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 

第五章 結論 

5.1 對比分析結果 

    經過第四章語料的整理、分析，我們發現在一般的情況下，日語擬聲詞‧

擬態詞對照於漢語擬聲詞‧擬態詞時，大致上都能夠以我們所決定出的 13

種分類法來含括，也就是說日語擬聲詞‧擬態詞的形式和文法、功能等都與

漢語詞彙相容，意即當我們要使用漢語擬聲詞‧擬態詞來替代日語擬聲詞‧

擬態詞時，我們可以本研究的分類法為依歸，找出與日語擬聲詞‧擬態詞對

應的合適的漢語擬聲詞‧擬態詞。 

    在林彥伶（1998）、賴錦雀（1991）的研究中，他們都將漢語擬聲詞‧

擬態詞限定在重疊型詞彙的範圍之內，不過，仔細觀察我們研究所得結果，

我們發現漢語擬聲詞‧擬態詞不僅止於重疊型詞彙，更進一步來說，重疊型

詞彙其實只佔了非常小的比例，我們先從語料庫裡找到各類型擬聲詞‧擬態

詞的結果來看，依照所佔數量比例高低，詳列如表五-1： 

    表 五-1 語料類型所佔比例高低一覽表1  
書名 五體不滿足 味噌湯裡 冷靜與熱情之間 

AB 型 AB 型 AB 型 

未翻譯型 未翻譯型 AA 型 

其他型 其他型 未翻譯型 

ABCD 型 AA 型 其他型 

AA 型 「一」的表現型 A 型 
「一」的表現型 ABCD 型 「一」的表現型 

ABB 型 ABCD 型 AAA 型 

AABB 型 A 型 

AABB 型 

「然」型 
ABAB 型 

ABAC 型 ABB 型 
ABAB 型 AABB 型 

漢語擬聲詞‧擬態詞

比例 

（由高至低排列） 
A 型 

ABB 型 

ABAB 型 
ABAC 型 

「然」型 

AAA 型 
「然」 

AAA 型 
ABAC 型 

                                                 
1 本表與表三-4 內容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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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發現重疊型擬聲詞‧擬態詞在語料總數比例中都屬於較少數

的，至於確切的數目比例為何，我們需要更仔細地觀察各類型的數量，

在此，我們將重疊型與非重疊型擬聲詞‧擬態詞的數量做比較，以比例

呈現之： 

表 五-2 重疊型與非重疊型擬聲詞‧擬態詞數量比較表2

書名 重疊型擬聲詞‧擬態詞3 非重疊型擬聲詞‧擬態詞4

五體不滿足 7% 83% 

味噌湯裡 24% 54% 

冷靜與熱情之間 33% 63% 

     

圖 五-1 重疊型與非重疊型擬聲詞‧擬態詞數量比較圖（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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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上圖，我們發現非重疊型擬聲詞‧擬態詞所佔的比例相當高，

不管在哪一個文本，都佔了半數以上，反觀重疊型擬聲詞‧擬態詞甚

至只在《五體不滿足》中只佔了 7%，這個研究結果與前人所得出的結

論有所出入。 

到底是什麼原因造成我們的研究結果與前人不同呢？究其原因，我

們發現，在非重疊型擬聲詞‧擬態詞的部分，佔了最大比例的 AB 型擬 

                                                 
2 數量的計算將「未翻譯型」除外，原因在於漢語「未翻譯型」擬聲詞‧擬態詞的數量，必須除

去此型才能夠符合。 
3 重疊型擬聲詞‧擬態詞包含「AA型」、「AAA型」、「ABB型」、「AABB型」、「ABAB型」、「ABAC
型」。 
4 非重疊型擬聲詞‧擬態詞包含「A型」、「AB型」、「ABCD型」、「～然型」、「『一』的表現型」、其

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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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詞‧擬態詞，在當作補語、狀語、定語使用時，就能夠直接表現出日語擬

聲詞‧擬態詞，而不像日語擬聲詞‧擬態詞那樣重視聲音，選擇以重疊的韻

律、抽象的聲音來象徵具體事物。 

相較而言，漢語比較重視意義，而非聲音的呈現。因此，漢語擬聲詞‧

擬態詞可以不需要透過重疊型的形式，就能夠清楚且切中核心表達日語擬聲

詞‧擬態詞，如此一來，我們就必須瞭解，漢語擬聲詞‧擬態詞擁有多樣的

形式，而不只單純限制在重疊形式之中，而造成如此形式多樣化的原因在

於，漢語本身就是一個比較重視整體性的語言，我們所重視的即是具體的事

物，能以最簡單的方法直指核心的話，就會直接採用。所以在描述他人的動

作、狀態、事物的性質時，我們多使用能夠具體表現出日語擬聲詞‧擬態詞

的漢語詞彙，諸如，「ABCD 型」、「AB 型」、「一的表現型」、「然」型等等，因

之，非重疊型擬聲詞‧擬態詞所佔比例較高。 

關於文法功能的部分，則是遵照漢語擬聲詞‧擬態詞擔任狀語、補語、

定語的方法使用，即可巧妙傳達相同的情境。 

雖然在本研究中，我們看到一些日語和漢語擬聲詞‧擬態詞不相容，甚

至是不適切的轉換，但大體而言，根據我們的研究假設，我們所得到的結論

是可行的。 

    既然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形式與用法都已經確定，那麼我們是不

是可以表示，在漢語教學時，我們能直接將研究分類所得的詞彙教給學生，

接著就是期待他們能夠上手使用，並且充分瞭解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巧

妙？ 

    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已經注意到，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在翻譯的

過程中會產生誤差，包括被省略的部分導致動作狀態不明確；譯者所選用的

詞彙無法巧妙表達原文的神韻，這些問題其實反而是日籍學習者在碰到漢語

擬聲詞‧擬態詞時可能會遇到的問題。 

    根據第二語言習得的理論來看，Lado（1957）提出，第二語言學習者在

學習的過程中會將母語的語言習慣和文化傾向遷移至第二語中，他認為第二

語言最難學習的部分就是與母語最不同的地方。雖然這樣的理論到後來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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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語理論時受到質疑，但是，母語和目的語之間的差異的確會影響學

習者的學習，這是不爭的事實。 

        回過頭來看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我們知道日、漢語都有大量

用來描述事情、動作狀態、性質的詞彙，日籍學習者的日常生活中更是

大量使用日語擬聲詞‧擬態詞，至於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在日常生活

中，我們的使用頻率也不低，也就是說，想要讓日籍學習者可以說一口

流利生動的漢語，描述事物狀態、性質的詞彙是不可少的。 

        在日籍學習者學習漢語的初期就已經習得諸如，「高高興興」、「快

快樂樂」這一類用來表示狀態的重疊詞，而這些重疊詞即符合本研究所

定義的漢語擬聲詞‧擬態詞，但是，除了這些詞彙之外，在教材中，關

於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部分卻是相對的稀少，我們在漢語教學的過程

中，要如何才能讓學生清楚且愉快地學習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呢？這是

我們在接下來需要深入討論的課題。 

5.2 對日漢語教學之建議 

5.2.1 語言與文化教學之關係 

        延續上一章的結論，我們得知語言與文化之間有非常密切的關係，

根據語言決定論和語言相對論的看法，從語言的形式中我們就可以觀察

出該民族的特性，因為語言和思維關係密切，而這些又都與該民族既成

的習慣密切相關。所以，要研究語言形式，我們也必須從該民族的習性

瞭解、著手才是。 

在Reischauer（1977）的研究中，他主張日本人重視集團，所以他

們在衣著、舉止、生活方式甚至是思想上具有一致性，以符合團體的標

準5。 

從這樣的文化來看語言習慣，我們發現日本人並不喜歡「出風頭」，

所以他們的語言習慣也是屬於比較隱晦的形式，仔細觀察日、漢語擬聲 

                                                 
5 轉引自王慧娟（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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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擬態詞，我們發現： 

おどおど（odoodo）         提心吊膽 

語義：恐懼、不安、缺乏自信的樣子 

ずけずけ言う（zukezuke iu）         直言不諱 

語義：表示講話不留情面、直截了當的樣子。 

ぎしぎし言う（zashizashi iu）       不留情面指責人 

語義：堅硬物摩擦時發出的聲音及其樣子→一般指毫不客氣地指責人。 

べらべらしゃべる（berabera shaberu）口若懸河地說 

語義：滔滔不絕地。 

とろとろした目（torotoroshita me）  無精打采的眼睛 

語義：固體融化後顯得黏糊。 

じっとみつめる（jitto mitumeru）   目不轉睛地看 

語義：一動也不動、安穩、平靜。 

じろじろと見る（jirojiro tomiru）   直盯著看 

語義：毫不客氣地、目不轉睛地。 

きょろきょろしている（kyorokyoroshiteiru）東張西望 

語義：形容慌慌張張地找東西或心神不安地環顧四周。 

我們認為，重視團體、不喜歡自外於團體之中，特別擔心與別人不一樣

的日籍學習者文化特性，深深地影響了他們的語言習慣，所以，對照日、漢

語擬聲詞‧擬態詞來看，我們發現日語擬聲詞‧擬態詞都使用了抽象聲音的

成分來表示具體的意義，如，「じろじろと見る→盯」，從先前的討論一直到

現在，我們發現，日語擬聲語當然是由抽象的聲音組成，而日語擬態語也同

樣是由聲音組成，他們所使用的是抽象的語音來表達意義，這個部分與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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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極大的不同。 

反觀漢語擬聲詞‧擬態詞，我們發現，漢語擬聲詞‧擬態詞都是直

指核心，我們鮮少用聲音來表現狀態，偶爾使用的時候，僅限於轉喻6的

形式，其他的則使用含有具體意義的詞彙來解釋語意，或者是以具體的

描述來表示動作的狀態和樣子，這是漢語擬聲詞‧擬態詞與日語擬聲

詞‧擬態詞之間的不同點。 

也就是說，日本人傾向於不明確說出自己的想法，以免過度表現自

己，而漢語使用者則否，他們勇於直接表達意見，這樣的文化影響了漢

語擬聲詞‧擬態詞的使用，所以在漢語擬聲詞‧擬態詞部分，我們多見

到具體描述的詞彙，而非使用抽象的聲音來象徵事物的狀態、性質。 

相較於漢語的論理方式、表達自我意見，從這一點來看，我們就可

以知道日本人傾向於重視表達自我情感而非率直地講出自己的意見和

想法，在日語擬聲詞‧擬態詞中，其實有不少表達感情的擬聲詞‧擬態

詞，例如，「しとしと（shitoshito）」是拿來描寫下雨的狀態，意思是

「雨靜靜地下」，這個擬聲詞‧擬態詞直接寫出雨輕輕地、靜靜地下著

的樣子，但它同時也可以用來形容「人舉止文雅，靜悄悄地走」的模樣；

至於人們因為下雨而感傷的情感則可以用「しょぼしょぼ

（shoboshobo）」來描繪，其實「しょぼしょぼ」本來就有「細雨濛濛、

細雨綿綿」的意思，但是它也有「無精打采、衰弱無力」的意思，同樣

的擬聲詞‧擬態詞卻可以當作描繪情景和心情使用，從這些例子，我們

可以體會金田一春彥所言「日語擬聲詞‧擬態詞要加上主觀想像當事人

的心情」的意義。 

至於漢語擬聲詞‧擬態詞部分，我們從語料庫中發現，漢語擬聲詞‧

擬態詞沒有這樣的情形存在，所有的漢語擬聲詞‧擬態詞都直接指出所

要描述的部分，如日語擬聲詞‧擬態詞同時可以拿來描繪情景和心情的

狀況，在漢語部分則未發現，從這個部分，我們可以印證漢語擬聲詞‧

擬態詞多以具體的詞彙表達語義。 

                                                 
6 參照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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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們可以體會到一件事，在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對比分析

完成之後，我們更需要瞭解文化之間的差異，只有結合文化教學才能夠將含

有民族情感的擬聲詞‧擬態詞教導給學習者。 

5.2.1 語言與文化教學建議 

    關於文化教學，曾金金（2000）提到我們如想要使漢語學習者瞭解目的

語的文化，其實是可以透過文化對比的方式來達成的。至於文化對比一般可

分為形式、意義及分佈三方面。曾金金也提到，在常見的文化對比課題中包

括「合文化 vs.分文化」、「命名方式」、「慣用語與文化的關係」、「語言禁忌

與文化」、「動物觀」等方面，其中我們特別注意到「合文化 vs.分文化」這

一項。 

所謂「合文化 vs.分文化」指的是合文化的認知方式較依賴外在的框架

作為參照點，分文化則對於外在環境採整體接受的方式﹐而不試圖去分析它

或改造它。 

根據「合文化」和「分文化」的架構，我們運用在漢語教學時，可以藉

由教學活動，一方面請學習者分享母國文化的特色，再進行本國文化教學，

然後請學生就兩國文化的異同處做討論、分享，對於兩國文化的差異性，不

加批判也不做評論，讓學習者從不同文化的對比中去發現、體會文化的差異。 

至於提到文化教學活動，我們參考曾金金（2000）所提到的幾種教學活

動，諸如，讀報學漢語、情境對話、閱讀文學作品、使用多媒體教材（包含

電影、圖片、漫畫等），又或者是將文化課程分為三個程度，依照學習者的

能力依次進行，從初級的基礎溝通開始，讓學習者習得用漢語與其他人進行

溝通的技巧；等到學習者進入中級程度，我們就可以進一步為學習者建立詞

彙網絡，對語言與文化進行對比分析，讓學習者體會兩者文化之間的異同；

高級程度學習者則是必須能夠瞭解漢語世界的思維邏輯、文化特色，所以教

材可以是比喻、象徵、甚至是成語，讓學習者在循序漸進的過程中瞭解漢語

世界的文化。除了這些之外，我們還可以透過提問—假設—求證的方法來讓

學習者體會兩國文化之間的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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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學是一個項目，另外的一個重點是，在進行漢語擬聲詞‧擬

態詞教學時，我們必須讓學生能夠體會擬聲詞‧擬態詞的功能和形式，

對於基本的擬聲詞‧擬態詞重疊形式的教學當然是不可少的，但更重要

的是，我們需要更明確的系統來幫助日籍學生學會運用和掌握漢語擬聲

詞‧擬態詞。 

在本研究中所整理出來的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可以當作對日漢語教

學的依歸，針對日籍漢語學習者，建議教授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步驟，

應是學習者於初級課程習得用來表示狀態、心情的重疊型詞彙（如，「高

高興興」、「快快樂樂」等）之後，先讓學習者練習使用初級教科書中的

重疊型詞彙表達感覺，並且漸次將其他類型的漢語擬聲詞‧擬態詞加入

課程中，接著為了讓學生習得其他類型的漢語擬聲詞‧擬態詞，我們在

課程中可以設計情境及對話，讓學習者練習使用漢語描述自己的心情等

等，教師從學習者使用的過程中輔助他們習得描述心情、情境的漢語用

法，但並不特別提出「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專有名詞。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特別注意擬聲詞‧擬態詞的形式對於日籍學

習者習得的影響，在本研究中，我們雖然沒有足夠的語料來證明日籍學

習者在習得漢語擬聲詞‧擬態詞是否會受到母語影響，即具有相同形

式—重疊型的擬聲詞‧擬態詞就輕易可以習得，但是，以研究成果來看，

AB 型的擬聲詞‧擬態詞佔了最高比例，而 AB 型擬聲詞‧擬態詞的種類

眾多，日籍學習者是否有能力將其運用在描述事物的過程中，值得教學

者注意。比較日漢語擬聲詞‧擬態詞，我們發現相較之下，漢語擬聲詞‧

擬態詞較沒有一個完整而且具體的系統，對於學習者來說，在學習漢語

擬聲詞‧擬態詞時，恐怕會出現較大的困難。 

關於這個部分，我們認為，建立日籍學習者的詞彙網絡是非常重要

的工作，唯有將網絡建立起來，學習者在習得過程中才不會因為「詞窮」

而無法順利表達自我意思，關於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教學，我們認為

詞彙的教學是非常重要的。 

除此之外，有鑑於研究中我們發現 ABCD 型擬聲詞‧擬態詞多數是

屬於有固定意義的四字格，關於這些 ABCD 型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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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我們認為可以藉由大量例子使學習者瞭解使用此型擬聲詞‧擬態詞

的時機，並且將重心擺在「描述事物狀態、性質」的部分，然後是利用 

文化課程將擬聲詞‧擬態詞的概念融入漢語教學，導入更多類型的漢語擬聲

詞‧擬態詞，讓學習者在各個步驟中逐漸習得漢語擬聲詞‧擬態詞。 

關於對日漢語教學的建議，本研究的重心在於文本對比，所以在語料取

得上都屬於書面資料，不過，由於我們所選擇的文本都是小說，語料來源也

都來自文中角色的對話，所以我們從語料中得到的漢語擬聲詞‧擬態詞是可

以適用在平常對話之中的。也因此，在對日漢語教學這個部分，我們可以說

本研究所得的結果可以適用於對日漢語教學。 

5.3 今後研究之建議 

我們這次的研究將重心放在文本對比上，因此我們所得到的語料都是翻

譯的文字，而非實際得自日籍漢語學習者，至於他們在實際使用漢語擬聲

詞‧擬態詞時，可能會出現文化差異、母語遷移現象；日籍學習者在遭遇到

需要使用漢語擬聲詞‧擬態詞時所可能採取的策略、漢語擬聲詞‧擬態詞的

誤用情形，這些課題都值得我們再研究。希望透過本研究所整理出來的漢語

擬聲詞‧擬態詞系統，可以幫助教師在進行對日漢語教學時，藉著文化教學

的活動，使日籍學習者可以習得靈活使用漢語擬聲詞‧擬態詞。 

    今後相關研究可以從日籍漢語學習者的漢語擬聲詞‧擬態詞使用策略、

使用情形考察方面開始著手，從更多的語料來整理出更詳盡、完整的漢語擬

聲詞‧擬態詞系統，以期能夠幫助日籍漢語學習者真正能說得一口流利、生

動的漢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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