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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離合詞的課題，是現代漢語中一個特別的課題，因為這個語

言現象有各種各樣的詞法、句法和語法的表現。從三、四十年代起，現代

漢語離合詞就引起語言學者的注意，根據潘文國等(2005)的觀察，陳望道

(1942)開始提出漢語中這種離合的特殊現象，其後，語言學界展開了一系

列的探討。有的文獻從構詞的觀點立論，有的文獻從語義的觀點立論，有

的文獻則針對華語教學的觀點立論。本論文站在華語文教學及其應用的立

場來探討現代漢語離合詞的課題，希望釐清對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紛雜的各

項界說，提出一個合乎華語教學應用的具體建議，提昇現代漢語離合詞的

教學成效。 

以下文獻探討，主要提出語言學界對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的研究面

向，並說明本論文的理論依據及主要立場。 

 

第一節 離合詞界說及類型介紹 
離合詞到底是什麼？因為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特殊性質，引發了對於現

代漢語離合詞性質界定的探討。齊滬揚 (2000) 表示，圍繞著這個課題，

漢語語言學者有三種界定，一是動詞說，二是短語說，三是可詞可組說，

本文認同他的看法。筆者認為之所以有這三種不同的界定，是因為學者分

別從不同的面向切入分析現代漢語離合詞。對這三種理論相關的學者及其

論點，以下分別依照各項說法加以介紹。 

 

一、 三種界定 
1. 短語說 

把現代漢語離合詞界定為短語的語言學學者，可以呂叔湘 (1979) 為

代表。他認為「能插入其他成分、可分離的即是短語。」呂叔湘雖然承認

為有可離析的單位詞彙性很強，但是他仍表示「一個組合成分要是可以拆

開，可以變換位置，這個組合只能是短語。」這個觀點是與黃正德(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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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出的「詞彙完整性假說」(LIH)相似的。不過黃正德在運用句法分析時

進一步表示，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分析，要分詞和短語兩種性質，也就是說，

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合的基式是詞，而離析之後是屬於短語的層次。 

李大忠 (1996) 在分析外國人學習漢語的偏誤時，曾談到「動賓格」

的界定問題，他認為如果是能插入其他成分，這些動賓格都是「動詞加上

賓語的詞組形式」。他也進一步以「AAB」的重疊形式來證明他個人的論

點，所謂的「AAB」，是指漢語的一種重疊形式，在李大忠的分析中，他

認為這種重疊形式是屬於「動賓」結構的重疊，所重疊的是前項的「動詞」，

而非整體的「動賓」，所以他主張「動賓」結構是短語結構而非詞。 

 

2.中間狀態說 

林漢達 (1953) 將現代漢語中可離析可結合的單位稱為「結合動詞」。

他表示： 

結合動詞即是動詞和自身受詞的連寫，自身受詞是指跟動詞連用的一個名

詞，是補足動詞所表示的動作，共同說明主詞所做的一個行動，而不是動

作所及的目的。 

上述的界定是很典型的「詞」的界定，但他進一步說「動詞和自身受詞之

間可以插入別的音節，也可以拆開來改成短語。」可見，他認為這種現象

是介於「詞」和「詞組」之間的中間狀態說。 

陸志韋2等人 (1957：82-93) 在探討漢語構詞法時，首次針對「動賓格」

部分構詞現象提出「離合詞」(p.91)的術語。他們表示，具備下列的特性者

是詞： 

1) 動賓格中的賓語是自身受詞而非動作的目的物； 

2) 動、賓結合是意義有所改變，非兩者相加； 

3) 雖以可不可以插入其他成分判別詞組或詞，但離合詞是特種的結構。 

他們也以擴展法來判定是詞或是詞組，但是即使加上「意義」的鑒別方式，

                                                 
2 按《漢語的構詞法》序言所說，「動賓格一章是任建純起草的。」(1975修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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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仍然很難對詞或非詞以下定論。陸志韋曾說在句法中離析的成分「至

少是兩個詞」，因為這個說法，有人認為他主張將離合詞歸入「詞說」的

理論，但是對於「鞠躬」的分析卻又不一致。 

他們第一次提到「鞠躬」時，從形式出發，認為可擴展為「鞠了一個

躬」(p.84)，所以認為「鞠躬」是詞組；但在談論「賓語」脫不了「動字」

的情況時，又將「鞠躬」歸為「詞」，因為「“躬＂必得聯著“鞠＂，雖

然“鞠＂可以脫離“躬＂。凡是賓語不能脫離動字的結構都是詞。」(p.87)

可是等到分析「盡心」一詞，態度又改變了，他們說： 

“盡到了心、盡心＂，“盡心＂是詞(離合詞)，“盡到了心＂是詞組。(陸

志韋等, 91) 

所以我們將陸志韋(1957)歸為止主張「中間狀態說」的語言學者。 

朱德熙(1982)很具體地表示，離合詞在合用的時候是詞，分離使用的

時候是詞組，所以他對離合詞的界定就是「可詞可詞組」的說法。另有黃

正德(1984)、何萬順(1997)、梁馳華(2000)等人，都是將離合詞視為「可詞

可詞組」的單位。黃正德表示，作用於短語結構的「PSC」(The Phrase Structure 

Condition)條件，無法對詞彙產生影響，所以提出「詞彙完整性假說」 

(LIH)( The Lexical Integrity Hypothesis)；何萬順(1997)在分析複合詞時，也提

出「雙重語位」(dual status)的分析，這是他們認為離合詞在離析時不是詞

的詮釋。 

梁馳華(2000:81-84)以連續性觀念分析離合詞，認為在學理上，離合詞

應是介於詞和詞組之間的中間狀態。而且他認為，在學術研究方面，可依

連續性觀念的學理，將離合詞界定為「詞—詞組」，屬於中間界限不甚分

明的過渡類。但是在教學應用方面，可視為詞。他認為在教學應用時以詞

詮釋，簡單明了、清楚易懂，應視為一種特殊的詞。雖然梁馳華在教學應

用時以「詞」看待現代漢語離合詞，但對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基本屬性還

是「詞—詞組」，所以仍將之歸為「中間狀態說」的學者。 

這種「可詞可詞組」的界定方法，鄧守信 (2005) 稱之為「平行說」。

這種界定其實是有待商榷的，實際上，一個詞彙的結構單位不應該有兩種

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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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動詞說 

趙元任 (1968) 提出現代漢語「離子化」的特殊現象，他認為雖然這

個現象跟短語結構有相似之處，但是這個離析現象有「動不離賓，賓不離

動」的特性，不同於其他的短語結構。所以他將其定義為特殊的詞，而且

是可以有限形式的擴展的詞。趙元任說： 

通常一起連用的語位，都可以作不同程度跟形式的分離，但有一個大體的

原則，就是分離的部分一定要在同一句話裡，或至少在上下文裡出現。(1968: 

87) 

這就是他所主張的「動不離賓，賓不離動」的根本見解。 

趙淑華和張寶林 (1996) 表示，有些學者對於離合詞範圍的界定太

嚴，甚至否定離合詞的存在，有的卻太寬，「模糊了離合詞與隻音動賓短

語的界限」(p.36)。他們認為離合詞是一種「可以臨時改變其形態的」而且

有「一定特殊性的詞」，根據這個主要論點，他們對現代漢語離合詞的鑒

定提出四種鑒定方式，第一，成分中是否含有黏著語素；第二，搭配嚴格

受限；第三，非動賓式而用如動賓式的動名組合是離合詞；第四，可以擴

展又兼屬名詞或形容詞的是離合詞。透過這些方式，他們定出 248 個離合

詞，並針對其特性予以說明。 

趙淑華和張寶林將現代漢語離合詞的構成成分界定為含有粘著詞

素，也指出搭配及類推的相關特色，是很具體的分析，一者指出現代漢語

離合詞是詞的屬性，也提出可以擴展的特性；但所謂「兼屬名詞或形容詞」

這句話說得籠統，不知如何界定。因為這種論點可能造成學習者的誤解，

以為所有的現代漢語離合詞皆可兼屬名詞或形容詞，那麼泛化的偏誤就可

能極多。本論文採用其有建設性的論點，而不取其模糊的論述。 

劉英林(1996)把現代漢語離合詞列為語法等級大綱中的詞項範疇，現

代漢語離合詞首先出現在乙級詞的詞項中，計有 10個詞彚，如「安心」、

「幫忙」、「畢業」、「出院」、「擔心」、「結婚」、「請客」、「生氣」、「失業」、

「做夢」等；在丙級、丁級大綱中，劉英林則把現代漢語離合詞處理為語

法點，把個別詞項當作單一個語法點來介紹，丙級共條列了 14個語法點，

丁級共介紹了 17 個跟語法點相關的離合詞例。可知，劉英林是依《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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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級大綱》的詞彚等級來呈現離合詞的語法等級分布，並未涉及離合詞的

擴展形式。 

齊滬揚 (2000) 用四種方式來比較離合詞和短語之別，一是變換方

式，二是擴展方式，三是插入語，四是前加副詞和後帶賓語，根據這四種

形式，齊滬揚定出了三點離合詞的屬性： 

1) 是動詞功能； 

2) 是述賓式而非述補式； 

3) 是雙音節而非其他音節。 

齊滬揚從語法功能、構詞方法及音節形式三方面來界定離合詞，不僅只是

以可否離析來界定離合詞，並進一步針對現代漢語離合詞的語義進行分

析，在現代漢語離合詞性質的釐清上又向前邁了一步。 

饒勤(2001) 認為離合詞是詞，且以透視約束檢視離合詞，指出離合詞

是一價動詞，即其動詞之後的必有成分只有一個。他也針對現代漢語離合

詞的語義及離析結構加以分類。 

吳道勤及李忠初 (2001) 對於離合詞的界定也是詞而非短語，他們認

為現代漢語離合詞的擴展，只是語素和語素之間的擴展，「是詞內部的一

種特殊句法現象」。這種分析進一步跨越了詞法和句法的界面，點出在詞

法的層次中也存在著句法的現象。 

4.本論文的界定 

依照上述語言學者的理論分析，主張現代漢語離合詞是短語的學者，

從詞彙結構的完整性來界定，因為其結構可分離，所以將其界定為短語；

主張現代漢語離合詞是「可詞可詞組」的學者，從其合及其離的現象來界

定現代漢語離合詞；主張現代漢語離合詞是動詞的學者，從意義結合緊密

觀點來界定現代漢語離合詞，如王海峰等(1999)也因為「在中文信息處理

中，為了漢語分析和漢語生成的需要」，而主張將離合詞處理為詞。 

本論文以「動詞說」來界定現代漢語離合詞。因為在詞法的層次，現

代漢語離合詞具備了詞的基本屬性，它的結構中有粘著詞素，不是像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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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結構成分都是詞；而且一個東西只有一種屬性，不可能一個詞彙同時又

可以是詞組，詞彙的屬性和詞組的屬性是不同的，雖然它們的構成機制有

其共通性，那是鄧守信(1999)指導朴庸鎮定(1999)博士論文時所提出的「詞

法和句法的界面」的課題。而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特殊性，就是因為這種詞

可以跨越詞法和句法，透過鄧守信(1999)所提出的「詞彙重新解釋」的機

制，在句法層面靈活運用。 

關於現代漢語離合詞基本屬性的詳細界定，將在第三、四章中討論；

至於這些離合詞之所以可以離析的特性，是屬於句法層次的課題，也是其

主要的特性所在，將於第五章中詳細探討。 

二、構詞類型介紹 

對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構詞類型，語言學者認為有多種來源，這種論

點是依據複合詞的結構類型而來的，所有的類型歸類，都是因為其中可以

插入其他成分之故。以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屬性來看，構詞類型的分類和類

型術語有待商榷，此處暫不討論類型術語的課題，茲將文獻中的類型分類

介紹如下。 

現代漢語離合詞的兩個構成詞素之間的結構關係到底是什麼關係？

一般語言學者通常將離合詞的類型分為三到四種類型，以下就類型及本文

立場加以介紹。 

1. 結構略述 

現代漢語離合詞的重點在於能在句法層面的離析結構，所以文獻中對

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構詞類型，就以能夠「離析」來歸類。相關的類型歸

納，以下僅簡單介紹。 

(1) 金錫謨 (1984) 把離合動詞分為三類： 

a. 動賓型，如：「絕了望」「撐著腰」、「道過謝」等； 

b. 動補型，如：「打得倒」、「抓不緊」、「看得見」等； 

c. 聯合型，如：「大修大改」、「自生自長」、「可尊可敬」等。 

(2) 聶仁忠與王德山 (1994) 也把離合詞的結構類型分為三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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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動賓類，如：「操心」、「理髮」、「鼓掌」等； 

b. 動補類，如：「推翻」、「提高」、「說服」等； 

c. 聯合類，如：「游泳」、「考試」「睡覺」等。 

(3) 段業輝 (1994) 認為可分合的詞也有三種類型： 

a. 動賓型，如：「洗澡」、「冒險」、「生氣」等； 

b. 聯合型，如：「有情無緒」、「七恓八惶」、「發達」、「游泳」等； 

c. 偏正型，如：「同學」、「徹底」等。 

(4) 王素梅 (1999) 則把雙音節離合詞的結構分成四類： 

a. 動賓型，如：「打架」、「洗澡」、「礙事」等； 

b. 動補型，如：「挨近」、「完成」、「出來」等； 

c. 主謂型，如：「心服」、「眼尖」、「手軟」等； 

d. 聯合型，如：「情緒」、「奔跑」、「憂慮」、「慈悲」等。 

(5) 曹保平、馮桂華 (2003) 把離合詞的結構方式分為四種： 

a. 並列式，如：「達到」、「登記」、「考試」、「完成」等； 

b. 動補式，如「跨過」、「挽回」、「搬動」、「降低」等； 

c. 主謂式，如「嘴硬」、「眼紅」、「頭疼」等； 

d. 動賓式，如「把脈」、「化妝」、「生氣」、「費勁」、「當面」等。 

綜合上述關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構詞結構類型的分析，總共可以得到

六種類型，如下表所示： 

類型 動賓 動補 聯合 主謂 並列 偏正 

數量 5 4 4 2 1 1 

這幾類結構類型中，聯合型和並列型應該是同一類型，是同一詞性的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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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型。由此可知，歷來學者認為可稱之為離合詞的類型之多，都是因為這

些結構可離析所致。 

但是，所有可以離析或插入其他成分的詞彙，都可以稱之為「離合詞」

嗎？根據文獻顯示，有些學者認為並非上述所有的類型都是現代漢語離合

詞的構詞類型，認為只有「動賓式」的類型才是離合詞的結構，如齊德立

(1984)、趙淑華等(1996)、齊滬揚(2001)、華玉山(2004) 等。他們分別從兩

個成分的語義關係著眼，也就是說兩個成分的語義關係是動詞和賓語的關

係，也就是「支配和被支配的關係」(朴, 1999)等，才可能有進一步的離析

形式。 

2.結構選擇 

現代漢語離合詞的構詞類型很多，什麼類型才符合現代漢語離合詞的

屬性？這是一個眾說紛紜的問題。依朴庸鎮的見解，他認為「“動＂和

“賓＂有了支配和被支配語義關係之語料」才是他所謂的「離合詞」，他

認為動補結構的兩個成分的語義關係不是支配或被支配的關係，如他分析

「說服」一詞時，有如下的解釋,： 

“說＂和“服＂之間，並沒有支配和被支配的語義關係，它們是述補

關係，“服＂補充“說＂的語義。 

筆者同意朴庸鎮對於類型的選擇，也就是同意「動賓」的構詞結構才符合

現代漢語離合詞的條件，但對於「支配和被支配」的語義關係的認定有不

同的看法。至於所謂的「動賓」或「述賓」的關係，都是動作所及的目標

或對象，是句法上的「賓語」，其實是有術語的適用性的問題；而兩個成

分的語義關係，也無所謂「支配或被支配」的語義關係，它就是一個單純

的動詞性的語義。對於「動賓」和「動名」術語的適用性，也將於第三章

中深入討論。 

筆者也同意朴庸鎮不將「動補結構」視為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結構類

型，同時認為動補結構的離析現象是固定的可能補語形式，在補語的語法

點中呈現即可，不必放在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範疇中。至於其他結構類型，

並列型的結構是兩個相近義構的詞彙，如「VV」、「AA」或「NN」等，其

詞彙義的同質性高，其語義和結構的凝固性非常緊密，不能在其中插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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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成分，除非這類結構已類化為「動賓」結構的功能，如「考試」、「睡覺」

等情況，就將之納入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範疇；另一種主謂型的結構，其結

構本身的特性就是「主語」加上「謂語」的句法結構，如「頭疼」一語，

是短語結構，並非詞彙，在其兩項成分中所添加的成分，說如「頭很疼」

是合乎句法行為的，並不是詞彙的離析現象，也不必納入現代漢語離合詞

的範疇。 

所以，關於現代漢語離合詞構詞結構的選擇，如前所述，本論文選擇

所謂「動賓式」的結構，但對於此一術語的妥當性，將在第三章中詳細討

論，並以朴庸鎮所提的「動名式」結構(1999)為結構類型的基本結構，俾

給現代漢語離合詞的一個較合理的屬性界定。 

第二節 相關研究問題概述 

由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現象的確太特别，其所呈現的面貌幾乎包含了

所有詞法、句法或是語法等各個層面的課題，而且在整體運用上，也牽涉

極廣，如詞典標注、自動分詞、機器翻譯及華語教學等方面，可見現代漢

語離合詞在研究上之所以熱門的緣由所在。此一小節針對文獻中曾研究過

的相關課題加以介紹。 

一、重要課題 

1.「離合詞」的適用性 

「離合詞」一語，引發了一連串的術語適用性之爭，從林漢達(1953)

提出「結合動詞」概念之後，呂叔湘提出「可分離詞」3的用語，其後王松

茂也提出「破裂詞」的說法。直到陸志韋(1957)提出「離合詞」的術語之

後，語言學界大多沿用該說，但其間仍有「詞化詞組」(洪篤仁, 1957)、「臨

近詞的特殊短語」4(史有為, 1981) 等不同用語，都持與「離合詞」不同的

意見，其中堅持反對「離合詞」一詞的是沈懷興(2002)。沈懷興(2002)從方

                                                 
3 呂叔湘及王松茂的用語引自潘文國等《漢語的構詞法研究》(2004:138)。 
4 洪篤仁、史有為二說引自趙金銘(198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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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論和歷時的角度批評「離合詞一語的不適用性，故有捨棄「離合詞」用

語的意見。王用源(2004)因而有「廢“離合詞”興“組合詞”」的論述，以建立

其結構的框架體系。黃曉琴(2003)也根據徐通鏘的見解，提出「離合字組」

的術語，對其進行該範疇的語義研究，想藉以避免「詞」或「詞組」的棘

手課題。 

朴庸鎮(1999)則站在華語教學的立場，提倡繼續採用「離合詞」的術

語。本論文也採用其說，主張繼續沿用，並希望給「離合詞」一個明確的

術語定位。 

2.詞組化與詞彙化 
現代漢語離合詞是詞組化還是詞彙化的過程？這個課題存在著共時

與歷時的課題。梁馳華 (2000) 認為離合詞的成因有二： 

(1) 漢語詞彙從單音節向雙音節過渡的結果； 

(2) 離合是現代漢語雙音節詞彙不穩定的結果。 

他認為在歷史的演變中，由單音節詞向雙音節詞發展是一個歷時的必然現

象。 

黃月圓(2002) 在討論複合詞的特點時，提出動態詞彙單位的概念，他

針對詞和短語的關係表示： 

詞與短語之間有一個連續性，複合詞處於此連續性之中，一頭連著詞，一

頭連著短語，所以既有詞又有句法性。 

這個動態的語言發展的主張是很務實的。但是這種連續統似乎不能說明

「詞」向「短語」發展的現象。 

王晶 (2005:33) 認為「離合詞是漢語由古代漢語向現代漢語發展過中

必然出現的一種語言現象。」他表示，古代漢語是以單音詞為主，而現代

漢語是以雙音節為主，現代漢語離合詞的成因就是基於「表情達意的需

要」，而拿在古代曾是成詞而現在「不成詞語素臨時當作詞來用」，藉此補

充及說明。所以他認為「歷時的流變是產生離合詞的最根本原因。」 

上述所謂的歷時流變，似乎顯示了「單詞→雙音節詞→短語」是一個

歷時的必然過程。但是董秀芳 (2002) 在探討雙音節詞詞彙化的課題時表

示，漢語複合詞是一個「詞彙化」的過程，歷時的發展是由「短語」朝向

「詞彙」發展的。所以所謂「連續統」的發展方向，不同學者之間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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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歧義的。筆者認為語言是活的，其變化是動態的，在變動不居的環境

之下，有各種不同的可能性，其變化的途徑不是單向的，會應社會溝通交

際的需求以及約定俗成的用法而改變，並非單向性的。 

以《古文觀止》選文中所出現的「以為」一詞為例，出現於《古文觀

止》中「以為」一詞，在晋朝陶淵明的〈五柳先生傳〉中是「因以為號焉」，

句式是「因以(O)為 N焉」，應是省略受格的句式；到唐朝柳宗元的〈種樹

郭橐駞傳〉，仍然有同樣的句式，行文為「因以為名焉」。我們可以說這是

向詞彙演變的省略現象。到宋朝歐陽修的〈朋黨論〉一文中，有相關的行

文，如：「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利為朋，此

自然之理。」可知這是離析的句法形式。而至今人們所習慣的「以為」的

形式已是純詞彙化的形式了，其實早在晋朝就出現過，到宋朝卻又成為離

析的詞組化形式，可見其演變的途徑是多樣的。 

究竟是詞彙化或是詞組化？在共時和歷時演變中，真的同時並存，可

以肯定的是，語言的動態事實並不是單向或單一性的，具有多元的面向，

也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課題。 

二、偏誤要項 

現代漢語的偏誤成分很多，根據高思欣(2002)對留學生之偏誤的調

查，認為有幾項偏誤成因有如下幾項： 

1)語際干擾， 

2)語內干擾， 

3)文化干擾， 

4)學習策略干擾， 

5).講解不足。 

這些偏誤因素是所有中介語偏誤的重要因素，也可視為現代漢語離合詞的

偏誤來源。 

關於討論現代漢語離合詞離析偏誤的文獻不少，楊慶蕙(1995)主編的

《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用法詞典》的分析中，列舉運用不當的例句加以

修改，可以看到不少偏誤類型。但其誤例來源也沒有明確的出處，不知是

實際的中介語語料或是造句語料。而關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偏誤類型，文

獻大多著眼於其離析的偏誤類型的陳述，較少關注離合詞基式的偏誤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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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本論文認為兩者必須兼顧，才能全面掌握學習者的概況。 

 

1.基式偏誤 

    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基式，就是合的形式，在文獻中的討論，大多認為

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基式沒有什麼問題，但是在中介語語料中卻發現不少偏

誤現象，值得重視。 

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基式偏誤現象，是從其詞彙的基本屬性而來的。現

代漢語離合詞的基本屬性是不及物的，這一特性將於第四章中討論。因為

這個重要屬性，可能出現以下幾種偏誤類型： 

(1) 不及物離合詞帶賓語的偏誤，如： 

    *薛中探的朋友想要請客他。 

(2) 離合詞與介詞搭配的偏誤。 

    *我的媽媽去年從我的爸爸離婚。 

因為現代漢語離合詞絕大部分是不及物的緣故，外國學習者常有誤將不及

物用為及物的偏誤現象，也就是不及物離合詞帶了賓語的偏誤。不過尚有

少數及物性離合詞的小類，施茂枝(1999) 在上千萬的書面語料中收集到

248 個詞例，「約佔動賓動詞的 5%」，如：「揚名國際」、「問鼎中原」、「得

罪老百姓」、「造福後代」、「出土一批帛書」等(1999:46-47)。這些詞的及物

性關係也有各種不同的關係類型，明確標誌及說明這些特色，於教學及學

習皆極有意義。 

至於現代漢語離合詞基式與介詞搭配偏誤現象，則是離合詞 

2.離析偏誤 

現代漢語離合詞的離析偏誤，是學習者極大的偏誤來源。李大忠(1996) 

針對日本生進行離合詞的偏誤調查，他統計出七種日本學生的偏誤現象，

如下表所示： 

編號 偏  誤  類  型 偏  誤  例  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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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著、了、過不知往何處放 他們鼓掌著歡迎我們。 

我起床了就去操場鍛鍊身體。 

今天中午剛下雨過，大陽就出來了。

2 重疊問題 我們每天都在校園裡散步散步。 

3 帶賓語問題 我們談話了很多事情。 

4 結果補語—動詞+結果補語+了

+賓語 

上課完，我去看電影。 

5 時量補語 我和朋友在宿舍談話了兩個小時。

6 情態補語 孩子們唱歌得非常好。 

7 趨向補語 她唱完，又跳舞起來。 

這些偏誤除了第二、三類之外，都是應離析而未離析的偏誤現象，第二類

的偏誤是將 AAB的重疊方式誤為 ABAB式，第三類的正確例句應是「我

們談了很多事情」，是應用「談」而誤用了「談話」的偏誤。至於第五、

六類的偏誤現象，李大忠認為是「時量」、「情態」補語的偏誤現象，但實

際上是朴庸鎮(1999)所謂「動詞複寫」的偏誤現象；第七類的偏誤的呈現

也可能造成另外一種偏誤，如「*跳起來舞」，這也是需要進一步加入糾偏

說明的一個明證。 

第三節 離合詞的應用研究 

面對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各種各樣課題，研究的面向多關注在歸屬、類

型及偏誤等範疇，目前的研究，較多針對成因、對比分析、語用、語義和

語料庫的應用等各方面的探討。在相關研究中，語料庫語言學及教學應用

的研究是最迫切需要的，以下分別介紹。 

一、基于語料庫的相關研究 

對於語言學及語言學應用層面的華語教學研究而言，語料的收集及分

析是極其重要的。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特殊性，相對提高了收集語料的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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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在應用層面的語料庫語言學界方面，至今也有一定程度的成績。如何

透過語料庫獲得相關的研究素材，也各有不同的方法，以下擇要簡介。 

1.中研院平衡語料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所建置的現代漢語語料庫(以下簡稱平衡語

料庫)，搜羅了當代 95%的書面語料及 5%的口語語料，是第一個標記詞類

的語料庫，對於現代漢語的研究中，提供許多可茲研究的實際語料的面

向，意義十分重大。最重要的是平衡語料庫設置了多樣的檢索方法，如：

詞彙、詞類及特徵標記等，可以符合使用者的需求。由於現代漢語離合詞

的特殊性，我們無法直接在平衡語料庫中檢索得到，但可由其特徵標記檢

索到相關語料，解決了現代漢語離合詞語料來源的問題。 

中央研究院平衡語料庫的特標記中，並沒有特別為離合詞制定專門的

特徵標記，但特徵標記中有兩項特徵標記即[+spv]、[+spo]兩者，可以作為

檢索平衡語料庫中「離合詞」的工具。這兩項特徵標記的是： 

 
特徵標記 標 記 定 義  例 子  

spo N of a separable V N compound 吃了他的虧 Na[+spo] 

spv V of a separable V N compound 吃 VC[+spv]了他的虧 

是檢索可分離之「V N compound」語料的工具。[+spv]是「V N compound」

成分中的動詞性(V)標記，[+spo]是「V N compound」成分中的名詞性(N)

標記。 

這個檢索機制可以讓我們了解語料庫中相關的離合現象5。平衡語料庫

也提供了進階處理的搭配檢索功能，亦令檢索語料及語言事實的工作更具

體。本論文運用這兩個特徵標記檢索語料庫中的「V N compound」結構，

提供了真實的語料，讓相關研究得以開展。 

2.自動分詞及機器翻譯 

俞士汶等(1995)在建置語料的自動分詞方面針對在語料庫中標注離合

詞的工作進行研究，提供了具體的 36 項離合詞模組，也制定專門的動語

素(vl)和名語素(nl)標記等。 
                                                 
5 這個啟發得自於鄭錦全教授的教導，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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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峰等6(1999) 指出，「在中文信息處理中，為了漢語分析和漢語生

成的需要，把類似“洗澡”這類結構作為一個詞來處理則更恰當些。」另外，

他們也指出，「一般的，漢語中詞的離合是指詞的構成元素(兩個或多個漢

字)之間的結合不是很緊密，可以在其間插入某些其它成分而被分離，但被

分離的詞所表達的基本語義不變的語法現象。」所以，「在翻譯實踐中，

把這類分詞時“不得不斷開”而翻譯時又“不得不合并”的詞條統一作為離合

詞來處理。」從漢英翻譯的處理策略來看，是以結合的詞性和詞義做為離

合詞離析結構之詞義理解的依據，提供了從事自動機器翻譯的有效方法。 

王春霞(2001)也以離合詞的自動標注為研究要項，關注離合詞在語料

庫的檢索應用上的課題，挑戰在龐大語料庫中自動及成功標注離合詞的高

難度工作。 

上述基于語料庫的相關研究，都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如何透過相關的

研究及開發來呈現語料中的語言事實，是極具挑戰性的。 

二、基于應用的相關研究 

從華語文教學的立場出發，以下對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研究也是極其

重要的工作，相關的研究也有不少成果。 

1.本體研究 

因為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特殊性，跨越了詞法和句法的層面，對於現代

漢語離合詞的本體研究也是極具廣度的。由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基本屬

性，本體的研究涉及詞法、語義及語用等各層面，如：漢語的構詞法(陸志

韋,1957, 1979；潘文國等, 2005)、中國話的文法(Chao, 1968)、及物性關係

(Teng, 1975)等研究，是很重要的理解架構；在語義方面，黃曉琴(2003)有

針對性的對於離合詞語義研究，有其具體價值，朱彥(2004)、朱志平(2005)

及史嘉琳 (2006) 等對於漢語複合詞的屬性及語義研究，都極有意義。從

陸志韋開始提出「離合詞」這個術語，語言學界開始研究離合詞的構詞、

屬性界定等等課題，諸多研究和討論都進一步深化離合詞的研究，並讓人

                                                 

6 王海峰、李生、趙鐵軍、楊沐昀等在〈漢英機器翻譯中漢語離合詞的處理策略〉(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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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認識現代漢語。 

在關於離合詞的離析的成因和理據方面，重新分析 (Paul,1988)、詞彙

重新解釋(Teng,1999)、詞法和句法的界面 (Teng,1999, 2004;朴庸鎮, 1999)

等研究，是一個重要的合理分析理據；在語用因素方面，饒勤(1997)、丁

勇(2002)、王海峰(2002)、沈陽(2002)和顏紅菊(2004)等人的相關研究。因

為離合詞活潑的語言現象，語言學界努力為它尋找解釋，其中王海峰針對

現代漢語離合詞的離析特徵提出「離析動因」的分析，從言談交際的角度

出發，說明現代漢語離合詞產生離析現象的原因，有其一定的解釋力，但

對於信息量的說明部分則有待商榷。顏紅菊從「語境激活」的觀點提出動

態詞彙單位的論點，認為離析之後的該單位並未改變原先屬性，但是其定

義離合詞時所謂的是「詞彙單位」而不是「特殊的詞」的定義，卻又落入

屬性的迷思，亦有其不足之處。 

此外，應現代漢語離合詞的離析結構而生的相關研究，也包含極廣泛

而重要的研究面向，如時態、量的概念及語言表達的補充概念等等，都跟

離合詞的研究課題息息相關，在漢語語言學界有極豐富的研究成果，也為

離合詞的研究提供了有利的研究基礎。 

2.基於教學應用的研究 

現代漢語離合詞不僅是把漢語當作第二語言的學習者的學習難點，對

母語為漢語及中國境內的少數民族而言，也是學習及應用方面的難點。例

如： 

(1) *很高興你們能幫我拍照那些書7。(2006.10.18) 

(2) ?我住的每一戶都發霉過。(2007.03.19) 

(3) *他們今天都掛號滿了。(2007.04.20) 

所以對於偏誤及不同語種之對比分析的離合詞也不少，這類研究在兩岸都

有人進行研究。研究者及主題按年編排，如下表所示： 

年代 作者 論文題目 校名 

                                                 
7 這些語料收集自日常的對話，發話者的教育背景皆大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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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庸鎮 1999 《現代漢語詞法與句法的界面》 台灣師範大學 

金芝英 1999 《現代漢語離合單位語法特點考察》 北京大學 

王鐵利 2001 《現代漢語離合詞問題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生院 

高思欣 2002 《留學生漢語動賓式離合詞偏誤分析》 暨南大學 

李明浩 2002 
《現代漢語離合詞及其在日語中的對應形

式》 
 

黃  倩 2003 《動賓式詞語帶賓語結構(V.O+O1)探析》 暨南大學 

黃曉琴 2003 《離合字組的語義研究》 北京師範大學 

孫書姿 2004 
《韓國留學生習得漢語雙音節 VO型離合詞

的言語加工策略 》 
 

王  晶 2005 《現代漢語詞的離合現象研究》 廣西大學 

林美淑 2005 《對韓漢語教學離合詞研究》 山東大學 

易荷梅 2007 
《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研究及其在教學上

之運用的探討》 
台灣師範大學 

從上表所列兩岸碩博研究生的研究論文可以看出，現代漢語離合詞在

第二語言教學的應用方面引起極大的重視。研究的面向從屬性、偏誤、對

比以至於教學應用，十分豐富。在對比方面，以韓國話的研究居多，計有：

朴庸鎮(1999)、金芝英(1999)、孫書姿(2004)、林美淑(2005)，涵蓋了屬性、

特性、對比及學習策略等研究面向。其餘有日本及印尼等對比分析的研

究，其中，易荷梅(2007)的研究不僅進行漢語和印尼語之間的對比，亦提

出應用於印尼學生學習離合詞的教學建議。 

其餘亦有與教學相關的論述，如齊德立(1984)針對「動-名」格構詞的

種類、詞性、規律及其教學方法提出討論，是站在「動-名」格結構的立場

分析，不涉及其他的所謂「離合」形式，更具體提出三種教學方法建議。

周上之(2000)提出循環遞進式教學法，認為宜有步驟地教學；劉春梅(2004)

則針對教材對離合詞的安排進行討論，提出具體的建議： 

(1) 著重從生詞表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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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詞語搭配與擴展、課後增加相關練習； 

(3) 適當引入有關離合的語法點。 

劉春梅進一步建議應該通過教材編寫來改善離合詞教學，也就是希望在華

語教材方面有更全面的呈現。 

3.關於教材的分析 

能夠在語言的詞法和句法層面呈現多種樣貌的離合詞，是以漢語作為

第二語言的學習者的學習難點，那麼，在做為教學憑藉的華語教材中，又

是以什麼樣貌呈現呢？本論文針對目前使用較廣的兩種教材進行分析，一

種是由台灣出版的《實用視聽華語》1-3 冊，另外一種則是由大陸出版的

《新實用漢語課本》1-4 冊，因為這兩種教材皆是根據早期的華語教材之

編寫模式或素材而編寫，且在華語教學界的市場佔有率極高，對這兩種教

材進行調查和分析，可以更清楚地了解歷來教材對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處

理觀點，以及其在華語教學界所提供給教師及學習者的梗概。 

根據這兩種教材對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詮釋，兩種教材都將現代漢語

離合詞視為「動賓結構」(VO)，總計在這兩種教材中出現「VO」標記的

生詞數量，如下所示： 

教材 視華一 視華二 視華三 NPCR1 NPCR2 NPCR3 NPCR4 
數量 44 181 46 24 30 26 35 

但是兩者對於所謂的「VO」的詮釋，仍有差異。其中視華 1-3冊對於這一

類「VO」的標記標準不太一致，在屬性的區辨上顯得比較零亂，如「上課」、

「上當」等標的是「VO」，「上厠所」、「有興趣」、「放鞭炮」和「抽大麻煙」

等詞組或小句，標的也是「VO」，可見該教材的編者應該是把「VO」視為

「可詞可詞組」的概念。雖然該教材會在具有兼類屬性的生詞上標注其他

詞類，如：「舉重」(VO/N)、「擔心」(VO/SV)(視二上, L7)等生詞的標記，

但如此也凸顯了對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屬性概念的模糊現象。 

相較於《實用視聽華語》的詞類標記，《新實用漢語課本》對詞類標

記的屬性抓得比較緊，如「游泳」標注為「VO」，是詞的概念，「打球」則

標如「V O」，等於是「V+O」的詞組概念；也就是說，「VO」在《新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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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課本》的作者概念中比較接近「詞」，但仍有部分參差，如「放鞭炮」

這個詞組在詞類標記上標的也是「VO」。 

另外，《新實用漢語課本》是以詞組的形式練習生詞，《實用視聽華語

則以提供例句的方法練習生詞，《新實用漢語課本》的練習，都是現代漢

語離合詞的基本形式，沒有可離析的說明或標記；《實用視聽華語》則是

直接在例句中以離析的形式出現，如對於「值錢」(視二上,L4)一詞所提供

的例句如下： 

五百塊太貴了，這個照像機不值那麼多錢！ 

且在例句出現之後，也無相關的用法說明。兩種教材都沒有針對現代漢語

離合詞的屬性加以說明，也未針對相關的離析結構設計相關的練習。 

由上述兩種使用率極高的教材調查，可以看出現代漢語離合詞在華語

教材方面沒有適切的處理和詮釋，仍存在詞與詞組混淆的思維，難以提供

教學與學習的正確概念。 

4.教學應用的具體方法 

為提供華語教學之用，筆者認為在目前處理華語教材方面，應該將現

代漢語離合詞的特殊屬性標記清楚，協助學習者掌握其特殊屬性，或設計

相關的操練活動，以利學習者的實際應用。 

鄧守信(2006)針對台灣現行華語教材的詞類進行重新標記的工作，在

詞類標記中制定一個新的「-sep」離合詞標記，藉這個特殊的標記來詮釋

現代漢語離合詞，如「畢業」一詞如在課文內容中出現離析結構，就於該

課生詞表「畢業」的詞性上標記為「Vp-sep」，透過這個特殊的詞類標記來

詮釋現代漢語離合詞。這種詞類標記的方式，對教學者和學習者而言，都

是具體而有效的方法。 

另外，鄧守信(1995,2001,2003)一直致力推動現代漢語教學語法，是以

學習者為導向、以第二語言教學為導向、以循環式教學為主、以順序為教

學依據等原則為主，評定各類語法點的難易，依序排入教學等級中。現代

漢語離合詞亦可依循此一精神和原則加以研究，運用於教材編寫及教學之

上，必能收更明確具體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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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小結 

從現代漢語離合詞的文獻回顧中，可以窺見因其特殊屬性而眾說紛紜

的景況。經由文獻的探討可知，關於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研究成果十分豐

富，但仍然沒有一個定論。站在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立場，無法像

理論語言學界一樣在抽象的理論上論戰，必需提出一個具體可行的教學方

案，提供第一線的華語教師和學習者使用。本論文即是從華語教學的應用

的立場出發，探討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各種課題。 

華語教學是應用語言學的一環，本論文在應用語言學的實用原則之

下，將明確界定現代漢語離合詞的屬性，不再在學理上模糊以對；也要針

對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特殊性，找出其基式和離析結構的特性，並針對其基

式和離析結構特性提出教學應用及教學語法的建議。 

誠如鄧守信(Teng, 2003) 所說，教學語法的研究不是簡單的語法或教

學的研究，是以華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的研研，是以學習者為導向的系統

性的研究，本論文將根據此種精神和方法，進行現代漢語離合詞的研究，

供給華語教學界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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