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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語料分析語料分析語料分析語料分析 

本章將開始進入語料分析的部分。將分別從以下幾個不同的切入點進

行分析。 

第一，相同的語義，如果在日語中使用了否定詞，那麼在漢語中是否

同樣也會使用否定詞。如果漢語用了否定詞，那麼用的是「不字句」還是

「沒字句」，與相對應日語句的語言表現之間有沒有什麼可以互相呼應的

脈絡可尋。第二，如果日語中使用了否定詞，但漢語與之相對應的句子卻

未使用否定詞，那麼漢語所使用的語言表現為何。第三，日語中並未使用

否定詞，然而漢語中卻出現了否定詞，那麼這些漢語的否定詞又有些什麼

樣的語言表現。 

第第第第一一一一節節節節  第一組語料分析第一組語料分析第一組語料分析第一組語料分析 

第一組所蒐集的語料為漢語句中出現了否定詞「不」，同時相對應的

日語句中也出現了否定詞「ない」的句子。一共有 322 筆語料。 

江(2002)的研究結果指出，一般來說，在動詞謂語句中，日語的「し

ない
35
」大多與漢語的「不」相對應，而「しなかった」、「していない」、

「していなかった」則大多與「沒」相對應。然而也有一些但書，若所表

達的是過去的意志或習慣，則漢語的「不」也能和日語的「しなかった」

相對應。另外，日語中的可能表現
36
，對應到漢語中的能願動詞或可能補語

時，否定詞也多半用「不」。而在形容詞謂語句中，可當謂語且不表狀態

變化的形容詞，也都用「不」否定。在名詞謂語句中，則是不問時態，一

律用「不+是」來表現。 

                                                 
35

 此處的「しない」表示受時態影響後的日語否定詞「ない」，為便宜行事，用動詞「する」的否定形「しない」來表示。當與其他動詞或形容詞連用時，應回復為原來的形態「ない」。其餘類推。 
36日語的可能表現表達的是實現一種動作或狀態的可能性。常見的形態為「動詞語幹 + -eru/-rareru」、「できる」、「～ことができ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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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便以江(2002)的研究成果，從日語時態的角度切入，做為語料分

析的基準。並試著以石(1992)所提出的連續量和離散量的觀念，來詮釋漢

語否定詞的選用機制。 

首先筆者觀察到的是，在 322 筆語料中，有 43 筆漢語以詞彙形態出

現。也就是說，否定詞「不」在這些句子裡已經內化為詞彙，有些否定的

語義已經消失或淡化，即使否定語義仍然存在，也已經成為固定模式，不

能任意更換。無論相對應的日語否定詞表現形式為何，這些詞彙裡的

「不」都不能用「沒」來取代。如「不過」、「目不轉睛」，不可以說成

「沒過」、「目沒轉睛」。也就是說，這些用法已經進入詞彙的階段，而

非語法階段，筆者在此也就不多做討論。不過有趣的現象是，即使在這一

組以詞彙形態出現的語料中，相對應的日語仍以「しない」的形態居多，

有 37 筆，以其他形態出現的只有 5 筆。 

至於其他 279 筆語料中，相對應的日語仍以「しない」的形態居多，

有 200 筆，占了七成多。而以其他三種形態出現的一共有 79 筆。其中，以

「しなかった」的形態出現的有 43 筆，以「していない」的形態出現的有

11 筆，以「していなかった」的形態出現的有 4 筆，以接續詞或其他形態

變化出現的有 21 筆
37
。以下將分別說明它們的用法，以及漢語和日語之間

的對應關係。 

一一一一、、、、日語日語日語日語「「「「ししししないないないない」」」」對應漢語對應漢語對應漢語對應漢語「「「「不不不不」」」」：：：：    

日語的ル形主要表達三種時態，主要依謂語的性質來做判斷。謂語屬

習慣或常態者，ル形表示一種恆久的常態。謂語屬動態謂語者，ル形表未

來形。謂語屬靜態謂語者，ル形表現在形。 

<4-01-a>沙拉從不加任何 dressing(沙拉醬) 

<4-01-b>サラダ には ドレッシング の たぐい は かけ ない 

         沙拉    助      沙拉醬     的   種類   助   加    否 

                                                 
37

 這個部分的分析請看本章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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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a>她不再想雨果了 

<4-02-b>ヒューゴー の こと は、 もう 考える 気にはなら ない 

           雨果     的   事   助     再     想       掛念      否 

<4-03-a>失蹤的案子並不稀奇 

<4-03-b>人間 の 失踪 は、 それほど 珍しい こと では ない 

         人   的  失蹤  助      那麼     稀奇    事    是    否 

<4-01-b>到<4-03-b>日語的句子都是以ル形呈現。<4-01-b>是一種習

慣，<4-02-b>表示未來，<4-03-b>則表示現在。然而無論ル形表達的是哪

一種時態，對應到漢語，都具備連續量，因此相對應的漢語 a句否定詞都

必須使用「不」。 

二二二二、、、、日語日語日語日語「「「「ししししなかったなかったなかったなかった」」」」對應漢語對應漢語對應漢語對應漢語「「「「不不不不」」」」：：：：    

以「しなかった」的形態出現的語料一共有 43 筆。筆者仔細分析這

43 筆語料後，得到結果如表四-1 所示。 

表四-1 日語「しなかった」對應漢語「不」的用法分析 

用法 語料數量 

表過去意志 6 

能願動詞 9 

可能補語 9 

形容詞 5 

名詞謂語句 3 

分類動詞 1 

狀態句賓動詞 5 

焦點否定句 5 

以下將針對上述八項用法分別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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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表過去意志：意志帶有主觀性及主動性，而語義中含主觀因素

的詞能夠用「不」否定(李瑛，1992)。即使是過去的主觀意志，也會用

「不」來否定，而非「沒」。 

<4-04-a>他就此不再提這件事 

<4-04-b>彼 は まったく この 話題  には 触れ なかった 

        他  助    完全     這   話題   助   碰觸   否+タ 

日語的動詞可分為意志動詞和非意志動詞。可以用人當主語，或可以

用意志去影響動作完成的動詞為意志動詞。大部分的動作動詞都是意志動

詞。由於「触れる/提(及)」屬意志動詞。意志是一種未然的意念，沒有明

確的起迄點，具連續量，因此否定詞用「不」，且不受時間影響。即使日

語用了タ形的「しなかった」，漢語的否定詞仍使用「不」。 

 (二) 能願動詞：除了少數的例外
38
，能願動詞的否定詞大多用

「不」。因此，不管相對應的日語中所用的時態，漢語的否定詞仍然傾向

用「不」。 

<4-05-a>不能親手取他狗命 

<4-05-b>この 手  で 息の根  を 止め られ なかった 

         這   手  助   性命   助  停止   能    否+タ 

這裡日語用了可能表現來表達動作實現的能力，漢語則用能願動詞。

因此，即使相對應的日語中使用了「しなかった」，漢語否定詞仍然用

「不」。 

                                                 
38

 望月圭子(1997)提出「沒」能否定帶動貌(【+ASPECTUAL】)語境的義務性能願動詞，如敢、肯、能等。然而在筆者這次所蒐集到的語料中，「沒」加能願動詞的用法一次都沒出現。另外，就筆者的觀察，就算將「沒」加能願動詞句中的「沒」換成「不」，除了語義上會出現些許微妙差異之外，全都是合於語法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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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可能補語：漢語的可能補語用否定詞「不」，插在動詞和補語

之間，用來否定動作的結果。不管相對應的日語中所用的時態為何，漢語

的否定詞仍然用「不」。 

<4-06-a>看不到海 

<4-06-b>海  は 見え なかった 

        海  助  看見   否+タ 

這裡日語用了自發表現
39
(見える)，相對應的漢語則使用可能補語。

因此，即使日語中使用了「しなかった」，漢語否定詞仍然用「不」。 

漢語的可能補語，日語中比較沒有明確能與之對應的詞彙類別，有的

是可能表現，有的是自發表現，也有其他的形式
40
。 

能願動詞及可能補語表達的都是一種可能性。可能性亦屬於一種常

態，沒有明確的起迄點，具連續量，因此否定詞也用「不」，且不受時態

影響。 

(四) 形容詞：形容詞表達的是一種恆常的狀態，具連續量，因此否

定詞都用「不」
41
。 

<4-07-a>不好看 

                                                 
39

 日語的自發表現表達的是事情的結果會自然發生。如，漢語的「看得到」在日語中可能是「見える」，也可能是「見られる」。「見える」表自然能看得到，而「見られる」表在一定的客觀條件下才看得到。如，「富士山が見える(看得到富士山)」為自發表現；「電車に間に合えば、9 時のドラマが見られる(若能趕上電車，就看得到 9 點的電視劇)」為可能表現。(松岡弘(監修)，庵功雄、高梨信乃、中西久実子、山田敏弘(著)。2000，pp.84-85) 
40

 漢語傾向於較重視事件的結果(James H-Y. Tai, 2003)，因此使用大量的補語結構。某些在日語中只是用一般動詞來表達的語義，漢語卻傾向用補語。如筆者這次的語料中便有兩筆，日語只單純地用了「わからなかった(不知道)」，但相對應的漢語卻用「搞不清楚」、「聽不出來」等可能補語來表達。 
41不過表示狀態變化的形容詞例外。由於狀態的變化有一段明確的發生期，具離散量，因此否定詞必須用「沒」。不過筆者在這次蒐集語料的過程中，並未發現到這一類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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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7-b>おもしろく なかった 

           好看      否+タ 

日語中的形容詞也有時態的變化。如「おもしろい」表示正在看書時

覺得很好看，而「おもしろかった」則是看完了以後覺得剛才看的書很好

看。然而漢語裡卻沒有這種區分。「おもしろくない」和「おもしろくな

かった」相對應的漢語都是「不好看」。 

(五) 名詞謂語句：漢語的名詞謂語句一般會在名詞前加上「是」，

有時可以省略。但否定形式不能省略「是」，用「不+是」來表現。 

<4-08-a>不是一個散步的天氣 

<4-08-b>散歩 向き の 天気 では なかった 

        散步  適合  的  天氣   是    否+タ 

日語中相對於漢語「不+是」的「ではない」會有時態的變化。但漢

語不受影響，否定詞仍然用「不」。 

石(1992)曾指出，名詞是客觀事物的名稱，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可

以加上數量詞，具有離散量，因此只能用「沒」否定。然而筆者認為名詞

的否定應該分成兩種情形來討論。石所提出來的情形適用於名詞的存在或

擁有，也就是用「有」加上名詞所組成的句子。由於存在或擁有是一個片

段，今天存在，明天可能就不在了；今天有錢，明天可能就花光了。因此

具有離散量，否定詞用「沒」。但若要表達的是名詞的屬性，也就是用

「是」加上名詞所組成的句子，由於屬性是一種常態，具連續量，因此否

定詞應該用「不」。 

以上的分析驗證了江(2002)的研究結果。然而語料中仍有 11 筆是江

的研究結果所無法解釋的。在這 11 筆語料中，日語都用了「しなかった」，

然而相對應的漢語用的否定詞卻都是「不」而非「沒」。這究竟是為什麼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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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細檢視這 11 筆語料之後，筆者發現，這 11 筆語料中的否定範疇有

其特殊的共性存在。而這些特性正是讓漢語在選用否定詞時擇「不」而棄

「沒」的關鍵所在。這 11 筆語料中的否定範疇可以歸成三大類特性，以下

將針對這些特性分別進行說明。 

(六) 分類動詞
42
：分類動詞又叫關係動詞，其詞彙意義比較抽象，主

要作用是連繫主語和賓語，表示主語和賓語之間存在的某種關係。常見的

分類動詞有「叫、姓、像、屬於」等等。其否定詞大多用「不」。(劉月華

等，1996，p.86)。 

<4-09-a>兩個人實在不太像男人 

<4-09-b>ふたり とも 全く 男    には 見え なかった 

        兩個人   都   完全  男人   助    像    否+タ 

分類動詞表示主語和賓語之間存在的某種恆常關係，具連續量，因此

否定詞必須用「不」。日語中雖然用了「しなかった」，但因為相對應的

漢語用了分類動詞，因此否定詞仍須用「不」。 

(七) 狀態句賓動詞
43
：狀態句賓動詞是一種後接句賓語的狀態動詞。

所傳達的語義常常都是心理感受或認知的呈現。如：懂、覺得、知道、滿

意等等。 

<4-10-a>一點也不知道這個人的存在 

<4-10-b>ほとんど 彼  を 知ら なかった 

          幾乎    他  助  知道   否+タ 

                                                 
42

 表名詞屬性的「是」也屬分類動詞。但由於出現頻率極高，較具重要性，因此單獨另歸一類「名詞謂語句」。 

43
 分類動詞、狀態句賓動詞的分類及說明依據為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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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句賓動詞屬於狀態動詞，不帶動作性，在語義上表達的是一個連

續面，具連續量，所以只能用「不」否定。因此，即使相對應的日語用了

「しなかった」，漢語仍然必須用「不」。 

白荃(2000)曾提出，表示心理活動的動詞也能用「沒」否定。請看

<4-11>。 

<4-11>*我不想到他能喝這麼多白酒 

<4-11>中的「想到」是一個表示心理活動的狀態句賓動詞，然而這裡

卻應該用「沒」而非「不」來否定。原因是出在「想到」是一個動補結

構，動補結構表示的是動作的結果，而動作的結果是一次事件的呈現，並

非常態，具離散量，因此否定詞用「沒」。 

另外，「忘記」也是一個表心理活動的狀態句賓動詞，然而白(2000)

也同樣提出，「忘記」只能用「沒」否定的事實。原因便在於「忘記」在

語義上具離散量。請看<4-12>及<4-13>。 

<4-12>我知道了 

<4-13>我忘記了 

<4-12>及<4-13>都表示心理狀態的變化。<4-12>在說話點之前都不知

道，在說話點轉變為知道，然後一直持續知道的狀態，沒有明確的終止

點，在語義上具連續量。而<4-13>則是在說話之前有一個忘記的開始點，

然後忘記的狀態一直持續到說話點，從說話點開始，其實說話者已經想起

來，並終止了忘記的狀態，在語義上具有離散量。請看圖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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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 「知道了」vs「忘記了」的語義對照圖 

同樣是表心理狀態的狀態句賓動詞，之所以會選用不同的否定詞，原

因便在於語義上分別具有連續量和離散量的不同。 

(八) 焦點否定句：焦點否定句帶有預設意含，否定句中的一項焦

點，可以是整個子句，也可以是一個名詞組。其否定詞為「不是」。 

<4-14-a>綾也不是特別喜歡花 

<4-14-b>綾  は べつに 花  が 好きな わけ  では  なかった 

        綾  助   特別   花  助   喜歡   原因   是    否+タ 

原來的整段話是這樣的：「綾也不是特別喜歡花。儘管如此，還是比

較頻繁地…上花店；買花有一半是衝著丈夫來的。」也就是說，書中的主

角綾並不是特別喜歡花，而是因為丈夫的緣故而時常上花店買花。句中的

「不是」為焦點否定，否定範疇為「特別喜歡花」。日語中用了「～わけ

ではない」表示部分否定，再加上過去的時態。但漢語的焦點否定詞為

「不是」，不能說成「沒是」。 

焦點否定句否定的是句中的一項焦點，而焦點陳述的是一項既成事

實，事實屬恆常，具連續量，因此否定詞用「不」。 

 

<我知道了> 

不知道                                  知道 

 

                                                   說話點 

 

<我忘記了> 

             記得                  忘記                     想起來 

 
 

                                                    

說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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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的焦點否定句，日語常用部分否定「～のではない(不是 A而是

B)」、推論不當「～わけではない(並不是 A)」或是反語表現「～ではな

いか(難道不是 A 嗎)」來表達。 

三三三三、、、、日語日語日語日語「「「「していないしていないしていないしていない」、「」、「」、「」、「していなかったしていなかったしていなかったしていなかった」」」」對應漢語對應漢語對應漢語對應漢語

「「「「不不不不」：」：」：」：    

以「していない」、「していなかった」的形態出現的語料一共有 15

筆。筆者仔細分析這 15 筆語料後，得到結果如表四-2 所示。 

表四-2 日語「していない」、「していなかった」對應漢語「不」的用法

分析 

用法 語料數量 

表過去習慣 3 

能願動詞 1 

可能補語 1 

形容詞 4 

狀態句賓動詞 5 

狀態使動動詞 1 

有關能願動詞及可能補語的部分，請參見上一小節之說明。以下將針

對其他四項進行分析。    

(一) 表過去習慣：否定詞「不」與表習慣的動詞也時常連用，即使

是過去的習慣，也會用「不」來否定，而非「沒」。這裡所謂的習慣其實

可以擴大詮釋為一種常態。 

<4-15-a>兩人已經好幾年不來往 

<4-15-b>二人 は ここ数年 一度 も 会っ  てはいなかった 

        兩人  助   這幾年   一次  都  見面   テイル+否+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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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日語的「て(は)いなかった」表示對過去習慣的否定。「來往」

不是一次的動作，而是長期的狀態，屬於一種常態。常態沒有明確的起迄

點，具連續量，即使是過去的常態，否定詞仍須用「不」。 

我們回頭來看看出現在第二章的例句<2-31>。 

<2-31>私 は この 3 年、 お酒 を 飲ん でいない 

      我  助   這三年      酒   助   喝   テイル+否 

<中文翻譯>我這三年來都沒喝酒 

這裡否定的同樣也是習慣，為什麼否定詞用「沒」？問題就出在「這

三年」。由於「這三年」限定了時間的起迄點，因此在詞義上具離散量，

否定詞要用「沒」。 

(二) 形容詞：日語中還有一些動詞，可以用「ている」的形態表示

狀態的持續，而漢語則多以形容詞與之相對應。 

<4-16-a>不瘦 

<4-16-b>痩せ    てない 

         瘦    テイル+否 

日語中用狀態動詞加「て(い)ない」來表達對狀態的否定。相對應的

漢語用形容詞，表達的是一種恆常的狀態，具連續量，因此否定詞用

「不」。 

(三) 狀態句賓動詞：漢語的狀態句賓動詞，除了可以和日語的「し

なかった」對應以外，還可以和「していない」「していなかった」等時

態對應。 

<4-17-a>自然不懂前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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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b>もちろん 前戯 の 重要性 など わかっ ていない 

          當然    前戲  的  重要性  等等    懂    テイル+否 

除了上述三項因素會影響到日語和漢語之間否定詞的對應之外，在這

次筆者所蒐集到的語料中，還有一項因素也會造成影響。茲分析如下。 

(四) 狀態使動動詞
44
：狀態使動動詞是一種表達結果狀態的狀態動

詞。使動動詞與動作的傳遞無關，其賓語的主要功能在限定動詞所指稱事

件的範圍。 

<4-18-a>砂是不適於生存的 

<4-18-b>砂  は、 生存  には 適し ていない 

        砂  助    生存   助   適合  テイル+否 

同狀態句賓動詞，狀態使動動詞亦屬於狀態動詞，不帶動作性，在語

義上表達的是一個連續面，具連續量，所以只能用「不」否定。因此，即

使相對應的日語用了「していない」，漢語仍然必須用「不」。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第二組語料分析第二組語料分析第二組語料分析第二組語料分析 

第二組所蒐集的語料為漢語句中出現了否定詞「沒」，同時相對應的

日語句中也出現了否定詞「ない」的句子。一共有 129 筆語料。 

江(2002)的研究結果指出，一般來說，在動詞謂語句中，日語的「し

なかった(表過去否定)」、「していない(表完了否定)」、「していなか

った(表過去完了否定)」大多與「沒」相對應。其次，表示性質狀態變化

的形容詞，也用「沒」來否定。此外，多位學者(Li & Thompson, 1982; 

屈，1999)亦主張，「沒」還可以用在動詞「有」的否定，以及否定比較句

中。 

                                                 
44狀態使動動詞的分類及說明依據為中研院平衡語料庫。 



第四章  語料分析 

 71 

在這一節裡，筆者仍將以江(2002)的研究成果，從日語時態的角度切

入，並試著以石(1992)所提出的連續量和離散量的觀念，針對日語和漢語

否定詞之間的對應情形做一番分析。 

一一一一、「、「、「、「有有有有」」」」的否定的否定的否定的否定：：：： 

在 129 筆語料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動詞「有」的否定，一共有 73

筆。 

<4-19-a>沒勇氣直接問她的手機 

<4-19-b>彼女 の 携帯 番号  を 聞く 勇気  が ない 

         她   的  手機  號碼  助   問   勇氣  助   否 

<4-20-a>幾乎沒有空閒 

<4-20-b>ほとんど、 暇   は なかった 

          幾乎     空閒  助   否+タ 

「有」表示存在或擁有，具有離散量，否定詞用「沒」。因此無論日

語中的時態為何，漢語的否定詞都不受影響。 

二二二二、、、、日語日語日語日語「「「「しなかったしなかったしなかったしなかった」」」」、、、、「「「「していないしていないしていないしていない」」」」、、、、「「「「していなかしていなかしていなかしていなか

ったったったった」」」」對應漢語對應漢語對應漢語對應漢語「「「「沒沒沒沒」：」：」：」： 

日語的タ形主要表達兩種時態，一種是過去，一種是完了。在肯定形

中不容易區分，得依文脈中的語義或其他相關副詞如「もう(已經)」來判

斷。 

不過完了和過去的差異在否定形中卻十分明顯。「しなかった」表示

過去的否定，「していない」則是完了的否定。至於「していなかった」

則是過去完了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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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a>任何聲音都沒傳進我們耳裡 

<4-21-b>どんな 物音 も 我々 の  耳 には 届か なかった 

         任何   聲音  都  我們  的  耳朵  助   傳進   否+タ 

<4-22-a>但貨樣還沒有包好 

<4-22-b>ところが サンプル には まだ  紐  も かけ   てない 

          但是      樣本     助    還   繩子  助  綑綁   テイル+否 

<4-23-a>我剛才數錢的時候是沒有戴著手套 

<4-23-b>さっき お金 を 勘定し た とき、 手袋 は し  

         剛才    錢   助    算    タ  時候    手套  助  戴  

てなかった   わ 

テイル+否+タ   助 

<4-21-b>是對過去聽到聲音這件事情的否定。<4-22-b>是對繩子綁好

這個動作完了的否定。<4-23-b>則是否定了戴著手套這個過去完了的情

況。日語中的這三種時態，對應到漢語裡都是事件的陳述，在時間軸上都

有起迄點，具離散量，因此否定詞用「沒」。 

三三三三、、、、日語日語日語日語「「「「しないしないしないしない」」」」對應漢語對應漢語對應漢語對應漢語「「「「沒沒沒沒」：」：」：」：    

江(2002)指出，在動詞謂語句中，日語的「しない」大多與漢語的

「不」相對應。然而在筆者的語料中卻出現了 18筆日語用「しない」，但

漢語卻用「沒」來與之對應的情形。筆者仔細分析這 18筆語料後，得到結

果如表四-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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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3 日語「しない」對應漢語「沒」的用法分析 

用法 語料數量 

表經驗 9 

動補結構
45
 6 

否定比較句 1 

敘述視點的影響 2 

以下將針對上述四項用法分別進行說明。 

(一) 表經驗：漢語的否定經驗態用否定詞「沒」加上「過」，日語

則多半使用「～たことがない」來表示。 

<4-24-a>沒見過 

<4-24-b> 見   た  こと  が  ない 

        看見   タ   事   助   否 

仔細分析日語「～たことがない」的結構，它是由「た(過去)+こと

(事)+がない(沒有)」所組成，內含一個表示過去的助動詞，意思是「過去

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雖然句末的形式是現在式，但隱含了一個過去

的時點。 

而經驗表達的是過去的一個事件，是動作完成的一個時段，具離散

量，因此它的否定詞要用「沒」。 

(二) 動補結構：動補結構是用動詞加上一個補語，表示動作的結

果。這個結果會讓與該動詞相關的主語或賓語產生形態或所處位置的改

變。相對應的日語有許多形式，例如，複合動詞、可能表現、變化表現

等。 

<4-25-a>一捲片子還沒有拍完 

                                                 
45

 這裡的動補結構含結果補語和趨向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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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b>一本  の フィルム  を 撮り終わら ない 

        一捲  的    底片    助     拍完      否 

動補結構表示的是動作的結果，而動作的結果是一次事件的呈現，並

非常態，具離散量，否定詞應用「沒」。 

屈(1999)認為，動補結構可以用「不」否定，也可以用「沒」否定。 

<4-26>你不問明白，就別給他寫信。 

<4-27>他問是問了，可是沒問明白。 

然而史錫堯(1995)認為，「不」加動補結構只能用在表假設時。<4-

26>的用法只能用在條件複句的偏句，具有假設的語義。如果用在一般的句

子裡，就會形成病句。 

<4-28> *你不問明白。 

<4-28>好像話沒說完的感覺，因而形成病句。表假設的條件複句偏句

表示正句的結果要產生所必須具備的條件。而條件是一種對未來事件的假

設，沒有明確的起迄點，具連續量，否定詞用「不」。 

(三) 否定比較句：漢語的否定比較句用「沒有+比較參照點+謂語」

的形式出現。 

<4-29-a>皺紋看起來就沒有那麼多了 

<4-29-b> 皺   も ほとんど 見え   ない 

        皺紋  助    幾乎   看得見    否 

否定比較句中的比較參照點，限定了後面謂語的範圍。如「我沒有他

那麼胖」，假設他有 120公斤，這個「胖」的質量是單一且固定的。現將

<4-29-a>的句子整段還原如下：「他熟睡時，頭向前傾，頸上的皺紋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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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就沒有那麼多了。」。<4-29-a>其實中間省略掉了比較參照點「剛

才」，完整的說法應該是「皺紋看起來就沒有剛才那麼多了。」，意思是

頭未向前傾以前，皺紋比較多，而且有一個固定的質量，但是頭向前傾之

後，跟剛才的量比起來，皺紋少了。在否定比較句中，這種比較參照點的

固定質量具有離散性，因此否定詞要用「沒」。 

日語否定比較句的句式為「A は Bほど～ない」。然而由於筆者這次

所蒐集的語料中，並未出現此種句式，漢語的否定比較句也只出現了一

次，因此無法針對這部分做深入觀察，將留待後續研究繼續探討。 

(四) 敘述視點的影響
46
：在這次的語料中，出現了兩筆比較特殊的語

料，與日語的敘述視點有關。茲分析如下。 

<4-30-a>那怪客全神貫注的挖墳，渾沒留意 

<4-30-b> 男  は 墓  を 暴く  のに 夢中  で、 気にも留め ない 

        男人 助 墳墓 助  挖掘   助   專心  助       留意     否 

<4-30-b>描述的是過去的事情，本來應該用過去式「気にも留めなか

った」。然而日語中會因為敘述視點的差異，將タ形轉變為ル形，以強調

心理上的感受。這裡因為作者為強調主角當時的心境，為強調臨場感，就

好像作者自己在事件當場用攝影機拍下整個過程一樣，因此用ル形來代替

タ形。但若就敘事邏輯的角度來看，事件的確發生在過去。由於漢語中沒

有這種用法，因此在對應時仍從敘事邏輯的角度來處理而用了「沒」。 

<4-31-a>我們還以為他沒回電是因為去了洛杉磯 

<4-31-b>彼女  から 返事が来 ない  のは ロサンゼルス  に 行った  

     她    助     回覆     否    助      洛杉磯     助    去 

                                                 
46

 關於敘述視點的影響，造成タ形及ル形混用的情形，請參閱白川博之(監修)，庵功雄、高梨信乃、中西久実子、山田敏弘(著)。(2001，pp.7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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から だ  と おもう  のだ 

因為  是  助   以為    助 

<4-31-b>描述的同樣是過去的事情，原本應該以「返事が来なかっ

た」的形式出現。然而因為這段話表達的是說話者對過去事件的判斷，因

此也用了ル形來代替タ形。 

四四四四、、、、接續詞接續詞接續詞接續詞及其他形態變化及其他形態變化及其他形態變化及其他形態變化：：：：    

日語中還有一些用在複文當中的接續詞，也會讓否定詞產生一些形態

變化。在筆者的語料中就遇到了接續詞的問題。 

<4-32-a>那個男人並沒有帶伴，完全是獨自行動 

<4-32-b>彼 に 同行者 が なく、 まったく 一人 だっ た 

        他  助   同伴   助   否       完全    一人   是   タ 

在日語中，並列接續詞是一種用來連接複數的動作或事項，表示動作

或事項之間的並列或附帶關係的接續詞。它的否定形如「ないで」、「な

くて」等。也可以用動詞或形容詞的中止形來表現。 

而「なく」是否定詞的中止形。這句話裡便用了「なく」來完成並列

接續。這句話本來應該是兩句話：「彼に同行者がなかった」、「まった

く一人だった」，再用中止形「なく」將兩句話連接起來，造成原來的

「なかった」隱而不見。 

此外，「なければ(假定表現)」、「なかろう(判斷表現)」、「なさ

そうだ(判斷表現)」等亦屬類似的情形，這裡不再贅述。 

第第第第三三三三節節節節  第三組語料分析第三組語料分析第三組語料分析第三組語料分析 

第三組所蒐集的語料為日語句中出現了否定詞「ない」，然而相對應

的漢語句中卻未出現任何否定詞的句子。一共有 223 筆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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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發生否定詞無法對應的情形呢？筆者仔細分析語料後，發現

主要可以分成兩大現象，一是日語用了否定詞來表達否定語義，而相對應

的漢語卻用了其他手段來表達；二是日語雖然用了否定詞，但卻沒有否定

語義，或是否定語義不明顯，因此，相對應的漢語自然也就未出現否定

詞。 

一一一一、、、、日語用否定詞表達否定義日語用否定詞表達否定義日語用否定詞表達否定義日語用否定詞表達否定義，，，，而漢語用其他手段而漢語用其他手段而漢語用其他手段而漢語用其他手段：：：：    

我們先來看看日語用否定詞來表達否定語義，而相對應的漢語卻用其

他手段來表達的情形。可以再細分為以下五類。 

(一) 隱含否定義：這一類的情形是日語中用了否定詞來表達否定

義，然而相對應的漢語卻換了另外一種說法來陳述，而將否定義隱含在其

中，也就是漢語並不直接用否定詞來表達否定義，而是拐了一個彎。 

<4-33-a>廚房裡永遠插著各式鮮花 

<4-33-b>いつも 台所 に 花 を 絶やさ なかった 

         總是   廚房  助  花  助   缺少    否+タ 

<4-33-a>中，漢語用肯定句「永遠插著鮮花」來隱含暗指「廚房裡從

來沒少過鮮花」的語義。 

(二) 以詞彙包含否定義：這一類的情形是日語中用了否定詞來表達

否定義，然而相對應的漢語卻用詞彙來包蘊否定義。 

<4-34-a>寂寞是…隱疾 

<4-34-b>さみしさ は、 恥ずかしく て 人 には 言え ない…病 

          寂寞    助       羞恥     助  人   助   能說   否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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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b>中，日語的說法是「因為羞恥而不能告訴別人的病」，而

<4-34-a>中的漢語則用了「隱疾」這一個詞彙來包含了「不能說」這樣的

否定語義。 

(三) 利用反義詞：這一類的情形是日語中用了否定詞來表達否定

義，然而相對應的漢語卻用了反義詞，因而造成形式上的肯定。 

<4-35-a>我就會覺得很舒服 

<4-35-b>私 は つらく ない 

        我  助   難受    否 

<4-35-b>中的「つらい」有「難受」的意思，句中加了否定詞，變成

「不難受」，而<4-35-a>中的漢語則用了反義詞「舒服」。 

(四) 利用反問句：這一類的情形是日語中用了否定詞來表達否定

義，然而相對應的漢語卻用肯定形式的反問句，來強化否定的語義。 

<4-36-a>忙什麼呢 

<4-36-b>急ぐ こと ない わ 

        急忙   事    否   助 

<4-36-b>中日語的說法是「沒有值得著急的事」，也就是「不必著

急」的意思。而<4-36-a>中漢語則用形式肯定的反問句「忙什麼呢」，來

表達「根本就不急啊！你幹麼忙成那樣」的意思。 

(五) 其他否定詞：另外還有一些語料裡，漢語用了其他否定詞，

如：未、別、非、無，一共出現了 4 種。 

二二二二、、、、日語用否定詞日語用否定詞日語用否定詞日語用否定詞，，，，卻無否定義卻無否定義卻無否定義卻無否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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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我們來看看日語雖然用了否定詞，但卻沒有否定語義，或是否定

語義不明顯，因此，相對應的漢語也未使用否定詞的情形。這類用法可以

再細分為以下三類： 

(一) 日語含否定詞之慣用句型：日語中有一些慣用句型，形式上帶

有否定詞，但語義上卻不具否定義，或是否定義不明顯。因此，相對應的

漢語，自然也會迴避使用否定詞。 

這類慣用句型，常見的有以下幾種。 

(1) しか…ない：表示「只」的意思。也就是把除了「しか」

前面以外的東西全都否定掉。 

<4-37-a>因為她只吃西餐 

<4-37-b>彼女 は 洋食 しか 食べ ない から 

         她   助  西餐   慣    吃    否   因為 

<4-37-b>的意思是除了西餐什麼都不吃，也就是「只吃西餐」

的意思。 

(2) にちがいない：表示「一定」的意思。「ちがう」是

「錯」的意思，「ちがいない」就是「錯不了、沒有錯」，也就成了

「一定」。 

<4-38-a>一定就是目的地海邊了 

<4-38-b>目指す     海 にちがいない 

        以…為目標  海       慣 

<4-38-b>的意思是錯不了！那就是我想去的海邊，也就是「一

定」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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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かもしれない：表示「可能、似乎、也許」的意思，表部

分肯定，語義上接近肯定。 

<4-39-a>有可能是叫哈維 

<4-39-b>ハービー と いう  名  だっ た かもしれない 

          哈維    助   叫   名字   是   タ       慣 

<4-39-b>的意思是會叫哈維嗎？我也不知道，也就是「有可

能」的意思。 

王(1993)將「かもしれない」與「說不定」視為漢日語相同的

否定表現。然而根據語料發現，實際上漢語用肯定形式的詞彙來對應

的更多。由於部分肯定語義上更接近肯定，因此漢語喜用肯定形式的

詞彙也不足為奇。 

(4) 反語表現：日語中的反語表現，就是在句末加上「ではな

いか/じゃないか」。雖然用了否定詞「ない」，卻沒有否定的意思，

而是想確認前面所述為真，有活化聽話者既有知識的功能。(白川博

之(監修)，庵功雄、高梨信乃、中西久実子、山田敏弘(著)，2001，

p.256) 

<4-40-a>原來新娘子…在上吊 

<4-40-b>娘   が … まさに ぶら下がろうとしている ではないか 

        女孩  助       確實          正要上吊            反語 

<4-40-b>的意思是那女孩(新娘子)正在上吊，難道不是嗎？就

是這樣沒錯。 

諸如此類的慣用句型在日語中數量相當多，形式也多采多姿，可以說

是日語的一大特色。除了上述例子之外，還有許多如：「しかたな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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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只好」，「相違ない」表示「一定、必然」，「…てしようがない」

表示「太…、…極了」，「…にすぎない」表示「只」，「きわまりな

い」表示「非常、極為」，「わけのない」表示「簡單」，「めったに…

ない」表示「很少、幾乎不」等等。由於表達的多半為感覺程度或判斷敘

述，不具否定義，因此漢語也會迴避使用否定詞，而改用其他副詞或補

語，這也印證了江(2002)的看法。 

(二) 日語的雙重否定：日語中也有形式及數量相當豐富的雙重否定

句型(王玉玲，1993。蔣千苓，1997。江建華，2002)。由於負負得正，語

義接近肯定，相對應的漢語自然也不必使用否定詞。 

<4-41-a>公司還得有民生東路的地址 

<4-41-b>会社 が 民生東路 の 住所 で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公司  助  民生東路  的  地址  是         雙 

<4-42-a>我也可以 

<4-42-b>おれ だって でき ない こと ない さ 

         我     助    可以   否    事    否   助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的意思是「不…不行」、「非…不可」，有強

調肯定的意思，漢語常常用「必須、得」來表現這樣的語義。<4-42-b>的

意思是「我也不會做不到」，也就是「我也可以做到」的意思，帶有委婉

的感覺。 

(三) 羨餘否定：另外還有兩筆漢語和日語否定詞無法對應的語料比

較特殊。我們先來看下面的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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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a>我要在天亮前出海 

<4-43-b>夜が明け ない うち に  沖  へ 出てしまう つもりだ 

          天亮     否   以內  助  海面  助     出去       打算 

<4-43-b>的意思是「我要在天沒亮前出海」，形式上看來好像跟<4-

43-a>差了一個否定詞，應該會形成反義，然而表面上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一

樣的，也就是形成了一般所謂的羨餘否定。羨餘否定是利用刻意違反合作

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中質的準則(Quality Maxim)，營造出「天

沒亮」的短暫性，更強調時間急迫性的語用效果。然而就語義的層面，即

使在<4-43-a>句中加上「沒」，意思也是一樣的。 

羡餘否定可以分為兩種。一種表肯定義，是漢語特有的用法；另一種

表否定義，漢語和日語都能見到(王玉玲，1993)。然而無論是哪一種用

法，其否定詞的存在與否，都不會影響到邏輯上的真值，自然可能會出現

否定詞不對應，語義卻能對應的情形。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節節節節  第四組第四組第四組第四組及第五組及第五組及第五組及第五組語料分析語料分析語料分析語料分析 

第四組所蒐集的語料為漢語句中出現了否定詞「不」，然而相對應的

日語句中卻未出現任何否定詞的句子，一共有 429 筆語料。第五組所蒐集

的語料則是漢語句中出現了否定詞「沒」，然而相對應的日語句中卻未出

現任何否定詞的句子，一共有 57 筆語料。由於這兩組語料的屬性類似，因

此合併在一起討論。兩組合在一起一共有 486筆語料。 

和第三組的語料相反，在第四及第五組的語料中，漢語句裡出現了否

定詞，但日語卻未使用否定詞。 

而否定詞無法對應的原因，同樣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漢語用了否定

詞「不」或「沒」來表達否定語義，而相對應的日語卻用了其他手段來表

達；二是漢語雖然用了否定詞，但卻沒有否定語義，或是否定語義不明

顯，因此，相對應的日語自然也就未出現否定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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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漢語用否定詞表達否定義漢語用否定詞表達否定義漢語用否定詞表達否定義漢語用否定詞表達否定義，，，，而日語用其他手段而日語用其他手段而日語用其他手段而日語用其他手段：：：：    

我們先來看看漢語用否定詞來表達否定語義，而相對應的日語卻用其

他手段來表達的情形。可以再細分為以下四類。 

(一) 隱含否定義：這一類的情形是漢語中用了否定詞來表達否定

義，然而相對應的日語卻換了另外一種說法來陳述，而將否定義隱含在其

中，也就是日語並不直接用否定詞來表達否定義。 

<4-44-a>後座不再亂丟東西 

<4-44-b>後部座席 を きれい に しておく 

          後座    助   乾淨   助    保持 

<4-45-a>對我沒信心 

<4-45-b>おれ の  腕  を 疑っ た 

         我   的  能力  助  懷疑  タ 

<4-44-b>的意思是「保持後座乾淨」，也就隱含了「不亂丟東西」的

意思。<4-45-b>的意思是「懷疑我的能力」，同樣也隱含了「對我沒信

心」的意思。 

(二) 日語不含否定詞卻含否定義之慣用詞彙：日語中有一些慣用詞

彙，形式上未帶有否定詞，但語義上卻具有否定義。因此，相對應的漢

語，往往會使用否定詞來因應。 

這類慣用詞彙，常見的形式有以下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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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疑問詞：日語中有時會在肯定句中加入疑問詞，來表示不

確定的意思，或是強烈的反語
47
。 

<4-46-a>不知道應該怎麼回答才好 

<4-46-b>どう お返事 申し たら いいのだ 

         疑    回答    說    助      好 

<4-46-b>中的「どう」是一個疑問副詞，意思是「怎麼」，然

而整句話卻是以肯定句的形式出現，而衍生出不確定的語義。這種由

日語疑問詞所產生的不確定語義，漢語通常用「不知/不知道」來對

應。 

<4-47-a>我不哭 

<4-47-b>泣く もんか 

         哭     疑 

<4-47-b>中的「もんか」是由形式名詞「もの(もん)」加上疑

問助詞「か」所形成，表示強烈的反語，也就是「絕對不哭」的意思。 

王(1993)從語言使用的角度來看，發現這種肯定形式含否定義

的反問句，漢語和日語當中都很常用，因此歸納為相同的否定表現。

然而若綜觀本小節與本章第四節第一小節第四點的漢語反問句，我們

可以發現，其實這種句式，在漢日語否定詞的對應性上是有差異的。 

(2) だめ/駄目：「だめ/駄目」在網路辭典
48
中的解釋為「して

も甲斐のないこと(做了也沒用)」、「してはいけないこと(不可

                                                 
47

 所謂「反語」，就是用疑問的形式來表達與陳述相反的意見。如，「彼がそんなことをするだろうか」，其中「彼がそんなことをする」是「他會那樣做」的意思，但加上疑問詞「だろうか」，就變成「彼は絶対にしない」，也就是「他絕對不會做」的意思。(goo 辞書国語辞典 http://dictionary.goo.ne.jp/index.html) 
48

 goo 辞書国語辞典 http://dictionary.goo.ne.jp/index.html。以下(3)(4)(5)(6)的解釋出處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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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できないこと(不能)」、「役にたたないこと(沒有用)」，

每一項解釋都含有否定詞及否定義。 

<4-48-a>所以不可以離開明顯的路噢 

<4-48-b>だから ちゃんとした 道 を 離れ ちゃ 駄目 よ 

         所以       完整      路  助  離開   助    慣   助 

<4-48-a>中漢語的句子用了否定詞「不」，而日語則用「駄

目」這個含有否定義卻不含否定詞的慣用語來表現。 

(3) ちがう：「ちがう」在網路辭典中的主要解釋為「二つの

事物が一致しない(不一樣)」，含有否定詞及否定義。 

<4-49-a>今年會大不相同了 

<4-49-b>ことし は まったく 事情 が ちがっていた 

         今年   助    完全    事情  助       慣 

<4-49-a>中的漢語句同樣使用了否定詞「不」，而日語則用

「ちがっていた」這個含有否定義卻不含否定詞的慣用語來與之相對

應。 

(4) 與動詞連用的否定義詞彙：日語中有一些特殊的詞彙，會

以肯定形式與動詞連用，卻帶有否定義，如，「かねる」。「かね

る」在網路辭典中的主要解釋為「しようとしてもできない(想做卻

做不到)」，含有否定詞及否定義。 

<4-50-a>金瑣忍不住就喊了出來 

<4-50-b>堪り かねて 金瑣 が 叫んだ 

        忍耐    慣    金瑣  助   喊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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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a>中的漢語句同樣用了否定詞「不」，而日語則用「堪

りかねて」來與之對應。「堪りかねて」有想忍卻忍不住的意思，雖

不帶否定詞卻帶否定義。 

(5) いや/いやがる：「いや/いやがる」在網路辭典中的主要

解釋為「欲しないさま/いやだということを態度に表す(不喜歡/表

現出不喜歡的樣子)」，含有否定詞或否定義。 

<4-51-a>她不想聽到任何有關看醫生的話 

<4-51-b> 妻  は 医者 に 診せる こと を いやがっている 

        妻子  助  醫生  助   看診    事   助        慣 

<4-51-a>中的漢語句用了否定詞「不」，而日語則用「いやが

っている」來表達不喜歡/不想要的否定義。 

這一類的慣用詞彙數量也不少，其他如：「うっかり」表示「不小

心」，「まだ」表示「還沒」，「大丈夫」表示「不要緊/沒問題」等等。 

王(1993)從語言使用的角度來看，認為這種以肯定形式來表否定義的

慣用詞彙，漢語和日語當中都看得到，因此歸納為相同的否定表現。然而

若綜觀本小節與本章第四節第一小節第二點的包含否定義之漢語詞彙，我

們可以發現，其實這種句式，在漢日語否定詞的對應性上同樣是有差異

的。 

(三) 利用反義詞：這一類的情形是漢語中用了否定詞來表達否定

義，然而相對應的日語卻用了反義詞，因而造成形式上的肯定。 

<4-52-a>並不比市區裡便宜 

<4-52-b> 町  で 買う より 高い 

        市區  助   買    比    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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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a>中的「便宜」與<4-52-b>中的「高い(貴)」是反義詞。因

此，<4-52-a>中加了一個否定詞「不」，就和<4-52-b>中的「高い(貴)」

形成同義關係。 

(四) 其他否定詞：另外還有一些語料裡，日語用了其他否定詞，

如：應答詞いいえ、いえ、いや、ううん，接頭詞不、非、無，還有其他

如，ず、な、ぬ、ん、まい、ません、ざる、なさ、なし等等，一共有 16

種之多。這些否定詞種類非常繁多，形式也很多樣化，且多數帶有獨特的

意含。 

二二二二、、、、漢語用否定詞漢語用否定詞漢語用否定詞漢語用否定詞，，，，卻無否定義卻無否定義卻無否定義卻無否定義：：：：    

接著我們來看看漢語雖然用了否定詞，但卻沒有否定語義，或是否定

語義不明顯，因此，相對應的日語也未使用否定詞的情形。這類用法可以

再細分為以下四類： 

(一) 漢語否定詞詞彙化：漢語裡有一些帶有否定詞的詞彙，由於已

經詞彙化，因此失去了否定義，或是否定義不明顯。相對應的日語自然就

用不上否定詞。 

<4-53-a>不過，這是瓶裝的 

<4-53-b>でも、 これ 瓶詰 なんだ 

         詞     這個  瓶裝    是 

「不過」這個詞彙在漢語中使用得相當頻繁，日語大多以逆接接續詞

「が、でも、けど、しかし」等來對應。 

類似的詞彙還有很多，如，「不如」、「不但」、「不管」等等。還

有一些形成熟語，如，「了不起」、「忙不迭」、「巴不得」等。另外還

有一些成語，如，「不寒而慄」、「沈默不語」、「所費不貲」等。有些

成語當中的「不」仍帶有否定義，但或許由於並非詞義中心，或是由成語



漢日否定詞之對比分析 

 88 

所模塑出來的一種整體語義，使得相對應的日語也會用不帶否定詞的方式

來表現。 

王(1993)認為這類含否定詞卻不表否定義的詞彙或慣用語，漢語的表

現沒有日語顯著。然而就筆者所蒐集到的語料中來觀察，其用法亦相當豐

富，可說是不遑多讓。 

(二) 漢語特殊 V not V句式：漢語中有一種形式特殊且帶有否定詞

的問句，那就是 V not V句式。雖然有否定詞，卻是一個問句，不帶否定

義。 

<4-54-a>你有沒有被我媽嚇到？ 

<4-54-b>うち の 母親 に びびっ た ？ 

         我   的  媽媽  助   嚇到   タ ？ 

<4-55-a>下午三點問妳要不要吃點心 

<4-55-b>午後 三時、 おやつ を 食べる かどうか 聞き 

        下午  三點     點心   助    吃     要不要    問 

如果 V not V句式出現在疑問句中，日語多半也以問句來與之對應，

如<4-54-b>。如果 V not V句式出現在肯定句中，為句中一項疑問成分，

則日語大多以「かどうか」來對應，如<4-55-b>。「かどうか」的意思是

「表示不確定的疑問感」。 

(三) 漢語含否定詞之反問句：這一類的情形是漢語用否定詞形成反

問句，來強化肯定的語義。反問句代表說話者已有主觀的判斷，而且有異

於聽話者的想法，因此在語用上可能被理解為質疑或反駁對方的想法或判

斷。然而由於不具否定義，日語中可以不帶否定詞。 

<4-56-a>這不是也很值得努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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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b>努力 の かい も ある というものだ 

        努力  的  價值  也   有     正是如此 

<4-56-a>中用否定詞形成反問句來強調肯定義，其實真正想表達的是

「的確很值得努力」的意思。<4-56-b>中則用「というものだ」來強調肯

定義。 

(四) 漢語的雙重否定：漢語中也同樣具有雙重否定句型。由於負負

得正，語義接近肯定，相對應的日語自然也不必使用否定詞。 

<4-57-a>沒有一部分不是古老的 

<4-57-b>なにもかも 古かっ た 

           全部      古老   タ 

<4-57-a>中用「沒有」和「不是」兩個否定詞形成肯定義，整句話變

成「所有部分全都很古老」的意思。 

不過漢語的雙重否定在形式及數量上都不如日語豐富。在這次的語料

中，筆者一共蒐集到 24 句日語的雙重否定句，漢語的雙重否定句卻只有 8

句，印證了王(1993)關於漢日語雙重否定的看法。此外，漢語的雙重否定

常以「非…不」或「無…不」的形態出現。可能是因為漢語裡雙重否定的

表現具有較高的修辭性，因此也傾向使用文言色彩較濃的否定詞「非」或

「無」等。 

第第第第五五五五節節節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此處將本章之所有分析做一個總結，可分為兩大要點。首先是日語否

定詞「ない」與漢語否定詞「不」和「沒」的對應關係。其次則是漢日語

否定詞不對應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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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日語否定詞日語否定詞日語否定詞日語否定詞「「「「ないないないない」」」」與漢語否定詞與漢語否定詞與漢語否定詞與漢語否定詞「「「「不不不不」」」」和和和和「「「「沒沒沒沒」」」」的對的對的對的對

應關係應關係應關係應關係：：：：    

依第二節及第三節的語料分析，筆者根據石(1992)連續量及離散量的

理論，驗證了江(2002)的研究結果，同時也有了一些新的發現，如，無論

日語時態為何，若相對應之漢語使用分類動詞、狀態句賓動詞、狀態使動

動詞或焦點否定時，否定詞必須用「不」；若相對應之漢語使用表經驗的

「過」、動補結構、否定比較，或日語因敘述視點的影響將タ形替換為ル

形時，否定詞必須用「沒」。以下將針對日語否定詞「ない」與漢語否定

詞「不」和「沒」之間的對應情形做一個綜合整理。 

(一) 日語使用形態為「しない」的否定詞時，相對應的漢語使用否

定詞「不」。但若出現下列情況，因語義上均帶離散量，故必須使用

「沒」。 

(1) 以「～たことがない」表示經驗陳述時。 

(2) 以複合動詞、可能表現、變化表現等形式，表示動作結果

的陳述，而與漢語之動補結構相對應時。 

(3) 以「A は Bほど～ない」或其他形式做否定比較時。 

(4) 因敘述視點而將タ形替換為ル形時。 

(二) 日語使用形態為「しなかった」的否定詞時，相對應的漢語使

用否定詞「沒」。但若出現下列情況，因語義上均帶連續量，故必須用

「不」。 

(1) 以意志動詞表過去意志時。 

(2) 以「動詞語幹 + -eru/-rareru」、「できる」、「～こと

ができる」等可能表現，與漢語能願動詞相對應時。 



第四章  語料分析 

 91 

(3) 以可能表現、自發表現或其他形式，與漢語可能補語相對

應時。 

(4) 形容詞。含イ形容詞及ナ形容詞。 

(5) 表屬性的名詞謂語句。 

(6) 表主語和賓語之間存在的某種關係，而與漢語分類動詞相

對應時。 

(7)表達心理感受或認知，而與漢語狀態句賓動詞相對應時。 

(8) 用部分否定「～のではない」、推論不當「～わけではな

い」或反語表現「～ではないか」等，而與漢語的焦點否定句相對應

時。 

(三) 日語使用形態為「していない」、「していなかった」的否定

詞來表示完了或過去完了的否定時，相對應的漢語使用否定詞「沒」。但

若表示習慣(含過去習慣)的否定或狀態(含過去狀態)的否定時，則必須用

「不」。 

(四) 日語用「ある/いる」的否定型「ない/いない」或其他形式做

存在/擁有的否定時，無論時態為何，由於語義上均帶離散量，因此相對應

的漢語否定詞一律用「沒」。 

二二二二、、、、漢日語否定詞不對應的情形漢日語否定詞不對應的情形漢日語否定詞不對應的情形漢日語否定詞不對應的情形：：：：    

(一) 日語用否定詞「ない」表達否定義，而漢語卻未使用否定詞

「不」和「沒」時，則漢語會用詞彙及語用的手段來達到語義上的平衡。

詞彙的手段包括隱含否定義、以詞彙包含否定義、反義詞以及其他否定

詞。語用的手段則是利用反問句來表達言外之否定義。 

(二) 有時日語雖然用了否定詞「ない」，但卻不具備否定義，或否

定義不明顯，此時漢語也傾向迴避使用否定詞。可分為句法及語用兩個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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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句法之層次為日語為含否定詞卻不具否定義之慣用句型以及日語的雙

重否定句型。語用的層次則為羨餘否定。 

(三) 漢語用否定詞「不」和「沒」表達否定義，而日語卻未使用否

定詞「ない」時，則日語皆以詞彙手段來完成語義上的平衡，包括隱含否

定義、不含否定詞卻含否定義之慣用詞彙、反義詞以及其他否定詞等四種

方式。 

(四) 有時漢語雖然用了否定詞「不」和「沒」，但卻不具備否定

義，或否定義不明顯，此時日語也傾向迴避使用否定詞。可分為詞彙、句

法及語用三個層次。詞彙的層次為漢語否定詞詞彙化。句法的層次為漢語

特殊 V not V句型以及漢語的雙重否定句型。語用的層次則為漢語含否定

詞之反問句。 

綜觀以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整體而言，當漢語和日語之間的否定

詞出現無法對應的情況時，多數採用詞彙的手段來解決，其次才是句法和

語用的手段。再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當其中一種語言使用了否定詞且帶

有否定義，而另一種語言卻未使用否定詞時，幾乎全都是在詞彙的層次獲

得解決。而當其中一種語言使用了否定詞但卻不具備否定義，或否定義不

明顯時，其主要原因是因為句法及語用的機制，造成該否定詞失去了否定

義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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