，如同單句和複句、兩詞類之間存在著中間狀態，

詞與短語間也存在著兩可的狀態。離合詞之所以稱為「詞」是因為它具有

意義的凝固性，但跟典型的詞相較，它的意義又不非常穩定地具有明顯的

詞素義連加，因此可以在中間插入其他成分擴展成短語而意義基本不變；

同時在語法上，離合詞雖和短語相同，具備可擴展、結構鬆散的特質，但

也有擴展不很自由的現象，是介於詞和短語之間的一種中間狀態。她提到:

「無論是意義上還是語法上，離合詞體現的都是一種過渡狀態。」 

王俊(2011)提出，現代漢語離合詞就是這一連續性統一體的最好體現。

它是介於片語和詞之間的一個階段，是片語辭彙化不充分的產物，是漸進

的、連續的，存在著新形式的產生、新舊形式共存、舊形式被取代或恢復

的演變過程。 

然而，有一些學者雖然認為離合詞的語法屬性為介於詞和短語之間的

一種中間狀態，但又在其上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如王會琴(2008)研究中亦

先主張離合詞是屬中間狀態，但又隨後以四點區別離合詞與動賓短語之間

的不同:離合詞的擴展形式是有限的；離合詞是「賓不離動、動不離賓」；

離合詞的擴展式的深層結構關係與動賓短語的擴展式的深層結構不同；動

賓短語往往可以顛倒動詞和賓語的位置，離合詞有的可以，有的不行。因

這四點指出了離合詞接近於詞的特性。 

主張離合詞的語法屬性是不屬於詞，也不屬於短語，而是介於兩者之

間的游移狀態的學者尚有張理明(1982)、李臨定(1990)、曹乃玲(1994)、

呂文華(1999)。這些學者主張著因為漢語缺乏型態標誌，存在無法一刀切

的語法類別。在漢語詞與詞組之間也存在著此一情況，而離合詞即在此連

續統上，他們的主張以另一種面向展現顯示了詞與詞組間的關係。 

依據以上探討，並整理離合詞不同名稱與其被認定的語法屬性對比如

下: 

【表二-1 】離合詞名稱與語法屬性比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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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提出者 命名 語法屬性認定 

1946 王力 仂語 短語 

1953 林漢達 結合動詞 詞 

1955 呂叔湘 可分離詞 短語 

1956 王松茂 破裂詞 合則詞；離則詞組 

1957 陸志韋 離合詞 合則詞；離則詞組 

1957 張壽康 離合動詞 合則詞；離則詞組 

1957 洪篤仁 詞化片語 詞 

1981 史有為 臨近詞的特殊

短語 

短語 

1981 范曉 類短語詞 詞 

1983 Li & Thompson 動賓複合詞

VO Compound 

詞 

1983 史有為 粘連短語 中間狀態 

1994 陳光磊 離析性詞 詞 

1996 趙淑華、張寶林 離合詞 詞 

2002 沈懷興 反”離合詞” 詞 

2003 黃曉琴 離合字組 字組 

2004 王用源 組合詞 詞 

2006 周上之 離合雙字組 字組 

 

    上表除了呈現漢語學界對離合詞命名與對其語法屬性多樣的看法，也

同時呈現了對「詞」的定義的不同。有的學者提出的名稱雖以「詞」為基，

但語法屬性卻認為是「短語」，如:呂叔湘；有的學者卻認為是「中間狀態」，

如:王松茂、陸志韋。在「離合詞」的研究上尤其展現了兩者間的交互搭

配所呈現紛雜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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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現代漢語離合詞的界定與分類 

(一) 離合詞的數量 

現代漢語離合詞究竟包含了多少詞條?許多研究分別說明並提供了答

案—多至成千，少則數百。其呈現出來顯著的差異顯示了漢語學界對於離

合詞的界定標準仍存在著同樣程度的分歧。以學者研究離合詞的材料或界

定出的內容來看，大致可分為三類，一為針對《現代漢語“離合詞”用法

詞典》；一為針對《現代漢語詞典》；最後一類乃學者依自身認定的界定方

式判定之。 

 

1. 《現代漢語“離合詞”用法詞典》 

《現代漢語“離合詞”用法詞典》(楊慶蕙，1995)是許多學者研究離

合詞的對象。這本詞典收集了 4066 個離合詞彙於書後附上，但正文中解

析較常用的 1738 個。曾經根據這本詞典研究離合詞的學者有:曹保平、馮

桂華(2003)。 

 

2.《現代漢語詞典》 

《現代漢語詞典》是較多學者研究離合詞時所依據的材料。根據王楠

(2006)的研究，《現代漢語詞典》於 1960 年的試印版即於注音中以「//」

標註了離合詞。第四版的《現代漢語詞典》內標註了 3400 多條離合詞，

其中三個字的離合詞有 133條。第五版《現代漢語詞典》去除了這些包含

兒化的三個字離合詞後，共有 3624 個離合詞，除了「無奈何、站住腳」

兩個三音節離合詞，雙音節離合詞數量為 3622 個(張淼淼，2007)。儘管

是同一本詞典、同一版本，學者對離合詞數仍有不同的結論與看法。筆者

將許多研究文獻提及《現代漢語詞典》離合詞數，表列出來，如表二-2。 

 

【表二-2】《現代漢語詞典》歷時收錄詞數與離合詞數表 

版本 發行年代 收錄總詞數 離合詞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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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印本 1960 年 ？  

試用本 1965 年 ？  

第 1 版 1973 年 5.6 萬條 2079 個 (李大忠，1989) 

第 2 版 1983 年 5.6 萬條  

第 3 版 1996 年 6 萬條 

3310 個 (饒勤，1997)  

2960 個 (施茂枝，1999) 

3228 個 (王素梅，1999) 

第 4 版 2002 年 6.1 萬條 3390 個 (黃曉琴，2003) 

第 5 版 2005 年 7 月 6.5 萬條 

3412 個 (楊蕾，2010) 

3502 個 (李天廣，2008) 

3624 個 (張淼淼，2007) 

3430 個 (黎良軍，2007) 

約 3000 (周衛華、胡家全，2010) 

《現代漢語詞典》歷經數十年的修訂，從其修訂原則中可看出，收錄

總詞數的增加是反映了對語言文字和科學技術等方面的規範和標準、反映

了因時代變化出現的新事物、新概念與新觀念。因為總詞數的增加，離合

詞的數量也因此而增加。且大多數以《現代漢語詞典》為本進行研究的學

者，所認定出的離合詞數目，約莫三千之數。 

 

3.學者自行綜合考察 

有一些學者不只單一根據某些詞典、詞庫或語料庫，而是加入學者自

身對離合詞的界定標準，多重交叉檢驗得出離合詞內容。 

趙淑華、張寶林(1996)從《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中的 3590

個動詞(含兼屬動詞和他類詞的兼類詞)和短語，共選出 355 個可離可合的

動名組合。最後經由界定篩選後，得出離合詞 24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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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秋芳(2007)從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1中挑選 410 個雙音節詞，經

由界定條件篩選後，得出 234 個離合詞例。 

范妍南(2007)將《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教學大綱(長期進修)》以

及《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選取重合的部分，再以《HSK 漢語水

平考試詞典》確定動詞內部構成方式，選出 329個動賓式動詞，最後以《現

代漢語詞典》(2002 年增補本)為標準確定，得出 233個離合詞。 

王海峰(2008)通過 CCL2大型語料庫(北京大學語料庫)對《漢語水準詞

彙與漢字等級大綱》(國家漢辦，1992)認定了 207 個離合詞。 

綜上所得資料統整，表二-3為學者依自行判定而得的離合詞數 

【表二-3】學者自行判定而得的離合詞數一覽表 

學者 詞數 依據材料 

趙淑華、張寶林(1996) 248 《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 

任海波、王剛(2005) 423 
《現代漢語“離合詞”用法詞典》 

《HSK 等級詞表》 

范妍南(2007) 233 

《高等學校外國留學生漢語教學大綱(長

期進修)》 

《現代漢語詞典》(2002 年增補本) 

《HSK 漢語水平考試詞典》 

《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 

林秋芳(2007) 234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王海峰(2008) 207 
CCL 大型語料庫 

《漢語水準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 

                                                 

1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簡稱 Sinica Corpus) (http://www.sinica.edu.tw/SinicaCorpus/)是世界上

第一個有完整詞類標記的漢語平衡語料庫。提供一千萬目詞的平衡語料庫 4.0 版本，所蒐集的文章

為 1981 年到 2007 年之間的文章。 

2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料庫(簡稱 CCL 語料庫)網絡版現代漢語部分

(http://ccl.pku.edu.cn)，共有 1696 個檔，70 個檔夾，728,909,261 字節，約 4.77 億字。語料分布涉

及中國、台灣、香港等華語區，語體包括新聞、文學、口語、戲劇、應用文、翻譯作品等。 

http://www.sinica.edu.tw/Sinica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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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詞典》 

何清強(2009) 241 《漢語水平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 

根據上述學者對離合詞所包含的詞數觀點，有一些學者認定的離合詞

約莫三四千條，卻也有一些學者界定的離合詞數目約兩百多條，兩者數量

相差了十多倍。這巨大的差距顯示了漢語學界對於離合詞的界定標準存在

著明顯的差異。離合詞的界定標準涉及「詞」的定義、對「離合詞」性質

的認定…等等不同的切入角度，如:有的學者認為離合詞乃屬動詞，非屬

其他詞類，如林秋芳(2007)、趙淑華與張寶林(1996)；有的學者將只要有

離合形式的「詞1」，其中或動名或動補或主謂或並列，就將其歸入離合詞，

如曹保平和馮桂華(2003)、周衛華和胡家全(2010)。讓我們隨後來看看關

於離合詞的界定，有哪些角度與觀點。 

 

(二) 離合詞的界定 

離合詞從上世紀開始受到注目後，語言學家也開始嘗試著對其定義與

界定方式有所著墨。從僅於語言現象描述，歷經描述愈發清晰，而後提出

可操作而對其越來越明確的界定方式。 

陸志韋(1957)提出:「動賓格的複合詞，如能擴展，在未擴展時是一

個單詞，擴展後他們至少是兩個詞，這類詞即為離合詞」。 

呂叔湘(1979)認為離合詞是「短語」。並描述「離合詞」的這種組合

「只有單一的意義，難於把這個意義分割開來交給組合的成分。」 

朱德熙(1982)提出離合詞在合用的時候是詞，分離使用的時候是詞組。

而後又為了區別述賓式離合詞與述賓短語，提出述賓式離合詞主要包含以

下幾種狀況: 

     1).含有黏著語素，如:吃虧 

     2).述語性成分和賓語性成分不能彼此分離，如:失火 

                                                 

1
 詞的界定的議題，各學者標準不同，有的以內部結構，如詞素獨用與否，有的以是否有特殊意

義。這裡的「詞」包納了學者各自對詞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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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可以帶賓語，如:留神 

易荷梅(2007)認為離合詞是「詞」，且定義離合詞是在構詞層次中是

一個由動詞性詞素與名詞性詞素組成的動名-合成詞，而在句法層次中是

經過詞彙的重新解釋而分離為動詞性成分與名詞性成分，如「報名」、「鞠

躬」等都能分離為「報完名」、「鞠個躬」等。且在界定方式提到兩個條件:

一是能「離」又能「合」；二是建構成份中至少包含一個黏著詞素。 

林秋芳(2007)認為離合詞是「詞」，並提出六點現代漢語離合詞屬性

特徵的判準原則:○1 是詞，屬於合成詞。○2 結構成分含有黏著詞素。○3 是

[XvYn]w 結構的框架。○4 音節數是雙音節，非其他多音節。○5 充當動詞的

語法功能而非其他的功能。○6 可分離，但語義緊密結合，不因離析而被任

意分割。她提出的這六點準則，提供了判定離合詞更具操作性的方法。 

趙歡(2009)主張離合詞是「詞」不是「短語」。所謂「離合詞」，通常

是指這樣一類語素組合，所構成的兩個語素既可以合併在一起表達一個意

義，又可以拆開、在其中間插入其他成分，例如:洗澡、理髮、吃飯、睡

覺……等等，這類詞被稱為離合詞。在研究中提出兩點界定的要項:有一

類離合詞表意具有間接性，其意義必須是其組合成分的融合，不能任意分

割，符合詞的意義的整體性。以構詞角度看，大多數離合詞包括有黏著形

式，是一個完整的結構單位，符合詞的特點。 

張楊(2010)認定離合詞的語法屬性是「合則詞，離則短語」，並提出

其界定要素有: ○1 詞內語素的緊密度，即詞的凝固性，凝固性不太強的詞；

○2 有些詞語的兩個語素都是自由詞素容易插入成分；○3 口語色彩濃的詞容

易成為離合詞；○4 常用性 

隨著對現代漢語離合詞屬性的研究，對於離合詞的定義與界定也由概

略性、描述離合詞的離合現象，進一步提出越來越多明確、可操作性的方

式，更可提供研究者、教學者與學習者對於掌握運用離合詞的方向。 

我們特別提及楊慶蕙等所編之《現代漢語“離合詞”用法詞典》是近

年來很多相關離合詞研究的研究對象。但他並未提出清楚明確的界定方式，

只有在前言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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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詞典所收錄的並不都是嚴格意義上的離合詞。嚴格意義上的離合詞，除了

結構上具有可合可離的特點外，其意義還應是單一的。所謂”單一”，即是說

這個組合的意義不是這個組合構成成分的意義的相加…我們對離合詞的尺度

有所放寬…  

從《現代漢語“離合詞”用法詞典》的這段前言中可知，這本詞典所

收錄的並不是「意義嚴格」的離合詞，參考與引用時，須要特別留意。 

王海峰(2008)界定出了 207 個離合詞。他所依循的條件是:從《漢語

水準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對離合詞是以不標註詞性的方式，與《現代漢

語詞典》中對離合詞標註的方法是在拼音中加「//」，如畢業 bì //yè，

兩者只要有一指為離合詞，即納入考察。以及兩者皆無認定，但亦有離析

用法的雙音結構，如幽默，也納入考察範圍。共得 392 個述賓、述補等雙

音結構。 

這 392 個雙音結構，再次於 CCL 語料庫內逐個檢索，其中有 45 個雙

音結構沒有出現離析現象(44 個述賓結構，1 個述補結構)。30 個述補結

構也不宜看做離合詞，111 個雙音結構(幹活、辦事、送禮、降價等)意義

是 AB 的簡單相加，因此接近或屬於詞組。經上述檢驗程序，可得離合詞

207個。 

有的學者挑選出某些離合詞的特徵，但卻模糊得不能適用於所有離合

詞，也無法區辨離合詞與非離合詞之間的差異。有的學者著眼於能離析的

用法，將詞組或動補組合也包納進來，與離合詞屬詞的性質產生矛盾。 

 

(三) 離合詞的分類 

許多學者也分別為這語言現象特殊的離合詞做了分類，以便於了解其

用法與屬性。他們分別或綜合從基式與離析形式來看，透過內部結構、屬

性、詞性、語素與離析擴展形式、離析程度、插入成份…等著手，試圖將

離合詞分類之。 

多數學者採多重分類，意圖讓離合詞詞庫裡的各次類屬性彼此差異更

加明確，但由於分類方式亦呈現紛雜的樣貌，逐一分列則顯雜亂無章，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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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學者曾採用之分類要素個別呈現。 

 

1.以基式分類: 

在離合詞基式的前提下，分別以五種角度分類離合詞:○1 離合詞包含

的詞素數；○2 詞素性質組合；○3 內部結構；○4 詞性；○5 外部功能。內容見

下表整理: 

【表二-4】離合詞基式分類表 

分類依據 分類狀況 代表學者 

詞素數 
○a 單純詞，如:慷慨、幽默。 

○b 合成詞，如:聽說、鞠躬 

丁燁(2009) 

詞素性質 

○a 動語素+名語素，如 

○b 動語素+形語素，如 

○c 動語素+動語素，如 

○d 介語素+名語素，如 

張楊(2010)、丁燁(2009)、

周飛(2011) 

○a FF，如 

○b FB，如 

○c BF        ○d BB 

丁燁(2009)、王素梅

(1999)、吳道勤&李忠初

(2001)、肖模艷&張驍

(2004)、麻彩霞(2005) 

 
○a 無黏著詞素(FF) 

○b 含黏著語素(FB、BF、BB) 

周飛(2011)、曹保平&馮

桂華(2003) 

內部結構的語

法關係 

○a 動賓   ○b 聯合   

○c 補充   ○d 偏正    

○e 主謂   ○f 附加 

(見表二-5) 

 
○a 支配式離合詞 

○b 補充式離合詞 

王會琴(2008) 

詞性 
○a 動詞        ○b 形容詞 

○c 名動兼類 

丁燁(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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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動詞        ○b 形容詞 

○c 名詞        ○d 副詞 

楊蕾(2010)、周飛(2011) 

外部功能 

○a 可帶賓語，且表心理活動

的，如:放心、發愁 

○b 不可帶賓語，如:搗亂、吃虧 

饒勤(1997) 

 

較多學者以離合詞內部結構的語法關係來分類，見下表: 

【表二-5】離合詞內部結構語法關係分類表 

分類數 構詞搭配方式 代表學者 

一種 動賓     呂文華(1999)、齊滬揚(2000) 

二種 動賓 動補    張寶敏(1981)、朱坤林(2006) 

三種 

動賓  聯合  偏正 段業輝(1994) 

動賓 動補 

 主謂  力量和晁瑞(2007)、周飛(2011) 

聯合   
王彬(2006)、金錫謨(1984)、喻芳葵

(1989)、聶仁忠和王德山(1994) 

  附加 付士勇(2001) 

四種 動賓 動補 聯合 主謂  
王素梅(1999)、曹保平和馮桂華

(2003)、蔡國妹(2002) 

 動賓 動補 聯合  偏正 丁燁(2009) 

五種 動賓 動補 聯合 主謂 偏正 
謝耀基(2001)、麻彩霞(2005) 

 

註:聯合=並列；動補=補充 

從上表可見，動賓式為構成離合詞的主體與不可或缺，是所有學者的

共同認知。而動補式乃居第二位，僅少數幾位學者認為離合詞應只有動賓

式，不應該包含動補式，如:呂文華(1999)、齊滬揚(2000)。多數學者仍

主張離合詞除了動賓式、動補式之外，聯合式或主謂式或偏正式是離合詞

中比例較少的部分。蔡國妹(2002)的研究中主要討論動賓式、動補式，但

稱還有偏正式，如:雞蛋、羊肉；聯合式，如:姓名；主謂式，如:性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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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小。王海峰(2002)稱離合詞中絕大多數屬於動賓結構，只有少量的屬於

述補、主謂等結構。但他於後修正了這樣的看法，認為述補結構並不屬於

離合詞的範疇(王海峰，2011)。王俊(2011)以《現代漢語“離合詞”用法

辭典》和《現代漢語辭典》分析 4647 個離合詞，發現動賓結構佔總數的

97%；王素梅(1999)分析《現代漢語辭典》中的 3228 個離合詞，亦得到極

近似的數據。多數學者皆主張以結構區分，動賓式離合詞為現代漢語離合

詞的主體。 

分類手段多樣化，有學者單採一種，如內部結構或離析類型，多數學

者幾乎使用兩者以上的方式綜合歸類。如王素梅(1999)先由內部結構關係

分，再分語素自由與否；如:丁燁(2009)先將離合詞分為屬「合成詞」與

屬「單純詞」，再將屬「合成詞」者分為二類—從語素自由與否搭配組合、

從詞性(動詞、形容詞、名詞兼動詞)分述，再進一層將語素自由與否的搭

配中再分成「動語素+動語素」、「動語素+形語素」、「形語素+形語素」、「介

語素+動語素」、「動語素+名語素」等，而將從詞性分之的部份，再分動賓

式、補充式、聯合式、偏正式；楊蕾(2010)先以詞性(動詞性、形容詞性、

副詞性、名詞性)劃分，再從中分動賓式、動補式、主謂式…一層一層地

將所界定的離合詞分屬各小類。更有些學者，如王俊(2011)，跳脫線性模

式—分典型與不典型，形式與意義兼備者為典型，而形式與意義只須符合

一項即是非典型。 

學者們幾乎使用兩種以上的方式綜合歸類，因手段多樣、分層多階，

使得離合詞分類的情況愈顯豐雜。 

 

2.以離析形式分類 

有學者按離析使用時所呈現的現象分類之。可分○1 以離析狀態分；○2

以插入成分的性質分；○3 依插入成分與整體性的關係；○4 以離合程度分 

○1 以離析狀態分 

有些學者將這些「離合詞」的離析狀態整理分類，約莫可分為四至十

類。如：段業輝(1994)、饒勤(1997)、王海峰(1999)、王素梅(1999)、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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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勇(2001)、王鐵利(2001)、王用源(2004)、任海波和王剛(2005)、易荷

梅（2007） 

段業輝（1994）試為離合詞的離析形式分類，共為六類，其分類與詞

例、句例如下: 

a. 插入時態助詞「了」、「著」、「過」，如：吸了口菸；微微發著抖；

操過什麼心 

b. 插入「起」、「上」、「下」，如：生起氣來；放下心來 

c. 插入數量補語，如：立一次功；吵一架 

d. 插入代詞，如：出我的洋相；造什麼孽；你游你的泳 

e. 對稱插入，如：安貧守困；無拘無束 

f. 插入較複雜的語言成分 

  f-1. 兩種或三種成分同時插入，如：砸了自己的鍋；哪受得了這

門子氣。 

 f-2. 插入其他的詞或短語，如：就這，也夠這小子一嗆；就連敵

人也不做追上我們的夢了。 

 

他的分類方式較為混雜，雖亦分時態助詞、補語、代詞，但仍有更細

項的分類，如:起、上、下與「較複雜的成分」，這樣的分類方式還是歸於

依離析現象分。且當時對離合詞本體的認識還不夠深入，除了未包括時相、

可能式等其他離合詞離析形式，在他分類中的「對稱插入」一項，這並非

離合詞的離析形式，而是四字格類別。 

饒勤(1997)指出一般語法書只說明離合詞中可插入「了、著、過、補

語及定語」，這樣的說法過於籠統，進而將離合詞的離析情形分為八類，

如下所示: 

a. V+了/過+O                   

b. V+著+O                     如:幫著忙、握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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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V+不/沒+Ｖ+O等提問格式    

d. V+補語（單音節）+了+O     如:安下了心、把住了關 

e. V+了/(過)+補語(雙音節)+O  如:拌過/了一回嘴、吃過/了一次虧 

f. V+定語+O                  如:掛一個名、抽一根菸、洗個澡 

g. V+補語+了+定 1+定 2+O            

h. VO-SV                     如:澡洗了，飯也吃了。 

周衛華、胡家全(2010)也將離合詞的離析情況分為八種類型，但他們

並未加以舉例。他們的分類如下: 

a. V+了/著/過+O              b. V+補語+O 

c. V+定語+O                  d. V+著了過/補語/定語+O 

e. V+補語/了、過/定語+O      f. V+不/得+補語/了、過/定語+O 

g. V+一/了/不/沒+V+O         h. V+什麼+O 

饒勤、周衛華與胡家全的分類方式極為類似，盡力列舉了所能見的離

析現象，卻難免疏漏，如周衛華與胡家全遺漏了如「澡也洗了」這類後項

成分前置的離析形式；饒勤的分類缺漏了「重疊」，如:「洗洗澡」等。這

樣的分類方式缺乏系統性，除難免疏漏，也略嫌繁雜。 

易荷梅（2007）將離合詞的離析形態分為四類，再依離析狀態不同細

分之。易荷梅的分類雖然先以離析形式的形態來分成四類，但他於後再依

各形態的狀態向下細分，是這個類別中較具系統的方式。見表二-6: 

 

【表二-6】易荷梅離合詞離析形式分類表 

形式種類 範例 

中間插入成分 

時貌 
了 起了床 

著 聊著天 

動詞後置成分 
動助詞 報上名了 

時相 散完步 



 

24 

結果語 睡著覺了 

動量詞 見了三次面 

可能式 報不/得上名 

個  洗個澡 

什麼  結什麼婚 

的  上他的課、聊你的天 

形容詞  發高燒 

重疊   洗洗澡、發一發言、結結帳 

「Ｂ」1的前移 

把或將字句  將隊排得很有秩序 

連…都/也； 

什麼…都/也 

 連掌也不鼓；什麼課都不想

去上 

「Ｂ」一「Ａ」  音樂會幕一開… 

「Ａ」的重複   打架打得很厲害 

由上述顯示，各家學者分類離合詞離析情形的類型大同小異，有的將

同是時態的「著」與「了」、「過」歸於一類，有的學者則將之分成兩類；

有的學者將插入代詞或數量詞自成一類，有的則分別歸於插入定語類

別……等，各類形式或與其他分類部分層疊，其分類的層次高低不一，徒

顯紛亂。 

 

○2 以插入成分的性質分: 

Li & Thompson(1983；1992)的分類: 

a.藉時貌記號分離，如: 

  張三畢了業了。         他還沒理過髮。 

b.藉量度詞片語分離，如: 

                                                 

1
 「Ａ」為離合詞前一成分；「Ｂ」為離合詞後一成分。如：「畢業」一詞，「畢」

為Ａ；「業」為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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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給我行了一個禮。        我叩了兩個頭。 

  他溜過一次冰。 

c.藉賓語要素的其他修飾語分離，如: 

  你別生他的氣。          他又訴什麼苦 

d.將複合詞的賓語放在動詞之前，如: 

  他連舞都不跳。          這個謊我們不能說。 

 

Li & Thompson(1983；1992)的分類法，依插入成分的性質做為分類

的依據，將許多紛雜、細微的離析「形態」歸納整理，顯得較為簡潔明瞭，

是為較系統性的分類方式。 

 

○3 依插入成分與整體的關係分 

鄧守信(1999)的分類: 

a.動態助詞(with verb-particles)，如:  

  盡了力了、盡過力了、盡的力、去年分的家 

b.修飾成分(with modifiers)，如:  

  盡了很大的力、放一百個心、分了多少贓 

c.可能補語(with potentials)，如: 

   留不了級、報不了銷 

d.動詞素重疊(with reduplication)，如: 

   盡盡力、留一留學、換換班、分分紅 

e.名詞素前移(with preposing)，如:  

  工費了不少，活兒卻做得不理想。 

  這幾天力算是白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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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神你沒白費，孩子的學習有進步了。 

  公司把紅分完後，還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晚會。 

 

朴庸鎮(1999)依插入成分與整體的語法關係分為五種類型: 

a.時貌「了」、「著」、「過」和謂詞與賓語之間的語法關係 

b.補語和謂詞與賓語之間的語法關係 

c.定語和謂詞與賓語之間的語法關係 

d.「把」字結構 

e.動詞複寫(verb copying) 

 

朴庸鎮在討論內容中以「謂詞」和「賓語」論述經「詞彙重新解釋」

(Lexical Re-interpretation)後的「動詞性成分」與「名詞性成分」，顯

示了他在語法層次上對於「詞」與「語」的混雜。不過，如他所述，此分

類形態是以討論離合詞在句子裡的語法變化為目的，而非為了整理離合詞

的所有擴展方式。 

林秋芳(2007)強調了以離合詞是為一整體性動詞，而插入成分與之的

關係來分，分了四種類型: 

a.[XvYn]w 的時態離析成分 

b.[XvYn]w 的補充離析成分 

c.[XvYn]w 的修飾離析成分 

d.[XvYn]w 的移位離析成分 

 

上述三位學者以插入成分與整體的關係角度切入，而非將其分散為動

詞性與名詞性的組合，較為符應離合詞整體為詞的觀點，亦為系統性且更

貼近離合詞本體屬性的分類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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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離合能力分 

聶仁忠、王德山(1994)將支配式離合詞離合程度不同分為:高度離合、

中度離合、低度離合(或稱限定性離合)。史有為(1983)將離合詞稱為「粘

連短語」，並依粘連程度分為三級，一度粘連的程度最輕，三度最高。意

謂屬「一度粘連」的，離析形式較多；屬「三度粘連」者，離析形式較少。

後又分為分離程度最小，等同於三度粘連的「一級分離」、「二級分離」即

「二度粘連」、「三級分離」即「一度粘連」(史有為，1997: 23) 

范妍南(2007)依離合詞離合能力高低為兩類:一類是離析能力較高；

一類是離析能力較低。離析能力較低的，擴展形式受到較大的限制性，是

因為兩個構詞語素的某一個語素功能和意義都虛化了，詞內結合的較為緊

密，詞義凝固性較高，一般只能插入「了、著、過」與部分數量詞及程度

副詞。這一類離合詞較接近於詞。另一類是離析能力較高，其擴展形式限

制性較小，這一類較接近於短語。 

何清強(2009)從每個離合詞所各自包含的離析形式數量的統計來界

定離合詞的「分離度」，進而將離合詞分為四級，一級分離度的離合詞包

含較多的分離形式且分離形式較自由，四級分離度的離合詞則反之。然而

從他的研究中發現，分離度越高(一級分離度離合詞)，發生的偏誤率也越

高，即產出性習得越難。 

曹保平和馮桂華(2003)提出動賓關係離合詞有三種離合的情況:必須

拆分、不可拆分、離合皆可。這個分類顯示了離合詞特殊語言現象的其一

面向，即在不同的使用情況下，離合詞離析形式的必要性不同，如 

    a.必須拆分-- 

     ○a 用「是…的」強調時，如:這是誰投的票? 

     ○b 表某些情緒使用「什麼」時，如:你發什麼火? 

     ○c 有計量或關聯的對象時，如:他享了兩次福。 

     ○d 表達完成態時，如:洗完了澡、鼓足了勁兒。 

     ○e 與「趨向動詞-起來」結合使用時，如:他躲著偷起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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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不可拆分— 

      ○a 後有程度補語時，如:他出名極了。 

      ○b 不可使用「把」將之拆分，如:*把身動了。 

     c.離合皆可— 

         ○a 跟時態有關的「了、著」，如:發火了—發了火。 

         ○b 可能態的否定、肯定，如:無法歸隊—歸不了隊。 

現代漢語離合詞，雖其特點即在可離可合，但其分離的情況並不相同，

有的離合詞的分離形式較多，可插入「了、著、過」、定語、數量詞、重

疊…等等，有的則只有少數一兩種分離形式。上述這些學者不約而同的依

據離合詞的「分離度」將之分類，將離合詞依離合的能力分類，多種離析

形式的為離析度強，離析形式少的為離析度低。然而，離析種類多的也僅

能代表這個離合詞擁有較多的離析形式，因為插入成分與離析形式是不規

則的，而非累加的線性模式，例如，能夠插入「個」的，也不一定能插入

「數詞」；離析形式較多的，也不代表能夠插入出現頻率較高的時態「著」。

這樣的分類方式除了呈現離合詞的另一種不同面貌，在離合詞教材編排上，

有其貢獻性。 

綜觀離合詞分類方式的研究，以離析形式的類型為研究焦點，學界仍

企圖理解離合詞的性質與離析形態。隨著研究的深入與了解，分類方式亦

漸見系統性，有利於離合詞的本體研究以及對外教學。 

 

第二節 離合詞離析動因 

在探求生成離合詞特殊離析形式的因素中，許多學者提出多種多樣的

觀點，但他們的觀點通常都是綜合描述性的，今筆者為求系統性探討與忠

實呈現各家學者的觀點，故不恣意臆測學者的研究觀點，而先分成三項切

入，實際上這些因素都是彼此聯結相關，實難決斷性切分。這三項觀點分

別為:漢語詞彙結構本身特點、語言交際以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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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內部因素--漢語本身特點 

「漢語詞本身的結構特點」，是最多學者提及離合詞之所能離析的因

素。其中包括了因為離合詞是雙音結構、漢語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因素…

等原因，使得離合詞具有如此特殊的離析形式。 

 

(一) 離合詞是雙音結構 

這樣的說法實同為:離合詞是雙「字」結構，亦有的學者稱為離合詞

離析動因之「漢字說」(王海峰，2008)。主要論點是大多數離合詞的是雙

音詞，是以兩個「漢字」構成，如:「結婚」一詞，是由「結」與「婚」

組成，當然可拆為兩個成分—「結」過「婚」、「結」了「婚」。 

周上之(2006)提出了以「字本位」觀點來說明離合詞形成的可能原因，

他認為雙字組1是兩個結構單位，雖然可能是一個意義單位和功能單位。

從結構上來看，無論是詞素、詞還是短語的雙音雙字結構，都有分開的可

能性，因為它不是最小的結構單位。王燕明(2010)的研究也認同了這樣的

觀點，重述了漢語雙音結構是由兩個漢字組成的這一特點，致使雙音結構

具有潛在的可分性。在適當的條件下，雙音結構就可能分開使用。 

張楊(2010)以另一種說法提出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雙音節詞絕大多數

是由兩個詞素組成，每一個詞素具有相對獨立的形音義。兩個詞素構成的

是兩個音節，可以從形式上一分為二。他的論點其實與周上之(2006)相同，

只是他多賦予了詞素有其獨立的形音義。 

王海峰(2002)認為，現代漢語大部分是複合詞，且漢語複合詞的形成

就是在語言發展過程中，由單音節詞按句法規律詞彙化的結果。而因此，

「使得某些複合詞在合適的『氣候』下產生了離析的可能性。」 

王燕明(2010)離合詞的形成與漢語音節的發展變化密切相關，由於這

種(現代漢語)雙音化，使兩個音節逐漸走向雙音節，離合詞便從中產生。

漢語雙音結構是由兩個漢字組成的這一特點，致使雙音結構具有潛在的可

                                                 

1
 「雙字組」是周上之對離合詞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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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性。在適當的條件下，雙音結構就可能分開使用。 

這樣的觀點是依照漢語詞的形態相較於拼音文字如印歐語系的角度

切入，如英語中的「marry」，意同漢語的「結婚」一詞，「marry」為一整

體，拆解後「mar」與「ry」皆無義亦不成詞。然而雖然離合詞是雙音節

詞，而漢語的雙音節詞代表了兩個音節、兩個漢字，但漢語與形態標記語

言構詞的方式與內涵並不相同，漢字並無法表示其在何種構詞層次上，有

些個別的漢字並非詞素，更不是自由詞素，如「葡」。只以漢字形態的角

度切入，著實忽略了漢語詞的屬性。 

 

(二) 漢語詞彙發展過程所形成 

漢語詞歷時的走向，乃由古漢語以單音詞為主，朝向雙音節發展。在

中古漢語時代，雙音節詞的數量發展至高峰。從此以降，雙音節詞比例持

續占最多數。某些學者們認為在這個發展的過程，造成離合詞形成，亦促

成離合詞離析使用的動力。他們的觀點可分三點:1.詞內部凝固仍不緊密；

2.離合詞內的不自由詞素，暫借成詞；3.常用動詞單音節。 

 

1.詞內不緊密 

曹保平、馮桂華(2003)認為離合詞來自於古漢語單音節長時間連用，

慢慢定型。且因為其各成分內部聯繫還不太緊密的特點，可拆分開來使

用。 

梁馳華(2000)離合詞是現代漢語雙音節詞彙不穩定性的結果。現代漢

語詞彙的歷史一般都不長，具有不穩定性。他從詞的構成來分析，雙音詞

中包括自由詞素與否，影響了詞的穩定性，如「起來、游泳、睡覺、洗澡」

等詞中無不帶有自由語素，從而形成了可離可合的離合詞。且他認為離合

詞的生成是漢語詞彙從單音節向雙音節過渡的結果，大概是因為使用頻率

等語用因素影響，不同的詞定型化的時間不一，過渡的進程有短有長。一

般來說，定型早而且過度進程快的，形成了今天的合成詞，而定型緩慢，

過度進程也緩慢的就可能形成今天的離合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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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會琴(2008)的觀點亦同於梁持華。認為詞內語素相互間結合的緊密

程度低者、或構詞語素都是自由語素者，容易成為離合詞，如:「擔心」

均為自由語素，分離自由。周上之(2006)談及雙音動賓複合詞產生的原因，

在於雙音動賓短語的固化。固化有程度差異，其中之一是，兩個音節分離

的用法部分失去，部分殘留，致使這部分組合處在複合詞和短語的中間位

置上。 

上述數位學者的論點，以漢語詞彙從單音節發展至雙音節的方向為基，

由於定型緩慢、詞彙化緩慢以至於雙音節詞彙仍不穩定，造成某些詞彙內

部凝固力低，而這些凝結不緊密的詞，就是離合詞。然而吳道勤(2010)

對「洗澡」一詞的研究顯示，它在元代的文獻中並無離析形式，表示具有

強烈「詞」的不可分離性，而明代之後才出現如「洗個澡」、「洗了澡」等

用法，他的例子顯示了有些離合詞並非是在單音節往雙音節發展上詞彙化

緩慢所致，而是早已詞彙化，而後才出現離析用法。因此，離合詞是否位

於漢語詞從單音節向雙音節發展的歷史進程間，這個假設是值得懷疑的。

且就離合詞因包含自由詞素、結構不緊密而導致離析的論點，可在皆是黏

著詞素組成的「畢業」一詞，以及單純詞「慷慨」、音譯詞「幽默」的離

析，得到反證。 

 

2. 離合詞內的不自由詞素，在古漢語是「詞」 

蔡國妹(2002)說明了現代漢語中的黏著詞素，在古代漢語中一般都是

自由詞素。人們因需要而對雙詞素詞的一個詞素進行補充或限制時，則把

曾是自由詞素的黏著詞素臨時當個詞來用，把這些補充或限制成分加在兩

詞素間，原來的合成詞就被拆分為相對獨立的兩部份。趙歡(2009)的論述

幾乎等同於此。 

范妍南(2007)也提出近似的觀點，他認為古漢語以單音節詞為主，在

發展為現代漢語的過程中，雖然有時需要將兩個單音節詞合在一起表達一

個特定意義，但它們作為詞的功能並沒有完全失去。當需要進行補充或說

明時，可將補充成分放到兩個詞素之間，而一個詞即被拆成兩個相對獨立

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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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論點著重於即便在現代漢語中是不能獨立的黏著詞素，然這些

詞素在古漢語時期卻是可獨立的，因此它們還是具備可臨時獨立的性質。

若以這樣的觀點，現代漢語幾乎所有的詞都可以臨時分離、詞素幾乎都可

以臨時獨立，因為它們在古漢語時期幾是「單音節詞」。然而，學者們對

於何時可以臨時、何以進行補充或說明則可以分離等根本問題並無解釋。

且他們所論述的並非現代漢語真實的使用樣貌，我們除了可以從一般動詞

證明，甚可從動名組合的動詞得到驗證。在一般雙音動詞裡，並無離析用

法，如「參加」、「介紹」、「舉辦」，在正常語言情境中，不會出現「*參什

麼加」、「*介過紹」等說法。當人們需要對這兩個詞進行說明或補充時，

還是無法如離合詞的離析用法一般將之分離，而只能說:「參加什麼」、「介

紹過」。而有些動名組合，如「熱心」、「得罪」，亦無離析用法。 

 

3. 常用動詞單音節 

李宗江(2006)提出離合詞離析形式的產生是因為韻律作用和句法作

用競爭的結果。他提出漢語詞彙因為韻律的要求而形成雙音詞，另一方面

卻又因為常用動詞是單音節占了多數，而使一個詞彙化的雙音動詞離析

化。 

然而他的論點並無法推論離合詞組成中的動詞性成分即是他所謂的

常用動詞，如:畢業的「畢」、鞠躬的「鞠」、冒險的「冒」等，皆非可獨

立的單音節動詞。從另一方面來說，他的說法也是相似於詞內結構不緊密

之說，因為他所謂常用動詞單音節為多，意味離合詞中動詞性成分獨立性

強，可隨意獨立，而造成離析形式的出現。 

尚有更多學者融合上述三點，如力量、晁瑞( 2007)說明離合詞的

形式歸根到底是與古代漢語詞單音節特點密不可分的。古漢語中單音節長

時間連用，慢慢定型，成為今天的雙音節合成詞；今天人們又會利用合成

詞各成分內部聯繫還不太緊密的特點，拆分開來使用，表達更複雜、更豐

富的內容。 

持離合詞形成與離析原因在於漢語詞彙發展的歷程，大多學者認為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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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詞就是漢語詞由單音節向雙音節過渡中間狀態上的產物(吳道勤，2001)，

即離合詞是處於由短語至詞的變化過程上。雖然李宗江(2006)在方向上持

相反看法，認為有些離合詞的離析是由詞向短語的去詞彙化，且是因為組

成的動詞性成分獨立性強。但他們對於離合詞離析動因的看法還是主張是

因為這些離合詞尚未完全詞彙化、詞內結構不緊密，才導致結構的鬆動。 

 

(三) 句法現象的移植 

吳道勤(2010)提出離合詞作為詞而又可拆開來使用，極有可能是漢語

句法由於慣性而形成的一種越級滲透—動賓式雙音詞內部也具有動賓短

語的句法功能。是一種音節結構的單音傳統和雙音趨勢相互矛盾運動的結

果。他以「吃飯」一詞為例，說明「吃飯」原為詞組，表「吃米飯」之意，

後引申為「用餐」，是詞而非詞組。因此，詞組的可分離性便滲透至詞，

致使詞也可分離。他以元中葉以後在朝鮮(今韓國)流行的漢語教材《樸通

事》內容為例: 

官人們各自說吃什麼飯。羊肉餡饅頭、素酸餡稍麥，匾食，水精角兒，

麻尼汁經卷兒…水滑經帶麵…芝麻燒餅…硬麵燒餅都有。(《朴通事》) 

詞組的「吃飯」可分離為「吃什麼飯」、「吃了一碗飯」、「吃乾飯」，

因為這個詞組可分離的慣性，滲透至「同形短語」表用餐義的詞「吃飯」。

首句中的「吃什麼飯」，並非「吃米飯」而是「用餐」，卻因為人們習慣於

詞組的離析用法，而使得詞也具有離析形式。 

周飛(2011)漢語的詞和短語的內部構造有高度的相似性，再加上這些

尚未完全詞彙化的「新詞」，凝固度低、結構鬆散，即更類似於短語。為

了具體、明確地表達語義，離合詞就相似於短語結構而產生離析用法。范

曉(1996:212)則提出離合詞的離析形式是語言上的「類化作用」產生的，

即雙音詞在言語裡動賓短語化。 

雖然周飛還是強調離合詞的離析築基於結構鬆散，但他於上加了一層

詞與詞組的相似性。吳道勤就詞與詞組「同形」而能將詞組的句法滲透至

詞。范曉則提出類推作用解釋。然而，就離合詞的出現歷史，是早於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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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代。且這樣的觀點僅或能說明單一例子，並無法解釋其他無同形、或

結構相對緊密離合詞以及類推作用無法將短語的自由形式類推至離合詞

有限的離析形式，而使離合詞同於短語般自由。 

 

二、言談交際促動 

(一) 事件化 

王海峰(2002)引用郭繼懋、王紅旗(2000)的觀點，認為從語義表達的

角度來講，在語言中，詞(包括謂詞)和詞的固定組合表示現成的、概括的

模型化的意義，而詞的自由組合、臨時組合表示鮮活的、具體的、尚未模

型化的意義。如果要表達一個事件，僅靠光桿動詞和光桿名詞是不夠的。

所以王海峰從言談交際的目的切入，說明為了使其事件化，報導事件

(reported events)的詞彙形式--「動詞」與言談的可控參與者(discourse 

manipulable participents)--「名詞」必須要個體化、離散獨出，接近

原型功能。基式裡的動名兩個語素，在空間和時間量上都是零賦值，信息

度極低，不能表達一個事件。動賓複合詞如果要表達事件，必須離散化、

個體化，並承載充夠的信息，上升到句法平面。 

他們的論點強調，離析形式才能表達「具體事件」，然而，許多離合

詞的離析用法，並非表達具體事件，而是做為主語的描述與補充而必要離

析以完成語義，而非擔任謂語以表達事件，如:「離過婚的男人才可靠?」、

「上他的課的學生真可愛。」 

 

(二) 焦點突出 

王燕明(2010)指出，離合詞離的形式多出現在口語材料中，在書面材

料中較少，在正式文件中則幾乎沒有。因此，我們可以認為離合詞離的形

式是在口語環境中形成的，並主要用於口語環境。口語是聽的語言，因而

要求語言焦點突出，而離合詞的擴展形式本身就有強調作用，可以表達某

種特定語氣，聽者容易抓住說話人的重點，使談話能夠順利進行下去。 

王海峰(2002)從認知的角度切入，說明離合詞的離析形式是因為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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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中心，人們會在內部作出區分，以成為焦點。反之，只視為一個整

體。且他以實際語料的統計，高達89.9%的離析結構是位於小句結句位置，

因結句位置通常為「自然焦點」所在，說明離合詞的離析形式是為了突顯

焦點。黃曉琴(2003)在討論「離合字組1」分合的條件時說道:只有做為語

義焦點的時候才能分開使用。馬清華(2009)調查 35 位在校或已畢業大學

生，根據語感判斷，而得出離析用法與意義強調有關的結論。 

上述學者的觀點反應了，當離合詞所傳達的部分是語義焦點時，將以

離析手段表示，如果不是語義焦點就不會產生離析。但是，如筆者對離析

動因是為了事件化的反駁，有許多離合詞離析用法不是為了強調語義，也

不是語義焦點，只是做為背景描述以及主語或核心動詞指稱對象的補充與

形容。再者，語言的形成與變化，功能應早於形式，形式的改變是為了完

成功能，而非先以改變形式而達成某個目的。 

 

(三) 達情表意、增加信息量 

梁馳華(2000)認為離合詞離析形式是言語交際對詞彙作用的結果。為

了表情達意的方便，人們往往在詞語中插入另外的語言成分，這也帶動了

離合詞的產生。如「動什麼員、顧而不問、檢什麼查」等說法的增多便是

這種趨勢的反映。由於離合詞中插入了各種各樣的成分，擴大了離合詞負

載的信息量，具有了更多的靈活性，使得離合詞表現出了更多的語法意義

和詞彙意義，滿足了表情達意的需要。 

 

三、其他 

學者提出的其它因素，大致包括了離合詞的離析用法常出現在口語體，

所以離析是為了表達輕鬆活潑、新鮮創意、增加情感。這樣的觀點如下: 

梁馳華(2000)說明離合詞適應了漢語表意的精確性與多樣化的要求、

喚起聽者注意，適應語言交際的需要。王會琴(2008)口語色彩強的詞彙容

                                                 

1
 「離合字組」是黃曉琴對離合詞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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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為離合詞，因為最容易打破常規而分開使用。丁燁(2009)合成詞、單

純詞能夠有離合的用法，一個很重要的動因是口語化的需要，符合大眾的

語言習慣，並可增添語言的感情色彩。 

輕鬆隨便、創新活潑之感，是來自離合詞出現在口語成分的主觀感受，

是因人而異、因語境而異，「洗什麼澡」、「跳什麼舞」並不絕對代表不滿

意、負面或強烈的情緒；「結過三次婚」也不是為了輕鬆、創新；即便為

了達情表意，為了描述補充，亦須依循基本語言原則，而絕非可隨意插入

一個整體性的詞中。這些觀點僅是從表層末端的語言現象，回頭尋找離析

的原因，非真正離合詞能夠離析的影響因素。 

 

第三節 小結 

離合詞的研究經過數十年來的討論，出現極為紛亂的研究樣態。起因

於現代漢語離合詞特殊用法對其本身屬性的反應恰處於漢語語言學尚難

釐清的部分。漢語學界對於何謂「詞」的問題，至今仍難以給予清楚且明

確的界定，進而影響了對離合詞本身屬性的判定；離合詞同時具備了詞的

語義凝固性以及詞組的可離析形式，兼備上述二者的特性但卻又看似彼此

互斥，呈現了離合詞歸屬問題的不同角度。基本屬性的歸屬不清，築基於

此、發展於其上之離合詞界定條件、範疇內容…等相關面向，無疑地益發

紊雜混亂。 

漢語學界對於離合詞的離析動因多以結構—雙音詞、雙音詞發展未成

熟以及為達焦點突顯之功能等觀點視之，尚未觸及離合詞離析形式的核心

功能。 

本論文在探討多數離合詞相關研究之後，以其研究成果為基，於下二

章分別進行離合詞本體研究以及離析成因之探討，釐清漢語語言學對於現

代漢語離合詞能解與難解之處，解讀離合詞特殊的語言現象，並進而探求

離合詞離析動因，以對其能有更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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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離合詞研究現況與界定 

 

近二十年來，離合詞的相關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呈現豐富的面貌，對

離合詞的本體研究有其相當的助益，然卻仍存在極大的爭議。本章藉由前

人研究的成果，循其研究的脈絡，企求對離合詞本體有更一層的認識。 

先就現今兩位學者對離合詞的界定與內容研究比較，再依循比較的結

果，對現代漢語離合詞所面臨的問題進行探討，最後對離合詞的界定做出

結論。內容包括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呈現離合詞的研究現況，並比較王海

峰與林秋芳的研究成果；第二部分探討離合詞的界定問題。 

 

第一節 離合詞的研究現況 

王海峰等(2010)對八十年代以來離合詞的研究文獻進行了調查，離合

詞的論著多達 110 餘篇，尤其是近十年來，更是明顯上升。離合詞受到越

來越多的關注，由此可見一斑。本節綜覽離合詞研究至今的成果與面向，

並於後進行離合詞內容比較，顯示離合詞在界定標準上可能面對的問題。 

 

一、 離合詞的研究面向 

現代漢語離合詞的特殊性，引發漢語學界熱烈的討論與研究，近幾十

年文獻眾多，其研究面向包含了離合詞的命名、語法屬性、界定原則(王

海峰，2008;林秋芳，2007;趙淑華、張寶林，1996)、構詞類型(王素梅，

1999)、離析結構(饒勤，1997)、形成原因(吳道勤，2010;趙歡，2009)、

離析動因(丁燁，2009;王海峰，2002)、帶賓現象(范妍南，2007;饒勤，

1997)、配價研究(饒勤，2001)、語義語用研究(饒勤，1997)、離析規律(王

素梅，1999)、離析程度(李天廣，2008)與教學應用(李大忠，1996;周上

之，2000)等。 

對於離合詞的研究文獻繁多，僅由各家學者、機構所認定離合詞的數

量即可看出界定標準的差異。我們已於第二章將此問題揭示出來，大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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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多以《現代漢語離合詞用法詞典》或以《現代漢語詞典》為本進行研究，

兩者對離合詞數量的統計皆在三千以上。 

界定離合詞的另一類觀點是學者們根據自身對離合詞的界定標準，界

定出約莫兩百數目的離合詞。他們皆認為離合詞並不能包括動補結構，將

「提高」、「看見」…這類動補結構排除在離合詞之外，大大減少了離合詞

的數量。如:趙叔華、張寶林(1996)、范妍南(2007)、林秋芳(2007)、王

海峰(2008)。 

離合詞數量的差異顯示出界定標準的不同。上述排除動補結構且明示

出離合詞數量的五位學者，對於離合詞的界定應該較為接近，因為他們所

界定出的離合詞也呈現相近的數字。然而筆者細究其內容，卻發現其間仍

存有極大的差距。現就可得王海峰界定過程與 207 個離合詞與林秋芳界定

出的 234 個離合詞內容，做一比較。 

 

二、 林秋芳與王海峰界定出的離合詞比較 

 

(一) 界定結果的相同與相異 

林秋芳(2007)從平衡語料庫中，經一定的判定原則揀選出 234 個離合

詞，她對離合詞的界定條件是:合成詞(必至少包含一個黏著詞素)、擔任

動詞、詞結構為[WvYn]w、雙音節。王海峰(2008)經《漢語水準詞彙與漢

字等級大綱》、《現代漢語詞典》內標示可離析以及其他不包含在兩者之內、

自行選入的可離析詞，排除在 CCL 大型語料庫(北京大學語料庫)內沒出現

過離析現象的 45個、排除 29 個述補結構，再排除 111 個組合式雙音結構

的詞組，留下凝合式雙音結構，得出 207 個離合詞。 

林王兩人共同認知的離合詞有 60 個: 插嘴、散步、游泳、移民、開

口、下台、上台、跳舞、上學、出差、出院、鼓掌、嘆氣、睡覺、打架、

談天、請假、考試、吵架、離婚、見面、讀書、洗澡、化妝、告狀、做客、

聊天、做主、照相、報名、道歉、鞠躬、翻身、冒險、吃苦、傷心、開學、

遭殃、出名、失業、放假、生氣、執政、用心、吃驚、幫忙、念書、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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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洩氣、結婚、上當、著急、像樣、出神、畢業、放心、操心、擔心、

吃虧。 

除了兩人共同認定的 60 個離合詞，王海峰認定的離合詞但不在林秋

芳對離合詞的認定裡尚有 147 個，包含了:開課、排隊、請客、問好、沾

光、理髮、爭氣、拜年、打針、當家、倒楣、丟人、動手、掛號、懷孕、

握手、站崗、招手、出門、帶頭、拐彎、狠心、接班、敬禮、開刀、起床、

投資、用功、保密、吵嘴、吹牛、辭職、搗亂、登記、懂事、放學、乾杯、

講理、開工、起鬨、讓步、伸手、說情、算數、聽話、住院、走道、作案、

作文、把關、罷工、辦學、參軍、抽空、出面、打獵、當面、搞鬼、掛鈎、

灰心、加工、加油、交手、結果、留神、納悶、入學、提名、宣誓、有名、

造反、致電、辦公、閉幕、稱心、定性、動身、發炎、分期、害羞、減產、

開幕、勞駕、埋頭、跑步、破產、生效、失學、送行、隨便、探親、提醒、

退休、押韻、要命、迎面、致富、種地、註冊、作戰、安心、報到、報銷、

貶值、成套、待業、搗蛋、到期、登陸、對頭、防汛、防疫、放手、分紅、

還原、及格、集郵、集資、剪綵、就業、就職、決口、絕望、曠工、留意、

滿月、配套、起草、起身、上任、攝影、升學、失約、失蹤、施工、隨意、

投標、投產、完蛋、獻身、行賄、行軍、延期、增產、執勤、注意、違法。 

林秋芳界定為離合詞，但不在王海峰的認定裡的 174 個詞有:立志、

立誓、使勁、插口、發願、發抖、慕名、發言、轉手、轉向、開會、入夥、

搬家、下手、歇腳、當兵、下班、碰面、綁票、上班、裝傻、上場、上課、

過年、過關、出國、對焦、打工、打仗、打岔、裹腹、說話、說謊、打盹、

撒嬌、犯法、犯罪、歎氣、休假、談話、成家、戴孝、伴奏、講話、作工、

翹課、作弊、翻案、作孽、轉彎、投胎、蹺家、關門、走路、度假、卜卦、

革命、打結、值班、回禮、兼差、守喪、挺胸、行禮、留學、作對、眨眼、

鬥嘴、告密、做秀、治罪、訂婚、動武、挨打、掉頭、挨揍、殺價、挨罵、

記過、造孽、退學、閉眼、喘氣、晤面、報仇、解危、報備、解圍、褪色、

道謝、斷氣、磕頭、翻臉、曝光、贖罪、升等、下課、出頭、酗酒、發呆、

發財、發情、發燒、關門、盡力、漏氣、結冰、捧場、透氣、遭劫、賞臉、

露臉、涉嫌、生病、將軍、懸賞、落腳、走音、受苦、受傷、服氣、念經、

保險、教書、開門、登基、跌跤、摔跤、值錢、迷路、動氣、得寵、上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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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中計、出事、失節、失魂、犯忌、生鏽、掃興、透風、喪氣、寒心、

發火、費勁、過火、回神、過癮、如願、成名、盡心、收效、領情、走樣、

賭氣、服氣、受騙、入迷、奏效、負債、死心、負傷、著迷、絕種、抱歉、

著火、傻眼、落空、過時、丟臉、過頭、鬧鬼、進步。 

上述有些詞彙或是地域性之因而不使用，如在 CCL 中搜尋不著「發願」、

「升等」與「守喪」等詞，且「打工」在兩地所代表的意涵也不同，但這

些少數詞彙並不影響兩位學者對於離合詞界定的標準所顯現出的差異。 

雖然王林兩人對於離合詞的數量，有比較相近的看法，但細究其內容，

竟僅有 25%至 29%的重疊，多達三分之二以上的相異，見【表三-1】。如「吹

牛」、「辭職」，王海峰認為是離合詞，但卻不在林秋芳的認定裡。兩人所

選取的詞語與語料在語言研究中皆具代表性，然而何以呈現如此的差異?

筆者認為這樣的差異肇因於兩學者的界定標準，而非因詞語抽取來源的不

同。 

【表三-1】王林二學者離合詞重疊比例 

 王海峰 林秋芳 

界定詞數 207 234 

兩人重疊詞數 60 60 

重疊詞數占個別總數比例 28.99% 25.64% 

 

(二) 兩者界定標準的差異 

在兩人的界定裡皆排除了「動補結構」，王海峰再排除了「組合式雙

音結構的詞組」，而留下「凝合式雙音結構」；林秋芳以「合成詞」(至少

包含一個黏著詞素)為判定原則。根據王海峰(2008:30-32)的定義，組合

式雙音結構意指「結構鬆散、意義具體，基本上是前後兩項意義的相加，

因此接近或屬於詞組。」凝合式雙音結構意指「結構緊密、意義抽象，我

們一般認為這些是詞。」而他對何謂緊密、何謂鬆散則以《現代漢語詞典》

第五版對這些離析雙音結構所包含的前項後項只要有一項標註為「詞」或

「語素」來判定，這裡指的「語素」即為黏著詞素(bound morpheme)。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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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一項被標註為「語素」，該結構則為「凝合式雙音結構」;兩項皆被標

註為「詞」，但意義抽象，不是前項後項意義相加者，亦為「凝合式雙音

結構」。 

筆者檢索被王海峰(2008)排除的 111 個組合式雙音結構，比對林秋芳

(2007)所界定出的離合詞，發現有 24 個詞是被王海峰排除的組合式雙音

結構，卻仍在林秋芳界定出的 234個離合詞內，這些詞有：生病、犯法、

使勁、訂婚、談話、受傷、過年、講話、說謊、發燒、發言、開會、犯罪、

盡力、下課、出事、下班、打仗、上班、報仇、負傷、上課、發火、發財。 

林秋芳秉持的「合成詞」與王海峰憑恃的「凝合式雙音結構」看似意

義相近-皆以是否包含不成詞詞素/黏著詞素為準，但王海峰的「凝合式」

則多了一層—成分意義抽象，不是前項後項意義相加的判定。而這樣的考

量似又繞回了詞的界定問題，究竟黏著詞素所組成的「詞」為詞，亦或有

其他可能組成的「詞」，而組成成分意義的簡單相加則非詞嗎?這個問題，

且留待下一節探討。 

 

第二節 離合詞的界定 

 

一、 離合詞的語法屬性 

現代漢語離合詞被歸屬於詞的原因，除了意義的高度凝固性，且因其

具備一個重要的特性:即便可以離析使用，但卻是「動不離賓，賓不離動」。

換句話說，如果離合詞是詞組，而詞組是具備可拆可卸或可省略的性質，

即不符合「動不離賓，賓不離動」的現象。我們可以由例句清楚看出: 

[1].A:妳吃飯了嗎?        B:吃了。 

[2].A:他畢業了嗎?        B:*他畢了! 

例句[1]中的「吃飯」是詞組，「吃」是自由詞素，可獨立成詞，而出

現「吃了」這樣的句子；然而例句[2]中的「畢業」是詞，而非詞組，「畢」

是黏著詞素，不能獨立成詞，故不會出現「*他畢了!」的句子。 

本論文將現代漢語離合詞界定為詞，是具有離析形式、特別一類的詞，



 

42 

非因其具有可離析形式則屬詞組。探討離合詞是詞或是詞組，須由漢語「詞」

的界定談起。 

 

(一) 詞素(morpheme)與詞 

1.詞素 

「詞素」譯自西方語言學的 morpheme，漢語學界有些學者譯成「語

素」、丁邦新譯為「語位」、連金發譯為「形位」(林秋芳，2007:25-26)。

朱德熙(1982:9)定義語素為:「最小的有意義的語言成分。」劉月華等

(1996:1)說明，語素是「最小的音義結合體，也是最小的語法單位。」曹

煒(2004:19)指出「語素也叫詞素，一般定義為語言中最小的音義結合體，

是構詞的材料。」Li & Thompson 指出:詞素是「語言中最小而且具有意

義的成分」(1983:27)。 

根據學者們對於詞素/語素的看法可知:詞素是最小的音義結合體，也

是詞的組成成分。同時筆者在此強調，本論文以「詞素」表示西方語言學

中「morpheme」所指之意，且認同張壽康(1981)對於「詞素」與「語素」

術語爭論的看法:「當分析詞的內部結構時，就不能用語素這個名稱了1。」

以及劉叔新(1990)2的觀點:「詞素應就詞的構造成素、即一個詞能夠劃分

出的小於詞的構成單位而言。」以及「語素包括了詞素，但是很多語素卻

並非是詞素」。漢語中的「詞」與「語」在語法上分屬不同層次，當探討

構詞層次時，應採用同一層次的術語-詞素，而非採不是同一層次的「語

素」。 

2.詞 

詞素是構成詞的單位，然而「詞」是什麼?確定「詞」標準為何?這個

問題雖尚未獲得一個明確的解決，但學者們仍努力地尋求解釋。劉澤先

(1953)把詞稱為:「拼音文字裡經常連寫在一起的一組字母」。陸志韋

                                                 

1
 轉引自潘文國等《漢語的構詞法研究》頁 100 

2
 轉引自曹煒《現代漢語詞彙研究》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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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指出，「詞」是自由活動的最小單元。朱德熙(1982:11)定義詞為:

「最小的能夠獨立活動的有意義的語言成分。」劉月華等(1996:1)指出:

「詞是最小的能獨立運用的有意義的語言單位。」對於如何確定「詞」，

還是存在著部分模糊的地帶，呂叔湘(1979:15)說了:詞的定義很難下，一

般說它是最小的自由活動的語言片段，這仍不十分明確，因為何謂「自由

活動」尚待釐清；朱德熙(1982:11)則說:所謂「能夠獨立活動」可以有種

種不同的理解。雖然如此，學者們對於詞的定義大致有相同的概念，皆認

為詞是能獨立運用、有意義的最小語言成分。 

3.詞素與詞的關係 

詞素是最小的音義單位，詞素組成了詞(符淮青，2004:22)，但兩者

之間並非完全獨立，尚有重疊與各自獨立的部分。陸志韋(1957:1)點出了

詞素與詞之間的關係: 

凡是有意義的音節先都當作詞素，其中有能獨立的，當它是獨立的時候，詞素

等於詞。當它在語言片段裡不能自由運用的時候，詞素+詞素才是詞。 

由陸志韋的說法率先點出了獨立、獨用的概念(潘文國, 葉步青和韓

洋，2004:112)，藉由他的說法，我們可知詞素與詞重疊之處，在於當詞

素可以獨立之時。且這裡的能否自由運用概念，源於 Bloomfield(1933)

提出不能單獨成句的黏著形式(bound form)，而能單獨成句的即為自由形

式(free form)。 

 

4.自由詞素與黏著詞素及區別法 

趙元任(1979:80)認為自由形式(F)是能單獨說的，如:「梨」；而黏著

形式(B)則是總跟另一個詞素一起說的，且中間無停頓，如:「鳳梨」。朱

德熙(1982:9-11)區分自由詞素(F)與黏著詞素(B)是根據能否單獨成句或

成詞，能單獨成句的叫做自由詞素，如:「好、看、我、葡萄」，不能單獨

成句的叫做黏著詞素，如:「民、衣、失」。 

漢語中的詞素經常與其他成分組成許多類型的詞或詞組，在區分詞素

自由或黏著與否，本論文認同易荷梅(2007:28-31)提出的三點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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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據現代漢語的口語用法和意義 

2).依據詞素在其組合的意義 

3).依據詞素在其他組合中能否獨用 

漢語發展的歷史達數千年之久，現代漢語部分保留或改變了古代漢語

的基礎與特性，如成語或文言說法仍保留並出現在現代漢語的特殊場合，

這些不符合現代漢語特性的不應列入判定的考量之內，是為現代漢語的特

殊用法，如:「無、之」之類在成語或古漢語保留至今的慣用說法中可獨

用，但在現代漢語一般的場合則不能獨用的，則應視為黏著詞素。 

且判定自由與否，需要在個別所處在的詞來判斷，所以同一個「詞素」

在 A詞裡是自由詞素，有可能在 B詞裡是黏著詞素。如易荷梅以「排隊」、

「隊伍」為例，分析排隊的「隊」是「行列」，在使用上有「排成隊、排

好隊、排著隊、排起隊來、排了隊」，是表達抽象「排成整齊的行列」的

意義，不能單用是黏著詞素；但隊伍的「隊」是「具有某種性質的集體、

團體」，是自由詞素，有「義工隊、排球隊、世界各隊、哪幾隊…」的用

法。 

一個「詞素」看似有時候是自由詞素，有時候是黏著詞素，而詞素是

自由或是黏著是否恆定?林才均(2011)澄清這個問題表達了以理論上來說，

答案是肯定的。他說一個詞素要麼只能是自由詞素，要麼只能是黏著詞素。

他強調這個問題需要將「詞素」與「字」區分開來，表「隊伍」詞素義的

「隊」並不同於表「行列」詞素義的「隊」，因為「隊伍」的「隊」雖然

與「排隊」的「隊」同形(同字)，但詞素義並不相同，此為林才均對趙元

任(1968)闡述「一個自由語素只是有時候自由，而一個黏著語素是永遠黏

著」論點的澄清。 

綜上所述，對於一個詞素的自由或黏著判定需要多方考量，以現代漢

語口語的一般場合使用為本，由其在所處詞內的意義決定，再考慮其在其

他組合中是否能獨用，方能切確判定。 

根據上述對詞素與詞的探討，我們暫可先將現代漢語離合詞劃歸是詞，

因為它符合了詞的定義—是可以獨立運用、有意義的最小語言成分。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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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離合詞是詞，是最小獨立運用的語言成分，乃因它雖可以拆開使用，但

拆開的成分卻不能獨用，代表離合詞是由不能獨用的「詞素」所構成，並

非是「詞」+「詞」(「詞」+「詞」是為詞組)，即陸志韋所述不能獨用的

「詞素」+「詞素」而為「詞」。 

 

(二) 合成詞與複合詞 

由詞素組成的詞，又因其組成方式、屬性、功能而為不同類別的詞，

與離合詞有關且具爭議的，即為合成詞與複合詞之別。多數語言學者將離

合詞視為複合詞，亦有將之歸屬於合成詞，兩者之間有何區別? 

根據陳新雄等(2005)在其著作《語言學辭典》對兩者的解釋，「複合

詞」是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根組合而成的一個詞，有學者稱為「合成詞」。

有的學者認為「複合詞」等同於「合成詞」 。 

邵敬敏(2007)定義「合成詞」為:「兩個或兩個以上語素構成的詞。」

目前漢語學界多數學者皆採如此論點，如劉月華等(1996:8)亦同。Li & 

Thompson(1983)則提到: 「我們可以把具備某些單詞特性而且可以分析成

二個或多個有意義的詞素的多音節單位視作複合詞，而不管這些詞素是否

在現代國語中能獨立存在。」 Li & Thompson 提到的「複合詞」等同於

大多數學者的「合成詞」，表示只要滿足兩個(或以上)詞素組成的詞。 

而複合詞在這樣的架構下，是屬於合成詞內的一個次類，是以「複合

法」所構成的詞(劉月華，1996:8)或是兩者相同。 

整理大部分學者對詞的分類。如下表三-2 

【表三-2】大部分學者對詞的分類 

 詞素數 名稱   例詞 

以 

詞 

素 

數 

一個 

單音單純詞   家、跑 

多音單純詞 

聯綿詞  輾轉、匆匆、嘀咕 

疊詞  奶奶、紛紛 

音譯外來詞  奧林匹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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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區 

分 

象聲詞  嘩啦 

兩個

(含)以

上 

合成詞 

附加 
前詞綴 阿姨、老虎 

後詞綴 石頭、椅子 

複合 

並列

(聯合) 

團結、道路、學習 

偏正 學校、移植、雨衣 

動賓 鼓掌、洗澡、打針 

補充 打破、推翻 

主謂 性急、地震、地震 

重疊  甜絲絲 

 

鄧守信(2007)1提出不同主張，他認為以詞素自由與否的組合，將詞

分為兩類:一類為至少包含一個不自由詞素的合成詞(complex words)，此

類組合為 BB、BF、FB2，如:畢業、人民、飛機；另一類是兩個詞素皆為自

由詞素的複合詞(compound words)，此類的詞素自由配搭為 FF，如:心疼。

具孝靜(2009)同時也主張，當詞彙內部結構中至少包含一個黏著詞素時，

就要分類為「合成詞」，並且和內部成分皆為自由詞素的「複合詞」分開。

這樣的分類方式卻與其它多數學者有著明顯的不同。 

鄧守信對於詞的分類，以包含詞素自由與否來分，如表三-3: 

【表三-3】鄧守信合成詞與複合詞的分類 

 包含的詞

素數目 

名稱 例詞 

 一個 單純詞 雨、跑、琥珀 

 兩個(含)以

上 

合成詞(BB、

BF、FB) 

畢業(BB)、 

柿餅(BF) 

                                                 

1
 為鄧守信 2007 年在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漢語語言學課程所提出的看法。 

2
 B 為不自由詞素，來自 bound morpheme 的簡稱；F 為自由詞素，來自 free morpheme 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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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FB) 

  複合詞(FF) 白菜(FF) 

由上二表可清楚看出，大多數學者不區分詞內詞素自由與否的搭配，

要不認為「複合詞」等同「合成詞」，要不將「複合詞」歸屬於「合成詞」

底下之次類。鄧守信以詞內自由詞素與否的搭配組合來區別「合成詞」與

「複合詞」，是有別於其他學者而與西方語言學理論相同。本論文認同鄧

守信對於詞的分類方法，因在缺乏形態標誌的漢語詞彙中，是否包含了不

能獨立成詞的黏著詞素影響了學習者對於個別的詞的認知，乃至於拼音法

的分寫連寫問題，甚至於對於離合詞的理解與學習。 

由於離合詞屬詞，又因其離析時特殊的「賓不離動，動不離賓」現象，

乃離合詞內的組成成分具有不能獨立特性之故，據此可以推論，離合詞的

組成成分必包含了不能獨立的黏著詞素，也就是說，離合詞必屬於包含了

黏著詞素的合成詞。這樣的論述同於林秋芳(2007)對離合詞的界定標準。 

 

(三) 離合詞與詞組的界線 

分析具有離析形式的組合時，若其包含了黏著詞素，該組合必為合成

詞，且為離合詞；然而若其組合為兩個自由詞素構成，即為 FF 時，該組

合離析形式是屬詞的離析亦或是詞組離析?這個問題涉及漢語學界六十年

來無法解決的問題—詞與詞組的區別。 

易荷梅(2006)透過三個面向:內部結構、特殊意義與語法功能對許多

學者提出區辨詞與詞組的方式進行探討研究，仍未能解決當一個組合是

FF時，是屬複合詞還是詞組的問題。是否有特殊意義的標準乃因人而異，

以至於其只有參考價值而無決定作用；語法功能的角度「只能用來解釋該

組合在句中的語法功能或其用法特點，而不是使用此方式來決定一個組合

是『詞』還是『詞組』」；而內部結構則是以是否包含黏著詞素來決定是

「詞」或是「詞組」，卻也無法明確解決無黏著詞素的複合詞(FF)，究竟

是詞或是詞組的問題。 

朱德熙(1982:12)亦曾探討過同樣的問題，他說若由自由語素組成的

合成詞，如:「鐵路」、「白菜」、「牛肉」、「小看」、「大學」等都看成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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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不合理的。他的說法點出了漢語詞與詞組的區別在 FF 的組合內，

存在著模糊難解的界線。 

「白菜」一詞，前後兩項「白」與「菜」皆為自由詞素，而「白菜」

是屬於詞還是詞組?有學者提出可以語義延伸與否來判定，「白菜」並非

是一種全為白顏色的蔬菜，葉菜部分仍是綠色，代表「白菜」已有部分語

義延伸，所以可視為詞，是 FF 組合的複合詞，然而漢語詞彙中亦存有部

分未能確定語義是否延伸的詞，如:「牛肉」、「鐵路」、「火車」、「動

手」…等。這一部分即為漢語學界數十年來未能解決的問題，朱德熙(1982)

曾說:「組成成分都是自由語素，整個格式可能是句法結構，也可能是複

合詞。」語義延伸與否實難判定，或關乎個人認定不同，或關乎地域文化

角度不同。 

王海峰(2008)在界定離合詞的過程中，將「凝合式雙音結構」留下，

而排除了「組合式雙音結構」的詞組，標準為「是否成分意義抽象、前項

後項意義是否簡單相加」。雖然王海峰並未在研究中大膽明確提及成分意

義抽象、前後項意義並非簡單相加的凝合式雙音結構即為「詞」，但他卻

描述了組合式雙音結構是為詞組。這樣的判定標準即只如易荷梅對於判斷

詞與詞組的三個面向其一的「有無特殊意義」，角度單一而恐患不周延之

虞。 

易荷梅(2006)說明了從「有無特殊意義」難以區別「詞」與詞組的理

由乃在於:有些合成詞的意義是構成成份字面意義的總和，並無特殊意義，

如：理髮、如意…等。如此看來，王海峰在排除「組合式雙音結構」時，

以單一「是否成分意義抽象、前項後項意義是否簡單相加」的標準意圖排

除「詞組」組合，卻可能同時排除了一部分的合成詞，如筆者在上一節比

對王海峰排除的組合式雙音結構與林秋芳最後所界定出的離合詞，發現

24 個是王海峰所認為是組合式雙音結構的「詞組」，但其卻為包含黏著

詞素的「合成詞」的詞，如:生病、犯罪、說謊、開會…等。 

由 FF 組成的複合詞與詞組的界線，是漢語學界數十年來未能解決的

問題，「牛肉」是複合詞還是詞組? 至今依舊無人未能給予完美的解釋，

但卻無減於對離合詞研究的需要與熱切。而關於詞素自由與否、詞、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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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筆者透過下圖三-1來表示這複雜且模糊的關係: 

有 B 無 B 

合成詞 複合詞  詞組 

BB BF FB FF  FF 

 離合詞    

【圖 三-1】 詞、離合詞、詞組關係示意圖 

 

上圖虛線是表詞與詞組之間至今難解的分界。然而，為求現代漢語離

合詞的研究在可確定的領域中前進，建議暫且略去此模糊難斷的範疇，以

免反而陷入混亂無章之境。此結論同林秋芳對離合詞屬合成詞的界定標準，

先將 FF 組成的離合詞略去，而對能夠明確界定範圍的離合詞進行研究分

析，了解離合詞的性質，是為理想且腳踏實地的做法，並對於教學更有助

益。 

 

二、 離合詞的語法功能與組成結構 

Langacker(1987)、Givón(2001)闡述，各項詞類中最為穩定的是名詞，

而相對的另一端則是動詞。在規範的語言中，名詞顯著較動詞穩定，在其

無法離析、重疊與省略等面向顯現。「*盲生以雙環抱大樹手」、「*我買了

這台電電視」、「*臺灣代表團傳回捷」等的語句。相對的，動詞卻可常見

到這些用法:「畢竟大家都受過傷」、「他想找妳聊聊天」、「你爬不爬山?-

爬!」 

齊滬揚談論離合詞的界定時，認為離合詞是動詞性，而非其他功能。

他舉了幾個是動賓關係但擔任名詞以及形容詞的組合，如:司機、有趣，

它們皆不被看作是離合詞(齊滬揚，2000:20-21)。同時，他也指出離合詞

是述賓關係，而非述補關係。雖然，他對這些界定的方式並無更深入的解

釋其採用理由為何。不過，鄒立志與周建設(2007)認為補充式不宜看作離

合詞，因為加「得」、「不」，是補充式的標誌性特徵，且不能繼續擴展(鄒

立志、周建設，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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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相較於名詞，呈現較多變化樣貌，但亦非表示某類動詞變化的方

式適用於其他動詞的次類，如:*喜過歡、*說說明。 

動詞有其可變化的特性，況且，「句子」是用來表達事件，也是語言

中最重要功能—交際—之所能表達事件整體意念的單位。而以漢語來說，

表達事件的核心在於主語與謂語。趙元任(1968)說:「完整句有兩個直接

成分，即主語和謂語。」而主語又可在某些語境下省略。所以我們可說，

謂語—是以動詞為核心，是表達事件中最不可缺乏的。 

動詞與謂語，是兩個不同層次的術語，動詞是以詞的層次而言，而謂

語是對於句子的層次。有些動詞進入句子層次可直接充當謂語，如:「他

去年搬家」。有些動詞進入句子則需要其他成分形成謂語/動詞組，否則語

義不完整，如:「*他去年幫助」。「搬家」所承載的語義較「幫助」完整，

「搬家」表示「舉家遷移」，「搬」是最主要的「動作」，「家」則是「搬」

這個動作所施加或關聯的對象。而「幫助」此一動詞中的兩個詞素皆表「動

作」，是一組近義詞素組合的合成詞，此類動詞並無包含「動作」所作用

或關聯的對象。 

「搬家」這一類動詞是在分類上稱為「動名動詞
1
」的合成詞，包含

最主要的「動作」以及「動作」所作用支配或關聯的「對象」，動名動詞

的動詞素即是「動作」，名詞素即是「對象」，是一種雷同於構句層面的構

詞組合。 

我們從下一章可知，在宋朝首度出現的離合詞，它們都是屬動名動詞

的合成詞。動名動詞包括了動詞性成分與名詞性成分，若在具備一定條件

拆離後，可在句子層面貌似完成謂語部分，這個謂語部分包括了述語加上

賓語，可完整表達事件的始末。因此，動名動詞因著組成成分的屬性角色

關係，潛具離析形式的條件。 

王海峰(2002)亦表示，語言的根本功能是言談交際，而言談的目的是

為了報導事件。在報導事件的過程中，名詞和動詞是最主要的因素。動賓

                                                 

1
 動名動詞為一動詞性詞素與名詞性詞素合成而成的動詞，基本上與一般動賓式動詞相同，但由

於欲區分構詞層面與語法層面的使用術語，故在此不稱動賓式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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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的離合詞包含動性成分和名性成分，具備了表達事件的「潛在資質」。

鄒立志、周建設(2007)認為，動賓式動詞的可擴展性與它句法上相對自足

的述謂性有關。動賓結構代表了價位自足的句法結構(鄒立志、周建設，

2007)。 

王海峰與鄒立志、周建設描述的，即是動名組合的特性，是為離合詞

離析的潛在條件，可在離合詞本身的結構特性顯現，同樣的，動賓結構也

容易成為離合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動賓結構中的離合詞占 65%以

上(董秀芳，2002)。 

雖然有許多學者主張現代漢語離合詞以動賓式離合詞為主，比例高達

九成以上，他們認為除了動賓式，還有動補式、主謂式、聯合式等。但有

些學者認為動名組合的合成動詞是界定離合詞的基本條件，動補式不歸類

於現代漢語離合詞的範疇，如齊滬揚(2000)，本文同意他的觀點，現代漢

語離合詞是動名組合，而非其它結構。 

 

三、 離合詞的離析形式 

離合詞在基式結構時，若要分類則與一般動詞或動名動詞幾乎無異，

而兩者的差異即在離合詞有其有限的離析形式。而其離析形式的類別，亦

有不同的觀點。第二章已展現部分學者對於離合詞的離析形式，本節就最

多學者分類的依「離析狀態」分，與依「插入成分與整體性的關係」兩類

做較為深入的解析，期待能歸納出合適的分類方式。 

 

1.依插入成分 

研究離合詞的學者多以此方式分類離合詞，以此分類出的類別數量可

多至十數種，如段業輝(1994)分成六類、饒勤(1997)、周衛華與胡家全

(2000)各分為八類(參見第二章)。王海峰(2002)分為四大類，而前兩大類

下又分四、五小類，2008 年又提出十三類。這樣的分類顯為紛雜、缺乏

系統性。在此以王海峰歷年的分類方式做一解析: 

王海峰(2002)將離合詞分成四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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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離析後動詞帶後綴 

  a-1 插入時體成分-「了」、「著」、「過」，如：離了婚、鞠著躬、享

過福。 

  a-2 離析成分是「的」，如：我求大成幫的忙；徹底平的反 

  a-3 離析成分是動詞的補語，如：道完喜、打上了盹 

  a-4 動詞重疊，如：解解悶兒；享享福；定了定神 

b.離析後後項成份帶修飾語 

  b-1 離析成分是名詞，如：別吃眼前虧。 

  b-2 離析成分是「形容詞」或「這麼/那麼+形容詞」，如：給您拜

早年了！ 讓她生那麼大氣？ 

  b-3 離析成分是指示代詞、疑問代詞、人稱代詞或名詞的所屬格形

式，如：操那個心、發什麼呆、抄他的家、拆廠子的台 

  b-4 離析成分是數量詞—動量詞、名量詞、時量詞，如：出了趟國、

發一下愣、吃點飯、請半天假。 

  b-5 離析成分是動詞性修飾成分，如：過夠有兒有女的癮啦！ 

c.動詞後綴和賓語修飾語共現，如嘆了口極長的氣；費了這麼大勁 

d.離析後後項成分(名詞)前置，如醜話說在頭裡；打算連面不照。 

 

王海峰(2008)以「幫忙」為例，提出了 13種離析形式，如下: 

a.A+了(+其他形式)+B    例:幫了忙、幫了一個忙 幫了他的大忙 

b.A+名詞/代詞(的)+B    例:幫老師忙 幫他的忙 

c.A+補語+B             例:幫完忙、幫起忙來   

d.A+數量詞+B           例:幫一回忙、幫兩個忙、幫一點忙 

e.A+過(+其他形式)+B    例:幫過忙、幫過他的忙、幫過一次忙 

f.A+著(+其他形式)+B    例:幫著忙、幫著他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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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前置 B+A              例:忙幫了、連忙都不幫、把字簽了 

h.A+數詞+B             例:睡一覺、見兩面 

i.A+形容詞(+的)+B      例:幫大忙 

j.A+個+B               例:幫個忙 

k.A重疊+B              例:幫幫忙、鼓了鼓掌 

l.A+的+B               例:幫的忙 

m.A+動詞性成分(+的)+B  例:吃管閒事的虧 

 

王海峰在 2002 年的分類方式是分為四大類，前三類呈現的是中間插

入成分，最後一類是後項成分前置。a類將插入成分歸於修飾「動詞性詞

素」，b 類修飾「名詞性詞素」，c 類是 ab 類混合。但他於 2008 年改變分

類方式，以「動詞性詞素」緊接的後一項為主以及剩餘的其他形式來分。

這樣的分類方式以一種形態性的概念，如「幫了一個忙」跟「幫個忙」就

分屬於插入「了(+其他形式)」與「個」兩類；而且在這些類別，如「了

(+其他形式)」或「過(+其他形式)」下，其他成分仍然多樣、性質依然混

雜。他企圖以其系統性分類方式分之，然筆者對其分類結果同第二章對段

業輝(1994)、饒勤(1997)與周衛華、胡家全(2010)等學者分類方式的分析。

整體而言，這樣的方式依舊未能呈現一系統性的分類形態。 

 

2.依插入成分與整體性的關係 

朴庸鎮(1999)為了討論「動賓離合詞」在句子裡的語法變化，依插入

成分與整體性的語法關係分為五種類型: 

a.時貌「了」、「著」、「過」和謂詞與賓語之間的語法關係 

b.補語和謂詞與賓語之間的語法關係 

c.定語和謂詞與賓語之間的語法關係 

d.「把」字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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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動詞複寫(verb copying) 

 

雖然朴庸鎮說明了他是以討論離合詞在句子裡的語法變化為目的，而

非為了整理離合詞的所有擴展方式，但他的分類中仍出現了幾項問題，如

第二章曾論及的部分:論述時，以「謂詞」和「賓語」表示離合詞的「動

詞性成分」與「名詞性成分」，但「詞」和「語」語法地位是分屬不同層

次；而且他在解析「動賓離合詞」的例句中也出現不少非離合詞的「動賓

詞組」，如:「連花都沒有插過」(頁 154)、「姑娘們已經插完了花」(頁 155)。 

上述 e 類「動詞複寫」--「動詞+直接賓語+動詞+副詞成分」並未針

對「動賓離合詞」來做解釋，所舉的例子僅有一例屬於離合詞:「我睡覺

睡了五個鐘頭」(頁 178)，其餘的句例均是一般動名組合，也是一般動詞

的「動詞複寫」形式，而非離合詞離析形式中的離合詞可重複動詞性成分，

如:「睡睡覺、洗洗澡」。 

朴庸鎮解析了「動賓離合詞」當經過「詞彙重新解釋」(LRI)的機制

躍升至句法層面，插入成分與「動詞」和「名詞」的整體語法關係，雖有

缺漏，但仍提供了離合詞相關研究的基礎。 

 

林秋芳(2007)強調離合詞離析之後仍是一整體的詞彙屬性，以離合詞

〔WvYn〕w 離析結構的整體功能分析，分為四大類，十四小類，分類如下: 

a.〔WvYn〕w的時態離析成分 

   a-1「了 1」    例:他散了步之後，就回家睡覺了。 

   a-2「過 1」    例:他以前吃過虧。 

   a-3「著」     例:他一直生著氣。 

   a-4「的」     例:這事兒是他幫的忙。 

   a-5「起~來~」 例:她撒起嬌來沒人拒絕得了。 

   a-6「時相」   例:放完假就得回去上班，真是不過癮。 

b.〔WvYn〕w的補充離析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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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時量」    例:他為這事擔了三年的心。 

   b-2「動量」    例:她一年當中出了三次國。 

   b-3「個」      例:你先去睡個覺，睡醒就有精神了。 

   b-4「重疊」    例:我們出去散散步吧。 

c.〔WvYn〕w的修飾離析成分 

   c-1「領屬」    例:我上他的當了。 

   c-2「描繪」    例:你生那麼大氣有什麼用呢? 

   c-3「什麼」    例:都這麼晚了，還上什麼課啊? 

d.〔WvYn〕w的位移離析現象    例:婚都結了，你還反對什麼! 

林秋芳的分類方式強調離合詞雖然離析，但仍不能將其「分開來」待

之，須以整體詞彙性與離析形式所欲達成的功能來將離析形式分類。他的

分類方式接續其對離合詞基本屬性的認定，是深刻體現離合詞是詞的觀點。

雖然林秋芳的分類共有十四小類，但這十四小類是四大類下的分類，既依

循成分屬性，又能兼顧明確與詳盡的要求，是較為理想的分類方式。 

綜上所述，離合詞的離析形式，除了需要系統性的分類方式，且需要

依循離合詞基本的語法屬性，才能顧及離合詞特殊性質。 

 

第三節 小結 

本章透過對於林秋芳(2007)界定出 234 個的離合詞與王海峰(2008)

界定 207 個離合詞過程與結果的比較，引申出面對現代漢語離合詞界定原

則的適當觀點。離合詞雖具離析形式，但其離析形式有限性與整體意義凝

固性，部分肇因於組成成分—黏著詞素的不獨立成詞性質，而與一般動名

詞組不同，是一類特殊的詞。且離合詞在句中多扮演動詞或謂語角色，動

詞較名詞的不穩定性，亦是離析用法的顯現。且因動名組合的述謂自足性，

滿足了語義表達的需要。 

離合詞的另一部分，即由兩個自由詞素組成的複合詞，此觸及了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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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六十年來未能解決的問題—複合詞與詞組的界線。筆者建議將現代離

合詞界定在至少包含一個黏著詞素的合成詞，而屬複合詞的離合詞暫且保

留，以免徒陷困境。 

因此，本文認同林秋芳(2007)對現代漢語離合詞的界定:離合詞是詞，

是動名組合的合成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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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離合詞形成與離析動因 

 

現代漢語學界對離合詞的界定與範圍至今尚未達成共識，且分析討論

的對象又有其不同範疇，形成極為紛雜的樣態。本章從漢語詞彙發展的歷

時角度，以複音化的趨勢，及離合詞的特性之一-合成詞的形成，依循歷

史脈絡觀其特殊性，並探討離析形式產生之動因與機制，望能對其語法特

性與界定尋一定位。 

 

第一節 離合詞形成的歷史背景 

現代漢語離合詞為雙音節而非多音節(齊滬揚，2000；林秋芳，2007)，

組成成分有其不可獨立成詞之特殊性，始見於中古時期後的典籍之中。雙

音詞的形成亦是漢語詞彙發展上顯著的現象，與離合詞的出現有著極為密

切的關聯。隨著漢語雙音詞彙發展的足跡，找尋現代漢語離合詞的生成。 

 

一、雙音詞/雙音節組合的形成 

有些學者認為現代漢語離合詞是雙音詞，而非三音詞或其他，如林秋

芳(2007)、林才均(2011)。有些學者認為離合詞包含了雙音詞，亦包含了

少數的三音詞。某些學者進一步主張雙音組合
1
的構成乃替離合詞的離析

提供了條件(周上之，2006；張楊，2010)。雖然說漢語不管是詞彙或是句

子，在型態意義上以「字」為構成元素，但在語義語法上卻非如此。簡單

的說，一個漢字記錄一個語音音節，雙音組合即表示一個漢語的詞包含了

兩個音節，即包含了兩個「字」，如:「蝴蝶」、「移民」。但值得注意的是，

一般針對這些雙音組合的討論中，通常只強調音節數為二，並不討論其所

包含的詞素數多寡，因為雙音組合可能是包括了一個詞素的單純詞，或是

兩個詞素的合成詞，亦或是兩個詞的詞組。 

                                                 

1
.本節的雙音組合、雙音詞、複音詞，泛指兩個或兩個以上音節的詞或詞組。關於漢語詞的定義，

各家學者觀點不同，切入離合詞的角度也不同。此處暫不討論詞與詞組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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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研究中指出，古代漢語以單音詞彙為主，隨著漢語的歷時發展，

雙音組合逐漸增多，至今雙音組合已成為現代漢語的主體。離合詞的產生

與離析用法的使用，都跟雙音組合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係。 

 

(一) 雙音組合的來源 

王力(1962:88-92)在說明雙音詞1的形成時提出四項來源:漢語大部

分的雙音詞都是經過同義詞臨時組合的階段。剛開始的時候，是由兩個尚

未凝結成整體的同義詞並列，如:「婚姻」。之所以說還未凝結成整體，乃

能從《說文》中看見註釋:「婦家為婚，婿家為姻。」這顯示了二字分別

仍帶有其原來的意義。除了同義並列，雙音詞還有其他來源，如兩個單音

的近義詞或反義詞，其中一個詞素成為這個雙音詞的主要意義，另一個詞

素的意義消失，只為陪襯，如:「園圃」、「得失」。這種類型有人稱為「偏

義複詞」。有些從詞組變來的固定組合，如「天下」、「先生」。有些是連綿

詞，如:「逡巡」。 

馮勝利(2000)另提出，雙音詞的產生與佛經的翻譯有關，雙音詞集中

產生的時代正是佛經被大量翻譯介紹進中土的時代。 

董秀芳(2002)說明了雙音詞的三個主要來源:一是從短語而來，此為

最主要的來源；二是由語法性成分參與組成的句法結構固化而來；三是由

本不在同一句法層次上而只是在線性順序上相鄰接的成分變來，大多是虛

詞，如:「可以」。他認為漢語最早的複合詞是生於句法，雙音詞亦然，體

現的是由句法到詞法的變化，是短語等非詞單位逐漸凝固或連結緊密而形

成單詞的過程。 

總的來說，雙音組合的來源大致有五:○1 .同義詞臨時組合；○2 .一個

詞義為主，一個詞義消失；○3 .詞組而來；○4 .連綿詞；○5 .佛經的翻譯。 

 

(二) 雙音組合數量的增加 

                                                 

1
 王力未說明其雙音詞的定義為何，故此處沿用書中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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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數量與比例來觀察。向熹(2010)指出甲骨卜辭只有少數名詞是複

音詞。在趙程1(1988)的《甲骨文簡明詞典—卜辭分類讀本》中，單音詞

所佔的比例高達 77.51%，周秦漢語仍然以單音詞為主，但複音詞已占有

相當的比例。在《論語》中，複音詞有 200 多個，占 15%；《詩經》有 900

多個，占 25%；《呂氏春秋》有 2017 個。到了漢代，複音詞有更大的發展，

《論衡》有 2300 個，《說文解字》有 1690 個(向熹，2010)。 

複音詞的數量萌芽於西周，春秋戰國時期數百之數，到漢朝時已經上

千。漢語大規模的雙音化進程開始於漢代，到了唐朝，雙音詞成為漢語詞

彙主體的態勢已然成立(董秀芳，2002)。複音詞隨著時代的前進，在數量

上呈現指數性顯著的成長。 

 

(三) 現代漢語的雙音節組合 

劉月華等(1996:8-9)略述了合成詞2的兩種構詞法:附加法-詞根語素

加上附加語素，如:「木頭」；以及複合法-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根語素

構成，如:「道路、鼓掌」。另有縮減法構成的簡稱，如:「北京大學」簡

稱為「北大」；以及縮語，如:「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略縮為「三好」。 

邵敬敏(2007)融合近代漢語發展現況，歸納詞語雙音節化的主要途徑

有五，前二者相同於劉月華等所述的附加法，其他三者為:○1 .將意義相同

或相近的單音節語素聯合起來使用。如:聯合、道路、學習、經歷、解釋。

○2 .三音節的詞省略其中一個音節。如:落花生-花生、照相機-相機。○3 .

四音節以上的詞語採用縮略法。如:化學工業-化工、文學藝術-文藝、超

級市場-超市。 

雖然邵敬敏提到的「將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單音節語素聯合起來使用」

一法，只是劉月華等提及的「複合法」內的「聯合式」。一般「複合法」

還包括了:「偏正」、「動賓」、「補充」、「主謂」。總的來說，附加法與複合

法是漢語歷時至現代雙音化的手段，不論是省略、縮略、簡稱或縮語，它

                                                 

1
 轉引自董秀芳 2002《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 

2
 劉月華等的合成詞定義為:由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詞素構成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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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是現代漢語「由多至雙」-多音節變成雙音節的雙音化方式。而由單

到雙或由多至雙，乃符應構詞韻律學的主張，雖然方向不同，但仍具備一

致的目的—完成雙音化。 

 

(四) 雙音組合形成的必然走勢 

雙音組合的逐漸大量形成有其優勢，魏培泉(2003)研究上古漢語到中

古漢語語法的發展時指出，雖然上古漢語中即有大量複合詞，但以比例上

來說，中古漢語中複合詞的比例仍較上古漢語高出許多。他並提出增加的

可能原因:○1 .文明的發展自然需要越來越豐富的詞彙。○2 .中古語音簡化，

同音詞大量增加，不得不以複合詞來加以區別。○3 .上古常見一詞多義的

現象(包括只是語義的不同以及兼有詞性區別的兩種情形)，為達到精確化

而多加利用複合詞來加以區辨。 

萬獻初(2004)研究並列式雙音詞的優化中也提及，漢語詞彙複音化有

其優勢，因為複音化改善了漢語單音詞需要負載語音重複、義域廣泛且須

兼義的問題，透過一些有效的複音化原則後可達詞義表達更為精確與穩定

的優點。 

除了魏培泉與萬獻初以語言需求、語義明確等的實際使用，解釋了在

歷時雙音化過程的方向是「由單至雙」--兩個詞根結合在一起，然在邵敬

敏所顯現現代漢語的雙音化狀態，不同於歷時情況的發展，除了「由單至

雙」--單詞根加詞綴，還有「由多至雙」的簡約方式—三四音節詞語以省

略或縮略方式達雙音化。方向不同卻同指雙音化，必然還有另一項因素促

生漢語的雙音化。 

馮勝利(2000:34)首先將韻律角度切入語法研究，並說明雙音化與漢

語語音節律有關。根據他的研究，兩個音節為一個標準音步，建立時期大

約是在漢代，此時大量並列式雙音詞出現，也同時影響了原有的短語，拉

近了短語間兩音節的距離。並且更進一步主張雙音節詞的創建是為了滿足

自身韻律的需要，與複合詞沒有直接的關係。 

齊國海(2009)探討了漢語詞彙雙音化發生的主要原因，他認為是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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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語義的問題--「精確表意的需要和漢語的語音特點」。語音的韻律特點

是重要原因，同時對雙音化具有制約作用，且漢語不存在發展多音節語言

的內部因素。 

為求精確表意與精簡的多重目的，且搭配語音節律的自然韻律，漢語

雙音化順著語言的發展動力，使得雙音組合成為現代漢語詞彙使用最大且

最主要的展現。不過，既然複音化似乎影響主導了詞語的生成與使用，但

離合詞的分離用法是否悖離了這個可以改善單音詞表達缺憾的複音化目

的，亦或是離合詞根本是個可自由擴展的詞組，分離用法只是漢語詞組自

然的表現方式?  

 

二、合成詞的形成 

 

(一) 離合詞中包含的詞素特性 

不論主張離合詞是詞亦或是認為是詞組的學者，皆認同於離合詞具備

一個很重要的特性，即離合詞的擴展是有限度的擴展，不同於可無限擴展

的詞組。趙元任(1968)描述離合詞的時候提到:「其兩個成分一般來說，

需同時出現在一個句子中或至少在鄰近的上下文中。」他也說了「動不離

賓，賓不離動。」換句話說，通常兩個成分不能將任一成份捨棄，而須同

時在一個句子中出現。 

[1].A:你吃飯了嗎?     B:吃了! 

[2].A:妳畢業了嗎?     B:*畢了! 

[3].A:妳畢業了嗎?     B:畢業了! 

這個特性實為離合詞之所以有別於不可分離的「詞」，也異於可隨意

擴展的「詞組」。換句話說，若兩成分其一可隨意捨棄，任意獨留另一成

分，其屬性為「詞組」，若兩個成分不能擴展，則歸為一般的「詞」，而離

合詞既兼具兩者性質，其語法結構上必有獨特之處。 

可否獨立成詞的性質，直指成分中詞素的自由與否。筆者認為此為離

合詞之所以獨特的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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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中的「畢」與「業」皆是不能獨立成詞的不自由詞素(bound 

morpheme)，「畢」與「業」兩詞素性質的「不自由」是離合詞有限度擴展、

兩詞素須在同一句中出現之因。離合詞的組成成分若非由不自由詞素，而

是兩個可獨立的自由詞素組成，即無所謂必須同時在同一句中出現、不能

任意捨略其一成分。如上述例句中的「吃」，它是自由詞素(free morpheme)，

可獨立成詞，因此可捨略「飯」，而單獨回答:「吃了!」， 

因此，這個無法捨棄某一成分、而兩個成分須同時出現的的離合詞中

必包含了不能獨立成詞的不自由詞素，且其為成為離合詞的必要且充分條

件。易荷梅(2006)、林秋芳(2007)、林才均(2011)在研究中也提到相關的

論述。在離合詞內必至少包含一個不自由詞素的認知下，這樣的不自由詞

素究竟與離合詞歸類於何種語法屬性有何關係?是分屬於合成詞，亦或是

複合詞? 而這樣的分類與離合詞的界定又有何牽連? 

 

(二) 合成詞形成的歷史軌跡 

古代漢語多是單音詞。一個音節，同時為一個自由詞素，即能表示一

個獨立的詞，但由於本節中前述漢語複音詞優化的自然發展，單音詞逐漸

減少，複音詞增加。在語言發展的歷史中，包含在雙音組合中原是能獨立

成詞的單音詞因長期使用雙音組合而產生弱化，且不再單用，即逐漸轉變

為不能獨立使用的不自由詞素，如:「澡」、「鞠」。這些包含了不自由詞素

的雙音組合，即成了合成詞。Li & Thompson(1983)說明:「有些組成詞素

是源自文言文而在現代國語口語中不再具自由詞素的功能」。 

不自由詞素的形成，跟複音化有極大的關係，當然也跟歷史社會的語

言使用有關。一個進入複音詞的詞素，在其他語言使用情境的獨立地位消

失或其詞義轉移，才使得其成為不自由詞素。例如，「洗澡」一詞，《說文

解字》: 「澡，洒手也」。《新唐書．柳公綽傳》: 「公綽居喪毀慕，三年

不澡沐。」可見，「澡」的本意是洗手，詞義先轉為沐浴身體，後只跟「洗」

字、「沖」字一同出現，不再單獨成詞，成為不自由詞素。 

楊曉黎(2008)將上古時代的單音節詞變成為不自由語素的過程稱為

「語素化」，其為漢語複音化作用下，由短語凝固成詞的程度加強，原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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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單音節詞的獨立性漸弱，相應其依存性增強，變成不自由語素。 

董秀芳(2002)更藉由「濫觴」一詞，說明其由短語為詞的變化過程，

「濫」與「觴」最早的意思分別為「浮起」、「酒杯」，因時間的推進，人

們早就遺忘原意或因為意義脫落、弱化而不獨用兩字，使其從可獨立成詞

的單音節詞素變為不自由詞素。 

漢語語詞大量複音化早從漢代至今，發展時間已久，許多因長期普遍

的使用而隨著時間弱化、虛化而形成不在其他語言場合單獨使用的詞素，

這些不獨用的不自由詞素是合成詞不可缺少的成分。包含不自由詞素的詞，

才是合成詞。這個不能隨意遺落詞素的合成詞，即是支撐趙元任先生曾說:

「動不離賓、賓不離動」特性的要素。 

 

三、離合詞離析形式的出現 

 

(一) 出現時代與歷時發展 

1.出現時代 

根據力量、晁瑞(2007)的研究，離合詞的分離用法在宋代首度出現。

「唱喏」是一個雙音詞，當「喏」的讀音為「rě」時不獨用。意指「古代

男子所行之禮，叉手行禮，同時出聲致敬」。如:宋代蘇轍《乞定差管君臣

僚札子》: 「訪聞張利一任定州總管日，曾入教場巡教，以不得軍情，諸

軍並不唱喏。」而「唱喏」的分離用法—「唱了喏」最早亦出現在宋代話

本《簡貼和尚》與 《崔待詔生死冤家》中(力量、晁瑞，2007)，當時分

離用法只有一種，即插入「了」，這個「了」是時態(aspect)中的「了 1」。 

 

2.離析形式的發展 

依力量、晁瑞的研究，宋元時期出現的形式，以插入「了」為始，以

及其衍生的形式，如「吃了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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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索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
1
的內容，根據語料的年代細辨，

宋元時期的《永樂大典戲文三種》、《關漢卿戲曲集》以及《元刊雜劇三十

種》內僅檢索到「唱喏」的基式用法，直到明清時期的《金瓶梅》、《平妖

傳》等小說出現大量的離析用法。檢索結果發現「唱喏」出現 159次，其

離析用法出現了 104 次，頻率幾乎是基式用法的兩倍，且插入成份已經呈

現多種的樣貌，包括「唱了喏」、「唱個喏」、「唱了一個喏」、「喏也不唱」、

「喏也不唱一個」、「唱了個喏」、「唱兩個喏」、「唱個大喏」、「唱得好個大

肥喏」、「唱個肥喏」、「唱畢喏」、「唱個無禮喏」、「唱了相公、夫人兩個大

喏」、「怎麼不唱老孫喏」、「唱他喏」。 

以「唱喏」、「磕頭」、「洗澡」、「睡覺」、「放心」、「吃苦」、「吃驚」、「吃

虧」檢視離析形式出現的狀態。檢索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語料庫，發現現

代漢語離合詞所出現的形式幾已在明朝中葉以前即出現。 

【表四-1】現代漢語離合詞在近代小說可見離析形式調查表 

離析形式/ 

插入成分 

範例 出處 

了   洗了澡 水滸傳 

著 磕著頭 金瓶梅、醒世姻緣 

動助詞 磕下頭去 水滸傳、平妖傳 

時相 磕完了頭 醒世姻緣 

結果語 放下了心 平妖傳 

動量詞 磕了數個頭 水滸傳 

可能式 洗不得澡、磕不成頭 西遊記、金瓶梅 

個 唱個喏、洗個澡 水滸傳、西遊記 

什麼 磕什麼頭、睡什麼覺 金瓶梅、紅樓夢 

的 吃了你面嫩的虧 金瓶梅 

                                                 

1
 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Academia Sinica Tagged Corpus of Early Mandarin Chinese)為提供

《紅樓夢》、《金瓶梅》、《平妖傳》、《水滸傳》、《儒林外史》、《醒世姻緣》、《西遊記》 、

《關漢卿戲曲集》、《元刊雜劇三十種》、《永樂大典戲文三種》等十部古典文獻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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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詞 磕響頭 紅樓夢 

後項前移 若拜到頂上，得多少頭磕是? 西遊記 

澡也洗不成 金瓶梅  儒林外史 

 

(二) 結構組合特徵 

力量和晁瑞(2007)研究近代漢語文獻，於宋代的話本發現「唱喏」、「吃

苦」兩例，於元代文獻亦發現兩例:「報仇」、「隨心」。他們認為宋元時期

的離合詞都是動名式的。 

而同一研究裡亦指出，明朝時期離合詞發展迅速，動名式離合詞占

95.4%。我們已於第三章對其組成結構進行探討，動補式的有「打倒」、「打

破」，並不劃入離合詞的範疇。 

 

(三) 插入成分的成熟 

「了」字為離合詞最早出現的插入成分，至今仍是最廣為離合詞離析

形式的使用，幾乎九成以上的離合詞皆可插入「了」字，且據林秋芳(2007)

計量調查結果，插入成分較多的是時態標記，包括了「了 1」、「過 1」、「著」、

「起~來~」四者所占的比例總和高達 96.55%，而「了 1」與「過 1」所占

比例之和即有 83.47%。下文對兩者形成發展的歷史，做一考察。 

在綜覽了「了」字用法的歷時變化，其也適時配合了離合詞的出現。

「了」從上古的動詞用法，歷經漢唐逐漸虛化。在唐末時，一部分「了」

已移到賓語的前面表示動作的完成，而在宋代時期，可見這類例子越來越

多。「了」字由賓語後移至賓語前，與動詞緊接，標誌著「了」字已完全

虛化。(向熹，2010;孫錫信，1992)。這樣的語言發展下，「了」字已經呈

現插入詞組內的巨大動力，唯欲插入「詞」內，仍須待「詞」在某種情況

下「結構的鬆動」，而此「結構鬆動」的條件詳見下一節，在此先略過不

談。 

1.時態、時相語法功能的成熟 

首先出現於離合詞內的動詞後「了 1」，屬於漢語時態(aspect)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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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了 1」。在南唐已經出現，但在當時仍為少見。直至宋朝，「了 1」逐

漸多了起來，元代以後才有了固定位置(王力，1980:356)。但也有研究指

出，早在唐朝的《敦煌變文集》就已出現，宋元明即盛行(俞光中、植田

均，1999:136)，如:「阿你酒能昏亂，吃了多饒啾唧。」(《變文．茶酒

論》)。我們可從這三朝時期的文學小說戲曲見到這樣的例子: 

     

    [4].某意欲先看了先生集傳，卻看朱家解。        (《朱子語類》卷十八) 

    [5].免了魏豹憂，報了濉水仇，殺的塞斷中原江河溜。(元刊雜劇三                                          

                                               十種/漢高皇濯足氣英布) 

    [6].師傅上受了文書。                                   (《老乞大》) 

    [7].纔只洗了孩兒剃了頭。                               (《樸通事》)  

    [8].今日到黃村宿，明日就那裏上了墳。                   (《樸通事》) 

 

「了 1」所具備完成體的語法功能，使得除了出現於單音節動詞後，

亦大量位於動名詞組與少數的離合詞之間，如《樸通事》裡的「了」一般

做動詞詞尾(康寔鎮，1985)，這樣的氛圍影響了離合詞內部結構產生鬆動。

元末明初的《水滸傳》、《西遊記》，業已出現大量插入「了」的離合詞離

析用法，如:「吃了驚」、「歎了氣」、「唱了喏」、「吃了些苦」、「放了心」、

「洗了澡」、「磕了頭」。 

除了「了」，我們可透過漢語語法史的記錄，「著」、「過」大抵約在唐

朝前後語義虛化，而漸漸於宋元明時期形成現代漢語時態的功能。表示行

為在進行中的形尾「著」字在宋代已經存在了；形尾的「過」字在唐代已

經有了萌芽，到了宋代，就逐漸多了起來(王力，1980:359-362)。現代「V

著」的格局是唐代以後逐漸形成的，元明時期已和現代漢語的用法沒有什

麼兩樣了；「過 1」唐代始見，宋元以後日趨多見。(俞光中、植田均，

1999:160,177)。但，「了 1」成熟且大量被使用的時期，早於其他，這亦

是「了」較早於出現在離合詞之內的因素之一。 

    且吳福祥(1998)研究「V+了+賓」的演進歷史，他指出其在唐五代出

現如此形式，但當時大多數的「了」語義尚未完全虛化，而發展至宋朝才

完成語法化。另一個「V+過+賓」的形式亦在唐五代始見，在宋代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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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以前都少於「V+過」。從他的研究結果看出，在離合詞出現離析形式

之前，動名詞組與時態時相的配搭形式已經漸漸形成。 

且「V+了+賓」成熟的時間早於「V+過+賓」，亦同於實際語料調查結

果。進入離合詞內的「了」早於「過」許久時間，「過」字約莫明朝，才

進入離合詞內。 

【表四-2】時態時相的成熟發展與出現在離合詞內時序表 

 唐五代 宋 元 明 

V+了 出現     → 盛行   

V+了 1+賓 出現     → 完成   

Xv+了 1+Yn  出現 →→ 完成 

     

V+過 1+賓 出現 →→ → 完成  

Xv+過 1+Yn    出現 

 

第二節、離合詞離析動因與機制 

Paul Hopper 在 1987 年提出 Emergent Grammar 的概念，認為語法研

究需要探討語法的起源和動因。語法學家也應從具體的交際環境和語言運

用來觀察語言結構特徵，解釋其成因及瞭解結構的動態變化。上一節略探

離合詞產生的起源與歷史軌跡，得到一個粗略的概念，在本節著手離析動

因相關探究。何以離合詞能在詞的框架中掙脫，看似擺盪在詞與詞組之間，

形成一種特殊的語言用法。 

 

一、離析動因研究成果探析 

關於離合詞的離析動因研究已漸漸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張理明

(1982)初探其因，主張離析形式是為了將被作用的對象表示出來而插入離

合詞之中，如:「上他的課」。但他的觀點卻不能解釋離合詞插入「了」、「著」、

「過」、「的」…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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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在蒙古人統治下的元朝百姓，所受的苦也最多。            (平衡語料庫) 

[10]這對雙胞胎與一對孿生姊妺結了婚。                     (平衡語料庫) 

王海峰(2008)將歷來學者對離析動因的研究做一整理，並將之分類為

五大觀點:關涉對象說、簡潔說、情感說、信息說、漢字說。這五大觀點，

則以信息說與漢字說兩者，為被較多學者認同與關注。 

 

(一) 漢字說 

我們不可否認的，單音詞當然無法分離。一個單音詞，即是一個漢字，

若要執意分離，那也剩結構上的部件，僅在文字的書寫上有其意義，在語

法上絲毫沒有關係。有的學者認為漢語詞彙以雙音詞為主，便是提供了離

合詞離析用法的基本條件。但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在語法上實無建設，充

其量也只是離析用法產生後，再回過頭來尋找滿足的條件。因為一個由兩

個漢字以上組成的詞或詞組，若它是詞組，分離的用法也毫無質疑，但若

它是詞，即便是四音節單純詞「歇斯底里」，也不表示它可以分離成四個

片段，或是可離析的能力增加。而四音節的單純詞，究竟有沒有離析的基

本條件? 

當然，也不能否認的是，雙音詞就是由兩個音節所組成，這兩個音節

在不考慮實際語言使用的狀況下，可分離為兩個音節，只是，在語法上、

在交際上，實無意義。就如「漢語」一詞，它必然可分成「漢」、「語」，

而「歇斯底里」可分為「歇」、「斯」、「底」、「里」或是「歇斯」、「底里」。

如此因雙音詞雙音結構而可分離的條件，實則無議論的必要性與貢獻性。 

王海峰(2008)在駁斥「漢字說」--「認為每一個字就是一個單位，所

以離析是自然的。」時，也提出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出版」、「得罪」、「量

刑」、「動員」、「去世」等詞，亦是由兩個音節組成的雙音詞，卻不見離析

的用法。筆者同意王海峰對其「漢字說」的駁斥，認為能否分離不在於音

節數多寡，兩個音節組成的離合詞可以分離並非因其為雙音詞，在離析的

條件未被滿足、離析動力未具備之前，詞早已凝固成一個整體，並無離析

之必要，也遑論雙音詞為離析之基礎等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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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息說 

王海峰(2008)從述賓結構的語法與結構性質連結入離合詞的離析動

因。指稱離合詞乃利用離析手段來達成「事件化」，完成報導的交際功能。 

他列舉了幾個方向，來說明離合詞「動詞性成分」與「名詞性成分」

個別化的需求。 

1.重要的訊息，須以個別化表現 

他認為，動詞或名詞在話語中如果不重要，即以「合的形式」來降低

其獨立地位。以動詞而言，不實指具體動作的語言形式往往不被編碼為原

型動詞，而往往體現為名詞化形式，進而喪失某些動詞特徵且使它喪失帶

上某些顯現其詞性形式標記的能力。他以「散步」為例，說明「他散了一

會兒步」中的「散步」是事件，所以可帶時體(aspect)標誌，而「散步沒

意思」中的「散步」是一個抽象的觀念，以至於「*散了一會兒步沒意思」

是病句，不能帶體標誌。 

但我們卻常可見以下的例子 

[11].跳起舞來感覺好炫、好過癮！                            (平衡語料庫) 

[12].台灣大學學生，尤其是上他的課的學生真是可愛。           (平衡語料庫) 

 

 離析的作用並不是表示「跳舞」、「上課」是個事件，也不代表它們

在話語中很重要，所以以離析形式來突顯。常常可見以定語句功能或其他

補充修飾功能的離析情形，上兩例句插入「起~來~」與「他的」，是補充

修飾作用，而非為了表示重要性與事件化的作用。 

王的論點是似乎可適用於解釋離合詞位於句中謂語角色的離析目的，

但實際語料中發現，離析形式不一定只擔任謂語角色，而常常以從句修飾

主語。 

 

2.欲報導事件，需要離散化、個體化 

他認為述賓複合詞所包含的動名成分，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是零賦值，

信息度極低，不能報導一個事件。他並引用沈家煊(1999)的例子指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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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了幾棵花兒」較「他種花」像個事件。然而，漢語是形態缺乏的語言，

所謂時間與空間的說明，或語境(situation)常常與時態時相或其他補充

修飾成分有關。上述兩句成分不對等，前句除了離析，尚多了「幾棵」這

對名詞「花」的修飾，給聽者對於「事件」多了具體化的描述。在他文中

提及的例句尚有: 

[13a].他散了一會兒步。 

[13b].散步沒意思。 

[14a].老人們都帶頭集資辦廠。 

[14b].集資辦廠，他帶了一個好頭。 

在他的說明裡都以離析形式因插入成分提供足夠的信息量，而為一

「已然事件」。而這他所謂的「事件化」實因插入成分所提供的信息而成，

而非離析形態所構築。 

我們可將「他種花」等句相較，但需要較為對等的成分，如「他種了

花」與「他種花」，或是「他種了幾棵花」與「他種花種了幾棵」，這兩組

四句都是合乎語法且常見的例句，我們不可否認的其間確有差異，但是否

個體化而加強了「事件化」，則有待商榷。再來看下面的例句: 

    [15].他離婚             [15a].他離了婚 

    [16].他去年離婚了       [16a].他去年離了婚 

例句[16]中的「離婚」並非是「一種抽象的活動」，亦是具體、曾發

生過的「事件」，且非所謂「典型的動詞」，才能代表言談中的事件。所謂

「事件」，並不需要透過「離散化、個體化」來呈現。 

王海峰以離析形式能突顯事件化、強調其重要性為其因。但他亦未對

「事件化」定義進行闡述。我們根據 Vendler 對事件(event)把動詞劃分

為狀態(states)、活動(activities)、完成(accomplishments)和成就

(achievements)四類(Vendler，1957)來看，事件(event)意指著上述四類

動詞所描述的情境。兩者相較可知，王海峰的「事件」並不同於 Vendler

對「事件」的理解。 

再者，王海峰以「了」做為檢驗，並陳述插入「了」而使句子描述表

達了「事件」的發生。然值得注意的是，「了」是時態標記、是完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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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表示事件動詞的內在特徵，其功能原本即在描述動詞義發生的整體結構

樣貌，此整體結構是為一種「事件」。此插入時態標記而達成「事件化」

的論述，則陷入了循環論證(circular reasoning)謬誤之中1。 

 

3.離析形式多位於小句結句位置，因而須離析使用 

王海峰以統計實際語料，提出高達 89.9%的離析結構位居小句結句位

置，顯示離析結構因插入信息增值成分而增大了 CD 值(degree of 

Communication dynamism)，成為信息焦點而被甩到結句位置。或因其在

句尾，為了完成承載主要信息的功能，而插入一些成分，使其離散化。筆

者同樣進行語料離析用法檢索，在平衡語料庫內以「spv」特徵得出 1663

筆語料，以前 300 句為其樣本，逐句檢驗得出僅 112 句位於句尾位置，其

餘的 188 句的離析用法，多為事件背景描述、擔任主語定語角色或是並列

句陳述。以下列舉由平衡語料庫中離析用法非位於句尾位置三例: 

[17].吃點苦有什麼關係嘛! 

[18].到了辦公室很少和同事打交道，下了班又靜靜地一個人回到家中。 

[19].當時好像很豪壯，睡一覺起來就忘記了。 

這些離析形式不位於句末，其離析形式亦非因自然焦點位置而形成。

插入成分、離散化故可承載更多信息、可突顯事件，但在詞的整體結構性

未被鬆動之前，說話者仍須遵循詞彙整體性的原則，以重動、增加說明、

語序排列等方式達成突顯事件的目的。離合詞是否因為多位於句末而產生

離析，亦值得質疑。 

 

二、離析的目的與促動 

離合詞的離析現象，是與其基式語義密切相關，且是為了功能而生(林

秋芳，2007:78-80)。離合詞之所以離析，是其離析的功能決定了離析的

形式。 

                                                 

1
 此論點蒙受蘇以文教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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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離合詞的動詞功能與插入成分關係 

離合詞的離析形式承接了什麼樣的功能?而足以使得離合詞產生離析?

這個問題可從功能主義的微觀層面(micro perspective)說起，微觀層面

著眼的是離合詞與插入成分之間相互聯繫與關係。從我們對離合詞的探討

得知，離合詞是完整單一的動詞，而非動名組合。插入成分所與之交互關

聯的，是動詞，而非名詞或其他。許多過去的研究，仍常將離析形式或插

入成分與「名詞性成分」做為解釋，實為落入形式表層的陷阱與誤解。 

王海峰等(2012)探討離合詞「A一個 B」中的「個」屬性時，提出「個」

並非為名量詞，而是具有動量詞功能的成分，他的研究更佐證了離合詞是

為動詞的單一語義屬性。而離合詞的各項插入成分，如時態(aspect)時相、

動量時量、領屬描繪…均是緊跟著離合詞的動詞語義關係，在考量離析目

的時，不須細分動詞與賓語的個別範疇，而是以整體〔XvYn〕w的詞架構

來思考(林秋芳，2007:80)。 

 

(二) 離合詞的語義結構與插入成分的位置關係 

漢語的詞序大多受語意因素的支配，但時態(aspect)位置是跟在動詞

之後(Li & Thompson，2005:19-24)。動詞指涉狀態或動作，狀態的存在

或動作的發生、進行、及終止都會涉及時間概念(戴浩一，2007)。時態時

相等成分置於動後，是為一語言共性，且為優勢語序。優勢語序往往也指

某一種語言中的無標記語序或基本語序(陸丙甫，2005)。 

漢語語序反映語義結構的時間或空間關係，且大多數研究時態時相等

成分著重於本身的性質，較少說明其位置語序的優勢，如陸志韋(1957:83)

說:過 1 是時間性的過，跟它前頭的動字緊密連接，不能插入任何成分，

具有「了」、「著」等後置成分的特性。時態時相作用對象是為動詞，而非

名詞，置於動詞之後，表現其時間結構關係。張慶冰(2010)對「了 1」前

身—中古漢語完成體「已」的研究中提到，「已」的作用在於說明前面動

詞的完成或實現，以便緊接發生後一事件。它的作用是為突顯背景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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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呈現動作的時間結構關係，以助交談的目的。 

漢語動詞與時態時相等插入成分的語序排列，是有其功能取向的因素。

金立鑫(1999)對其做了詳盡的解釋，他以人類的認知策略來解釋語序時主

張，在多種插編語的動詞結構內部，越是能反映動詞事件內在特徵的成分

越是靠近動詞詞根，反之越是遠離動詞詞根。和動詞結合得最緊的則是「體」

(aspect)，是動作或狀態的一種內在特徵，「體」與動作或狀態是密不可

分的，所以緊連在動詞之後。 

他的解釋可說明離合詞雖為一單一整體動詞，乃由一動詞性詞素與名

詞性詞素組成，進入句法層次透過詞彙重新解釋(LRI)的機制，將兩者躍

升為「動詞」與「名詞」。而時態(aspect)等插入成分為了緊靠動詞詞根，

因而能越過名詞性成分介於兩者之間。 

同樣的，除了時態時相等反映動詞內在特徵的成分，其他時量、動量、

領屬描繪皆處於動作事件較外層，所以離合詞離析形式的成分排序即遵照

如此規則，出現「結了三次婚」、「發著高燒」、「沒睡過一天好覺」。 

 

(三) 離合詞離析形式表現在句法的經濟原則 

語言的交際功能是語言的根本功能，而交際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

本能活動。透過口語或書面，都是為了傳遞說話者欲表達的訊息。語言承

載著訊息，欲求傳達最重要且精確的信息。一般來說，文字語言越長，可

負載的信息量越多，然而，這兩者的關係卻不一定成正比，換句話說，信

息量多寡不絕對等同於文字語言的長短。 

因為在交際活動中，可能受時空、人的生理及精神上的自然惰性等種

種因素的影響，啟動語言經濟原則機制，使得語言本身產生順應的變化—

以最精簡的語言形式，負載最大的信息量。 

呂叔湘(1980)在《語文常談》中提到，語言實踐中的經濟原則指能用

三個字表示的意思不用五個字，一句話能了事的時候不說兩句(徐正考、

史維國，2008)。向明友(2002)重新界定:經過優化配置、實現效用最大化

的語言。(徐正考、史維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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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說，離合詞的離析形式看似違反了經濟原則，如:「洗了一個澡」，

其字數多於「洗澡」，但由於兩者語法地位不同，一是句子，一是詞彙，

不能相提並論。離合詞離析用法的經濟原則是體現在句法層次上。 

現代漢語的離合詞離析用法提供了較為簡潔的語言形式。倘若不使用

離合詞的離析用法，卻欲表達同一意義的句子，即可見如下的對比: 

[20a].他結過兩次婚。 

[20b].他結婚結過兩次了。 

[21a].為人間淨土盡一己之力。 

[21b].為人間淨土盡力，一份由己而出的努力。 

徐正考、史維國(2008)在《語言的經濟原則在漢語語法歷時發展中的

表現》指出:「漢語史上許多語法現象都體現了語言的經濟原則」，雖然他

並未提及離合詞的離析產生是跟經濟原則有關，但由此可推論，語言的經

濟原則是另一股維持的優勢，助益著將語言本身簡約但仍能明確表達的可

能。 

 

三、離析形式產生的機制—詞彙重新解釋(Lexical 

Re-interpretation)  

 

(一) 詞素轉化的歷程 

鄧守信在 1999年提出「詞彙重新解釋」(Lexical Re-interpretation) 

來解釋現代漢語離合詞的離析現象。說明離合詞雖然可離析，但它的語法

屬性仍是一個詞。反證了黃正德(1984)的詞彙完整性假說（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句法不能破壞詞的完整性。黃正德認為能分離

的就不是詞，因為它違反詞彙完整性假說，所以，能分離的離合詞，語法

屬性不是詞，只是短語。 

然而鄧守信在「詞彙重新解釋」闡述，在構詞層次裡的「生氣」一詞，

包含了動詞性詞素的「生」與名詞性詞素的「氣」，是不能分離，也不能

缺漏其一。它是合成詞，是已凝固了的詞彙單位，詞義表達「發怒；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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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心意而不愉快。」 

「我生了媽媽的氣」一句的深層結構是「我對媽媽生氣」。「生氣」是

一個不及物合成動詞，不可分割，且「媽媽」擔任的是終點格。 

「我對媽媽生氣」的結構如下: 

               S 

   NP                    VP 

 

   N              PP             V 

 

   我         對   媽媽         生氣 

【圖 四-1】 「我對媽媽生氣」的深層結構樹狀圖 

 

我們由簡單句來看，「我生氣」。 

     S 

  NP    VP 

  N      V 

 我    生氣 

【圖 四-2】 「我生氣」的深層結構樹狀圖 

「生氣」一詞在進入構句層次後，原本不可分離的合成詞性質，經過

詞彙重新解釋的歷程，「生」躍升到動詞，擔任述語；「氣」躍升為名詞，

擔任賓語。 

一旦「生」與「氣」在構句層次裡不再是動詞性詞素以及名詞性詞素，

而是「動詞-述語」與「名詞-賓語」，整個句子內成分的語序就依循漢語

句的語序—時態、時貌、補語在動詞後、賓語前；定語、數量詞在賓語前；

可動詞重疊、A+not+A 格式…。 

而值得注意的是，並非所有的離合詞離析形式、插入成分都完全相同。



 

76 

在經過詞彙重新解釋，進入構句層次後，插入成分需要依循離合詞本身與

插入成份之間的語義而定，如:「*他離著婚」、「*傷一個心」。 

 

(二) 詞彙重新解釋(LRI)下的基本原則 

LRI乃是提供一個離合詞離析時，其在句中為達語序呈現的內部運作

機制，仍需要留意的有二:一為詞素自由與否仍是詞素本身的基本性質，

無法因為經過 LRI 的解釋過程就得以卸除；一為詞素在句中躍升為「暫時

性動詞」、「暫時性名詞」，而非真的蛻生成動詞或名詞。換句話說，LRI

是作用於句子生成時的機制，若當脫離句法層面，LRI 即無法進行解釋轉

化。 

因此，在交際中詞素若須省略，省略的原則仍是原本為黏著詞素的成

分，不能省略自由詞素而獨留黏著詞素於句中。我們可見: 

[22].火紅的騎馬舞，妳跳過了嗎? 

[23]. *他畢業了，那妳畢了嗎? 

之所以呈現上述兩例句的不同，其因在於離合詞內部詞素自由與否的

組合不同。 

在離合詞內詞素自由與否組合中，可以分為三類: 

1).兩者 BB，所以皆無法省略。如:鞠躬 

2).FB，動性詞素不可省，名性詞素可省。如:洗澡 

3).BF，動性詞素可省略，名性詞素不可省。 

 

「詞彙重新解釋」(LRI)提供了離合詞離析的機制，反應其離析過程。

「離合詞」進入句法層面時，藉由「詞彙重新解釋」(LRI)的作用，將詞

素地位上升至「詞」，因此可在句中解離、依漢語句子語序進行排列。然

雖其為離析機制，仍有其解釋轉化上的原則，在語言研究與教學上，仍須

研究者與教學者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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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離析形式擴大發展的作用—類推 Analogy 

(一) 類推作用 

類推作用(analogy)根據語言學詞典(陳新雄等,2005)的解釋為: 

在語言裡，根據某一語言要素的典型而創造出同一類型的語言要素，或使不同類

型的語言要素改變樣子，來和這一典型一致的現象。 

離合詞的發展與類推作用息息相關。離合詞於宋代首度出現後，在元

朝慢慢發展，於明代小說裡已可見不少離析詞例。然而，在離合詞初萌之

際，皆是動名組合的合成詞，然後慢慢出現一些原非動名組合的合成動詞，

使它們也產生離析的用法，納入離合詞的範疇，如「洗澡」、「考試」、「幽

默」。 

 

(二) 類推作用的方向 

離合詞的類推作用，主要作用於兩個方向。一是非動名組合的合成動

詞類推為動名組合；一是將單純詞類推成可離析的動名組合。 

1.其他形式→動名形式 

「洗澡」與「鞠躬」皆屬聯合式合成詞，內含的兩個詞素同義或近義。

「洗」本義是洗足，「澡」本義是洗手，「洗」與「澡」兩字因為漢語複音

化，且相互入侵其語義轄域(盧巧琴，2007)，而後兩個近義的單音節動詞

並列而有「洗澡」一詞。「鞠」本義是彎曲，「躬」本義是彎曲身體，與「洗

澡」有類似的複音化過程。複音化後，「澡」與「躬」長期個別和「洗」

與「鞠」出現使用，在語義上產生虛化，而隨後進一步「名詞化」。 

在語義虛化後，進而名詞化的因素為「澡」與「躬」為「洗澡」與「鞠

躬」第二個詞素，因漢語語序習慣的影響，第一個詞素保留原有的動詞性，

第二個詞素則轉為名詞性，表示此動作所作用、關聯的對象。以洗澡中的

「澡」來說，表從褪衣、淋浴、洗淨至重新著衣的整個過程；鞠躬的「躬」，

表從開始曲身至身體軀幹回復直立的過程。這些在長期且頻繁的使用後，

加速詞內部的離子化，如早在元末明初的《西遊記》即出現了「你去燒些

湯水與我洗個澡，卻好喫粥。」(第五十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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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元任將這樣的例子稱為「假 V-O複合詞的離子化」，他舉了「體操」、

「提醒」為例，因為類推作用之故，而可見「體了一堂操」與「我先提你

個醒」(1968/1979)。此類的離合詞尚有:「游泳」、「睡覺」、「考試」、「幫

忙」、「將軍」。 

 

2.單純詞(一般單純詞、音譯詞)→動名組合 

這些雙音或複音的單純詞有的屬連綿詞、有的來自音譯詞。單純詞整

個詞內只有一個詞素，是不能拆離的，拆離開的成分只剩「漢字」的角色，

如「葡」、「蝴」、「慷」等來自只包含一個詞素的單純詞「葡萄」、「蝴蝶」、

「慷慨」的「漢字」是無義的；音譯詞亦同。但，類推作用將發展至成熟

的離合詞用法類推到這些單純詞上，使得它們的第一個原本無義的漢字動

詞化，第二個漢字名詞化，於是進入了離合詞的範疇而亦可拆離使用，出

現了: 「幽他一默」等離析的用法。 

「幽默」表「含蓄而充滿機智；詼諧風趣而又意味深長」之意，來自

林語堂先生對英語「humour」的音譯，是狀態不及物動詞。在「新加坡國

民導演幽了政府一默」句中，「幽」字被動詞化，生成表「幽默」的動作

義，但這仍只存在「幽默」一詞。「幽」字在其他句中，並無「幽默」之

義，也不能獨用。 

屬單純詞的離合詞離析現象最能看出類推作用的強大影響。離析的原

因並非詞內部結構不夠緊密之故，真正的原因是因為插入成分與整個動詞

的修飾補充關係，在類推作用的影響下，賦予第一字動詞化、第二字名詞

化，再經由詞彙重新解釋(LRI)的過程，在構句的平面上升至擔任動詞、

名詞的角色。 

「幽默」大致有「幽了一默」、「幽了他一默」、「幽了誰一默」、「幽了

個默」。這些用法仍是較為固定的，表達一個抽象的意念，因此我們可見

「幽了一默」，卻不見「幽了兩默」、「幽了三默」、「幽了數默」。除了「幽

默」，還有「慷慨」、「滑稽」，出現了「慷他之慨」、「慷他的慨」、「慷國家

之慨」、「滑天下之稽」、「滑天下之大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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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小結 

本章先由了解離合詞界定研究的現況，與界定離合詞所面臨的困難，

重新釐清離合詞與詞組的界線。 

漢語詞彙雙音化、單音詞詞義弱化是形成離合詞的要素，從本節呈現

漢語詞彙的發展可窺其脈絡。離合詞的離析形式從宋朝始見影蹤，至今已

普遍且大量可見於各式的語言場域了。 

從宋代話本始見離合詞的離析形式，至今發展出其有趣且獨特的變化。

本章藉由對離合詞的形成與其離析動因的探討可知，離合詞離析形式乃根

源於離合詞的語義結構以及插入成份與整體動詞的修飾關係，致使插入成

分能夠越過名詞性詞素，且在「詞彙重新解釋」機制的作用下，動詞性成

份與名詞性成分在造句層次中躍升為「動詞」與「名詞」。 

經過了數百年的發展，詞的分離已非是一開始的「動名分離」，在其

間其特有的生命力，將由動名式滲入非動名式，再進入單純詞，形成其極

為特殊的語言現象。而今離合詞的相關研究繁多，也呈現了眾多學者對其

不同的觀點與切入角度，釐清其語言現況與明確界定離合詞的基本屬性，

是當務之急。 

藉由了解離合詞的形成以及其離析的目的與動因可知，一個語言現象

的規則非先決定於其出現使用之時。離合詞是順乎語言的自然發展與溝通

的需求而形成，因著其負載的優勢滋長茁壯。然而，其內涵包括了一定的

界定原則，此乃發展之時所自然產生，潛於語言使用之下。而此自然產生

的界定原則，是語言學家關注的焦點，提供了解語言現象與教學理解之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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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材檢視與教學建議 

根據前文的探討，除了確立現代漢語離合詞的語法屬性、離析形式，

與其離析動因，乃與其整體與動詞性成分的功能有關。且離合詞與「詞」

與「詞組」的特殊關係，須在教材與教學中重視。 

本章以台灣地區使用率最高的《新版實用視聽華語》(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2nd Edition)系列，檢視現代漢語離合詞在教材中

的描寫與呈現，並提出教學建議。 

 

第一節 教材檢視 

一、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為例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以下簡稱《視華》)在詞類的分類與動詞有關

的是，SV(stative Verb)、V(verb)、VO(Verb Object Compound)以及

VP(Verb Phrase)。綜覽全書，離合詞並無特殊標註以及安排教學，在生

詞表內皆被分屬至 VO之下。現就各冊被標註為 VO 的組合，與屬離合詞範

圍的，以下表五-1 至五-6 呈現，並以林秋芳(2007)所界定出來的 234 個

離合詞為基準，若為離合詞則以「灰底框」顯示出來。 

【表五-1】《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 VO詞表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上課 2 寫字 7 起床 11 

畫畫兒 7 說話 7 下課 11 

教書 7 跳舞 8 上班 11 

念書 7 開車 10 睡覺 11 

做飯 7 停車 10 考試 12 

做事 7 走路 10 下雨 12 

 

【表五-2】《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 VO詞表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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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假 1 點菜 3 出門 6 開會 11 

放心 1 有空 3 化妝 8 報警 12 

滑雪 1 見面 4 開花 8 出事 12 

生病 1 打電話 4 住校 8 生氣 12 

下雪 1 搬家 6 打球 10 畢業 13 

幫忙 2 談話 6 游泳 10 打工 13 

 

【表五-3】《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 VO詞表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沒關係 1 值錢 4 請客 8 道歉 10 看臉色 12 轉機 14 

擔心 1 發燒 5 存錢 8 拉票 10 放鞭炮 12 過癮 14 

算帳 2 裝暖氣 5 代班 8 發傳單 10 花錢 12 省事 14 

交朋友 3 颳風 5 代課 8 立法 10 花時間 12 省錢 14 

上網 3 分類 5 讀書 8 投票 10 捐錢 12 省時間 14 

補課 3 想家 5 看家 8 講價 11 過節 13 省油 14 

剪頭髮 3 扣分 6 擺地攤 8 打仗 11 信教 13 省電 14 

叫車 3 加油 6 上廁所 8 得分 12 做禮拜 13 排隊 14 

掛號 4 背書 6 塞車 9 投籃 12 開玩笑 13 簽名 14 

開路 4 舉手 6 迷路 9 出錯 12 做實驗 14 請假 14 

吃苦 4 當兵 7 丟飛鏢 9 出鋒頭 12 開眼界 14 曬太陽 14 

 

【表五-4】《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 VO詞表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上台 1 講道理 3 犯錯 6 丟臉 8 繳稅 11 認錯 13 

下台 1 發音 3 傷心 7 升級 8 上稅 11 彎腰 14 

出汗 1 配音 3 變心 7 打牌 8 減價 12 鞠躬 14 

流汗 1 連線 3 談戀愛 7 造句 8 打折 12 吃豆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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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 1 出版 4 打傘 7 貸款 8 收破爛 12 親嘴 14 

化妝 1 得獎 4 結婚 7 漲價 8 發電 12 打耳光 14 

錄影 1 掉眼淚 4 訂婚 7 罷工 8 按喇叭 12 拉肚子 14 

發財 1 聚餐 4 求婚 7 罷課 8 退錢 12 費油 14 

敬酒 2 分級 4 懷孕 7 失業 9 退步 12 費水 14 

流口水 2 講電話 5 避孕 7 捐款 10 要命 12 費電 14 

潛水 2 洗澡 5 墮胎 7 救火 10 做夢 12 費力 14 

衝浪 2 見面 5 保險 7 出院 10 過日子 12 乾杯 14 

逛街 2 抽/吸

菸 

6 聊天 8 輸血 10 結冰 12 搖頭 14 

打麻將 2 吸毒 6 泡茶 8 捐血 10 發瘋 12 點頭 14 

散步 2 中毒 6 割草 8 煞車 10 作證 12 上當 14 

打太極

拳 

2 上癮 6 掃地 8 超車 10 轉身 12 打噴嚏 14 

露營 2 刷牙 6 掃毒 8 划船 10 插嘴 12 偷懶 14 

釣魚 2 販毒 6 離婚 8 闖紅燈 10 插隊 12 打哈欠 14 

攀岩 2 犯罪 6 吵架 8 探親 11 插花 12   

動手 3 犯法 6 打架 8 祭祖 11 放屁 12   

 

【表五-5】《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 VO詞表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詞例 課 

蓋章 1 獻身 6 操心 9 冒險 15 中意 16 

陪罪 1 違規 7 跳槽 9 調職 15 落選 17 

中獎 1 服刑 8 貶值 9 結緣 16 題字 18 

拜年 2 忍痛 8 拼命 15 品茗 16 節育 19 

報案 4 喪偶 8 負債 15 燙壺 16   

受惠 6 擇偶 9 投保 15 溫杯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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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6】《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至五冊離合詞表 

 離合詞數

/VO 數 

離合詞 未標註 VO

的離合詞 

第一冊 9/18 上課、教書、說話、跳舞、走路、下

課、上班、睡覺、考試 

 

第二冊 14/24 放假、放心、生病、幫忙、見面、搬

家、談話、化妝、游泳、開會、出事、

生氣、畢業、打工 

 

第三冊 11/66 擔心、吃苦、值錢、發燒、當兵、讀

書、迷路、道歉、打仗、過癮、請假 

移民、留學、

革命 

第四冊 24/118 上台、下台、化妝、散步、洗澡、見

面、中毒、上癮、犯罪、犯法、傷心、

結婚、訂婚、保險、聊天、離婚、吵

架、打架、丟臉、失業、出院、插嘴、

鞠躬、上當 

 

第五冊 4/29 操心、拼命、負債、冒險  

小計 62/255   

二、對「離合詞」在《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的觀察 

(一) 對「詞」的處理模式 

《視華》中的「詞」類，與動詞有關的是狀態動詞(stative verb,SV)、

動詞(verb,V)、動賓複合詞(Verb Object Compound,VO)與動詞詞組(Verb 

Phrase)，而與離合詞有關的則是動賓複合詞(Verb Object Compound,VO)。

在標註 VO的組合裡，包含了詞，如:「結婚」，亦包含了詞組，如:「釣魚」。

詞與詞組的不加以區分，易使學習者產生混淆。 

 

(二)對「離合詞」的處理模式 

《視華》五冊共出現 61 個被標註為「VO」的，與三個被標註為「V」，

被視為不可分離的離合詞，一共出現了 64 個離合詞。全書五冊並未對離

合詞有特殊標示之處，且在生字表裡、例句如此，在課文、內容中皆無句

式練習、語法點講解。 



 

85 

 

(三)、對離合詞「離析形式」的處理模式 

第三、四冊的生詞拼音裡附註了「//」記號，顯示該詞或詞組具有離

析形式，第一、二、五冊裡並無此記號。 

《視華》第一、二冊裡，課文、生詞皆有通用拼音與漢語拼音。但被

標註 VO 的詞拼音皆為連寫，如「上課-shangke」、「做飯 zuofan」。視華

第三、四冊，課文、生詞的例句皆無拼音，但生詞仍有拼音，唯多了「//」

表示具有離析用法。如:「吃苦 chi//ku」、「打哈欠 da//haqiang」 

詞與詞組的拼音方式皆為連寫，實難令學習者輕易辨識兩者之差別，

誤將詞組視為詞，而出現「*上課完了」、「*睡覺一次」等病句。 

 

 (四)例句部分 

離合詞的特性在於雖具離析形式，但不似動名詞組般離析自由、可省

略其中一個成分。離合詞「睡覺」在第一冊中未標示「//」，卻在例句中

出 現 了 「 你 昨 天 睡 了 幾 個 - 鐘 頭 - 的 覺 ? Ni zuotian shuile 

jige-zhongtou-de jiao?」。 

當離合詞是生詞時，在其生詞表的例句中，時而出現離析用法，時而

僅有基式用法。沒有系統性的安排呈現，不僅使學習者對離合詞不了解，

亦以為與一般動名組合的詞組相同。 

 

總的來說，是漢語教學界對離合詞仍未有一個較為一致且正確的看法，

以至於教材通常對於離合詞採取迴避的策略，視華五冊亦是如此。「離合

詞」在教材中並無解釋與說明。 

「離合詞」在教材中缺漏，教學者、學習者不知如何掌握其基式與離

析形式，而誤與一般動名組合混雜。 

 

第二節 對教材與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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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守信(2008)認為語法點的描述與安排，是以學習者為主，應以功能

(function)、結構(structure)和用法(usage)三向度著手，而使學習者能

正確掌握語言結構，並在適當語境使用語言。 

功能(function)包括了句法功能(grammatical function)、語義功能

(semantic function)和交際功能 (communicative function)；結構

(structure)是語法的形式，包括了基本結構(basic structure)、變式結

構 (derived structure)和變形機制 (transformation) ；以及用法

(usage)。 

現代漢語離合詞的離析形式在結構與用法，尤其須要特別加以關注。

現以上述論點，來對教材與教學進行建議。 

 

一、對教材的建議 

以三四章對離合詞的探討為基礎，針對上一節對現行教材的檢視，針

對離合詞的教材內容提出幾項建議: 

1.拼音標註部分 

詞與詞組的界定可先由其是否包含黏著詞素為基礎，先劃定至少包含

一個黏著詞素者為詞，FF 組合的，有語義延伸者為詞，反之為詞組，無

法確定是否有語義延伸者，將其特別標註，並以學習者母語為參考—該詞

在學習者母語中為詞者，視為詞；該詞在學習者母語中為詞組，則循之。

如「牛肉」一詞，以英語為母語者，因牛肉英語為「beef」，則視為「詞」；

以泰語為母語者，因牛肉泰語為「NEER-WAR(肉-牛)」，則視為詞組。 

且須從基礎時期即標註離合詞，不僅以「//」，應以「詞類-Sep」標

註。雖然鄧守信(2009:177)曾經提到詞類的教學語法應符合兩大原則其

一—詞類數目越少越好，多了「離合詞」一類似乎增加學生負擔。但離合

詞在概念上並不難理解，困難之處是在基式與離析用法。故先給予學習者

對於現代漢語離合詞的基本概念—離合詞是詞，是一可有限離析的詞。學

生了解了離合詞的概念，日後接觸了被標註「詞類-Sep」的離合詞時，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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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意識的認識與學習，並知其與一般動名組合有別。 

 

2.教材排序 

鄧守信(2009)對於教學語法的語法點排序，乃是以使用頻率、困難度、

跨語言差距以及第一與第二語言習得要素為基礎。根據王海峰(2008)的研

究，離合詞一般出現在口語中，且為一般日常動作行為的描寫。及早出現

於教材當中，是無庸置疑的。離合詞的基式與離析形式用法，絕非一朝一

夕即能速成，應以螺旋式反覆層疊而上。 

筆者建議根據離合詞詞頻與常用離析形式安排，依以下原則安排學習

次序: 

a.初級階段 

a-1.必要揭示離合詞的特殊語言現象，說明其為動名組合的詞，與一

般動詞、動名詞組的差別。 

a-2.學習離合詞基式用法與介詞搭配，如:跟她跳舞 

a-3.離析形式以插入使用頻率極高的「時態、數、量」與重疊，配合

該語法學習之時點，同時區別離合詞與一般動名詞組。如:跳了舞、睡了

五個小時的覺。 

a-4.注意教材的重現性。由於離合詞使用頻率極高，可在教材中安排

反覆出現。 

b.中級階段 

b-1.安排新離合詞進入教材中，重現曾學習過的用法。 

b-2.離合詞的不及物性，以及周圍格引介功能與離析形式的轉換。 

b-3.離析形式插入「時態、數、量」的重現，以及「什麼」、「個」、「的」

的新形式， 

b-4.逐一標示安排，並統整每一個離合詞曾學習過的離析形式，讓學

生了解個別的樣貌，掌握離合詞用法。 



 

88 

b-5.大量集中操練，避免學生迴避以求精熟。 

c.高級階段 

c-1.統整離合詞離析形式的橫向與縱向樣貌。 

c-2.多樣出現各種形式，鞏固所學。 

 

二、對教學的建議 

 

1.教師本身對離合詞的認識 

「專業知能」即位居教師專業指標之一，因教師本身在教學過程中居

樞紐地位，是傳遞知識與資訊的重要媒介，乃直接影響學習者的學習成效。

倘若教師對於離合詞具有深刻了解，即能正確傳遞訊息，使得學習者對離

合詞本體屬性以及基式離析用法皆能獲得正確的認識。反之，若是教師對

離合詞亦擁有模糊概念，常常採取迴避或漠視的態度，亦或傳授非正確的

概念，無益於學習者對於離合詞的學習。所以可以說，教師對離合詞的正

確理解，是離合詞教學最重要的關鍵。 

 

2.利用與一般動詞和一般動名詞組的雙向比較 

離合詞與一般動詞和一般動名詞組皆有相同、相似與不同之處(王晶，

2005)。離合詞與一般動詞在用法上最大的差異在於，離析的能力；與一

般動名詞組在用法上最大的差異在於，離析的有限性與樣式。利用對比，

在相同之處可以產生正向遷移，在相異之處，更可以突顯其特性。 

 

3.可教授簡易判別方式，並逐一記誦 

關於詞與詞組的判別方式，雖然尚未有明確定論，但離合詞的教學卻

與之息息相關。教師可提出較為簡易的方式，如:包含黏著詞素與否、語

義延伸與否，做為初級的把關。並且現代漢語離合詞的界定規則潛藏於字

面之下，離析形式不規律，如同英語的不規則動詞變化，是需要外籍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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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一面對，逐一記誦。 

 

4.教學螺旋式的安排與大量練習 

創造情境與創造練習機會，並以離合詞的基本概念與用法之重複性，

螺旋式逐漸加深加廣。教師必須有意識的將離合詞的離合用法有意識的加

入課堂練習中，大量且集中的練習，才能穩固學習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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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一、研究成果 

(一)本體研究方面 

本論文經過對現今現代漢語離合詞相關研究的評析，得到了系統性的

歸納，從名稱、語法屬性、離析動因乃至分類，皆有多樣的面貌。且其中

仍存在相當多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 

在離合詞的名稱就多達二十餘種以上，語法屬性多分屬四種，包含了

屬詞、屬詞組、合則詞離則詞組以及中間狀態四種，隨著離合詞研究的深

入與反覆的驗證，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離合詞是詞，而非其他。且界定得

出的離合詞數，從兩百有餘至四千有餘，呈現極大的差距。此差異在於詞

與詞組的認定、結構形式的認定。 

透過文獻的分析，進入筆者對於離合詞的界定，本論文認為現代漢語

離合詞屬詞、屬至少包含一個黏著詞素的合成詞、且為動名組合的動詞，

是以動詞性詞素與名詞性詞素組合而成，以[XvYn]w表示，強調其非動補

結構、主謂結構或並列結構。 

在離合詞的形成原因、離析動因以及離析機制的分析得出，離合詞的

形成與漢語雙音化以及時態修飾成分成熟的語言發展背景有關；離合詞的

離析形式是因動詞與修飾成分間關係的功能導致離析的發生，並以詞彙重

新解釋(LRI)的作用將離合詞在句法層次中拆解開來。 

 

(二)教材教學方面 

本論文以《新版實用視聽華語》(2008)為檢視對象，發現其對離合詞

教學部分的嚴重缺漏。全書五冊並未對離合詞有任何標註，僅與一般動詞

或動名詞組共同以「VO」標註。這實為坊間教材對於離合詞採迴避策略的

一個普遍性現象。 

在教學方面，除了教學者自身對於離合詞專業知能的提升，並提出關

於離合詞教材排序與教學的相關建議，以初中高三個階段分之，融合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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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圍格介詞搭配、離析形式逐項的加入，反覆的出現為基本主要原則。 

 

二、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本論文尋究現代漢語離合詞形成的歷史背景，企圖探其起源，並了解

離合詞離析形式的發生。然語言乃是不斷變化前進的，以現在的知識與語

感推究當時的語言現象，難免產生錯誤詮釋與不盡客觀之處。 

儘管漢語學界已經慢慢揭開了現代漢語離合詞的面紗，但離合詞的離

析形式多樣且不規則，是否有其決定與影響的因素?離合詞離析形式的後

項成分前移是否有其規則與限制?離合詞的用法是如何成功或失敗地慢慢

地滲入一個原無離析用法的動名動詞?關於現代漢語離合詞與各種語言的

對比分析、離合詞的教學語法，以及 234 個離合詞的相關詞頻、屬性與如

何巧妙安排進入教學，皆仍尚待後續研究者繼續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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