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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碼為從心理認知角度討論語言語義及語用表現的概念，和概念碼對

立，是一種跳脫傳統以話語真值條件為分析媒介的研究嘗試，概念碼編碼概

念，引導碼則處理概念內容並選擇處理概念的方式。 

引導碼在漢語的研究不多，經過我們對 Blakemore（1987, 2002）、

Ifantidou-Trouki（1993）、Carston（2002）以及 Iten（2005）等分析的整理，

發現引導碼普遍出現於連詞及評價副詞中，具備引導聽者找到話語隱含及高

層明說義的功能，評價副詞在漢語裡被納入語氣討論，而這個發現讓我們有

了重新審視漢語語氣副詞研究的動機，以往學者對語氣的討論總在語氣編碼

的框架中，忽略了語氣的引導功能。 

本文以語義及語用學的理論架構為基礎，針對漢語語氣副詞重新進行分

類，並進一步探討語氣的引導功能，和關聯理論配合，觀察其引導方式對語

境假設的影響，最後再將此研究成果應用於華語教學中。 

本研究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為導論，說明研究動機、研究範圍以及內容

架構之說明。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將歷年學者對漢語語氣的研究進行整理，

討論以往語態、命題及情態等在漢語語氣分析中所扮演的角色。第三章則根

據第二章的討論對語氣副詞進行分類，並進一步建構語氣於引導意義層面的

理論概念。第四章為語氣的引導內涵分析，根據作用層面的不同分為隱含引

導及高層明說義引導，並進行個別引導意義的比較與討論。第五章以第四章

所建立的架構為基礎，配合認知學習理論，針對語氣副詞引導意義的教學給

予建議。第六章為結論，總結本文的研究結果，提出後續研究的建議與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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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es on the Procedural Encoding 

Functions of Chinese Stance Adverbs 

Abstract 
    

Keywords：：：：modality, attitudinal adverbial, evaluation, procedural encoding,  

relevance 

 

When, in the field of utterance interpretation, the psychologically adequate 

account of the role of the context is being studied, two complemental concepts 

can be applied: procedural and conceptual encoding. Conceptual encoding 

studies concepts, whereas procedural encoding focuses on the manipulation of 

representations. In this study, the latter method – procedural encoding – has been 

applied. 

Analysis of procedural encoding in Chinese being comparatively 

uncommon, following up the related discussion of Blakemore (1987, 2002), 

Ifantidou-Trouki (1993), Carston (2002) and Iten (2005), we found that many 

conjunctions and attitudinal adverbials have procedural meaning. These 

expressions help the addressee to infer the implicature and higher-level 

explicature of an utterance. In Chinese, attitudinal adverbials are classified under 

the category of stance adverbs. These adverbials have rarely been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dural meaning. 

In this study, we try to apply the theory of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n the 

Chinese stance adverbs. We also use the Relevance theory to analyze the 

procedural meaning of Chinese stance adverbs, as well as discuss the role these 

adverbs play in the contextual assumption part of communication. Finally, we 

have hopes of suggesting a cognitive based learning sequence for Chinese L2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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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現代漢語的研究中，語氣及語氣副詞的研究成果豐碩，是許多學者感

興趣的一環，但同時也是對外漢語教學的難點之一。除了漢語語氣範圍的界

定尚未達到共識之外，漢語語氣豐富而多變的表現也是其主要原因，如何對

語氣副詞有一定的掌握能力，學習者除了語法及語義層面的知識外，有時候

似乎還需要依賴一些所謂的「語感」。 

過去我們在語氣方面的研究多傾向於語法及語義面的分析（如齊滬揚

2002，賀陽 1992；呂叔湘 1977；張誼生 2000，史金生 2003等），試圖在

西方語態（mood）及情態（modality）的理論架構下討論漢語語氣的表現，

揭示了部分語氣的真實面貌，但也因此顯示出一個問題，也就是語氣的多變

表現反映出「語感」建立的需要，如像這樣的句子： 

(1) 難道難道難道難道我錯了嗎？ 

我們可以理解為「說者認為自己沒錯」或「說者懷疑自己做錯」之意，但這

兩者之間的不同卻無法透過語法或語義的討論得到區分標準，在教學時，我

們也許可以利用強調的語氣或說話人的表情協助學習者建立語感，但這卻不

是治本的辦法。這個教學瓶頸隨著引導碼研究的漸趨成熟而得到了啟發，許

多學者從關聯理論的基礎出發，重新探討語言的表現，如 Blakemore（1987, 

2002）、Ifantidou-Trouki（1993）、Carston（2002）以及 Iten（2005）重新

對英語連詞、情態副詞和評價副詞進行引導意義（procedural meaning）的討

論，讓我們對漢語語氣的引導功能有了初步的理論依據，同時也對傳統漢語

語氣副詞的分析帶來了新氣象。為擴大語氣單就語法及語義面的研究，進一

步探討語氣的語用表現，我們嘗試從引導意義的理論角度分析漢語語氣副詞

的引導功能，並期以此為基礎，對漢語語氣副詞的教學提出建議，也希望學

習者能對語氣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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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二二二二節節節節 研究範圍與架構研究範圍與架構研究範圍與架構研究範圍與架構 

本文旨在討論漢語語氣副詞於關聯理論下引導碼功能的表現，主要關注

其語用面，也兼談漢語語氣副詞的語義分布，從傳統的漢語語氣分類為基

礎，將語氣副詞限制在情態及評價的範疇中。在表現語氣的引導碼方面，我

們很難以傳統的語氣分析為基礎，無法全部納入情態或評價的範疇中，我們

選擇從概念碼∕引導碼的理論依據出發，對這些特殊的語言成分進行討論。

本文共分六章，架構如下： 

第一章 緒論 

  介紹本文研究動機及架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檢視並整理過去對漢語語氣及語氣副詞的研究，並以前人之研究為基  

  礎，進而提出漢語語氣副詞的分析方向。 

第三章 漢語語氣副詞語義分布 

  從語義學的角度出發，重新對漢語語氣副詞進行分類，並進入語氣引 

  導功能的討論，建立以引導碼概念分析漢語語氣的基礎。 

第四章 漢語語氣引導功能 

  進入本文的研究主題，介紹引導碼相關理論，討論以引導碼作為漢語 

  語氣分析的依據，並針對個別語氣引導功能進行分析。 

第五章 教學應用 

  從教學立場出發，評估第四章所討論的引導碼於現行教材的呈現方 

  式，並在第四章的分析成果上以認知學習理論為基礎，進而對引導碼 

  教學提出具體建議。 

第六章 結語 

  本文研究結果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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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什麼是語氣？漢語學界所討論的語氣架構受西方語態1（mood）概念影

響很深，漢語語氣的分類往往可以看到語態的影子，和西方常見的語態分類

重疊，即陳述（indicative）、假設（subjunctive）和祈使（imperative）三類，

分別又稱為事實語態（fact-mood），思想語態（thought-mood）和意志語態

（will-mood）（Jesperson, 1924: 313）。而什麼是語態呢？Jesperson（1924）2

提到語態是說者藉由動詞變化對話語內容表示的態度，但有時也受句子本身

特性及其所從屬的主要聯繫式的關係決定。Jesperson（1924）對語態的定義

似乎符合我們對「語氣」的認知，如王力（1943/1987）曾提到：「凡語言對

於各種情緒的表示方式叫做語氣」，齊滬揚（2002）認為：「所謂的語氣是通

過語法形式表達的說話人針對句子命題的一種主觀意識」，而情緒或主觀意

識的來源為說話者，若我們姑且不論 Jesperson（1924）所提到的句子特性

造成的變因，漢語語氣似乎可和語態作等同對待，而依據王力（1943/1987）

及齊滬揚（2002）的分析，語氣來自於說者態度或其主觀意識，那麼句子本

身特性所造成的影響則不屬於語氣範圍。 

Saeed（2003: 138-141）將語態分為兩類，已然語態（realis mood）及未

然語態（irrealis mood），前者有陳述語氣，後者有假設和祈使語氣，英語

的語態至少可作為這三種語言表現的區別。回歸到語態的研究歷史，我們參

考 Lyons（1977: 746）對語態的討論，他認為語態概念的形成來自於屈折語

系，討論的是那些利用動詞詞尾變化，使話語可以反應陳述、假設或祈使內

涵的語言，故我們無法將語態視為所有語言的共有現象，如 Palmer（1990: 

11-12）所言，語態是屈折語系的特有表現，而反觀漢語則是完全不同的語

系，若直接在語態的架構下討論漢語語氣，並以此作為漢語語氣副詞的框架

                                                 
1 為區分 mood和漢語語氣之間的差別，我們將 mood譯為「語態」。語態在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中定義為：「Grammatical distinctions in verb forms which express a speaker’s attitude 

to what he is saying」。 
2 Jesperson（1924: 313）：「they express certain attitudes of the mind of the speaker towards the contents 

of the sentence, though in some cases the choice of a mood is determined not by the attitude of the actual 

speaker, but by the character of the clause itself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main nexus on which it is 

dependent」（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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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可能會出現問題，但我們不否認語態概念對漢語語氣分析的啟發。 

為了釐清漢語語氣副詞範圍並進一步建構其分類標準，我們以傳統漢語

語氣副詞的分析為基礎，將之分為三類，包括上述談到的語態（mood）標

準，另外還有命題（proposition）標準，以及由沈家煊（2001）提出的情感

（affect）概念發展而來的情感標準，茲說明如下。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語態語態語態語態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這裡所談的語態標準屬於語法範疇下西方語態的研究，延續這個架構討

論漢語語氣系統或漢語語氣副詞的以齊滬揚（2002）及賀陽（1992）為代表，

其他還有胡裕樹、黃伯榮、廖序東等。 

齊滬揚將 Jesperson（1924）所討論的三類語態都放入漢語語氣系統中，

並將語氣分為兩大類：功能語氣以及意志語氣（參考表二-1）。功能語氣共

同的特點在於具備「表示說話人使用句子要達到的交際目的」，包括西方語

態架構下的陳述（indicative）及祈使（imperative），另外還有疑問和感嘆，

而意志語氣則「表示說話人對說話內容的態度或情感」，包含了四個類別，

可能、能願、允許以及料悟。 

齊滬揚（2002）對功能語氣的立論依據來自於 Austin（1962）的語言行

為理論，Austin 認為英語中可以使用語態來達到實施某一行為的目的，我們

不反駁語態在語言行為理論中的表現，如陳述可表達 Searle（1976）言外行

為（illocutionary act）中的斷言（representatives）：對某種情況的真實性作

出承諾；而祈使可表達指令（directives）：試圖使聽者做某事等。若齊（2002）

所談的功能語氣為語態的對應，那麼陳述、祈使及疑問確實具備了 Austin

所說的語言行為表現，但我們認為語態是否可直接對應至漢語語氣的範疇，

必須回歸到語態本身討論，兩者是否能夠對應，以及對應程度為何，可能還

需要進一步的討論。 

除了功能語氣，齊（2002）的語氣系統下還包括了意志語氣，他的意志

語氣分類項及其概念和情態（modality）有高度的重疊，卻又不盡相同，賀

陽（1992）亦將情態概念應用於漢語語氣中，作為評判語氣處理，內涵較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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純，大抵在西方的情態範疇之下，另外，賀（1992）將情感類也作為語氣的

一種，分成五個小類（詫異、料定、領悟、僥倖、表情），但齊（2002）認

為這樣的作法會將語氣和口氣混為一談，他並不贊成賀（1992）將情感類歸

於語氣的作法，認為情感類應納入口氣的範疇之下，但從齊對意志語氣的定

義來看，我們很難將賀（1992）討論的情感語氣排除於意志語氣之外，情感

語氣也是「表示說話人對說話內容的態度或情感」的一種方式，和意志語氣

的概念高度重疊。我們認為齊（2002）對語氣及口氣的劃分依據不夠具說服

力，他延續孫汝建（1999）的作法，將那些不屬於陳述、疑問、祈使、感嘆

範圍的基本上都作口氣處理，只將料悟（即賀陽情感語氣中的領悟類）納入

語氣中，但並未解釋料悟和其他情感語氣的不同。 

我們認為這些問題的根本在於對語態（mood）的理解不夠全面，故將

語態作為一種語言共通現象，而未考慮語言類型的問題，下面我們將針對語

態的句法面及其和情態的關係討論齊滬揚（2002）及賀陽（1992）所採用的

語氣標準的優劣得失。 

表 二-1 齊滬揚語氣分類 

功能語氣 意志語氣 

陳述 疑問 祈使 感嘆 可能 能願 允許 料悟 

肯定 

否定 

詢問 

反詰 

請求 

命令 
 或然 

必然 

能力 

意願 

允許 

必要 

料定 

領悟 

表 二-2 賀陽語氣分類 

功能語氣 評判語氣 情感語氣 

陳述 疑問 祈使 感嘆 認知 模態 履義 能願 
詫

異 

料

定 

領

悟 

僥

倖 

表

情 

 
詢問 

反問 
  

(非)

確認 

或然 

必然 

允許 

必要 

能力 

願望 
     

2.1.1 語態語態語態語態的的的的句法面句法面句法面句法面和邏輯語義面和邏輯語義面和邏輯語義面和邏輯語義面 

上述提到齊滬揚（2002）和賀陽（1992）的功能語氣把語氣分為陳述、

疑問、祈使、感嘆等四類，其來源為西方傳統對話語（utterance）的分類方

式3，但 Jespersen（1924）4表示這樣的作法為把句類作為語氣分類的標準，

                                                 
3 參考 Sonnenschein的 Gram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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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純粹屬於意念，又不純粹屬於句法，而是在兩者之間交替的分類，這種

劃分方法只是對所謂的“句子”，即“含有一個限定動詞的話語”的分類。

發現到這個問題，而延續這個分類標準的學者如齊滬揚（2002）則從語言行

為理論重新對這種分類方式進行討論，他認為利用功能語氣能達到溝通交際

的目的，認為漢語語氣應同時討論“語力”與“句義”，即他所謂的功能語

氣和意志語氣，但這樣的作法只是從其他的角度審視印歐語系話語分類的語

用面表現，肯定的是這四種句子分類在語言行為方面的功能，但並未說明語

言行為能作為漢語語氣系統的理論背景，雖然如此，我們還是肯定齊（2002）

的嘗試對漢語語氣研究的正面刺激。 

而回到語態的討論，上文已提到語態是屈折語系利用動詞語尾變化來表

達不同的話語內涵，沒有統一的意念概念範疇，我們接受 Jesperson（1924）
5的作法，將語態視為一種以句法表現作為分類的標準，捨棄陳述、疑問、

祈使、感嘆四分的方式，並認為在不同的語言裡語態的分類可能也有所不

同，如英語的動詞語尾變化可區分三種語態：陳述、假設及祈使。 

從結構來說語態是純粹句法的區分，但 Palmer（2003）從邏輯語義關

係討論英語中的陳述和假設，發現其中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即前者為已然的

（realis），是已經發生或正在發生的確定事件，而後者為未然（irrealis），

為有可能發生但不確定的事件，也許是對真實性還存有懷疑或命題內容尚未

實現等。從這個角度觀察語態，可以確定的是其唯一的共同特徵在於結構變

化，這是屈折語系特有的現象，不同的語態在邏輯語義上可以有不同的表

現，若作為漢語語氣系統的架構，前提必須是和語態相同，以句法結構為討

論對象，但如此一來便會和漢語語系產生衝突，為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必須

從另一個角度分析語態和漢語語氣之間的關連，參考 Palmer（2003）的邏

輯語義概念，在此基礎上討論語態和情態之間的關係。 

                                                                                                                                              
4 Jesperson（1924: 301）：「… objection to the classification given by Sonnenschein is that it is expressly 

meant as a classification of “sentences” only, i.e. such utterances as contain a finite verb… The 

classification is thus seen to be faulty because it is neither frankly notional nor frankly syntactic, but 

alternates between the two points of view」（此段中譯參考齊滬揚 2002）。 
5 原文為：「… we speak of “mood” only if this attitude of mind is shown in the form of the verb: mood 

thus is a syntactic, not a notional category」in Jesperson（192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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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語態語態語態語態和情態的關係和情態的關係和情態的關係和情態的關係 

從結構上來說語態和情態（modality）是沒有關聯的，因為前者是句法

標準，後者為語義標準，但若統一從邏輯語義角度觀察，語態在情態中也佔

有一席之地，可作為情態的分支討論（Palmer, 2003: 2），但不是所有的語

態都有情態義，如上述提到的已然－未然（realis－irrealis）區分標準便將陳

述排除於情態之外，而將屬於未然表現的納入情態中（參考圖二-1）。 

 

 

 

圖 二-1 情態架構下的語態（mood） 

Palmer（2003）的情態系統（modal system）包含了知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和動力情態（dynamic modality），

我們認為 Palmer（2003）將陳述排除於情態之外的關鍵在於他將未然視為

情態的主要特徵，關於情態我們將在下一章中作較深入的說明。Palmer

（1986）也曾對語態和情態之間的關係進行解釋，他認為這兩者之間沒有全

然的對應關係，也不是語法形式和語法意義的兩個對立面，並指出情態的概

念遠遠超過了語態概念，因此若從語義上討論，應將情態作為範疇的區分指

標，而語態只是表達情態的一種方式。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命題命題命題命題標準標準標準標準 

這裡所說的命題標準概念，為語言成分是否對其所處的話語命題真值條

件（truth-condition）造成影響的概念。呂叔湘（1977）從廣義和狹義兩方面

討論語氣，他認為廣義的語氣包括「語意」和「語勢」兩個層面，狹義的語

氣則是「概念內容相同的語句，因使用的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別」，可看作命

題之上額外添加的成分。撇去和語調輕重緩急有關的「語勢」，能藉由語法

層面表達的語氣有「語意」及狹義的「語氣」，「語意」分為正反與虛實兩

種，狹義的「語氣」則分為三類，涵蓋了認識、行動及感情層面（參考表二

mood 

modal system (�) 

subjunctive (�) 
modality 

indica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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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呂叔湘（1977）和齊滬揚（2002）及賀陽（1992）等不同，以該語言

成分是否能對語句概念內容產生影響為基準來區分「語意」及「狹義語氣」，

他將語氣分為廣義及狹義兩種，依據語法形式（詞類）的不同分別納於「語

意」及「狹義語氣」中。廣義的語氣包括「語勢」，即語調的輕重緩急，也

包括了「語意」，「語意」以加用限制詞為主，表現正和反、定和不定、虛和

實等；而「狹義語氣」則由語氣副詞及語氣詞表現，內涵為不改變語句概念

內容，但可以表現不同的使用目的，所謂的「使用目的」包含了「與認識有

關」「與行動有關」以及「與感情有關」三方面。 

表 二-3 呂叔湘語氣分類 

語意 （狹）語氣 

正與反 虛與實 與認識有關 與行動有關 與感情有關 

肯定 不定 否定 實說 虛說 直陳 疑問 商量 祈使  

 是非

問句 

  可能 

必要 

假設句 

確認 測度

詢問 

反詰 

建議 

贊同 

命令 

禁止 

感嘆，驚訝

等 

關於語句的概念內容，呂叔湘（1977）並未進一步深入解釋，我們無法

確定呂（1977）所說的概念是否僅限於命題義，若從語義角度理解並觀察他

所說的「狹義語氣」內涵，我們認為其區分標準可能較接近命題真值條件

（truth-condition）的概念。但這樣的解讀並不全面，我們發現呂（1977）架

構中的「語意」並不全然如其所說都「對於概念的內容有改變」，除非此概

念內容屬於句義（sentence meaning）層面而非命題（proposition）層面，否

則無法解釋「不定」及「虛說」為何可納於「語意」中，但若以句義作為區

別標準，則許多的「狹義語氣」都可歸於能改變概念內容的「語意」範疇，

為了釐清這個問題，我們認為必須從句義和命題義的區別著手，對呂（1977）

所謂的語句概念內容進行定義。 

2.2.1 句義句義句義句義與與與與命題義命題義命題義命題義 

Saeed（2003: 12-14）曾對句子（sentence）和命題（proposition）進行

界定，他認為句子是「從話語抽取出的抽象語法成分（abstract grammatical 

elements obtained from utterances）」，即屏除語調、音高、腔調等語音面後，

從詞義和結構義加合所得到的形式，如下面的例句(1)不管由誰來說，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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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語調為何都是相同的句子。 

(1) Caesar invaded Gaul. 

從這個角度來看，語音層面的表現不屬於句義的範疇，因此呂（1977）所談

的「語勢」不對句義有任何影響，但其廣義語氣下的「語意」可改變句義內

涵。試比較： 

(2) 他是中國人。 

(3) 他不是中國人。 

(4) 他是不是中國人？ 

(5) 如果他是中國人，他會說中文。 

這裡(2-5)分別為肯定、否定、不定及虛說，有四種不同的句義，若能否影響

句義內涵是呂（1977）所說的「語意」和「狹義語氣」之間的分界，那麼將

不定及虛說納入「語意」是合理的，但實不然。試看： 

(6) 他難道是中國人？ 

(7) 他居然是中國人。 

(6)和(7)分別是呂（1977）「狹義語氣」中的認識表現及感情表現，依 Saeed

（2003）的界定它們也有不同的句義，但是呂並未將之也納入能「對於概念

的內容有改變」的「語意」中，可見「狹義語氣」和「語意」之間的區別並

不在此，而較類似命題真值條件（truth condition）的概念。命題真值（truth 

value）即命題於現實情況中究竟是真是假的判讀，而影響真值的種種語言

成分即命題真值條件（Saeed, 2003: 89）。如(2-5)例句其命題（p）基本上只

有一個，即“他是中國人”，例句(3)為對該命題的否定（～p），例句(4)為

針對命題尋求真值（truth value），即欲知道該命題是否成立，而例句(5)命題

則較複雜，含有語義邏輯概念（p→q），即條件和結果之間的關係，(5)命題

“他是中國人，他會說中文”只有在一種情況下無法成立：“他是中國人”

同時“他不會說中文”。 

從命題真值條件檢測，只有(3)的否定能影響命題真值，而不定的尋求

真值以及虛說的假設概念都不對真值有任何影響，命題不會因為詢問或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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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變它原本的真或假，「狹義語氣」亦然，Saeed（2003）認為不同的句子

可以有相同的命題，而同樣的命題可以有不同的使用目的：「these different 

sentences allow the speaker to do different things with the same proposition」，如

例句(9-11)有相同的命題(8)，可作出過去事實的描述、疑問及命令等，這和

呂（1977）「狹義語氣」的定義有高度的重疊。 

(8) JOAN MAKE THE SORBET. 

(9) Joan made the sorbet. 

(10) Did Joan make the sorbet? 

(11) Joan, make the sorbet! 

從語義面來說，呂（1977）納於「語意」中的肯定、否定以及實說都具

備組織命題或左右命題真值條件的資格，但不定和虛說則無法對命題義造成

影響也無法改變命題真值，有和「狹義語氣」共同的特質，下一小節我們將

從情態的角度討論「狹義語氣」和不定及虛說之間的關係。 

2.2.2 狹義語氣與情態狹義語氣與情態狹義語氣與情態狹義語氣與情態 

2.2.1中我們將不定及虛說排除於「語意」之外，主要依據為語義的命

題真值條件，認為這兩者不具備任何影響命題真值的成分，除此之外，我們

將其納入「狹義語義」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和「狹義語氣」之間的高度

共性，我們認為該特徵和情態有關。 

命題和情態是構成句子的兩個主要單位，命題表現句子內有真假值的部

份，即有客觀存在的依據，情態表現的是說者主觀的態度，最大範圍包含了

時制（tense）、時態（aspect）、否定以及說者的態度、評價等。Lyons（1977）、

Palmer（1986, 1990, 2003）及 Hoye（1997）所討論的情態範圍以表現說者

態度的情態為主，包括知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信息源情態（evidential 

modality）、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以及動力情態（dynamic modality），

而 Lyons（1977）認為時制（tense）也可作為情態的一種，原因在於時制代

表的是某個時間點，而和該時間點產生關聯的命題只有在該時間點上才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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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6。Lyons（1977）注意到許多印歐語系的時制表現常常出現情態義，如法

語中的未來時制能指出可能性，其他還有意志和願望等表現，這些概念都屬

於非事實性的，即上述談到的未然（irrealis）概念（Palmer, 1990 cf. Lyons, 

1968: 310）。雖然時制情態和其他主要情態有形式上的差異，但因其有情態

本質的特徵，我們將時制情態作為情態系統中的次要類別處理。 

至於「否定」究竟能否作為情態的一種，則受到一些爭議，Kruisinga

（1875）持肯定的看法，將「否定」看作一種情態的表現，而 Palmer（1990）

則提到「否定」在有情態表現的話語裡有兩種現象，一為對情態詞的否定，

一為對命題的否定。試看： 

(12) You needn’t take this down. 

(13) You mustn’t take him too seriously. 

例句(12)為對情態詞的否定，即“It is not necessary the case that p”，而(13)

則為對命題的否定“It is necessary the case that not p”。Palmer（1990）考察

各種情態和「否定」互動的情況，但並未明白表示「否定」屬於情態的一種。

回到「否定」和命題之間的關係，不管是對情態詞否定或是對命題的否定我

們都以～p 表示，因此僅靠命題演算（propositional calculus）是無法比較出

其差異的，為了進一步了解這兩種否定在情態表現中的特性，一般將作用於

命題外的否定稱為外部否定（external negation），包括對情態詞的否定，而

將對命題的否定稱為內部否定（internal negation），Lyons（1977: 768-777）

從這個基礎出發，討論這兩種否定的不同。試看： 

(14) I do not(A) say that the door is not(B) open. 

(15) I say that the door is open. 

例句(14)的(A)為外部否定，(B)為內部否定。若我們用命題演算表示，則寫

做“～～p”，從邏輯上推算“～～p”應等於“p”，但事實並非如此，(14)

指的並不是(15)，說明了外部否定和內部否定之間可能有本質上的差異。

                                                 
6 Lyons（1977: 809）：「… the proposition expressed by ‘It is raining’, ‘It will be raining’, ‘It has been 

raining’, etc., is true in world wi (i.e. in the world at time ti), but false in the world wj」（此段為筆者中

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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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ons（1977）認為內部否定（或命題否定）是一種對內含的否定（negation 

of the phrastic），而外部否定則是針對行為或情態的否定： 

1. propositional negation：assertion of not－p 

2. neustic negation (performative negation)：refusal or inability to assert p 

3. tropic negation (modal negation)：denial of p 

例句(14)的(A)即是一種行為否定（neustic negation），這類的否定表現在拒

絕實施各類語言行為上，但 Lyons（1977）認為這樣的非承諾

（non-commitment）行為本身仍舊是一種語言行為。第二種外部否定則和情

態有關（tropic negation），和內部否定不同，這類外部否定的對象通常是已

被接受或預期被接受為真值的命題，這三類否定只有 tropic negation（後作

情態否定）和情態產生直接的互動。根據 Lyons（1977）的討論我們無法確

切肯定「否定」可作為情態的一種，雖然三類否定中的命題都被要求為真值，

Lyons（1977）分別舉出原因，但都並未說明和「否定」之間的直接關聯，

故我們無法確切指出「否定」具有情態特徵。 

而 Perkins（1983: 48）則針對 Kruisinga（1875）的論述進行反駁，他認

為 Kruisinga（1875）將「否定」納入情態的立論過於寬鬆，也對命題的否

定表示否認命題真值的看法存疑，這點我們也同意，若如 Lyons（1977）所

言可將「否定」作三類討論的話，那麼第二和第三類否定則和命題否定無關。

Perkins（1983）將「否定」視作一個獨立的語義系統，認為它能和情態產生

互動但並不是情態的一種。我們接受「否定」不是情態的觀點，若否定概念

屬於情態邏輯中的一環，那麼作用於真實命題中的否定也應該具有非事實性

（non-factivity）特徵，但如此一來便會和斷言之間產生衝突，也無法滿足

情態本身對命題的要求，因此我們排除「否定」為情態的論點，但承認它能

在語義面上和情態產生互動，至於是否如 Lyons（1977）所說具有語言行為

的表現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中。 

根據上文的討論，我們認為情態至少包含了六大表現：知識情態、信息

源情態、義務情態、動力情態以及時制和時態情態，在一些情態的討論裡將

評價也納入情態的範疇裡稱為評價情態（evaluative modality），關於評價我

們將在下一節做進一步的介紹，這裡暫且將之納入情態架構裡。以呂叔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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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對漢語語氣的分析為基礎，我們發現其中「狹義語氣」以及部分的

「語意」能對應至情態的範疇，「狹義語氣」中的「與認識有關」語氣表現

和知識情態重合、「與行動有關」語氣和義務情態重合、「與感情有關」語

氣和評價表現重合等，另外，「語意」中的「虛說」亦涵蓋了知識及義務情

態表現（參考圖二-2）。 

關於「不定」的討論，我們參考 Lyons（1977: 748）以及 Palmer（1986: 

78-81）對英語疑問表現（interrogative）的分析，若疑問主要在於表示提出

問題及自身的懷疑和不確定，站在語氣的基準，Lyons認為疑問主要在表達

後者，即將疑問歸於知識情態的一種，但 Palmer認為這樣的作法過於主觀

且武斷，他不排除疑問為單純提出問題的觀點。而回到漢語「不定」的討論，

屈承熹（1999: 170）對 V 不 V-問句和嗎-問句進行比較，認為兩者之間的差

別在於是否含有說者的假定，即說者是否藉由疑問的形式表示他的不確定，

結果發現 V 不 V-問句是偏向中性的，不含有說者的態度，而僅在尋求問題

的答案，若屈承熹（1999）的論點無誤，那麼「不定」便無情態用法。 

情       態 

 

 

語意 （狹）語氣 

正與反 虛與實 與認識有關 與行動有關 與感情有關 

肯定 不定 否定 實說 虛說 直陳 疑問 商量 祈使  

 是非

問句 

  可能 確認 測度

詢問 

反詰 

建議 

贊同 

命令 

禁止 

感嘆，驚訝

等 必要 

假設句 

圖 二-2 語意和狹義語氣的情態表現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情感標準情感標準情感標準情感標準 

情感標準以王力（1943/1987）、張誼生（2000a, 2000b）及史金生（2003）

為代表，雖然不全都註明了其研究理論背景，但他們從語言的情感表現討論

知識 信息源 義務 動力 時制 時態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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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氣副詞，和語氣標準及命題標準之間產生了根本的分別。 

王力（1943/1987）認為語氣副詞（他稱為語氣末品）的特徵主要在於

「缺乏實義，僅表情緒」，張誼生（2000b）將這類副詞稱作評注性副詞，主

要表現的是「傳信」及「情態」，而史金生（2003）則認為語氣副詞是「表

達說話人情感認識的副詞」。史金生（2003）依據沈家煊（2001）對情感（affect）

的定義，對漢語語氣副詞作了基礎界定的工作，他將那些表達說者感情、情

緒、意向、態度，說者主觀上對命題是否真實所做出的判斷，以及涉及可能

性和必然性的知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等都納入語氣的範圍7，基本上

和張誼生（2000a, 2000b）的論點一致。 

張誼生（2000a, 2000b）和史金生（2003）所談的語氣顯然較王力

（1943/1987）來得廣，他們分別從語法面及語義面討論語氣副詞，認為語

氣副詞屬於句子層面，其特徵為無法充當句子的謂語及補語，修飾的是整個

句子，對相關的命題或述題進行主觀評注，其出現位置靈活，具有動態性（張

誼生 2000b）。 

從分類上來說，張誼生（2000a, 2000b）及史金生（2003）大致依語義

標準區分（參考表二-4 及二-5），其分類理論依據和情態概念息息相關。張

（2000b）將評注性副詞區分為「傳信」及「情態」兩種，他的「傳信」包

含了信息來源、對真實性的態度以及確性程度三種，即 Palmer（1986）所

談的知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和信息源情態（evidential modality），而

「情態」則分為知識和義務，所謂的知識為說者對命題的知識、信仰、態度、

觀點等的表達，而義務則包含了說者的指令、承諾、願望、評價等，後者可

部份對應至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而我們上述所談的評價情態

（evaluative modality）則分布在知識和義務中，如意外和僥倖。 

表 二-4 張誼生語氣分類 

傳信 情態 

斷言 釋因 推測 總結 知識 義務 

肯

定 

否

定 

理

解

性 

溯

源

性 

確

定

性 

揣

度

性 

推

斷

性 

排

他

性 

強

調 

婉

轉 

深

究 

比

附 

意

外 

僥

倖 

逆

轉 

契

合 

意

願 

將

就 

                                                 
7 在沈家煊（2001）中將知識情態和情感區別開來，前者屬於說話人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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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觀察張（2000b）的分類，其中容易產生混淆的地方在於「傳信」和「情

態」知識類的重疊，兩者皆牽涉到了知識情態，後者只是增加了說者觀點，

如表二-4 中表達意外的小類，但這樣的處理方式無法清楚解釋知識和義務

之間的差別，張（2000b）對義務的定義中也包含了表達觀點的評價，在分

類上容易模糊不清。 

我們認為史金生（2003）的處理較為妥當，他的語氣系統也分為兩大類

──「知識」及「義務」，兩者之間的區分較為清楚，除了指明類以外，前

者大抵屬於知識情態的範疇，證實類可歸於信息源情態，推斷及斷定類可作

知識情態看；後者則包含了義務情態，但史（2003）另外將情感及評價也納

入了「義務」的範疇。史（2003）將 Palmer（1986）的情態概念延續到漢

語語氣副詞的分類上，沒有張（2000b）上層分類內涵重疊模糊的現象，但

另外添加了情感類，史（2003）的情感類和我們上述所談的情感（affect）

無關，亦和情態無關，表達的是疑問和感嘆，若疑問包含了 V 不 V-問句和

嗎-問句那麼可部份對應至知識情態，但感嘆則在理論依據上較薄弱。 

表 二-5 史金生語氣分類 

知識 義務 

肯定 推斷 意志 情感 評價 

證實 斷定 指明 或然 必然 指令 意願 疑問 感嘆 關係 特點 

而王力（1943/1987）將語氣末品分為八類，其中有語義標準，如詫異、

不滿、頓挫、辯駁、慷慨語氣，也有以程度區分的，如輕說、重說語氣，和

以句法分的，如反詰語氣，屬於個別處理的方式。 

2.3.1 高層明說高層明說高層明說高層明說義與情感義與情感義與情感義與情感 

從情感標準討論語氣副詞的學者著重於說者態度以及主觀意識的表

現，而什麼是態度，什麼又是主觀意識呢？從語義上來說，不管是態度還是

主觀意識都無法進入命題討論，因為這些概念對命題真值的內涵不產生任何

影響，這些成分可對應至史金生（2003）提到的情態範疇，其中也包含了評

價，從張誼生（2000a, 2000b）及史金生（2003）的討論來看，他們傾向於

將評價也納入情態的範疇，我們對此持保留的看法，而另外從高層明說義

（higher level explicature）的角度來看漢語的語氣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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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rber and Wilson（1986）定義高層明說義為說者對命題所抱持的態

度，而該態度可藉由一些語言成分表達，如情態（modality）、評價（evaluative）

及語言行為（speech acts）皆可表示高層明說義（Carston, 2002: 120-121）。

支持情感標準的分析以情態架構為基礎討論漢語語氣，其中也涵蓋了評價表

現，我們認為漢語語氣和高層明說義呈現高度重疊的情況，若以高層明說義

為界定標準，可以解決一些難以納於情態架構中的語氣表現，如史金生

（2003）義務語氣下的情感類（如“難道、多麼”），及知識語氣下肯定類

中的「指明」表現。史（2003）定義「指明」為「宣告一個與某個已有命題

相關的事實」，並非肯定事實而是陳述一項事實，和我們對情態的理解產生

衝突，但又納於漢語語氣的範疇裡，原因在於表示「指明」語氣的副詞如

“才、就、可、並、也”等或多或少都有高層明說義的表現，可傳達說者的

態度或主觀情緒。 

2.3.2 情態與評價情態與評價情態與評價情態與評價 

我們觀察漢語語氣副詞的表現，從語義面來看，語氣主要分布於情態和

評價概念裡，雖然情態和評價都對聽者取得高層明說義有助益，但兩者並不

能放在同一個語義範疇裡討論。關於情態和評價，有部分學者將評價納於情

態之下，如張誼生（2000a, 2000b）、史金生（2003）及 Rescher（1968）。 

我們參考 Rescher（1968）對情態所下的定義，他討論的情態範圍相對

較廣，除上述談到的主要情態外，還包括了願望情態（boulomaic modality）、

評價情態（evaluative modality），以及因果情態（causal modality），Rescher

（1968）對情態的討論以哲學邏輯為基礎，但從語義上來說，評價情態和上

述所說的五種情態有根本上的區別。知識情態、信息源情態、義務情態，以

及動力情態為說者加諸於命題或事件上的評估或態度，命題成立的環境為可

能世界（possible world），Palmer（1986）認為情態應屬於未然層面，那些

屬於已然層面的信息是確定的、已發生或正在發生的事件，如無情態添加的

命題和事件。但 Rescher（1968）談及的評價情態具有使命題成為已然的特

性。Jesperson（1924）8即發現到類似的問題，他將事實性及非事實性概念

                                                 
8 Jesperson（1924: 320）針對 Deutschbein致力於將所有 mood置於同一個邏輯概念系統的嘗試進

行討論，發現雖然可將必要性、可能性、不可能性放在邏輯下討論，但卻難以接受事實性及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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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Palmer所談的 realis和 irrealis）從他所討論的具有可能性、必要性的語

態中區別開來。我們以 Lyons（1977）所舉的例子觀察此現象： 

(16) It is amazing that they survived. 

(17) They survived. 

Lyons（1977）認為例句(16)肯定了(17)命題的真值（truth），不管(17)是否

為(16)的前提（presuppsition），重點在於“amazing”本身能讓命題實現於

真實世界中，它是一種事實預想（factive predicator）。Perkins（1983）曾提

到情態的關鍵概念在於我們對知識的欠缺，故無法從真實世界的角度切入，

進行肯定或斷言命題及事件的真假，因此情態是非事實的（non-factivity），

即“know”和“certain”之間的差別，前者是事實預想，後者為非事實預

想。Perkins（1983）認為評價情態（如命題 p 很好）9常常是事實性的，具

有表示命題為真的前提。 

根據 Lyons（1977）及 Perkins（1983）的觀點，我們很難將「評價」這

個概念放入情態系統裡，情態本身固然是評價的一種表現，但前提是該命題

或事件為非真、不肯定為真或尚未成真的，若「評價」的對象為事實，則和

情態的本質產生衝突。我們不否認情態本身的評價功能，但對於 Rescher

（1968）所提出的評價情態抱持存疑的態度，我們認為與其說針對在可能世

界中成立的命題或事件所表示的立場、評估或態度，Rescher（1968）所談

的「評價」更接近於對真實世界中確定事件的直接情感表達及反應。 

2.3.3 高層明說義的高層明說義的高層明說義的高層明說義的編碼和推論編碼和推論編碼和推論編碼和推論 

要理解話語，句義或命題義並不是唯一的管道，Grice（1967 cf. 

Itani-Kauffmann 1990）即觀察到我們可以利用語言表達語言成分外的意思

（non-natural meaning），這些意思和語言內建的語義（what is said/entailed）

相對立，稱為隱含（implicature），話語能夠表現什麼樣的隱含常常和發話

                                                                                                                                              

實性和其他 mood特徵置於同一範疇的作法，他指出：「… though my own tripartition necessity, 

possibility, impossibility seems to me logically preferable, as reality and unreality belong to another 

sphere than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9 It is good/wonderful/bad…tha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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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語境（context）息息相關，但語言除了能表現內建語義和隱含外，

Sperber and Wilson（1986）還發現了明說意義（explicature）和高層明說義

（higher level explicature）。明說意義為站在話語的基礎上擴充填補的結果，

是完整的命題形式10，可視為 Grice（1967）內建語義的延伸，而高層明說

義和隱含相同，可透過推論（inference）獲得，高層明說義表達的是說者對

他所說的話所抱持的態度，我們理解話語時常常需要高層明說義的輔助，否

則無法得到話語背後所要表達的意思。試看： 

(18) Please attend course planning and examiners’ meetings in future. 

(Grundy, 2000: 102) 

這是 Grundy（2000）所舉的例子，從明說意義來看(18)要說的是“請參加日

後的課程規劃及考試會議”，但該明說意義並不足以使我們明白(18)的話義

（utterance meaning）。Grundy接收到(18)時曾懷疑該信息是否為一項警告，

甚至為指責他曾經未盡到校職員義務的信息，要明白(18)說者所要表達的信

息，我們必須找到其話語所帶的高層明說義，這個過程和 Sperber and Wilson

（1986）所討論的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有關，聽者基於現有的知識

背景進行推論，取得最高關聯的解讀作為(18)話義，關於關聯理論我們將在

第四章進行介紹。 

若高層明說義如 Carston（2002: 120-121）所說分布於三個不同的語義

或語用範疇，情態和評價為語義表現，語言行為為語用表現，但根據(18)我

們發現高層明說義的取得似乎很難依據傳統的語義∕語用標準來界定。

Aijmer（1996）11曾觀察瑞典語中諸多情態詞的表現，發現情態概念無法解

釋情態詞的所有面向，並指出情態詞可反映聽說者之間的關係，是一種從情

態面轉移到人際互動面的現象，Aijmer 提出的論點讓我們重新思考高層明

                                                 
10 這裡我們參考 Grundy（2000: 102）對明說意義的定義：「An explicature is an enrichment of an 

original utterance, …, to a fully elaborated propositional form」。 
11 Aijmer（1996）：「… all the meanings of modal particles cannot be analysed in a theory of epistemic 

modality but that the particles need to be explained in a more general framework of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in terms of pragmatic aspects of modality such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peaker 

and the hearer… they can be extended from the modal or speaker-oriented to the interpersonal domain」

（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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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義於不同層面的表現，似乎無法以單一的架構進行討論，若依 Blakemore

（1987, 2002）的認知語用理論架構處理，這些高層明說義的來源可能可分

為編碼（conceptual）和引導（procedural）兩種，前者為語言成分本身內建

了高層明說義，後者則必須透過推論才能得出説者於溝通中所表達的情緒或

態度。Ungerer（1997）亦觀察到有些形容詞及副詞並不直接針對話語提供

評價，而是暗示、提醒聽者有某些評價的存在，他稱之為觸媒（trigger），

即 Urmson（1963）所說的暗示裝置（device that we have for warning the 

hearer），這些都和 Blakemore（1987, 2002）所說的引導碼（procedural 

encoding）概念有關。根據第二和第三節的討論，漢語語氣和高層明說義之

間有高度的共性，但也如 Aijmer（1996）所觀察到的，我們很難用一個平

面的理論架構去處理高層明說義的表現，而漢語語氣分類的困難可能即反映

了這個問題，雖然語氣所投射的層面相同，都是說者的情感或主觀意識，但

其所作用、運作的方式卻很難以一個單一的理論去解釋。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觀察齊滬揚（2002）和賀陽（1992）的研究，我們不難發現他們試圖將

語態（mood）和情態概念應用於漢語語氣系統的努力，但這樣的作法在某

種程度上還是欠妥，除了漢語並非屈折語系之外，語態和情態的上下層關係

未清楚劃分也是問題之一，且從分類標準上來說，功能語氣和其他語氣類別

的區別方式不同，前者原先為結構取向，但應用於漢語時成為了語義取向，

若依齊（2002）的定義則為語用取向，而後者（意志∕評判語氣）為單純的

語義標準，兩者之間缺少統一性，再加上齊（2002）和賀（1992）所採用的

功能語氣內涵本身已受到西方學者的質疑，是一種夾雜了句法及語義的標

準。我們認為若要以語態（mood）系統作為漢語語氣的主要架構，首先必

須決定究竟要以句法結構為標準亦或選擇語義標準，而從漢語語系特徵來

看，以語義為分類標準似乎是較好的作法，那麼如此一來便要捨棄陳述、疑

問、祈使、感嘆這樣以句法特徵為區分標準的方式，而採取 Palmer（1986, 

2003）的情態架構，從語義的角度討論語氣表現。 

呂叔湘（1977）的命題標準為從語義層面出發討論「狹義語氣」，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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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義語氣」和「語意」的區別在於是否具備命題真值條件，即是否有能力

改變命題的真值，該區分無法對應至呂「語意」中的所有類別，我們認為會

產生這樣的問題主要在於呂對「語意」及「狹義語氣」的定義受到了句法影

響，雖然呂以語義為界定標準，但同時也考慮了漢語的表現形式，依照詞類

作出劃分，將那些不屬於語氣副詞及語氣詞的語言形式皆排除於「狹義語氣」

之外，由於界定標準的不統一，導致「語意」中各類成分產生了異質性。 

而從情感標準分析語氣則給了我們一個很大的啟示，情感標準捨棄從結

構著手區分的方式，改由語義出發，避免造成因結構不同而產生混淆的現

象，許多印歐語系中的語氣表現漢語不一定有，若拿這個漢語不一定有的語

氣內涵作為架構便無法保證不會造成問題，然而，若以語義為基礎，即使語

言表達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由於語義內涵是一樣的，理論基礎也相對穩固。 

根據上述三種分類標準的介紹及討論，我們發現漢語語氣副詞的表現為

以情態為中心，周圍還包含了評價（evaluative）概念，因此我們提出從高

層明說義討論漢語語氣副詞的方式，這不但補足了呂叔湘（1977）從是否能

改變話語內涵的分析方式，並能夠反映語氣多面表現的特質，如上述諸位學

者所觀察到的，說者不僅可藉由語氣表達對命題的知識性評估，也能傳達對

已發生事件的評價，甚至包含了呂（1977）所說的一些涉及行動的表現，這

些都在傳統語氣的討論範疇內，很難用單一的語態架構或是情態架構討論，

單就命題義界定出語氣看似可行，但卻無法區別出其中個別語氣的差異，因

此我們在這裡試圖從高層明說義的角度出發，觀察漢語語氣的表現，並將評

價於情態中獨立出來做一語氣類別。另外我們參考謝佳玲（2006）對漢語情

態詞的界定，謝（2006）所討論的情態較廣，也包含了評價，但他批判許多

傳統納入評價副詞的表現，認為這些副詞僅作用於部分命題，而非命題描繪

的整個情境，可能修飾的是程度、時間、範圍、數量、條件意義等，並不在

表達說者的觀點或態度，我們接受謝（2006）的分析，將這五類副詞排除於

評價之外，也排除於語氣之外。 

在上述討論的語氣標準、命題標準及情感標準的基礎上，我們選擇從高

層明說義的角度觀察漢語語氣表現，並另外將編碼∕推論高層明說義的概念

應用於漢語語氣副詞的分類，原因在於漢語語氣副詞除了本身可能編碼高層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明說義概念外（情態編碼及部分評價編碼），還有一些並無概念義，這些語

言成分主要在引導聽者取得概念。若依語氣的來源作為分類標準，基本上可

分為三大類：情態語氣、評價語氣，以及引導語氣，情態及部分評價語氣為

語言成分的編碼，其高層明說義的取得過程為解碼過程，而引導語氣則是藉

由語言成分的引導功能指示聽者正確的推論方式，其高層明說義的取得過程

為推論過程，反映了上述所說的觸媒、暗示裝置及引導碼等表現。 

此外，我們認為編碼情態及評價語氣的語言成分可能還對其他高層明說

義的推論引導有幫助，如情態語氣中的“的確、其實”除了表現情態義之

外，還可協助聽者取得說者的言外之意及其對命題的態度，而大部分的評價

副詞除了本身編碼的概念義，也常伴隨著其他高層明說義的推論，我們將這

類的表現歸於引導語氣中，並分別於第三及第四章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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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漢語漢語漢語漢語語氣副詞語氣副詞語氣副詞語氣副詞語義分語義分語義分語義分布布布布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情態範疇中的語氣副詞情態範疇中的語氣副詞情態範疇中的語氣副詞情態範疇中的語氣副詞 

最早提出情態概念的是哲學家 Aristotle，人類思維並非僅限於真實世界

中的所看所聞，我們除了所處的這個世界之外，透過語言的使用，還和許多

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產生連結，如“必要性（necessity）”和“可能

性（possibility）”這兩種概念，只有在可能世界中才得以實現，試看： 

(1) 學生必須寫作業。 

(2) 學生也許寫了作業。 

例句(1)和(2)的命題為「學生寫作業」，該命題在真實世界中無法保證一定為

真，若某個學校規定學生不必寫作業，或根本不出作業給學生，那麼該命題

為假。但我們不會懷疑這兩個句子的合法性，因為說者利用的媒介並非真實

世界，而是其他可能世界，在他所選擇的可能世界裡，例句(1)或(2)的命題

為真。雖然真實世界無法滿足我們所有的思維內容，但這些跳脫真實世界框

架的概念卻可以透過可能世界表達出來，這些概念有一部分即為情態。 

什麼是情態？Rescher（1968）12從命題的角度觀察，他認為當命題被置

入某個特定條件（qualification）表現時會呈現另一種不同於原本命題的樣

貌，這些影響命題的種種條件就是所謂的情態。Rescher（1968）對情態的

定義較為模糊，從這個定義著手，有一些在語言學界受到爭議的情態也納入

他的情態架構下，如評價情態（evaluative modality）和否定（negation）。

什麼樣的“qualification”能夠表達情態呢？Leibniz（cf. Perkins, 1983: 6）從

可能世界（possible worlds）的角度探討，進一步揭示情態所表示的概念，

他認為當一個命題在某個特定世界（真實或想像的）中成真時，在其他世界

便為假（a proposition can be said to be true in one particular (real or imagined) 

world and false in another），也就是一個概念或命題的真值可以在真實世界或

                                                 
12 Rescher（1968: 24）：「when...a proposition is... made subject to some further qualification of such a 

kind that the entire resulting complex is itself once again a proposition, then this qualification is said to 

represent a modality to which the original proposition is subjected」（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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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世界下成立，Perkins（1983: 6）將這樣的現象用“things being 

otherwise”一詞表示。關於可能世界，Hoye（1997）13亦曾提到情態和可能

世界之間的關係，可能世界存在於說者的心中，當他需要事件成真時便選擇

其中相對應的可能世界，每個可能世界都反映了一種情態概念。而 Perkins

（1983）14也做過類似的討論，認為情態可視為可能世界，而我們藉由可能

世界表達事件或命題的真或假。Perkins（1983）所說的“thing”是有界定

的，他針對 Lyons（1977）所劃分的三類概念（first/second/third-order entities）

進一步解釋情態所能作用的範圍。他認為第二和第三類概念能作為情態作用

的對象，即命題（proposition）和事件（event）。 

西方學者關於情態的討論，偏重情態助動詞（modal auxiliary）的分析，

分別有下述四個方面：知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信息源情態（evidential 

modality）、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以及動力情態（dynamic modality）。

Palmer（2003）將前兩者統稱為命題情態（propositional modality），為說者

對命題的評估，如： 

(3) He may come. 

(4) He must have met her. 

例句(3)和(4)分別為知識情態和信息源情態。表達說者認為該命題發生的可

能性，對命題的確信度，藉由證據的提出表達對命題為真的信賴度等。後兩

者為事件情態（event modality），為說者表達對未來可能成真事件的態度，

如： 

(5) You must go now. 

(6) I will come tomorrow. 

例句(5)和(6)分別為義務情態和動力情態。義務情態包括義務及許可，動力

                                                 
13 Hoye（1997）：「the speaker operates with alternative worlds or scenarios in mind... the speaker 

envisions a possible world in which things are as he would want them to be... there are different types of 

possible world, each type corresponding to a particular modality」（此段為筆者中譯）。 
14 參考 Perkins（1983: 8）：「the kind of ‘thing’ which can be seen as being subject to modality is either 

an event or a proposition, and that modality itself can be understood in terms of possible worlds in which 

such entities can be conceived of as being real or true」（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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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態則涵蓋了能力和意願。 

Lyons（1977）、Palmer（1986, 1990, 2003）及 Hoye（1997）所討論的

情態範圍以上述四種情態為主，我們以 Lyons（1977）及 Palmer（1986）的

情態架構為基礎，另外參考 Perkins（1983: 10-12）分析的情態來源，依據

情態的形成原則，首先將情態分為下列三組： 

A. 理性原則情態（rational laws）； 

B. 社會原則情態（social laws）； 

C. 自然原則情態（natural laws）。 

Perkins（1983）所提到的這三個原則，其實也是情態所對應的三種可能世界

型態。第一個原則，為依據人類普遍具備的理智推理所作出的評估，包含了

知識情態（epistemic modality）及信息源情態（evidential modality）和 Rescher

（1968）談到的真值情態（alethic modality）。當我們有某種程度的知識不

足（lack of knowledge），常常會透過理性推論或演繹的方式尋求合適的情

態，形成仰賴信仰（belief）或證據的結果；第二個原則，牽涉到社會性常

規，處於該社會或團體的個體都具備遵守常規的共識，同時也賦予個體擁有

實施常規的權力，該常規有時可能不直接和社會制度產生聯繫，而是個體之

間產生的職權強弱造成的非正式常規，包括了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

和願望情態（boulomaic modality）；第三個原則，屬於可能世界的環境和非

事實性事件之間自然產生的關係，如動力情態（dynamic modality）和 Rescher

（1968）提到的因果情態（causal modality）。 

表 三-1 情態分類 

 理性原則情態

(rational laws) 

社會原則情態

(social laws) 

自然原則情態

(natural laws) 

Rescher(1968) Alethic modality 

Epistemic modality 

Deontic modality 

Boulomaic modality 

Causal modality 

Likelihood modality 

Lyons(1977) Epistemic modality Deontic modality  

Palmer(1986) Epistemic modality 

Evidential modality 

Deontic modality Dynamic mod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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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理性原則情態理性原則情態理性原則情態理性原則情態 

理性原則情態的關鍵概念為「知識不足」，因為知識的不足導致說者無

法對命題作百分之百的肯定斷言，而必須透過情態的表現在可能世界實現命

題義，其中包括了知識情態及信息源情態，另外 Perkins（1983）認為 Rescher

（1968）所說的真值情態（如命題 p 其實為真）15也在理性原則之下，說者

根據個人信仰、推理、所得的證據等對命題進行評估，真值情態的特徵在於

對命題的高度真值推斷，但該推斷並不直接表示說者對命題為真的斷言，我

們認為真值情態其實和知識情態及信息源情態特性交叉重疊，都有某種程度

的「知識不足」。 

我們對這三種情態作出個別特徵的區別，由於其間共性的重疊性高，都

是說者為了對命題進行評估所採用的手段，因此說者如何作出評估，以及評

估內涵為何等為理性原則情態下分類的主要標準。我們參考 Chafe（1986）

對 evidentiality的討論，將那些根據證據（可能為語言成分證據、個人信仰、

假設推論等）對命題真值評估的情態稱作信息源情態，而那些不特別牽涉到

證據來源的情態為知識情態，兩者都為對命題真值的評估，表現說者對命題

真值信賴的程度，其區別在於前者具有評估的根據；而真值情態表達的也是

說者對真值信賴的程度，但支持的立場不同，說者從非真實世界的角度肯定

該事實、並認為該命題為事實，而非闡述事實性的高低。 

我們依據上述理性原則定義，並參考 Greenbaum（1969）、Chafe（1986）、

Hoye（1997）、Biber（1999）、Biber and Conrad（2000）對英語情態副詞的

討論，以及 Li and Thompson（1992）齊滬揚（2002）、賀陽（1992）、張誼

生（2000a）對漢語語氣副詞的分類，將漢語語氣副詞中對應的理性原則情

態整理如表三-2。漢語語氣副詞中的可能語氣、評判語氣及推測語氣和我們

討論的知識情態吻合，雖然側重的角度不同，但都表示對命題真值的評估，

可能語氣強調事件為真的可能性，而評判和推測語氣則以說者的視角出發，

著重說者作出該評估的動作，其中表示高程度信賴的知識情態有“一定、必

然、必定”等，表示低程度信賴的知識情態有“也許、大概、或許”等。關

於信息源情態，我們參考 Chafe（1986）對信息來源的分析，根據信息的來

                                                 
15 It is necessarily/actually/possibly true (or: false) tha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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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將信息源情態分為三種：歸納性（induction）信息源、知覺性（sensory 

evidence）信息源、傳言性（hearsay evidence）信息源。我們刪除 Chafe（1986）

的第四種演繹性（deduction）信息源，主要原因在於該信息源不是客觀環境

下形成的，說者將預測出的證據作為信息來源，但該來源是說者主動建構而

非透過觀察、理性歸納等方式得來，因此嚴格來說還是一種表達對信息真值

的評估，只是在評估過程中說者主動進行預測，提供信息為真的證據，但該

證據缺乏客觀條件的輔佐，因此作為證據的立場較為薄弱，故我們將第四種

演繹性信息源視為知識情態的一種。上述三種信息來源中，歸納性信息源是

相對模糊的，說者點出對該命題有證據上的支持，但不對該證據作說明，聽

者也無從得知證據性質為何，只知道說者根據某種證據作出對命題的評估，

英語有“obviously, evidently”等，Greenbaum（1969）認為這類詞彙和知覺

觀察（observation/perception）有關，Biber and Conrad（2000）則歸於知識

情態下，但仍承認其有信息來源，對應到漢語為語氣副詞“顯然”。真值情

態和知識情態及信息源情態最大的不同在於前者肯定命題本身為事實

（「relating to the notion of truth itself」in Rescher（1968）），我們參考英語

副詞的討論，認為真值情態副詞對應到漢語有“其實、當然、的確、誠然”

等。 

表 三-2 漢語理性原則情態副詞 

知識情態副詞 信息源情態副詞 真值情態副詞 

高程度信賴 低程度信賴 歸納性 知覺性 傳言性 完全信賴命題為真 

一定、必

然、必定 

也許、大

概、或許 
顯然  其實、當然、的確、誠然 

3.1.2 社會原則情態社會原則情態社會原則情態社會原則情態 

社會原則情態和理性原則情態的主要不同在於前者牽涉到的是事件

（event）而非命題（proposition），社會原則情態影響事件成真的可能性，

說者在可能世界中表達對事件的態度，如義務及許可，社會原則情態遵循話

語參與者所處社會或團體內的常規，根據該常規，社會或團體內的個體都有

實施及遵守常規的權力及義務，如 Lyons（1977）談到義務情態的主要概念，

他認為義務情態不管牽涉到的是可能性或必要性，談論的主軸都是被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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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16，Palmer（1990）也說義務情態的中心即在表現其命題實現

（performative），這些概念都和 Perkins（1983）提到的社會原則有關，當

說者要表達對某事件的實現時往往以社會原則作為指標，在此原則之下充分

得到施行的權力。除了義務情態之外，還有 Rescher（1968）提到的願望情

態（boulomaic modality），表達說者希望或不願的情感，可對應至 Lyons

（1977）提及的“mands”到“non-mands”的右端線性概念（參考圖三-1），

我們可以發現願望情態的實現不像義務情態那樣直接，但都具有實現性。 

然而實現與否和社會原則能否完全對應則是另外一個問題。Perkins

（1983: 11-12）認為那些 Lyons（1977）歸於客觀義務情態（objective deontic）

範疇（即願望情態）特徵強調的是個體而非社會性，和主觀義務情態

（subjective deontic）間應作一個區別，Perkins（1983）認為牽涉到個體可

能性或必要性的表現更接近動力情態（dynamic modality）。Perkins（1983）

的觀點主要在於願望情態的實現不在他所談的社會原則之下，雖然將願望情

態納於動力情態是一個解決辦法，但我們認為這會影響到上層三個原則的劃

分基礎，Perkins（1983）對動力情態所根據的自然原則其重點在於生物、化

學、物理等原則下客觀環境和尚未成真事件之間的關係：「the relationship 

which exists between circumstances and unactualized events in accordance with 

natural laws—e.g. those of physics, chemistry, biology, etc.」，而願望情態的來

源主要為主觀意識影響的心理層面，姑且不論該主觀意識是否受到社會原則

的制約，願望情態本身就不屬於自然原則的範疇。為了避免三個原則的內涵

產生混淆，我們認為有必要將 Perkins（1983）的社會原則作一些調整，我

們認為社會性常規除了真實世界中確實存在的社會或團體常規外，同時也包

含了個體之間產生的主觀性職權強弱造成的非正式常規，個體根據非正式常

規可以表達警告、建議、規勸等，此外，也包括個體主觀意識形成的自我內

在常規，內在常規給予個體表達希望或不願。我們相信非正式常規和內在常

規其實都是形成社會常規的一部分，只是社會常規較為具體且穩定，被社會

或團體普遍接受。 

                                                 
16「… deontic modality is concerned with the necessity or possibility of acts performed by morally 

responsible agents」in Lyons (1977: 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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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調整過後的社會原則為架構，納入 Palmer（1986）等討論的義

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和 Rescher（1968）的願望情態（boulomaic 

modality），另外，再加入 Lyons（1977）提及的從義務、許可到願望之間

的過渡情態。 

 
 義務，命令，要求，請求，允許                 警告，建議，規勸，願望 

圖 三-1 社會原則情態 

這裡我們根據 Lyons對兩極的分布提出一個概括性的可能排列，不針對個別

的程度高低進行討論。關於願望情態（如希望、害怕、後悔、渴望命題 p

為真）17，Perkins（1983）認為其實是義務情態的延伸，間接表現說者對該

事件的期待，透過願望的表示使事件完成。但我們發現，並不是所有願望情

態都單純表示對事件完成與否的寄望，其中“後悔 p 為真（It is regretted that 

p）”的 p 則為命題而非事件，且該命題並無非事實（non-factivity）特性，

我們認為“regret”和“amazing”及“know”一樣都是一種事實預想

（factive predicator），暗示命題為真，因此我們屏除“regret”類，將其排

除於情態系統外。 

我們考慮傳統漢語語氣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允許語氣和祈使語氣（即允

許和必要，屬於義務情態）以及商量語氣的討論上。根據呂叔湘（1977）對

狹義語氣的分析，我們認為那些「與行動有關」的語氣符合社會原則情態的

要求，可對應至 Lyons（1977）“mands”到“non-mands”的線性上，而齊

滬揚（2002）的允許語氣及賀陽（1992）所談的履義語氣也屬於情態架構下

的義務情態，另外還有史金生（2003）討論的表願望的語氣等（參考表三-3）。

關於意願語氣，在這裡先作一些澄清，我們認為史金生（2003）所談的「意

願」包含了 Palmer（1990）的中性動力情態（neutral oriented dynamic），

表現受到環境影響及限制讓一件事成真的可能性或必然性，如“只好、只

得”，和社會原則的願望不同，前者屬於自然原則層面，後者為心理層面

（psychology），但史將這兩者放在同一個範圍討論，認為意願語氣體現的

是主體對某種行為的主觀選擇，若放在 Perkins（1983）的三原則架構下分

                                                 
17 It is hoped/feared/regretted/desired (or: X hopes/fears/ regrets/ desires) tha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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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史所謂意願語氣的「主觀」可能是自然情況下順勢發展的結果，即在自

然情況下所產生的可能性或必然性，也可能是說者依循社會原則或其內在常

規進行的「主觀」選擇，表現社會原則情態。我們認為史的意願語氣分界模

糊，無法完全納入義務語氣中，而我們在這裡所說的願望情態指的是那些根

據社會原則或內在常規表現「實現命題」的概念，即根據社會原則讓事件成

真的內涵，能夠使命題在可能世界中得到真值（truth value），是不受自然

原則影響的主觀決定。 

表 三-3 漢語社會原則情態分布 

呂叔湘 (1977) 賀陽 (1992) 齊滬揚 (2002) 史金生 (2003) 

與行動有關語氣 履義語氣 允許語氣 義務語氣 

商量 

語氣 

祈使 

語氣 

允許 

語氣 

必要 

語氣 

允許 

語氣 

必要 

語氣 

指令 

語氣 

意願 

語氣 

建議 

贊同 

命令 

禁止 

允許 

許可 

義務 

必要 

允許 

許可 

義務 

必要 

規定 

禁止 
願望 

商量 

情態 
義務情態 

願望 

情態 

不妨、何

不 
必須、一定、務必、千萬 

寧願、寧

可、寧肯 

除了義務情態和願望情態外，另外添加商量情態。我們認為商量情態和

願望情態一樣，都偏向 Lyons（1977）線性右側，屬於命令程度及實現性較

低的一種情態，但最終目的和義務情態相同，都是對將來可能發生的事件進

行表態。其中需要釐清的是，呂（1977）提到的商量語氣裡的「贊同」是否

可視為一種情態？這裡我們對社會原則情態的要求是所評估的對象為事件

而非命題，雖然「贊同」和「允許」「命令」「建議」等相同對象都是事件，

但「贊同」表示的是說者對該事件的態度，該態度的影響力無法讓事件於可

能世界下成真，除非說者受到該態度的影響出現「建議」「規勸」或「警告」

的結果，但「贊同」本身並沒有促使事件發生的目的，表達的只是說者受到

刺激後的反應，該反應無法影響事件在可能世界成真的可能性，因此我們認

為「贊同」無法納於社會原則情態之下。 

3.1.3 自然原則情態自然原則情態自然原則情態自然原則情態 

自然原則情態為依據自然原則得出非事實事件於特定環境下的關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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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的自然原則和物理、化學及生物規律有關，Perkins（1983: 11-12）將動力

情態（dynamic modality）及 Rescher（1968）的因果情態（causal modality）、

可能情態（likelihood modality）納入自然原則之下。 

Palmer（1990: 37）曾經提到在主要三種情態（知識情態、義務情態、

動力情態）之外可能還存在著中性情態（neutral modality）18，Palmer（1990）

對中性情態的概念即在 Perkins（1983）所說的自然原則之下，英語可由

“can、must”表達。如： 

(7) I know the place. You can get all sorts of things here. 

(8) I must have an immigrant’s visa. Otherwise they’re likely to kick me out you 

see. 

Palmer（1990）將中性情態作動力情態的小類處理（參考圖三-3），我們認

為中性情態是相對單純的自然原則情態，不特別傾向物理、化學或生物的任

一個規律，表示在某種情況下自然產生的可能性，在中性情態裡包含了

Rescher（1968）的可能情態，我們認為可能情態可視為可能性較低的中性

情態，而動力情態則是傾向於生物規律的自然原則情態表現，牽涉到生物的

能力（ability），若依循自然原則的因果推演得出事件或命題的必然性則可

由因果情態表達。 

而關於 Rescher（1968）所使用的因果情態（如某現象能導致命題 p）19，

Perkins（1983）傾向於用因果必然性解釋該情態表現，但這樣的情態表現背

景依舊是一種自然狀態，無須經過心理層面的表態，因此 Perkins認為這類

的情態表現其實屬於動力情態，在自然原則下表示事件發生的傾向。此外，

可能情態（Likelihood modality，如命題 p 可能成真）20和動力情態一樣，傾

向於尚未發生的事件（non-actual event）。乍看之下可能情態似乎和理性原

則情態一樣有「知識不足」的特徵，但可能情態的不足不在於對命題真值的

難以判斷，而在對將來可能發生的事件的表態，而表態的根據和說者的理智

                                                 
18 原文為：「It could be argued that there is yet another type of modality – neutral (or circumstantial), to 

indicate what is possible or necessary in the circumstances」in Palmer（1990: 37）。 
19 The existing state of affairs will bring/prevent/impede it about p。 
20 It is likely/probable that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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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斷無關，主要來自於自然狀態下事件必然發生的傾向。 

這裡我們將 Palmer（1990）所說的中性情態獨立出來，和可能情態

（likelihood modality）作一小類處理（參考圖三-2），可能情態和 Palmer

（1990）所說的中性情態一樣強調的是環境性（circumstantial），我們將兩

者統稱為中性情態；傳統對動力情態的分析並不限制於生物層面的表達，

Palmer（1990）所說的主語動力情態（subject oriented dynamic modality），

事實上並不止於生物對象，也包括非生物對象，其共同特徵都在指向事件發

生的可能性及必然性：「… subject orientation is possible with inanimates, 

where it indicates that they have the necessary qualities or ‘power’ to cause the 

event to take place (in Palmer, 1990: 85)」，Palmer（1990）所談的生物對象主

語動力情態和環境性質的情態不同，我們將這類情態獨立出來，延續 Palmer

（1990）所使用的動力情態，但範圍較小，將概念「It is possible/necessary 

for…」納入中性情態，而概念「…has the ability/necessary characteristic to…」

則置於動力情態裡。 

Dynamic Modality 

 

                 Neutral                      Subject 

 

         possibility       necessity     possibility       necessity 

  自然 

只好 
  

…
…

  

 

 

圖 三-2 Palmer（1990）動力情態於自然原則情態的分布 

除了這兩類情態外，我們也將 Rescher（1968）討論的因果情態納入自然原

則之下。關於因果情態，Perkins（1983）曾針對因果情態的必然性概念提出

反駁，他認為 Rescher（1968）所說的因果情態，其中心內涵並不在情況和

事件之間存在的必然性，亦非因果之間的必然性，他認為因果情態意味著將

中性情態 

動力情態 

可
能
情
態 



第三章  漢語語氣副詞語義分布 

33 

情況配置於即將發生事件原因的概念21。我們認為 Perkins（1983）對因果情

態的解讀只是深入必然性過程的一種描述，我們能得出情況和事件之間或因

果之間的必然性，必須仰賴經驗的累積，透過這些經驗，當我們受到某些情

況的刺激自然會得出相對應的果（可能事件的發生），而 Perkins（1983）的

解讀只是放大了得出這個果的過程，其背後還是要有必然性的支持，否則說

者配置情況時缺乏遵循的標準，而我們認為因果的必然性是經驗累積的結

果，是自然原則的規律之一。 

關於漢語的自然原則情態副詞，分類情況各家學者不一，我們參考張誼

生（2000a）、齊滬揚（2002）及史金生（2003）的討論，和英語的情態表現

對照整理成下表： 

表 三-4 自然原則情態對照 

中性情態 It is possible/necessary for p 自然、只好、只得、只有、非得 

動力情態 
…has the ability/necessary 

characteristic to p 

 

因果情態 
The existing state of affairs will 

bring/prevent it about that p 

難怪、無怪（乎）、怪不得 

關於自然原則情態副詞，漢語語氣副詞只有中性情態及因果情態的表

現，且各家討論切入角度不一，其中分歧最大的是因果情態，有從料悟語氣、

義務語氣討論，也有從傳信義討論的，如張誼生（2000a）提到的釋因傳信

義，張將釋因分為兩類，一為理解性釋因，如“難怪、無怪（乎）、怪不得”，

一為溯源性釋因，如“原來、本來、敢是、敢情”。我們認同張（2000a）

從因果關係討論理解性釋因副詞的作法，但並不贊同張（2000a）將該因果

關係納於傳信範疇之下，這類副詞以因果呈現事件或命題之間的關係，但不

表達任何和信息確信或信息來源有關的態度，所相關的兩個事件或命題本身

為真實世界中確實發生的事實，並不因為這類副詞的添加而改變其信息本

質，和理性原則無關。我們認為“難怪”能串起已然事實之間的因果關係，

不管該關係在真實世界中成立與否。試看： 

 

                                                 
21「… ‘causal modalities’ which involve a disposition of a set of circumstances towards the occurrence of 

some event, rather than a necessary relation between cause and effect」in Perkins(198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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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阿虎睡覺的姿勢很特別，身體向右側彎曲著，胳膊支撐著全身的重量(p1)，

難怪難怪難怪難怪他的胳膊經常發麻(p2)。（引自張誼生 2000a） 

這裡我們將“難怪”以前的命題作 p1，在“難怪”之後的命題為 p2，p1 和

p2 命題各自在真實世界中都是存在的，即保有真值，藉由“難怪”修飾後

也並不影響 p1 和 p2 的真值或成真的環境（即說者並不從可能環境給予命題

真值），但卻從可能世界給予 p1 和 p2 之間的因果關係真值，該因果關係的

真值來自於“難怪”的情態義，我們認為“難怪”類副詞和一般評價副詞不

同，雖然它和事實命題一同出現，表現說者對該事實命題（如 p2）的評價，

另外還在命題之上添加於可能世界成立的因果關係，這層關係和自然原則範

疇情態有關。我們認為齊滬揚（2002）所談的料悟語氣可能是因果關係作用

後的結果，齊將“難怪”歸為料悟語氣中的領悟語氣小類，我們認為齊對這

類語氣副詞的分析和 Perkins（1983）的見解有相同之處，都是情況配置於

命題或事件的概念（如(9)為情況 p1 配置於 p2，說者將 p1 作 p2 的因解釋），

背後有自然原則下的必然性支持。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語氣副詞的評價表現語氣副詞的評價表現語氣副詞的評價表現語氣副詞的評價表現 

3.2.1 句法特徵句法特徵句法特徵句法特徵 

語氣副詞中有一些是說者表達的主觀評價或態度，這類的表現我們統稱

為「評價」，評價能構成語氣的關鍵在於它不屬於命題的一部分，而是說者

加諸於命題之外的成分，是說者針對已發生的事件或命題進行主觀情緒及態

度的表達。試看： 

(10) Unfortunately, Mary has missed the deadline. 

(11) Mary, unfortunately, has missed the deadline. 

(12) Mary has missed the deadline, unfortunately. 

這裡“unfortunately”表達說者的對命題的主觀評價，該評價內容不影響命

題的真值條件（truth-condition），且出現位置不一，可放在句首、句中甚至

句尾，修飾整個句子，Ifantidou-Trouki（1993）從句副詞（sentential ad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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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討論評價副詞，反映了其在句中的角色。 

Biber（1999）將評價副詞作為 adverbial的一種，和那些修飾部分述語

（predicate）的副詞（modifier）區分開來，為了理解方便，我們姑且稱 Biber

（1999）的 adverbial為副詞性詞。Biber（1999）認為副詞性詞有幾個特色，

除了具備可移動性之外，它的出現位置和子句成分沒有必然的關係，而和話

語及語用面有關，且和其他子句成分不同，可以複數出現於一個子句中，他

將副詞性詞分為三類，其中態度副詞性詞（stance adverbial）及連接副詞性

詞（linking adverbial）和狀態副詞性詞（circumstance adverbial）不同，前

兩者具備和述語等高的句法特徵（參考圖三-3 及三-4）。Hoye（1997: 140）

也依句法特徵將副詞分為兩種，副詞（adverb）及副詞性詞（adverbial），

他認為副詞性詞是和子句其他成分對立的語法單位：「is a syntactic unit 

which contrasts with the other elements of clause structure」，也就是具備了和

主述語地位等高的特性。 

                   clause 

 
      subject                  predicate 

 
                   verb phrase      circumstance adverbial 

everyone      was behaving         quite naturally 

圖 三-3 子句中的狀態副詞性詞（in Biber, 1999: 132） 

 

                        clause 

 
      subject           predicate         stance adverbial 

 
               verb phrase    direct object   

I       will miss         you       naturally 

圖 三-4 子句中的態度副詞性詞（in Biber, 1999: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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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Hoye（1997）的副詞性詞中包括了 subjunct及 disjunct，前者相對依附於

子句結構，語義及語法上較無獨立性，後者的評價類（attitudinal disjunct）

可對應至 Ifantidou-Trouki（1993）的評價句副詞及 Biber（1999）、Biber and 

Conrad（2000）的態度副詞性詞，該範疇即我們要討論的評價副詞（參考表

三-5）。從句法特徵可以發現，評價副詞修飾的並不是述語，它處於和主語

述語相等的地位，修飾的是子句，如 Biber（1999）認為態度副詞性詞的典

型表現為反應說者對命題內容的態度：「express the attitude of the 

speaker/writer towards the form or content of the message」，在漢語中也有對

應的表現，張誼生（2000b）將那些具備主觀評價性質的副詞稱為評注性副

詞（evaluative adverb），也就是傳統討論的語氣副詞，張認為評價的範圍

為命題或述題，他還提到這類副詞具有靈活性及動態性，插入位置靈活，作

用於句子層面而非短語層面，可表達主觀情感及傳遞明確信息，和英語中的

評價性副詞性詞具備相同的特徵。 

表 三-5 副詞性詞或句子副詞中的評價表現 

Ifantidou-Trouki (1993) 
Biber (1999) 

Biber and Conrad (2000) 
Hoye (1997) 

sentential adverb adverbial adverbial 

情態 言外 評價 狀態 連接 態度 subjunct 
disjunct 

方式 評價 

  �   �   � 

Biber（1999）比較狀態副詞性詞和態度副詞性詞，認為兩者最大的差

異在於前者屬於子句中心成分之一，而後者則類似子句周邊成分。子句周邊

成分為和子句中心成分相對的概念，包括了插入語、篇章標記和附加語（tag）

等，他們共同的特徵有：無法回應疑問形式、非述語成份及非依附於子句等

（Biber1999: 136）。若表示評價的副詞如 Biber（1999）所說，屬於子句周

邊成分，具備上述三項特徵且獨立於命題之外，特別從第一項特徵來看，評

價副詞的表現和情態副詞有不同之處，它不能回應疑問形式，但我們可以利

用情態副詞回應疑問形式。如： 

(13) A：他來了嗎？ 

B1：他 大概∕當然∕不得不 來（了）。 
＊B2：他 偏偏∕幸虧∕居然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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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態副詞可回應疑問形式，並對命題添加理性或自然原則情態，使命題在可

能世界中得到真值，但評價副詞或張（2000b）所談的部份評注性副詞則否，

如“偏偏、幸虧、居然”等只能修飾真實事件，即已在真實世界中得到真值

的命題，但當疑問內容是針對真實世界情況的發問時，評價副詞的作用也不

在回答命題內容。我們觀察例句(13)，B1 包括情態副詞都是對命題內容的回

應，但 B2 的“偏偏、幸虧、居然”是說者對命題“他來了”的評價，表現

的是說者自身的情緒或態度，並沒有直接回應 A 的問題。除了所修飾命題

產生真值的世界不同之外，句法特徵也是我們將這兩類副詞區分開來的原因

之一，另外，我們認為評價副詞無法回應疑問形式，最主要的關鍵在於評價

副詞本身並不對命題所構成的概念有任何影響，這一點將在下一節討論。 

3.2.2 語義範疇語義範疇語義範疇語義範疇 

關於評價或說者對命題內容的態度，除 Biber（1999）及 Biber and Conrad

（2000）曾進行討論外，Greenbaum（1969）、Hoye（1997）以及 Martin and 

White（2005）也分別對評價內涵作了定義。Greenbaum（1969: 94）將評價

概念和說者對命題的肯定度放在同一個範疇討論，統稱為評價詞（attitudinal 

disjuncts），表現說者對話語的態度、評論、確信度等：「express the speaker’s 

attitude to what he is saying, his evaluation of it, or shades of certainty or doubt 

about it」，而 Hoye（1997）22則將評價表現獨立出來，他和 Lyons（1977）

及 Perkins（1983）提出的事實預想（factive predicator）觀點相同，認為評

價具備了保證命題為真的特性，他將這類副詞稱為 value judgement 

disjuncts，也肯定其態度、評論等方面的表現。如史金生（2003）所說，評

價類語氣副詞在表示對已知事實的價值、特點等的評價，而非對真實性的承

諾，這是評價副詞和情態副詞間最大的不同。 

Martin and White（2005）從語義著手討論的評價較為全面，依據評價

                                                 
22 參考 Hoye（1997: 182-183）：「value judgement disjuncts express an evaluation or attitude towards 

what is said… enable the speaker to qualify or characterize his attitude towards the truth-value of an 

utterance without this in any way interfering with his assessment of the likelihood of what he is saying 

being or becoming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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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性及其作用的對象，將評價分成三類23：情感類（emotion）表現的是自

發的情緒，說者對行為現象等的反應，包括正負面情感、高興、安全、滿意

等面向；道德類（ethics）表現說者對行為的主觀評價，如一般性、能力、

可靠度、誠實、適當程度等等；美學類（aesthetics）為說者對自然情況的評

論，如有無吸引力、值得與否等。在評價義範疇方面，我們接受 Greenbaum

（1969）、Hoye（1997）以及 Martin and White（2005）的觀點，認為評價

包含了說者自身態度或情緒的表現，以及對行為或事件的評價，Martin and 

White（2005）針對評價內涵作了較全面的分析，他們的討論超越了評價副

詞的範疇，以所有表現評價的語言成分為對象，我們參考其架構並篩選出能

作為評價義區分標準的義項（參考表三-6）。 

表 三-6 評價範疇（in Martin and White 2005） 

1. affect: emotions, reaction to behaviour, text/process, phenomena 

01. positive/negative affect 

02. (un)happy/(in)security/(dis)satisfaction 

2. judgement: ethics, evaluating behaviour 

01. social esteem 

i. normality: ‘how special’ 

ii.  capacity: ‘how capable’ 

iii.  tenacity: ‘how dependable’ 

02. social sanction 

i. veracity: ‘how honest’ 

ii.  propriety: ‘how far beyond reproach’ 

3. appreciation: aesthetics, evaluating text/process, natural phenomena 

01. reaction to things: impact ‘did it grab me?’/quality ‘did I like it?’ 

02. valuation: ‘was it worthwhile?’ 

在評價義範疇方面，我們接受 Greenbaum（1969）、Hoye（1997）以

及 Martin and White（2005）的觀點，認為評價包含了說者自身態度或情緒

的表現，以及對行為或事件的評價。雖然情緒本身還有普遍性語義相通的問

                                                 
23 原文為：「Attitude: is concerned with our feelings, including emotional reactions, judgements of 

behaviour and evaluation of things... involves three semantic regions covering what is traditionally 

referred to as emotion, ethics and aesthetics」in Martin and White (2005: 35,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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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24，但我們在這裡不特別討論各種情緒的定義以及分界標準，若要進一步

分析各區別義項的內涵，可參考 Oatley and Johnson-Laird（1992）對基本情

緒（basic emotion）的分析。關於情緒我們並不深入討論，基本情緒的分類

在認知領域還有一些爭議，我們在這裡僅試圖將構成評價語義範疇的經緯進

一步清楚劃分開來，至於漢語評價副詞的分類將在下一小節討論。 

3.2.3 漢語評價副詞分類漢語評價副詞分類漢語評價副詞分類漢語評價副詞分類 

王力（1943/1987）討論語氣末品（emotional adverbs）時提到了「缺乏

實義，且帶有情緒」的概念，王力的語氣末品不包括我們所談的情態副詞，

而是主觀情緒的表現，如詫異、不滿、頓挫、辯駁、慷慨、反詰、輕說及重

說；另外賀陽（1992）將這類表現獨立出來作為情感語氣，和功能語氣及評

判語氣（可對應至我們的情態範疇）區別開來，特別強調說者的主觀情感表

現，如感到驚訝、僥倖、領悟25、料定等。 

我們在上小節曾提到評價副詞並不對命題所構成的概念有任何影響，其

目的在於表達說者對命題的態度，如自發的情緒、對行為現象等的反應，及

對行為的主觀評價等，這些概念並不會改變命題內涵，但王力提到的語氣末

品中有一些語言成分並不能看作評價。試看： 

(14) 索性索性索性索性再等幾天。 

(15) 只見這三姐索性索性索性索性卸了妝飾。 

王認為“索性”是一種慷慨語氣。首先關於副詞“索性”，王力認為該副詞

可以表示說者的慷慨如(14)，或別人的慷慨如(15)。而什麼是慷慨？我們參

考工具書多解釋“索性”為「乾脆；直截了當」，但我們認為這層語義不能

作為評價的一種，原因在於「乾脆；直接了當」不是對行為現象的反應或主

觀評價，而是描述事件或說者提出結論的過程為一種「乾脆；直接了當」的

樣子，是一種客觀觀察後進行的形容，如(15)。評價是說者主觀的表態，(14)

雖然看似說者情緒的直接表達，但修飾的命題是非真實的（irrealis），也不

具備評價要求的條件。 

                                                 
24 參考 Talking about Emotions: Semantics, Culture, and Cognition (Anna Wierzbicka, 1992)。 
25 關於領悟語氣如“難怪”我們作因果情態討論，請參考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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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初步將慷慨語氣排除於評價範疇之外，認為王力（1943/1987）的

分類中沒有爭議的評價表現有詫異、不滿及頓挫，其中頓挫有兩種不同的表

現： 

(16) 他們到底到底到底到底年輕，怕路上有閃失。 

(17) 到底到底到底到底是別人合你慪了氣了，還是我得罪了你呢？ 

(16)的“到底”和副詞“畢竟”相似，張誼生（2000b）認為這類的表現和

信息結構有關，有指明語用前提（presupposition）的功能
26
，我們認為能作

為評價的“到底”只有如(17)般表現「窮究真相」的句子，除了“到底”之

外還有“究竟”。張誼生（2000a）將這類表現歸於「深究」情態，表示疑

惑或責難的語氣，我們認為「深究」應作為評價討論，因其在疑惑之上還添

加 Oatley and Johnson-Laird（1992）基本情緒裡的 anger及 desire，對得不到

答案而產生的氣憤、無力、不耐以及對答案的渴求等表現，史金生（2003）

將“到底、究竟”置於評價類語氣討論，認為是對已知事實的「特點」進行

評價，是對所述內容的性質或特點的主觀評價，也有道德類層面的表態。 

我們參考 Biber（1999）、Biber and Conrad（2000）、Hoye（1997）及

Greenbaum（1969）對英語評價副詞進行的分類，進而抽出十二類評價副詞：

「幸運」「開心」「後悔」「滿意」「料定」「驚訝」「對錯」「智愚」「重

要」「可理解」「渴望」「希罕」，其中漢語缺少「開心」「後悔」「對錯」

「智愚」「重要」「可理解」「希罕」等評價表現，我們考慮漢語的評價分

布，根據張誼生（2000a）及史金生（2003），另外加入「深究」小類。其

中王力所談的詫異及不滿可分別對應至「驚訝」及「滿意」，「驚訝」類如

“居然、竟、竟然”，賀陽的僥倖即「幸運」類，有“幸虧、幸好、多虧”

等，「料定」類有“果然、果真”，「深究」為“到底、究竟”，“偏、偏

偏”則橫跨了「滿意」及「渴望」類（參考表三-7）。 

我們觀察漢語語氣副詞中的評價表現，整理出六類評價內涵，分別為：

「幸運」「滿意」「料定」「驚訝」「渴望」「深究」。以下各舉一例： 

                                                 
26 張誼生（2000b）原文中的翻譯為預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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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7 英語及漢語評價分布 

評價類別 
幸運 開心 後悔 滿意 料定 驚訝 對錯 智愚 重要 

可理

解 
渴望 希罕 深究 

Ungerer 1997 �  �           

Urmson 1963 � �            

Ifantidou 1993 � �            

Lemke 1998 �    � �   � � �   

Greenbaum 1969 �  �  � � � �   � �  

Chafe 1986     �         

Biber & Conrad 

2000 
�    � �  �   

 
  

Biber 1999 �  �  � � � � �     

Hoye 1997 �   � � � � �      

王力 1987    �  �     �  � 
呂叔湘 1977      �        

齊滬陽 2002     �         

賀陽 1992 �    � �        

張誼生 2000a �     �     �  � 
劉月華等 1996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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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幸虧幸虧幸虧幸虧帶了雨衣，要不全身都得濕透。 

(19) 我昨天找了你好幾次，偏偏偏偏偏偏偏偏你都不在家。 

(20) 我們都認為你不會遲到，果然果然果然果然你準時到了。 

(21) 事情才過了才幾天，他居然居然居然居然忘了。 

(22) 到底到底到底到底事情怎麼樣了？ 

這些評價內涵有些是編碼內建的，如“幸虧”的僥倖義及“果然”的料定義

多少都和語言成分本身有關，《古代漢語詞典》即解釋“幸”有「僥倖」之

意，《古漢語虛詞詞典》解釋“果”為「表示所述事實的結果同預料的一致」。

王力（1943/1987）、賀陽（1992）及張誼生（2000a, 2000b）等皆曾談及它

們的語義內涵，關於“偏偏”王力認為其帶有不滿語氣，可以表示說者對某

事的不滿意或厭惡的情緒，張誼生則認為“偏偏”和“居然”相同，都有說

者感到意外的評價；至於“到底”，張誼生從情態義著手認為“到底”有對

知識內涵表示深究的語義，深究即「追究事物的真相」，姚曉霞（2007）亦

認為“到底”的語義指向是疑問中心。我們接受王力（1943/1987）、賀陽

（1992）及張誼生（2000a, 2000b）等的評價定義，但這些評價究竟是編碼

概念還是由推導過程獲得還有討論的空間。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漢語語氣漢語語氣漢語語氣漢語語氣副詞副詞副詞副詞的的的的引導引導引導引導表現表現表現表現 

我們對引導語氣概念的啟發來自於 Blakemore（1987, 2002）對引導碼

（procedural encoding）的分析，引導碼為和概念碼相對立的語言成分，在

Blakemore（1987, 2002）的討論中談及的都為隱含（implicature）引導，和

我們這裡所說的引導語氣的副詞不同，Blakemore（1987, 2002）所談的為相

對虛化的語言成分，這裡我們將進一步闡述為何選擇從引導角度分析語氣副

詞，以及我們擴展引導碼概念的主要依據。 

關於高層明說意義（higher-level explicature）Sperber and Wilson（1986）

曾做出解釋，他們認為那些不作用於命題真值條件，但本身內建語義具有概

念的語言成分具有高層明說義，如表達評價的諸多副詞，Carston（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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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125）亦談到除了情態以外，評價（evaluative/attitudinal）及語言行為

（speech acts）都屬於高層明說義的範疇，Iten（2005）則認為那些表示語

態（mood）、言外行為及評價的語言成分能影響聽者的推論方式，具備引

導高層明說義的功能。根據 Carston（2002）及 Iten（2005），高層明說義

至少包含了三個範疇：語態（包括 mood及情態）、言外行為以及評價概念，

這三個範疇對應到漢語語氣副詞有高度的重疊現象。 

根據 3.1及 3.2的討論，我們發現漢語語氣副詞的情態及評價表現豐富，

張誼生（2000a）和史金生（2003）所談的評價內涵大部份符合 Carston（2002）

的評價義，如張（2000a）所說的僥倖類（如“幸虧、幸好、多虧”）及意

願類（如“偏偏”），史（2003）所談的特點類（如“難怪、明明、竟然”）

等。從語義上來說，漢語語氣的情態及評價表現不對命題真值條件產生影

響，情態於可能世界成立，而評價本身雖為事實預想（factive predicator）但

其語義概念並不影響事件或命題真值條件內涵，兩者都屬於高層明說義的範

疇。另外，我們也不排除漢語語氣作用於語言行為的表現，呂叔湘（1977）

曾談到與行動有關的「狹義語氣」（如商量和祈使），該表現也跨至情態範

疇，也屬於高層明說義的表現。 

但我們發現漢語語氣的分布並不侷限於情態及評價，還有一些無法歸類

於這兩種概念的語氣表現，雖然本身沒有情態或評價的概念編碼，亦無任何

語言行為表現，卻有助於高層明說義的取得，讓聽者推論出說者當下所要表

現的情緒或態度，這一小節我們將從漢語語氣和高層明說義的重疊看語氣的

取得方式，並進一步討論語氣引導推論的實際內涵。 

3.3.1 高層明說義的取得與引導碼高層明說義的取得與引導碼高層明說義的取得與引導碼高層明說義的取得與引導碼 

從語用面來看，Fraser（1996）提到有些非作用於命題真值的語言成分

可能對說者的潛在溝通意圖（potential intention）表現有幫助，其中包括了

語態（mood）和評論標記（commentary marker）27，根據 Ifantidou-Trouki

（1993）及 Iten（2005）的討論，我們發現有一些副詞甚至具備引導功能，

如評價副詞（attitudinal adverbial）及言外行為副詞（illocutionary adverbial），

                                                 
27 Fraser（1996）稱那些可對話語評論的語言成分為評論標記，如 frankly、reportedl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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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 Carston（2002）提到的情態副詞（其中理性原則的信息源表現）。

Itani-Kauffmann（1990）分別從 Grice（1975）的 what is said∕what is implicated

區分標準、Urmson（1966）的命題內涵分析方式，以及關聯理論三種角度

討論評價（attitude）於溝通中所扮演的角色，他所談及的評價包含了評價副

詞、情態副詞及情態動詞，為了避免和我們所說的「評價」產生混淆，這裡

暫且將 Itani-Kauffmann（1990）所討論的評價稱為「態度」。 

(23) I suppose that your house is very old. 

(24) Your house is, I suppose, very old. 

(25) Your house is very old, I suppose. 

Urmson（1966）認為如 I suppose的語言成分（包含 Itani-Kauffmann（1990）

的態度副詞）並不總是描述說者真實的心理狀態，不屬於命題內涵，亦不影

響該話語的真值條件（truth conditional），它只在標示聽者該如何詮釋話語

內容，因此(23)或(24)(25)和(26)擁有相同的命題： 

(26) Your house is very old. 

Itani-Kauffmann（1990）認為若(26)的說者使用不確定的語調，或利用手勢、

表情表現該不確定性，其話語效果和(23)或(24)(25)是很類似的，因此不管說

者使用語言成分或非語言成分來表示該不確定性都無法影響命題內容，但

(27)的情況又不同： 

(27) A: I suppose that this house is quite new. 

B: Well, I suppose that it is very old. 

(27)B 中的 I suppose內容明顯和 A 對比，且該話語要表達的中心內涵即在

此對比，雖然 Urmson（1966）沒清楚指出(27)中的 I suppose語義屬於命題

內涵，但他肯定這裡的 I suppose和(23)(24)(25)不同。Itani-Kauffmann（1990）

從 Grice（1975）的觀點分析，他指出若我們將 what is said詮釋為「經過修

補擴充的語言編碼內涵28」，那麼便無法比較出(27)B 和(23)的區別在哪裡，

                                                 
28 原文為：「the linguistically encoded content with reference assigned, indexicals fixed and ambiguity 

re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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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將 what is said作「話語真值條件內涵29」解，結果便和 Urmson（1966）

的討論類似，落在 what is said範疇的就只剩下(27)B，(23)的評價義只能作

隱含（what is implicated）看待，在 Grice（1975）理論下該隱含應為“說者

未完全承認命題為真30”。 

Itani-Kauffmann（1990）認為藉由語言成分 I suppose表現的隱含只有可

能為規約隱含（conventional implicature），但他認為該隱含義並無隱含特徵，

而較接近高層明說義。試看： 

(28) Probably your house is very old. 

(29) It is not the case that probably＊ your house is very old 

Itani-Kauffmann（1990）肯定 Urmson（1966）的論點，認為由於(29)中的

probably無法被否定，因此不能說表「態度」的語言成分可對命題真值條件

造成影響，但「態度」本身各自有其對應的概念（concept），因此聽者可

以對(28)作出如(30)的反駁。 

(30) That’s not true. You KNOW that the house is very old. 

像這類不作用於命題真值條件但本身內建語義具有的概念 Sperber and 

Wilson（1986）稱為高層明說義（higher-level explicature），例如表評價的

副詞“unfortunately”，而這類評價或 Itani-Kauffmann（1990）所談的「態

度」除了不改變或添加命題真值外，還具備了引導推論功能，我們進一步參

考 Ungerer（1997: 316）31的分析，Ungerer曾觀察到有些形容詞及副詞並不

直接針對話語提供評價，而是暗示、提醒聽者有某些評價的存在，如

“fortunately”及“regrettably”。從該論點可以發現評價副詞的評價義不一

定直接影響話語內容，而是在提醒、促使聽者注意到說者的表態，雖然

Ungerer（1997）並未使用引導碼（procedural encoding）的概念，但他所描

                                                 
29 原文為：「the truth-conditional content of an utterance」。 
30 原文為：「the speaker is not totally committed to the truth of the house being old」in Itani-Kauffmann

（1990: 54）。 
31 Ungerer（1997: 316）：「A more sophisticated kind of trigger is provided by adjective pairs that do not 

offer an explicit evaluation for the context in question, but suggest that an evaluation is necessary, e.g. … 

adverbs like fortunately or regrettably」（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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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的現象屬於推論層面的話語理解過程，他使用觸媒（trigger）一詞來傳達

評價副詞的人際功能表現。而 Urmson（1963）討論到部份評價副詞如

“luckily、happily、unfortunately”等時亦表示它們修飾的是整個話語，為

一種通知、使聽者注意到如何理解話語的裝置：「… device that we have for 

warning the hearer how our statements are to be taken while making it」。和

Ungerer（1997）相同，他們雖然沒有從評價副詞和命題之間的關係著手，

但都共同指向同一個結果，也就是 Ifantidou-Trouki（1993）以關聯理論為基

礎檢驗評價副詞的結論──它們不對命題義有所影響，即為不具備真值條

件，但擁有引導意義；且 Iten（2005）更明確指出是屬於高層明說義層面的

引導。Wilson and Sperber（1988, 1993）、Clark（1991, 1993）亦針對語態

標記（mood indicator）、言外行為助詞（illocutionary particle）及評價助詞

（attitudinal particle）等進行研究，發現了它們的編碼重點不在概念本身的

內涵，而是對推論高層明說義的過程產生了限制32。 

根據上述學者的討論，我們認為漢語評價副詞和 Ungerer（1997）、

Urmson（1963）、Ifantidou-Trouki（1993）等談及的語言成分有相同的性質

及功能（參考表三-7，第一條粗黑線以上屬於語用分析，以下為語義分析），

它們都不對命題真值條件內涵造成任何影響或添加，但可協助聽者得到話語

的高層明說義。試看： 

(31) Peter’s a genius, huh! 

(32) The speaker of (31) doesn’t think that Peter is a genius. 

                 （Wilson and Sperber, 1993 cf. Blakemore, 2002: 80） 

Wilson and Sperber（1993）認為“huh”在這裡的主要功能為刺激聽者推論

出類似(32)的高層明說義，即說者對(31)命題的態度。再比較： 

(33) Sadly, Paul’s car was stolen. 

(34) Paul’s car was stolen. 

                                                 
32 參考 Blakemore（2002: 80）：「Some of these constructions – mood indicators, illocutionary particles 

and attitudinal particles, for example – are analysed as encoding constraints on the inferenti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the recovery of higher-level explic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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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這不孝子居然居然居然居然打我！ 

(36) 這不孝子打我。 

Ifantidou-Trouki（1993）認為(33)中的評價副詞“sadly”並不影響例句(34)

的真假值，只要(34)命題為真(33)便成立，不管(33)的說者是否真的感到難過

都不影響其命題真值，即使說者內心的真正感覺是高興或幸災樂禍，我們發

現後也不會控訴其話語(33)的非真，或指責他說謊，(35)亦同，只要命題(36)

為真(35)便成立。就像 Ungerer（1997）及 Urmson（1966）所言，評價副詞

並不一定對命題內容進行直接的修飾或陳述說者的心理狀態，它的成立與否

不影響命題真值，但卻能如 Urmson（1963）所說的去指引聽者如何理解話

語，如(35)的“居然”可以引導聽者將注意力放在命題和說者預期之間的落

差上，進而得到說者感到吃驚的情緒，這方面的討論我們將在第四章作較深

入的分析。 

如 Ungerer（1997: 316）的觀察，這些語言成分並不直接針對話語提供

評價，而是暗示有某些評價的存在，像(35)“居然”的例子，在不同場合由

不同的說者說出可能會得出不同的評價內涵，也許是氣憤、不解、難過等情

緒。我們以語氣副詞“簡直”來進一步觀察評價的引導推論現象，丁險峰

（2002）分析“簡直”句的表現時發現到評價表現的變化性，他指出「“簡

直＋是”結構的句子通常是情感強烈的時候主體對客體的主觀評價。這種主

觀評價隨著個人情感的變化而變化」，丁（2002）認為若我們要完成(37)例

句，可以根據說者不同的態度對省略成分進行補充： 

(37) 一個農民住賓館寫稿子，簡直簡直簡直簡直是…… 

他認為若說者對此事（農民住賓館寫稿子）持否定態度，那麼可以接“荒唐

∕不可思議∕天方夜譚”等表現責難、疑惑、不解的詞語，若持的是肯定態

度，則可用“壯舉∕義無反顧∕破釜沉舟”等來表現讚揚態度。丁（2002）

站在說者的立場來解釋主觀評價的變化，若站在聽者的角度，“簡直”的作

用即在完成觸媒（trigger）的功能，指示聽者──說者發話時有某種態度或

情緒需要推論。一般工具書解釋“簡直”為「強調完全如此或差不多如此」，

並認為含有誇張語氣，但張明瑩（2000）觀察整理“簡直”出現的語料，發

現這種誇張可能來自於“簡直”所連接的成分，這些成分大部分都屬於極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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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的表現，因此他認為帶不帶誇張語氣“簡直”並不是一個起決定作用的

因素，有些“簡直”句並不帶有誇張語氣，如(38)。 

(38) 我簡直簡直簡直簡直懷疑你此行的目的。 

要得出說者對(38)的態度或情緒，必須將“簡直”視作一個觸媒（trigger），

在當下語境中進行推論，而非對“簡直”進行解碼（decoding）的工作。 

若上述立論無誤，那麼我們認為說者對命題的態度及情緒──即那些作

用於高層明說義的概念，除了仰賴編碼外透過引導碼的推論也能獲得，而關

於漢語語氣副詞的引導推論表現我們將在第四章作較深入的討論。 

3.3.2 引導碼概念虛化現象引導碼概念虛化現象引導碼概念虛化現象引導碼概念虛化現象 

Ifantidou-Trouki（1993）、Carston（2002）以及 Iten（2005）對高層明

說義引導功能的分析基礎來自於 Blakemore（1987, 2002）的引導碼概念，

Blakemore（2002）33曾提到如“after all、but、so”這些不帶有概念表徵（或

指示一個概念）的語言成分，其功能在於引導聽者的理解過程，最終得出說

者所指的話義。關於引導碼本身是否有內建的語義，對命題有無貢獻等問

題，我們進一步參考 Wharton（2001 cf. Blakemore, 2002）對英語非平移編

碼（non-translational coding34）的討論。Wharton（2001）所分析的這類語言

成分和引導碼似乎有相同的特質，他認為這些語言成分既無具體對應表徵亦

無抽象概念，是不帶任何語義的，和 Blakemore（2002）對引導碼的定義相

同，Wharton（2001）將這類編碼（non-translational coding）視為對聽者推

論產生影響的一種信號，該信號沒有語言層面的信息，我們思考 Wharton

（2001）指雲的例子，當 A 在 B 面前伸出手指向天空的烏雲，B 可以根據

當時的語境，且在關聯理論的基礎上推測 A 的意圖是在表示“看，天灰灰

的，要下雨了”，「指向烏雲」這個動作對 A 來說是為了引導 B 看向 A 希

望 B 看的方向，B 能否達到這個期望，則和他是否具有和 A 相同的背景知

識（如社會文化）有密切的關係，甚至可以說和是否擁有人類互動時所需的

                                                 
33 Blakemore（2002: 90）：「… procedural encoding… such as after all, but or so do not encode a 

constituent of a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or even indicate a concept), but guide the comprehension 

process so that the hearer ends up with a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此段為筆者中譯）。 
34 如嘆詞 aha及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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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有關，這個動作即使沒有語言層面的信息也可以完成它的使命。也就是

說，就算沒有語義、沒有概念成分也無妨，依舊可以進行引導聽者的功能，

達到溝通的目的。 

上述情況為 A 和 B 處在相同的社會，有相同的社會背景，倘若 AB 兩

個個體所處社會不同，對事物的看法有不同的認知，「指向烏雲」這個動作

所代表的信號即使相同，靠該信號得到的信息可能也會產生差異，試想若有

一個社會有“烏雲代表惡運”的概念，那麼「指向烏雲」這個動作則為說者

要表達：“看，烏雲！惡運要來了”，「指向烏雲」便成了一個警告義。這

層概念可以證明「指向烏雲」這個動作、或說信號本身並不是對信息帶來任

何的添加或影響，信息的取得只在於聽說雙方的背景知識，以及聽者藉由其

他語言或非語言層面的推論而來，「指向烏雲」這個信號最大的功能在於「轉

移聽者的注意力到說者希望的某一點上」，雖然不帶有語言層面的信息，卻

能協助聽者推論話語的話義，是一種聽者理解說者言語行為的所需信號

（signal）。B 要理解 A 的語義及信號並完成 A 的期待，關鍵除了能理解命

題語義外，B 還必須知道這個信號背後所代表的意義，這個意義 Blakemore

（2002）及 Wharton（2001）認為是非概念層面、不具實質語義的，但這個

信號必須帶有能觸發聽者朝正確方向推論的功能
35
。關於引導碼是否內建概

念成份（conceptual information），我們進一步參考 Ifantidou-Trouki（1993）

的討論，他依據關聯理論分析四種句副詞，得出評價副詞（attitudinal 

adverbial）及言外行為副詞（illocutionary adverbial）具備引導功能，Iten（2005）

承接 Ifantidou-Trouki（1993）的分析，認為這兩種副詞雖然含有概念成分，

但這些概念主要功能在於讓聽者取得話語的高層明說義（higher-level 

explicature），Carston（2002: 121）對此也持肯定的看法。另外，Iten（2005）

不排除引導碼是由概念碼虛化而來，如 Traugott and Dasher（2001: 153）所

提到的，許多具備引導功能的詞彙原先屬於概念碼的範疇，Iten（2005）將

這樣的現象視為引導化（proceduralised）的過程。我們接受 Ifantidou-Trouki

（1993）及 Iten（2005）的分析，認為詞彙本身是否內建概念意義並不能作

為區分或界定引導碼的必要條件，而應著重於該語言成分是否能夠協助聽者

                                                 
35 原文為：「… automatically guides the inferential route a hearer should take, a route they would not 

reliably take unless they knew the code」in Wharton（2001: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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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順利的理解話語及引導聽者推論方式，指引聽者在一個可能語境假設範圍

中找到正確的那一個。 

從認知環境（cognitive environment）來看，Blakemore（1987, 2002）及

Wharton（2001）所談的引導碼和非平移編碼（non-translational coding）有

相通之處，雖然沒有語言層面的涵義，但卻能對聽者的認知環境構成影響，

甚而改變聽者的認知環境，Sperber and Wilson（1986: 39）認為認知環境由

許多突顯事實（facts）和假設（assumptions）組成，個別認知環境的組成也

受到客觀環境和個別推理能力的影響而有不同。我們擴大 Blakemore（1987, 

2002）對引導碼的定義，不要求編碼本身的無概念表徵特性，但認為引導碼

必須在推論面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能改變聽者的認知環境。而在漢語語氣

副詞中有一些語言成分如“居然”能引導聽者取得說者的態度，在傳統語氣

副詞分析裡常常直接從情態義、評價義或者態度內涵解釋，屬於語義層面的

分析，但這類副詞實際上實現了協助聽者取得說者態度的引導過程，而非單

純的評價或態度概念編碼，在下一章我們將從推論引導的角度討論漢語語氣

副詞的語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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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 漢語語氣引導功能漢語語氣引導功能漢語語氣引導功能漢語語氣引導功能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節節節節 引導碼引導碼引導碼引導碼 

語言是人類賴以溝通、交際的手段之一，由一連串的符號組成，在這些

符號當中，有一些內建了實質的語義，當接觸到這些符號時，我們會連結到

它所代表的涵義，除了和真實世界的對應之外（denotation），也會同時提

取該符號的概念成分（conceptual element）。比方「狗」，這個符號對人類

來說代表了一種有四隻腿、一條尾巴、嗅覺靈敏、會吠的哺乳類動物（概念

成分），當接收到這個符號時，同時也會浮現具體形象、聲音、氣味等（對

應目標）；另一種是抽象性質的符號，例如「有意思」，為人事物的屬性，

具有讓人感興趣、不乏味、內容吸引人等等概念成分。這些可以在真實世界

中找到具體對應的符號，Saeed（2003）稱之為 referring expression，反之為

non-referring expression，如「so, very, maybe, if, not」等。 

若從更高層面去看這些語言符號，它們不論是具體或是抽象，都各自形

成了一個個獨一無二的概念（concept），或 Kempson（1977）所稱的心理

表徵（mental representation），包括沒有形象、聲音更為抽象的成分。但在

我們使用的語言裡，還有一些符號，既沒有具體形象亦無抽象概念，無法在

真實世界中找到對應，甚至無法描述其概念成分，這些符號所擔任的角色，

不在於給話語添加任何語義，而在協助聽話者更順利地理解說話者所要表達

的內容，即我們在本章中要討論的主題：「引導碼（procedural encoding）」。 

首先我們先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溝通時需要這些符號？靠具體或抽象

概念的符號所組成的話語（utterance）無法順利完成溝通嗎？試想當一個人

問你「吃過了嗎？」他所要表達的內容是什麼？ 

○1  想知道你吃了沒有。 

○2  單純的問候。 

○3  他想請你吃飯∕他想邀你一起去吃飯∕…… 

你也許會問，那個人是誰？是我的好朋友嗎？還是普通的朋友？不太認識的

人？或者是師長？如果是好朋友，也許是出於關心的問候，也可能是想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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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去吃飯，至於請你吃飯的可能性大不大，可能就要回溯你和這個人交往

的歷史；而若是普通朋友、不太認識的人，最大的可能是單純的問候，畢竟

兩個人的交情不深，當然○1 和○3 的可能性不是沒有，也許他多訂了一個便

當，手裡拿著這個便當到處想要找人消耗掉，也可能他最近中了樂透，心情

出奇的好，想請人吃飯也說不定。 

在這裡我們看到，不僅溝通對象會影響聽話者理解話語內容，語境也能

左右他搜尋話語涵義。在理解話語時，聽者會將相關的背景知識納入考量，

這個知識不論是語言成分或是非語言成分的，都對他理解話語的過程產生影

響，這說明了話語本身並不是讓溝通成功唯一的條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可

以左右溝通的進行。這說明了，即使是一句簡單的話語，僅藉由構成句子的

語言成分，如語義、句法結構等，或許能理解該話語的句義（sentence 

meaning），但無法保證聽者能找到說話者真正要表達的話義（如例子「吃

過了嗎？」的可能話義○2 和○3 ），聽者必須透過語境、雙方共享的知識背景、

其他非語言成分等，去找到最可能的、說者所要表達的話義。若聽說雙方有

這層共識，將語境等成份視為溝通時的重要媒介，透過某些方式利用這些成

份更迅速地達到溝通目的，這無疑增加了經濟效應，客觀來說是相當可能並

可行的。我們認為引導碼的使用和這層共識息息相關，在上述的媒介面運

作，以相對經濟的方式完成溝通，這些也和我們將在 4.1.1討論的關聯理論

有關。 

4.1.1 關聯理論關聯理論關聯理論關聯理論 

聽者的推論能力隨著個別的認知語境、客觀能力、說者所提供的信息量

而有所不同，說者在考量這些因素之後決定使用某一種表達方式，當然，也

可能選擇使用引導碼，站在說者的角度，使用引導碼的目的在於提高聽者找

到最高關聯話義的可能性36，這裡我們將介紹和引導碼息息相關的關聯理

論。 

首先必須提出的概念是，說者和聽者都要有一個共識：「交際雙方所說

                                                 
36 參考 Blakemore（2002: 79）：「… the use of an expression which encodes a procedure for identifying 

the intended cognitive effects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the speaker’s aim of achieving relevance for a 

minimum cost in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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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都必須和整個話題、以及對方前面所說的話相關聯，因為人們是根據話

語之間彼此關聯的信息來理解說話者的意圖（何兆熊，1999: 182）」。所謂

關聯的信息指的不僅是交際過程中的上下文、語境，也包含了交際者的背景

以及交際雙方對彼此的了解等等。而人們在理解話語時，會選擇與自己的認

知語境有關聯的理解，就像上述所舉的例子，當一個你不太認識的人，在下

午兩點的時候問你「吃過了嗎？」，他手裡沒拿著便當，人們理解為「單純

的問候」可能性會大些。 

關聯是交際過程中為了理解信息所採取的手段之一，說者致力於讓話語

和語境產生關聯，而聽者也會朝關聯的方向去理解話語。Sperber and Wilson

（1986: 122）認為當話語所提供的信息和語境之間有某一種聯繫時，該話語

具備語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語境效果是產生關聯的必需條件及足夠

條件，而聽者為得出話語所代表的涵義，必須建立及處理和話語相關的假

設，進而推論出話語真正的內涵。Sperber and Wilson（1986: 114）觀察新信

息及現有語境假設之間有三種關係會產生語境效果，使話語具有關聯性： 

a. 產生語境隱含（即藉由演繹推論得出的語境假設）
37
； 

b. 加強現有語境假設
38
； 

c. 刪除現有語境假設
39
。 

我們觀察何兆熊（1999: 191）所舉的例子： 

(1) A：您覺得冷嗎？ 

B：不冷。 

A：我覺得很冷。 

B：那就關掉吧。 

第一話輪中 B 的斷言行為“不冷”和 A 的疑問行為“冷嗎”明顯相關，而

                                                 
37 It may yield a contextual implication, or in other words, an assumption which is the result of a 
deduction that crucially involves the synthesis of P and the context C. 
38 It may strengthen an existing assumption. This is the effect derived when an assumption in the context 

is independently derived from a new set of premises that includes P. 
39 It may contradict and lead to the elimination of an existing as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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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話輪乍看之下似乎毫無關聯，但其實也是相關的。B 在這裡經過對 A

的話語“我覺得很冷”建立出一個假設：「冷氣太強所以 A 覺得冷」，為

了證明這個假設能夠成立，B 進一步往前推論，假設：「第一個話輪中 A

的疑問行為其實是一個請求的行為」，但因為 B 的斷言“不冷”而拒絕了

這個請求，而 A 再次提出請求。經過一連串認知環境的變化及推論，B 才

能判斷出第二輪中 A 的話語具備語境效果，並不是毫無關聯的，最後才能

做出適當的反應：同意關掉冷氣。 

根據關聯原則，除了語境效果對溝通有所貢獻之外，聽者處理話語時所

需付出的時間和精力多寡也是一項重要因素，我們可將處理話語時所需的努

力視為負面因素，與關聯程度成反比關係。Sperber and Wilson（1986: 125）

作了下述定義： 

a. 如果一個命題在一個語境假設中的語境效果大，則這個命題在該

語境中就具有關聯性。 

b. 如果一個命題在一個語境假設中所需的處理努力小，則這個命題

在該語境中就具有關聯性。 

也就是說，（一）：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語境效果越大關連性越強；

（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處理話語的努力越小關聯性越強。關於

決定處理話語所付出努力的大小，最明顯的現象是話語的長度和經過縮略簡

化得到的標記（short-hands）。我們看 Saeed（2003）所舉的例子： 

(2) I’m looking for the new wolf (i.e. Wolfe). 

(3) I’m looking for the new book by Tom Wolfe. 

例句(2)和(3)發生的場景為一家書局，說者想買一本 Tom Wolfe的新書，所

以向服務人員詢問，(2)中說者不說 the new book by Tom Wolfe而只說了 the 

new wolf，他認為這樣的訊息對聽者而言已然足夠，不會造成誤會也不會對

溝通帶來障礙，然而和(3)相比，(2)的聽者必須將 the new wolf進一步處理

才能得知說者所指，若他對該作者並不熟悉，或不認識這個作者，當他聽到

wolf 時便無法順利聯想到 Tom Wolfe，最後有可能導致溝通失敗。故兩者相

比，雖然(2)和(3)都具備語境效果，但站在處理信息的角度而言(2)的語境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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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較(3)來的小，原因在於(2)的聽者所付出的努力較多，他需要花費較多的

力來處理話語。 

因此，在關聯理論下，為了溝通成功，聽說雙方遵循著關聯原則進行語

言編碼及推論，關聯原則不是溝通參與者的選擇之一，而是溝通時的必要指

標，Sperber and Wilson（1995）40如此定義關聯理論在溝通中所扮演的角色。

關聯理論於溝通的必須，提供了聽說雙方一個堅固的信念，讓他們能毫無疑

問的在這個原則下利用語境和建構語境假設試圖解讀話語，一方面亦藉由語

境不斷調整自己所需付出的力。 

根據 Sperber and Wilson（1986）對溝通行為的觀察，溝通參與者對關

聯原則的遵循讓我們理解到語境的重要性，而因為聽說雙方的這層共識，說

者可透過引導碼的使用和語境產生互動，在關聯理論的原則下對聽者的認知

環境（cognitive environment）造成影響；而從關聯理論本身來說，引導碼的

使用節省了複雜語言成分的編碼，明顯減少了說者所出的力，提高了話語的

關聯性，可視為溝通時提高關聯性的語言策略之一。 

4.1.2 引導碼與概念碼引導碼與概念碼引導碼與概念碼引導碼與概念碼 

要了解引導碼在理解話語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必須和它相對的概

念碼進行比較。Blakemore（2002）試圖從關聯理論以及認知層面（cognitively 

justified account）的角度出發，試圖區分概念碼和引導碼。 

什麼是概念碼（conceptual encoding）？當我們接觸到一句話時，這句

話由一個或一連串的概念碼所組成，這個或這些概念碼涵蓋了一個很大的語

義範圍，每一個碼都代表了一個認知層面表徵，每一個概念碼都會觸發我們

認知層面裡的一個表徵，而概念碼可以是具體的也可以是抽象的，當接收到

一個或一連串的概念碼後，聽者開始進行解讀（decoding）工作，在偌大範

圍中找到最接近說者所要表達的語義。 

前文曾提到聽者接收信息後便會開始建構語境假設，Blakemore（1987）

                                                 
40 Sperber and Wilson（1995: 162）：「communicators do not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and they 

could not violate it even if they wanted to. Th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applies without exception: every 

act of ostensive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es a presumption of relevance」（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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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語境假設會有不小範圍的選擇性，這和概念碼所具備的表徵有關，

Blakemore（1987）觀察到命題所提供的語境會受到語言語法特性

（grammatical properties）的限制而無法達到精確程度，這些語法特性影響

語境的情況以指示詞（deixis）的使用最為明顯，試看： 

(4) I brought it over here. 

這裡的 I、it 雖然可以透過當下說話環境找到所指（I 指說者，it 可能是說者

手上拿的東西），但 here就相對複雜些，其範圍多大、在哪個方向等，不

一定可以憑藉環境得知。命題語義決定於語境的確定，但因為語法特性的限

制語境有時可能無法藉由語言成分的理解取得，聽者很多時候只能知道大略

的語境範圍，如 Blakemore（1987）41所言，由於語言符號背後的表徵有時

無法指出精確的某一點，而是涵蓋一個範圍，命題常因語法特性而呈現模糊

不精確的情況，連帶的以命題義為基礎建構的語境假設也出現了多樣選擇，

聽者必須從諸多可能的語境效果中進行篩選。 

語法特性雖然可讓聽者找到特別的語境，但只是提供了一個範圍，聽者

如何在這個範圍中找到說者所指的那一點，則必須靠其他要素協助完成，語

境和引導碼便是其中之一。Blakemore（1987）曾對引導碼作這樣的描述：

引導碼為推論過程中應用於概念碼（conceptual encoding）的指示

（instruction），功用在於縮小推論可能搜尋範圍，協助聽者找到最高關聯

的解讀。Blakemore（1987）對概念碼和引導碼的區分和 Sperber and Wilson

（cf. Grundy, 2000: 108）對信息的解讀有異曲同工之妙，Sperber and Wilson

認為信息可大致區分為兩類：被處理的及處理信息的，前者可對應至

Blakemore（1987, 2002）的概念碼，為溝通時聽者處理的對象，而後者如何

去處理語言，則為引導碼的責任。Sperber and Wilson（1995）42更提出了編

                                                 
41 Blakemore（1987: 66）：「…the meanings do not determine a complete proposition, but only a blueprint 

for a proposition…There is a wide range of contextual assumptions that the hearer could supply, and 

hence a wide range of contextual effects she could obtain: the hearer is simply expected to recover an 

interpretation that falls somewhere within this range」（此段為筆者中譯）。 
42 Sperber and Wilson（1995: 3）：「… communication can be achieved by coding and decoding messages, 

and it can be achieved by providing evidence for an intended inference. The code model and the 

inferential model are each adequate to a different mode of communication」（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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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模型（code model）及推論模型（inferential model）在語言交際中的角色，

編碼模型負責編碼及解碼，並提供推論模型處理內容，可應用於不同的溝通

方式裡。這個討論間接支持了引導意義（procedural meaning）的存在，承認

語言成分中有一部份確實具備了處理、推論信息的功能。 

Blakemore（2002）43進一步討論這兩種語言成分在交際中所扮演的角

色：話語經過解碼後其編碼內容將進入推論過程，推論包括了完整命題義的

建構和推論方式的選擇。這說明了語言成分包含了概念信息以及引導推論信

息，Blakemore（2002）將編碼模型作為推論模型的處理內容，而推論模型

的推論涵蓋了「概念表徵（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進入推論裝置進行建

造」的過程（為得出完整命題義），最重要的是提出了人類交際不單僅靠一

個個概念的堆積，其中也包含了影響推論運作的語言成分—引導信息

（procedural information）。 

當我們理解話語時，往往依賴概念表徵，概念表徵也常常提供聽者理解

話語時最直接的信息，但不可否認，概念表徵對交際的貢獻並非總是充足

的，有時因為語言特性的限制或語境的模糊，讓我們無法用最快最直接的方

式取得說者欲表達的信息，因此才出現了其他的輔助，如「引導碼」，縮小

了搜尋範圍幫助我們較快取得正確的信息，引導意義的研究讓我們進一步了

解那些無法直接取得概念表徵語言成分的使用情形（Sperber and Wilson, 

1993: 1644）。這樣的輔助除了「引導碼」以外還包括了一些語言結構，我

                                                 
43 Blakemore（2002: 78）：「… there are two distinct processes involved in utterance interpretation – 

decoding and inference, the first being an input to the second, and, second, that the inferential phase of 

utterance comprehension involves the construction of conceptual (or propositional) representations which 

enter into inferential computations. This means that, in principle, linguistic form could encode not only 

the constituents of the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that enter into inferential computations but also 

information which constrains the computations in which these computations are involved. In other words, 

it is possible for linguistic form to encode either conceptual information or procedural information」（此

段為筆者中譯）。 
44 摘錄自 Blakemore（2002: 83），原文為：「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s can be brought to consciousness; 

procedures cannot. We have direct access neither to grammatical computations nor to the inferential 

computations used in comprehension. A procedural analysis would explain our lack of direct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they en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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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暫時稱之為「引導結構45」，「引導結構」和「引導碼」為同一個語言功

能的兩種形式，唯一不同在於一個是透過語法結構展現，一個透過語言符號

呈現，雖然「引導結構」亦為交際中不可或缺的一員，但我們不將此列入本

文主要討論的範圍。 

4.1.3 真值條件真值條件真值條件真值條件義分界與引導碼的關係義分界與引導碼的關係義分界與引導碼的關係義分界與引導碼的關係 

4.1.2曾提到概念碼與引導碼的區分標準並不在傳統語義架構內，而是

從認知過程的角度觀察，概念碼主要在編碼概念以及作為推論裝置的處理內

容，而引導碼則負責選擇推論裝置。Blakemore（1987, 2002）對引導碼的理

解不是靠真值條件與非真值條件的分界概念，他批評將非真值條件義等同於

引導信息的作法，Blakemore（2002）以代詞（pronouns）為例： 

(5) She saw him. 

(6) Some female saw some male. 

Blakemore（2002）延續 Kaplan（1989）及 Wilson and Sperber（1993）的論

點，指出代詞不在編碼概念義而在引導建構出概念表徵：「pronouns do not 

encode constituents of a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but only procedures for 

constructing such a representation（Blakemore, 2002: 80）」，即代詞只有在

能夠讓聽者直接找到所指（referent）時才對命題真值條件內容產生影響，

從這一點來看語言表現，引導意義（procedural meaning）的重點並不在是否

作用於非真值條件上，Blakemore（2002）還指出 Ifantidou-Trouki（1993）

及 Wilson and Sperber（1993）對句副詞（sentence adverbial）的分析結果：

「句副詞作用於非真值條件內容」其實落於引導意義之外。試看： 

(7) Unfortunately, Tom is not hungry. 

(8) It is unfortunate that Tom is not hungry. 

從命題義來說，(7)是否成立並不取決於(8)的真實，因此若將(8)視為(7)非真

值條件義的一部份，則 Blakemore（2002）認為並非所有作用於非真值條件

                                                 
45 Blakemore (2002: 79)曾提到：「there are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nd constructions which constrain 

inferential procedures can be explained within relevance theory in terms of the communicative principle 

of relev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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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的語言成分都屬於引導碼。Blakemore（2002: 82-88）從同義對照46的角

度區分句副詞和他所謂的引導碼，他指出句副詞和一些篇章連接詞往往可以

找到作用於真值條件的同義表現，但引導碼不同。 

(9) Seriously, you will have to leave. 

(10) He looks at me very seriously. 

(11) A: What time should we leave? 

B: Well, the train leaves at 11.23. 

(12) You haven’t ironed this very well. 

我們不否認句副詞確實具備概念成分，如(10)(12)中的“seriously、well”修

飾句中的動詞組，但這只能說明相同的語言成分可具備概念義並作用於命題

真值內容，也可以在其他表現時作用於非真值內容層面上，如同上述

Blakemore（2002）所舉的代詞表現 she和 him 可直接對應至所指，也可能

只提供了引導意義。 

我們認為 Blakemore（2002）以句副詞和引導碼的語義表現差異作為區

分標準某種程度上違背了引導碼一開始所仰賴的認知概念，引導碼和概念碼

本來是試圖從心理認知角度討論語言語義及語用表現的概念47，即跳脫傳統

從話語的真值條件面的研究嘗試，我們可以以（非）真值條件內容作為輔助

討論語言的引導現象，但不能以（非）真值條件作為分界標準，如 Blakemore

（2002）48所言，並非所有作用於非真值條件內容的語言成分都可視作引導

碼，同樣，引導碼也不是只和非真值條件內容有關，引導碼的概念主要在刺

激、暗示聽者建構一個假設，而該假設可導出相對應的認知影響49。那些在

                                                 
46 原文為：「synonymous VP adverbial counterpart」in Blakemore（2002: 83）。 
47 原文為：「… the analysis of these expressions depends on a psychologically adequate account of the 

role of the context in utterance interpretation」in Blakemore（1987: 1）。 
48 Blakemore（2002: 80）提到：「It may nevertheless be true that all cases of non-truth conditional 

meaning are instances of procedural encoding」。 
49 參考 Blakemore（2002: 86-87）對引導碼“nevertheless”的分析：「… the speaker’s intention … is 

simply that a hearer construct an assumption which gives rise to the cognitive effects consistent with the 

constraint encoded by neverth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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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akemore（2002）作為引導碼討論的語言成分如“but、however、

nevertheless、so、after all、therefore、well”等有一個共同特徵就是不對命

題的真值條件內容產生任何添加，而僅對聽者的認知環境造成影響，但依舊

不能排除引導碼可能在真值條件內容上的表現，如 Blakemore（1987）注意

到“therefore”可能同時具備邏輯關係（logical relationship）及推論關係

（deductive relationship）。試比較： 

(13) If Bill hit Mary and therefore she was covered in bruises, she will have won 

her suit for damages. 

(14) He is an Englishman; he is, therefore, brave. 

Kempson（1975）及 Blakemore（1987）皆曾對“therefore”以非真值條件

的分析角度進行討論，認為如(13)的句子並無引導推論功能，Kempson和

Blakemore將(13)分解成三個命題義： 

(15) Bill hit Mary. 

(16) She was covered in bruises. 

(17) She will have won her suit for damages. 

其中 Blakemore（1987）的論證較具說服力，他指出當(15)(16)命題皆為真實，

但(15)和(16)之間的因果關係為假，儘管(17)成立例句(13)也不能得到真值，

也就是說“therefore”在這裡所表現的因果關係作用於真值條件內容造成

了關鍵性的影響。我們認為作用於真值條件還是非真值條件內容並不能作為

界定引導碼的標準，在(13)中的“therefore”只有因果邏輯語義關係而無引

導推論功能，它並未介入聽者的認知環境及影響其語境假設的建構及選擇，

因此不能作為引導碼看待，但(14)中的“therefore”則和因果邏輯語義無

關，命題“he is brave”並不是“he is an Englishman”的結果，“therefore”

在這裡的功能為協助聽者建構前提（premise）或 Blakemore（1987）所說的

假設（assumption），要找到兩者之間的關聯聽者必須找到正確的語境假設，

如(14)中的“therefore”能讓聽者獲得假設： 

(18) All Englishman are brave. 

我們曾在 3.3.2中提到引導化（proceduralised）現象，從引導化現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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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觀察 Blakemore（1987, 2002）提到的引導碼，我們認為那些語言成分

可視作接近引導化極端的表現，但即使引導化相對完全有些語言成分還是存

在著概念表徵，我們不能否認“therefore”的因果邏輯語義或“but”的轉折

邏輯語義在有些情況下依舊保留其語義特徵，因此若以是否作用於真值條件

內容亦或是否具備概念表徵來談引導意義，那麼即使像“therefore、but”這

樣相對虛化的語言成分都有可能受到爭議，因此我們主張從 Blakemore

（1987）的推論系統（選擇假設的機制）為基礎討論引導意義及引導碼，這

個概念和 Lewis（1972）注意到話語理解時的「目標突出（prominent object 

co-ordinate）」有相同的精神，Lewis（1972）認為在理解話語時聽者總是在

選擇、決定當下語境中最突出的所指，引導碼亦在協助聽者找到話語正確的

所指話義，這個過程才是引導的主旨，而無關導出的內涵究竟是否屬於非真

值條件內容，Carston（2002:163-164）以(19)為例說明了這個現象： 

(19) She doesn’t like cats but, happily, she has agreed to look after Fleabag. 

Carston（2002）觀察到非∕真值條件和概念碼∕引導碼並非劃分清楚的對

立表現，含有概念的語言成分能影響真值條件（如(a)），含有引導意義的

亦同（如(b)），兩者的不同在於其作用方式，前者為真值條件內容的添加

後者為限制推論；而作用於非真值條件的引導表現可能引導出高層明說義或

隱含（如(d 和 e)），也可能本身具備了概念義作用於高層明說義上（如(c)）。 

(a) ‘cats’ – conceptual, explicit, truth-conditional (contributes its content to a 

proposition expressed); 

(b) ‘she’ – procedural, explicit, truth-conditional (constrains the derivation of a 

proposition expressed); 

(c) ‘happily’ – conceptual, explicit, non-truth-conditional (contributes its content 

to a higher-level explicature); 

(d) indicative mood indicator – procedural, explicit, non-truth-conditional 

(constrains the derivation of a higher-level explicature); 

(e) ‘but’ – procedural, implicit, non-truth-conditional (constrains the derivation of 

implicatures). 

Carston（2002: 164）認為概念∕引導的區別在於處理內容和處理工具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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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這個標準和明說意義∕隱含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也不受真值和非真值

條件的限制。我們認為引導碼和命題非真值條件之間沒有對應的表現，也無

法藉由真值條件的檢測決定該語言成分是否具備引導碼特徵，要確定是否為

引導碼，必須從是否能對聽者的認知環境（cognitive environment）造成關鍵

性影響來看，這點我們將在下一小節作說明。 

4.1.4 引導碼運作階段引導碼運作階段引導碼運作階段引導碼運作階段 

關聯理論從非論證性（non-demonstrative）的明示推理推導說者的真正

意圖，認為一般必需經過兩個步驟：先要推導出第一個隱含意義，稱為「隱

含前提（implicated premise）」，接著在隱含前提的基礎上推導出說者的真

正意圖，稱為「隱含結論（implicated conclusion）」。我們看 Grundy（1995 

cf. Blakemore, 2002）的例子： 

(20) A: What do you think of Middlemarch? 

B: I just love long books. 

聽者要理解 B 的話語意義，首先必須恢復 B 話語中所隱含的前提才能在此

基礎上推導出 B 所欲表達的真正涵義──話語的隱含結論。要恢復話語的

隱含前提，除了依循關聯理論、語境之外，非語言成分（如背景知識和社會

知識）也是找出前提的有利推手，聽者可藉由非語言成分知識獲得隱含前

提，即 Middlemarch是一本書，在此基礎上才能推導出 B 的隱含結論：「I love 

Middlemarch」。Sperber and Wilson（1995）更進一步分析出推論隱含的兩

個階段，這兩個階段為「隱含前提」和「隱含結論」的延伸： 

a. 根據命題建構假設進行推論，得出明說意義（explicature）； 

b. 以明說意義為前提（premise）進行推論，得出隱含（implicature）。 

第一個階段為重建的階段。我們知道因為語言形式的不完整，聽者在接收到

信息時，必須經過擴充、填補的動作才能進而解讀信息，而該如何擴充、填

補，又根據當下語境等因素而影響聽者的重建工作，Blakemore（1992）50曾

提到明說意義的取得必須以編碼內容為基礎，即在重建的同時聽者開始著手

                                                 
50 Blakemore（1992: 59）：「... the assumption ... is obtained by fleshing out a linguistically encoded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 by filling in the blureprint delivered by the grammar」（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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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假設（assumption），若放大信息接收者的認知活動，當受到信息的輸

入刺激時，會觸發他進行建構所有信息提供者可能要表達的意涵，這個過程

便是假設。而當完成擴充、填補命題語義以及假設工作後，聽者會依循著關

聯原則找到最適當的假設，這個假設也最具有語境效果，這時聽者便自動將

這個擁有最大語境效果的假設作為最有可能的解讀內容，即說者想要表達的

明說意義（參考圖四-1 及四-2）。 

ASSUMPTIONS 

 

 

 

                    

圖 四-1 假設取得來源 

assumption x → conclusion x 

assumption x+1 → conclusion x+1 

assumption x+2 → conclusion x+2 

 …
 → 

    …
 

assumption n → conclusion n 

Relevance Theory 

圖 四-2 聽者認知環境及選擇假設 

而在第二階段，聽者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繼續進行推論，把第一階段裡得到

的明說意義作為前提（premise），依舊依循著關聯原則，推論出言外之意，

該言外之意即為隱含。Grundy（2000）51分別給明說意義及隱含簡明扼要的

                                                 
51 Grundy（2000: 105）：「the addressee recovers first an explicature – an inference or series of inferences 

which enrich the under-determined form of the utterance to a full propositional form, and then an 

implicature – an inference which provides the addressee with the most relevant interpretation of the 

utterance. Explicatures preserve and elaborate the propositional form of the original utterance; 

implicatures are new logical forms」（此段為筆者中譯）。 

direct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of an utt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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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明說意義為話語擴充、填補的結果，使話義完整便於理解，可對應於

「信息意圖」，停留在句子的命題層面，但明說意義不見得能讓聽者明白說

者的「交際意圖」，當這個情況發生時，聽者必須進一步推論，直到獲得正

確隱含為止，而隱含則跳出了句義層面，為說者話義的確定。 

Blakemore（1987: 51）曾提到語境假設和關聯理論的關係，從聽者認知

環境中的語境假設來看，其取得來源可分為三大類，分別是輸入系統（input 

system）、聽者既有語境表徵（contextual representation）及演繹推論（deductive 

inference），輸入系統包含了語言成分及非語言成分（如知覺感官輸入），

演繹推論則包含邏輯語義關係。從圖四-1 中我們可以知道溝通交際者可藉

由多方管道取得、建構假設，包含了過去交際過程中累積的語境背景，Fodor

（1983）從輸入系統（input system）及中央系統（central system）的對立概

念反應交際者認知環境處於中央系統的角色52，而 Blakemore（1987）則從

關聯理論的角度討論推論內涵，在溝通交際過程中交際雙方的認知環境常常

如圖四-2 呈現複雜交錯的狀態，每一個假設（assumption）之間也許是相乘

關係也有可能產生衝突及矛盾的現象，且各個假設強度不一，Blakemore

（1987）認為直接由知覺感官所獲得的假設通常強度最強（參考圖四-1），

較強的假設會得到較強的結論，「強度」可作為決定最後推論結果的指標之

一，而主要的選取標準則依靠關聯理論的運作。關於引導碼協助聽者建構語

境假設的表現，我們這裡參考 Wharton（2001 cf. Blakemore, 2002）的分析。 

(21) Sheila is rich but she is unhappy. 

Wharton（2001）53認為從例句(21)所得出的語境假設「rich people are happy」

並不是透過“but”的編碼而來，“but”在這裡擔任的是協助聽者推論說者

話義的工作，它是聽者選取推論方式的指標，當聽者靠輸入系統、既有語境

表徵內涵以及演繹推論等方式推導出(21)的完整命題內容“Sheila is rich 

                                                 
52 Fodor（1983）認為中央系統主要在接收輸入系統的信息並同時儲存背景知識（backgraound 

information in memory），中央系統並負責進行推論作業（inferential computation），其中涵蓋了完

整命題真值條件的取得。 
53 Wharton（2001 cf. Blakemore, 2002）：「this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 is not encoded by but, but is 

activated by it in the sense that it encodes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ferential route the hearer should take 

in order to arrive at the intended conceptual representation」（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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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he is unhappy”時，其認知環境同時受到“but”的刺激繼續搜尋其他假

設，語境假設「rich people are happy」為聽者明白“but”在話語中的功能後

所得出的，“but”並非本身內建了語義，而是提供了一個信息，這個信息

是一個信號（signal），激發聽者往「刪除某個認知環境中的既有假設」推

論方向前進，最後在關聯原則下找到最高相關的語境假設，並取得最適當的

解讀。我們再看 Grundy（2000）所舉的例子： 

(22) But he had read them all. （Grundy, 2000: 108） 

例句(22)的說者為命題中“he”所指的指導學生，因為聽者好奇該學者的研

究室是否如外界傳言般那樣雜亂於是向(22)的說者詢問，說者描述該學者的

研究室其實並不雜亂，他認為該學者的書最多也只能堆滿研究室窗戶旁邊的

空間。站在聽者的角度，根據當下的語境聽者擁有這樣的語境假設：「說者

希望該學者能有多一點的書」，但最後聽者接收到了話語(22)，若聽者這時

的最高關聯語境假設為「說者覺得該學者的書很少，希望他能有多一點的

書」，那麼新命題“he had read them all”雖然和整個會話主題「該學者的

研究室」有關，但很難和聽者此時的語境假設產生互動。我們可以比較在相

同的情況下，加了“but”和沒有“but”的話語給聽者的訊息是不一樣的，

沒有“but”的話義更多傾向於單純的描述「書都看過了」，但加了“but”

的句子卻給聽者帶來了一些困惑：新命題和會話主題之間的關聯是什麼？一

方面“but”給聽者帶來了困擾，但另一方面卻也為聽者提供了一個暗示：

新命題確實和會話主題有關，且該關聯建立在「刪除某個語境假設」之上。

若聽者理解“but”所代表的引導意義，便會捨棄「說者覺得 Grice的書很

少，希望他能有多一點的書」假設，並根據新命題依循關聯原則重新建構另

外一個假設：「學者會看很多書」，該假設和“but”產生互動那麼新命題

“書都看過了”便可讓聽者得到這樣的話義：「說者認為“把書都看完”不

是一般學者會做的事」。 

透過上述的真實語料，不難發現當聽者接收信息並開始進行語境假設建

構時，會有許多因素影響他建構的方式，從無到有的過程中有許多供他選擇

的假設，只要這些假設符合語境和關聯理論的要求，而通常聽者會選擇相關

度最高或最易取得的（most accessible），說者也致力於使溝通能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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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小的力達到最大的語境效果，Blakemore（2002）認為引導碼的使用目

的即在此（參考注腳 36），Blakemore所說的認知效果（cognitive effects）

即語境效果。 

根據 4.1.3的討論，我們認為語言的引導表現並不僅止於隱含，也可能

作用於高層明說義上，試看下面我們從網路上觀察到的語料： 

(23) 這不孝子居然打我！ 

(23)命題為“不孝子打我”，若將之視為一個整體事件，“不孝子”指的是

說者才三歲的兒子，說者在進行這個言語行為之前，曾描述事件發生的背景

知識：因為說者的兒子有拿遙控器摩擦電視螢幕的習慣，而說者的公婆為了

制止這個行為再度發生，於是打說者兒子拿遙控器的手背以達到嚇阻的目

的，也許是學習到拿遙控器就要被打的知識而發生了(23)事件。命題“不孝

子打我”若經過聽者的擴充、填補信息的努力之後，可得出較完整的語義：

「在說者從兒子手裡搶來遙控器欲轉台之時被兒子打了下手背」，即(23)的

明說意義（explicature）。 

聽者在推論過程中會不斷思考的一個問題是：這（當下的假設、或藉由

假設得到的明說意義）是否就是說者的言語行為意圖？如果還有疑慮，聽者

會試著以明說意義為前提，依循關聯原則進行第二階段的推論。在了解事件

的發生為源自於說者公婆的身教後，說者的兒子體會到拿遙控器就要被打手

背的經驗（推論根據為背景知識），於是打了說者拿遙控器的手背，我們從

這個模式不難理解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但為什麼說者要多此一舉的把這個

可依因果關係推論出的事件描述出來呢？我們認為這個訊息也許暗示了聽

者：「該明說意義可能並非說者真正的言語行為意圖，在該語義背後還有言

外之意」，說者也許已經事先預知可能發生的溝通失敗結果，於是在命題之

外額外提供了一條線索，這個線索雖然不對命題真值有任何影響，但卻能補

足我們建構前提時的缺憾，該線索即作為推論方向標誌的引導碼“居然”，

“居然”能夠引導聽者將注意力放在「說者預期和命題之間的落差」上，因

此聽者能取得說者當下的態度，可能是吃驚、憤怒、難過等等，“居然”並

不是內建了說者某種情緒，而是標示出說者有某種情緒需要聽者去推論獲

得，即“居然”在這裡的目的：引導聽者的推論方式。關於“居然”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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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我們將在下文作進一步的說明。 

從上述討論可以發現引導碼的使用可協助聽者取得隱含及高層明說

義，成功的推論對隱含及高層明說義的取得有關鍵性的作用，但我們還不能

排除引導碼和明說意義推論之間的關聯。Carston（2002: 117）曾提及明說

意義的來源不只在於語言解碼，也和語用推論有關54，我們參考 Blass（1990）

等人55的論述，他們針對一些非真值條件篇章標記（non-truth conditional 

discourse markers）進行研究，發現這些篇章標記於引導意義（procedural 

meaning）層面上和明說意義（explicature）之間的關連，若 Blass（1990）

等人的分析無誤，那麼引導意義不僅對隱含及高層明說義的取得造成影響，

甚至對明說意義的發現也有貢獻56。 

 

 

 

 

 

圖 四-3 引導碼的運作階段 

目前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引導碼並不會影響命題內容，即使有任何內建語

義，其語義範疇依然不影響命題的真值條件，根據 Blakemore（1987, 2002）、

Iten（2005）及 Blass（1990）等人的分析，引導碼可以協助聽者建構、選取

語境假設，進而取得隱含和（或）高層明說義，甚至還限制影響了明說意義

的獲得方式（參考圖四-3）。李叢禾（2003）以關聯理論為基礎，亦提到引

                                                 
54 原文為：「… the content of explicature is derived in linguistic decoding or pragmatic inference」。 
55 Higashimori（1994）、Itani（1993）、Iten（2000b）、Jucker（1993）以及 Unger（1996）等人。 
56 節錄自 Blakemore（2002: 79-80）：「While the notion of a procedural constraint on implicatures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analysis of a range of non-truth conditional discourse markers,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role of inference in the recovery of explicit content has suggested that the notion of procedural 

meaning can be extended to expressions and constructions which encode constraints on the recovery of 

explicatures」。 

conveyed 

� 
擴充、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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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icature x 

explicature x＝premise 

� 
關聯原則 

� 

implicature 

higher-level explicature 

引導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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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意義（他稱為程序信息）可分為三類：一，推理隱含的；二，推理高層明

說意義的；和三，推理話語所表達的命題內容的。我們認為引導碼能夠決定

語境假設在依循關聯原則被推論時所呈現的排列方式，可作為一個「如何定

位語境假設」的角色，於是聽者在依循關聯理論對語境假設進行篩選時，隨

著不同引導碼的功能造成的影響而取得不同最高關聯的語境假設，最後得到

說者所期待的結果。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隱含引導隱含引導隱含引導隱含引導 

根據 4.1.4，我們知道引導碼可協助聽者取得話語的言外之意──隱含

（implicature），這裡我們要進一步討論的是引導碼所引導出的隱含為哪一

種隱含。隱含不從命題形式獲得，即不透過語言成分表現，聽者常常藉由語

境及其他語言、非語言成分推論得知。例如： 

(24) 我的鞋帶掉了。 

例句(24)的命題為“我（說者）的鞋帶掉了”，而說者在(24)裡所要表達的

明說意義包含了： 

(25) 我（說者）的鞋帶在時間 t 掉了。 

(26) 我（說者）在時間 t 說我（說者）的鞋帶掉了。 

(27) 我（說者）在時間 t 相信我（說者）的鞋帶掉了。 

聽者要決定的是說者利用(24)要表達的究竟是什麼，其主要言語行為意圖為

何？若該命題僅為單純的事件描述，那麼說者言語行為的意圖不在期待聽者

進一步推論其他隱含義，他要表達的可能只侷限於上述幾個明說意義，於是

聽者沒有進一步推論的需要。但如果說者是一個還不會自己綁鞋帶的小孩，

聽者是他的父母親，說者在進行這個言語行為時，目的可能並不止於陳述一

個事件，若聽者能依靠語境或其他線索，如聽說雙方共享的背景知識等，建

構出「說者的鞋帶掉了，而說者不會綁鞋帶」的語境假設，接著以此假設為

前提，在此基礎上推論出說者的真正意圖，便能得出該話語的隱含：「幫我

綁鞋帶」，也就是(24)命題背後的言外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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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四-4 蘊含及隱含（cf. Grundy, 2000: 85） 

例句(24)的表現為會話隱含的一種，在 Levinson（1983 cf. Grundy, 2000）

的架構下（參考圖四-4），隱含可分為規約隱含（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和會話隱含（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前者主要受到詞彙的制約，而後

者則為一般性現象亦或伴隨語境產生，聽者可能必須依循關聯理論或合作原

則進行推論獲得話義。會話隱含還可分為兩類，一為和語境無關

（context-free）的普通會話隱含（general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普通會話隱含不受語境干擾，亦無須依靠關聯理論推論，其隱含義主要來自

於合作原則中的數量準則（quantity maxim）及方式準則（manner maxim）

的推演，另一類會話隱含為具有語境依賴（context-bound）性質的特殊會話

隱含（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該隱含伴隨著語境而產生，

且聽者必須依循關聯理論進行推論才可獲得。 

根據 Blakemore（1987, 2002），引導碼的推論必須仰賴關聯理論，因

此我們初步排除普通會話隱含的可能。而特殊會話隱含和語境息息相關，依

據當下不同的語境還可推論出其他可能特殊會話隱含，以 Grundy（2000: 85）

的語料為例： 

(28) Some Manchester City supporters are actually sane. 

(29) I am sane. 

(30) I am not the pitiable idiot you think I am. 

(31) You should admire my loyalty. 

(32) Manchester City are a good side despite appearances to the contrary. 

在不同的語境下話語(28)可能推論出(29-32)不同的隱含，這些隱含不受引導

碼“actually”的限制，主要隨著語境、聽者處理信息的能力、雙方背景知

conveyed 

implicated 

conventionally 

conversationally 
generalized 

particularized 

said/ent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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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等等不同而異，但規約隱含和特殊會話隱含不同，雖然也依賴語境所提供

的信息，但另外需靠詞彙信息進行推論，該信息可能和詞彙本身語義有關，

或者沒有概念只有引導意義，但不管是哪種，都對聽者的推論過程有貢獻，

如藉由(28)的“actually”Grundy（2000: 85）認為聽者可得出規約隱含「命

題超出聽者預期，難以相信（it’s hard to believe what is predicated of Some 

Manchester City supporters）」。顯著的例子還有 Grice（1975）談到的

“therefore”，Blakemore（2000）的“but”、“so”、“moreover”、“well”

等，以及 Oh and Dinneen（1979: 23-33）的“even”，這些語言成分不管是

否內建了語義（或概念），都不對命題真值產生貢獻，但可協助聽者進行推

論找到隱含，對理解話語及說者的言外之意有實質上的幫助，故從隱含的角

度討論，引導碼的引導功能主要實現在規約隱含的推論過程。 

我們回顧 Sperber and Wilson（1986: 114）討論的新信息及語境假設之

間的關係，其中有三種會產生語境效果： 

a. 新信息能產生新的語境假設； 

b. 新信息能加強現有語境假設； 

c. 新信息能刪除現有語境假設。 

引導碼和語境互動，依據不同引導碼的指示（signal）功能會對聽者認知環

境（cognitive environment）有不同的影響，能協助聽者建構、選擇或刪除語

境假設，且這一連串推論的過程必須在關聯理論的原則下進行，下面我們將

分別從產生語境效果的方式討論漢語語氣副詞隱含引導的表現。 

4.2.1 排除現有語境假設排除現有語境假設排除現有語境假設排除現有語境假設（（（（才才才才、、、、的確的確的確的確、、、、其實其實其實其實）））） 

藉由排除現有語境假設達到引導功能的語言成分在英語中最顯著的例

子為“but”，漢語語氣副詞裡也有類似的表現，如王力（1943/1987）語氣

末品中的辯駁類“才”，以及“的確”“其實”等。試看： 

(33) 李雲說：「你勸他一勸吧。」 

張信說：「我才才才才不勸呢！」 

關於辯駁語氣王力（1943/1987）未深入討論，僅提到這類的“才”使用於

否定句中。我們參考陳立芬（2002）的分析，陳立芬從語義功能及會話隱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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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討論，得出“才”三種不同義項裡的一個共同概念──「否定預期

（denying-expectation）」，該概念可應用於不同語境下“才”的表現。如： 

(34) 如果你去，我才才才才去。 

(35) 他一週才才才才吃兩碗飯。 

(36) 我才才才才不想去看電影呢！ 

陳將“才”區分為三大類，上列各舉一例，它們之間有一個共同概念「否定

預期」，陳（2002）指出(34)的“才”否定了語境裡的預期，此外說者提出

一個必要條件供對方參考，而(35)則對於語境中的量值（quantity）表達不符

預期，(36)是針對語境裡的某個命題提出反駁。 

關於“才”的「否定預期」畢永峨（1988 cf. 陳立芬 2002）曾提出他的

見解，畢（1988）認為“才”是視分析而定的一個否定預期焦點標誌57，該

否定預期作用的層面為隱含的範疇，畢（1988）分別從參數用法（parametric 

usage）、限制用法（limiting usage）、強調用法（emphatic usage）以及時

間性用法（temporal usage）討論“才”，我們可將這些用法視為“才”「否

定預期」發生的環境，依著環境的不同而產生不同面向的否定預期結果。 

畢（1988）的分析對我們從引導功能討論副詞“才”有很大的啟發，我

們認為畢（1988）所談的「預期」和人際互動面有關，牽涉到參與會話雙方

的語境推論（inference）過程，該「預期」即 Chafe（1986）從聽說雙方之

間的觀點出發得到的觀點差異，如一致、衝突或超出等等不同的現象，說者

表達的不僅僅是自己的「預期」，也作出了一連串預估聽者「預期」的工作，

這個過程涵蓋了語境假設的建構、搜尋或刪除，符合畢（1988）作用於隱含

層面的論點，也就是說“才”對命題或事件的真值條件沒有影響，但能指引

聽者理解話語時所選擇的推論方向。 

這裡我們從語境假設的角度觀察“才”在交際過程中造成的影響，以

(34-36)為例，「預期」的否定分別發生在參數用法、限制用法及強調用法環

境裡，如例句(34)，從表面上來看“才”表達的是前後句之間的條件關係，

                                                 
57 原文為「…, C is accordingly analyzed as marking a denying-expectation focus.」in Biq（1988, 1-87），

此處翻譯引用陳立芬（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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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前句為產生後句結果的參數，除此之外，陳立芬（2002）指出這裡的“才”

還表達了說者主觀預期事件不易達成之意，但一旦雙方能達成這個必要條件

（“你去”）結果就可以改變，這是“才”在這裡所否定的「預期」內涵，

即說者藉由“才”否定自己的主觀預期並引導聽者得到預期否定後的改變

結果。陳（2002）將畢（1988）的限制用法及時間性用法歸於一類，皆屬於

表示程度的用法，表達論述點（asserted point）和預期點（expected point）

之間的關係，不管是時間性還是範圍限制判斷的基準都以說者主觀的參照點

（reference point）為主，如(35)的“才”是對預期點“他一週吃 x 碗飯”進

行的否定，目的在於引導聽者推翻既有的預期，協助聽者理解話語。而(36)

則屬於強調用法，這類“才”的分析各家學者稍有分歧，有支持強調確定語

氣的，也有支持反駁語氣的，王力（1943/1987）提到的辯駁即是反駁方面

的用法，陳（2002）表示第三類的“才”其實只有一個語用內涵，即上述提

到的「否定預期」，他認為這類的“才”表示的是「強調否定預期和現況」

的語氣，不管是預期還是現況都屬於交際雙方的語境層面，如(36)所否定的

是“我（說者）想去看電影”，該預期存在於交際雙方的語境假設裡，而

“才”的出現則引導聽者將此預期刪除。 

 

 

 

 

 

圖 四-5 “才”影響聽者的語境假設建構 

透過上述的討論我們發現王力（1943/1987）所觀察到的“才”的辯駁

語氣屬於第三類的強調用法，但不只有辯駁“才”具備推翻預期的功能，根

據陳立芬（2002）及畢永峨（1988）「否定預期」是“才”的核心語用功能，

發揮在語境假設層面，屬於人際互動的一種現象。我們以圖四-5 表現“才”

於例句(34-36)中對語境假設的影響，虛線表示否定、排除的概念，也就是

“才”在推論引導面上的功能。 

不易達成的預期－你去。 

他一週吃 x 碗飯。 

說者想去看電影。 

聽者語境假設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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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耀華等（2007）指出“的確”常常出現在讓步轉折複句中表讓步的小

句，雖然和其他真值情態一樣表示對命題真值的完全肯定，卻又有不同，羅

等（2007）指出“的確”在讓步轉折複句中所肯定的命題為說者自己曾經懷

疑過的。這裡參考羅等（2007）所舉的例子： 

(37) 記者：日本國會多數議員贊成修改憲法，先生對此有何見解？ 

村山：的確的確的確的確，修改憲法的聲音在日本越來越響……我認為應該更加珍視和 

      平憲法的重要作用。 

我們認為“的確”能擔任暗示肯定程度發生變化的角色，可能和說者接下來

要對命題內容進行的辯駁有關。辯駁屬於負面評價的語言行為（何兆熊 1999, 

p. 225-228），是一種不贊同對方的語言表現，因為威脅到聽者積極面子

（positive face）的需求，所以是一種面子威脅行為（FTA）。說者為了降低

威脅程度，選擇先對命題作出肯定，當然他也可以選擇直接進行辯駁，如例

句(37)的村山可以直接道出他的見解“我認為應該……”，雖然這樣的辯駁

行為力量很大，但相對的可能比較不易被聽者完全接受，因此說者選擇了保

全雙方面子的方式，先肯定先前的命題內容再進行辯駁，例(38)亦同。試看： 

(38) A：你說沒有錢，昨天人家還看見你去百貨公司買了塊表呢！ 

B：的確的確的確的確，但這不是我自己買的，是給我在寶雞工作的老同學買的。 

(38)中 B“的確”的肯定對象為 A 所說的命題“你去百貨公司買了塊表”，

但並未對 A 所說的言外之意“我懷疑你真的沒有錢”做出肯定，從推論層

面討論，“的確”暗示了聽者應該「刪除某個現有的語境假設」，在這裡即

為“你（B）有錢”，如同(37)的“的確”表現──在接受對方看法的同時

也對聽者進行了推論引導功能，要求聽者刪除當下語境裡關聯程度最高的假

設，且“的確”另外還有接受對方看法的人際功能，因此降低了反駁味道而

顯得較為禮貌。 

在 3.1.1中我們將“其實”納入理性原則情態的範疇裡，可表達說者對

命題真值的評估，但從推論層面討論“其實”還具備了刺激聽者刪除語境假

設的引導功能，對應至“其實”的英語為“actually”被討論得較多，除了

4.2提到的 Grundy（2000: 85）的分析外，Chafe（1986）及 Aijmer and 

Simon-Vandenbergen（2004）皆曾以預期（expectation）的角度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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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ually”的表現，Chafe（1986）認為“actually”及“in fact”表示說者

對聽者可能預期的估測：「a fact goes beyond what one might have expected」，

從語用功能來說，說者首先估測出聽者在當下語境最可能建構或抽取出的某

種語境假設，接著利用“actually”及“in fact”提示聽者該假設並不是對

的，因為正確的、或說者希望聽者建構或取得的假設可能並不在聽者既有的

語境假設環境裡。試看： 

(39) A: Oh, you’re married. 

B: Actually, I’m not. 

這裡 A 的語境假設為「B is married」，且透過話語(39)表達出他對該假設的

確信，B 也明白這一點，故利用“actually”先提示聽者這個假設並不對，

接下來告知真實的情況。Aijmer and Simon-Vandenbergen（2004）認為說者

利用“actually”並不只引導聽者刪除該錯誤假設，也同時接受了聽者釋出

的信息：「to take up a stance to a viewpoint that was expressed by the first 

speaker and to signal non-alignment with A’s expectations」。從 Chafe（1986）

和 Aijmer and Simon-Vandenbergen（2004）的論點來看，“actually”在推論

層面具備引導功能，Downing（2001）即從人際互動面討論這類副詞，標示

了其假設為對立性質的：「signal such meanings as confrontation and 

contradictory assumptions」，因此我們認為該副詞除了表現情態義之外也同

時能指引聽者刪除錯誤的語境假設，此外 Aijmer and Simon-Vandenbergen

（2004）還觀察到“actually”的另一項表現，我們認為這層表現和“的確”

的禮貌用法有相通之處。試看： 

(40) Plurk其實其實其實其實真的沒什麼，就只是很好玩而已。 

這裡說者除了藉由“其實”表達他對命題“Plurk 沒什麼，只是很好玩而

已”真值的評估外還進入了人際互動面，表示自己對聽者預期的反應，說者

假設或肯定聽者認為 Plurk 很困難、不容易學習，同時因為某些目的想讓聽

者刪除這層認知（語境假設），除了利用“其實”的情態義表達自己的評估

內涵外，也表示該命題是超出聽者預期範圍、難以建構或獲得的語境假設，

由於該信息的傳達，讓聽者明白他的推論失敗並非自身能力不足所導致的，

而和種種客觀因素的干擾有關，說者主動替聽者解除推論失敗可能帶來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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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威脅危機，我們認為這和 Aijmer and Simon-Vandenbergen（2004）提到的

「to take up a stance to a viewpoint that was expressed by the first speaker」現象

其實是一體兩面，說者預期聽者語境假設的同時接受了聽者的觀點，但接受

只是表面行為，背後的動機在於他要進一步要求聽者推翻這個假設，為了避

免造成對方面子的威脅首先設置引導碼“其實”，利用引導內涵──即

Chafe（1986）所說的「該假設超出聽者預期」來降低可能帶來的威脅力量。 

除了漢語“其實”，Aijmer（1996）從人際互動面觀察瑞典語情態助詞

“väl”也發現到類似的禮貌表現，Aijmer（1996）58指出“väl”除了表示確

信程度外，也在聽者可能面臨的消極面子（negative face）的考量下使用

“väl”，藉由表現對聽者的尊敬來達到禮貌的效果。Aijmer 認為該禮貌的

需要可能來自於說者對聽者作出的請求，為了使聽者能較容易拒絕該請求而

事先設置“väl”，那麼該「尊敬」對象則是聽者可能作出的拒絕。我們認

為“väl”雖然和“其實”的確信程度不同，但有相通的人際互動功能，都

減緩了聽者可能面臨的面子威脅力量，“其實”透過「該假設超出聽者預

期」，而“väl”則藉由「尊敬聽者可能作出的拒絕」降低該力量，兩者都

為說者主動對聽者語境假設環境所作的估計。 

4.2.2 產生新的語境假設產生新的語境假設產生新的語境假設產生新的語境假設（（（（難道難道難道難道）））） 

蘇英霞（2000）從反問句的角度討論，將“難道”分為三大類：表示否

定，表示不解，以及表示推測，從對命題的信疑度角度討論“難道”的表現

（參考圖四-6）。 

否定  不解 推測  

 
不信 懷疑 信 

(41) 命題：你啞吧了 

(42) 命題：你不想家 
(43) 命題：你也不吃飯 

 

圖 四-6 “難道”的信疑度分布 

                                                 
58 Aijmer（1996）：「Väl is chosen to show respect for the other person’s negative face-needs. The 

presence of the particle makes it easier for the hearer to say ‘no’ if he does not want to comply with the 

request and therefore makes the request more polite」（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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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難道難道難道難道你啞吧了？ 

(42) 難道難道難道難道你不想家嗎？ 

(43) 顧師孟：老三，你怎麼這麼瘦啊？難道難道難道難道你也…… 

秦叔禮：有時候陪著媽媽，吃一口半口的！（《老舍文集》） 

蘇（2000）認為不信的原因在於這些命題是與事實不符的（(41)的“你啞吧

了”），或說者深信與之相反的情況（(42)的“你想家”），若說者對命題

的真值產生懷疑，“難道”便會出現推測義（(43)的“你也不吃飯”）。 

一般認為“難道”有「加強反問語氣」的作用，但根據蘇（2000）的討

論我們發現並非所有“難道”句都透過反問形式達到某種加強肯定或否定

的效果，我們不否認“難道”對反問句造成的強調效果，根據齊滬揚等

（2006）對反詰類語氣副詞和幾種否定形式的否定等級比較59，發現如“難

道”的反詰表現否定強度要高於陳述形式的否定式，但我們認為「加強反問

語氣」可能並非“難道”的核心語義，齊等（2006）曾提及反問形式的表層

結構和深層語義內容的不一致性和否定範疇之間可能有著密切的關係，這個

觀察讓我們重新思考反詰問句語言表現所要否定的內涵。我們參考蘇（2000）

以預設的觀點分析“難道”句，他認為“難道”帶出的 A 是預設 Y 的否定

命題。試看： 

田富貴：你倒是幫幫我來呀！ 

明大人：我？難道你不知道我的指甲是養了多年的嗎？ 

                             A1 

（預設 Y1：你知道我的指甲是養了多年的） 

蘇（2000）並未說明這裡的預設所指為何，從語用前提（presupposition）的

概念來說，Y1 符合何兆熊（1999: 281-284）整理的至少兩項定義：說話人

對言語的語境所作的設想，以及是交際雙方所共有的知識、或者背景知識。

如上面的命題“明大人的指甲是養了多年的”為聽說雙方都知道的事實，若

說者認為聽者不知道這個事實，他不會作出上述話語，只有說者將這個事實

                                                 
59 如簡單否定式（否定詞＋V）、可能否定式（否定詞＋表可能意義的助動詞＋V）、補語否定式

（V＋不＋C）、意願否定式（否定詞＋表意願意義的助動詞＋V）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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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當下語境的前提（presupposition）時上面的“難道”句才成立，因為只

有聽說雙方都有這個共識，聽者才能正確理解話語。但我們發現並不是所有

蘇（2000）所指出的預設都符合前提的要求。試看： 

秦叔禮：……我盼星星盼月亮，盼您回來，好跟您訴訴委屈。 

秦趙氏：三爺，難道家裡有人欺負過你嗎？ 

                        A2 

（預設 Y2：家裡沒有人欺負你） 

這裡的 Y2 不一定是話語的前提，若 Y2 為聽說雙方共享的知識，那麼秦叔禮

發話時心中設想的“委屈”必須是其他方面的，但 Y2 也可以是說者秦趙氏

單方面的設想，即說者的主觀認定，當他接收到“秦叔禮受委曲”的信息後

開始了一連串的假設，其中之一便為 Y2。 

我們認為“難道”所表現的預設並非語用前提，可能更接近於說者的主

觀假設（assumption）。我們參考 Jing-Schmidt（2008）60對“難道”的分析，

他批判傳統從「加強反問語氣」達到某種肯定或否定效果的論點，認為“難

道”不在傳達對命題真值的斷言，主要表現的是說者的情緒，並利用(44)來

證明。試看： 

(44) A1：誰造成的呢？ 

B1：是啊，誰造成的呢？ 

A2：你自己! 

B2：難道難道難道難道我錯了嗎？ 

B2’：？？我錯了嗎？ 

A3：你錯沒錯咱們看事實…… 

Jing-Schmidt（2008）61認為這裡透過 B2 所要表達的是「說者難以接受自己

                                                 
60 Jing-Schmidt（2008）：「… nandao-interrogation is indexical of the speaker’s emotional state. The 

expression of the emotional state cannot be predicted by the assertion of truth-condition」（此段為筆者

中譯）。 
61 Jing-Schmidt（2008）：「… what B2 does convey to us is that the speaker is having a hard time 

accepting the suggestion that he might have made a mistake…the indexical meaning of this construction 

is invariable in the sense that it consistently signals INCREDULITY at the subjective and intersub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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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犯了錯誤」，並指出“難道”總是標示出說者「懷疑∕不信（incredulity）」

的態度，若“難道”為一種對真值的斷言，便無法解釋為什麼會出現 B2’

及 A3 的反應。“難道”在不同的語境裡可以表達不同的意思，學者如 Gong

（2002）便從多義（polysemic）的觀點討論“難道”，他提到“難道”可

加強說者對命題隱含的確定性，也可表示其不確定性，要獲得“難道”的語

義必須依賴當下的語境，但 Jing-Schmidt認為多義分析和上述談到的「加強

反問語氣」分析一樣，只關注句子的真值條件而忽略了說者的主觀性，基於

此，他從人際互動面觀察“難道”，認為“難道”影響的範圍並不止於獨立

分離的句子，要知道說者透過“難道”表現的情緒，必須以言談的連續面為

基礎，將聽說雙方在溝通時產生的互動納入考量。Jing-Schmidt認為產生「懷

疑∕不信（incredulity）」的情況有兩種62： 

a. 出現排斥信息，刺激說者產生非自願性情緒； 

b. 為刺激聽者而主動建構排斥信息。 

這兩種情況的共同特質為信息間的排斥性限制（confrontation constraint），

Jing-Schmidt並未從引導碼的角度分析“難道”於溝通者之間的互動情況，

但他的觀察卻暗示了“難道”可能在語境假設層面的影響，他指出情緒的產

生排斥性是關鍵，只有在具備排斥性限制的言談中說者的情緒才能經由觸發

而表現出來，除此之外，說者在使用“難道”時還有改變聽者想法的意圖63。 

跟據 Jing-Schmidt（2008）的討論，這裡我們進一步從 Blakemore（1987, 

2002）的語境假設（contextual assumption）層面觀察“難道”的表現，依循

關聯理論回頭分析蘇（2000）所提及的三種情況中的推論表現，發現它們有

共同的一項功能──協助聽者進行新語境的建構。以(41)為例，這裡聽說雙

                                                                                                                                              

level」（此段為筆者中譯）。 
62 Jing-Schmidt（2008）：「…a) he is emotionally provoked by the confrontationally communicated 

message from his interlocutor, and/or b) he intends to construct his own message as confrontational so as 

to provoke his interlocutor」（此段為筆者中譯）。 
63 Jing-Schmidt（2008）：「…the employment of the meaning INCREDULITY by using the 

nandao-interrog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confrontational nature of the on-going discourse in which the 

speaker’s emotion is triggered and manifested…are purported to persuade the potential hearers/readers 

and to influence and shape their thinking as a collective target of communication」（此段為筆者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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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都清楚明白命題中“你”的所指不是啞吧，說者用“難道”帶出與事實相

反的命題，其目的不在於推翻事實，而是藉由否定自己既有的語境假設（即

Jing-Schmidt觀察到的情況 b）來引導聽者進行推論，當聽說雙方都明白這

個命題不成立時，聽者便會出現疑問：說者透過這個命題要表達的是什麼？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聽者必須根據關聯原則進行推論──「如果我是啞吧，那

麼我不會說話，但我不是啞吧，所以我應該說話」。而例句(43)能出現懷疑

的態度，則由於出現了 Jing-Schmidt的情況 a（「老三很瘦」的排斥信息），

這個情況和說者原先設想的不同，說者在此語境中無法對這個情況產生強烈

的排斥性，無法理解為不信，我們認為這可能和該情況屬於輸入系統中的非

語言成分（知覺感官輸入）有關，知覺感官輸入所構成的假設（assumption）

強度是相對較高的（參考圖四-1），此時說者所傳達出的情緒或態度只能是

懷疑而非不信，這也是為什麼 Gong（2002）將語境視為理解“難道”句的

主要根據。 

如圖四-7 所示，“難道”否定了聽說雙方既有的語境假設如「聽者不

是啞吧」，帶出與之相反的命題，但我們認為“難道”的否定並不止於單純

的否定而已，由於否定的是說者自己高度信仰的假設64，因此讓聽者產生了

疑惑，進而出現了推論的結果。 

 

 

 

 

 

圖 四-7  (41)“難道”影響聽者語境假設的建構 

(42)(43)也有類似的過程，如(42)和(43)的說者分別否定了既有假設(45)及

                                                 
64 Jing-Schmidt（2008）曾提到“難道”所帶出的態度或情緒為針對說者預料之外或難以相信的內

涵（原文為：「These examples demonstrate how the indexical meaning INCREDULITY is employed by 

the speaker to express his/her specific emo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something that is beyond his/her 

expectation and belief」）。 

我不說話。 

我不是啞巴。 

聽者語境假設 

難道 

我不說話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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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語境假設(45)(46)可能是客觀語境讓聽說雙方都擁有的共識，但也可以

是說者主觀的認定，重點在於說者否定了自己深信的假設，因此讓聽者產生

推論──「如果不想家那麼不回家也可以，但說者認為聽者很想家」，以及

「只有吃不飽才會那麼瘦，但說者認為老三吃得飽」，藉由推論聽者可得到

隱含如：「說者對聽者不回家的決定感到不解」，以及「因為老三很瘦的事

實讓說者對自己的假設感到疑惑」。 

(45) 聽者很想家。 

(46) 老三吃得飽。 

且在推論的過程中，即使聽者一開始沒有和說者相同的共識，也可藉由推論

得到相同的假設，從這一點來說“難道”具備引導碼的特質。我們認為“難

道”雖然看似排除了現有的語境假設，但那並不是說者真正的意圖，理由在

於“難道”同時暗示聽者被排除的假設是說者深信的，說者僅是藉由「排除」

來指引聽者進行新假設的推論，故「產生新的語境假設」才是“難道”最終

的引導功能，我們認為蘇（2000）所談的表示否定、不解及推測是經由推論

後所得到的隱含義。 

在語用層面上“難道”否定的是自己深信的假設，我們認為這個現象和

Horn（1973）及 Gazdar（1979）所討論的等級隱含（scalar implicature）有

關。等級（scale）為一組有量度差別的語言形式所構成的有序排列，“難道”

所帶出的命題除了和說者的語境假設產生衝突外，也同時標示出該命題在一

組有序排列之中，且為諸多情況裡說者認為等級最低的那一個，藉由“難

道”的使用提高了衝突性，並且可突出說者所要表達的不信、不解等隱含

義。試比較： 

(47) 難道難道難道難道我錯了嗎？ 

(48) 我錯了嗎？ 

我們將(44)中出現的兩種反問句抽取出來，若在(44)語境中(47)及(48)所要表

現的是「說者難以接受自己可能犯了錯誤」之意，則(47)標示出等級隱含的

極端值，表達在說者的認知環境裡「我（說者）錯了」為等級中成真程度相

對低的，和(48)相比其「難以接受」的情緒要來得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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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敬敏（1996）曾論述反詰問句的三個語用特點：一、顯示說者內心的

不滿情緒；二、表現說者主觀的獨到見解；三、傳遞說者對對方的一種約束

力量，齊等（2006）認為邵（1996）所提出的語用特點都涉及到說者強烈的

思想感受，帶有很強的主觀色彩，因此使反詰問句的語氣比一般的肯定句或

否定句更為強烈，根據蘇（2000）的語料整理，我們發現並非所有“難道”

句都有「不滿」情緒的表現，但都有主觀的「獨到」見解及「約束」力量，

邵（1996）所提及的這兩個語用表現反映了“難道”在人際互動面的引導推

論角色，我們認為邵（1996）所觀察到的「約束」現象可能屬於“難道”對

聽者語境假設造成的影響。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高層明說義高層明說義高層明說義高層明說義引導引導引導引導 

4.3.1 以隱含引導為基礎以隱含引導為基礎以隱含引導為基礎以隱含引導為基礎（（（（明明明明明明明明）））） 

我們曾在 3.3.2提到引導碼概念虛化的現象，在實際語言表現中，有些

還存有概念義的語言符號也可能具備引導功能，在漢語語氣副詞中我們發現

了一些表現情態義的副詞在推論層面能和語境假設產生互動，如語氣副詞

“明明”。《現代漢語八百詞》解釋“明明”為「顯然這樣」，由此可見“明

明”具備理性原則下的信息源情態，但又和信息源情態不完全相同。我們比

較(49)和(50)例句： 

(49) 哪裡是小陳，顯然顯然顯然顯然是小王。 

(50) 哪裡是小陳，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是小王。 

(49)的說者藉由“顯然”表達他對命題“（那個人）是小王”的高度信仰，

同時也傳達出他做出這個判斷背後仰賴的根據，但“明明”除了表達高度信

仰之外還有“（那個人）是小王是你（聽者）也知道的事”之意，也就是說

者認為該命題內容是你我都清楚且無須懷疑的事實，但該事實顯然在(50)發

話前被聽者忽略了，為了提醒聽者這個事實，說者使用引導碼“明明”以達

到協助聽者找到正確的語境假設。 

說者使用“明明”的目的在於改變聽者的語境假設環境，原本聽者可能



漢語語氣副詞引導碼探析 

 82 

存有或建構了諸多語境假設，其中「他是小陳」為聽者認為關聯性最高的假

設，但說者相信「小王」也存在於聽者的認知或知識背景中，只是在當下聽

者語境假設的等級排列上並不是最高關聯的，為了改變其語境假設關聯等級

排序（參考圖四-8），說者使用引導碼來提醒聽者重新選擇適當的語境假設。 

 

 

 

 

 

 

圖 四-8 “明明”影響聽者的語境假設建構 

他用“明明”提供了一條線索──正確的語境假設是聽者既有的，且在真實

世界中成立的事實，暗示聽者應該提取其他符合“明明”要求的語境假設，

根據這個線索聽者可以進一步推論：「對方對於我作出『他是小陳』的判斷

表達了不贊成、不理解，或者譴責批評亦或責難質問的評價」，聽者如何判

斷出其中精確的推論還需其他語言、非語言成分的輔助，如說者當下的語

調、聽者對說者個性的了解等等。這裡要注意的是，雖然“明明”指引聽者

推論出高層明說義層面的意涵，但其推論過程不是單純藉由“明明”本身的

評價語義而來，故不能將“明明”納入評價副詞中，我們認為“明明”只有

情態義而無評價義，從語境假設層面討論“明明”有隱含的推論表現，並在

其基礎上暗示聽者：「說者有某些態度或情緒需要聽者推論」。 

4.3.2 命題與預期之間的落差命題與預期之間的落差命題與預期之間的落差命題與預期之間的落差 

關於漢語語氣副詞於高層明說義的引導現象，我們另外參考屈承熹

（1999: 57-58）對評價（evaluation）副詞的分析，屈承熹（1999: 57）提到

評價的主要功能為：「表達說話者的態度，所以他們通常帶有說話者的預設，

有時候甚至於帶有對聽話者的某些想法的預設」，屈承熹界定他的預設

（presupposition）為「說話者假定為真實的信息（屈承熹 1999: 112）」，

和何兆熊（1999: 281-284）對前提（presupposition）的定義有些出入，屈的

他是小陳。 

他是小王。 

他是 X。 

聽者語境假設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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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不是聽說雙方共享的知識背景，而較接近於 Chafe（1986）及 Aijmer and 

Simon-Vandenbergen（2004）的預期（expectation）概念。 

Biber（1999）、Biber and Conrad（2000）、Hoye（1997）、Lemke（1998）

及 Greenbaum（1969）等皆將「預期（expectation）」作為評價的一種，其

中包含「料定（expected/appropriate）」及「驚訝（unexpected/surprising/strange）」

兩種表現，我們認為「預期」作評價表現時為針對行為或情況本身的主觀評

估，可對應至 Martin and White（2005）道德類中的規範性（normality），

同時也可反應說者的主觀情緒。回顧「預期」的研究，最早 Chafe（1986）

從信息源情態的表現談「預期」，他指出說者可藉由副詞反應他和聽者之間

觀點的差異，可能兩者觀點一致、衝突或超出對方的預期（分別為 of course、

oddly enough及 actually），Chafe（1986）的討論並未跳脫語義框架進入人際

互動層面，而 White（2000, 2003）65則嘗試從人際互動面分析「預期」的表

現，他認為「預期」的來源有幾種，可能是存在於語境中的，這樣的「預期」

也許聽說雙方都知曉，也可能只是說者單方面根據背景知識的假定，甚至是

說者主動建構，假裝該「預期」存在，認為此舉能使自己的論點更加穩固。

西方對「預期」的討論多以情態副詞為對象，除 Chafe（1986）提到的幾個

副詞之外還有“surely、really、certainly”等66。我們認為根據 White（2000, 

2003）對「預期」的分析，該概念可延伸至評價副詞的討論。 

4.3.2.1 居然居然居然居然 

關於“居然”在《現代漢語八百詞》裡解釋為“表示出乎意料”，有三

種情形可用“居然”修飾：一、指本來不應該發生的事竟然發生；二、指本

來不可能發生的事竟然發生；三、指本來不容易做到的事竟然做到。若此歸

納為實，一般母語者必定會選擇如上描述的情況下使用“居然”，但我們在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的語料庫中卻找到這樣的句子： 

                                                 
65 White（2000, 2003 cf. Aijmer and Simon-Vandenbergen, 2004: 1791）：「These expectations may have 

been raised by preceding discourse or they may be assumed to be there by the speaker on the basis of 

backgraound knowledge; alternatively,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ir arguments, speakers may pretend such 

expectations exist」（此段為筆者中譯）。 
66 可參考 Downing（2001）、Powell（1992）及 Schwenter and Traugott（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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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有一天，好友送我一盆小茶花，半尺高，居然居然居然居然開了一朵小小的鮮豔的紅花，

還有兩個小花蕾。 

一盆花卉植物開花是在預料之中的，一般不會作為“不應該發生”、“不可

能發生”或“不容易做到”處理，但為甚麼說者在這裡選擇用“居然”修飾

呢？我們認為這可能和“居然”具備如「連…都∕也」的等級（scalar）標

記功能有關。曾毅平（2002）和呂（1999）相同，採取如呂所歸納的的三種

用法，概括起來為「表示出乎意料」。曾（2002）認為一個語言單位受“居

然”修飾後成為信息焦點，說者用“居然”來引出超常之事，表示「驚訝」

的強烈主觀評價，聽者則對其後續被修飾語義信息投以選擇性注意，故“居

然”具有表強調的語用價值。曾（2002）認為要產生語用價值必須符合兩個

條件：一、隱含預設前提：即存在“在 X 情況下，當有 Y 結果”的條件或

假設關係；二、語表的邏輯轉折或事理上的異乎尋常，即語表出現與預設結

果相悖的事實。如： 

(52) 記者：你現在有男朋友嗎？ 

章子怡：沒有。哪有時間交往呀？我挺煩的，居然居然居然居然沒人追我。我自認在中

戲長的還行，可就是沒人追我！ 

曾（2002）另外還注意到若隱含預設與語表事實形成巨大反差，“居然”極

大的強化了這種誇張性，則帶出幽默色彩。如： 

(53) 我想你該去減肥了，上次獻血的時候，居然居然居然居然流出了一百毫升的豬油。 

但曾所分析出的符合語用價值的兩個條件，仔細推究，其實為同個事實的一

體兩面，隱含的預設可以是說者的主觀評估也可以是邏輯推理的必然結果，

在這樣的預設前提之下，若其條件或假設關係被語表出現結果推翻，則符合

曾所描述的第二個條件。另外，曾所提出的信息焦點，其範圍的界定似乎需

要重新考量，若依曾的分析，“居然”修飾的部份為所謂的信息焦點，則在

(52)中說者想讓聽者注意的是“沒人追我”這個命題，但若觀察說者接下來

的描述，可以推測說者的預期應該是“以我的條件，應該會有人追我”，而

曾的假設很難解釋為甚麼當說者希望聽者將注意力放在“沒人追我”的命

題時，其後還要做和焦點命題之間矛盾的補充。故與其說緊接著“居然”的

成分為信息焦點，不如解釋為“居然”讓焦點放在「說者預期和真實命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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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落差上」。 

我們分析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語料庫67最初 500筆的“居然”

語料，經過篩選，除去一些無法分析或找不出上下文關係的語料，最後得出

共 459筆，首先，為找出“居然”是否具備等級標記功能（scalar），我們

以事件背景和說話者預期之間的關係做考量，區分出以下兩大類，比例約為

29:50。類別如下： 

a. 在以某事件背景為條件下“居然”所修飾的命題出現率最低； 

b. 在該條件下有可能出現“居然”所修飾的命題，即該條件並不足

以成為修飾命題的相悖成分。 

我們判別條件和“居然”修飾命題之間的關係主要依據語義，觀察“居然” 

所連接的上下文是否有非常明顯的轉折義，在第一類中除去「居然」修飾的

小句雖然不見得成為病句，但聽話者必須主動從上下文的關係中推敲說者要

表達的意涵，若因為其轉折意思對聽者而言不是那麼明顯、濃厚，則有可能

導致推論的失敗，故說者為了增加聽者理解的機率，有意識的加了「居然」，

將說者的情態明顯的表達出來。而第二類的“居然”語料不像第一類有明顯

上下文的轉折關係，不能從客觀事件的角度分析，因為這類的“居然”主要

來自於說者的主觀預設，這個預設有時候也無法從上下文推敲出來，若不是

擁有和說者一樣的背景知識或對該事件、情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很難找出

說者做出這個預設所根據的條件。試比較下面兩個例句： 

(54) 此類庸品居然居然居然居然在電影票房上一度充了老大。 

(55) 然而憑著他們的勇敢和堅決，居然居然居然居然到了目的地。 

(54)(55)分別為第一類和第二類的表現，(54)的條件為“庸品”，在這樣的條

件下能出現“（庸品）在電影票房上充老大”的機率很小，對說者而言甚至

是不可能的；而在(55)中“居然”所修飾的成分並非和客觀條件相悖的命

題，也不見得有在該條件下“居然”所修飾的命題為發生機率最低的語義，

若除去“居然”則只是單純的事件描述，這樣的描述有時可以表現出上下文

的推進，但在這樣的關係中，說者依舊可選擇使用“居然”，這並非出自於

                                                 
67 網址：http://ccl.pk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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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條件的要求，而是為了表示主觀的預設：「因為他們的勇敢和堅決而達

到了目的地，但實際上即使有這樣的條件要達到目的地也是很困難的」。通

常第二類句子的客觀條件不明顯，不像第一類語料，可以輕易從上下文中找

出客觀條件和命題之間的關係，第二類語料的條件往往難以從語表上觀察

出，多半為隱性的、存在於說話者本身的知識範疇中，甚至是和客觀條件、

邏輯事理無關的。 

從關鍵詞組的合用也可以發現“居然”修飾的兩種命題間的差異，這些

關鍵詞組為用來提示聽者接下來要說的命題內容為“表示出乎意料”，如：

“誰也沒料到、出乎意料之外、誰知、令人驚訝的是、始料未及”等等，出

現率占第一類的 26.19%，而第二類語料只有 4.47%，和第一類相比明顯低

了很多。另外我們發現第二類語料約有 32.65%含有因果關係，這些有因果

關係的語料都可以明顯的從上下文中推測出來，幾乎都沒有使用到表達因果

關係的連接詞，如：因為、於是、所以、為了、就等。其中只有 4 筆使用到

連接詞，如： 

(56) 為了不使領導與戰友們察覺而強行送進醫院，這位倔強的姑娘居然居然居然居然在口袋

裡塞進了一把止痛片，每天都偷偷吃七八次藥。 

雖然說者表示有這層因果關係，但在他主觀考量之下，產生了對這個因果關

係不完全認同的態度，所以例句(56)表現出“就算這名姑娘有充分的理由，

但在口袋裡塞止痛片每天吃七八次藥，也不是值得讚賞的行為”之意。再，

從命題真值傾向觀察，明顯的負面態度占多數，但屬於正面態度的語料也不

少，若取最明顯的正面義「讚美」，在第一類和第二類語料中所占比例各是

30.36%及 30.93%。試看： 

(57) 有一次，一名小組成員帶著一枚沒有引爆裝置的手榴彈，居然居然居然居然闖過了某機

場的金屬探測器。 

屬於「讚美」義的語料其「讚美」主要來自於命題本身的涵義，但在第一類

語料中“居然”是必要成分，因為在先前的條件下其後的命題發生率低，而

且若除去“居然”必須選擇其他有轉折意味的詞代替，如：卻、可是、不過

等，但說者卻可以選擇使用“居然”，表示他對上下文的轉折義有不全然接

受或認可的態度，帶有主觀的預設，如(57)的“帶著手榴彈不可能有機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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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機場的金屬探測器”，這裡從本來的讚美義經過說者的主觀態度，透過

“居然”表現出懷疑不信的情緒，這是因為命題本身所呈現的涵義對說者而

言極度傾向正面，其程度對說者而言是超乎預期之外的，如此一來反而加強

了其讚美的程度。 

我們可以發現“居然”的使用並不受到語境的限制，可達到如 White

（2000, 2003）所說的「說者單方面根據背景知識的假定」，該背景知識並

非交際雙方共享的，而是說者的主觀認知，站在人際互動的層面考量，“居

然”引導了聽者順利理解說者所要表達的態度，讓聽者將注意力放在說者

「預期與命題真值之間的落差」上，且具備等級標記功能，從“居然”修飾

的命題來看，有 19.83%的語料明顯描述出物件極端值的量或程度，如出現

關鍵詞組“最～、第一、毫不∕無、連～也沒∕不”等。 

4.3.2.2 偏偏偏偏偏偏偏偏、、、、幸虧幸虧幸虧幸虧 

賀陽（1992）、齊滬揚（2002）及謝佳玲（2006）皆認為“果然”的語

氣表現為「料定」，即命題的情境符合自身的預料（謝佳玲 2006: 52），而

相較於“果然”，落在右端的“居然”、“偏偏”和“幸虧”則能引導聽者

將注意力放在「預期與命題真值之間的落差」上，使聽者在不同語境中推論

出說者當下所抱持的態度及情緒。 

    小 預期與命題之間的差距            大 

       

  

 

 

 

 

 

圖 四-9 評價副詞的預期表現 

關於“偏偏”，陳熹（2008）從語義、語法及語用三方面考察，他整理

以及對照四本工具書中對“偏偏”的解釋，將釋義分為兩類68（參考表四

                                                 
68 第一類包括《現代漢語常用詞用法詞典》、《現代漢語八百詞》及《現代漢語詞典》，第二類

為《現代漢語虛詞例釋》。 

果然  

居然 

偏偏 

幸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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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並發現其中的差異來自於理解話語的立場不同。 

表 四-1 “偏偏”釋義比較 

第一類 第二類 

1. 表示故意跟客觀要求或客觀情況相

反。 

2. 表示事實跟希望或期待的恰恰相反。 

3. 僅僅，只有。 

1. 用以表示所發生的行為、動作出乎意

料，是與某種願望、要求或常理相反

的。 

2. 表示動作主體強烈的意志和信仰，決

心要進行某動作。 

3. 表示“只有”、“僅僅”的意思。 

他認為第一類的第 1 及 2 項大致相當於第二類的第 1 項釋義，因為「“客觀

要求”、“客觀情況”對應“常理”；而“希望”、“期待”對應“願望”、

“要求”（陳熹 2008）」，陳熹認為第二類的第 2 義項並未在第一類中明

確指出。我們觀察第二類第 2 義項所舉的例子： 

(58) 我叫他別走了，可他偏偏偏偏偏偏偏偏要去。 

(58)動作“去”的主體為“他”，透過“偏偏”可表現出“他”的意志及決

心，但若站在“我”的角度來看又符合了第一類的第 2 義項。再看： 

(59) 老張的病還沒完全好，可他偏偏偏偏偏偏偏偏要去上班。 

這是第一類第 1 義項所舉的例子，即說者站在“老張的病還沒完全好”的客

觀事實，根據一般邏輯推理出“老張應該繼續休息”但實際上卻不是如此，

為從說者的角度理解話語，但若站在“老張”的角度來看，(59)也傳達出了

“老張”決心要進行某動作的意涵。我們接受陳熹（2008）理解話語立場的

論點，他提到“偏偏”在不同的語境下可能側重於施事者的主觀意圖，表現

出決心或故意的語氣，也可能側重於說者的某種預想，表現出出乎意料或不

滿的語氣，而側重於說者預想的“偏偏”表現則落入了圖四-9 的右端。另

外，我們認為“偏偏”的第 3 義項可能也和「預期」有關，陳熹（2008）指

出“偏偏”作「只有、僅僅」解釋時常常有顯得與眾不同、另類的意味，一

般放在所限定的指事或指人的名詞前。 

(60) 別的班週末都不上課，為什麼偏偏偏偏偏偏偏偏我們班要上課？ 

這類的“偏偏”通常出現在和大多數人對比、襯托的語境裡，如(60)中“我

們班”和“別的班”對比，“我們班”成了特殊的、不同一般的情況，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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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會出現意外、驚訝的感情色彩，理由在於「常理下我們班應該和別班一樣

週末都不用上課」，這層「預期」通常來自於語境或說者的主觀認知，但和

“居然”不同，“偏偏”除了指出「預期與命題真值之間的落差」外還暗示

聽者說者「希望該預期發生」。丁雪妮（2004）從“偏偏”的語義結構討論，

認為出現“偏偏”的語段包含了三個條件：○1 存在一個預設 A，說話者根據

這個預設推斷將發生 B，○2 實際上出現了結果 C，○3 C 與 B 具有如下邏輯關

係： 

1. 若 C 與 B 相反，說話者對 C 表現出強烈的主觀色彩，不希望 C 發生，

而 C 在說話者看來卻有意違背說話者意願或者自然規律。 

2. 若 C 與 B 偏離，說話者對結果 C 僅表現出出乎意料義，認為 C 不可

能發生。 

若從丁（2004）的分析來看動作主體所表現出來的決心、意志或故意都不能

說是客觀情況裡所觀察到的事實，這些語氣都和說者主觀認定有關，是從說

者的立場所評估出的「動作主體的故意」，由於說者希望發生的是 B 而非 C，

這層希望投射在動作主體上則成為了他們的決心或故意，另外，從丁（2004）

的邏輯關係我們也可以發現“偏偏”不管表現的是出乎意料或是對 C 的主

觀色彩都在 B 與 C 對照的基礎上，我們認為“偏偏”主要也在引導聽者往

「預期與命題真值間落差」方面進行話語的推論，最終使聽者找到說者所要

表達的態度及情緒。 

關於副詞“幸虧”我們參考高書貴（2006）的分析，高（2006）認為“幸

虧”隱含了轉接功能，因為在“幸虧”所在分句的句首總是隱含著轉折連詞

“可是”。如： 

(61) 今天雨下得真大，（可是）出去時幸虧幸虧幸虧幸虧帶了雨傘，不然准得淋得個落湯雞。 

高（2006）從語表邏輯關係討論“幸虧”句表現，發現“幸虧”句中隱含了

「預期相反」語義關聯，但這層「預期相反」並不單由轉折連詞而來，也和

“幸虧”本身有關，高（2006）從邏輯起點（事件起因）到邏輯結點（事件

結果）的過程看“幸虧”，發現“幸虧”包括了四個語義項（參考圖四-10）。

A-D 為“幸虧”的語義轄域，“幸虧”出現在 C 部分。從邏輯起點 A 來看

能產生兩種可能性 B1 和 B2，依常理推論 B2 的可能性大於 B1，高（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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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由於 A 項一般是意外發生的因此有利結果 B1 很難出現，高對 A 項的

「意外性」觀察來自於客觀條件的支持，但我們發現並不是所有“幸虧”出

現的語段裡都有明顯的「意外性」，有時可透過語境找出因果關係。 

 

 

                            

 

      A                                C 

圖 四-10 “幸虧”語義轄域 

試看： 

(62) (A)小二黑自己沒錯，當然不承認，嘴硬到底。興旺就下令把他捆起來送交

政府機關處理。(C)幸而幸而幸而幸而村長頭腦清楚，勸興旺說……。 

我們可以透過小二黑的反抗推估出類似“把他（小二黑）捆起來送交政府機

關處理”的結果，這裡“小二黑被捆”是有因可循的而非完全的意外事件，

說者並利用“就”標示出前後的邏輯語義關係，表示出承接上文可得到這樣

的結論，因此單就(62)的 A 項並無法得出高（2006）所要求的「意外性」，

直到 C 項的“幸虧”出現聽者才能進一步確定說者對 A 內容的態度，即對

說者而言 A 的出現是一件意外事件，此時「意外性」才得以成立。我們認

為“幸虧”除了指出 A 的「意外性」之外還同時切斷了 A 到 B2 的推論方

向，由於 B2 的不利可能性縮小了，最後才得到了 D1 的好結果。B2 是一般

聽者接收到 A 時的推論反應，為了引導聽者改變推論方向將注意力改向 B1

並得到 D1 的結果，說者標示出「預期與命題真值之間的落差」，即 B2 和

命題（結果）D1 之間的出入，該落差也可以解釋高（2006）觀察到的說者

在“幸虧”句中所擁有某種程度的驚喜感。 

4.3.3 說者如何預期說者如何預期說者如何預期說者如何預期（（（（難怪難怪難怪難怪）））） 

Halliday（1994）功能語法中認為語言有三大功能，其中的人際功能的

討論包含了語態（mood）及情態系統，Halliday（1994）的情態也包括了評

某事件

意外的

發生了 

我不

挨淋 

挨淋 

B1 

B2 

某一有利

條件偶然

的出現了 

D1 

D2 

好結果 

壞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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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comment），他所謂的評論為表示命題整體的態度、評論、評價等，和

我們所談的情態及評價副詞重疊，在評論（comment）的人際功能方面

Halliday（1994: 49-50）談到了「I’ll tell you what I think」的概念，重點不在

說的內容而是怎麼說，Halliday（1994）整理出十類評論方式，其中一類即

「如何預期（how expected）」，而我們發現“難怪”高層明說義的取得和

Halliday（1994）觀察到的「如何預期（how expected）」有關。 

《現代漢語八百詞》解釋“難怪”為：「表示醒悟（明白了原因，不再

覺得奇怪）」，並認為這裡的“難”有“不應該”的意思。試看： 

(63) 好幾個月沒下雨了，難怪難怪難怪難怪這麼旱。 

“難怪”的醒悟或領悟義在傳統漢語語氣的分析中被作為語氣的義項，和詫

異的“居然”、料定的“果然”及僥倖的“幸虧”等區別開來（賀陽

1992），不管“不應該”是否為“難”的原義，在這裡都並未顯示出來，否

則帶有“難怪”的句子都會出現“不應該覺得奇怪”之意，而我們觀察“難

怪”的語段發現這層語義並不存在。試看： 

(64) 這舞台是沒有後台的。台後牆上掛了些“歌舞升平”“聲遏青雲”

之類的幛幅，幛幅下邊沿著半月形放了十來把椅子，椅子上坐著各

種打扮、濃妝艷抹的女人。 

…… 

賈風魁從座上梟梟婷婷走到台中，笑著朝那青年鞠了個躬。 

今天賈風魁換了身行頭，蛋青喇叭袖小衫，蛋青甩腿褲子，袖口、

大襟、褲口都鑲了兩道半寸寬的繡花邊，耳後接上假髮，梳了根又

粗又亮的大辮子，紅辮根，紅辮梢，墜了紅流蘇，耳朵上戴著一副

點翠珠花長耳墜。那五心想：「難怪難怪難怪難怪方才坐下時沒認出她來！」 

（鄧友梅《那五》） 

我們從(64)中不難看出那五心中的轉折，在事件 A 發生時那五並未有任何

“感覺奇怪”之意直到 B 的出現，B 讓那五產生疑惑：「這個女人為什麼

朝自己鞠躬？」，他當下並未意識到自己認識這個女人，經過更進一步的觀

察才發現這個女人是賈風魁，C 的描述可以解釋為什麼那五在 B 時無法認

出她，也就是那五“感覺奇怪”並不是不應該而是情有可原的。試比較(64)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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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65)的表現： 

(65) 居然居然居然居然方才坐下時沒認出她來！ 

前文提到“居然”的功能在點出「預期和命題之間的落差」，因此聽者可以

發現說者於(65)的預期「我應該認出她∕我能認出她」和真實情況之間的差

異，才有“那時不應該感覺奇怪”的言外之意。我們認為“難怪”並不具備

“不應該”語義，其主要在點出說者曾在某個時期出現了疑惑情緒。王峰

（2007）透過“難怪～原來～”句式和“因為～所以～”的比較歸納出前者

使用的幾個語用條件： 

1. 發生了事件 M； 

2. 說話人以前覺得 M 的發生是不正常的，不合情理的； 

3. 說話人新發現了∕得知了事件 N； 

4. 顯然 N 是 M 的原因； 

5. 說話人不再覺得 M 不正常、不合情理了。 

事件 M 對照至(64)為 A 和 B 的組合，N 為(64)中的 C，“難怪”帶出說者曾

經感到不解的命題也就是 M，要滿足這些條件不一定得靠“原來”和“難

怪”配合，單就“難怪”也能達到這些條件。謝佳玲（2006）將“難怪”納

於預料系統中認為是合乎預料69的表現，我們認為謝所觀察到的合乎預料為

條件 5 結果的呈現，但不能否認“難怪”同時也隱含了王峰（2007）所談到

的 2 的現象。根據王峰（2007）的分析，我們得出“難怪”除了有因果關係

之外還必須滿足上述幾個語用條件，王指出“難怪”句和一般因果句的不同

還凸顯在時間及認識順序上，一般因果句在客觀世界中的時間和認識順序相

同，都是先因後果，但“難怪”句的認識順序是反向的，即先果後因，客觀

時間並不起決定性的作用，王指出“難怪”句中的說者是同事件處在同一維

度上的，他一般不會對自己做過的兩個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產生疑惑，但可

以跳脫常理的推論，利用“難怪”投射出說者的認知環境，即 White（2000, 

2003）提到凸顯某「預期」的存在，使自己的論點更加穩固，如例句(66)。 

                                                 
69 謝佳玲（2006: 52）所談的預料為 presupposition，為根據經驗或常理等客觀因素建構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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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難怪難怪難怪難怪昨天我沒來上課，原來是我病了。 

我們認為“難怪”和引導「預期和命題之間落差」的“居然”等不同，其焦

點並不在兩者之間的落差上而是其差異性質，即說者曾經對命題感到疑惑和

不解，使聽者明白說者曾經如何「預期」“難怪”所帶出的命題，該「預期」

無法從語境得知而必須靠說者的主動標示。 

4.3.4 評價評價評價評價的編碼及的編碼及的編碼及的編碼及引導引導引導引導（（（（究竟究竟究竟究竟、、、、到底到底到底到底）））） 

語氣副詞的表現十分複雜，其評價義可能來自於編碼也可能藉由推論得

出，這裡我們透過“究竟、到底”的表現，分析語氣副詞的編碼及其引導現

象。關於表疑問的“究竟、到底”王力（1943/1987）、史金生（2003）及

謝佳玲（2006）皆進行了討論，分析結果大致可分為兩類： 

A. 判斷系統的真偽； 

B. 表疑問，窮究真相之意。 

支持 A 說的為謝佳玲（2006），謝將認知情態分為判斷和證據兩種，判斷

又分為猜測、斷定及真偽（alethic），前兩者可對應至我們情態架構中的知

識情態，而真偽即我們所談的真值情態，表現的是說者對命題真值的評估，

謝對真偽的定義為「顯示命題已成立，不但不減弱確定的語氣，還正面加強

對命題成立的保證程度」。試看： 

(67) 外商來勢洶洶，台灣廠商到底到底到底到底有無招架之力？ 

(67)為謝（2006）所舉的例子，這裡“究竟、到底”所帶出的命題為疑問形

式，我們無法對命題“台灣廠商有無招架之力”作出成立的承諾，但的確加

強了命題疑問的力量。支持 B 說的王力（1943/1987）及史金生（2003）直

接從疑問義切入，認為“究竟、到底”表示的是窮究事情真相，張誼生（2000a, 

2000b）延續這個觀點提出了「深究」的概念，另外還觀察到這類副詞表現

出的責難語氣。我們發現“究竟、到底”並不永遠伴隨著責難語氣，責難的

出現必須和語境配合，但「深究」卻是固定內建的，在一些情況裡可以清楚

看到其窮究真相的表現。試看： 

(68) 經過這樣的震撼，你就會花很長的時間去思考：到到到到底底底底生命的意義何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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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你這些日子一直悶悶不樂，到底到底到底到底為什麼？是生我的氣嗎？生你的

氣？ 

(70) 心裡卻不停地猜想：他到底到底到底到底是誰﹖你們吃飯了沒有﹖ 

(68-70)帶有“到底”的語境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時間延續」，分別標示出

“很長的時間”、“一直”及“不停”，暗示發出疑問者對此疑問所投注的

時間，(68)的說者並未說明為什麼“你”需要長時間思考，但(69)卻可看出

端睨，說者因為“你這些日子悶悶不樂”而感到疑惑，不斷尋找答案但卻沒

有頭緒，(70)更明確點出了提出疑問者心中的認知活動“不停猜想”，猜想

是沒有根據沒有方向的推論。姚曉霞（2007）從語法的角度考察“究竟”，

在表疑問方面“究竟”無法和“嗎”共現，而必須以 V 不 V 的型式出現。

為什麼“究竟”和“嗎”產生衝突？我們認為和疑問型式所隱含的假設有

關。屈承熹（1999: 165-179）從隱含的角度比較兩種疑問句，認為嗎-問句

隱含了說者的假定，由於說者對這項假定並不確定，因此他藉由問句的型式

來尋求確認，但 V 不 V-問句則沒有這樣的假定。若屈（1999）的分析正確，

那麼便可以解釋為什麼帶有“究竟、到底”的問句不能和“嗎”一起出現，

原因就在於“究竟、到底”的根本語義帶有「對問題的推論毫無根據」之意，

提出疑問者無法得到任何假定性質的答案，或該答案的確信度還不足以讓他

作出這樣的假定。 

我們認為「深究」是“究竟、到底”的編碼語義，且在「深究」下還有

「對問題推論毫無根據」的基礎，但還有一些情況說者的言語行為意圖並不

在表示疑問，而是無奈、抱怨、責難等主觀情緒。試看： 

(71) 而且也還沒分手，一個多月就讓妳……妳到底到底到底到底在想什麼呀！我真的

很難過妳知道嗎？ 

(72) ……，這麼多的不好、不是、漂泊，人生到底到底到底到底怎麼活下去啊？ 

(73) （他）尾音拉高的說：「那就得了……小姐，妳到底到底到底到底是煮好了沒

呀……妳不會是毒死我不成，……」 

我們在 4.3.2中曾提到 White（2000, 2003）從人際互動面對「預期」的分析，

其中一種「預期」是說者主動建構的，目的在使自己的論點更加穩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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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上面三個例句，可以發現這些帶“到底”的句子並不在表達疑問而是要

傳達說者的主觀看法，如(71)的「你的想法和舉動很不應該」、(72)的「人

生很難活下去」及(73)的「這麼久了怎麼還沒煮好」等，我們認為這些語氣

的出現和「深究」無關，而是透過說者主觀「預期」和實際情況的落差得來，

如(71)的預期「在還沒分手前妳守本分不在外面亂來」和實際情況「一個多

月妳就找到了其他人並且開始交往」之間的出入，進而產生了不滿意、抱怨

或者責難的感情色彩。 

我們認為“究竟、到底”具備高層明說義的編碼以及引導功能，其他語

氣副詞也多少還帶有概念義，如“偏偏”不希望某事發生的情態義及“幸

虧”對偶然出現的有利條件的感激評價等。和隱含引導的語氣副詞相比高層

明說義引導副詞的引導化（proceduralised）現象相對不完全，對命題真值條

件還具備某種程度的影響，但這些概念義並不和高層明說義的取得有關，要

獲得說者的態度或情緒聽者必須藉由語氣副詞所標示的引導功能進行推

論，注意到說者「預期」和命題之間的關係或該「預期」本身的性質等，才

能進一步找出當下語境中說者所要表達的話義。 

 

 

 

 

 

 

 

 

 

 

 

 



漢語語氣副詞引導碼探析 

 96 

 



第五章  教學應用 

97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教學應用教學應用教學應用教學應用 
根據第四章我們對漢語語氣副詞中引導碼表現的基礎分析，發現“才、

難道、明明、居然、偏偏、難怪、究竟”等和其他情態或評價的表現不同，

不僅止於編碼概念，還能左右聽者的認知環境，本章將從這個角度出發，進

一步參考以認知理論（cognitive theory）為基礎的外語教學理念，針對華語

引導碼教學提出建議。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認知學習認知學習認知學習認知學習 

根據 Anderson（1983, 1993 cf. Eysenck and Keane, 2000: 422-423）的記

憶模式理論（knowledge compilation），至少存在了三種記憶形式（參考圖五

-1），分別為陳述性記憶（declarative memory）、產生性（程序性）記憶

（production/procedural memory）以及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 

 

 

 

 

 

 

圖 五-1 Anderson（1983, 1993 cf. Eysenck and Keane 2000）的記憶模式 

A. 陳述性記憶依賴語義網絡中概念的連結70； 

B. 程序性記憶為產生式規則71； 

C. 工作記憶接收當下信息72。 

                                                 
70 原文為：「A declarative memory, that is a semantic network of interconnected concepts that have 

different activation strengths」in Eysenck and Keane（2000）。 
71 原文為：「A procedural memory, of production rules」in Eysenck and Keane（2000）。 

Declarative memory Production memory 

Working memory 

Application 

Execution Match Storage Retrieval 

Encoding Perform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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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erson（1983, 1993）從認知心理的角度討論人類的記憶模式，我們依據

Anderson對陳述性及程序性特徵區別的描述，將引導碼內涵納於程序性記

憶及知識的範疇。以下三點為 Anderson程序性特徵描述的整理： 

1. 程序性知識無法被形容，且和特殊語境息息相關。 

2. 程序性記憶中的信息藉由產生式規則表現，該規則只有和工作記憶中

的信息相符才能發揮作用。 

3. 程序性記憶可自行進化，在已有的規則基礎上產生新規則。 

桂詩春（1997）和徐子亮（2000）在此基礎上對程序性知識的習得方式進行

分析，他們認為程序性知識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型式識別程序，一種是動作

──次序程序。兩者既有區別又相結合，它們之間的關係相當於概念和規則

的關係，但學習過程並不相同，一為學會辨認型式，一為學會執行一系列的

動作（徐子亮 2000: 46），他們並對兩種程序性知識的習得方式進行整理： 

1. 型式識別程序習得 

(1) 概括 

(2) 區別 

2. 動作──次序程序習得 

(1) 程序化 

(2) 組合 

「概括」可擴展一個程序的應用範圍，Anderson（cf. 徐子亮 2000: 46）認

為當兩個具有相同動作的產生式同時存在於工作記憶中時「概括」就會自動

發生，徐子亮（2000）認為「概括」的機制會尋找共同條件，並創造一個保

存共同條件的產生式，且刪除其他任何獨特的條件，除了「概括」之外還要

靠「區別」來進一步識別各個程序，當一個已知程序行不通時，就會刺激起

「區別」，即在工作記憶裡同時激活正確與不正確分類，找出其間的差別，

然後把該差別作為一個必須的條件並加進產生式裡，而學習就是通過不斷的

                                                                                                                                              
72 原文為：「A working memory that contains currently active information」in Eysenck and Keane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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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分類儲存的過程達成的。第二階段動作──次序程序中的「程序化」

包括兩個步驟，第一是生成一個動作──次序的命題，第二是將命題轉變為

產生式，即從陳述性知識過渡到程序性知識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必須的，「程

序化」必須在型式識別的基礎上，一個產生式規則的建立為每一步動作的型

式識別確立後才得以成立；而「組合」則是將幾個產生式組織起來，進而產

生新的產生式，包含 Anderson（1983, 1993）談及的第三個特徵（application）。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華語教材檢視華語教材檢視華語教材檢視華語教材檢視 

根據上一節的認知學習理論，我們針對華語教材《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2008）（以下簡稱《新視華》）《中文聽說讀寫》（1997）《留學中國》（2003）

《中國之路》（2003）等進行整理，以“其實、難道、明明、難怪、居然”

等為例，從教學方式能否反映引導碼於認知環境的影響，以及是否符合程序

性知識的習得過程角度出發，評估現行教材對引導碼的教學方式。 

5.2.1 現行教材對引導碼的處理方式現行教材對引導碼的處理方式現行教材對引導碼的處理方式現行教材對引導碼的處理方式 

從認知學習理論檢視現行華語文教材對引導碼的教學方式，我們發現在

型式識別程序階段的處理較為完善，但在動作──次序程序習得方面則顯得

比重不一，有些可能描述了完整或部分程序化動作特徵，有些則不加以解

釋，學習者可能必須靠例句及練習題的部份自行建構程序，若例句展示方式

正確則可彌補這個缺憾，但若所選例句無法完整呈現其程序的全貌，則會造

成學習者認知層面的不完全習得。各教材多藉由生詞釋義及語法解釋等手段

協助學習者完成型式識別階段過程（語氣平面概念的闡述，包括語法及語義

的解釋），而動作──次序程序方面（語氣成立的動機、過程、心理狀態的

變化等，即引導碼產生式所要求的條件）的習得，學習者可能依靠語法點的

說明，或透過課文、例句等在語境中呈現的程序樣貌自行進行建構。 

我們整理引導碼於教材中呈現的方式（如生詞釋義和語法解釋），從對

應至各別引導碼產生式規則的表現來看其描述程序化型式辨別的程度，即能

否反映產生式規則的各個步驟，可分為描述完整、描述部分及無描述三種。

其中，我們發現描述程序化型式辨別和無描述程序化型式辨別的比例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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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6，反應出教材對於引導碼的動作──次序程序表現著墨相對較少，若

動作──次序程序的習得不全，那麼 Anderson（1983, 1993）的配對（match）

和執行（execution）過程可能會發生問題。 

表 五-1 各別引導碼於教材中的呈現方式 

教材 新視華 中文聽說讀寫 留學中國 中國之路 

習得過程 

副詞     

識

別 

程

序 

組

合 

識

別 

程

序 

組

合 

識

別 

程

序 

組

合 

識

別 

程

序 

組

合 

其實 v � x v � x v � x    

難道 v � x v � x       

明明 v  x          

居然 v  x v � x       

偏偏             

幸虧 v � x          

難怪 v � x v � x       

究竟 v � x          

到底 v � x    v � x v � v 

 描述完整程序化型式識別，例句可呈現程序 

� 描述部分程序化型式識別，例句可呈現程序 

� 描述部分程序化型式識別，例句難以呈現程序 

� 無描述程序化型式識別，例句可呈現程序 

� 無描述程序化型式識別，例句難以呈現程序 

我們觀察上述教材，其中“其實”、“難怪”、“究竟”等皆僅以課文或例

句的方式呈現程序樣貌；而在描述程序化型式識別中又有 57.14%73為描述不

完全的情況（標示為�及�），而在「組合」方面我們只找到一例，出現於

“到底”的教學中，為和語境互動後的自行進化。此外，我們發現到程序描

述的分量和例句是否能清楚呈現引導碼的動作──次序程序之間有著一定

程度的關連，程序描述得越完整，課文或例句的編選越能清楚呈現相對的動

作──次序程序表現，反之，則有相反的情況（參考圖五-2）。 

                                                 
73 以描述程序化型式識別的「程序」總和為母，「程序」中所標示的型式識別表現（如��等）

為該引導碼於教材中呈現方式的傾向質。我們判定的標準為教材所呈現例句或課文方式能否反映

引導碼的產生式規則，若反映完整為+1，反映不完全為 0（只能反映一半規則），完全無法反映為

-1，得出此總和和檢測例句∕課文總項數的比例，將例句呈現程序的表現以-1＜x＜1 表示，傾向 1

值的判定為可呈現程序，而傾向-1 值的則判定為難以呈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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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五-2 程序描述和例句呈現程序之間的關係 

5.2.1.1 描述完整程序化型式識別描述完整程序化型式識別描述完整程序化型式識別描述完整程序化型式識別 

描述完整程序化型式識別的大都能在課文或例句中清楚且正確呈現引

導碼的動作──次序程序，如《新視華》中的“明明”及“居然”。“明明”

和“居然”在教材中的解釋和呈現語境互相配合，所列舉出的例句能符合語

境要求，都在語法解釋中將這兩個引導碼的引導方式呈現出來，可使學習者

清楚觀察到“明明”和“居然”等的表現，及其和語境之間的互動，但其程

序化型式識別描述方式並不一定是程序取向的，如“明明”的解釋為從平面

觀察的陳述性知識描述，指出命題（事實）和前後句之間的矛盾，而非從程

序性知識的角度描述說者認知和當下發現錯誤情況之間的矛盾情況。 

表 五-2 描述完整程序化型式識別的呈現方式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第十四課 

生詞說明 clearly, obviously, undoubtedly 

語法解釋 「明明」後面是明顯的事實。「明明」的前面或後面常有一短句，

此短句所述的情況卻與這個明顯的事實矛盾。 

課文及例句 1. 今天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是禮拜三，你怎麼說是禮拜四呢？ 

2. （你們那樣）才不是謙虛！明明明明明明明明心裡高興得要命，還要假裝不

在乎。 

（練習） 

3. 那本書是我借給你的，你怎麼說是你自己買的？ 

4. 你看錯了，剛剛進來的人哪裡是小李？是小王！ 

5. 你有太太，為什麼還說你是單身？ 

6. 奇怪！這個燈怎麼亮著？我關了的。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四冊第二課 

生詞說明 unexpectedly, to one’s surprise 

語法解釋 表示說話者覺得意外，沒想到這件事會發生。「居然」放在陳述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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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意外事情的句子的主語之後。 

課文及例句 1. 今天要考試，你居然居然居然居然沒帶筆來！ 

2. 我們的大歌星居然居然居然居然沒有人欣賞。 

（練習） 

3. 老張從來不進廚房，想不到他也會包餃子。 

4. 我今天才發現，那個漂亮女孩住在我家隔壁。 

5. 一篇學期報告，小林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才寫完。 

6. 老陳碰了我好幾下，我都沒有感覺到。 

5.2.1.2 描述部分程序化型式描述部分程序化型式描述部分程序化型式描述部分程序化型式識識識識別別別別 

根據表五-1 的整理，我們發現以往由於對引導碼認識的不足，在編寫

及選擇例句方面有時會產生無法成功反映程序樣貌或反映不全的情況，即學

習者無法依賴教材習得引導碼完整的動作──次序程序表現。我們將描述部

分程序化型式識別分為兩種，一為可藉由課文及例句展現動作──次序程

序，一為難以藉由課文及例句展現動作──次序程序。 

雖然只描述了部份程序化型式識別，但可透過課文及例句的教學，使學

習者理解其程序過程的有“幸虧”及“到底”。關於“到底”我們將和“究

竟”作整體性的檢視，“到底”和“究竟”有描述部分程序化型式識別，也

有無描述程序化型式識別的呈現方式，為方便比較，我們放在下一小節中討

論。《新視華》從“幸虧”前後句的關係導出其產生式所要求的規則，雖然

未點明“幸虧”隱含的意外性，也許學習者可藉由課文及例句所呈現的語境

觀察到，教師也可配合進行主動引導碼的教學，對出現“幸虧”句的語境作

更清楚的描述。 

表 五-3 描述部分程序化型式識別的呈現方式－語境可展現程序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七課 

生詞說明 fortunately, luckily 

語法解釋 This pattern indicates that the speaker is happy that the fact stated 
after幸虧 has occurred or is true. If this were not the case, the 

undesirable situation following要不然 would have occurred. 

課文及例句 1. 幸虧幸虧幸虧幸虧沒下雨，要不然就不能去野餐了。 

2. 幸虧幸虧幸虧幸虧我們家移民了，要不然我一定念不了大學。 

（練習） 

3. 要是你上次考試不及格，今天就得補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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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是昨天下雨，我們搬家就有問題了。 

5. 要是丟了的那個東西很值錢，我媽一定很著急。 

6. 我喝了這麼多汽水，要是附近沒有洗手間，就麻煩了。 

我們觀察上述教材對引導碼的教學，發現有些雖然有部分的程序化型式

識別描述，但卻無法從課文及例句中觀察到其動作──次序程序的表現，如

《中文聽說讀寫》第二冊第四課對“難道”的展現（參考表五-4），雖然在

語法注釋中提及“難道”需要特別的語境，但並未加以說明該語境所需要的

條件，且課文的編寫方式也未於語境中凸顯該條件特徵，若學習者不知道

“難道”於認知環境造成的影響過程，則其動作──次序程序方面的習得可

能會出現障礙。以表五-4 中的例句 1 和 4 說明，例句 1 中“難道”隱含了

“我（說者）”認為“你（聽者）在乎自己的健康”，但這卻和前分句形成

的語境產生衝突，例句 4 亦同，“難道”暗指“我（說者）”認為“這件事

不是你（聽者）做的”，該話義和由前分句建構出的語境沒有直接關聯，站

在學習者的角度來說，例句 1 和 4 的展現必須在了解了“難道”完整的動作

──次序程序後才能正確理解，加重了教師在課堂上的講解，若學習者沒有

英語的語感，學習“難道”時困難度勢必會增加。 

表 五-4 描述部分程序化型式識別的呈現方式－語境難以展現程序 

《中文聽說讀寫》第二冊第四課 

生詞說明 (introducing a rhetorical question) Do you mean to say? 

語法解釋 難道 is used in rhetorical questions. It lends force to the tone of voice. 

注釋（note） 難道 can be used before or after the subject, but the question takes the

嗎 form as shown in examples 1, 2, and 4. Sometimes the嗎 can be 

omitted as in example 3. 難道 does not take on other kinds of 

interrogative forms involving interrogative pronouns or V-not-V 
constructions. We don’t say: ＊

這件事情不是你做的，難道是誰做

的？or ＊
你難道去不去？etc. Note also that rhetorical questions 

require some kind of context. Therefore, 難道 cannot be used out of 

the blue. 

課文及例句 1. 你做菜放那麼多鹽和味精，難道難道難道難道不在乎自己的健康嗎？ 

2. 他來美國十年了，難道難道難道難道連一句英文都不會說嗎？ 

3. 你已經有八張信用卡了，難道難道難道難道還想再辦一張？ 

4. 你說這件事不是他做的，難道難道難道難道是你做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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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 無描述程序化型式無描述程序化型式無描述程序化型式無描述程序化型式識識識識別別別別 

若程序化型式識別及語境輔助是學習者習得引導碼的兩大重要手段，那

麼無描述程序化型式識別的教學方式勢必得在語境輔助方面多下功夫，我們

觀察“難怪”、“究竟”以及“到底”的教學，它們雖然描述了第一階段型

式識別特徵，但對引導碼來說型式識別特徵只是平面觀察的現象，若無動態

面活動的描述，則也難以習得其動作──次序程序方面的表現，我們抽出那

些語境輔助不全的教學內容為例進行說明及比較。 

以“難怪”來說，我們認為《中文聽說讀寫》的處理較為妥當，在課文

的呈現方式中學習者可藉由課文的語境得到說者產出“難怪”的理由，即其

心理認知環境的變化，描述了說者對某事件感到疑惑到恍然大悟的過程，而

《新視華》課文中“難怪”出現的語境卻是獨立的，對母語為非英語的學習

者來說要了解“難怪”所指出的說者心理認知過程是較困難的。 

表 五-5 無描述程序化型式識別的呈現方式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一課 

生詞說明 no wonder 

課文及例句 1. 難怪難怪難怪難怪有人說西方小孩比東方小孩獨立。 

2. 張：小張在美國住了十年。 

王：難怪難怪難怪難怪英文說得那麼好。 

《中文聽說讀寫》第二冊第七課    

生詞說明 no wonder    

課文及例句 1. 難怪難怪難怪難怪你心情不好，原來是湯姆喝酒的事。 

（練習） 

2. 難怪難怪難怪難怪他      ，原來他從來不看報紙！ 

3. 難怪難怪難怪難怪他不申請上研究所，原來      。 

4. 難怪難怪難怪難怪這兩天他睡不好覺，原來      。 

另外，關於表示「深究」的“到底”及“究竟”，《新視華》分兩個階

段處理（分別為第三冊第八課和第五冊第十九課），在第一個階段的生詞說

明中闡釋了深入問題核心的概念，輔助學習者對“到底”型式識別特徵的習

得，而動作──次序程序的概念則透過課文和例句呈現，但我們發現第一階

段中課文及例句內容所展現的主旨除了深入問題核心外，還描述了說者當下

的心理認知狀態，表示其猜想不透的情況，而深入問題核心的概念則到了第

二階段“究竟”的教學中才真正出現，但“究竟”的呈現方式卻只對母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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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的學習者有利，教師必須將“到底”及“究竟”的「深究」義進行連結，

協助學習者回溯學習“到底”時建立的深入問題核心概念，讓學習者進行

「概括」的工作，才能減低“究竟”習得的困難度。 

《留學中國》和《中國之路》對“到底”的安排也呈現階段性的教學，

《留學中國》展現“到底”的基本產生式，包括說者心理認知狀態和深入問

題核心的概念，並在語法解釋中對動作──次序程序進行部分說明，而在第

二階段《中國之路》中則呈現“到底”「組合」後的樣貌，學習者必須經過

原有產生式的進化後才能得出“到底”在此所要表現的說者不滿、氣憤、抱

怨等情緒。 

表 五-6 “到底”及“究竟”的教學內容比較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第八課 

生詞說明 in the end, at last, finally; to completion, to the end, in the final 

analysis (used in an interrogative sentence to indicate an attempt to get 

to the bottom of the matter) 

語法解釋 到底 is used in questions to indicate an attempt to find out the truth or 

get to the bottom of a matter. 到底 can be placed either before or after 

the subject, unless the subject is a QW, in which case到底 must 

always come first. If到底 is used, do not place嗎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Instead, use the particle呢 or 嘛. 

課文及例句 1. 你到底到底到底到底打什麼工啊？怎麼這麼累？ 

2. 你昨天說要去，今天又說不要去，你到底到底到底到底要不要去？ 

（練習） 

3. 老丁說他女朋友很漂亮，可是我們都沒見過，到底到底到底到底      ？ 

4. 老王說這個字對，小林說那個字對，到底到底到底到底      ？ 

5. 張小姐不喜歡運動，也不喜歡看電影、看書，她到底到底到底到底      ？ 

6. 我幫你，你不高興，我不幫你，你也不高興，你到底到底到底到底      ？ 

（改錯） 

7. 你到底到底到底到底去不去嗎？ 

8. 誰到底到底到底到底有這個門的鑰匙？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第五冊第十九課 

生詞說明 (used in questions for emphasis and roughly equal to) What on earth?; 

after all 

課文及例句 1. 人口問題究竟究竟究竟究竟有多嚴重呢？ 

2. 別的生物不談，現在我們來探討一下，究竟究竟究竟究竟生活在地球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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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有多少呢 

《留學中國》第二課 

生詞說明 after all, in the final analysis (conveys emphasis in question) 

語法解釋 到底 (after all) when used in a question, shows that the speaker is 

asking for a definite final answer. 到底 is used with “question word” 

or “choice type” questions, never with 嗎 questions. An optional呢 

may be added in the end to soften the question. 到底 in this sense can 

only be used in a question, and not in responding to a到底 question. 

課文及例句 1. 這到底到底到底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中國，我還需要時間去慢慢了解。 

2. 你的同學到底到底到底到底為什麼要給你介紹女朋友？ 

3. 你能不能給我們介紹一下信用卡到底到底到底到底有什麼用？ 

《中國之路》第四課 

生詞說明 after all, in the final analysis (conveys emphasis in questions) 

課文及例句 你說大亮到底到底到底到底是個什麼人？ 

5.2.2 對教材的建議對教材的建議對教材的建議對教材的建議 

根據表五-1 的整理，各教材在型式識別方面的呈現較無問題，若中英

語義對應程度高，則對母語為英語的學習者來說「概括」及「區別」的工作

相對輕鬆，但若教材並非針對英語母語者所編寫，那麼動作──次序程序習

得的訓練則相對重要，以引導碼來說，動態性程序又比靜態性型式識別重

要，是引導碼於溝通中的主要功能，但我們發現教材的編寫忽略了這個重

點，無描述動作──次序程序步驟特徵的佔了 56%，而其中又無法藉由語

境展現程序全貌的又佔了約 33%。此外，我們發現許多語法點並未出現於

教材當中，即使如《留學中國》、《中國之路》這樣以中高級學生為針對性的

教材，引導碼的教學比重也相當少，反映出目前華語教材在引導碼教學上的

缺失。語境能否反映引導碼的動作──次序程序樣貌雖然不是溝通所必要，

但卻能加強學習者對動作──次序程序產生式內涵的印象，降低習得過程的

困難度。崔永華（1992）的詞語解釋教學步驟中提到了六個方法，其中的關

聯法便談到了藉由語境學習的概念，崔永華（1992）根據認知心理學的研究，

說明若在一定的語境中學習可和相應範圍的刺激產生聯繫，且具體的語境可

協助理解詞語的深層涵義。這個概念雖然無法完整套入引導碼教學中，但說

明了一個重要的理念──語境於外語教學的重要性，選擇適當的語境對詞語

學習來說會達到相乘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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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具備引導碼表現的語氣副詞在現行教材中呈現的方式反應出

一個問題，我們通常將這些引導碼和其他典型的情態副詞及評價副詞用「語

氣」的框架框起，強調了引導碼在語氣上的表現方式，但如何強調語氣、為

什麼要強調語氣等引導碼背後本質的屬性則沒有受到關注，反映到教學上則

形成了動作──次序程序習得的缺乏。我們統計描述完整程序化型式識別的

教學展示只佔了我們所整理教材總合的 18.75%，雖然利用語法解釋或注釋

進行動作──次序程序習得的輔助不是必須的，藉由課文或例句呈現程序樣

貌也是教學手段之一，但我們無法因此肯定教材已意識到引導碼在程序性表

現方面的特殊性，我們發現其中約有近四分之一的比例無法正確或清楚呈現

引導碼的動作──次序程序，從桂詩春（1997）及徐子亮（2000）的認知習

得理論來說，這些編選的語境可能無法輔助學習者習得程序步驟，很可能還

造成了某種程度的干擾。 

基於此，我們認為應該重新定位引導碼在教學上應有的角色，正視引導

碼與其他語氣副詞不同的程序性特徵，並採取相應的教學方式，讓學習者在

引導碼的學習上能有事半功倍的效果。而在現行教材編寫方面，我們欲提出

下列幾點建議： 

1. 必須接受並重視「引導碼」的存在。 

2. 出現在語氣副詞範疇中「引導碼」的語氣表現並非其根本特質，語氣

可作為「概括」及「區別」型式識別的手段之一，但教材更應著重於

學習者在動作──次序程序習得方面，並協助學習者意識到其程序性

特徵，且在教材中加以標示。 

3. 教材編寫者及華語教師在「引導碼」的教學安排上應有一個共同的態

度，「引導碼」的特質除了靠語法解釋外，還需要學習者實際經歷一個

完整的認知過程才能有效掌握並理解「引導碼」的出現目的。「引導碼」

教學無法停留在點的範圍，而屬於流動線性的過程。 

根據第三及第四章的討論，「引導碼」影響的層面主要涉及參與溝通會

話者的認知環境，要習得個別「引導碼」的表現，無法單純的靠概念闡述，

還必須了解「引導碼」如何影響認知環境，並意識到說者的認知環境產生了

何種變化。從認知學習理論的角度來說，每一個「引導碼」代表了一個產生



漢語語氣副詞引導碼探析 

 108 

式，即處理工作記憶（working memory）的規則，這個規則可能由一個或多

個條件組成，且條件彼此之間有程序上的關係，學習者要掌握「引導碼」，

便要明白每個「引導碼」所具備的條件及其之間的程序關係。 

 

第三第三第三第三節節節節 教學應用教學應用教學應用教學應用 

5.3.1 對引導碼應有的教學態度對引導碼應有的教學態度對引導碼應有的教學態度對引導碼應有的教學態度 

雖然目前華語教材皆未對「引導碼」進行系統性的整理，也未特別註明

或標示，但在部分教材編寫上已出現以動作──次序程序為主要學習手段的

編排方式，但如果教師並未對「引導碼」有正確的認識，無法將「引導碼」

與動作──次序程序的展現進行連結，那麼空有好的教具也是枉然。要避免

這個問題，首先，教師必須抽取個別「引導碼」的重要程序特徵，並以此為

基礎，協助學習者將注意力放在各個程序特徵的表現上，而非僅關注「引導

碼」在平面上語氣的傳達。 

然而，超過半數的「引導碼」呈現方式並未達到認知學習的要求，其動

作──次序程序的展現無法反映「引導碼」的主要程序特徵，或只呈現了部

分程序特徵，此時教師就必須在課堂上說明並補充教材不足的地方，並優先

選取較能正確反映該「引導碼」程序特徵的例句，或加以講解出現在課文及

例句中獨立於前後文的「引導碼」表現，進一步闡述文中溝通參與者的認知

環境變化，自覺的進行「引導碼」教學，並將此概念建立於學習者的學習態

度中。 

另外，雖然靠「概括」「區別」型式識別的手段可以協助學習者了解「引

導碼」於語氣範疇的表現，學習者也許有能力自動建構其動作──次序程

序，形成各個產生式，但為了確保該產生式為正確且完整的程序表現，我們

認為教材以及教師主動且積極的協助其動作──次序程序習得是必要的，如

此也可以減少學習者的錯誤嘗試。 

5.3.2 引導碼引導碼引導碼引導碼的的的的動作動作動作動作────────次序程序次序程序次序程序次序程序教學教學教學教學 

引導碼「程序化」中組織產生式的規則雖然在認知層面有一致的表現，



第五章  教學應用 

109 

但在實際操作時話義和語氣常常會隨著語境的不同而產生各種面貌，這和命

題在所處語境中如何和規則產生互動有關。以下我們試圖以「程序化」理論

為基礎，對本文所討論的引導碼分別進行教學內容說明，分為兩個階段：陳

述性內涵的講解及程序性過程的練習。 

5.3.2.1 陳述性階段陳述性階段陳述性階段陳述性階段 

在陳述性階段，我們著重於建立學習者對各個引導碼「概括」「區別」

的概念，並從相對簡單的產生式發展至相對複雜的產生式，並依據「概括」

組成的型式識別特徵分為三組：刪除組、插入組以及意外組（參考表五-7，

五-8，及五-9）。在陳述性階段教學方面，漢語教學有較系統性的討論，我

們參考崔永華（1992）對詞語解釋教學步驟進行的整理，他提到了六個方法
74，這些詞語解釋方式基本上為針對陳述性知識類的詞語教學，除了定義法

及比較法外，要應用於引導碼的教學上有一定的難度，但我們認為定義法75

及比較法76可看作「概括」和「區分」於陳述性知識教學的實現。但引導碼

於陳述性階段的表現不同於典型的陳述性知識類詞語，另外還包括了動作─

─次序程序的型式識別習得，為反映引導碼這方面的特點，我們以徐子亮

（2000）整理的語法點教學設計為參考，將其中的「引出語法點」和「綜合

性講解」應用於引導碼教學中。 

「引出語法點」有三種方式，其中兩點茲介紹如下： 

1. 由舊語法點導出新語法點：如複習已學的語法點，出示例句，由例句

導出新語法點。 

2. 通過語境展示語法點：如看課文邊聽邊劃出帶語法的句子；就課文提

問，從學生的回答中引出語法點；朗讀課文，引出語法點。 

由舊語法點導出新語法點可和型式識別特徵的「概括」「區別」配合，即我

們從簡單產生式發展到複雜產生式的概念，若學習者已習得了意外組的〔居

然〕，則在帶出同組中較複雜的產生式時便可以〔居然〕為基礎，往上添加

                                                 
74 直觀法、定義法、關聯法、聯想法、對比法、比較法。參考徐子亮（2000: 192-197）。 
75 定義法：以詞語來揭示或描述目的詞所包含的有關事物的本質屬性並因此獲得概念。 
76 比較法：兩種或兩種以上同類的事物辨別異同或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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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概念，導出〔偏偏〕和〔幸虧〕；通過語境展示語法點在引導碼教學中

也有正面的幫助，可讓學習者意識到語境與引導碼之間的關係，並進而建立

學習者輸出（output）引導碼的動機，如通過語境的展示，學習者可以觀察

到在哪一個程序環節上刺激他得到了 px（參考表五-8）。 

而「綜合性講解」則為由遠拉近的概念，首先提示即將要學的語法項目，

讓學生先有一個粗淺的印象，接著環繞語法點，運用各種手段，如提問、回

答、板書、圖示等，從不同的角度、不同層面揭示新語法項目的要點，最後

用文字歸納出語法規則，應用到引導碼時，首先可介紹引導碼在語氣上的表

現，接著從平面進入到引導碼的動態性，指示學習者注意到其組織產生式的

規則，用不同的方式建立起規則要求的條件。我們認為相較於形象化講解和

陳述性講解，綜合性講解的方式是較適合引導碼教學的，並可作為程序性階

段中學習者經歷完整認知過程的準備。 

我們整理本文所討論的引導碼，依序介紹三組引導碼表現，程序介紹為

動作──次序程序的型式識別展現，從左到右產生式依序由簡單到複雜，並

展示組織產生式的規則順序，型式識別則為從平面觀察到的語氣、態度、所

表達的立場等，為理解方便，我們皆各舉一例示範其過程。 

表 五-7 刪除組陳述性階段呈現 

程

序

介

紹 

 

 

 

 

1. 刪除既有 p 或和 p 相關語境 

 

 

 

 

1. 刪除“難道”句中的 p 

2. 根據語境推論話義 

示

範 

例句：老王說他會做飯，其實其實其實其實他只

會烤麵包。 

 

 

 
 

例句：他來美國十年了，難道難道難道難道連一

句英文都不會說嗎？ 

 

 

 

 

 
（語境：他來美國十年了） 

其實 

p 

難道＋p 

p 

其實 

老王說他會做飯 

難道＋連一句英文都不會說 

連一句英文都不會說 
會說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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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式

識

別 

提出的事實或看法是聽者不知道或

預料之外的 
表達對 p 內容的強烈不信或疑惑 

表 五-8 插入組陳述性階段呈現 

程

序

介

紹 

 

 

 

 

 
1. 出現事件背景，該事件可能由一

個或多個命題組成 

2. “明明”句中的 px 和 p1-n中的其

中之一個產生矛盾 

 

 

 

 

 
1. 出現事件背景，該事件可能由一

個或多個命題組成 

2. 對 px 內涵感到不解（x＝1-n） 

3. 出現 py 疑惑解除（y＝1-n，x≠y） 

示

範 

例句：今天明明明明明明明明是禮拜三，你怎麼

說是禮拜四呢？ 

 

 

 

 

 

 

例句：難怪難怪難怪難怪你心情不好，原來是湯

姆喝酒的事。 

 

 

 

 

 

 
（該程序為聽者認知的變化順序） 

型

式

識

別 

發現某事和已知事實 px 不符，重新

提出 px 事實內容 
表達過去曾對某事 px 感到疑惑 

表 五-9 意外組陳述性階段呈現 

程

序

介

紹 

 

 

 

 

1. p 在說者的預料之外 

 

 

 

 

1. p 在說者的預料之外 

2. 說者不希望 p 為真 

 

 

 

 

1. p 在說者的預料之外 

2. 說者對 p的發生感到

幸運 

明明＋px 

p1 

p2 

p3 

難怪＋px 

p1 

p2 

py 

 居然＋p 

SE 

p 
 偏偏＋p 

SE 

p 
SM  幸虧＋p 

SE 

p 
SA 

明明＋今天是禮拜三 

需要回答星期幾的情況出現 

你說今天是禮拜四 

難怪＋你心情不好 

你打電話跟我哭訴 

湯姆喝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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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範 

例句：今天要考試，你

居然居然居然居然沒帶筆來！ 

預料：考試時需要筆作

答，你會帶筆來 

評價：為你沒帶筆而感

到意外 

（事實：你沒帶筆） 

例 句 ：他偏偏偏偏偏偏偏偏不喜歡

我。 

預料：他喜歡我 

評價：為他不喜歡我而

感到意外 

情態：希望他喜歡我 

（事實：他不喜歡我） 

例句：幸虧幸虧幸虧幸虧沒下雨，要

不然就不能去野餐了。 

預料：會下雨 

評價 1：為沒下雨而感到

慶幸 

評價 2：為沒下雨而感到

意外 

（事實：下雨了） 

型

式

識

別 

表達對 p 感到意外之意 
p 的發生不符合說者的

心願和預料 

對偶然出現的 p 感到幸

運，沒料到 p 會發生 

註 S＝speaker  E＝expectation  M＝modality  A＝attitude 

刪除組的〔其實、難道〕有共同的刪除規則（參考表五-7），但刪除對

象不同，作為「區別」的規則分別為：已出現的命題或語境；將帶出的命題。

插入組〔明明、難怪〕的共同規則為在事件背景的程序中發現需要點明的環

節，並抽取該環節進行說明，說明的內涵分別為指出事實和闡明疑惑（參考

表五-8）。意外組則包括〔居然、偏偏、幸虧〕，其共同規則是命題為說者的

預料之外，之間的「區別」則和情態及評價有關，後兩者除了預料還添加了

語義概念（參考表五-9）。 

5.3.2.2 程序性階段程序性階段程序性階段程序性階段 

我們這裡所說的程序性階段為型式識別建立後的動作──次序程序習

得過程，首先為「程序化」的規則鞏固，然後才進行「組合」的練習。桂詩

春（1991 cf. 徐子亮 2000）曾提到語法規則的揭示和講解給予學生的只是一

種陳述性知識，充實、改變、完善了他們頭腦中已有的知識結構，但這樣的

知識是靜止的，沒有活動能力的，激活的結果只是知識信息的再現，必須轉

變為程序性知識才能應用，而激活的結果是信息的轉換、辨認或產生句子。 

而在引導碼的程序性階段，特別是動作──次序程序習得過程的訓練，

徐子亮（2000: 215）介紹了幾種練習方式，我們各別進行了調整，將其應用

於引導碼教學中。 

1. 提問，引導學生意識到重要的程序環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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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找出課文中帶引導碼的句子，模仿造句； 

3. 換句話說，給學生句子並要求改寫句子； 

4. 給語境，要求學生造出帶適當引導碼的句子； 

5. 教師說帶引導碼的句子，學生演示相對應的語氣或態度。 

提問的目的為強化學習者認知中引導碼和產生式之間的連結，然後可利用課

文已有的語境（若程序完整），在同樣的基礎上進行半開放式的練習，半開

放式的練習可讓學習者習得引導碼可能在語法上受到的限制，如結構的要

求，常見的句法形式等，然後可利用換句話說檢視學習者在句法上的習得成

果，並進一步強化程序性規則的應用能力，接著透過不同語境的轉換，刺激

學習者提取正確的產生式並加以應用，最後可藉由引導碼於型式識別的平面

表現，檢視學習者的習得情況，看是否能得到相對應的語氣或態度。 

教材《對外漢語語言點教學 150例》（2009）的課堂操作程式大體符合

我們對引導碼教學的要求，以“竟然”為例，其程序階段的呈現大致分為四

個教學步驟。茲展示如下： 

1. 語言點導入：問答式導入 

（板書“竟然”） 

老師：美國第一任總統是誰？ 

學生：喬治華盛頓。 

老師：李四學過三年美國歷史，不知道喬治華盛頓是誰，你相信嗎？ 

學生：不可能，太奇怪了！ 

老師：所以，我們可以說，李四…… 

學生：李四學過三年美國歷史，竟然不知道美國第一任總統是誰。 

2. 操練： 

(1) 改寫句子 

(2) 根據情景表述你的驚訝 

3. 半開放式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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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句子 

(2) 在中國，你遇到過什麼意想不到的事？ 

   上大學以後，你遇到過什麼意想不到的事？ 

4. 開放式操練：比比誰的鄰居（同屋，同學）最討厭。 

在第一個步驟的導入中，教師的角色為展現引導碼“竟然”所需要的語境條

件，並要求學生的加入和教師產生互動，使學習者能自然的融入情境中，這

樣的作法除了提高課室學習氣氛外，在引導碼的學習過程中也是必須的，即

我們先前提到的引導碼教學建議──讓學習者實際經歷一個完整的認知過

程。這裡語言點導入的操作方式為刺激學習者將陳述性知識轉換為程序性的

過程，即刺激學習者注意到產生“竟然”的產生式規則「對 p 感到意外」，

接著教師擔任了連結產生式和引導碼“竟然”的工作（操作階段「老師：所

以，我們可以說，李四……」，可能還配合板書的指示），使學生輸出“竟然”

的句子。當連結產生後，《對外漢語語言點教學 150例》直接進入我們動作

──次序程序教學練習的第三項換句話說（改寫句子），這個操作順序為要

求學生已做足課前預習的工作，對“竟然”語法結構已有基礎的認識，才能

進行改寫句子的練習。在改寫句子之後都屬於有語境背景的練習，半開放式

練習著重於語境的延伸或語境的補充，不一定和學習者本身的經驗有關，但

開放式練習則為經驗導向的分享，值得注意的是，在「根據情景表述你的驚

訝」階段重新強調了“竟然”於陳述性知識的型式識別特徵，讓學習者同時

鞏固“竟然”的「意外」型式識別特徵和產生式規則的連結。 

我們提出這些動作──次序程序的訓練方式，是希望學習者能建立不同

於以往的引導碼學習態度，意識到引導碼於程序性知識的運作過程，教師也

可視不同的需要選擇合適的練習型式，展現各別引導碼的程序特徵。 

5.3.3 引導碼的階段性教學引導碼的階段性教學引導碼的階段性教學引導碼的階段性教學 

在 5.1中我們將程序性知識的習得分為兩個階段：型式識別程序習得以

及動作──次序程序習得，而引導碼落於程序性知識中，若遵循（徐子亮

2000）所觀察到的習得順序，首先以辨認為基礎，辨認包括了平面陳述性知

識的辨認，以及動態程序性的產生式規則辨認，經過辨認的學習後接著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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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執行的階段。此外，在執行階段也有相對簡單和相對複雜的執行程序，分

別為「程序化」和「組合」，在引導碼的教學中，初級階段應以「程序化」

為主，中高級教學時再慢慢帶入「組合」的練習。以“到底”為例，那些出

現於產生式再進化的“到底”，也就是「組合」的表現便不宜出現於初級階

段的教學中。 

從階段性教學的角度來看，我們認為引導碼的展示必須符合下列幾個教

學要點： 

1. 從陳述性知識到程序性知識，即從型式識別到產生式規則的介紹； 

2. 教學排序由簡單產生式到複雜產生式； 

3. 動作──次序程序的執行由「程序化」到「組合」。 

依據我們於 5.3.2.1中的整理，從引導碼教學的角度分析，在初級階段的教

學中，應對三種不同的程序表現進行基本概念的習得，如刪除組的刪除概

念，插入組的抽取概念，以及意外組的預料概念，並從產生式相對簡單的引

導碼表現開始。在初級階段，我們個別以“其實”“明明”“居然”為教學

目標，依序從型式識別為基礎，先讓學習者了解其陳述性方面的知識內涵，

接著再進入動作──次序程序的習得階段，使學習者意識到程序化產生式規

則的組織方式；中級階段則可在初級階段習得內容的基礎上，帶入各組較複

雜產生式表現的引導碼，如在刪除組中加入“難道”，插入組加入“難

怪”，意外組加入“偏偏”和“幸虧”；最後在高級階段展示“到底、究竟”

及其他引導碼常見的「組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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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結結結語語語語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過去，我們將那些置於主語前後表現語氣的語言成分作副詞看待，但實

際上這些詞沒有典型副詞的特徵，在句法上有時可充當狀語（adverbial）的

功能，如編碼情態及評價的語氣詞，但有些卻沒有，為了將這些表現語氣的

語言成分從句末語氣詞區分開來，我們給了它副詞的框架，然而，漢語語氣

的面貌似乎比我們想像中複雜得多。 

鑒於此，本篇論文從漢語語氣的分類出發，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試圖

對漢語語氣進行概念定義，討論過去從語法及語義面分析的得失，將語氣的

語義編碼限制在情態以及評價表現上，此外，我們發現有些語氣並非本身內

建了語義，而是必須透過話語推論獲得。這些特殊的語氣表現為本篇論文的

研究重點，我們以 Blakemore（1987, 2002）的引導碼研究為基礎，並根據

後續諸多討論（主要有 Ifantidou-Trouki 1993, Carston 2002及 Iten 2005），擴

大了引導碼可應用的範圍，重新對漢語語氣進行分析，認為漢語語氣來源大

致可分為兩種，一為編碼內建的概念碼，一為藉由引導碼推論而來。依據關

聯理論，我們注意到溝通者認知環境於理解話語的角色，並進一步以語境假

設為基準討論隱含引導的內涵，在高層明說義方面，則觀察到命題與預期之

間的落差以及預期的方式所帶來的引導動機。 

我們這裡並不從詞類著手劃分漢語語氣，而由語氣的來源作為上層分類

的依據，但即使如此，語氣之間的劃分還是相當困難，比如，屬於概念碼的

語氣表現如情態及評價有時也有引導功能，本身編碼情態的語氣詞如“明

明”可引導出評價義，而屬於評價編碼的語氣詞有些也有引導碼的功能，如

“幸虧”。以下圖簡單說明，我們可以發現語氣之間具備一定程度的重疊

性，而引導碼經由引導過程，除了導出隱含外，也能和情態和評價產生聯繫。

圖六-1 的灰質部分為隱含或高層明說義的引導結果，情態和評價編碼若具

備引導功能，最後也可得出隱含或落於情態∕評價的高層明說義，引導碼亦

同，可導出屬於情態範疇的高層明說義（如“難道”的不信和懷疑），或評

價範疇的高層明說義（如“居然”的驚訝），或其他隱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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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六-1 語氣分布 

除了將 Blakemore（1987, 2002）的引導碼研究應用於漢語語氣分析之

外，我們另外參考 Anderson（1983, 1993）的記憶模式理論，將引導碼對應

至其中的程序性記憶，並從認知學習的角度對引導碼教學提出建議，將表現

語氣的引導碼教學分為兩個階段，陳述性階段展現語氣於平面的表現，程序

性階段則為動態性經驗的體會。本文從引導意義的角度出發，重新對漢語語

氣作了一番研究嘗試，謹希望該研究成果能對漢語教學帶來不同的思維方

式，在傳統對語氣理解的基礎上，能有更深入且系統性的研究方向。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文以前人的研究為基礎，雖有理論依據卻缺乏實際語料分析的支持，

恐有不夠客觀之處，而在語氣的引導意義研究方面，尚有許多未加以開發的

地方，許多過去歸類於語氣副詞的語言成分如“反正、可、畢竟”等能否也

從引導意義的角度探討？另外，關於一些表現相同語氣的引導碼其之間的異

同比較，比如“竟然”和“居然”、“到底”和“究竟”等該如何討論？以

及預期應如何從引導碼研究的角度切入並加以定位，是否和語境假設相關等

等，都是本文尚未解決的問題。最後，本文提出的教學建議為根據認知學習

理論所作的假設，尚未落實於教學中，其成效如何，還需進行實際的驗證，

期待日後研究能解決這些問題，讓引導碼的教學有更穩固的佐證。 

 

情態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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