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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語擬聲詞‧擬態詞研究 

    索緒爾（1857-1913）曾說，語言是具有任意性的，所以在各個語言中，

語音與語義之間是沒有必然的關係的，也因之，我們無法回答「玫瑰」的發

音與「玫瑰」這種植物之間的關連性何在，我們也無法說明「桌子」為什麼

不能稱之為「椅子」。這是語言學的基本概念，無庸置疑。 

    但是，如果研究主題是擬聲詞‧擬態詞時，這個基本概念就會面臨挑戰。

原因在於擬聲詞‧擬態詞有幾個特殊的性質，金田一春彥(1978：p9)曾經提

到： 

（一）擬聲詞‧擬態詞與其他的詞彙構成形式不盡相同，雖然不能說有絕對必然的關

連性，但是擬聲詞‧擬態詞是語音與語義之間有著合理程度相關所創造出來的詞彙。 

因此，在不同語言中，常常會出現相似語音所組成的擬聲詞‧擬態詞。

例如，雞叫聲在日語裡讀做「コケコッコー（kokekokko）」，在英語裡讀做

「cocka-doodle-doo」，在德語裡則是「kikeriki」，法語為「coquelico」，

漢語是「咕咕咕」，雖然不能說是完全相同的詞彙，但就語音來看，這些詞

彙裡所包含的母音都同時具有輕快、短促的特性，可充分表現出雞叫聲。不

同語言中，卻擁有以相似構詞方式組成的詞彙存在，這就可以表示擬聲詞‧

擬態詞是由聲響發展而來的詞彙。 

（二）擬聲詞的創造有個特性，就是會去尋求最接近該聲響的發音，就算在語言中其

他的詞彙都不使用的語音結構也會在擬音語中出現。例如，日語中摹擬風聲的擬聲詞

為「ピューピュー(pyu-pyu-)」，這裡的「ピュ（pyu）」的發音只會出現在日語的外

來語當中，這個特性再度證明擬聲詞‧擬態詞與聲音的相關性。 

（三）另外，根據擬聲詞‧擬態詞的特性來看，在語音與語義的合理連結之後即能產

生擬聲詞‧擬態詞的規則下，只要是兩者的連結可以創造出讓旁人輕易理解的擬聲

詞‧擬態詞，那麼全新的詞彙也會源源不絕地產生。 

在日語文學中，宮沢賢治、荻原井泉水等作家的作品中，常使用自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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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擬聲詞‧擬態詞1，今天放眼所見的漫畫、廣告等處也輕易可見新創

但依然容易理解的擬聲詞‧擬態詞出現。 

基於這些特性，我們可以理解擬聲詞‧擬態詞在語言學中特殊的構

詞原則，也因為使用便利，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及文章中，使用擬聲詞‧

擬態詞的情形十分普遍，對他們來說，使用擬聲詞‧擬態詞可以表現出

語氣與語境裡細微的差異。 

例如，講到疲勞（疲れる（tukareru））的時候，「くたくたに疲れ

る（kutakuta ni tukareru）」和「へとへとに疲れる(hetoheto ni 

tukareru)」兩者就表現出不同的疲勞程度。雖然在《新日漢擬聲擬態

詞辭典》裡看來，這兩個擬聲詞‧擬態詞並沒有太大的不同2，但對於

日語母語者來說，還是有些微的不同，從《擬音語・擬態語辞典》（淺

野鶴子，1978）的解釋看來，「くたくた」表現的是肌肉力量用盡的樣

子，而「へとへと」表現的則是全身的力量都消耗精光的模樣。 

因之，日語擬聲詞‧擬態詞的數量相當多，淺野鶴子所編的《擬音

語・擬態語辞典》中所收錄的擬聲詞‧擬態詞有 1647 個；而天沼寧所

編的《擬音語・擬態語辞典》裡也收錄有 1550 個左右的擬聲詞‧擬態

詞3，且大多數都是由報章雜誌等收集而來，由此可見日語擬聲詞‧擬

態詞的使用是相當地普遍。 

雖然擬聲詞‧擬態詞的使用相當普遍，但安西真理子（2004）指出，

在語言學的研究中，對於擬聲詞‧擬態詞的研究卻是起步得較晚，屬於

比較新的研究領域。以下我們將先整理日本學者對於擬聲詞‧擬態詞的

研究成果，以定義出本研究所需要的研究範圍。根據本研究需要，我們

                                                 
1 荻原井泉水的作品「初夏の奈良」中，描述大量的竹葉輕柔地摩擦屋瓦的景象，他使用了「わ

っさり(wassari)」這個擬態語，但在《擬音語・擬態語辞典》裡則沒有完全相同的詞彙存在，為荻

原井泉水的自創擬音語‧擬態語。 
2
くたくたに疲れる(kutakutanitukareru)—（精疲力盡或心理上受到打擊而全身癱軟）癱軟、累得棉

軟無力，疲憊不堪。（p109） 

へとへとに疲れる(hetohetonitukareru)—筋疲力盡，疲憊不堪。（p459） 
3此兩本辭典內所收錄的擬聲語‧擬態語，包含近義語（意義相近，例：「がちがち(gachigachi)」
和「かりかり(karikari)」）、同類語（意義相同，形式相近，例：「がちがち(gachigachi)」和「が

ちっ(gachi)」），本研究所言總數為包含近義語、同類語的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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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將各家學習者的研究分為形式、文法及功能三部分討論。 

2.1.1 日語擬聲詞‧擬態詞形式研究 

2.1.1.1 金田一春彥（1978） 

    金田一在淺野鶴子所編《擬音語・擬態語辞典》中所揭示的〈擬音語・

擬態語概説〉，分別就擬聲詞‧擬態詞的定義、形態、分佈、語音與語義的

關連性等部分細說。 

金田一春彥將描摹外界聲音的詞彙稱為擬聲詞，不過，光是維妙維肖地

描摹聲音則不稱為擬聲詞，而稱為「聲音摹寫」。也就是說，雖然都是以描

寫聲音為構詞的基本原則，但擬聲詞是屬於語言形態的一種，是具有意義的

詞彙。 

而針對擬態語，他則認為，擬態詞則是指用聲音來描寫動作，該動作實

際上是沒有聲音，卻以聲音來象徵該生物或非生物的狀態、樣子，簡言之就

是以象徵的手法來表示狀態。 

在形式分類方面，與阿刀田稔子（1989）的分類不盡相同，金田一春彥

將擬聲詞‧擬態詞分為十八種類，除了阿刀田稔子的分類之外還加上： 

    (1)兩拍+「りん」「りっ」：くるりっ（と）、ころりん 

    (2)五拍：ころんこ（と）、けろりかん（と） 

    (3)語根兩拍的重複型：ぐでんぐでん、ころりころり、ごろんごろん 

    (4)與語根兩拍的重複型相似，但仍有不同處者：しどろもどろ、てん

やわんや 

    (5)六拍：コケこっこう、すってんてん、すっからかん 

    但整體而言，仍不超出阿刀田稔子的範圍，足見日語擬聲詞‧擬態詞的

形式是以重疊形式為主。 

另外，在提到擬聲詞‧擬態詞的語音與語義的關連性時，金田一春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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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音與子音的各種特性為例，詳細說明兩者的關連性。他認為： 

        母音[i]可以用來表現微小的、運動快速的事物，而[a]和[o]則有

與之相反的傾向。例如，以「コロコロ（korokoro）」和「キリキリ

（kirikiri）」兩者相比， 

コロコロ（korokoro）—（圓的東西連續滾動時發出的聲音及其樣子）

咕碌咕碌，骨碌碌。 

キリキリ（kirikiri）—（堅硬物不停地摩擦時發出的聲音）吱吱。 

        我們從這兩個詞彙可以清楚發現母音的規則。 

        而子音中的濁音（如：[g]、[d]等）表示厚重的、巨大的、骯髒的

東西；清音（如：[k]等）則表示輕巧的、小的、美的東西；而[p]則表

現出低俗的感覺，金田一春彥在研究中也做了以上的說明。 

總括金田一春彥的研究來看，擬聲詞‧擬態詞的造詞方法與聲音的

關係相當接近，至於形式方面則多以重疊型為主。 

2.1.1.2 崛井令以知（1986） 

        在崛井令以知的研究中，他將重點放在擬聲詞‧擬態詞與語音的關

係。他將語音和語義的關連性稱之為「語音的有緣性」，而表現出這個

特色的詞彙有兩種，一是擬聲詞，即是直接模仿聲音而創造的詞彙，例

如由鳥類鳴叫聲而來的鳥名4；一是擬態詞，和擬聲詞不同，擬態詞的

語音和詞義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以聲音來表現抽象的觀念和心理現

象，所以也被稱為「表現性詞彙」5。 

        他認為擬聲詞‧擬態詞是詞彙的創造、命名上的大功臣，由於日本

古代以來一直認為自然界的聲響是具有意義的，因此他們會刻意地模仿

                                                 
4布穀鳥在日文為「カッコウ（kakkou）」，英語裡則稱為「cuckoo」，法語為「coucou」，顯而易見

都是由鳥鳴叫聲而產生的鳥名。 
5 「独り言をブツブツいう（hitorigotowobutubutuiu）→一個人嘟嘟囔囔自言自語。」在這裡，

「ブツブツ」是用來表現「嘟嘟囔囔自言自語」的模樣，而不是自言自語的人真的發出「ブツブ

ツ」的聲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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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聽到的聲音，由此產生擬聲詞，而擬態詞也是由母音、子音的不同性

質混搭而成的語言形式。 

2.1.1.3 日向茂男（1990） 

    在研究中，日向茂男使用了大量隨手可見的廣告文案來討論擬聲詞‧擬

態詞定義及形式。他認為，簡單地說，擬聲詞就是模仿實際的聲響所創造出

來的語言；而擬態詞則是將某種狀態、樣子以「聲音化」的形式表現出來，

但實際上沒有發出任何聲音是以印象為出發點，抽象地表現狀態。他也提及

擬聲詞‧擬態詞和一般詞彙構成原則不同，擬聲詞‧擬態詞和語音之間的關

連性較強，一般的詞彙都有任意性，但擬聲詞‧擬態詞則有「非任意性」，

而這是擬聲詞‧擬態詞的一大特徵。 

研究中並提到擬聲詞‧擬態詞的語言形式，多數的擬聲詞‧擬態詞都是

以重疊的形式存在，但他認為重疊形並不是判定擬聲詞‧擬態詞的決定性因

素。他參考了阿刀田稔子（1989）的文獻，點明擬聲詞‧擬態詞不是只有重

疊型，阿刀田將擬聲詞‧擬態詞的形態分為十三種6，從分類中可以大致看

出擬聲詞‧擬態詞的各種形態。 

    不過，日向茂男在論文中以資料整理及文獻介紹為主，對於擬聲詞‧擬

態詞的深入介紹的部分則較為不足。 

 

                                                 
6 (1)語根一拍：ッ（と） 
  (2)語根一拍＋後綴：スイ（と）、カッ（と）、ポン（と） 

(3)語根一拍+兩個後綴：ボイン、ボーッ、ゴーン、プイッ 
(4)語根兩拍：ガバ（と） 
(5)語根兩拍+後綴：ゴロッ、カチン、ツルリ 
(6)語根兩拍之間加入「ッ」：カッカ、キャッキャ、パッパ 
(7)語根兩拍之間加入「ッ／ン」：スック、ザンブ 
(8)語根兩拍之間加上「ッ／ン」，之後再加上「リ」：ガックリ、ドンブリ 
(9)語根兩拍的反覆：サラサラ、ツルツル、シャリシャリ、キョロキョロ 
(10)語根兩拍的類似音重疊：ドギマギ、カラコロ 
(11)不同語根兩拍的重疊：ガタピシ、パチクリ 
(12)(5)、(6)的重複：ピカッピカ、グデングデン、コロリコロリ、セッセセッセ 

(13)和(12)有些微差異者：ノラリクラリ、シドロモド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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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鄭良偉（2006） 

        鄭良偉提到，我們要探討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必須先從基本的

問題談起，在研究過程中，我們注意到日語擬聲詞‧擬態詞多以重疊型

存在，而最基本的問題即在於擬聲詞‧擬態詞會多以重疊形式存在。首

先從語言原則的運作來看，重疊的用意在於節省資源，讓訊息更有系

統、更輕易地傳遞，而如趙元任（1980）在《中國話的文法》中提到，

「真正的重疊式只包括跟文法功能有規則性關連的重疊。」我們也看到鄭良偉

（2006）提到結構性的重複必須要包含(1)有內部結構、重複的次數固

定；(2)有不能分析的意義，從這兩點來看，日語擬聲詞‧擬態詞的形

式都符合重疊的構造，除此之外，我們注意到結構性重疊的重複單位可

大可小，其中較小的單位是比較經濟的，拿來重疊時，達到節省資源、

傳遞訊息的功能較強。從這個要素來看，日語擬聲詞‧擬態詞多以一拍

或兩拍的語根為基礎單位，以重複語根的方式來表現聲音、事物的狀

態、樣子，可以經濟有效地傳遞訊息。 

        此外，鄭良偉也提到日語擬聲詞‧擬態詞的結構與語音佈局的關

係。他認為，日語平常的（unmarked）音節佈局是以 CVCVCV 的狀態存

在，亦即一拍形成一個音節，例如：「ふたり（futari）」，顯示出日語

音節的特性；但是，在平常的音節佈局中，總是會出現不平常的音節佈

局（marked），例如，由兩拍形成一個音節，以 CVCCV 的狀態出現，亦

即其中加入了促音（っ），改變了語音的節奏，如：「ぴったり（pittari）」，

鄭良偉認為這種以不平常的音節佈局構成的日語詞彙，就是日語擬聲詞

‧擬態詞的由來，而這樣不平常的音節佈局所造成的影響是，比起平常

的音節佈局，不平常的音節佈局更能引起注意。 

        關於日語擬聲詞‧擬態詞以不平常的音節佈局出現的形式，鄭良偉

還提到，通常在日語詞彙中存在的母音之間的濁音化、清音開頭的佈

局，日語擬聲詞‧擬態詞卻出現不同的情形。例如原本兩個母音之間的

子音因為同化而變成濁音，如：「ときどき（tokidoki）」，不過，在日

語擬聲詞‧擬態詞中，我們卻能看到以濁音開始但母音間卻出現清音， 

如：「がっかり（gakkari）」，諸如此類的形式變化，都是日語擬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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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態詞的特點。 

綜合鄭良偉的說法，我們知道日語擬聲詞‧擬態詞的形式多為重疊形

式，原因在於使用不平常的（marked）音節佈局可以引起注意，而重疊形式

則可幫助人們更經濟地使用語言表達意思。 

2.1.2 日語擬聲詞‧擬態詞文法研究 

2.1.2.1 日向茂男（1990） 

日向茂男在研究中提及，日語擬聲詞‧擬態詞被當作副詞來使用的情況

較多，在當作副詞使用時，擬聲詞‧擬態詞之後通常會接續「と（to）」；又

或者當作動詞來使用， 例如，「ドキドキする（dokidokisuru）」。 「する

（suru）」是日語裡用來表示「做」這個動作。 

2.1.3 日語擬聲詞‧擬態詞功能研究 

2.1.3.1 金田一春彥（1978） 

金田一春彥提到，與歐美各國語言的擬聲詞‧擬態詞不同的是，日語擬

聲詞‧擬態詞多集中在觸覺方面，另外，還多分佈在表現人類的各種態度上，

顯見日本人對於他人的態度十分在意；相對地，在表達嗅覺與味覺的擬聲

詞‧擬態詞就顯得十分貧乏。此外，日本人常用擬聲詞‧擬態詞來表達心情、

狀態、態度，而且變化形態的種類也不少，是種類、型式相當豐富的語言形

態。 

2.1.3.2 崛井令以知（1986） 

崛井令以知提到日語擬聲詞‧擬態詞的語音與語義之間的關連，不過，

他也表示，聲音的表現並不通用於全部的人，而是要依著文章的脈絡、談話

對象、及語言的發展而有所不同。所以，科學論文、公文、商業文書等反而

要避免使用擬聲詞‧擬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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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日語的擬聲詞‧擬態詞裡，雖然有相同的形式，但意義卻不盡相

同。例如，「チラチラ（chirachira）」這個擬聲詞‧擬態詞，就有 

(1)（雪、花瓣）紛紛揚揚飄落(2)不時地看或偷看(3)眼花、眼前直冒

金星等語義，而使用的時機則是全看上下文而定。對於這樣的情形，崛

井令以知認為是日本人特有的豐富感受性而造成的。 

2.1.4 小結 

綜合以上學者對於擬聲詞‧擬態詞研究，我們可以從中得到一個結

論，亦即所謂日語擬聲詞‧擬態詞： 

1. 語音和語義的關連性強，並且可以從母音、子音的特性判別出擬聲

詞‧擬態詞的特性，正如金田一春彥所言，意即包含母音[i]的擬

聲詞‧擬態詞有輕快、短暫的感覺，包含子音[k]則是表現輕巧的、

美的東西。 

2. 擬聲詞‧擬態詞的形式可分為多種類，阿刀田稔子分為十三種，而

金田一春彥則分為十八類，絕大多數的日語擬聲詞‧擬態詞都屬於

重疊型的詞彙，基本上以四拍為最常見，不過，日語擬聲詞‧擬態

詞可以依照需求延展長度。 

3. 日語擬聲詞‧擬態詞的形式多為重疊形式，我們可從日語音節佈局

來探討，使用不平常的音節佈局能夠有效引起注意，透過重複形式

能更經濟有效地表達語言。 

4. 日語擬聲詞‧擬態詞具有多樣化的語義，我們發現，即使是相同的

擬聲詞‧擬態詞在不同的情況下也可能存在不同語義，端看使用者

的主觀意識而定；另外，擬聲詞‧擬態詞可以依照寫作者、說話者

的想法來做改變，於是出現許多近義語、同類語，而新創的擬聲詞‧

擬態詞也可以在各種文學作品中發現。 

5. 就文法功能來看，日語的擬聲詞‧擬態詞被當作副詞來使用的狀況

為多，位置多在動詞之前。另外，在使用時會在其後加上「と（to）」；

另外也當作動作來使用（後面加上「する(su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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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研究 

日語裡有「擬聲詞」、「擬態詞」等表示直接描寫聲音、狀態的詞彙，並

且我們已經瞭解此種詞彙在日語中的數量相當多，在日常生活中也是不可或

缺的重要部分。 

在漢語中，關於使用詞彙直接來描寫聲音、狀態的用法，則可以追溯至

中國最早的詩歌選集—《詩經》。在《詩經》中，我們看到 

    關關雎鳩  在河之洲 

窈窕淑女  君子好逑   （詩經‧周南） 

「關關」就是用來摹擬雎鳩的叫聲，而「窈窕」則是用來描繪女子美好

的姿態，而在之後的文學作品中，也可以看到相同的例子， 

迢迢牽牛星   皎皎河漢女 

    纖纖擢素手   札札弄機杼 

    終日不成章   泣涕零如雨 

    河漢清且淺   相去復幾許 

  盈盈一水間   脈脈不得語 （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 

    這是一首根據牛郎織女神話所寫的詩，詩中藉著牛郎、織女的形象，表

達出婦人思念遠出在外的夫君的愁苦心情。在詩中以大量的詞彙來描寫聲音

及動作、樣態，並同時表現出愁苦的心情。「迢迢」是形容牽牛星相距遙遠；

「皎皎」指的是織女星發出來的光亮；「纖纖」是形容織女美麗柔細的手；

而「札札」則是織布機所發出的聲音，也同時表現出織布機聲音使人心亂如

麻，最末兩句的「盈盈」則是形容水清澈的樣子；「脈脈」是兩人對望的模

樣。 

    根據以上古詩，我們可以得知，在漢語裡使用詞彙直接描寫聲音、狀態

的例子出現得很早，數量也不少，而這些詞彙，我們統稱為「擬聲詞‧擬態

詞」。就詞面意義來談，所謂的「擬聲詞‧擬態詞」就是直接描繪聲音的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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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但是，在漢語研究的領域裡，直接描繪聲音、顏色、形狀、情態等

的並不單純只有「擬聲詞‧擬態詞」一種，在修辭學裡各家學者都做過

相關討論，他們將這些詞彙稱為「摹擬」，或是「描摹」、「描繪」等。 

不過，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研究實際上並不僅止於文學領域，

在接下來的章節中，我們將針對漢語語言學及修辭學兩方面來探討漢語

擬聲詞‧擬態詞的形式、文法及功能等方面。   

2.2.1 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形式研究 

2.2.1.1 漢語語言學研究 

呂叔湘（1980）在《現代漢語八百詞》的最後附表中提到「形容詞

生動形式表」，在書中，他將形容詞生動形式分收在四個表中，分別為

單音節形容詞重疊為AA形式，共 130 餘個；其次為單音節形容詞A加上

雙音後綴或三音後綴，構成ABB、ABC、AXYZ等式，也有 130 餘個；第三

個表則是雙音節形容詞AB重疊為AABB或A里AB式，共有 230 餘個；第四

個表則是雙音節形容詞BA重疊為BABA式，共有 70 餘個。他在討論形容

詞生動形式時，將之分為構成與功能兩部分7。  

                                                 
7 （一）構成： 

1.單音節形容詞  A→AA 的                                例：紅紅的 

2.單音節形容詞  A+BB→ABB 的                           例：紅通通的 

3.北京口語中單音節形容詞 A 可加 BC 構成 ABC 式。B 大都是 de 或 bu，讀輕音。 

C 讀陽平調。                                            例：臊不答的 

4.單音節形容詞  A+XYZ→AXYZ 的（表中以北京方言為主）    例：黑不溜秋的 

5.雙音節形容詞  AB→AABB 的                              例：乾乾淨淨的 

6.雙音節形容詞  AB→A 里 AB 的                            例：糊里糊塗的 

7.雙音節形容詞  BA→BABA 的                              例：冰涼冰涼的 

（二）功能 

1.修飾名詞成分，無論哪種格式一般都必須帶「的」。           例：清清的水，藍藍的天 

而放在受數量詞修飾的名詞前，可不帶「的」（BABA 式除外）   例：薄薄一層冰 

2.修飾動詞短語，一般都帶「地」                            例：慢慢地走過來 

但少數 AA 式和 AABB 式修飾動詞可以不帶「地」              例：輕輕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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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呂叔湘的分類來看，我們發現，呂叔湘的「形容詞生動形式」都是拿

來描述事物狀態、性質的詞彙，從形式上來看，他們都是重疊型詞彙，而從

語法功能上來看，他們當狀語的成分最多，此外，根據呂叔湘的分類表，這

種形式可以依著語言使用者的習慣出現變化，是一種彈性大的語言系統。 

從以上幾點特徵來看，我們認為，呂叔湘所定義出的「形容詞生動形式」

其實就是各家學者所提出的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分類，此外，「形容詞生動

形式」幾乎都是重疊形式，更加深了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屬於重疊形式的說

法。 

2.2.1.2 修辭學研究 

另外，從修辭學的角度來看，也有許多學者針對漢語擬聲詞‧擬態詞進

行分類、研究，他們或許將這些用來描述狀態、樣子、聲音、感情的詞彙稱

為「摹擬」（楊鴻儒，1993；史塵封，1995；黎運漢、張維耿，1991），或許

稱為「描摹」（全國外語院系《語法與修辭》編寫組，1987），又或許是「摹

繪」（駱小所，1994）。 

從這些學者所提出的分類來看，我們發現他們都將漢語擬聲詞‧擬態詞

分成聲音、顏色、狀態等方面敘述。仔細觀察，我們發現，各家學者所舉的

例子，諸如： 

例：他從地裡抓起把土，土黑油油地在吸引著他。（李准：《不能走那條路》） 

     例：這藤野先生，據說是穿衣服太模糊了，有時竟會忘記戴領結；冬天是一

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車去，致使管車的疑心他是扒手，叫車裡

的客人小心些。（魯迅：《藤野先生》） 

     例：我猛然醒悟的跳起身，磕磕絆絆的跑去找醫生，等我和醫生拿了針藥趕

                                                                                                                                              
另外，BABA 式一般不能修飾動詞短語。 

3.作謂語。一般都帶「的」。                                 例：小河的水清悠悠的。 

4.在「得」字後作補語。AABB 式可省「的」，其他各式不能。   例：收拾得整整齊齊[的] 

5.前面加上指數量短語或數量短語後可作主語和賓語，必帶「的」。   

例：說著說著那個胖乎乎的

走過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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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新媳婦正側著身子坐在他旁邊。（茹志鵑，《百合花》） 

     例：梁榮才三十一歲，生得瘦嶙嶙的，舉動挺安靜。 

（楊朔，〈龍馬贊〉，《楊朔散文選》） 

    從這些用來說明「描摹」、「摹擬」、「摹繪」的例子中，我們發現漢語擬聲詞‧

擬態詞的形式是以重疊型存在的。 

2.2.2 漢語擬聲詞‧擬態詞文法研究 

2.2.2.1 漢語語言學研究 

李國南（1999）認為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具有典型的形容詞用法，

通常都被拿來當狀語使用；有時拿來當作謂語時，看起來很像動詞，不

過，因為都是臨時性的，所以常帶引號，如， 

         站在後面的便交頭接耳地「吱吱喳喳」起來…（曹禺《日出》） 

        這裡的「吱吱喳喳」，原本是用來描寫說話吵雜的模樣，但是在這

個例句中，我們很清楚發現它被拿來當作謂語，表示說話的聲音，但「吱

吱喳喳」也同時可以顯示出說話者交頭接耳的動作，所以李國南才會認

為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在當作謂語時，看起來很像是動詞。  

此外，李榮軒（1997）也透過漢英擬聲詞的對比分析來說明兩者之

間的差異，我們從此得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可以在句子中作謂語、

狀語、定語，在使用上比較靈活，同一個擬聲詞可以用來描寫和摹擬不

同類別的人或物，如，「吱吱喳喳」可以用來形容一群人吵雜說話的樣

子，也可以用來形容鳥叫聲。 

2.2.3 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功能研究 

        劉瓊竹、鄭騫逖（2001）提到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具有描寫情態的

功能，他認為擬聲詞‧擬態詞具有語言集團成員能共同理解的詞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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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此外，他認為以擬聲詞‧擬態詞來描寫情態是一種轉喻形式8，可

以增強表達的形象性和生動性。 

2.2.4 小結 

關於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各家研究，我們發現，從修辭學的角度來看

在漢語中，用來描摹聲音及狀態的詞彙，可被稱為「描摹」、「摹擬」，而其

功能除了可以描繪聲音、色彩之外，也能描寫狀態。 

除去純粹摹寫聲音的詞類之外，我們可以大致歸納出漢語擬聲詞‧擬態

詞的特色： 

1. 從我們目前所得的研究成果來看，從形式上著眼，我們發現漢語擬

聲詞‧擬態詞多以重疊形式存在，如：嗡嗡嚶嚶、寒顫顫、磕磕絆

絆、瘦嶙嶙、稠嘟嘟等。 

2. 就文法功能上來看，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可以用來當作狀語、補語

和定語，另外，在一些臨時性的情況，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可以拿

來當作謂語使用。 

3. 雖然在詞類劃歸上還有些許爭議，不過，對於漢語擬聲詞‧擬態詞

的功能則已達到共識，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用在句子中可以增加文

章的豐富性和臨場感。 

2.3 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對比研究 

    關於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研究，我們已經看到一些學者的成果，不過，

對於本研究所需要的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則需要做進一步的對比研究，才 

                                                 
8 沈家煊（1999），〈轉指和轉喻〉，將「定語＋的＋中心語」縮略為「定語＋的」，而所指不變的

現象稱為「轉指」，而轉指的實現在於「轉喻」，所謂的「轉喻（metonymy）」又稱為「借代」，它

不僅僅是一種語言現象，更是人們一般的思維和行為方式，例如，我們說「回到單位，見到的盡

是新面孔。」用「新面孔」代替「新人」，就是一種「轉喻」。這樣的語法功能使用在「轉指」上，

能夠節省人們理解的資源，因為轉指形式較非轉指形式更具有生動性，增強表達的形象性。 
轉喻形式：唰地一下跳上了水泥櫃臺。 
非轉喻形式：迅速地跳上了水泥櫃臺。 
「唰地一下」就表現出主角跳上水泥櫃臺的樣子及速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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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出最終的結論。因此，我們將藉著各學者對於日、漢語擬聲詞‧擬

態詞的對比研究來一探究竟。 

我們可從以上的資料來看出日語和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共同點，

那就是兩者都是用來摹擬聲音、狀態的詞彙，不過，日、漢語的擬聲詞‧

擬態詞仍有相異處，各家學者對於這兩種語言中的擬聲詞‧擬態詞做過

一些對比研究，而這些研究多是從翻譯的角度來討論的。 

2.3.1 玉村文郎（1979） 

        在日語的擬聲詞‧擬態詞中，玉村文郎（1979）注意到的是聲音的

象徵，而與之相對的，漢語裡用來象徵聲音的，只限定在「擬聲詞」，

所以諸如，「亮閃閃」、「紅映映」這樣的詞彙都被他排除在外。 

另外，玉村文郎提到，日語的聲音象徵語在翻譯成漢語時，常常會

著重於漢語詞彙全體所表現出來的性質。例如，「くすくす笑う

（kusukusuwarau）」翻譯為「竊笑」。在辭典中，我們發現「くすくす」

的意思為「壓低聲音、暗自發笑時發出的聲音及其樣子」，再來如「ニ

ヤニヤ笑う(niyaniyawarau)」翻譯為「獨笑」、「冷笑」，在辭典中，「ニ

ヤニヤ」的解釋即為「冷笑、獨自微笑」，這些都可以解釋玉村文郎為

何認定日語擬聲詞‧擬態詞在翻譯為漢語時，常常都以概念化的方式來

表現。我們看到，「くすくす」是表現出一種樣子、狀態，而翻譯為漢

語時，則成為「竊笑」，除了表現出動詞的狀態之外，「竊笑」也包含了

動作的性質。整體而言，日語擬聲詞‧擬態詞著重在狀態的表現，而翻

譯為漢語時，我們所重視的不僅止於詞彙的狀態，還要加上詞彙的性質。 

不過，玉村文郎提到，「けらけら笑う(kerakerawarau)」翻譯為「傻

笑」，但從辭典中我們得知，「けらけら」有「尖厲的笑聲或毫無顧忌的

歡笑」的意思，與「傻笑」之間的連結就不是非常明顯。 

除此之外，玉村文郎又提到，日語擬聲詞‧擬態詞中非重疊形，並

且以「促音」或者是「り(ri)」結尾的聲音象徵語9，這些用來表示一 

                                                 
9以「促音」結尾：ちっ→（小鳥、蟲等叫聲）啾、吱或咂嘴時發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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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或者是瞬間動作的詞彙，在翻譯成漢語時，通常會使用「嫣然一笑」、「用

針一扎」、「一刀砍掉」，這種以「『一』＋動量詞（名量詞）」的方式來表現。 

此外，玉村文郎認為，漢語中有大量描寫狀態的詞彙，且漢語擬聲詞的

擬聲性比擬態性要大得多，因此，如同日語擬聲詞‧擬態詞一樣，使用擬聲

詞來描寫狀態是不必要的，所以漢語擬聲詞就純粹被當作描寫聲音使用，而

擬態詞就純粹描寫狀態。當然，除了一些特定的聲音描述，如人們講話時的

「嘰嘰喳喳」，除了描述聲音之外，也表現了人們吵雜說話的模樣。 

2.3.2 瀬戸口律子（1982、1985、1989） 

瀨戶口律子以翻譯的角度來對照日語與漢語的擬聲詞‧擬態詞。他認為

相較於日語擬態詞的詳細分類，漢語擬態詞的分類則比較傾向於概括的方式

處理，不若日語的明確分類。另外，瀨戶口律子也指出，漢語裡的「忽忽不

樂、赫赫有名、侃侃而談」等擬態詞，在狀態描寫的意義比較弱，跟狀態描

述能力很強的日文擬態詞相比，漢語的部分實在是不能完全稱之為擬態詞。 

此外，他也提到漢語的擬聲詞‧擬態詞數量之所以少於日文的原因在於

動詞性質和型式的不同。相較於日語的動詞必須加上擬態詞才會顯現出不同

的效果，漢語則是有各種精密分類的動詞可供選擇使用。 

瞪→じろっと見る； 

瞥→ちらりと見る； 

凝視→じっと見る。 

從上述的例子可以明顯看出，日語的「看」，就是「見る（miru）」，如

果要呈現不同狀態的動作，則需要在動詞前方加上一個擬聲詞‧擬態詞，才

能夠滿足日語使用者的需求。加上擬聲詞‧擬態詞的日語動詞，表現出動作

當下的狀態；反之，在漢語中，我們可以使用「瞥」、「瞪」、「凝視」、「看」

等動詞來表現細微的差異，而不需要外加任何構詞成分。當我們在漢語的動

詞前後加上其他的構詞成分時，就會形成修飾動詞的作用，而不是單純用來 

                                                                                                                                              
以「り」結尾：ちょっきり→（時間、數量、大小）正好、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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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動作狀態的意義。瀨戶口律子認為這就是日語和漢語擬聲詞‧擬態

詞在數量上造成差異的原因。 

2.3.3 安本武正（1987） 

安本武正認為可以與日語擬聲詞‧擬態詞對應的漢語詞彙，只有從

修辭學角度定義而來的「摹狀」才行。他指出廣義的「摹狀」包括了摹

聲及描述色彩、外觀等。而日語的擬態詞和漢語裡狹義的「摹狀」（照

實描述具體實物）之所以會產生差異，原因在於日語的擬聲詞‧擬態詞

是以聲音為象徵，用來表現抽象的事物，偏重聽覺，而漢語狹義的摹狀

明顯是以視覺感官為主要特徵，關於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出現的這種

差異，我們可以從 Spair 的理論來看： 

Sapir就認為，人們對現實世界的理解與表述在很大的程度上是建立在人們潛意識

裡的語言習慣上，這種語言習慣實際上就是一種文化模型與思維模式。使用不同

語言的人們，有著不同認識世界的方式。人們透過不同的語言，便形成不同的世

界意象，基本上，語言決定了說話者理解世界的方式，這就是語言決定論

（Linguistics Determinism）。
10

        由此可知，「語言決定論」可以解釋日語和漢語之間對於事物的描

述、表現的差異。 

另外，安本武正認為，除了「鬱鬱蔥蔥」這種除去重疊型就不能使

用的詞彙、ABB 型的詞彙、形容詞重疊型（「清清楚楚／慢慢」），和「『一』

＋量詞」或者是從動詞變來的詞彙（「一腳／一口／一刺」），還有諸如

「突然」這些詞，雖然在翻譯日語擬態詞時會使用，但詞彙描繪狀態的

意思薄弱，因此難以認定為「摹狀」。我們也同時注意到當以上這些詞

彙翻譯回日語時，不一定會使用擬態詞，所以在安本武正的研究中，就

不將這些詞彙納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類別中。但是，上述形式的詞

彙在翻譯日語擬聲詞‧擬態詞時經常都會使用，有時我們將這些詞翻譯

回日語時也可能會使用到擬態詞。 

另外，安本武正也提到，朱德熙（1981：90-91）也將帶有描寫性

                                                 
10轉引自王慧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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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的形容詞重疊詞稱之為「狀態形容詞」11，所以在研究中，他也將這類具

有描寫性質功能的形容詞納入狀態描繪的語群，也就是我們所稱的擬聲詞‧

擬態詞，而朱德熙所提出的「狀態形容詞」與呂叔湘（1980）所提出的「形

容詞生動形式」的分類相近。 

2.3.4 金田一春彥 

金田一在『日本語（上）』（1988：193）中提到，相對於漢語的動詞是

依照動作來細分，日語則是以加上擬態詞修飾才出現動作的細分；此外，漢

語是從外部客觀地表現各個動詞的不同，但日語則是還要加上主觀想像當事

人心情的不同。 

關於主觀與客觀的敘述上，我們看到不同的看法，在王慧娟（2005：147）

的研究中，他發現 

對於客觀存在的事件，漢語受試者在敘述過程中，傾向加入自己主觀的意見與判斷，

而日籍受試者則傾向忠實陳述事件發展，不加入個人對事件的推測與判斷。 

這個發現與金田一春彥的研究不盡相同，不過，金田一春彥進一步提

到（254~255），當日本人想要直覺地表現動作的狀態，所以使用擬聲詞‧擬

態詞，加上擬聲詞‧擬態詞的動詞可以讓對方清楚瞭解該動詞的狀態，如，

「くすくす笑う（kusukusuwarau）」，在看到這個詞彙的同時，日語使用者

就會浮現「壓低聲音、暗自發笑時發出的聲音及其樣子」，當然也同時包含 

                                                 
11

朱德熙（1981）將漢語的形容詞一分為二，他認為單純用來表現屬性的稱為「屬性形容詞」，而

帶有描寫性質的則稱為「狀態形容詞」。 

他所分類的「狀態形容詞」為： 

(1)「小／重」等單音節形容詞的重疊型 AA 型。 

(2)「乾淨／老實」等二音節形容詞的重疊型 AABB 型。 

(3)「冰涼、通紅」等形容詞，以及他的重疊型 ABAB 型。 

(4)有接尾詞的形容詞： 

ABB 型：「綠油油」 

A 里 BC 型：「髒里呱唧」 

A 不 BC 型：「灰不溜秋」 

(5)「『很』、『挺』等程度副詞＋『的』」的合成語：「挺好的」、「很小的」、「怪可憐的」。 
除了(4)和(5)之外，全部都是重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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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主觀想像的部分。所以，金田一春彥認為，雖然在漢語裡也有擬聲詞‧

擬態詞，但是全體來說，擬態詞的使用跟日語是無法相比的。 

2.3.5 薛鳴（1988） 

薛鳴認為，相較於種類豐富的日語擬態詞，漢語則多使用動詞、形

容詞、或者是四字熟語來表現出說明、分析、解釋的感覺，對於各種動

作的描寫，也多是藉著這樣的方式呈現。 

例如： 

どやどや…入ってきた→一湧而入 

しゃなりしゃなりして行かなんだら→優雅地碎步跑著 

從上述的例子來看，我們發現日語擬聲詞‧擬態詞使用的是聲音重疊

的形式來表達狀態，而漢語部分則使用含有確切語義的詞彙或者是四字

熟語來表達相同的狀態，從這個部分可以清楚看出日、漢語擬聲詞‧擬

態詞的不同處。 

2.3.6.黃振原（1985） 

黃振原在論文中將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從形態、機能、效果、

及漢語翻譯等方面加以比較對照。研究中也提到，日語的擬聲詞‧擬態

詞有與前後文緊密連接的特性，所以有時脫離了文章，讀者就不一定能

夠精準的掌握擬聲詞‧擬態詞的狀態，原因在於日語的擬聲詞‧擬態詞

有著多義性。 

例如： 

こちこち（kochikochi） 

(1)（金屬物以及石頭等輕輕相碰、敲擊時發出的聲音）叮叮噹噹。 

凍った道を歩く彼女のこちこちという小刻みな足音が次第に遠ざか

ってい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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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了凍的路上，她那嘎篤嘎篤小步行走的聲音逐漸遠去。 

(2)比喻身心極度緊張，動作笨拙。 

受験生は試験官の前ですっかり緊張してこちこちになる。分っている事も

答えられないことがある。 

考生在考官面前緊張得像個木頭人，有時明明知道的也回答不上來。 

(3)死腦筋，頑固。 

うちのおやじはこちこちの頑固者で困る。 

我的老爺子是個老頑固，真不好辦。 

同樣的日語擬聲詞‧擬態詞「こちこち」，卻有不相同的意思，如果將

這個擬聲詞‧擬態詞從句子中抽離來看，我們無法判定這個日語擬聲詞‧擬

態詞的意義為何，這就是黃振原所提的「與前後文緊密連接的特性」。 

相較之下，漢語的擬聲詞‧擬態詞在這部分則是意義比較統一的，固定

的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就算是抽離句子也可以輕易看出它的詞彙意義，而不

會有太大爭議，例如，「寒顫顫的」、「瘦嶙嶙的」，這些漢語擬聲詞‧擬態詞

都可以從字面上知道它的詞義，並且清楚知道它們使用的時機。 

從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黃振原（1985）沒有明確地定義漢語的擬聲

詞‧擬態詞，但是就例子來看，除了擬音的擬聲詞以外，擬態詞就限制在

ABB 型的詞彙中。不過，他也提到將日語的擬態詞翻譯成漢語時，會使用重

疊型（「大大提高／輕輕頷首／熊熊燃燒／勉勉強強」）、「『一』＋量詞（或

動詞）」（打…一拳／把…一放）、「～然」型的詞彙（嫣然／霍然）、四字格

（「無精打采／一針見血」）等等。 

2.3.7 賴錦雀（1991） 

賴錦雀在「和語擬音語擬態語の研究」中以大量的例子來對照漢、日語

的擬態詞，並分類如下： 

(1)A型：「…啪的一下…／…拍的一巴掌便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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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B型12：「抖擻／嘮叨／淋漓／尷尬／支吾／迷糊」 

(3)AA型：「酸酸／嚷嚷／咬咬／悄悄／濛濛亮／栩栩如生」 

(4)AAA型：「…濁水溪的流水，嘩嘩嘩全衝了出來」 

(5)ABB 型：「亮晶晶／綠油油／笑嘻嘻／活生生／牙癢癢」 

(6)AABB 型：「整整齊齊／結結巴巴／顫顫悠悠／嘻嘻哈哈」 

(7)ABAB 型：「粉白粉白／骨碌骨碌」 

(8)ABAC 型：「悄聲悄語／誠心誠意／沒頭沒腦／忙東忙西」 

(9)駢語型：「蓬頭散髮／七手八腳／呼天搶地／有一搭沒一搭」 

(10)贅語型：「邋裡邋遢／囉哩叭唆／傻不楞登／亂七八糟」 

(11)解釋型的四字格：「無所事事／心不在焉／遊手好閒」 

(12)「～然」型：「歉然／詫然／恍然／豁然／啞然／悚然」 

(13)包含「一」的表現手法：「嚇一跳／一竄／一歪一扭／一派漠

然」 

(14)外來語：「歇斯底里」 

「A型」和「AAA 型」基本上是限定在有擬音意義的部分，除此之

外，去除(2)、(12)、(14)等，大致上都為重疊型的形式。 

此外，從(6)到(11)，駢語型中的「有一搭沒一搭／你一言我一語」

之類的四音節以上的詞彙雖然也存在，但大部分還是以四音節語13為

多。馮勝利（1997）也提到，漢語裡帶有描寫意味的四音節語，跟從古

文承襲來的「音綴四字格」14而形成的詞彙是可以分隔開的。不過，他 

                                                 
12 AB型包含雙聲（淋漓、尷尬）、疊韻（抖擻、嘮叨）。 
13劉廣和（1996）指出，漢語包含「成語」、「慣用語」、「歇後語」、「諺語」等詞彙型式，其中的四

音節語就是所謂的「成語」，例如「美不勝收」這種已經具有固定形態的詞彙。徐耀民（1997）也

認為「成語」應該只限於「汗牛充棟／明察秋毫」等四字格。 
14馮勝利所說的「音綴四字格」分成以下幾種： 
(1)「光天化日／老奸巨猾／能說善道」這類詞彙是由主要意義（有底線者）及用來補足四音節部

分（無底線者）所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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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說的「音綴四字格」指的只有「駢語型」和「ABAC 型」而已。 

從形式上來看，賴錦雀認為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多以重疊形式存在，他

也將「重疊詞」和「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劃上等號。 

此外，賴錦雀也提到關於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語法功能。他認為，擬

聲詞‧擬態詞可以當作： 

(1)名詞當動詞的賓語 

例：打了幾個踉蹌。 

(2)動詞當述語 

例：一天到晚嚷嚷母愛。 

(3)動詞當定語（連體修飾語） 

例：有一對骨碌碌的眼睛。 

(4)形容詞當述語 

例：一頭花白的頭髮亂蓬蓬。 

(5)形容詞當定語（連體修飾語） 

例：一臉瞇瞇的笑意。 

(6)形容詞當狀語（連體修飾語） 

例：老人展眉一笑，慢條斯理地聊起天來。 

(7)形容詞當補語 

例：他看得恨得牙癢癢的。 

(8)副詞當狀語 

例：慢慢地走。 

                                                                                                                                              
(2)「愣頭愣腦／七上八下／東倒西歪／三番兩次」固定的添加部分（無底線者）與主要意義所指

的部分（有底線者）所組合而成的。 
(3)AB 型形容詞的重疊型：「乾乾淨淨／漂漂亮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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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賴錦雀（1991）所提出的例子來看，我們知道，漢語擬聲詞‧擬

態詞的功能相當多樣化，使用上相當便利。不過，李國南（1999）在研

究中提到，漢語擬聲詞‧擬態詞最常見的是拿來作狀語。從擬聲詞‧擬

態詞最常被拿來做狀語的情況看來，雖然要將擬聲詞‧擬態詞劃入哪種

詞類尚有爭議，對於它的語法功能也都還沒有定論（張靜：1994，張斌、

范開泰：2002），但單就形式來看，我們發現在漢語中用來描繪、摹擬

聲音或者是狀態的詞彙多由重疊型的詞彙所構成，從上述的例子來看，

漢語的擬聲詞‧擬態詞與呂叔湘（1980）所提的「形容詞生動形式」相

近。 

不過，相較於呂叔湘的分類表，賴錦雀雖然也主張漢語擬聲詞‧擬

態詞屬於重疊形式，但是呂叔湘的「形容詞生動形式」全數屬於重疊形

式，而賴錦雀的則否，除了重疊形式之外，還包含非重疊形式，如「A

型」、「AB 型」等。 

2.3.8 小結 

        在這一節當中，我們看到許多學者對於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

對比研究，綜觀這些研究，我們得到一些結論： 

1. 不管是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他們的功能都是用來摹擬聲音，

或者是表現狀態的。雖然各家學者在定義擬聲詞‧擬態詞的範圍時

各有不同，但基本上各學者皆同意擬聲詞‧擬態詞是用以表示聲音、

動作、狀態的詞彙。 

2. 在各家研究中，我們發現學者使用的都是翻譯對比的手法，他們運

用大量的語料來找出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之間的異同處，並且

歸納整理出一套完整的系統。 

3. 根據對比研究結果，我們可以初步結論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形態

大多以重疊型存在，其中或許還有些如「『一』＋動量詞（名量詞）」

類型存在，但大多數的學者都同意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形式多為

重疊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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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數量顯著不同的原因在於漢語有各種分類仔

細的動詞可供使用，而日語則必須藉助擬聲詞‧擬態詞才能達到細部描

寫動作狀態不同的目的。 

5. 日語擬聲詞‧擬態詞的語法功能，到目前為止被當作副詞使用的多；而

漢語擬聲詞‧擬態詞使用最多的則為狀語。 

    以下，我們將依據這些結論來進行研究，藉著收集語料、建置語料庫的

方式來找出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規律與模式，並進行語料對比分析，以求

得到最終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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