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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具多項意義，從表示「禮讓」、「轉讓」的普通動詞到具有使令義的

「容許」、「允任」、「命令」，最後成了抽象的「致使」與「被動」。在現代漢語中，

致使結構「讓」字句有時候是表示抽象致使的「讓 1」，有時候是表示允許、任憑、

命令的「讓 2」，兩者無論在語法形式的分佈上與語義角色搭配上皆有差異之處，

因此「讓」字句的區分有助於學習者在使用時的掌握程度。此外，我們也提出致

使結構「讓」字句應與兼語句區分。 

首先，語義層面探討「讓」的多義現象，不僅是由語境所造成，也能從句

法、語義層面來檢驗，除了核心語義外，「讓 1」與「讓 2」最大的不同在於 NP1

為「致事」或「施事」，並且「讓 2」前面能用「不」、「別」否定，其 NP2常可

被省略，後面多為動態的「事件」，「讓 1」後的事件多為靜態的「狀態」，並帶結

果，即狀態的改變。再者，大陸地區使用「讓 2」的頻率似乎比台灣地區高，地

區性的差別也許在於「讓 2」的多義性中有些是台灣地區少用的，如命令義。 

其次，篇章層面中「讓」本身具有的「作用─效應」(cause-effect)關係及「因

果關係」的邏輯語義關係，「讓 1」有連貫「原因─結果」，「讓 2」「行動─目的」

的功能，並且「讓 1」、「讓 2」也有不同的前後景功能，前者帶出後景，後者帶

出前景。 

第三，「讓 1」在語用層面裡具有「歸因」的功能，一方面可以將功勞或責

任歸於「致使者」，也是「語用預設觸發語」表示狀態的改變，最典型的用法便

是常應用於廣告標語上。「讓 2」為情態動詞，表示義務情態，具有「要求」、

「命令」功能，當發話者權力或影響較低時則有「建議」以及「忠告」用法；發

話者也可以藉由將決定權力交給受話者而表現出委婉、拖延、暫緩的語氣。 

根據研究結果與分析，我們檢視目前幾本主要通行華語教材中「讓」字句

的編寫，對教材編寫提出建議，以期對日後教材編寫有所助益，並以研究結果為

本，在教學應用上，從各層面針對「讓」字句的教學排序之建議。 

 

 



 

 

 

 

 

 

 

 

 

 

 

 

 

 

 

 

 

 

 

 

 

 

 

 

 

 

 



A Semantic, Discourse, and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Mandarin 

Causative Construction Rang with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Abstract 
Keywords: Rang (讓), causative construction, periphrastic causative, pivotal 
sentence, discourse analysis, pragmat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ree dimensions of language according to Halliday’s 

functional grammar, “ideational,” “discourse/textual,” and “interpersonal.” We 

examine the causative construction Rang in the above-mentioned three dimensions to 

see Rang from a thorough and detailed perspective. We also distinguish the causative 

construction Rang from pivotal construction.  

 Rang has multiple meanings. As a verb, it means “to yield; to give away to.” 

When it serves as a causative verb, it can be viewed in two ways: one still involves 

the concrete meaning, “to allow; to permit,” “to order; to request,” which is Rang2. 

The other is more abstract, meaning “to make; to cause,” which is Rang1 in this paper. 

Rang1 and Rang2 differ from each other  even setting aside grammatical form or 

collocation of semantic roles. Therefore, distinguishing Rang1 from Rang2 will be 

helpful for the Chinese learner, and aid them in comprehension when learning Rang.  

First, Rang’s ambiguious nature is not only a result of context, but also can be 

deduced from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Besides the core meaning mentioned in the 

previous paragraph, the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Rang1 and Rang2 is the semantic 

role of NP1, the subject of the sentence. Rang1 collocates with the causer role, and 

Rang2 with the agent. Moreover, Rang2 can be negated by adding bu andbie before it 

while Rang1 can not, and the NP2 following Rang2 can be omitted. An event usually 

appears after Rang2, but after Rang1 instead appears a static state with result, that is, a 

change of state. Rang2 is used more frequently than Rang1 in Mainland China, while 

Rang2, such as the meaning of “to order; to request,” is seldom used in Taiwan. 

Second, Rang1 functions in the discourse to establish a coherent “cause-effect” 

relation and logi-semantic “cause and result” relationship, while Rang2 connects 

“action and purpose”. Both of them also play different roles in the functioning of 

background and foreground. 

Third, in a pragmatics analysis, Rang1 can reflect the speaker’s intention by 

placing blame or merit onto NP1 in the Rang1 construction. It is also a presupposition 

trigger indicating change of state, and in this sense, its most representative usage is in 

slogans in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s. Rang2 is a modal verb indicating deontic 

modality and can be used when making a request or ordering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When the speaker has lower authority or less influence on the listener, the 

Rang2 construction becomes a suggestion or piece of advice. Furthermore, the speaker 

can temporize, hedge, or avoid by ceding power of decision to the listener.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we rearrange Rang’s pedagogical grammar 
sequence and also design some exercises in class, wishing to shed light on the 
grammar of Rang, and moreover on how to teach it in a more effectiv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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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    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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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以往已經有許多關於致使「讓」字句的研究，不過多半都是關於

語法、語義層面的研究並對於不同語義的「讓」多半沒有再細分，我們希

望藉由將表致使義的「讓」再細分為兩個次類，進而分析「讓」字句在語

義、篇章及語用功能。 

「致使結構1」(causative construction)或稱「使動結構」(peripheral 

causative)為各種語言中常見結構之一，「致使」結構之範圍相當廣泛，包

含詞彙致使(lecxical causation)、型態致使(morphological causation)、結構致

使(syntactic/analytical/periphrastic)，而這裡所探討的只能說是冰山的一角而

已。現代漢語中，典型致使結構的有「讓」字句、「使」字句和「叫」字

句，例如：「這個消息讓讓讓讓∕∕∕∕使使使使∕∕∕∕叫叫叫叫人很難過」。本文研究範圍限定在致使句

中的「讓」字句的主要原因有二：首先，一般認為「使」字句較為書面，

然而「讓」字句不論在口語或書面與出現的頻率皆比「使」高，以《中文

詞彙特性速描語料庫》(Word sketch)語料庫為例，「讓」字句有 14387筆，

而「使」字句只有 7905筆2，相較之下，「讓」的語料數量豐富許多。第二，

據研究(姚肖鶯，2007)指出，「使」字句表示純「致使」義，而「讓」還包

括其他語義，在致使等級排序上，「使」字句比「讓」字句高，「讓」語義

的複雜度較高，有更多值得探討之處。再加上，「讓」字句在現代漢語中

除了「致使」和「允許、容讓、任憑、命令」的意思外，也是一個常見的

被動標記，部分「讓」字句有歧義的情形，在我們的研究架構中，會釐清

「讓」字句的基本語義，對讓進行分類。 

中英文裡表致使的「讓」字句有許多相似之處，「讓」在教材中的英

文解釋通常是“to let, to allow, to permit, to make”3，從英文的解釋可看出

                                                 
1 這裡的「致使結構」相較於另一種「詞彙致使」(或也稱「使成式」，如：「知識豐富豐富豐富豐富人生」中的「豐富」。 
2 不過筆者目前仍未將包含「被動」義的「讓」納入考量，所以可能實際語料數會比 14387筆少。 
3 「讓」的英文詞彙解釋還包含被動義的部分: “……used in a passive sentence structure to 
introduce the agent”，課文舉的例子為：「蛋糕讓妹妹吃完了」《實用視聽華語(二) 》，頁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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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的基本語義，“to make”表示的是單純「致使」義，而“to let”則為「允

讓、容許」，這和漢語中「讓」的基本語義雖然相似，不過實際上，不論

在語義或是語法結構上仍有相異之處，不能完全套用英語的模式。第二語

言習得方面，美籍學生在致使句中的「使字句」的理解大致上沒有問題(趙

揚，2006)。鄧守信(2004)也認為因為在歐美語言中有相似的致使結構，「讓」

字句所屬的兼語句為零教學4。然而真實語言使用情形中，「讓」的多義性

及「讓」字句的語言形式的延伸可以是相當複雜的，且學生的輸出(output)

常有誤，以致學習者產出如：「一部電影好不好看，要看它讓讓讓讓不讓讓讓讓我哭。」

此類病句。也就是說，「讓」字句在輸入理解上對學生來說也許是容易的，

在產出的部分難度加上一級，而如何利用研究結果指導學生正確的用法，

也是本文努力的目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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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以 Halliday提出三大功能來分析並重新詮釋致使結構「讓」字句，

針對其語義、篇章和語用功能做多層次的探討。以 Halliday提出的三大純

理功能(metafunction)為致使句分析基礎，從概念(ideational)、語篇(texual)

到人際(interpersonal)5功能，語言從抽象的概念化為具體的形式，表致使的

「讓」字句在不同的功能中起的不同作用為何？比方說，「讓」字句的「主

語的缺省」，在篇章和語用中的意義為何？與篇章和語用相比，「讓」字句

在句法及語義的研究相對豐富，我們希望藉由深入概念層面之研究，進而

延伸到「讓」在篇章及語用的功能。選擇「讓」字句來表達意義，如：「我

們一起過聖誕節吧！」和「讓讓讓讓我們一起過聖誕節吧！」，原因何在？皆為

值得仔細分析探討之處。 

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 何謂「致使」(causation)？ 

(二) 表「致使」的「讓」之分類為何？ 

(三) 「讓」字句之語法及語義功能為何？ 

(四) 「讓」字句之篇章及語用功能為何？ 

                                                 
4 引述自金美順(2005：3)。 
5此文對於三大功能的中譯出自於：朱永生、嚴世清(2001：24)《系統功能語言學多維思考》。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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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利用研究結果指導學習者正確地使用致使「讓」字句，再進一步提出

「讓」字句的教學語法及排序等教學建議，以作爲後續研究之參考。 

1.3  本文架構本文架構本文架構本文架構 

本文一共分為六章：第一章爲緒論，說明本研究之動機、目的、方向

和範圍。第二章為文獻探討，首先針對「致使」的基本屬性，說明「致使」

的核心意義及應用範圍；接著討論「讓」語義的相關文獻、歷時及共時分

析、篇章功能以及語用功能等。第三章為研究方法，說明研究設定及對象、

研究工具與語料蒐集，以及研究過程等各項步驟。第四章為語料分析及討

論，從語義、篇章、語用三個層面對所蒐集表「致使」義「讓」字句的語

料進行分析，再就語料分析結果根據二、三章中的理論依據進行闡釋。第

五章為教學初探，以研究結果為基礎，並根據此結果提供可行之教學建

議。最後第六章結論，總結前五章的研究結果，並提出研究限制與對未來

研究提出建議。 



漢語致使結構之語義、篇章、語用對比及教學初探─以「讓」字句為例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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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探討分為四部分：(1)探討「致使」的定義、「致使結構」類別、「致

使」構成要素、基本語義及英語和漢語中的「致使結構」比較。(2)「讓」

字句語法結構的探討，由於「讓」字句常在語法書中被歸類為兼語句的一

種，彙整王力、朱德熙、趙元任等學者之說法，先對「讓」字句的兼語用

法有初步的認識，並探討「讓」的詞性。(3)整理「讓」字句的基本語義的

相關文獻，包含歷時與共時的研究，以歷時語義為基礎，進而探討共時中

「讓」的分類及語義等。(4)「讓」字句在篇章及語用方面，由於「致使」

所隱含的語義邏輯關係─「因果關係」起連貫的作用、前景與後景的分佈

等；語用方面，「預設」、「情態」與「讓」字句的關係，如「讓」常出現

於祈使語氣及表示較間接的說法等功能皆列入第四部分。 

2.1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causation)之定義之定義之定義之定義 

在釐清「致使」的定義之前，本文所提及的「讓」字句為何？「讓」

本身具有多義性，也就是具有不同意思，根據本文的分類： 

(1) a.他讓讓讓讓 1我很難過。 

 b.他故意讓讓讓讓 2我很難過。 

 c.他讓讓讓讓 3人打了。     （筆者提供） 

上述的三個「讓」字句中的「讓」分別表示「抽象致使」、「允許、容讓、

命令」義與被動義，例(1a)與例(1c)屬於致使「讓」字句，例(1c)則否。三

者語法形式上皆相同，可寫成例(2)： 

(2) NP1+讓+NP2+VP 

NP1泛指「讓」前面所有的名詞成分，包括名詞、子句等，而 NP2為「讓」

後面的名詞成分，常為名詞或代名詞，VP 則指所有的動詞，包含動作動

詞、狀態動詞及變化動詞。此外，在研究致使關係時，致使結構是由兩個

事件所構成，因此 NP1又作「事件 1」，NP2+VP為「事件 2」(關於「讓」

的語義研究詳見 2.3.2.1)。後面列出「致使」的語義特徵。了解「致使」的



漢語致使結構之語義、篇章、語用對比及教學初探─以「讓」字句為例 
  

 6 

基本屬性。如此一來，必定有助於之後區別致使「讓」字句和非致使「讓」

字句6。 

2.1.1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的相關研究的相關研究的相關研究的相關研究 

2.1.1.1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定義的釐清定義的釐清定義的釐清定義的釐清 

廣義來看，「致使結構」(causation or causality)的哲學概念是指兩個事

件間的恆常關係，前一事件發生後，後一事件一定也會發生 (熊學亮、梁

曉波，2003)。英語中的“causation”和“causality”為一組近義詞，在基本意義

上仍有些差異，根據線上辭典(Webster's New World College Dictionary7)的

解釋，“causation”為“the act of causing ”,“a causal agency; anything producing 

an effect” , “causality”；而 “causality”的定義為  “causual quality or 

agency” ,“the interrelation of cause and effect”, “the principle that nothing can 

exist or happen without a cause”。兩者的差異主要在於“causation”說的是一

種 “動作(action)，而“causality”則側重「互動關係」(interation)，強調事件

間的因果關係，“causality ”在哲學方面的研究常被翻譯成「因果論」，說的

是事件中較為深層的關係。Bishop(1992: 296)：「Causality預設(presuppose)

兩種情形：「效應事件」(effect event)在「作用事件」(cause event)上的獨立

性，以及兩個事件必須共有的參照點(referential points)，像時間(time)，空

間(space)，施動性(agency)8。」我們認為不論翻成「致使」(causation)或是

「因果論」(causuality)，說的其實都是在時間順序上兩個事件(events)的接

連發生，「事件一」為「因」(cause)，「事件二」為「果」(effect)，也叫「作

用與效應」(cause and effect)關係9。更具體地說，「作用與效應」關係主要

指兩個事件間的互動關係，但也有可能是指「物體」(objects)、「過程」

(processes)、「屬性」(properties)、「可變因素」(variables)、「事實」(facts)、

                                                 
6 這裡說的非致使「讓」字句，指的就是本文的「讓 3」，表示被動，如：杯子讓他打破了。 
7
 http：//www.yourdictionary.com 

8 (原文): Causality presupposes two conditions： the dependency of the effect event on the 
causing event and the required sharing of certain referential points, such as time, space, and 
agency. 
9出自線上維基百科(原文)：Causality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 event (the cause) and a 
second event (the effect), where the second event is a consequence of the first.(原出處: 
Random House Unabridged Dictionary：
http://dictionary.reference.com/browse/Causality?x=35&y=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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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態」(states of affairs)等之間的互動關係10(摘錄自線上維基百科11)。承

上所述，對於「致使」關係是不是一種「事件(event)與事件的因果關係」，

語言學界對於「致使」關係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認為致使關係其實

是一種「個體(entity)與事件(eventuality)之間的因果關係12」(Lin, 2004: 40)。

不過無論哪種說法，「致使關係」肯定是一種「因果關係」。范曉(2000：136)：

「……『致使』反映著兩個事件之間的一種關係關係關係關係或聯繫聯繫聯繫聯繫」，而針對「致使」

關係，宛新政(2005：6)提出「致使情景特徵」是「含兩個或兩個以上事件；

兩個事件有作用─效應關係」(cause and effect)。簡言之，「致使關係」包含

兩個事件間的「作用─效應」關係，前面的「作用」或「事件」是原因，

後面「效應」或「事件」是結果，彼此隱含著一種不需特別說明的「因果

關係」。我們從上層的角度看，將表「致使」關係的「讓」字句視為「作

用與效應」關係及「因果關係」。至於在語言形式中，「致使結構」(causative 

construction)的成分為何，我們進而從語法、語義等方面繼續深入探討。下

面的部分是「致使結構」的類別，先從語法結構來看「致使」。 

2.1.1.2  「「「「致使結構致使結構致使結構致使結構」」」」的類別的類別的類別的類別 

 表示「致使」關係或意義的句子叫「致使句」或「致使結構」(causative 

construction)。Shibatani&Pardeshi(2002)據致使形式 (causative form)之不

同，將其分為三類：(1)「詞彙致使」( the lexical or synthetic)：動詞本身含

有致使義，如：“He killed the man.”中的“killed”；(2)「型態變化致使」

( morphological)：詞根加上詞綴變化成致使動詞，如日文的動詞加上後綴

“-ase”便可形成致使動詞； (3)「結構致使」 (syntactic, analytic or 

periphrastic)：有獨立動詞成分來表達致使義 (a causative meaning is 

expressed by an independent verbal element)，如：“The news made me sad.”

中的“made” 為一獨立表示致使義之動詞成分，後兩者又合稱為「能產性

致使」(productive causative)。Shibatani等提到「結構致使」的「受使者」

                                                 
10出自線上維基百科(原文): Though cause and effect are typically related to events, 
candidates include objects, processes, properties, variables, facts, and states of affairs; 
characterizing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can be the subject of much debate. 
11 原文網址: http: //en.wikipedia.org/wiki/Causality#cite_note-dict-0 
12 (原文): Whether causation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events (or more general, 
eventualities) or between an entity and an event is a much debated subject in both the 
philosophical and linguistic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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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帶「意志」(volition)與「自主性」(automnomy)的執行「受使事件」(caused 

event)「施事受使者」(agentive causer)，Shibantani等還提到當「受使者」

具有意志並有能力執行被要求的活動時，便能滿足口頭給予的指令13，所

謂的「受使者」即「讓」字句中的 NP2，與本文表「允許、容讓、命令」

義之「讓 2」相關。根據上述定義，本文中「讓」字句以致使動詞「讓」

表致使義，因此屬「結構致使」。此外，「致使結構」的使用趨勢也與語

言類型有關（圖二-1）。 

 
圖二-1、「致使結構」與語言類型(Bishop, 1992: 296) 

從圖(二-1)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屬「孤立型」(isolating)語言的漢語多傾向

使用「詞彙致使」與「結構致使」，「黏著型」(agglutinating)語言多使用

「結構致使」、「型態致使」，「多式綜合型」(polysynthetic)語言出現「型

態致使」的機會較高。從「致使結構」的語義成分來看，這三種「致使類

型」又可依照「直接」(direct)與「間接」(indirect)分類，姚肖鶯(2007：166)

指出兩者差別在於「致使事件和被使事件之間的時間聯繫以及聯繫兩事件

的仲介上，時間隔得越久，介入的仲介越多，事件間的概念距離可能就越

大，用間接致使來表達的可能性就越大。」Shibatani&Pardeshi (2002)依據

「致使者」是否身體上親自參與受使事件的執行過程14，定義「直接」與

「間接」致使之不同，我們整理其定義如下： 

一、「「「「直接致使直接致使直接致使直接致使」」」」：「致使者」(即前述 NP1)身體上親自參與受使事件的

的執行過程，包含「施事致使者」(agentive causer)與「受事受使者」(patientive 

cause)，「受使事件」(caused event)的執行完全依靠(wholly dependent on)

「致使者」的行動 (action)，這種依靠關係蘊含著一種「時空重疊」

(spatio-temporal overlap)：「致使者」活動及「受使事件」的重疊，當兩者

重疊時是很難清楚區分開來的，因此概念化為單一事件(single event)，如

                                                 
13 (原文)：……oral direction-giving suffices in cases where the causee is a volitional entity capable of 
executing a required activity(p89).這裡說的有意志「受使者」具備執行被要求執行活動的能力，與本文中表示允許、容任及命令義「讓 2」的 NP2之特性有關(詳見本文 2.1.3.3之張伯江(2002)的研究)。 
14(原文)：…… get physically involved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caused event (p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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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3) John melted the metal.    (Shibatani&Pardeshi, 2002: 144) 

二二二二、、、、「「「「間接致使間接致使間接致使間接致使」」」」：「致使者」未身體上親自參與受使事件的執行過程。

「間接致使包含兩個事件，在空間及時間上有可分性(separability of the 

caused event from the causing event)，由兩個「施事」構成15。包含兩個「施

事參與者」，也就是「致使者」與「受使者」的語義角色多為「施事」，

當「受使者」為「施事」時，代表「受使者」具有自己的意志(volition)，

對於「受使事件」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甚至具有與「致使事件」(causing 

event)獨立的「時空排序」(its own spatial and temporal profiles)，這樣的情

形又稱為「距離致使」(distant causation)，不過「受使者」也可能是「受事

受使者」，因此 Shinatani等提出與其以「受使者」的特性來區分「直接」

或「間接」，不如依據其時空排序16，如下例中的“metal”就是屬於「受事

受使者」，如例(4)： 

 (4) John caused the metal to melt.   (Shibatani &Pardeshi, 2002: 144) 

而在現代漢語中屬於「間接致使」的「讓」字句 NP1語義角色為何，我們

認為有待通過語料驗證提供進一步的證明。 

首先，雖然本文重點在於「讓」字句所屬的「間接致使」上，但是我

們要先對「直接致使」有基本認識，再進一步看「間接致使」。「致使的原

型」(prototype of causation)為「直接操作」(direct manipulation)。「致使」

這一概念建構在「直接操作」的基礎上，而「直接操作」直間出現在我們

的經驗中17(Lakoff & Johnson, 1980: 69-70)。更嚴格地說，「直間操作」不但

是「致使」的原型，也是一種無法再分解的核心語義，是一種由我們日常

                                                 
15 在本文架構下，表間接致使的「讓 1」與「讓 2」的「受使者」（即 NP2）可能為「施事」或「受事」，我們提出以 NP1的語義角色界定「讓 1」與「讓 2」更為準確，因此對「受使者」的語義角色並未多加著墨。 
16 (原文): The ultimate defining feature of direct and indirect causation is the 
spatio –temporal configuration of the entire causative event, rather then the nature of the 
causee. (p90). 
configuration of the entire causative event, rather then the nature of the causee. 
17(原文): The concept of causation is based on the prototype of direct manipulateion, which 
emerges directly from our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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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實行直接操作時自然發生的一個「完形」(gestalt)18 (頁 75)。Lakoff & 

Johnson認為：「致使可看成一種來自一個事件的狀態之出現19(頁 76)」。各

類隱喻概念(metaphorical concepts)都從身體(physical)或文化(cultrual)經驗

中產生，不同之處只是有些經驗比其他的基本(basic)20。然而所謂的「基本

的經驗」也就是「經驗的基本範疇」(basic domain of experience)意指「一

個在我們的經驗中有結構的整體 (structured whole)，且被概念化

(conceptualized)為一種經驗完形(experiential gestalt)21 (頁 117)」。「經驗完

形」是個「多層面的結構性整體」(a multidimensional structured whole)(頁

81)。「致使」常被理解為一種「經驗完形」(experiential gestalt)，是由一組

基本元素(components)構成的。從語義的角度看，Lakoff and Johnson (1980: 

70)22提出「直接致使」原型及典範的語義格(case of direct causation：

prototypeical and paradigmatic)： 

a. 「施事」要有目標(goal)。 

b. 「受事」必定有狀態的改變(chage of state)。 

                                                 
18 (原文)： The The prototype of causation： Direct manipulation, is not an unanalyzable 
semantic primitive but rather a gestalt consisting of properties that naturally occur together in 
our daliy experience of performing direct manipulations. 
19 (原文)： The causation is viewed as the emergentce of the event (object) from the 
state(container). 
20(原文)： “Metaphorical concepts of all types arise from physical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but some seem more basic than others.” 
21(原文)： "a structured whole within our experience which is conceptualized as an 
experiential gestalt" (p.117).  
22 (原文)： case of direct causation： prototypeical and paradigmatic： 

a. the agent has as a goal  
b. some change of state in the patient. 
c. the change of state is physical. 
d. The agent has a “plan” for carrying out this goal. 
e. the plan requires the agent’s use of a motor program. 
f. the agent is in control of that motor program. 
g. the agent is primarily responsible for carrying out the plan. 
h. The agent is the energy source (i.e., the agent is directing his energies toward the 

patient), and the patient is the energy goal(i.e., the change in the paitent is due to an 
external souce of energy) 

i. The agent touches the patient either with his body or an instrument ( i.e., there is a 
spatiotemporal overlap between what the agent does and the change in the patient)  

j. the agent successfully carries out the plan 
k. The change in the patient is perceptible 
l. the agent monitors the change in the patient through sensory perception 
m. there is a single specific agent and a single specific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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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受事」狀態的改變為一種物理(physical)變化。 

d. 「施事」有達到目標的「計畫」(plan)。 

e. 這樣的計畫需要「施事」利用一個機動計畫(motor program)。 

f. 「施事」掌控(in control of)這個機動計畫(motor program)。 

g. 「施事」主要負責執行實現這個計畫。 

h. 「施事」是能量的來源(energy source)，即「施事」將其能量指向

(direct) 「受事」，「受事」是能量到達的終點∕目標(goal)，換言

之，「受事」因為一個外來的能量(external energy)而發生變化。 

i. 「施事」用實體(body)或工具(instrument)觸碰(touch)「受事」。 

j. 「施事」成功執行(successfully carry out)實現這個計畫 。 

k. 「受事」的改變是顯而易見的(perceptible)。 

l. 「施事」透過感知能力(sensory perception)監控(monitor)「受事」

的改變。 

m. 總是有一個明確的(specific)「施事」與「受事」。 

一般來說，要完全符合上述條件不容易，本文所研究的「讓」字句表達的

是一種「間接致使」，只符合上述部分條件，但藉由對「致使原型」定義

之了解，有助於我們釐清「讓」字句的分類，如「施事」（有目標）與「受

事」（必有狀態改變）的特性。 

其次，前述「間接致使」的定義中，「受使者」的特性(nature)語義角

色為「受事」或「施事」是區分「直接」和「間接」的條件之一，但是如

果更嚴格地區分的話，Shibatani等提出兩者最關鍵的差異是在於「整個致

使事件的時空編制」(spatio-temporal configuration of the entire causative 

event)，能從表達「事件」(event)的數量上看出，「直接致使」表達單一事

件(single event)，常為「詞彙致使」，而「間接致使」表達兩個事件，常

為「結構致使」，因此「間接」或「直間」其實並不取決於「受使者」(NP2)

的特性為「施事」或「受事」上，即 NP2為「施事受使者」時可以獨立致

使一個事件的發生，在執行受使事件中不需要藉助「致使者」直接的介入

(intervention)。另外，據 Shibatani 等，「致使者」(causer)實際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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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sically involved)受使事件與否也是兩者明顯的區別。換言之，「間接

致使」比「直接致使」的「時空編制」時間相隔較久，時間越久，中間介

入的中介也越多，事件間的概念距離(conceptual distance)可能越大，這樣

一來，使用「間接致使」表達的可能性也就更大(姚肖鶯，2007：174-175)23，

本文中之表致使的「讓」字句即是屬於「結構致使」，表「間接致使」，

如： 

我使使使使／／／／讓讓讓讓／／／／叫叫叫叫他說了答案。     (姚肖鶯，2007：177) 

姚提出雖然上述的「使、讓、叫」字句都表示「間接致使」，但是三者間

的「間接致使」程度有不同，姚依據「間接致使」的三個變體，得出「使」

的間接致使程度最高的結果24。 

變體 1：可能 NP1告訴 NP2做某事25 

(5) 別人提醒他趕快報告旅館的負責人，旅館的人讓讓讓讓她去派出所報案。 

(姚肖鶯，2007：174) 

 變體 2：可能是 NP1通過中間人活動 

(6) 他們商量了一下，讓讓讓讓馮乃超出面跟富子交談，懇請她本子對郭沫若的深

切愛心，面對現實，盡快做出明智的抉擇，結束這種三方都痛苦不堪的狀

況。           (姚肖鶯，2007：174) 

 變體 3：NP1的不作為導致 NP2達成某種結果 

(7) 張鐵生喜歡孩子，孩子是讓讓讓讓大人忘卻煩惱的靈丹妙藥，可惜，他沒有自

己的孩子。          (姚肖鶯，2007：175) 

其中「變體 3」間接程度最高，「變體 1」最低： 

間接程度：變體 3>變體 2>變體 1 

姚認為從 NP1 不作為比發出指令或要求的言語行為或通過中間人活動間

                                                 
23差別在於「致使事件和受使事件之間的時間聯繫以及聯繫兩事件的中介上，時間隔得越久，介入的中介越多，事件間的概念距離可能就越大，用間接致使來表達的可能性就越大。」(姚肖鶯，2007：174-175) 
24三者依「間接致使」的程度排列順序如下：使>讓＆叫。 
25 原文中並未標明 NP1及 NP2，是筆者加上的。姚的「致事」即是所謂的「NP1」而「使事」(或稱受使者)為「N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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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變體 1」與「變體 2」都是 NP1 透過間接方式，如口頭命令、通過

中間人或媒介使 NP2做某事，與「變體 3」相比為較具體的行動。上述的

「變體 1」與「變體 2」中 NP2通常附帶一定的「自控度」，即 NP2有決

定是否執行 NP1 的要求或命令的權力，姚稱之為 NP2 的「參與度」，此

點與本文表允許、容任、命令義的「讓 2」相關；間接程度最高的「變體 3」

是取決於 NP1的不作為導致一種結果，與本文表抽象致使關係的「讓 1」

有關。綜上所述，前兩個變體引發「事件」(event)，最間接的「變體 3」

則導致一種「狀態」(state)結果，而這樣的結果是由於 NP2 沒有辦法參與

或其參與度很低。我們認為上述三種變體是一種現象的描述，探討「讓」

宜從其核心語義及 NP1的語義角色著眼，姚定義的「變體 1」與「變體 2」

的 NP1「告訴」或「透過中間人」，事件 2為「作為（做某事）」或「活

動」，而「變體 3」的 NP1「不作為」事件 2則是「結果」，顯然地，例(5)

與(6)屬本文分類的「讓 2」而例(7)為「讓 1」，此涉及「讓」的核心語義(詳

見本文 2.3.2)。 

綜言之，屬孤立語的現代漢語，「致使結構」「讓」字句為其表示致

使關係常用形式，表「間接致使」。 

2.1.1.3  現代漢語中的現代漢語中的現代漢語中的現代漢語中的「「「「致使結構致使結構致使結構致使結構」」」」 

現代漢語中，有研究依照句法形式將於「致使結構」分成「致使結構」

(periphrastic causatives)、「詞彙致使」(lexical causatives)以及「致使用法的“V-

得”結構」，也有「顯性致使句」與「隱性致使句」之分。也有研究依照語

義特性「主語操控度」區分為「使役」、「有意致使」與「無意致使」，茲

說明如下： 

首先，從句法層面看，「致使結構」由一個指派致事論元的致使動詞所

組成，可分為：(1)以致使動詞「讓」、「使」、「令」組成的「結構致使」

(periphrastic causatives) (例 8a，9a)、(2)「詞彙致使」(lexical causatives) (例

8b)以及(3)零形式致使動詞的「致使用法的“V-得”結構」(例 9a)(沈陽，何

元建，顧陽，2000：69)，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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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我們使使使使生活豐富。 

b.我們豐富豐富豐富豐富生活     (沈陽，何元建，顧陽，2000：85) 

(9) a.那件事使使使使張三激動得流下了眼淚。 

b.那件事激動得得得得張三眼下了眼淚。 (沈陽，何元建，顧陽，2000：106) 

例(8)的「使」為「致使動詞」，「豐富」為「詞彙致使」，而例(9)的「激動

得流下了眼淚」是「致使用 V-得結構」，三者為現代漢語中常出現的致使

結構，「讓」字句屬於第一種。 

第二，范曉(2000)依照致使結構外在表達形式是否有明顯「致使標記」

「使」或是否能還原成「使」字句兩項標準區分「顯性致使句」及「隱性

致使句」(表二-1)，定義分述如下： 

（一）「「「「顯性致使句顯性致使句顯性致使句顯性致使句」」」」：表示致使意義比較明顯致使意義比較明顯致使意義比較明顯致使意義比較明顯，也可稱做「有標致使句」。

主要有「使」字句(例 10)、「V使」句(例 11)、某些表致使義的「把」

字句(例 12)以及「使動句」(例 13)，特點是有標記「使」或可自然

的變換成「使」字句。 

(10)他的舉止使使使使小蕾感到噁心。   (「使」字句) 

(11)好奇心驅使驅使驅使驅使他鑽進洞裡。   (「V使」句)  

(12)貴客臨門把把把把老太太樂壞了。   (某些表致使義的「把」字句) 

(13)淚水模糊模糊模糊模糊了他的眼睛。    (「使動句」) 

（二）「隱性致使句隱性致使句隱性致使句隱性致使句」：表示致使意義比較不明顯致使意義比較不明顯致使意義比較不明顯致使意義比較不明顯，也可稱做「無標致使

句」，有使令句(例 14)、使成句(例 15)以及某些 V得句(例 16)，特

點是沒有致使標記，也不能自然地便還成「使」字句，但是句子內

部隱含致使關係 (范曉，2000) 。 

(14)過了一星期，他使使使使助手來叫我了。 (「使令句」) 

(15)他撲滅撲滅撲滅撲滅了火了。     (「使成句」) 

(16)他說得說得說得說得她抬不起頭來。    (某些「V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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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4)中的「使」表示實在的動作，是命令、派遣的意思26；例(15)的「撲

滅」可分解成兩個動詞「撲」與「滅」，後者是前者使成的；例(16)表示

動作「說」發生後所出現的情形「她抬不起頭來」，不表使令義，重描寫

情狀。例(13)與例(15)中的「模糊」與「撲滅」分別被歸類為「顯性致使句」

與「隱性致使句」，根據范的定義，「模糊」與動補結構「撲滅」相較之下，

「模糊」不能單獨拆分為「模」或「糊」作為動詞，而且兩者間無因果關

係，這種臨時動詞的用法稱作「使動句」；而「撲滅」則可分解成「撲」

與「滅」，且「滅」是「撲」造成的，稱為「使成句」。此外，最主要的原

因還是在於是否能以「使」自然變換為「使」字句，例(13a’)與例(15a’)。 

(13)a’淚水使他的眼睛模糊模糊模糊模糊了。     (「使動句」) 

(15)a’ *他使火撲滅撲滅撲滅撲滅了。      (「使成句」) 

范以能否自然替換成「使」字句與致使義明顯與否作為區分兩種致使

句之標準，也許能作為本文「讓」字句的分類依據之參考。再者，宛新政

(2005：43)也提及「使」常被視為漢語中致使形式最典型的致使義標記，

與「使」性質接近的「使得、令、叫、讓」，也可看作致使標記。依照此

分類，本文研究的「讓」字句，可歸類范架構下的為「顯性致使句」或稱

「有標致使句」。最後，我們將上述范之分類彙整為下表(表二-1)。 

表二-1、范曉(2000)致使結構分類 類型類型類型類型 顯性致使句顯性致使句顯性致使句顯性致使句(有標致使句有標致使句有標致使句有標致使句) 隱性致使句隱性致使句隱性致使句隱性致使句(無標誌致使句無標誌致使句無標誌致使句無標誌致使句)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有標記「使」或可自然變換成「使」字句 無標記「使」，不能自然地便還成「使」字句 
1. 使字句使字句使字句使字句：：：：A＋＋＋＋使使使使＋＋＋＋B＋＋＋＋C 「使」只表致使關係，不表致使動力，致使動力常置於致體。 例：他的舉止使使使使小蕾感到噁心。 

1. 使令句使令句使令句使令句：：：：A＋＋＋＋V＋＋＋＋B＋＋＋＋C 使字句是從使令句演變出來的。 
V表實在的動作 例：過了一星期，他使使使使助手來叫我了。146 

2. V使句使句使句使句：：：：A＋＋＋＋V使使使使＋＋＋＋B＋＋＋＋C 

V使：動詞語素和「使」構成的複合動詞 例：好奇心驅使驅使驅使驅使他鑽進洞裡。 

2. V得句得句得句得句：：：：A＋＋＋＋V得得得得＋＋＋＋B＋＋＋＋C 用「得」連接動詞和補語，主要標示凸顯動作發生後所出現的情狀。 例：他說得說得說得說得她抬不起頭來。 
3. 使使使使動句動句動句動句：：：：A＋＋＋＋B＋＋＋＋C(N1＋＋＋＋V＋＋＋＋N2) 使動詞：兼類詞；臨時性的使動用法 例：淚水模糊模糊模糊模糊她的眼睛。 

次類次類次類次類 

4. 表致使義的表致使義的表致使義的表致使義的「「「「把把把把」」」」字句字句字句字句：可變換為使字句 例：這件事把把把把他感動了。 

3. 使成句使成句使成句使成句：：：：A＋＋＋＋V＋＋＋＋B＋＋＋＋C 

V2是 V1使成的，V1V2合成一個 V 例：他撲滅撲滅撲滅撲滅了火了。 

                                                 
26 「使」在現代漢語中作命令、派遣義已經很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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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依照語義特性，NP1 是否有意造成致使事件為劃分標準致使用

法又分成：「有意致使」、「無意致使」及「描述致使」(張麗麗，2005，

2006b)，而「讓」除了致使用法外，還作「使役」表允許、任由義，為有

意致使之前身。張根據歷時演變考察，提出「有意致使」比「無意致使」

及「描述致使」早出現，而「有意致使」的前身是「使令」（或稱「使役」）

可用雙音節動詞「允許」代換27。張所謂的「使役」指的是「表示具體的

使役動作概念，像是命令、指示、吩咐、允許等，還能表示抽象的致使概

念28」(張麗麗，2005：121)，依照出現時間的早晚，各種用法演變順序如

下： 

使役用法>有意致使用法>無意致使用法>描述性致使用法 (張麗麗，2005：123) 

根據張麗麗(2006b：5-6)使役動詞的使役及致使用法分成下列四類： 

i. 使役用法：表示具體的使役動作概念，像是命令、指示、吩咐、允許

等。 

(17) 能讓讓讓讓我先看證據嗎？    (張麗麗，2005：122) 

ii. 有意致使：是主語有意造成致使事件，其主語必定是人。 

(18) 我要讓讓讓讓你們緊張一下。   (張麗麗，2005：123) 

iii. 無意致使：是無意造成的致使事件，主語範圍不限，可以是非生物，

也可能是個事件。 

(19) 孩子們更是高興地拍手歡呼，讓讓讓讓國慶的歡樂達到最高潮。   

          (張麗麗，2005：122。) 

iv. 描述致使：此類幾乎不含致使意味，偏向描述主語特質。 

(20)幼年是多麼讓讓讓讓人難忘啊！   (張麗麗，2005：123) 

例(18)中的「我」是個具體的個人主使者，並且是有意造成「你們緊張一

下」此結果的產生，例(19)中的「孩子們更是高興得拍手歡呼」便是不帶

具體主使者的一種導因，屬於張所謂的「無意致使用法」，但由於例(18)

與(19)都是屬於「致使」而非「使役」，根據張的定義，兩個 NP2「你們」

                                                 
27 張所提出的「有意致使」及「使役」用法為本研究中的「讓 2」。 
28 出自張麗麗(2005：121)的註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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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慶的歡樂」皆無「操控度」，無法控制後面的「緊張一下」與「達

到最高潮」。此外，根據張，「無意致使」還有一種特殊類型：「描述性致

使用法」(例 20)。 

 張藉由「讓」的核心語義表具體的「命令、指示、吩咐、允許」

等使役動作概念界定其為「使役」，「致使」用法方面則利用 NP1之特性，

如：為有生的「人」或 NP1「有意」或「無意」區分三種致使類別。張還

指出「有意致使」與「無意致使」主要的區別在於是否有「具體主使者」

或常在前句表示的「導因」29。更詳細地說，張認為「使役結構」的範圍

較廣，包含了概念較抽象的「致使結構」，而「使役」與「致使」的主要

區別在於 NP1的「意願性」(volition)與 NP2「操控度」(control)的降低(甚

至沒有「操控度」)，且於此同時，「致使性」(causativity)也提高了，「致

使」用法便是「使役」明顯虛化之結果。 

 綜言之，張認為「使役用法」有「人主使」、「人受使」、「有意」、「非

實然」四項特徵，張認為有些「致使」用法與「使役」一樣，但是有些則

不然(張麗麗，2005：124)，此點可從歷時演變的角度解釋「有意致使」是

「使役」語義之延伸，而後才有「無意致使」與「描述致使」(圖二-2)。 

 

圖二-2、「有意致使」、「無意致使」(張麗麗，2006b：339) 

張(2005：132)所指的「實然」與「非實然」30是致使所引發的事件包括的

兩種結果，「非實然」即當下尚未發生31，張提到「……這些特徵有聚合傾聚合傾聚合傾聚合傾

向向向向：如果是主使者「有意」造成的致使事件，通常也帶有「人主使」、「非

實然」的特徵，為有意致使用法」，而「無意致使」用法則相反，為「事

主使」、「實然」的特徵(表二-2)。 
                                                 
29 本文分類下的表抽象致使關係的「讓 1」屬於「無意致使」與「描述性致使」用法，其 NP1語義角色為「致使」表導致後面結果發生的原因。 
30張所指的「非實然」(應稱作「未然」，詳見本文 2.4.2.3)，如：「菸，是可怕的東西。它會讓人得肺癌，使人致命 」(張麗麗，2005：141) ，「得肺癌」與「致命」仍未發生。 
31從張(2005：132)對於「非實然」的定義看來，指的其實是屬於語義層面的「已然」(realized)與「未然」的概念，而非語用層面「實然」 (realis)與「非實然」 (irrealis)，我們認為會造成判斷上的混淆，有區分的必要性，關於兩者的不同，詳見本文 2.4.2.3。因此在表二
-2與表二-3我們將此特性寫為「已然」而非「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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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使役」、「有意致使」與「無意致使」之特性 
 主語 主語特性 實現與否 例句 使役 [+有意] [+有生] [-已然] 能讓讓讓讓我先看證據嗎？  有意致使 [+有意] [+有生] [-已然 我要讓讓讓讓你們緊張一下。 無意致使 [±有生] 

孩子們更是高興得拍手歡呼，讓讓讓讓國慶的歡樂達到最高潮。. 
無意致使 

描述致使 

[-有意] 、事物、事件 
[-有生] 

[+已然] 幼年是多麼讓讓讓讓人難忘啊！ 

2.1.1.4  英語與漢語英語與漢語英語與漢語英語與漢語「「「「致使致使致使致使」」」」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在介紹英語中表達「致使」的形式前，先簡單地介紹英語中的「致使」

動詞。Dixon(2005: 196-201)將動詞分為兩大類：「主要動詞」(primary verbs)

及「次要動詞」(secondary verbs)。「主要動詞」為「直接指活動(activity)

或狀態(state)」的動詞，且「主要動詞」只要加上一個名詞(NPs)充當語義

角色便可以獨立成句32，如：“ I HIT her”中的“HIT”即為「主要動詞」。我

們要研究的「致使動詞」在英語中屬於「次要動詞」，「次要動詞」的功能

主要是「提供某些動詞語義修飾，通常在句法或形態結構中出現33」，如：

“John made Mary eat the pudding(John讓Mary吃布丁)”，在語義上，“eat(吃)”

是「中心動詞」(central verb)，在句法關係上，“make”在「主要子句」中充

當「謂語」，而後面的“Mary eat the pudding( Mary吃布丁)”為「補語子句」

(complement clause)。 

英語中表現「致使」主要有兩種形式：(1)使用「次要致使動詞」，為

較多產的形式；(2)「不及物動詞的及物用法」(Dixon, 2005: 58, 196-199)34
，

茲說明如下： 

(i) 利用次要(secondary type) 「致使」(making)類的動詞，如：make, let

等，可與不定式補充子句(TO complement)中用及物或不及物動詞

                                                 
32 (原文): PRIMARY-those directly referring to some activty or state, i.e. verbs which can 
make up a sentence by themselves with appropriate Nps filling the various semantic roles(頁
96). 
33(原文): SECONDARY-those providing semantic modification of some other verb, with 
which they are in syntaxctic or morphological construction(頁 98). 
34 (原文): English has two means of coding causation. 1. productive used of a verb from the 
secondary type making(6.3.1) with an instransitive or transitve verb in a TO complement 
clause. 2.using some (but by all means all) basically intransitive verbs in a transititve 
construction, with the intransitive subject (s) becoming transitive object (O), and a new 
“CAUSER” NP being brought in for transitive subject (A)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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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如例(21b)； 

(ii) 「不及物動詞的及物用法」：當不及物主語(21a)中的“Mary”變成及

物賓語(21c)時，引介出一個充當及物主語的新的致事名詞組。 

(21) a.The child sat on the mat.    (那個小孩坐在墊子上。) 

b.Mary made the child sit on the mat.  (Mary讓那小孩坐在墊子上。) 

c.Mary sat the child on the mat.   (Mary把小孩放在墊子上。) 

例(21a)句中的 “sat”原為不及物動詞，“the child”為不及物主語，但是在例

(21c)句中，不及物動詞“sat”作及物動詞出出現，“the child”變成及物賓語，

引介出“Mary”這個「致事名詞組」。不但在語法形式上有差別，在語義上

也顯示差異，例(21b)句的意思為：“Mary”本來可以透過告訴這個小孩或打

他的方式讓小孩坐在墊子上35，例(21c)句意指“Mary”抱起小孩，把小孩放

在墊子上，也就是說「不及物動詞的及物用法」，通常是指小心且直間的

操作(direct manipulation)，也就是前述的「直間致使」與「詞彙致使」，不

過例(21b)用“make”的「致使」結構則意味著使用較間接的方式36，此點與

前述直接與間接致使的概念契合(詳見本文 2.1.1.2)。但是不論以哪種形式

呈現「致使」關係，「主語(NP1)都扮演著控制事件的發生，或是致使、幫

助事件發生的角色37」(Dixon, 2005: 196)。 

前面提到「致使動詞」屬「次要動詞」，Dixon把「次要動詞」再分為

A、B、C、D四類，「致使動詞」屬於「次要動詞」下的 C類(Secondary-C 

type，以下簡稱「次要動詞 C」)，一般來說，「次要動詞 C」扮演引起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或狀態狀態狀態狀態的角色38。而「致使」類動詞又可依照後面接的「補語子句」種類

不同再細分為以下四小類，我們以表格呈現： 

 

 

                                                 
35 (原文): …implies that mary picked the child and put it sitting on the mat” 
36 (原文): The (c) senstences －a basically intransitive verb used transitively －imply 
careful and direct manipulation, whereas the periphrastic make constructions imply some 
more indirect means. 
37 (原文): The subject has a role in controlling what happens, and make or help it happen. 
38 (原文):  “The subject of senconday-C verb plays a role in bringing about the event or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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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3、「次要動詞 C」之分類(Dixon, 2005: 197)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包含動詞 

make, force, cause, one 
sense of drive, 
causative senses of get 

and have; 

tempt---Modal (FOR) 
To complement, with 
the for always omitted 
and the to sometimes 
omitted; 

let ,permit, 

allow—Modal (FOR) 
To complement, again 
with the for always and 
the to sometimes 
omitted;  
 

prevent, stop, spare, 

save, specific senses of 
check (oneself), rescue, 

release--- From ING 
complement, with the 
from sometimes 
omitted;  

ensure---THAT 
complement 

表（二-3）中的第一類和第二類與本研究的「讓」較為相關，「讓 1」表「致

使」，與第一類較為相似，「讓 2」表示「允讓、容許、命令」之意，語義

與第二類接近。下面進一步就漢語與英語中「致使結構」的表現形式做簡

單的整理與比較。 

2.1.1.5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與漢語與漢語與漢語與漢語「「「「致使致使致使致使」」」」形式比較形式比較形式比較形式比較 

據 Dixon(2005)，我們一般所熟知英語中的「致使動詞」，如： “make”, 

“cause”, “let”皆屬於「次要動詞」中的 C類(以下簡稱「次要動詞 C」)，「次

要動詞 C」不僅提供「動詞語義修飾」，也「引發事件或結果」(bringing about 

the event or state)(Dixon, 2005: 196)，主語多為「致事」(causer)與「助事」

(helper)角色，且通常為人，動詞分類上有兩類：「致使類」(making)，如：

“make, force, cause, tempt; let, permit, allow, precent, spare, ensure”及「幫助

類」(helping)39，如：“help, aid, assist.”。在句法上，「次要動詞 C」常引介

出後面「補語子句」動詞之主語(即 NP2)，「主要子句」(main clause)與「補

語子句」的主語一般來說是不同的，只有在一種情形下相同(即第二個名詞

為第一個名詞的反身代名詞)，但是兩個主語(NP1和 NP2)都不能被省略，

如： 

(22) a. John forced himself to propose the toast.   (John逼自己敬酒。) 

 b.* John forced to propose the toast.   (*John逼敬酒。) 

                                                 
39(原文): SECONDARY-C verbs must introduce a further role over and above the roles of the 
coplemnt clause verb. This is subject of the main verb; it is the Casuer or Helper role, and is 
generally human. Thus, Harry forced Marry to eat the snail. It is unlikely that main clause 
and complement clause subjects will be identical; if they are, neither can be omitted, e.g. 
Harry forced himself to eat the snail (not * Harry forved to eat the snail). They types are： 
Making, e.g. make, force, cause, tempt; let, permit, allow, precent, spare, ensure. Helping, e.g. 
help, aid, as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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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xon, 2005: 196) 

例(22)的 “John”與“himself”指的對象同一人時，“himself”不能省略，“John”

與“himself”必定要同時出現，如果省略了“himself”便成了病句。我們試比

較漢語中相似的句子，如： 

 (23) a. 他讓讓讓讓自己忍住衝動。      (筆者提供) 

b.*他讓讓讓讓忍住衝動。       (筆者改寫) 

例(23)中與英語的情形相同，即使「他」和「自己」指稱對象相同，兩者

都必須出現。那麼「次要動詞 C」中出現在「補語子句」的動詞(即 VP)能

不能省略呢？通常省略「補語子句」中動詞的機率很低，若要省略 VP，

只能藉由上下文來推論出被省略的動詞40，如： 

(24) A：‘Why did Mary resign?’     (為什麼Mary辭職?) 

B：‘Jane forced her to’ (resign).   (Jane逼她(辭職)。) 

          (Dixon, 2005: 196) 

當有明確的上下文時，後面的動詞(VP)省略不會造成理解障礙(例 24)，因

為對交際雙方來說，省略的舊信息部分是可以被推論出來的。不過，與現

代漢語比較，漢語中若省略後面的動詞(VP)，即使有明確上下文可回溯，

仍不太符合語法與語言習慣，如： 

(25) A： 為什麼她走了？ 

 B： ?老闆讓讓讓讓她(走)的。     (筆者提供) 

Dixon還指出「次要動詞 C」為「謂語」(predicate)時，後面一定要接「補

語子句」，換言之，「次要動詞 C」不能單獨出現41，如： “*I’m just forcing/ 

allowing”。相較之下，這一點與現代漢語中表致使的「讓」字句略有差異，

漢語的句子可以省略 NP2「她」，如： 

(26) A： 為什麼她先離開了？ 

B： 老闆讓讓讓讓的。     (筆者提供) 

                                                 
40 (原文)： …. A Secondary-C verb, in contrast, seldom has the two subjects identical, and if 
they do happen to be, then neither can be omitted. 
41 (原文): …, but not Secondary-C items, can be used with noting following the predicate, 
e.g. I’m just wishing/hoping, but not * I’m just forcing/ all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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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上初步漢英「致使」形式比較異同，我們將其整理為表格： 

表二-4、漢英「致使」形式語法比較異同 
 英英英英語語語語 漢語漢語漢語漢語 

1.當兩個主語當兩個主語當兩個主語當兩個主語
(NP1&NP2)相同時相同時相同時相同時，，，， 省略其中之一省略其中之一省略其中之一省略其中之一 

� 不可省略不可省略不可省略不可省略 

John forced himself to propose the 
toast. 
* John forced to propose the toast. 

� 不可省略不可省略不可省略不可省略 他讓自己敬酒。 
*他讓讓讓讓敬酒。 

2.後面的動詞後面的動詞後面的動詞後面的動詞(VP)省略省略省略省略 

� 可省略可省略可省略可省略 

A：‘Why did Mary resign?’ 
B：‘Jane forced her to’ (sc. Resign)。 

� 不可省略不可省略不可省略不可省略 

A： 為什麼她離開了？ 
B’： ?老闆讓讓讓讓她(離開)的。  

3.謂語後接謂語後接謂語後接謂語後接「「「「補語子句補語子句補語子句補語子句」」」」 

� 必接必接必接必接「「「「補語子句補語子句補語子句補語子句」」」」 

*I’m just forcing/ allowing. 
� 不不不不必接必接必接必接「「「「補語子句補語子句補語子句補語子句」」」」 

A： 為什麼她離開了？ 
B： 老闆讓讓讓讓的。   

英語和漢語中表達「致使」的形式不論在句法、語義方面都有相同與

相異之處。英語可以從動詞的分類來看「致使」的表達形式，英語中的「致

使」動詞包含了「致使類」和「幫助類」，主語常為「生命度」高的人，

扮演控制、致使、幫助事件發生的角色；在語義上，主語的語義角色為「致

事」與「助事」，引發事件或結果的發生並提供後面的 VP語義修飾；在句

法上多出現於「結構」中，與「不及物動詞的致使用法」(即前述「詞彙致

使」)相比，為「間接致使」。 

2.1.1.6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讓」字句屬於表示間接的致使關係的「結構致使」，包含「作用」與

「效應」兩個成分，隱含因果關係。從語法結構來看，「讓」字句屬於「顯

性致使句」或稱「有標致使句」。 

我們認為，無論哪種分類，表達的意義核心不外乎是「作用與效應」

的致使關係，即前一事件的「作用」，造成後續事件的「效應」，而「作用」

可以是「人」(NP1 有意或無意)、NP1 行動具體與否、事件、事物（非生

物）等所引發的狀態，而「效應」也可能是一種行動、作為、狀態或結果

等。廣義地來說，我們提出除了將「操控度」與「人的意志」等成分納入

其中，也應把「致使」當成不可再分解的「經驗完形」、「經驗的基本範疇」

之整體概念以及「效應與作用」的因果關係，而無論當中成分是否具有「操

控度」或「意志」等，皆不影響這樣關係的意義核心，故本文皆稱之為「致

使」。具體地說，「作用─效應」包含接連發生的兩個事件─致使事件與受

使事件，在時間順序及致使力的傳遞方向上不可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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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的語義的語義的語義的語義 

前一部份談「致使」的表現形式多為句法層面，而只看句法的部分無

法了解「致使」之全貌，且我們認為「讓」字句 NP1的特性似乎可為區分

不同義項之「讓」的標準。以下從語義、格語法來看「致使關係」、「致使

力」(force)以及「致事」與「施事」的區別與「讓」的關係。 

2.1.2.1  「「「「致使力致使力致使力致使力」」」」(force) 

研究致使關係時，常被提及的「致使力」也常被叫做「外在致事」(external 

causer)，當 NP1為「外在致事」時，表達無意的(常為無生命的)事件的致

因(the unwitting (generally inanimate) cause of an event)(Quirk et al., 1985 : 

744-745 )，如： 

 (27)a.The avalanche destroyed several houses.  (雪崩摧毀了幾棟房子。) 

  b.The electric shock killed him.   (電擊殺死了他。) 

 (Quirk et al., 1985: 744) 

例(27a)中的“The avalanche”只是表達“destroy several houses”的「致因」

(cause)，是一種外在力量，與“The avalanche”有沒有意志執行“destroyed”

無關，同樣地， “the electric schock”也是，與前述張的研究（NP1為「有

意」或「無意」）相關。此外，Quirk et al. (1985) 42還提出有一種分析認為

一個語義角色可能有兩種語義特性，如： 

(28) a.Hurricanes [external causer] devastated the region[affected].(颶風重創此

區。) 

  b.Marauding bands [agentive/external causer]devastated the region   

  [affected].(打劫的人徹底破壞此地區。) 

 (Quirk and et al, 1985: 745 ) 

「外在致事」與「被影響者」(affected role) 43能與「施事角色」(agentive role)44

                                                 
42 (原文): A different analysis allows more than one role for one element and allows for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role in one clause. in one such analysis, the external causer and affected 
roles can be combined with the agentive role. here are examples of such an analysis.(p.745) 
43原文對於“affected participant”的定義為: a participant (animate or inanimate) which does 
not cause the happening denoted by the verb, but is directely involved in some other way. 如：“Many MPs criticized the Prime Minister”的“the Prime Minister” 或“James sold his 

digital watch yesterday”的“his digital watch”.(p.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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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施事角色」指的是啟始或導致動詞代表的事件的有生個體。例

(28a)，“Hurricanes” (颶風)為自然災害，不具意志或生命，是單純的「外在

致使」，例(28b)的“Marauding bands”(打劫的人)因為本身是有生命的個體

為「施事角色」，同時也表達一種「致因」。另外，當一個句子中同時有

兩個「施事角色」時，第一個「施事角色」有時被區別為動作「啟始者」

(initiator)45。這樣的說法似乎有些令人混淆，更清楚地說，我們認為「施

事角色」也包含「致使力」，而單純的致使力是不包含意志或本身為無生

的事物，也就是不論為「施事」或「致使力」，兩者接表示事件 2發生的

「致因」，主要區別在於前者具有意志，此點為「讓」NP1定義之關鍵。 

「致使力」從原來基本的「物理力」透過「人類認知隱喻」擴展到「言

語力、心理力和泛力」，呈現越來越抽象的趨勢(周紅，2006：103)。一般

而言，「致使力」46是構成「致使結構」的要素中之一，范曉(2000：150)

指出「致使句」發生「致使」關係時，總有一個「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致使」的問題，

有一種動作或性狀作為「致使」的動力。換言之，致使過程包含一股「致

使力」，而這樣的「致使力」可能是「內力」或「外力」，由 NP1內發出

的內力或由 NP1以外發出的外力，並且可能為有形或無形。范所謂的「內

力」與「外力」指的是 NP1與 NP2之間的關係，如例(29a)中的 NP1動力

「美」屬於 NP2「我」的一部份，所以是由「我」內部發出的一種情狀，

而例(29b)的 NP1「他的慘叫」是 NP2之外事物的發出的某種情狀，為「外

力」。 

(29) a.美使使使使我抬高了自己的身價。 

b.他的慘叫使使使使我耳不忍聽。    (范曉，2000：150) 

從表面上看，這樣的動力不一定看得見，范認為不論 NP1是人、事或物，

只要表示一個實體的動元，便代表著這樣的「致使力」。若套用到語義的

平面來看，由於 NP1有一種「致使力」，范認為可將 NP1看做「施事」，

若當 NP1 為「謂詞性詞語或子句」時，固然表面上好像是「因事  」(原

                                                                                                                                            
44原文對於“agentive role”的定義: “ the animate being instigating or causing the happening 
denoted by the verb.”，如: “Margret is mowing the grass.”中的“Margret.”(p.741) 
45 (原文)：Where two agentives occur in the same clause, the first has sometimes been 
distinguished as the ‘initiator’ of the action.(p.745) 
46 原文作「驅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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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但因其具有「致使力」，仍可看做「施事」。雖然范認為「致使力」

為「施事」的標準之一，即使 NP1未包含一般「施事」特徵，如：[+有生]、

[+意志]，只要是在致使句 NP1 的位置皆可當成「施事」來看，我們認為

這樣的分法過於簡化，從格語法來看主語 NP1的「意願性」、「生命度」

等特性將會更清楚。 

范「內力」與「外力」的說法與彭利貞(1996)提出主語在兼語句中出

現「自身作用」或「外在作用」的概念相似，這些作用致使賓語(NP2)出現

某種「行為、變化或狀態」，主語有一股「外在之力」，兩個事物間由一種

外在之力聯繫，表現到認知上變成了「致使」此語義範疇，可寫成三種不

同形式： 

(i) A式：S 使⁄讓⁄叫⁄令 O V(p)47  

 (38) 你這樣一個女人讓我歡喜讓我憂。 

(ii) B式：NP1 CAUSE NP2 V(p) 

 (39) The news made her happy. (這個消息讓她很高興。) 

(iii) C式：CAUSE｛使,令,叫,讓,… ; make, have, get, let, … ; faire, laisser, ; 

lassen, machen, fallen,… ;…｝     

(彭利貞，1996：101-102) 

C式的 CAUSE為一個所有致使的總集合，B式為 A式符號化後的形式，

不論 A式還是 B式都必須符合 C式的條件：(1)有[+CAUSE]的致使特徵；

(2)[+CAUSE]的語義特徵映射於句法表層生成 A式。 

宛新政(2005：52-55)提出 NP1都包含「某種動作行為」，此動作行為

起影響 NP2的作用，導致 NP2有所行動或變化，並指出由於 NP1動作行

為引起 NP2的行動或變化，與表示「因果關係」的句子語法上表現不同。

「致使關係」除了內含的「因果關係」以外，還有一股「致使力」，「力」

有方向，「致使關係」中的「力」是單向的，總是 NP1施力於 NP2，順序

不可逆轉。 

 

                                                 
47 V(p)是指“ verb” 或“verb phrase”，前者如：「歡喜」、“happy”，後者如：“I had John find 
me a house”中的“find me a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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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2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外在致事」常與「致使力」劃上等號，多代表無生命或無意志的「致

事」，在某些情況下「施事角色」與「外在致事」角色重疊，引發事件 2，

可能是事件、活動或是狀態，而無論 NP1為「施事」或「致事」都具有「致

使力」。根據文獻，我們認為 NP1 的語義角色是否為「施事」，說的都是

一種「作用─效應」關係，「致事」和「施事」在語義角色上，確實存在

著不同，而「效應」(事件 2)可能為「行動或變化」(宛新政，2005)。下面

我們更進一步地藉由檢視「致事」與「施事」的定義，將 NP1語義角色的

劃分清楚。 

2.1.3 「「「「致事致事致事致事」」」」與與與與「「「「施事施事施事施事」」」」 

討論「施事」與「致事」的關係前，我們先看 Dowty(1991)提出「原

型施事」(proto-Agent)與「原型受事」(proto-Patient)之定義與特徵： 

「「「「原型施事原型施事原型施事原型施事」：」：」：」： 

a. 在事件或狀態中有自願參與度自願參與度自願參與度自願參與度(volitional involvement in the event or state) 

b. 具有情感情感情感情感與∕或感知感知感知感知(sentience and/or perception) 

c.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另一方事件的發生或狀態的改變事件的發生或狀態的改變事件的發生或狀態的改變事件的發生或狀態的改變(causing an event or change of state in 

another participant) 

d. 產生與另一方相關的移動(movement relative to position of another 

participant) 

(e.  獨立存在於事件 (exists independently of the event named by the verb) ) 

 

「「「「原型受事原型受事原型受事原型受事」：」：」：」： 

a. 經歷狀態的改變(undergoes change of state) 

b. 漸生題旨(incremental theme)48 

c. 另一方致使產生影響(causally affected by another participant) 

                                                 
48「漸生題旨」的定義為：「表示經歷該事件後產生之結果物。如：烤蛋糕、擺棋譜、綁蝴蝶結、綁辮子」(張麗麗、陳克建、黃居仁，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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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與另一方在方位上的移動相關(stationary relative to position of another 

participant) 

(e.  不能獨立存在於事件(does not exist independtly of the event, or not at all)) 

在 Dowty的架構下，「施事」包含了「自願參與度」、「具感知與/或情感」

「致使另一方事件的發生或狀態的改變」的特徵，「受事」有「經歷狀態

的改變」、「歷經事件後產生之結果物」、「另一方致使產生影響」等特徵。

然而原型基本上是一種近乎理想的概念，完全符合「原型施事」或「原型

受事」條件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陳平(1994：162)也提出「施事」與「受

事」等語義角色並非為一種初始概念，而是動詞搭配名詞成分表現有關事

件，與動詞搭配的名詞性成分之語義類別，取決於在有關事件中所扮演的

角色。最基本的語義角色為「原型施事」和「原型受事」，陳列舉其語義

特徵如下： 

原型施事：[+自主性] [+感知性] [+使動性] [+位移性] [+自立性] 

原型受事：[+變化性] [+漸成性] [+受動性] [+靜態性] [+附庸性] 

承上所言，「施事」包含「自願參與度」或「自主性」、「具感知與/或情

感」或「情感」、「致使」或「使動性」等語義特徵，即包含「外在致事」，

是一種原型的概念。也有研究指出，「致事」與「施事」並非完全重疊的

語義角色，是分開且獨立的。對於區分兩者的看法，我們表示贊同，如此

一來，可更清楚地界定「讓」字句的 NP1。Teng[鄧守信](1975)、陳昌來(2003)

與張伯江(2002)分別提出與「讓」字句相關的「施事」與「致事」研究，

三者接認為有區分 NP1「施事」與「致事」之必要性，以下就三者的分析

加以討論。 

2.1.3.1  Teng[鄧守信鄧守信鄧守信鄧守信](1975) 

Teng(1975)列舉「致事」與其他語義格搭配的情形，提出「致事」不

同於「施事」，以「使」字句為例： 

(一) 致事+施事：   那件壞消息使使使使他大哭起來。 

(二) 致事+受事(patient)： 張三使使使使他很生氣。 

(狀態(state)) 

(三) 致事+受事：   開會使使使使他忘了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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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化(process))        (Teng, 1975: 48) 

在 Teng 的架構中，「致事」後面可以接「施事」與「受事」，而「受事」

又分成與「狀態」(state)共現的「受事」，如：「使他生氣」中的「生氣」，

是一種「致事」造成的結果「狀態」，另一種是與「變化」(process)共現的

「受事」，如：「使他忘了吃飯」中的「忘了……」為變化，且 NP1無論是

否為有生的「人」，如：「那件消息」、「張三」、「開會」指的都只是一種導

致事件 2發生之原因。Teng更進一步說明，有些句子甚至不需要「施事」，

此時「致事」的作用便是「實現開始變化的功能」(fulfill the function of 

initiating the process )。Teng指出在 Halliday(1968)49的架構中，「致事」相

當於「無目的動作起始者」(initiator of a non-directed ation)，「施事」相當

於「有目的動作起始者」(actor of a directed action)50。也就是說，Teng認

為「有目的」(directed)與否可作為區分「致事」與「施事」的標準。 

 在語法形式上，「使」後面能接狀態動詞(例 30a)、變化動詞(例 30b)與

動作動詞(例 40c)的出現。 

 (30) a.他使使使使張三很不高興。 

  b.他使使使使張三輸了十塊錢。 

 c.地上的雪使使使使他跑不快。    (Teng, 1975: 61) 

不過如何判斷句中主語是「致事」或「施事」？一般雖然常以「有意志」

(volitional)或「無意志」(non-volitional)來區分，Teng提出例(30a, b)中的主

語「他」皆有「有生命」的語義特徵，但更明顯的語義特徵其實表示的是

「致因」，也就是主語為下層句子(lower sentence)中的事實發生的原因。「致

事」也可能以「完整句」(whole sentence)之形式出現，如： 

(31) a.家裡沒人家裡沒人家裡沒人家裡沒人使他很不放心。 

b.外頭有人說話外頭有人說話外頭有人說話外頭有人說話使他睡不著。   (Teng, 1975: 62) 

「家裡沒人」與「外頭有人說話」便是「完整句」，即使沒有後面的「使

他很不放心」與「使他睡不著」也能獨立存在，並且合乎語法。「施事」

                                                 
49 Teng引自 Halliday (1968)。 
50 這裡的“directed action”的意思為“action on a goal(有目的的行動)”，也就是
“goal-directed(有目的的)”(參考 Halliday&Webster, 2006: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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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致事」的分別於下列例句更為明顯： 

(32) a.張三使使使使他很自卑。 

b.張三弄弄弄弄得他很自卑。     (Teng, 1975: 63) 

Teng說明例(32a) 中 NP2「他」自卑是因為 NP1「張三」比 NP2「他」優

秀，而例( 32b)句中，「張三」肯定對「他」做了些什麼，最後造成「他」

有自卑情結。在 Halliday(1968)的架構中，例(32a)中「張三」為「現象／致

事」(phenomenon/causer)，例(32b)中的「張三」則是單純的「施事」。Teng

提出從兩種從句法上區分「致事」與「施事」的方法： 

（一）「施事」可出現在「把」字句，「致事」不可。 

(32) a. *張三把他使得很自卑。 

b. 張三把他弄得很自卑。 

（二）「施事」可以出現在「被動結構」(passive construction)，「致事」則

不可。 

(33) a. *他被張三使得使得使得使得很自卑。 

b. 他被張三弄得弄得弄得弄得很自卑。 

 綜上所述，「致事」表示一種「致因」，而「施事」不僅是「致因」還

帶著「目的」，因此當主語(NP1)為指人名詞時，有兩種可能－「施事」或

「致事」，當 NP1 不是帶著目的且表示一種客觀「致因」時，即使表面上

是指人名詞，但實為其所參與之事件或活動，為「致事」。「致事」在形式

上可能是個名詞(noun) 或以全句形式出現。在句法上，檢驗方式為能以

「把」字句與「被動結構」檢驗，有一部份的「致事」與「施事」重疊。 

2.1.3.2  陳昌來陳昌來陳昌來陳昌來(2003) 

陳昌來(2003)也主張應區分「致事」與「施事」，認為「致事」沒有「施

動性」，只能算是一種「原因」，常為抽象事物或事件，如： 

(34) 公園裡人來人往使使使使他感到安全一些。    (陳昌來，2003：94) 

陳解釋 NP1「公園裡人來人往」為主謂短語，只表達單純的致使義，沒有

具體行動。有時候就算「致事」是人，也不一定是「施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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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a.小王使使使使我改變了看法。 

b.校長派派派派我去上海。       (陳昌來，2003：95) 

陳認為例(35a)「改變了看法」不是「小王」而是「小王的言行活動」，故

小王不是「施事」，例(35b)「校長」才是「施事」(施令者)。雖然「致事」

在「致使結構」中未必有「自主性」與「施動性」，陳提出由於「致使」

動詞的動作性僅次於動作性51最強的動作動詞，因此，「致事」與「施事」

仍有模糊難分的地帶。陳也指出 NP2新狀態的產生是由於受到「致事」的

影響，例(36)中的「地震」影響「小王」而使「小王」產生一種新的狀態

「害怕」。  

(36) 地震使使使使小王害怕。       (陳昌來，2003：97) 

此外，致使動詞包含了一部份不具體的動作，如： 

(37) 他讓讓讓讓鴿子飛出去了。       (陳昌來，2003：97) 

陳指出上句中只知道 NP1「他」(致事)，造成了「鴿子飛出去了」的新狀

態，至於「鴿子」是怎麼飛出去的無法從句子中得知，所以結果一定會體

現在語義結構中，產生新的性狀或有了新的動作。 

2.1.3.3  張伯江張伯江張伯江張伯江(2002) 

張提及「施事」的語義屬性可分為「典型名詞屬性」與「典型事件屬

性」的混合，前者如「生命性」、「意願性」，後者如「行為性」、「致使性」。

張認為典型的「施事」特徵有「具體性、可移動、自動力、生物性、有生

命、有意願、有理者、敘述者」，而如果包含的特徵越多，越不需要依賴

語境理解「施事」，意願和行為的結合是「施事」最穩固的保證。當「施

事」在致使句時，形式可寫為：「S＋Vcause＋A＋Vdo」，S(即 NP1)與 A(即

NP2)為兩個名詞成分，含「施事」特徵，如： 

(38) a.他讓讓讓讓我們承擔全部費用。 

b.包康你叫叫叫叫服務員上菜吧。      (張伯江，2002：489) 

典型「使令」義動詞有：「讓、叫、要」，在語用上有「指明責任者的要求」

                                                 
51 「按動作性來看，動作動詞>致使動詞>情緒心理動詞>認知心理/狀態動詞>性質動詞>關係動詞」(陳昌來，20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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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致使句蘊含「意志的傳遞」，也就是 NP1 有一個希望某事件實現

的願望，NP1 把這個願望傳給 NP2，然後由 NP2 來實施，張認為 NP1 具

「意願性」，NP2有「實施性」。致使句在語用上的語用規定意義為： 

（一） NP1相信 NP2有足夠的理性理解並接受 NP1的意願。 

（二） NP1相信 NP2能夠接受並傳達 NP1的意願。 

（三） NP1相信 NP2有執行 NP1意願的能力，即 NP2有操控制事件發生

的能力。         (張伯江，2002：489) 

因此當 NP2沒有「實施性」時，這樣的句子便不成立： 

(39)a.*我讓讓讓讓微波爐熱剩飯。       (張伯江，2002：490) 

張認為「微波爐」不符合上述「施事」的特徵，無「實施性」，因此例(39)

不合語法52。不過如果我們將例(39a)改寫成例(39a’)，加上狀語「自動」，

語境設定為說話者要呈現某種表演，便成了合於法的句子，而例(40)在 NP2

「電腦」運作時，為合理的句子，因此究竟 NP2在致使句中是否有「足夠

理解 NP1 或接受 NP1 的意願」或「有操控制事件發生的能力」的定義是

構成致使句的條件。 

(39)a’我讓讓讓讓微波爐自動
‧‧

熱剩飯。       (筆者改寫) 

(40) 我讓讓讓讓電腦跑資料。        (筆者提供) 

張所說的「讓」是「使令」義的「讓」，指的是含「命令、要求、允許、

容讓、任憑」等義，屬於本研究分類中的「讓 2」，即 NP1利用言語行為或

其意志要求 NP2執行其命令，不包括表達抽象致使的「讓 1」，所以「讓 1」

NP1的語義角色為何為本文討論核心。以下進一步釐清「致事」與「施事」

之定義。 

2.1.3.4  「「「「致事致事致事致事」」」」與與與與「「「「施事施事施事施事」」」」之定義之定義之定義之定義釐清釐清釐清釐清    

有些研究指出「致事」與「施事」有模糊地帶(Teng, 1975; 陳昌來，

2003)，當 NP1為指人名詞或代表「人」的名詞時，有兩種可能─「施事」

                                                 
52 此觀點與 Shibatani&Pardeshi(2002)提出當「受使者」具有意志並有能力執行被要求的活動時，可以滿足口頭給予的指令相符(詳見本文 2.1.1.2)，這裡的「使令」是本文架構下的「讓 2」表示口頭上的指令。 



漢語致使結構之語義、篇章、語用對比及教學初探─以「讓」字句為例 
  

 32

或「致事」，兩者有時在表面結構上是無法分辨的，尤其在某些情況下，

雖然主語是「人」(如前面例 30a，b與 35a)的「張三」)，但實際上可能是

指「人」本身或其所牽涉或執行的行動或狀態，並未包含意志或意圖。關

於這一點，Huang(1982：127-130)提出「部分主語」(partial subject)的概念，

例(41)的「他」說的其實不是「他」本身，而是「他」所參與的事情狀態

或是條件的縮略形式53，不過在這樣的架構下，Huang 認為不論是人

(individual)還是物體(object)都不能當作主語，因為「他」無法清楚解釋所

謂的「部分主語」的具體內容，因此主語要以一個子句形式(sentiential 

subject)呈現，而且這樣的主語都可以被還原，以例(41)為例： 

(41) a.他病的那樣厲害，使(得)我嚇了一跳。 

b.他病的樣子，使(得)我嚇了一跳。 

c.他使(得)我嚇了一跳。     (Huang, 1982: 130) 

例(41c)中的「他」是例(41b)「他病的樣子」的縮略形式，而例(41b)又可以

進一步還原成例(41a)，從例(41c)到例(41a)，對 NP1 的描述越來越明確且

具體。由此可見，我們推論在大部分的情況下，即使是以「人」的形式，

如：代名詞「他」說的可能是「他」本身(如：他的長相)，而是「他」所

代表的言行舉止或所參與的活動或狀態。Zhang(2008)更進一步解釋 Huang

的說法，指出當 NP1是人的時候，是有歧義的(例 42)。 

(42) 李四讓我嚇了一跳。      (Zhang, 2008: 47) 

「李四」本身「讓我嚇一跳」，第一種情形也許是「李四」本身的存在或

他可怕的長相，是一個主語不帶意志的狀態，也是一種事實狀態，而第二

種情況是「李四」做了某事，如「作鬼臉」或「執行些不尋常的行為」等，

而這些行為都是帶著意志的，目的是造成事件 2的發生。無論是「李四」

本身或是否其帶意志執行的活動或狀態，在例(42)都只能算是「致事」，

典型的「施事」是不需要進一步解釋或闡述的。雖然說法不同，但 Huang

與 Zhang 的「部分主語」與前述 Teng 與陳之「致事」的概念相同。簡言

之，所謂 NP1是否帶意志，在單句中難以得知，有時還得藉助上下文以及

一些表示 NP1目的的副詞判斷(如：故意)。 

                                                 
53 英文原文：an abbreviation for a state of affairs or condition in which the subject takes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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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致事」不帶「要求」或「意願」、「希望」或「施動性」，只單純

表達一種「致因」(Teng, 1975；陳昌來，2003)；典型「施事」則包含「意

願」、「意圖」、「施動性」與「自立性」等特徵(Dowty, 1991；陳平，1994 ；

Teng, 1975；張伯江，2002)。值得注意的是，陳將 NP1視為「施事」時，

把事件 2寫作「NP2+Vdo」，即 NP2 執行某事而非 NP2 產生新狀態，此時

是本文中的「讓 2」。我們認為當 NP1為「致事」時，事件 2必有新變化之

產生，即 NP1的語義角色(致事)影響事件 2的類型(詳見 2.3.2.5「事件」與

「狀態」)。 

有時候「讓 1」與「使」在許多語義特徵上相似，但兩者並不完全相等。

姚肖鶯(2007)提出「使」字句中用「使」的目的是為了轉移視線，而致使

用法的「讓」也有此功能，即不凸顯 NP1的主觀意志，NP1為某種客觀存

在，這種存在對 NP2施加影響，「使」則將影響所的能量牽引到 NP2身上

的媒介，而能量來源是人或物不重要，只要 NP2能藉助這一能量進入某種

狀態或達到某種目的(即 VP)，可利用副詞「決定、準備、想法子、努力、

有意、無意」等來凸顯 NP1的意圖(例 43)。 

 (43)a.我想法子想法子想法子想法子讓大姊出去走走。 

b.周還努力努力努力努力使劉和他的妻子免後人身淩辱。 

c.還在我撰寫此書最終只在尋求一種自我宣洩和解脫，本來就無意無意無意無意僅讓

它作為我的作表白。 

d.在問即在祖國的出版計畫時，他表示，的確有意有意有意有意讓一家小出版社雅特

藍蒂斯書屋逐次出版他所有的小說。 

我們認為上述情形是較為特別的，只有在 NP1為「人」時才會有的模糊地

帶，這也是為什麼有些看似 NP1為「致事」的「讓」字句卻可以加上「決

定、準備、想法子、努力、有意、無意」等來凸顯 NP1 的意圖，實際上

NP1 為有目的的「施事」。陳小英(2005)也曾提出 NP1 為「人」時「隱含

了人的意志或說擬人化了」54。 

其他關於「致事」與「施事」的區分，我們認為還可以參照 Dixon(2000: 

                                                 
54 本文認為「人」是否隱含意志或擬人化說略微籠統，宜從語義角色「致事」與「施事」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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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提出的「致使結構」的九個「語義參項」(semantic parameters)55，其中

有七項與 NP1和 NP2有關，提供本研究對於「讓 1」及「讓 2」定義參考

之依據(表二-5)。 

表二-5、Dixon(2000)的七個「語義參項」 

我們將 NP1的「意圖性」作為本文區分「讓 1」與「讓 2」的主要依據，

而 NP2 的「控制度」與「意願性」，也就是是否有控制事件 2發生的能力

與是否想要事件 2發生的「意願」也是決定 NP2不同的語義參數。我們傾

向將 NP1 以「致事」或「施事」(也就是 Dixon 架構下的有「意圖性」與

否)、事件 2為有結果的「狀態」或「事件」與是否能在前面加上「不」與

「別」否定作為區分標準。 

  我們認為，NP1為「施事」或「致事」與「讓 1」與「讓 2」密切相關，

「讓」確實有區分的必要性。上述文獻無論那一種解讀，我們歸納出「致

事」表達的中心語義都是─不帶意志、目的的「致因」，導致一種結果、

狀態。如此一來，依照這樣的定義，前述「施事」與「致事」重疊的部分，

可以清楚區分開來。 

                                                 
55 (原文)： 
(b)Relating to the causee (original S or A) 
3.Control. 
4.Volition. Does the cause do it willingly ‘let’ or unwillingly ‘make’? 
5.Affectedness. Is the cause only partially affected by the activity or completely affected? 
(c) Relating to causer (in A function in the causative construction) 
6.Directness. Does the causer ac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7.Intention. Accidentally or intentionally? 
8.Naturalness. Does it happen fairly naturally ( the causer just initiate a natural process) or is 
the result achieved only with effort (perhaps, with violence)? 
9.Involvement. Is the causer also involved in the activity (in addition ot the cause) or not 
involved? 
 

NP1/NP2 語義參數語義參數語義參數語義參數 

1. 「直接度直接度直接度直接度」(Directness)：致使者直間或間接導致致使事件發生。 
2. 「意圖性意圖性意圖性意圖性」(Intention)：無心(accidentally)或有意(intentionally)。 
3. 「自然發生度自然發生度自然發生度自然發生度」(Naturalness)：致使事件是自然(naturally)發生的還是經由努力後發生的(with effort)。 

與與與與
NP1(causer)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4. 「參與程度參與程度參與程度參與程度」(Involvement)：致使者是否參與活動。 
5. 「控制度控制度控制度控制度」(Control) 
6. 「意願性意願性意願性意願性」(Volition)：有意願及無意願。 

與與與與
NP2(causee) 相關相關相關相關 

 
7. 「影響度影響度影響度影響度」(Affectedness)部分被影響還是完全被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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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5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將語義角色「致事」獨立出來，可以更清楚的了解「致使」關係的不

同，從語法形式上看，「致事」形式自由可用「把」字句與「被動結構」

檢驗。語義上，語義特徵為「有生或無生」，無「施動性」、「意志／意願」

及「自立性」，不包含「意志的傳遞」，常為抽象事物或事件，表導致後面

新狀態(結果)發生的「致因」，當 NP1為指人名詞時實際上是指其本身或所

參與的活動或狀態，也就是一部份未明說且不具體的動作。 

我們提出表抽象致使關係「讓 1」的 NP1 應為「致事」而「讓 2」的

NP1則為「施事」(本文 4.2的語義分析)。 

另外，上述例句中「致事」後都引發了「情緒動詞」或新狀態的出現，

這與「讓」的動詞屬性相關(詳見 2.3.2.1＆2.3.2.4)。最後，我們將上述文獻

對於「施事」與「致事」之研究彙整如下(表二-6)。 

表二-6、「施事」與「致事」 
 施事施事施事施事 致事致事致事致事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Dowty

(1991) 
� 在事件或狀態中有自願參與度 
� 具有情感與／或感知 
� 致使另一方事件的發生或狀態的改變 
� 產生與另一方相關的移動 

� 屬於施事的一部份 無無無無 

施事 
張三張三張三張三弄得他很自卑.。 

Teng 

(1975) 

� 「有目的動作的起始者」 
� 有一部份的「致事」與「施事」 
� 重疊 
� 檢驗方法：「把」字句與「被動結構」 

� 「無目的動作的起始者」 
� 有生或無生 
� 以名詞或全句形式出現 
� 為一種「致因」 致事 

a.家裡沒人家裡沒人家裡沒人家裡沒人使他很不放心。 
b.張三張三張三張三使他很自卑。 施事 
校長校長校長校長派我去上海。 陳昌來陳昌來陳昌來陳昌來

(2003) 

� [+施動性]、[自主性] 
� 致事與施事間有模糊地帶 

� [-施動性] 
� 只能算是一種「原因」是導致後面新狀態(結果)發生的原因 
� 常為抽象事物或事件 
� 當致事為人時，。 

致事 
a.小王小王小王小王使我改變了看法。 
b.地震地震地震地震使小王害怕。 張伯江張伯江張伯江張伯江

(2002) 

� 「+生命性」、「+意願性」 
� 意願結合行為 
� NP1「相信」NP2有能力理解並實現其願望，並且還有操控能力 

[+行為性] 
[+致使性] 

施事：他他他他讓我們承擔全部費用。 

Huang

(1982) 

� 事件、動作執行者 � 人本身的特徵 
� 人本身參與的活動或狀態 

致事/施事：李四李四李四李四讓我嚇了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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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讓讓讓讓」」」」的的的的句法句法句法句法與與與與詞性詞性詞性詞性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 

2.2.1「「「「讓讓讓讓」」」」與與與與「「「「兼語句兼語句兼語句兼語句」」」」(遞繫式遞繫式遞繫式遞繫式) 

「讓」字句為兼語句中的一個小類，由動詞「讓」和「當直接受詞的

句子構成」 (Li 和 Thompson，2006：423，黃宣範譯) ，如： 

(44)這件事讓讓讓讓我很難過。 (Li 和 Thompson，2006：423，黃宣範譯) 

「兼語句」(pivotal construction)又稱「遞繫式」，就語法形式而論，「讓」

字句在早期的研究中被歸類為「兼語句」，這是句法結構上的分類。所謂

的「兼語」指的是一個名詞成分同時充當前一動詞的賓語，也是後一子句

的主語，即本文中的 NP2，可寫成： 

例子 這件事 讓 我 很難過 

a+b NP1 讓 NP2(兼語) VP 

a 這件事 讓 我(賓語)  

b   我(主語) 很難過 

換言之，兼語句可分解成 a, b兩個子句，不過這樣的說法有待考證，因為

a是其實不能獨立存在(如：「?這件事讓我。」)，無法完整表達原來的意思。

我們以下圖描繪其語言結構(圖二-3)，便可看出 V’(讓)的賓語為名詞子句 

S(NP+VP)「我很難過」，而非 NP「我」，因此不宜省略 VP「很難過」的部

分： 

 

圖二-3、「這件事讓 1 我很難過」之結構樹狀圖 

V’ S 

VP V NP NP 

我讓 1 (我) 很難過 

VP NP 

S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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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當「使」、「讓」在兼語句時，詞性被定義為動詞，兼語句中在兼

語(NP2)前的動詞包含「使」、「讓」、「叫」、「令」等。根據彭利貞(1996：

101)，兼語句是由幾個表示「致使」義的動詞所組成的，如「使、讓、叫、

令」等(例 45)： 

(45) 你這樣一個女人讓讓讓讓我歡喜讓我憂。     (流行歌詞) 

彭(1996)認為在兼語句中，主語出現「自身作用」或「外在作用」致使賓

語出現某種「行為、變化或狀態」，主語有一股「外在之力」，兩個事物間

由一種外在之力聯繫，表現到認知上變成了「致使」此語義範疇，可寫成： 

S 使∕讓∕叫∕令 O V(p)56  

整體而言，一般傳統語法研究多半將「致使」歸類到兼語句中，志村

良治(1995：21)認為「使役式」與「被動式」常使用兼語動詞的格式來表

達。太田辰夫(1997：57，蔣紹愚、徐昌華譯)也提及兼語句多半具有「使

役的意味」。程祥徽與田小琳(1989：298)認為「兼語」可被視為一種「詞

組」，稱之為「兼語詞組」：「以使令動詞(使、讓、叫等)為前一個動詞，帶

賓語；後一個動詞又以前一賓語為說明陳述的對象，同時說明前一個動作

要達到的目的目的目的目的或產生的結果結果結果結果。」程與田(1989：331-332)還說兼語動詞一般

多是「使令動詞」，如：「使、叫、讓…等」，如： 

(46) 他在門口稍微停了一會兒，讓讓讓讓大家好把他看個清楚，……(張天翼《華

威先生》) 

從傳統句法角度來看，兼語句屬於主謂句中的動詞謂語句，故謂之「兼語

式動謂句」，謂語部分由兩個或兩個以上連續使用的動核詞組成，動核與

動核之間出現了「兼語」，並說這是一種在動賓式結構和主謂式結構基礎

上形成的「凝縮式」特殊結構(邢福義，1986：198-200)，可直接成句，如： 

(47) 讓讓讓讓我們共同努力吧！       (邢福義，1986：215) 

現代漢語八百詞中，「讓」表「致使；容許；聽任」(例 48)；必帶兼語

(呂叔湘，1980，2009：461)。 

(48) a.誰讓讓讓讓你把材料送來的？ 

                                                 
56 此處的 V(p)為動詞或動詞短語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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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來晚了，讓讓讓讓您久等了。 

c.讓讓讓讓我仔細想一想。 

例(48)中的 NP2「您」、「我」為兼語，「讓」都表示容許或聽任的意思，沒

有致使義。「兼語」結構的第一個動詞稱為「兼語動詞」，最具代表性的「兼

語動詞」就是「使役動詞」(張麗麗，2006a：2)。 

兼語結構：NP1+使役動詞+NP2+VP2    (張麗麗，2006a：2) 

「讓」作「兼語動詞」時，張麗麗(2006a，2006b)將其歸為「任由類」57，

是表「允許、任由」之義，常搭配兼語結構(例 49)： 

(49) 你能讓讓讓讓他們先坐下來嗎？ (張麗麗，2006c：139) 

以下我們回顧一些早期對於兼語式的研究，以對兼語式有更深的認

識。 

2.2.1.1  劉月華劉月華劉月華劉月華(1983) 

「兼語式的謂語是由一個動賓結構和一個主謂結構套在一起構成

的。即位於中前一個動賓結構的動賓結構的賓語兼作後一個主謂結構的主

語」(頁 411)。兼語式中的兼語句謂語的第二個中心語以動詞為多，也可以

是形容詞、主謂短語或名詞，如：「這個消息使使使使我很高興」、「昨天的事使使使使

他情緒有些波動」中的形容詞「高興」和主謂短語「情緒有些波動」。劉

將表示「使令」意義的兼語句分為一小類，其中第一個動詞表使令意義的

動詞，包含「使」、「讓」、「叫」等，這些動詞表示引起後面的行為動作或

狀態的原因(例 50)。 

(50) 改選以前，咱們先讓讓讓讓大夥提提意見。 

換言之，事件 2有兩種可能：「行為動作」與「狀態」。 

2.2.1.2  王力王力王力王力(1943，，，，1980，，，，2002) 

王力(1943)將致使句中含「叫」、「請」「勸」字等句歸類為「遞繫式」，

而所謂「遞繫式」指的是藉由句中連結聯繫，後一次的聯繫可補充未表達

完成之意，且初繫謂語的一部份或全部也是次繫的主語，並且初繫和次繫

                                                 
57 張將使役動詞分為兩類：一為「任由類」動詞，如「讓」、「縱」、「饒」、「任」，有別於另一種「命令類」，表「命令、要求、吩咐等概念」，如「使」、「令」、「教」、「著」、「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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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可分性(例 51)。例如「你叫他來」中的「你」為初繫的主語，「他」為

初繫的目的位，同時又是次繫的主語。 

(51) 襲人催催催催他去見賈母賈正，王夫人等。 

而有些句子字面上雖表示「命令」或「支使」的意思，但是實際上是造成

人產生某種心理狀態(例 52)。 

(52) a.且年輕人守節，令令令令人佩服。 

 b.又著實稱讚秦鍾的人品行事最使使使使人憐愛。 

王還提到遞繫式只能算是一種句子形式；而非兩種句型的結合(如前面樹狀

圖二-4所示)，因為遞繫式「既不包含兩個純粹的主語，又不能在句中有語

義的停頓」(198頁)。在歷時研究中，王力(1980：505)提出「兼語式」其

實指的是「賓語兼主語的遞繫式」，「屬於謂語的一種」(王力 2002：66)。

「使」、「令」、「遣」這一類的詞於先秦時代往往用於遞繫式(例 53)。 

(53) a.季氏使使使使閔子騫為為為為費宰。(論語雍也) 

 b.晉侯使使使使呂相絕絕絕絕秦。(左傳成公十三年) 

總的來說，兼語句的來源久遠，尤其在五四以後，雖然動詞多樣化，

不過形式結構還是和兩千年前相去不遠(王力，1980：510-511)。事件 2也

有兩種可能：「行動」與「心理狀態」，與「讓」的分類相關。 

2.2.1.3  趙元任趙元任趙元任趙元任(1980) 

趙元任(1980)對兼語結構的定義為：「包含一個動詞詞語，一個名詞詞

語，跟另外一個動詞詞語，而其中的名詞詞語既作第一個動詞詞語的賓

語，又作第二個動詞的主語」(例 54)(頁 67)。 

(54) 我們派派派派他作代表。 

兼語前動詞，又稱「連鎖動詞」(link verb)，屬於「使得」類，典型兼語前

動詞有「使」、「讓」、「叫」等動詞，而表示被動式的「被」、「給」、「叫」、

「讓」為介紹動作者的介詞(例 55)，其實也都是兼語前動詞 (頁 67-68) 。 

(55) 他讓讓讓讓強盜搶了。 

兼語也可以表示「一連串的反應」(例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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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a.我請請請請你叫叫叫叫人找他寄這封信。     (趙元任，1980：69) 

 b.東家叫叫叫叫掌櫃的託人請請請請大師傅教徒弟們做菜。  (同上) 

c.老師讓讓讓讓我們去做模型58。 

     (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1996：109) 

d.卓瑪身體好了以後，領導讓讓讓讓他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59。 

           (劉月華，1983：415) 

2.2.1.4  朱德熙朱德熙朱德熙朱德熙(1982) 

朱德熙(1982，2007：171-191)認為兼語句中含連謂結構，這種最常見

連謂結構的前一個動詞常帶賓語，形式如下： 

 V1＋＋＋＋N＋＋＋＋V2 

從語義的角度來看，朱認為 N作為施事的連謂結構稱為「遞繫式」(或稱

兼語式)，且認為遞繫式的特點是其中的 N具有「雙重身份」，既是 V1的

賓語，同時又是 V2的主語，而 N和 V2之間意義上常與 V1的種類有關係，

若 V1是包含「使令」意義的動詞，句首主語是 V1的「施事」，N是 V2

的「施事」(例 57)。 

(57) a.我請請請請你轉告他一聲。 

 b.很多人求求求求他幫忙。 

 c.你叫叫叫叫食堂多做點飯。 

 d.老師要要要要他馬上回答。       (頁 163) 

此外，朱也提出「叫」、「讓」還有一種用法(例 58)： 

(58) a.你也叫叫叫叫他出去磨練磨練。 

 b.你不叫叫叫叫他說話可不行。 

 c.主席讓讓讓讓大家安靜一下。 

                                                 
58因為原文中沒有含「讓」的例句，故在此補上。引自《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1996：109)。 
59因為原文中沒有含「讓」的例句，故在此補上。引自：劉月華等(1983)。《實用現代漢語語法》。鄧守信(1996)繁體版策劃。臺北：師大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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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你讓讓讓讓我再想想。        (頁 179) 

朱認為當「叫」、「讓」表示「使令、聽任、容許」的意思時，與常說的兼

語式很接近但是不完全一樣，兼語式裡的 V1應為有「具體意義的動詞」，

而這裡的「叫」、「讓」為介詞，無具體詞彙意義。關於 N的雙重身分說與

「讓」是否為動詞，且是否有具體詞彙意義有待進一步考證。 

2.2.1.5  郭繼懋郭繼懋郭繼懋郭繼懋(2002) 

依照在兼語句中第一個動詞(VP1)的特性，根據第一個動詞是否為「行

動動詞」可將「兼語句」分成：「行動兼語句」與「性狀兼語句」。何謂「行

動動詞」？這裡指的是「包含使令意義的具體行動」，而後面的第二個動

詞(VP)也往往為「行動」。反之，「性狀兼語句」就是指 V 兼語為「非行動動
詞」，即「只表示抽象的使令意義」，但這只包括「使、讓、叫」等少數動

詞。郭認為兩種「兼語結構」基本上都可以用「讓」，只是意思有一些不

同。換言之，「讓」在「行動兼語句」中表示一種具體動作如例(59a)，在

「性狀兼語句」則不表任何具體動作如例(59b) 

(59) a.他揮手讓讓讓讓我立即上車。 

b.這考試真讓讓讓讓我頭疼。       (頁 41) 

「行動兼語句」中 NP1 與 NP2常為「有生命且有意志的人」，不過也可能

以「無生命體」的表面形式出現，但其實是一種「隱喻」(例 60)，如： 

(60) a.我讓讓讓讓擔架馬上過來。 

b.我讓讓讓讓抬擔架的馬上過來。      (頁 48) 

「擔架」實指「抬擔架的(人)」，是一種隱喻。另外，只有表具體行動的「讓」

可以出現在祈使句，表抽象行動的「性狀兼語句」(例 61b)則不行，如： 

(61) a.老王，你快讓讓讓讓他們上車！ 

b.*老王，這個考試快讓讓讓讓我頭疼！    (頁 41) 

郭認為祈使句與「行動兼語句」之所以能相容，原因在於都具有「要求」

義，不同之處只在於牽涉的對象，祈使句表達的「要求」是發話者與聽話

者兩人間的互動情形(例 61a)，而「行動兼語句」則可能只是客觀陳述與發

話者無關之事件(例 61)。當然不論在祈使句或「行動兼語句」中，聽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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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要求者，也就是 NP2，都可以自由決定是否執行 NP1發出的「要求」，

在「性狀兼語句」則相反。雖然用了「行動」一詞，郭認為 VP1的力量指

的是一種「言語行動」，如：「囑咐、指點、邀請」等通過說話完成之行動，

而非實際上的「物理運動」，如：「鋸、砍、劈」等。「性狀兼語句」中的

NP1為事情或無意志的事物，NP2則較有彈性，可以是有意志的人或是無

意志的東西，最後造成一種「狀態」，但 NP2 無法選擇是否要處於這樣的

「狀態」(例 62)60。 

(62) a.姑娘的熱情讓讓讓讓青苗渾身上下又來了勁，心裡一痛快，肚子裡也有了幾

分餓，端起飯碗就吃。 

b.一場春雨讓讓讓讓草場更綠了。 

c.這一席話讓讓讓讓他更加困惑。 

郭觀察到在「行動兼語句」中 NP1的「生命度等級」高於「性狀兼語句」，

這樣的結果說明不同格式的存在反映出「漢語對生命度等級不同的事情有

不同的編碼方式」。此外，兼語還有其他功能，比方說，「指稱一個新進入

話語的事物」(例 63)，如： 

(63) 他們叫過來一輛出租汽車，讓讓讓讓司機開到動物園。 

一般來說都是上文中已出現過的事物，「出租汽車」與「司機」就有一定

程度的關連性。郭認為「性狀兼語句」常用於表示一種抽象關係，NP1以

「無形的方式」使 NP2處在某種狀態下，也因為 NP1對於 NP2的控制較

間接，常表示一種「可能性」，若是與「動補賓」結構相比，「性狀兼語句」

中 NP1 對 NP2 影響就不如「動補賓」直接，比較「包成包成包成包成餃子」與「能讓讓讓讓

餃子自己成個61」。郭解釋「包成餃子」意思是「用手控制餃子使它怎麼樣」，

而「能讓讓讓讓餃子自己成個」意思為「很可能不用手接觸餃子，像表演特異功

能那樣」。我們認為以行動具體與否將兼語句分類的判斷標準有時難以掌

握，應該說「行動兼語句」與「性狀兼語句」其實是「讓」的多義造成的，

宜從語義方面著手，且「讓」字句與「兼語句」有別，也宜分開討論。 

 上述文獻探討中的一些兼語句表面上有「命令」或「支使」的意思，

                                                 
60 原文例句用的是「使」，筆者將其代換為「讓」。 
61 原文例句為：「能使使使使餃子自己成個」，筆者改寫為「能讓讓讓讓餃子自己成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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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是造成一種心理狀態，與 NP1的語義角色有關。 

 根據上述文獻，我們觀察到「讓 1」與「讓 2」之特性，表非具體行動

是本文分類的表抽象致使的「讓 1」後面一定包含結果，且常造成心理狀

態的產生；表示具體行動的「讓 2」後面不一定有結果，常為事件或行動，

而且當 NP1都為有生，有意志時，且後面加上「讓 2」時，此時後面未必

有結果(即狀態變化)。含有「要求」義的「讓 2」可與祈使句共現，而「讓

1」與祈使句不能共現之原因在於「讓 1」具有「已然」(realized)的「特質

屬性」(inherent attribute) (關於「特質屬性」詳見本文 2.3.2.4)。 

 不過對於「讓」字句是否屬於「兼語句」的看法，也有研究不贊同這

樣的看法(朱德熙，1982)，甚至有的認為應將「致使結構」與「兼語句」

分開(Teng, 1989，2005；沈陽，何元建，顧陽，2000)。沈陽等 (2000)提出

因為「致使結構」只能選擇一個從句(NP2+VP)當其賓語，但不能選擇一個

名詞作它的賓語，而「兼語句」中兩者皆可。再加上，Li 和 Thompson(2006，

黃宣範譯)定義「使成式」(causative) (即本文的「致使結構」)為「由使、

讓、叫等動詞與當直接受詞的句子構成」，如：「這件事使∕讓∕叫我很

難過」。「我」和「很難過」必須一起出現才符合整句所要表達的「致使」

語義，不能單獨出現，如「 *這件事使∕讓∕叫我」或「*這件事使∕讓∕

叫很難過」。 

2.2.1.6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讓」字句在傳統語法的分析中屬於兼語句，是一種語法形式，兼語

動詞在語義上使有「致使」、「使令」意義，所謂的「兼語」是指 NP2身

兼二職，既為兼語動詞的主語，也是 VP的主語(邢欣，1995 ：193)，不過

我們對於「讓」屬兼語句持保留態度，由於事件 2只能為子句，因此「讓」

字句宜歸類為「致使結構」。 

有研究依照兼語動詞行動具體與否、NP1是否能自由決定執行 NP1的

要求等，分成「行動兼語句」及「性狀兼語句」。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朱

德熙(1982)以外，其他研究都同意當將「讓」字句歸類於兼語句時，「讓」

的詞性皆為動詞，有「使令；容任；謙讓；聽任；致使」等義。 

早期的語法研究是偏向使令義的「讓」為「動詞說」，與後面出現的

「介詞說」、「動介說」等有所出入(關於「讓」的詞性詳見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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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語義來看，後來的學者研究「讓」字句，不少研究 (鄧守信，1989，

2005；陳昌來，2003；宛新政，2005)將表「致使」和「允許」義的「讓」

字句定義為「致使句」或「致使結構」，探究「讓」字句表致使義時的各

種語言現象。 

2.2.2「「「「讓讓讓讓」」」」的的的的詞性詞性詞性詞性 

 一般而言，傳統兼語研究偏向將讓歸類為兼語動詞，不過也有其他說

法，以下就「讓」的詞性進行討論。 

 鄭良偉等(2009)認為「讓」是一種聯繫「致使原因」與「致使結果」

的「致使標記」，詞性為介詞，原因有二：(1)使令動詞「讓」與「請、派」

等相比，詞彙意義虛化，(2)「讓」在句法上為「句法標記」，句法位置一

般不能構成重疊式(reduplication)，而且在句中的語法功能為「謂語中心」

(center of predictation)。然而對於「讓」的詞性，其他研究看法不一，有研

究指出「讓」表致使義時，沒有具體的詞彙意義，只是單純的致使動詞(李

臨定，1986；陳昌來，2003)。「讓」的詞性究竟為何呢？還有研究指出說

致使「讓 1」的詞性介於介詞與動詞之間，不像一般動詞能單獨作謂語，

應被歸類為「兼語類助 V」(邢欣，2004)，尤其是當「讓」表被動義時，

常被認為是介詞(陳昌來，2003；趙元任，1980，2000)，表被動義的「讓 3」

的詞性為介詞較無爭議，是一般公認的看法(例 64)。 

(64)擋路石讓讓讓讓警察搬走了。    (陳昌來，2003：66) 

呂叔湘(2002，黃國營主編)也說「讓」字容易產生歧義，有兩種意義(例 65)。 

(65)洪書記，那受罪隊就是讓讓讓讓你停了職的那個王長興包的隊。(崔巍、鈕宇大：

愛與恨)        (呂叔湘，2002：622，黃國營主編) 

呂認為當「讓」等於「使」，「讓你停了職」就是兼語結構，當「讓」作

「被」說，「讓你停了職」則為被動結構，上述句子在原文的原意為後者。

「讓」為一般動詞有「允讓、聽任」(例 66)或是「使」的意思(例 67)62，

只有在表被動時為「次動詞」(例 68) (丁聲樹等，1961，1963：100-102)。 

(66)a.生活才開頭，誰能坐著讓讓讓讓人毀壞自己的建設呢？(楊朔) 

                                                 
62 例(67)中的相當於「使」的「讓」是屬於本文「讓 2」中的「命令」義，非單純致使義的「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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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你讓讓讓讓我說，你就讓讓讓讓我說說吧！(曹禺) 

c.他要走一步，我不讓讓讓讓他走；我要動一動，他也不許我動。(曹禺) 

        (丁聲樹等，1961，1963：101) 

(67)a.周大勇讓戰士們拿足彈藥，讓讓讓讓俘虜們背上卸去槍拴的武器，消消 

 停停地。向東南方前進了。      (杜鵬程) 

 b.好，讓讓讓讓周大永把俘虜來的高級軍官和繳獲來的文件帶來見我。 

              (同上) 

 c.她們有很高的想法：不光是讓讓讓讓窮苦人有飯吃有兩畝地種，還要把 

 窮苦人引到社會主義去。       (杜鵬程) 

        (丁聲樹等，1961，1963：101-102) 

 (68)剩下的一小塊地又讓讓讓讓他種上了韮菜。 (丁聲樹等，1961，1963：101) 

表被動的「讓 3」(例 69)63與表允讓、聽任的「讓 2」(例 70)後面都可

以不帶賓語。 

(69)村主任康順風，代表辛在漢，都讓讓讓讓抓去了，共抓去七個。(馬烽、西戎) 

           (丁聲樹等，1961，1963：102) 

(70)a.婆婆不讓讓讓讓她吃飯，丈夫不讓讓讓讓回家。   (趙樹理) 

 b.唉，我說，你不讓讓讓讓叫醒他，如果他今晚一夜不醒來，你要我等他到明

  天怎麼樣？        (丁西林) 

c.姚志蘭說：”我隊長不讓讓讓讓來嘛！”   (楊朔)  (同上) 

不帶賓語時很少是相當於「使」的「讓 1」，也就是抽象致使的「讓 1」一

定要帶賓語(NP2)才能表達其完整語義。 

也有一種說法是「讓」為「致使動詞」或「致使輕動詞」64，前面提

到 Dixon(2005)將英語中的「致使動詞」，如：to make, to let, to cause等被

歸類為「次要動詞」，而「次類動詞」的定義為提供語義修飾。近期的研

                                                 
63原文中使用「叫」，這裡為配合本文研究我們將「叫」代換為「讓」：「村主任康順風，代表辛在漢，都叫叫叫叫抓去了，共抓去七個。(馬烽、西戎)。」 
64 感謝謝佳玲老師提出「輕動詞」是否可用「不」否定，進而支持本文的「讓 1」的詞性為「致使輕動詞」。 



漢語致使結構之語義、篇章、語用對比及教學初探─以「讓」字句為例 
  

 46

究有些將「讓」歸類為「輕動詞」(light verb)，在語義上，「輕動詞」主

要的功能為「調節事件語義」(modulate the (sub)eventual semantics)，在語

法上委婉地調節事件謂語(modulates the event predictation in a subtle way)，

補充事件謂語便是「輕動詞」的核心功能(Butt, 2003: 7)。除此之外，「輕

動詞」還可以協助事件的組織，不過「輕動詞」與「助動詞」(auxilaries)

有所區別，因為「輕動詞」不同於單純地表示「觀點貌」(viewpoint aspect)65

的助動詞，而是實在的詞彙(lexical items) (Butt, 2002: 10)。一般而言，「實

義動詞」還表達事件類型意義外的詞彙意義，不過「輕動詞」是「一個純

句法的構件，不表達任何語義內容，必須選擇 VP做補語。」(溫賓利、程

傑，2007：119，122)。 

界定了「輕動詞」的定義後，從語法形式上來看，在英語中，「輕動

詞」是與名詞，形容詞(adjective)或動詞結合的「詞綴動詞」(affixal verb)，

常含有「致使義」(causative sense)。舉例來說，英文中的「詞綴輕動詞」

(affixal light verb) “-en”加上形容詞“sad”，組成“sadden”，意思是“make 

sad(使難過)”或“cause to become sad(致使變成難過的狀態)”。另一種形式的

「詞綴輕動詞」是無形式的，如：“He rolled the ball down the hil(他把球滾

到山坡下)”中的動詞“roll” 其實在深層結構已經與抽象的「輕動詞」結合，

表致使義(Radford, 1997: 514-515)66
。 

現代漢語中「輕動詞」的研究(黃正德，2008)，「輕動詞」的核心語義

其實都是一些含意單純且為許多動詞共有的基本語義特徵，有「CAUSE」

                                                 
65「觀點貌」(viewpoint aspect)的另一個叫常見的說法為「語法貌」(grammatical aspect)，指的是動詞在事件或狀態中的時間流(temporal flow)。在漢語中常見的時貌標記為「了」、「著」、「過」，分別標示完成貌、持續貌及經驗貌，另一種表示時貌的手段為副詞(adverbs)。(原文: In linguistics, the grammatical aspect (sometimes called viewpoint aspect) 
of a verb defines the temporal flow (or lack thereof) in the described event or state.…
Mandarin Chinese has the aspect markers -le, -zhe, and -guo to mark the perfective, durative, 
and experiential aspects, and also marks aspect with adverbs…) 引述自：Wikipeidia(http://en.wikipedia.org/wiki/Grammatical_aspect) 
66 英文原文：…an affixal verb (often with a causative sense like that of make) to which a 
noun, adjective or verb adjoins. For example, it might be claimed that suffix+en in a verb like 
sadden is an affixal light verb which can combine with an adjective like sad to from the 
causative verb sadden (meaning ‘make sad’, ‘cause to become sad’). This type of analysis 
could be extended to verbs like roll as they are used in sentences like he rolled the ball down 

the hill, where we could suggest that roll is used causatively (in the sense of ‘make roll’ or 
‘cause to roll’),and hence involves adjunction of the verb roll to an abstract light verb(i.e. to a 
null verbal counterpart of +en) 



第二章 文獻探討 
 

 47

(致使)、「BECOME」(狀態改變)和「DO」(行動)三類。黃認為在語法形式

上，「輕動詞」為一種「表功能範疇」(functional catergory)的虛詞，語音方

面只有詞綴地位或無語音形式，不能獨立成詞。黃也提出「施授同辭」的

概念，認為現代漢語失去大部分「合成」(synthetic)特質，演變成「高度解

析性」語言(analytical)，高度解析性語言的特質之一為「每一個語義單位

都已獨立的詞項來表達」，因此「輕動詞」不再是空語類或詞綴，而是像

「使、弄、搞、做、打」等實詞。 

沈陽、何元建、顧陽(2000：79-80)認為「使」是一個「致使輕動詞67」，

在傳統語法上叫「使令動詞」，基本上，「輕動詞」是一種表達語法意義的

成分，通常本身沒有或只有少許詞彙意義。語義上，「輕動詞」協助表達

「謂語功能」，像「事件」(event)、「執行」(perfom)、「致使」(cause)68等句

子謂語的功能意義，此點與時態、語態、情態等句子的功能意義有相同之

處，「輕動詞」短語的功能便是表現「事件」、「執行」與「致使」等功能

語義之句法手段。就其形式而言，可以是一個詞，如例(71a)中的「使」，

也可以是「零形式」(即沒有語音形式)，如例(71b)中的「嚇」是加上零形

式的致使輕動詞所構成的。 

(71)a.那件事使使使使我嚇了一跳。 

 b.那件事嚇嚇嚇嚇了我一跳。   (沈陽、何元建、顧陽，2000：81) 

沈陽等(2000)認為例(71a)中的「使」，從生成語法的角度分析是「致使輕動

詞」，原因在於「使」表達的主要為「語法意義」而非「詞彙意義」，謂語

動詞「我嚇了一跳」不必移位。從生成語法來看，沈陽等(2000：91)認為

「致使結構」可能由兩個謂語所組成，一部份為「輕動詞」，含一個「複

雜謂語」或「複合謂語結構」，另一部份為「實義動詞」。以「張三使他生

氣」一句為例，「致使輕動詞」投射成短語 VP，指派兩個題元：「述題」

與「致事」，「使」向「他生氣」指派述題論元，「使他生氣」再向「張三」

指派「致事論元」(圖二-4)。 

                                                 
67 原文作「使役輕動詞」。 
68 原文作「使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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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4、「張三使他生氣」之語法樹狀圖69 

例(71b)可用鄧思穎(2008)對輕動詞的研究中的解釋，我們以此類推，表事

件意義(eventualityes)的零形式輕動詞：表活動的[DO]、表起始(inchoative)

的[BECOME]和表致使的[CAUSE]，「嚇」是加上零形式的[CAUSE]和

[BECOME]變成：[CAUSE]和[BECOME[ROOT(嚇)]]]，如下圖(圖二-5)70所

示，vP就是表示建議義的輕動詞[CAUSE]和[BECOME]，而詞彙的基礎意

義為 VP「嚇」。 

 

圖二-5、零形式輕動詞與「嚇」 

其實不論是「次要動詞」還是「輕動詞」，說的都是「提供語義修飾」、

「條件事件語義」等，顯示「讓」的主要功能已經不如原來語義的「禮讓」

普通動詞般實在，到後來的「允許、命令、任憑」義的「讓 2」，轉變成最

                                                 
69 “DP”指的是“Determiner Phrase”, “DR” 為 “Determiner”。 
70 圖二-5、是參照鄧思穎(2008：312)的圖修改而成。 

基礎詞彙意義(詞根) 

事件意義(輕動詞) 

…vP 

NP2 

VP     V 

 

[CAUSE] 

[BECOME] 

…V(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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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動詞性較弱表示抽象致使關係的「致使輕動詞」「讓 1」了。我們認為，

「讓 1」由於語義虛化，表達「致使」義，也就是謂語的語法意義而非詞

彙意義，變成「致使輕動詞」，而「讓 2」還有「容許、命令」等義，也能

用「不」、「別」否定，動詞性比「讓 1」強，仍保有較多動詞的特性，詞

性上較接近動詞，為「致使動詞」。 

2.3 「「「「讓讓讓讓」」」」的的的的語義語義語義語義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相關研究 

本小節為「讓」之語義探討，先從歷時角度探討「讓」語義在時間軸

上的流變，再以共時角度分析「讓」的分類、目前使用情形及語義特徵等。

以歷時演變的語義為基礎，能全面性地了解「讓」的多義性，對於「讓 1」

及「讓 2」具體內容的描述及定義界定有相當大的助益。 

2.3.1 「「「「讓讓讓讓」」」」的的的的歷時研究歷時研究歷時研究歷時研究 

此部分依作者分為三部分：太田辰夫(1987，蔣紹愚、徐昌華譯)、石

毓智(2006)與張麗麗(2006a, b, c)從歷時角度，仔細地解析了「讓」如何從

「謙讓」義演變成現代漢語常見的「容許」義(「讓 2」)、「致使」義(「讓

1」)及「被動」義( 

「讓 3」)。 

「讓」最原始的語義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時代，為「責備」之義，按《說

文解字》的解釋：「相責，讓也。」。《小爾雅》：「詰責以辭謂之讓」，當「讓」

作為「責備」講時，為普通動詞，不過這樣的意思與現代漢語中致使用法

的「讓」並沒有密切的關係。以下我們就太田辰夫(1987，蔣紹愚、徐昌華

譯)、石毓智(2006)及張麗麗(2006a,b,c)對「讓」歷時演變加以分析。 

2.3.1.1  太田辰夫太田辰夫太田辰夫太田辰夫(1987，，，，蔣紹愚蔣紹愚蔣紹愚蔣紹愚、、、、徐昌華譯徐昌華譯徐昌華譯徐昌華譯) 

根據太田辰夫(1987：56，58，227，蔣紹愚、徐昌華譯)，現代漢語表

致使的「讓」是由「謙讓」、「誘讓」義之動詞發展而來的，較早的例子多

出現在兼語句中(例 72)，太田認為「讓」仍然是個動詞，雖然不是獨立詞，

卻有明確動詞性，將其稱之為「不完全動詞」，並把「讓」歸在「兼語動

詞」這一特殊且獨立的次類中。 

(72) a.救某上山，就讓讓讓讓我把第二把交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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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婦人讓讓讓讓玳安吃了一碗，他也吃了一碗。 

例(72)按「兼語句」句法形式分析，不論是「我」或「玳安」皆為所謂的

「兼語」，「我」或「玳安」既是「讓」的賓語，也是後面動作「把第二把

交椅作」、「吃了一碗」的主語。此外，在「讓」後來演變的過程中，太田

觀察到由於「讓」的原義為「謙讓」、「誘讓」義，具有「委婉」的意味，

因此也常被用作表示「容許」(例 73a)或表示自己意志的「容許」(例 73b)(頁

227)。 

(73) a.讓讓讓讓我拿了鏡子再走！ 

b.你兩個上去，讓讓讓讓我送。 

「讓我拿了鏡子再走！」是對聽話者發出一種請求或要求，希望得到對方

同意，說話者進而能實行請求之動作，「我」沒有包含「自我意志」；「你

兩個上去，讓我送。」中的「我」則包含了「自我意志」。然而，何謂包

含「自我意志」？不過判斷基準為何，太田並未加以說明，我們認為應該

是指前述 NP2是否有「控制度」，也就是 NP2有決定是否執行 NP1的指令

或要求的權力。我們根據太田的定義，將「讓」的語義演變過程簡化如下： 

 

圖二-6、「讓」的語義演變─從「謙讓、誘讓」到「容許」 

值得注意的是，演變過程中，「讓」的動詞性漸弱，從動詞成為兼語動詞，

在現代漢語中已經不能單獨使用了。 

2.3.1.2  石毓智石毓智石毓智石毓智(2006) 

據石毓智(2006：59-61)，「讓」表「責備」時為普通動詞，已經可以

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文獻中找到這樣的用法(例 74)，主要表示「用言語責備」

「謙讓」、「誘讓」 
「容許」 
「容許」 

具委婉意味的具委婉意味的具委婉意味的具委婉意味的    
表表表表／／／／不表自己意志不表自己意志不表自己意志不表自己意志的的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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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74) 公使讓讓讓讓之。(《左傳》．僖公五年) 

或表達「轉讓權利、職位、財產等」(例 75)，如： 

(75) 三以天下讓讓讓讓。(《論語》．泰伯) 

後來出現了「謙讓、禮讓」等義(例 76)： 

(76) a.間文做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讓讓讓在前。(《世說新語．言語》) 

b.耕者讓讓讓讓畔，路不拾遺。(《敦煌變文》五子胥變文) 

到了十二世紀，「讓」已經可出現於「兼語句」如： 

(77) a.且不如讓讓讓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常不致廢墜足矣。(《朱

子語類》卷一百四) 

b.讓讓讓讓你在高處，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

 五) 

不過當時「讓」作為兼語用法的例子不多，在《朱子語類》71中只有兩例。

石認為此時「讓」的兼語用法仍處於「萌芽時期」，然而隨著時間的推進，

從十二到十六世紀，「讓」的兼語用法逐漸增加(例 77)，兼語用法成了現代

漢語語的最主要用法，除了「禮讓某人做某事」外，也逐漸發展出「容許、

任憑、致使、使令」等。以下為石從《水滸傳》找出的語料： 

(78) a.你見我閃開條路讓讓讓讓你過去。(《水滸傳》十八回) 

b.趙員外讓讓讓讓魯達上首坐地，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水滸傳》

四回) 

c.哥哥卻不與我報酬，到請他來寨裡，讓讓讓讓他上面坐。(《水滸傳》五回) 

石所謂的「普通動詞」用法，如：「轉讓、謙讓、禮讓」等義，直到作為

兼語用法時，指的是「禮讓某人做某事、容許、任憑、致使、使令」等，

這與「普通動詞」的「讓」相比，「讓」功能已逐漸分化了，還表達「容

許、任憑、致使、使令」等義，描述的是比「轉讓、謙讓、禮讓」更為抽

                                                 
71 關於《朱子語類》簡介如下：「由南宋導江人黎靖德於咸淳六年(1270年)編成，全書共一百四十卷，集錄了南宋理學家朱熹(1130年－1200年) 與其門人的對答，即今通行本《朱子語類》。」(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zh/%E6%9C%B1%E5%AD%90%E8%AF%AD%E7%B1%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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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概念，也就是當「讓」為兼語用法時，已經有表示抽象「致使」的意

思了，句法環境為： 

S+V 兼語+NP+VP 

石提出兼語用法出現，關鍵發展時期有三，我們簡化為：(1)出現期；(2)

大幅成長期；(3)絕對優勢期，茲說明如下： 

(1) 出現期出現期出現期出現期：十二世紀開始出現。 

(2) 大幅成長期大幅成長期大幅成長期大幅成長期：十六世紀用例大幅增加，但仍接近其普通動詞(如：

表「謙讓」、「禮讓」)的使用頻率。 

(3) 絕對優勢期絕對優勢期絕對優勢期絕對優勢期：十九世紀末起，兼語用法佔絕對優勢，原來單純動詞

之用法逐漸退化。 

「讓」從普通動詞(表「謙讓」、「禮讓」義)到兼語用法「禮讓某人做某事、

容許、任憑、致使、使令」等。目前的兼語用法主要為「使令義」與「容

任義」，前者指的是表 NP1「支使」、「致使」、「指派」、「命令」NP2 做某

事，NP1、NP2通常指人；後者表 NP1「禮讓」、「容許」、「任憑」NP2做

某事，NP1、NP2可以是人、事物或一種情況。「使令義」與「容任義」最

大的不同在於 NP2，也就是所謂的「兼語」(NP2)，不一定按照主語的意

願執行，有決定的權力，石並指出「讓」的被動用法是由此發展出來的。

石所說的「容任義」與前述太田的「委婉」衍伸出的自我意志「容許」或

不含自我意志的「容許」類似。我們可以說石與太田的看法一致，認為從

本義「禮讓」、「謙讓」引伸出 NP1「創造某種條件或者遭致某種情形」，

NP2「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某種事情」。石以《水滸傳》中「讓」的兼語

用法為例，將「讓」分為表「使令義」與「容任義」： 

i. 「「「「使令義使令義使令義使令義」：」：」：」：甲讓乙做某種事情甲讓乙做某種事情甲讓乙做某種事情甲讓乙做某種事情，，，，支配乙的行為支配乙的行為支配乙的行為支配乙的行為。。。。 

(79) a.因為花容是秦明大舅，眾人推讓讓讓讓花容在林沖肩下坐了第五位(《水滸傳》 

 三十五回) 

b.三個人來到樓上客位裡，武松讓讓讓讓哥嫂上首坐了。(《水滸傳》二十四回) 

c.林沖勒住馬，收了點鋼矛，讓讓讓讓秦明戰溫文寶。 

ii. 「「「「容任義容任義容任義容任義」：」：」：」：甲製造某種條件或者情況容任乙做某種事情甲製造某種條件或者情況容任乙做某種事情甲製造某種條件或者情況容任乙做某種事情甲製造某種條件或者情況容任乙做某種事情。。。。 

(80) 你見我閃開條路讓讓讓讓你過去。(即前面的例 7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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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認為正因兼語用法的興起及穩定的發展，且兼語用法之語法形式與現今

表「被動」的「讓」字句相同(例 81)，因此常造成歧義，「被動」的「讓」

出現得比兼語用法的「讓」晚，是從「使令」義發展而成的。石認為「讓」

的兼語用法的「語義特徵」使「讓」語法化，最後發展成「被動標記」，

大概在近代至現代出現，為一種「動詞標記」。 

(81) a.你們家又有上夜的，又有保家的，怎麼就讓讓讓讓強盜把贓物送到家中屋子

裡還不知道？(《老殘遊記》五回) 

b.見了面會在無意之間露出點破綻讓讓讓讓人發現。(《四世同堂》) 

c.能拿意志來支配感情，卻讓讓讓讓一時的熱情來淹沒了意志。 

d.西瓜擺那兒讓讓讓讓人家一看，塊兒大，瓤兒高。(《侯寶林相聲》) 

石認為上述例句很接近「被動」的用法，要是沒有造成後面動作發生的原

因，就一定是「被動」句。 

2.3.1.3  張麗麗張麗麗張麗麗張麗麗(2006a, b, c)
72

 

張(2006c：148)與太田和石的看法略同，認為「讓」字句在先秦有「責

備」與「謙讓／讓與」兩義，「讓」表示「謙讓義」時與兼語結構搭配(例

82)。 

(82) a.讓讓讓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   (《史記．楚世家》) 

b.桓公病，太子茲甫讓讓讓讓其庶兄木夷為嗣。(《史記．宋微子世家》) 

這樣用法到了穩地發展至明朝，兼語結構「讓」字句大都是用於描述社交

場合中的禮讓行為(例 83)。 

(83) a.那佳人讓讓讓讓客先行。   (《新刊大宋宣和遺事》) 

b.俺婆婆讓讓讓讓老張先喫。   (《關漢卿戲曲集．搆天動地竇娥冤》) 

然而，從南宋開始，「讓」字句開始擴展到「非禮讓行為」，表示較為中性

的「任由／允讓義」(例 84)： 

(84) a.且不如讓讓讓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鋼、五常不致廢墜足矣。 

                                                 
72 張麗麗 2006年有三篇相似的研究文章(a,b,c)，在「讓」的歷時研究中，以 2006c資料最為豐富，此處以 2006為主要引文，而若有來自 a或 b的其他補充之處，標示於段落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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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子語類》 頁 2614) 

b.只不容他進城，卻不來趕殺，讓讓讓讓他望北去了。(《水滸傳》96回) 

不過這樣表示「非禮讓行為」的「任由／允讓義」的「讓」還是少見，到

明朝才逐漸增加，而且越到後來，「允讓義」越明確(例 85)： 

(85) a.我攔住河沿，不讓讓讓讓他回去，務要將他擒了。(《西遊記》22回) 

b.我的娘，好歹讓讓讓讓我做主這一遭兒，待送他轉身，我自來陪你的禮。(《喻

世明言》39卷) 

清中葉以前的「允讓」用法都是「自願性」的(例 85)，「非自願允讓」(例

86)出現於清朝後半葉，出現在一般句： 

(86) a.世間的一樁好事，卻讓讓讓讓你獨占頭功。(《蒲松齡集》29回) 

b.所以千紅萬紫終讓讓讓讓梅花為魁。(《紅樓夢》110回) 

c.這裡頭可得讓讓讓讓我比你們爺兒們精通兒了。(《兒女英雄傳》13回) 

d. 別教教教教他知道這件事。    (張麗麗，2006c：160) 

張稱「非自願允讓」用法的出現原因是說話者的「主觀推論」加入句中，

尤其在搭配感官動詞如：「知道」、「見」、「看見」等時，會產生歧義(86d)，

此時有兩層意思：(1)有意不讓他知道；(2)不要不小心讓他知道，第二個意

思是聽話者自行主觀詮釋勸告義。(張麗麗，2006：160)。再加上，「使令

義」與「允讓義」在概念上互通，以及特殊語境有助於說話者做出「主語

操控性下降」的推論。不過相較之下，「讓」在此時期更常出現在「條件

讓步句」(例 87)： 

(87) a.就讓讓讓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紅樓夢》111回) 

b.若不如此，就讓讓讓讓母親尋見父親，也恐父親未必肯來。(《鏡花緣》) 

c.便讓讓讓讓他得個機會下手，他那仇家起其沒個羽翼牙爪。 

          (《兒女英雄傳》16回) 

d.再讓讓讓讓他就如妙手空空兒一般報了仇，竟有那本領潛身遠禍？(同上) 

清末出現「讓」作為「命令義」動詞，表「要求、吩咐」(例 88)等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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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又在民國初年73發展出「致使用法」(例 89)(張，2006b：354)，如： 

 (88) a.昨兒個讓讓讓讓他出城買土去啦。      (《小額》) 

b.趕緊讓讓讓讓二爺拿了信紙又寫了一封回信。    (同上) 

c.王爺聽見也很生氣，告訴文管家讓讓讓讓他給善大爺寫信。(同上) 

 (89) a.可是曹宅的清靜足以讓讓讓讓他想起鄉間來。   (《駱駝祥子》) 

b.這真讓讓讓讓祥子的心跳得快了些。     (同上) 

c.剛跑了一身的熱汗，把那個冰涼的小水筒往胸前一貼，讓讓讓讓他立刻

哆嗦一下。         (同上) 

根據張(2006b)的解釋，例(88)中的「他出城買土去啦」、「二爺拿了信紙又

寫了一封回信」、「他給善大爺寫信」等行為，都有不被實行的可能，也就

是 NP2(「他」、「二爺」)有決定是否執行 NP1給的「命令」。然而，在「致

使」用法中「他想起鄉間來」、「祥子的心跳得快了些」、「他立刻哆嗦一下」，

NP2沒有操控度了。換言之，張認為表「命令義」與「致使義」的「讓」

差別在於後面的 NP2 是否仍有「操控性」，「命令義」後的 NP2 仍有操控

性，而「致使義」後的 NP2 沒有操控度，無論「命令義」或「允讓義」，

NP1和 NP2都仍具有「操控性」，NP1就是「發號施令或准許阻止者」而

NP2是 VP的施事者，但是「致使義」時 NP2失去了操控度(張麗麗，2006c：

164)。此外，「讓」的被動用法約莫出現於清末(例 90) (張麗麗，2006b)，

與「命令」義出現時間很接近，兩者都比「致使」用法早出現。 

(90) a.小童兒呢，眼瞧著家主兒讓讓讓讓人給鎖啦去了。(《小額》) 

b.王媽你可給我瞧著點兒狗，上回我就讓讓讓讓他給咬了一下子。(同上) 

c.這號兒買賣，要讓讓讓讓姓希的端了去，那才是冤孽梆子呢。(同上) 

d.他們叫我哈薩克第一勇士，可是我的老婆兒子卻讓讓讓讓漢人強盜殺了，你

                                                 
73 出自張麗麗(2006b：357)：「有意致使的讓字句在民國後才形成。」 早期用法： 我吃飽不吃飽不算一回事，得先讓讓讓讓孩子吃足。(駱駝祥子) 她讓讓讓讓他們都看明白招弟是碰不得的。(四代同堂) 現代的例子： 我們能做的是如何讓讓讓讓牠們有尊嚴的死。(中研院語料庫) 我們必須讓讓讓讓他們覺得她們的工作很重要、作品很獨特。(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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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知道？(中研院語料庫) 

e.結果她的這些錢在火車上讓讓讓讓人給偷了，及得他下肢癱瘓，還要跳車尋

死。(北大語料庫) 

這裡再繼續對「命令」與「致使」加以討論，張說明因為「命令、派

遣」本來就蘊含「致使」義，「致使」是從「命令、派遣」義虛化演變成

的，而這樣的演變過程「動詞意義的泛化」是關鍵，「發號施令」的具體

動作沒了，最後只有抽象的「致使關係」(張麗麗，2006b：339)。但是如

何分辨表「命令」義與表「允任」義的「讓」呢？ 張(2006b：355)認為，

因為當「讓」以否定形式出現時，「不讓」的意思是「不准」，而非「命令」

義，可利用否定形式判斷，即以「主語操控性」強弱作為分辨表「命令」

義與表「允任」義的「讓」。此觀察與 Teng(1989, 2005)的看法有異曲同工

之妙，在 Teng的分類下，能以「不」否定的「讓」表示「允許」(concession)

義之「讓」，也就是上述的表「允任」義的「讓」，而表「命令」義的「讓」

則不能以「不」否定(關於 Teng對於「讓」的詳細分類詳見 2.2.3.3)。在肯

定句中，命令句的「主語操控度比」允任句高，「具有致使他人行使動作

的效力」，而在否定句中，允任句的「主語操控度」較命令句高，「具有阻

擋他人使動作的效力」。不過，從歷時角度來看，含「命令」義的「讓」

之所以不能以「不」否定的原因，其實也是因為在歷史上很少見。 

表二-7：歷史上使役動詞的肯定和否定形式意義分布(張麗麗，2006b：355) 
 肯定肯定肯定肯定 否定否定否定否定 命令義命令義命令義命令義 使、令、教、遣、叫、讓讓讓讓 (少見) 允任義允任義允任義允任義 縱、饒、任、讓讓讓讓 不使、不令、不教、不遣、不叫、不讓 

綜上所述，「使役」的意義虛化，張(2006c：165)認為是從雙線進行的： 

甲、使役>非自願允讓>被動(NP1去操控性) 

乙、使役>致使(NP2 失去操控性) 

清末初現的「致使」是「讓」用法轉為抽象概念一個分水嶺，前面的「謙

讓、允讓、命令」都還有具體意義，張(2005)提到「人主使」、「人受使」、

「有意」、「非實然」為「使役」的特徵，雖然「致使」的一些用法也符合

以上特質(例 91a)，但並非全部得符合此條件(例 91b)。 

(91) a.我要讓讓讓讓你們緊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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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孩子們更是高興得拍手歡呼，讓讓讓讓國慶的歡樂達到最高潮。 

我們將上述歷時演變研究整理成下表(表二-8)： 

表二-8、「讓」的歷時演變 「讓」的歷時演變                     義項 歷史語料 本義動詞，表示「用言語責備」義 公使讓讓讓讓之。(《左傳》．僖公五年) 本義動詞，表示「轉讓權利、職位、財產等」義 
三以天下讓讓讓讓。(《論語》．泰伯) 先秦 「讓」為「禮讓、謙讓」義 間文做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讓讓讓在前。(《世說新語．言語》) 南宋 「任由／允讓」 
且不如讓讓讓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鋼、五常不致廢墜足矣。(《朱子語類》) 明朝 「允讓」 
我的娘，好歹讓讓讓讓我做主這一遭兒，待送他轉身，我自來陪你的禮。(《喻世明言》
39卷) 「命令(要求、吩咐)」 昨兒個讓讓讓讓他出城買土去啦。(《小額》) 清代(清末) 「被動」 
小童兒呢，眼瞧著家主兒讓讓讓讓人給鎖啦去了。(《小額》) 民國初期 「致使」 
這真讓讓讓讓祥子的心跳得快了些。(《駱駝祥子》) 

2.3.1.4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無庸置疑地，「讓」最早的語義是「責備」的意思，而表「責備」義的

「讓」和後來發展成「致使」的「讓 1」沒有關係，有密切關係的是表「謙

讓／讓與」的「讓」。我們可以把「轉讓」與「謙讓、禮讓」，看做是具體

形式與抽象形式的「轉讓」，也就是說，「謙讓」的結果通常實質得到事物，

而「禮讓」是較為抽象的「禮儀」，最後並未得到一種實質的結果，而「禮

讓」後來演變成「容讓、允讓」義，接著出現的是「命令」義與「被動」

用法，最晚出現的是「致使」用法(即本文的「讓 1」)，「命令」是它的前

身。 

前面我們從「讓」的歷時演變看到現代漢語中的是個多義詞，從具有

實在意義的「轉讓」、「禮讓」，漸漸變成「任由／允讓」、「命令」到最後

語義虛化為「被動」與「致使」。對於如何區分表實在意義的「轉讓」、「禮

讓」，或後來虛化成多義的「讓」，我們認為也可從閩南語語中語音的不同，

分辨出兩者之不同，閩南語中「讓」表禮讓、轉讓之義，「hō」表示「任

由／允讓」、「命令」、「被動」與「致使」義等。黃正德(2008：188)提出臺

灣閩南語以一詞兼表「致使、被動和贈與」的現象是一種「施授同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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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凡是指「致使與經驗」、「致使與起始」、「致使與被動」的兼類動詞

都屬於「施授同辭」的例子，英文的例子為“get”，表致使時為“John got Bill 

killed”，而“ John got killed ”是被動。鄭良偉(2009)等提出閩南語中「ka」(給)

便是一個「施授同辭」很好的例子。本文的「讓」也符合「施授同辭」的

概念。最後我們以圖表方式呈現「讓」的歷時演變(圖二-7)。 

圖二-7、「讓」的歷時語義演變圖 

2.3.2 「「「「讓讓讓讓」」」」的共時研究的共時研究的共時研究的共時研究 

2.3.2.1「「「「讓讓讓讓」」」」字句的語義字句的語義字句的語義字句的語義 

「致使」結構反映的是一種「客觀事件」的概念，「某實體發生某種

情狀(包括動作行為、活動變化、性質狀態等)，不是自發的，而是受某種

致使主體的作用或影響所引發的」(范曉，2000：135)。有研究將致使關係

形式化如下： 

致使關係致使關係致使關係致使關係：：：： 致使者致使者致使者致使者+致使方式致使方式致使方式致使方式+致使對象致使對象致使對象致使對象+致使傾向致使傾向致使傾向致使傾向 (程琪龍，2001) 

這裡的「致使者」為「某種致使主體」，「致使對象」指的上述的「某

實體」，而「致使傾向」也就是「動作行為、活動變化、性質狀態等」。前

面提到「致使」包含了兩個事件，熊仲儒(2004：24)根據 Vendler(1967)74,

的事件類型：「狀態」(state)、「活動」(activity)、「完成」(accomplishment)、

                                                 
74 Teng引自 Vendler(1967)。 

讓讓讓讓 

用言語責備用言語責備用言語責備用言語責備 

轉讓轉讓轉讓轉讓、、、、讓與讓與讓與讓與、、、、

謙讓謙讓謙讓謙讓、、、、誘讓誘讓誘讓誘讓 

謙讓謙讓謙讓謙讓、、、、禮讓禮讓禮讓禮讓 

允讓允讓允讓允讓、、、、容許容許容許容許 被動標記被動標記被動標記被動標記 

先秦先秦先秦先秦 南宋至明朝南宋至明朝南宋至明朝南宋至明朝 清末清末清末清末、、、、民國民國民國民國 時間軸時間軸時間軸時間軸 

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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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achievement)將「致使」表示為一個完成事件中兩個子事件「活

動」及「狀態」的關係，「活動」指的是事件的起因，「狀態」則表示事件

的結果。在語法表現上，Teng(1974, 2005)的動詞分類更能具體地說明所謂

的「致使傾向」有三種可能：「動作動詞」(action verbs)、「狀態動詞」(state 

verbs)、「變化動詞」(processs verbs)75。 

據 Teng(1989, 2005)致使關係的語法形式需符合「主語+致使動詞+賓

語+狀態動詞」76的語法框架(frame)，其中「主語」代表事件 1(Event1)，「賓

語和狀態動詞」為事件 2(Event2)，我們將其圖示如下： 

  
圖二-8、致使關係示意圖 

Teng指出致使動詞後的事件 2必須能加上補語(complements)，補語的

但不僅限於一般狀態動詞(例 92)，還可能包括帶潛能補語的動作動詞(例

93)動詞補語。 

(92) 他的為人讓讓讓讓我很失望。    (Teng, 1989, 2005: 287) 

(93) a.那個電影讓讓讓讓他茶飯都喝不下。   (同上) 

b.滿嘴的飯叫叫叫叫他說不出話來。   (同上) 

Teng認為帶潛能補語的動作動詞「喝不下」與「說不出話來」比較像是一

種結果後的狀態而非動作動詞77。 

Moreno (1993: 159)指出致使過程的語義要素有三個：(i)狀態或事件的

改變過程(transition)，(ii)致使力(force)，(iii)目的與意願(purpose)78構成「致

使事件」(i)&(ii)是核心(internal)要素，(iii)是外部(external)因素，不一定要

具備，只有當「使因」同時為有目的或意願「施事者」時，要素(iii)才會
                                                 
75分別列舉三種動詞例子：「動作動詞」：賣、吃、哭、考、學；「狀態動詞」：高、愛、知道、會、有、是；「變化動詞」：死、畢業。 
76 “Subject+Causative verbs+Object+State verbs” Teng (1989, 2005: 286) 
77 (原文): …the Chinese sentences employ the so-called ‘potential’ resultative complement, 
and no straightforward action verbs.(p.287) 
78 部分採用沈陽等(2000：114)的翻譯，“transition”原翻成「狀態的改變」。 

主語+致使動詞+賓語+狀態動詞 

事件一 
(Event1) 

事件二 
(Event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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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出來79。 

(94) 這件事真令令令令∕∕∕∕使使使使∕∕∕∕叫叫叫叫∕∕∕∕讓讓讓讓人著急。(沈陽、何元建、顧陽，2000：113) 

 根據上述定義，致使關係可以依照其主語性質，大略分成兩種：(1)主

語為使因∕∕∕∕致因，不帶目的或意願；(2)主語為使因∕∕∕∕致因，同時為有目的

或意願的施事者，這與我們對於「讓」的分類相符，如「讓 1」的主語屬

於前者，「讓 2」的為後者。 

從「論元」(argument)的角度來看「致使」，在語義上 Jackendoff (1972: 

39)把“CAUSE”定義為帶兩個論元的一種語義功能，也是一種「原始的語

義成分」(a smenatic primitive)，兩個論元分別為「個體」(individual)與「事

件」(event)。一個「致使」結構至少包含兩個「論元」，即「致使者」(causer)

和「受使者」(causee)，而這兩個論元之間由一個動詞來連結(例 95) (Zhao, 

2006: 3-4)80，語義結構如(例 96)所示。 

(95)那個消息使張三很興奮。 

That news made Zhangsan very exicted.    (Zhao, 2006: 4) 

(96)[[x CAUSE[y DO SOMETHING/BECOME STATE]] (Zhao, 2006: 141) 

對於「致使」是一種原始語義成分的看法，邢欣(1995)也認為「致使」

為某類動詞的共同語義特徵，是一種「動詞的類義標記」，可寫作：[+致

使]，包含[+致使]語義特徵之動詞，如：「使、讓、叫」為典型帶[+致使]

特徵的動詞，可發出一種「作用」，而致使、引起、導致另一類動詞出現，

這裡另一類動詞指的是「前一類動詞的結果」(例 97)。 

(97) a. 我催著昌林，讓讓讓讓他快說。 

b. 我好不容易才說服他，讓讓讓讓他同意先回我家。(邢欣，1995：194-195) 

「讓」發出作用引起事件 2「他快說」與「他同意先回我家」，其中的 VP

「說」與「同意(先回我家)」是「讓」的結果。 

                                                 
79 本文的「讓 1」符合要素(i)與(ii)的核心要素，而「讓 2」則還要加上要素(iii)，即目的與意願，完全符合兩者核心語義的特性。 
80英文原文出自於趙楊(2006：3): In terms of argument structure, a causative construction 
involves (at least) two arguments,Causer and Causee, which are connected by a ver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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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從包含兩個事件的角度來看，也可以說致使句含兩個深層結構，即

「表致力事件」以及「表結果事件」(陳昌來，2003：1)。「致使結構反映

客觀事實：某實體發生某種情狀(包括動作行為、活動變化、性質狀態等)

不是自發的，而是受某種致使主體的作用或影響而引發的。致使主體與受

致使主體作用的實體之間的關係，稱做致使關係。」(范曉，2000：135)。

在動詞配價方面，「致使」動詞的配價與其他動詞差別在於有一個新的「結

果價」(邢欣，1995 )。簡單地說，致使關係產生的致使趨向為一種結果，

結果即某種情狀，可能是動作行為、活動變化、性質狀態，在語法上為三

類動詞的體現。 

呂叔湘(1974：96-7)指出「使令」(例 98)類動詞「不但可以使止詞有所

作為，可以使它有所變化，所以後面可以跟一個形容詞，合成一個詞結」。 

(98) 橐駝非能使使使使木壽且孳也(郭橐駝)     (呂叔湘，1974：97) 

例(98)句中的「木」為呂所謂的「止詞」，而變化的部分就是形容詞「壽

且孳也」。 

綜上所述，「致使」指的就是一股的力量造成接受這個力量的事件發

生了狀態上的改變或執行新的行動、作為。然而我們認為，只把事件 2看

成一種結果的說法恐怕不妥當，原因在於平常我們所謂的結果常指的是已

經發生或正在進行的一種「狀態」，在「致使結構」中也有可能只是一種

行為之產生，在說話當時並未發生，所以有區分「事件」與「狀態」的必

要性(詳見 2.3.2.5「事件」與「狀態」)。因此呂提到的「變化」和「作為」

在語義上前者類似「狀態」，後者類似「活動」，分別與本文的「讓 1」與

「讓 2」的事件 2有關。釐清致使結構語義後，我們看研究致使結構時常出

現的「致使力」。 

我們在研究「讓」字句時，碰到與「致使」表達相似意義的詞：「使令」

及「使役」，我們認為「讓」字句有分類的必要性，因為一旦分類清楚後，

這些近義詞讓人混淆的情形便能得到解決。以下就三者的文獻整理說明其

差別。 

2.3.2.2「「「「致使致使致使致使」、「」、「」、「」、「使令使令使令使令」、「」、「」、「」、「使役使役使役使役」」」」 

在語言學的研究中，「致使」指 “causation”或“causative”，也常被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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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使令」、「使役」等詞，我們採用「致使」是因為“causation”(或“causative”)

表達最基本的「作用與效應」關係。為容易了解起見，我們將「致使」關

係的語法形式呈現如下： 

NP1+致使動詞(讓、使、叫等)＋NP2＋VP 

NP1泛指所有在「讓」前面的成分，可能是普通名詞、名詞短語或是一個

完整的句子，NP2為「讓」之後的名詞成分，VP是動詞謂語(也包含狀態

動詞所組成的動詞組)。以下就一些文獻中整理「使役」、「使令」等詞的

定義之間的異同。 

首先，張麗麗(2005，2006a，2006c)對於「使役」與「致使」之區別有

詳盡的研究，張指出「使役」所包含的範圍比「致使」廣，「使役」不但

同時表示具體動作，如：命令、允許、指示等，也能表示抽象的「致使」

概念。張提出「使役」與「致使」主要的差別在於 NP1「意願性」(volition)

及 NP2「操控度」(control)降低。使役動詞從意義可分為兩類：(1)命令類，

「使」、「令」、「教」、「著」、「叫」等；(2)任由類，如「縱」、「饒」、

「任」、「讓」等。「致使」的「致使性」(causativity)較「使役」高，在

意義上，「使役」明顯虛化後穩定地成了現今常用的「致使」用法。「致

使結構」依結構上的不同，可分兩種81：(1)成詞彙性的(lexical causative)，

如：英語中的“open”,“ melt”等含有動作加上結果概念的動詞；(2)創造性的

(productive causative)，如：“make”, “ let”等動詞構成的句式。更具體地說，

張所指的「使役結構」包含兩個名詞組，即「使役者」(causer)和「受使者」

(causee)，「使役者」是主要謂詞的操控者(也就是使役動詞的操控者)，「受

使者」則是從屬謂語(即下面的第二謂語)的操控者。(張麗麗，2006c：162)

結構形式如下： 

「NP1＋使役動詞＋NP2＋VP2(第二謂語)」(張麗麗，2006c：139) 

「使役」和「致使」用法的關鍵差異在於 NP1「意願性」及 NP2「操控度」

與行動具體與否。 

第二，從語義層面來看，「使令」，有兩種：(1)「支使」：表是使什

                                                 
81 此一部份為張麗麗(2005：121)中，引自 Nedyalkov and Silnitsky (1973)與
Shibantani(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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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如：叫叫叫叫他來)；(2)「致使」：表示使什麼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如：令令令令人高興)(宛

新政，2005：62，引自吳競存、梁伯樞，1992)。「使令」與「致使」的差

別在於「行動」，「使令」重「行動」，字面上的意思即「指使與命令」，

NP1常為「生命度高的人或是由人組成的團體」，「讓」和「叫」可以表

達「致使」或「使令」(姚肖鶯，2007)，如：  

(99) 見她沒有說話，我便讓讓讓讓廚師端上飯菜，又把他拉到我對面坐下，使她能

 看清我的每一個動作。       (姚肖鶯，2007：44) 

例(99)中的「讓」是「讓 2」，表示「命令、吩咐」義，而「廚師端上飯菜」

是具體的行動。范曉(2000)也同意「使令」表示「具體的動作行為」的說

法，使令句中的表示致使的動詞多表「動作行為」，「致使」關係隱含在

動詞中，在語用上使令句「重敘述或說明 A致使 B的結果或目的」(范曉，

2000：148)，據范的觀察，「使令」句是「使」字句(例 100a)的前身，「使」

字句中的「使、令、叫」等詞都是從表具體動作的動詞發展呈現在純粹「致

使」關係的(例 100b)，這樣的「致使」關係是「高度抽象」的，都已經不

在表示實在的動作了。 

(100) a.過了一星期，他使使使使助手來叫我了82。     

 b.他的舉止使使使使小蕾感到噁心。     (范曉，2000：146) 

「使」的演變與「讓」相似，「讓 1」表示高度且純粹的抽象致使關係，

而「讓 2」仍保有實在意義的動作行為，如：「允許、容任、任憑、命令」

等義。郭繼懋(2002)也提及表「使令」義時，「讓」、「叫」表「具體動

作」(例 101a)，可出現於「祈使句」(例 101b)，如： 

(101)a.他揮手讓讓讓讓我立即上車。 

b.老王，你快讓讓讓讓他們上車！      (郭繼懋，2002：41) 

表「使令」義時，NP2 的「自主程度」會受到影響(郭繼懋，2002：47)。

其他包含「使令」意義的動詞，如「請、求、叫」等(例 102)，皆為有具體

意義之動詞， NP1是這些「使令」動詞的「施事」，NP2則是 VP的「施

事」，基本上 NP1和 NP2都參與了 VP這個動作(朱德熙，1982)，如： 

(102)a.我請請請請你轉告他一聲。 
                                                 
82 「使」在現代漢語中作命令、派遣義已經很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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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很多人求求求求他幫忙。 

c.你叫叫叫叫食堂多作點飯。       (朱德熙，1982：163) 

例(102)NP1和 NP2的語義角色都是「施事」，對於 VP的參與度高，「請」、

「求」、「叫」在傳統語法為「使令」動詞，這些動往往常不能帶「著」

和「了」；但後面的 VP可帶「著」，有些還能帶「了」。一般來說，VP

中的動詞帶「著」作用為說明 VP所指的動作的方式。除了「讓」、「使」、

「叫」以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動詞也被歸類在「使令」中，如：「命令、

禁止、派」等(程祥徽，田小琳，1989：331-332)，「讓」表示「使令」意

義時，例句如下： 

(103)他在門口稍為停了一會兒，讓讓讓讓大家好把他看個清楚，……(張天翼《華

威先生》)      (程祥徽，田小琳，1989：332) 

整體而言，「使役」或「使令」表示具體的概念，動詞性強，詞彙意

義並未完全虛化，NP1帶有意志可發出命令、指令要求 NP2執行，而「致

使」說的是一種抽象且動詞性弱、語義漸漸虛化的概念，表示的只是一種

純粹的致使關係，NP1無意志，常表示一種「致因」且必有結果。最後將

上述分類整理成表(二-9)： 

表二-9、「致使」、「使役」、「使令」之特性與「讓」的關係 
 NP1 致使動詞致使動詞致使動詞致使動詞 NP2 VP 讓讓讓讓 致致致致使使使使 

意願性低 「使」、「讓」 操控性低 
抽象 

讓讓讓讓 1 意願性高 使使使使役役役役 施事 
「讓」、「使」、「令」、「教」、「著」、「叫」「縱」、「饒」、「任」 意願性高 使使使使令令令令 施事 
「使」、「叫」、「讓」、「命令」、「禁止」、「派」 

操控性高 
具體 

讓讓讓讓 2 

我們認為，「使令」與「使役」的特性相同，分析「讓」時無特別區

分之必要性，從核心語義看皆是指「允許、容讓、命令」的「讓 2」，NP1

為「施事」，與「致使」的語義特性明顯地不同，因此本文將表抽象致使

的「讓 1」歸類在「致使」中，而仍有具體義的「讓 2」歸為「使令」與「使

役」。 

2.3.2.3 「「「「讓讓讓讓」」」」的的的的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首先，我們可以藉由現代漢語的方言—閩南語來檢視現代漢語中「讓」

的共時語義，在閩南語裡，無論是表「致使」、「容許／聽任」等，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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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皆為「hō」，而表示「讓動」(yielding)時，「被動」義仍是「hō」的

發音，而「讓渡」的語音形式則為「niū」，這意味著當「讓」仍保有詞彙

意義，如：「禮讓」、「讓渡」等義時，語音形式與表「致使」、「容許」

等義的「hō」不同。鄭良偉等(2009)比較台灣閩南語與現代漢語中「讓」

字句形式，下表(二-10)中，鄭與程將「讓」分成「致使」與「讓渡」兩種

語義： 

(一)「致使」包括「主事者保持主事角色致使他人動作」（例 104a）、「容許

 ／聽任」（例 104b）。 

 (104) a.你別讓讓讓讓人看不起。 

   b.你讓讓讓讓我想一想。 

(二)「讓動」則分成：「被動」(例 105a)及「讓渡」(例 105b)。 

 (105) a.梅子讓讓讓讓她吃光了。 

      b.我讓讓讓讓王教授做主席。 

鄭與程所謂「致使」的例子(例 104)都是以有生的「人」作為主語，並未包

含無生的主語，我們認為是屬於較為狹義的分類，宜將表示抽象關係的「致

使」（即「讓 1」）與「允許、任憑、命令」義分開討論（即「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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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0、「讓動句型 kap 語法標誌」(鄭良偉、程俊源，2009：100)83 

周紅(2003)注意到漢語「使、叫、讓、令」等動詞的多義現象，周認為當

「讓」表示「派遣、命令」時(即本文的「讓 2」)(例 106a)與表抽象致使的

「讓」(即本文中的「讓 1」)不同(頁 108)。 

(106) a.他讓讓讓讓 2 我去拿碗。 

b.兩個老人整天在地裡操磨，我豈能老待在家裡鬧情緒呢？不出山，讓讓讓讓 2

全村人笑話！(路遙)<人生>                      (周紅，2003：108) 

要區分「讓 1」與「讓 2」還得看其本身的動詞特性。首先，「致使關

係」由兩個主要動詞(或兩個以上)「讓」與 VP 構成，包含兩個事件(或兩

個以上)，因此藉由檢視「讓」與 VP的最基本的動詞特性有助於分類的釐

                                                 
83 表二-10中之「使動」義詞即為「致使」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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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基本上，一個動詞通常代表一個「事件」，動詞包含了很多資訊，張

麗麗、陳克建、黃居仁(2000)就動詞與「事件」的關係提出動詞表達事件，

動詞內容與事件的參與者、執行方式、進行時間長短、地點等因素有關，

「核心動詞」會限制一個句子表達之內容或方式。張等人訂出「動詞語意

表達模式“Module-Attribute Representation of Verbal Semantics(MARVS)」，

簡稱“MARVS Representation”來表達每動詞義項的事件訊息結構。也就是

動詞的每個意義皆有其事件訊息結構(詳見圖二-9)： 

圖二-9、動詞與事件訊息結構(張麗麗、陳克建、黃居仁，2000：3) 

「事件訊息結構」含四種訊息，又依照「訊息直指事件本身」與「訊息涉

及事件的參與成分」分兩個層面： 

a. 訊息直指事件本身，包含了「事件類型」(event types)和「特質屬性」

(inherent attributes) 

b. 訊息涉及事件的參與成分，包含了「參與角色」(roles)和「角色內部

屬性」(role-internal attributes) 

基本上，「事件類型」由不同語義單位組成，這些語義單位為「事件模組」

(event module)，每個模組可相互結合，形成「事件架構」(event structure)，

每個「事件架構」代表一個「事件類型」。我們將上述文字敘述簡化如下： 

事件模組 1+事件模組 2+事件模組 3+……�事件架構＝事件類型 

我們將張等 (2000)與「讓」相關的「動詞事件的結構訊息」列表如下(表

動詞 
意義一： 事件訊息結構： 事件類型 特質屬性 參與角色 角色內部屬性 意義二： 事件訊息結構： 事件類型 特質屬性 參與角色 角色內部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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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 

表二-11、動詞意義之事件結構訊息 
 事件訊息結構事件訊息結構事件訊息結構事件訊息結構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次類次類次類次類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控制

(control) 
主事者可以操控該動作或狀態，帶有此屬性的動詞可以搭配命令句 

[+control] 你別太高興高興高興高興！[-control] 
 *別到達到達到達到達 

訊訊訊訊息息息息 直直直直指指指指 事事事事件件件件 本本本本身身身身 

「特質屬性
(inherent 
attributes) 

描述事件本身特質的屬性。 

已然
(realized) 

不能被「不」否定的動詞，表示該動詞的核心概念中已經表示這是一個「事實」，不容我們否定執行的意願或其存在的狀態。 

[+realized] 
*我不以為以為以為以為他走了。 
[-realized] 我不認為認為認為認為他走了。 參與角色(roles) 

事因
(cause) 

表事件之肇因。 
大家的問候大家的問候大家的問候大家的問候溫暖了我的心。 訊訊訊訊息息息息涉涉涉涉及及及及事事事事件件件件的的的的參參參參與與與與成成成成分分分分 

角色內部 屬性
(role-internal 

attributes) 

意志
(volition) 

指主事者具有行使此動作的意圖。 

[+volition] 我一定要等等等等他。 
[-volitioon] 
*我一定要遇見遇見遇見遇見他。 

首先，張等提出「控制」(control)是對該動作或狀態具可操控性，具有此

屬性之動詞可搭配命令句，可利用否定命令句「別……」檢驗。第二，張

等人也提出含「已然」(realized) 84屬性的動詞不能被「不」否定，表示此

動詞之核心概念中已經包含「已然」屬性，由於其語言行為已成立，因此

不能再否定其執行的意願或存在之狀態了85。第三，「參與角色」(roles)中

的「事因」(cause)意思是表示事件之肇因，像是「減肥真累、我很高興你

能來」中的「減肥」、與「你能來」分別是「真累」與「我很高興」的原

因。值得注意的是，「事因」和詞庫中原有的「致使者」(causer)有關，如：

「顏色的變換
‧‧‧‧‧

豐富了視覺感受」、「大家的問候
‧‧‧‧‧

溫暖了我的心」，而且在這

樣的情形下多搭配情緒動詞，情緒動詞的論元結構常帶有「事因」，因為

情緒動詞前常常會出現一個子句，表示引發該情緒的原因(例 107)。 

(107)你那麼晚回來，讓讓讓讓媽媽覺得很難過。 

(張麗麗、陳克建、黃居仁，2000：12) 

                                                 
84 原文翻譯「事實」。 
85 張等人提及「不」的作用是用來否定主事者(NP1)從事某事的意願或否定一個狀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69

例(107)中的「你那麼晚回來」是「媽媽覺得很難過」情緒產生的原因。第

四，張等人定義之「角色內部屬性」(roles internal attributes)中「意志」(volition)

影響動詞的使用狀況的角色本身的特性，帶「意志」指的是主事者是否有

執行動作之意圖，可以用副詞「一定」86檢驗(例 108)。 

(108)a.我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等他。 

 b.*我一定一定一定一定要遇見他。  

利用「一定」便可檢驗出：「等」可以表達主事者的意圖而「遇見」則不

行。 

我們將上表中張等人對於動詞特性與「讓」字句相關的部分結合討論。

致使結構「讓」字句中包含兩個事件，我們認為「讓 1」和「讓 2」本身的

「特質屬性」有所不同，前者具有[+已然] (例 109a, b)、[-控制] (例 109c)，

後者則相反(例 109d, e, f)；兩者涉及事件的「參與角色」與「角色內部屬

性」也有所差異，「讓 1」NP1的「參與角色」為「事因」(例 109a)，「讓 2」

的 NP1具有[+意志]的「角色內部屬性」(例 109e)。 

(109) a.他讓讓讓讓 1 我難過。 

    b.*他不讓讓讓讓 1 我難過。 

 c.*別讓讓讓讓 1 他難過。 

 d.他不讓讓讓讓 2 我難過。 

 e.別讓讓讓讓 2 他難過。 

 f.他故意讓讓讓讓 2 我難過。 

2.3.2.4「「「「讓讓讓讓」」」」的相關的相關的相關的相關語義語義語義語義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從之前「讓」的歷時演變我們也可以看出「讓 2」保有的語義是較原始

的，如：「允許」、「容任」、「命令」、「要求」等，表抽象致使關係的「讓 1」

                                                 
86一般檢驗 NP1的意志都用副詞「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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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命令」義演變而成的，因此從歷時角度考察，「讓 1」與「讓 2」在

語言連續變化過程中，「讓 1」的意義仍未完全虛化，「讓 2」保有較實在的

詞彙意義。下面我們就以往研究中「讓」之分類加以討論。 

(一一一一) Teng[鄧守信鄧守信鄧守信鄧守信](1989, 2005) 

根據 Teng(1989, 2005)的研究，結果補語結構(resultative complement 

construction)與兼語句(又稱間接祈使句)應與致使結構區分開來，結果補語

結構非致使結構(例 110)，致使動詞後面可直接加上補語 (例 110)87。 

 (110)a.她把衣服洗乾淨了。 

 b.*她洗衣服乾淨了。         (頁 283) 

(111)a.這件事使使使使他很生氣。 

 b.*這件事把把把把他使生氣。        (頁 284) 

例(110b)中的「洗」是簡單動作動詞，「乾淨」為其結果，但是「洗」不能

算是「乾淨」的原因，只能說兩者間有一定程度的關連；例(111a)的「把」

雖然符合致使的語義框架，但「把」後面不能加補語，而「使」可以。 

 致使結構和兼語句(例 112)不同，兼語句在事件 2 中不能加上狀態動

詞，Teng 藉此驗證一般被歸類在兼語句中的使令(也作「使役」、「兼語」)

動詞「催」、「勸」、「請」都不是致使動詞例(112)。 

(112)a.我催催催催他趕快交所得稅 

b.*我催催催催他快醉。 

c.我們都勸他多喝一點酒。 

d.*我們都勸他快樂。 

e.學生請他簽名。 

f.*學生請他舒服。        (頁 284-285) 

此外，狀態動詞(state verb)不會出現在肯定祈使句(例 113)。 

(113)a.*快一點兒醉！ 

                                                 
87Teng(1989, 2005)指出「致使」動詞後面的成分不只限定於狀態動詞，也可能是其他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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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drunk quickly! 

 b.*快樂一點兒！ 

 *Be happier! 

 c.*舒服！ 

 *Be comfortable!           (頁 285) 

Teng指出致使句的語法形式為：「NP1+致使動詞＋NP2＋VP」，NP1

是「事件 1」，NP2+VP為「事件 2」。Teng將現代漢語中的「讓」細分為 

「讓 1」(例 114a)和「讓 2」(例 114b)以及被動用法例(114c)，像例(114)這

樣的句子，在沒有明確上下文時，存在歧義的現象，此點可從英文的翻譯

中看出。 

(114) 我讓讓讓讓他說了幾句。 

a.I had him say a few words. (讓 a) 

b.I let him say a few words. (讓 b) 

c.I got criticized by him.  (被動)      (頁 289) 

為了不與本文架構中的「讓 1」與「讓 2」混淆起見，我們將 Teng的「讓 1」

與「讓 2」依照其核心語義寫成，「讓 a」、「讓 b」。Teng的架構裡的「讓 a」

與「讓 b」的定義分別為如下： 

「讓 a」：施事 1 授權授權授權授權施事 2行動(Agent1 authorizes Agent2 to act.) 

「讓 b」：施事 1 容許容許容許容許施事 2行動(Agent1 concedes to the will of Agent2.) 

此外，Teng還指出「讓 a」對於南方人來說難以分辨，但詳細原因不清楚。

以核心語義而論，「讓 b」具有「權力」(authority)的特質，雖然存在「權力

等級」(hierachy of authority)但其實 NP1是否具有「權力」並非為絕對的關

係，而是一種相對性(relative)的概念，這樣的關係是需借助上下文判斷

(contextual)。一般而言，「讓 a」中的 NP1「權力等級」通常是高於 NP2的

(例 115a)， 

(115)a.老師讓讓讓讓 a誰回答問題，誰回答；不要亂說話。 

 a’.*學生讓讓讓讓 a老師再解釋一下。      (頁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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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5a)中的「師生關係」對調，便會產生「社交失序」(social disorder) (例

115a’)。此外，NP1在執行 NP1所發出之要求前是否有做某事的「要求」

(desire)，也是分辨「讓 a」與「讓 b」的重點之一。「讓 a」句中的 NP2 是

否在 NP1發出要求前是否有做某事的「要求」(desire)是未知的，不像具有

「容許」(concession)義的「讓 b」，NP1所引發的事件中，NP2在 NP1所發

出要求前，有想要做某事的要求88。 

從語法上來看，「讓 a」不包含結果的活動(activity without containing any 

result」，如： 

(115)a.老師讓讓讓讓 a他回答那個問題。 

a’.老師讓讓讓讓 a他回答那個問題，可是他不肯。   (頁 292) 

例(115)的「他」未必已經執行了「回答那個問題」的行為，因此例(115a)

也可以寫成例(115a’)，仍合乎語法，因此，「讓 a」中的事件 2未必已經發

生(perfective reading)，可以是已經發生，也可能仍未發生，不過如果 

「讓 1」的事件 2後面加上時貌助詞「了」，事件 2就一定是已發生事件(例

116)。 

(116)a.老師讓讓讓讓 a他回答了那個問題。 

a’.*老師讓讓讓讓 a他回答了那個問題，可是他不肯。 

b.他讓讓讓讓 a 秘書打了封信。 

b’.*他讓讓讓讓 a 秘書打了封信，可是她不肯。 

在句法上如何區分「讓 a」與「讓 b」呢？Teng利用否定「不」來檢視 

「讓 a」和「讓 b」的不同，「讓 b」因為含「容許義」可以和「不」連用，

但是在否定詞「沒」出現的句子中還是難以釐清兩者的意思(例 117)。此外，

只有「讓 a」後的事件 2能為祈使句(例 118)。因此以「不」否定和事件 2

能為祈使句與否成為檢視「讓 a」和「讓 b」的依據。 

(117)a.他沒讓讓讓讓 b我回答那個問題。 

He did not let me answer that question. 

                                                 
88 (原文)：The feature‘concession’ is crucial in the definition of ràng2, as it is presupposed 
that Agent2 has a desire to do something the action by Age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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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他沒讓讓讓讓 a我在這裡等人。 

He did not have me wait here for someone. 

 (118)a.他讓讓讓讓 a我別修車了。 

 *He had me not work on a car. 

 b.*他讓讓讓讓 b我別修車了。 

 *He let me not work on a car. 

Teng還從按照兩個事件的動詞之間的關係89，從「施事」和「受事」

的語義分析切入「致使結構」的核心，我們將其分析簡列如下： 

表二-12、NP1 與 NP2 之語義角色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1 讓讓讓讓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2 

NP1語語語語義角色義角色義角色義角色 
NP1 

其他其他其他其他成分成分成分成分 
讓讓讓讓 

NP2語語語語義角色義角色義角色義角色 
NP2 VP 我 故意 讓 b 施事施事施事施事 他 解釋一下兒。 施事施事施事施事 我 故意 讓 b 受受受受事事事事 他 嚇一跳。 那個電影 讓 a 施事施事施事施事 他 茶飯都喝不下。 受事受事受事受事 他的為人 讓 a 受事受事受事受事 我 很失望。 

最後，在「致使結構」中，NP1為「施事」(例 119a)，當 NP1是包孕句中

的「施事」時(the Agents of the embedded sentence)，「讓」表示被動(例 119b)。 

(119)a.我讓讓讓讓孩子捎個口信。 

b.他又讓讓讓讓人請去蓋房子去了。(被動)      (頁 296) 

例(119b)中的「他」是動詞「去蓋房子去了」的「施事」，是動詞「請」

的賓語，而例(119a)中的「我」是整句的「施事」也是「主語」。 

綜上所述，「讓」字句 NP1 與 NP2 語義角色既可能是「施事」又可

能是「受事」，Teng依照「讓」的 NP1是否有權力、NP2在 NP1的行動

前是否有預設想做別的事情的要求以及能否以「不讓」否定等方式區分 

「讓 a」與「讓 b」。 

我們認為，Teng對於「讓」的分類，在前述「讓」的歷時演變中，「不

讓」並非表示命令義的「讓」的否定形式(張麗麗，2006b：355)，Teng 的

「讓 a」表示「命令」義，在「讓」歷時演變中，在前面不能加上「不」

                                                 
89 所謂兩個事件中的動詞的關係只在「事件一」的動作(actions)與「事件二」中的結果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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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符合張麗麗(2006b)曾提出「不讓」只表示「不准、不允許」的意思，

而非「不命令」之意(詳見表二-13)。 

表二-13、Teng(1989, 2005)「讓」的分類標準 
 核心核心核心核心語義語義語義語義 

條件條件條件條件 語法形式語法形式語法形式語法形式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本文本文本文本文分類分類分類分類 讓讓讓讓 a 授權 
NP1授權
NP2行動 
 

NP2在 NP1的行動前沒有任何預設的要求做別的事情。 
 

a.不能以「不讓」否定： 例：*金生不讓讓讓讓 a靈芝接著說完。
(ràng1) 
Agent2不能有拒絕 Agent1發出的請求 
b.後面可接否定，如： 例：他讓讓讓讓 a我別出聲。 
c.事件 2可為祈使句，如： 例：他讓讓讓讓 a我別修車了。 

1.金生讓讓讓讓 a靈芝接著說完，靈芝便…… 
 
2.他身體好了以後，領導讓讓讓讓 a他到中央民族學院學習。 

讓 2 

讓讓讓讓 b  容許 
NP1容許
NP2的意願。 
 

NP2在 NP1的行動前有預設的要求想做別的事情。 
 

a.能以「不讓」否定： 例：把門的不讓讓讓讓 b他進去。 
Agent2能拒絕 Agent1發出的請求，但實際上很少出現。 例：*把門的讓讓讓讓 b他不進去。 例：*學校讓讓讓讓 b我不教書 
b.事件 2可不為祈使句，如： 例：*他讓讓讓讓 b我別修車了。 

1.把門的讓讓讓讓 b他進去。 
2.他不讓讓讓讓 b他的兒子看電視。 
 

讓 2 

我們從歷時演變、「讓」的特性以及 NP1的語義角色，在本文中將 Teng

架構中表命令的「讓 a」與允許、任憑意義的「讓 b」一併稱為「讓 2」。原

因有幾個：第一，在否定時，兩者的語義是重疊的，皆表示「不准、不允

許」；第二，從歷史語義來看，表抽象致使關係的「讓」是從命令義分化

而來的，Teng未將此語義的「讓」獨立出來，本文主張將表示抽象致使關

係的「讓 1」與允許、命令義的「讓」分開。下面綜合整理 Teng架構下「讓」

的分類(表二-13)。 

(二二二二) 陳昌來陳昌來陳昌來陳昌來(2003) 

含致使義的「使、讓、叫、令、要」等為「封閉類動詞」，成句時一

定要與其他動詞一起出現，形成典型的「兼語句」，語義特徵[+致使]、[±

自主]，與「致事」(致使者)、「使事」(致使對象，也就是兼語)及「補事」

(致使結果，以 VP表示)語義成分一起出現(陳昌來，2003：51)。陳認為致

使動詞為漢語動詞中的一特殊小類，且在動詞的「動作性」上，致使動詞

僅次於動作動詞，與其他動詞動作性強弱序列如下： 

動作動詞>致使動詞>情緒心理動詞>認知心理／狀態動詞>性質動詞>關係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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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結構是由「致事」(NP1)、「使事」(NP2)、「補事」(VP)90所構成的。「讓」

表抽象致使(即本文「讓 1」)，被列為封閉類91致使動詞中的三元致使動詞，

當「讓」表抽象致使時，「致事」與「施事」不同，因為「致事」不一定

具有自主性和施動性，尤其在致使結構中，沒有施動性並且也無具體動作

行為，且致使動詞相當一部份是不具體的動作(也有具體的)如： 

 (120)他讓讓讓讓鴿子飛出去了。      (陳昌來，2003：97) 

陳解釋例(120)中如何「讓鴿子飛出去」是不清楚的， NP2 受到的影響往

往是不具體的，影響結果必然體現在語義結構中──產生新的性狀或有了新

的動作(陳昌來，2003：43-51；93)。 

表二-14、「致事和使事」與傳統「施事與受事」語義特徵表格 

 

 

(三三三三) 陳純音陳純音陳純音陳純音(1996) 

根據陳，「讓」字句基本上分為「致使」與「被動」兩類，當表示「致

使」義時，兩個事件間有因果關係(例 121a)，不過有部分「讓」字句只表

達單一事件(例 121c)。 

(121)a.他讓讓讓讓我去。 

b.老王讓讓讓讓我很佩服 

c.他的行為讓讓讓讓很多人都唾棄 

陳認為表面上主語雖然是「老王」與「他的行為」，語義上為動詞「佩服」

和「唾棄」的受事。藉「反身帶名詞的指涉」(interpretations of reflexives)，

部份「讓」字句與「被」字句可以代換(例 122)。 

(122)昨天張三讓讓讓讓李四狠狠地罵自己的兒子。 

陳解釋例(122)的自己有兩種可能：(一)當「自己」為「張三」時，「張三」

                                                 
90 在「NP1＋讓＋NP2＋VP」的架構下，這裡指的「致事」即“NP1”、「使事」即“NP2”「補事」即“VP”。 
91 陳昌來(2003：51)：「Vn類動詞中單純致使義動詞是個封閉的類，只有「使、叫、讓、令、要」幾個，其他致使動詞多數是 Vb類動詞。」 

 致事 施事 使事 受事 語義特性 
[+致使] 
[±自主] 
[±施動] 

[+自主] 
[±施動] 

[+新變化] [±新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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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李四」指責自己小孩的「影響」(affectedness)，為「間接被動」，其

中的「讓」為本文表被動的「讓 3」，可改寫成被動結構「昨天張三被被被被李四

狠狠地罵自己的兒子」；(二)若「自己」指的是「李四」時，則為「致使結

構」，由於「張三」而導致「李四」罵自己的「李四」兒子，也就是相當

於本文表示「允讓、容讓、任憑」義的「讓 2」。陳對於「讓」字句的「致

使」與「被動」的區別有待商榷，如例(123a)陳認為是「致使」用法，而

例(123b)則為「被動」用法。 

(123)a.我會讓讓讓讓他去。     (陳純音，1996：32) 

b.他真讓讓讓讓我羨慕。     (陳純音，1996：33) 

我們推論，陳所指的「被動」是利用 NP2 是否受到「影響」(affected)及

VP「羨慕」能還原為「我真羨慕他」而將「他」當成「受事」，因而定義

為「被動」。 

 不過根據本文定義例(123)皆屬於致使，例(123a)的「讓」為表允許義

的「讓 2」，例(123b)的「讓」是表示抽象致使關係的「讓 1」,「他」是造

成結果「我羨慕」的原因。 

(四四四四) 石毓智石毓智石毓智石毓智(2006) 

石毓智(2006：60)將「讓」分成「普通動詞」和「兼語動詞」，其語義

特徵分別為： 

a. 「使令義」：NP1 支使支使支使支使、、、、致使致使致使致使、、、、指派指派指派指派、、、、命令命令命令命令 NP2做某種事情，NP1 和

NP2指的通常是人，如： 

 (124)三個人來到樓上客位裡，武松讓讓讓讓哥嫂上首坐了。(水滸傳二十四回)」

            (石毓智，2006：64) 

b. 「容任義」：NP1 禮讓禮讓禮讓禮讓、、、、容許容許容許容許、、、、任憑任憑任憑任憑 NP2做某種事情，NP1 和 NP2可以

是人、事物或者情況，NP2 不一定按照 NP1 的意願行事，如： 

 (125) 你見我閃開條路讓讓讓讓你過去。     (同上) 

從上述的定義來看，石認為表「使令義」為「普通動詞」而「兼語動詞」

則表「容令義」，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 NP2 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決定執行

不執行 NP1所發出的動作或要求。表使令義的「讓」包含支使、致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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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命令等義，石把致使與命令義併為一類，為普通動詞，表容任義的「讓」

包含禮讓、容許、任憑視為兼語動詞。 

 我們對於石的分類提出三點補充：首先，我們認為石的分類其來有自，

因為致使的前身便是支使、指派、命令的意思，而容許、任憑是從禮讓、

謙讓所衍生出來的。其次，針對這樣的分類，我們提出 NP2 按照 NP1 意

願形式與否的分類標準有模糊地帶，以 NP1的語義角色及事件 2的類型等

語法語義標準檢驗會更具體。最後，根據我們的觀點，原始語義「禮讓」

是有實在且具體意義的動詞，可以直接加上受詞形成完整且和語法之句子

(例 126a)，而容許及任憑必須搭配一個子句型才能成句(例 126b)，再者，

支使、指派、命令等義仍具有具體意義(例 126c)，而「致使」是一種抽象

概念(例 126d)，因此石的「使令義」的「致使」宜分開討論。 

(126)a.你是哥哥，得讓讓讓讓 2弟弟。     (筆者提供) 

b.爸爸讓讓讓讓 2 我出去。      (同上) 

b’.?爸爸讓讓讓讓 2 我。       (同上) 

c.導演讓讓讓讓 2 我給他倒茶。     (同上) 

d.這個消息讓讓讓讓 1 我很失望。     (同上) 

(五五五五) 姚肖鶯姚肖鶯姚肖鶯姚肖鶯(2007) 

姚肖鶯(2007：181)進一步將「容任」分成：「容許、允讓」及「憑任、

聽任」，「容許、允讓」表示「情願性的指令」；「憑任、聽任」表「不情願

的允許」。姚認為致使語義弱化過程為：「使令�允許�聽任」，故「讓」在

表「使令」義時的致使語義是最強的，而表「聽任」的部分最容易與被動

義的「讓」混淆。姚提出「讓」除了抽象致使義還有「容任、允讓、聽任、

允許」等義。此外，「讓」的歧義在某種句法條件下特別容易產生，也就

是「讓」表示「容任」義時，因為 NP1 容任 NP2 是否執行其指令，不過

這樣的歧義只要有清楚上下文或透過交際溝通都能被分辨出來。 

(六六六六) 陳力陳力陳力陳力(2003) 

關於表被動的「讓 3」，陳提出在被動結構時，與「被」字句相比，表

被動的「讓」多用於表達假設及未然事件，且「被」字句主語的被動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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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讓」字句高(陳力，2003)。 

(七七七七)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在語法上致使動詞後不直接加上補語，與間接祈使句不同，事件 2 

(NP2+VP)中後面可加上狀態動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動詞的「特質屬

性」來看，由於多數狀態動詞多半沒有控制度(control)，因此不能出現在

祈使句中。語義上，「讓」字句的 NP1有[+致使]、[±自主]、[±施動]的語義

特性，且事件 2有新變化或行動。當「讓」表抽象致使時，NP1 為無施動

性與自主性的「致事」，所表示的動作行為有一部份不具體。根據我們的

觀察，NP1為「致事」或「施事」語「讓」的分類有密切之聯繫。 

Teng將「讓」分成表授權的「讓 a」與表容許的「讓 b」，主要是以 NP1

是否有高於 NP2的「權力」為分類標準，「讓 a」前不能加上「不」否定，

而「讓 b」可以。本文的架構將 Teng的「讓 a」與「讓 b」合併成「讓 2」，

並且將表抽象致使的「讓 1」獨立出來。 

2.3.2.5「「「「事件事件事件事件」」」」(event)與與與與「「「「狀態狀態狀態狀態」」」」(state) 

前述述中「使令」與「致使」的區別之一在於前者是使 NP2「做什麼」，

後者是使 NP2「怎麼樣」，此特點與 NP2＋VP(即「事件 2」)是否為「事件」

或「狀態」有關連。這裡所說的「事件」(event)是狹義的，與「狀態」(state)

相對的，與前述的致使包含的兩個「事件」不同，為了避免混淆起見，我

們將致使結構中的兩個事件分別以「事件 1」(NP1)及「事件 2」(NP2+VP)

標示，以區別相對於「事件」與「狀態」的概念。「讓」後面的「事件 2」

不少研究都提出「已然」、「未然」及「實然」、「非實然」等概念，我們也

將在本文的 2.4.2.3小節一併討論。 

基本上「狀態」有別於「事件」，Jackendoff(1983: 170)提出在英語中可

以藉由問“What happened was that ……(發生的事情是……)”來檢視「事件」

(events)與「狀態」(states)： 

(127)「「「「事件事件事件事件」」」」(events) 

a.What happened was that the rock fell off the table.(發生的事情是那塊石

頭滾下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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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狀態狀態狀態」」」」(states) 

b.?What happened was that Max was in Africa.(?發生的事情是 Max(之前)

在非洲。) 

可以用“What happened was that ……”的(127a)句中的“the rock fell off the 

table.(那塊石頭滾下桌子)”是一個「事件」，而當表示「狀態」的(127b)句“Max 

was in Africa.(Max在非洲)”就不適用於此一原則。因此英文中「事件」可

以利用「發生了什麼事」(what happen)，「狀態」可以問「怎麼樣」(how)

來驗證。 

 關於「事件 2」的特性，湯廷池(1999：95)提出「兼語動詞」後面的動

詞，當表「使令」義時常為「動態」(actional)或「行動」(activity)動詞(例

128a)，而表「致使」義常為「靜態」(stative)或「事態」(state)動詞(例 128b)。 

 (128)a.他﹛叫／要／逼／勸﹜我﹛走開／吃飯／唱歌／*像你／﹛拿／* 

  有﹜錢﹛接受／*收到﹜你的建議﹜。 

  b.他的話﹛使／真叫／沒讓﹜我﹛佩服／滿意／感到意外／?*相信／ 

  走開﹜。        (湯廷池，1999：95) 

連金發(2006: 28)引用 Smith(1991)提出：「靜態是指沒有變化的狀態，既沒

有起頭也沒結尾，動態是指有變化的事象，涉及「施事性」(agentivity)、「自

主性」(volitionality)及能量(energy)，並可以用祈使式、方式副詞等條件加

以鑑定。」我們認為在某種程度上，「事件」與「狀態」與「動態」和「靜

態」有一定的關連，可用來區分表抽象致使的「讓 1」後「事件 2」多半為

靜態「狀態」與表允許及命令義的「讓 2」後面常接動態「事件」的區別。 

綜言之，「事件」表示具體的行動而「狀態」表示靜態的結果。依「讓」

的特性，我們提出「讓 2」後的事件 2多為「事件」，「讓 1」則多為「狀態」，

且常表示「情緒」，情緒動詞的論元結構常帶有「事因」，情緒動詞前常出

現一個子句，表示引發此情緒的原因，此時的「讓」多為表抽象致使的 

「讓 1」。「讓 1」後必帶結果，也就是多為「已然」的狀態，而「讓 2」的

事件 2則多為「未然」的行動(關於「已然／未然」及「實然／非實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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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別詳見 2.4.2.3)。不過，究竟已然與未然是否可以當成劃分「讓 1」與 

「讓 2」的標準，則有待更進一步的驗證。此外，在語法形式上，我們認

為利用 Teng(1975)的動詞三分，所謂的靜態的「狀態」包含狀態動詞(多半

是被動狀態)、帶結果補語的動詞；動態的「事件」則包括動作動詞、變化

動詞。 

2.3.3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讓」的分類紊亂的原因在於歷時演變中「讓」的語義逐漸虛化，但

是同時又保有部分原始的語義，因此分析「讓」字句時，若為將「讓」分

類，便能將一些容易產生歧義、似是而非的句子分得更清楚，譬如我們一

開始提到學生的病句「一部電影好不好看，要看它讓不讓我難過」便是將

「讓 1」的意思錯用了「讓 2」的句法所致。我們認為「讓 2」仍保有一些

具體行為，是一個實在的動詞，此外，「讓 2」在表示「聽任」、「容任」等

義，也就是在 NP1 對於 NP2 是否一定要執行其指令或要求的態度是模糊

的，因此容易與表示被動的「讓 3」混淆，產生歧義。從「讓」本身的核

心意義來看，「讓 1」為「已然」，前面不能加上「不」否定，而「讓 2」

則不受此限。 

在本文中，不論 NP1和 NP2語義特徵為何，其中的「作用與效應」及

「致使」關係是恆常不變的，故一律稱為「致使」，根據本文觀察，「致

使」所涵蓋的範圍是比「使役」與「使令」高的。 

整體看來，我們觀察到：(1)「讓 1」中的 NP1無意願，參與度低(甚至

沒有)，事件 2常為「已然」表示一種狀態變化，NP1是其「致因」，時常

搭配情緒類的 VP，NP2操控度也低(或甚至沒有操控度)，受到的影響度較

全面；反之，「讓 2」中的 NP1 具有高度意願性、事件 2多為「未然」、

NP1 意願高，參與度高且 NP2 操控度也高，受到的影響度較片面；(2)以

「行動具體」程度、「NP1的意願性」或「NP2的操控性」高低作為依據

的分法其實仍有些籠統，尤其所謂的「行動具體」、「意願性」和「操控

性」常需要藉由上下文來判斷，我們認為再以「格語法」的「施事」和「致

事」來定義 NP1的語義角色、「事件 2」為「狀態」或「事件」及「已然」

或「未然」等其他語義參項等會為更精準；(3)表抽象「致使」義的「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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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句法上有較多限制，如：不能以「不」後否定，也不能出現在整反

問句「V-不-V」中，動詞性也較「讓 2」弱，後面的事件 2也有一定的限制

條件，比方說，多為「狀態」並且通常與心理狀態相關，NP1多半只是表

示一種原因，為「致使輕動詞」，保有實在詞彙意義的「讓 2」為普通「致

使動詞」。我們認為藉由區分表示動態活動、動作的「事件」與表示結果、

靜態的「狀態」；(4)最後，「致使動詞」不同於一般的「使令動詞」與「兼

語動詞」，「使令動詞」與「兼語動詞」不加上 VP 也可以獨立成句，而

致使動詞「讓」一定要加上 VP方能形成完整的句子。 

2.4 篇章與語用篇章與語用篇章與語用篇章與語用的的的的相關相關相關相關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在 Halliday的功能語法架構下，三大功能包含「概念」(ideational)、「篇

章」(texual)與「人際」(interpersonal)功能。第一，「概念功能」指的是「語

言對人在現實世界(包括內心世界)中各種經歷加以表達的功能(朱永生、嚴

世清，2001：24)」，涉及的成分包含「各種事物、參與者、屬性、動態過

程、環境因素等」語義單位(鄭貴友，2002：105)，屬於語義層面的功能。

第二，「篇章功能」是「語言使本身前後連貫、並與語域(register)發生聯繫

的功能」(朱永生、嚴世清，2001：24)，也就是各種概念成分組成篇章後，

彼此間的聯繫，讓「概念功能」及「人際功能」得以實現(鄭貴友，2002：

105)。第三，「人際功能」則是「講話者運用語言參加社會活動的功能」(朱

永生、嚴世清，2001：24)，也就是說此功能涉及交際雙方，反映出某一方

的要求、對某種事物的估計、交際雙方的社會地位或關係親書等(鄭貴友，

2002：105)。 

換言之，「概念功能」相當於傳統語法分析的語法、語義功能，「篇章

功能」包括「主位系統」(thematic)、「信息結構」(information)、「銜接(cohesion)

與連貫」(coherence)，「人際功能」即語用功能，包括「情態」(modality)、

「語氣」(mood)、「語調」等成分之分析(朱永生、嚴世清，2001：27-28)。

若從句子的長度來看，概念功能涵蓋的範為為詞、短語或單句，而篇章功

能與語用功能則著重於跨句各成分間的連結關係。 

本小節分為兩個部分：「篇章功能」及「人際功能」，簡單介紹一些相

關理論概念，以及與「讓」字句相關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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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以上述語義、語法研究為基礎，將結合篇章和語用概念，介紹與

「讓」字句相關的理論，如「讓」字句具有「因果關係」及「致使力」以

及「讓 1」、「讓 2」等概念在篇章及語用方面的功能。 

2.4.1 篇章功能篇章功能篇章功能篇章功能 

目前的研究對於「讓」字句在篇章中功能不如語義與語法方面豐富，

篇章研究注重結合語境及跨句體，篇章功能包括「主位系統」、「信息結

構」、「前後景」(foreground and background)及「銜接與連貫」，後三項與「讓」

字句較為相關，以下先介紹其理論概念以及文獻中有關致使結構「讓」字

句的部分作初步的整理。 

2.4.1.1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結構結構結構結構」」」」、、、、「「「「前後景前後景前後景前後景」」」」、、、、「「「「準準準準分裂句分裂句分裂句分裂句」」」」 

((((一一一一)))) 信息結構信息結構信息結構信息結構    

在「信息結構」中，信息一般分為兩大類：(1)「已知信息」(或舊信息):

指定指或預設的信息；(2)「新信息」：指不定指或斷定(asserted)的信息。

「前景」與「後景」(兩者又稱「信息重心」)與「信息結構」有密切的關

係，「前後景」屬於「子句層面」，而「信息結構」者則屬於「短語層面」

(屈承熹，1998，2006，潘文國等譯)。 

「信息結構」是已知信息和新信息相互作用的結構，「已知信息+新信

息」為最常見的信息單位結構，新信息常為句中最後一個位置，且通常不

能省略(胡壯麟等，1980：143，145，148)。不過在現代漢語中，已知信息

也可以用來表達新消息，具有較高信息值(屈承熹，1998，2006，潘文國等

譯)。 

((((二二二二)))) 前景與後景前景與後景前景與後景前景與後景    

根據屈承熹(1998，2006：163，171-174，179-182)，「前景」和「後

景」可按照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決定，前景資料可直接影響事件的進展，

含較高信息值，多為未知信息，常用高及物性動詞(即動作動詞)表示；反

之，後景不影響事件的進展，所含信息值較低，一般為已知信息，多用低

及物性動詞(即狀態動詞)和／或從屬結構表示。在一般情況下，兩者遵守

「BFP 原則」(Background-to-Foreground Progression)，也就是在無任何特

別標記下，應是由後景向前景推進，由已知情景(或事件)到未知情景(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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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順序。「後景」具有三項特性： 

(i) 事件線索：對前景與後景最傳統的視角，包括時間順序。 

(ii) 情景設置：構建下一個事件或情景的基礎，是形成從後景自然向前景過

渡(即 BFP)的基礎。 

(iii) 降低權重：主要事件或情景的權重降低，以便其他事件或情景更加突

出。   (屈承熹，1998，2006：171，173，潘國文等譯) 

「前景」與「後景」的不同也可以從語法結構上來判斷，漢語的「關係子

句」、時貌標記「在」、「著」、「起來」，從屬結構與名詞化結構皆可

充當後景，而「了」為高峰標記表示前景，而接在動詞後表示動作完成的

「了 2」則表示後景。時貌標記充當前後景的可能度排列如下圖： 

 
圖二-10、體標記充當前景後景的可能度(屈承熹，1998，2006：62，潘國文等譯) 

最後，我們以表(二-15)呈現屈承熹(1998，2006)對前後景的定義： 

表二-15、篇章功能：前景與後景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 後景後景後景後景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接影響事件的進展，含較高信息值，多為未知信息 

不影響事件的進展，所含信息值較低，一般為已知信息 外顯標記外顯標記外顯標記外顯標記 了(高峰標記)、起來 過、著、在  語法形式語法形式語法形式語法形式 高及物性動詞(即動作動詞) 低及物性動詞(即狀態動詞)、從屬結構、關係子句 

 下列是一段文字，「-起來」的前景功能比「著」、「過」的強，帶「-

起來」的句子為達到頂點的事件。 

 (129) a.小魚游來游去，非常可愛。 

   b.我很喜歡它， 

   c.媽媽答應給我弄幾條來， 

   d.可是沒有捉到， 

    e.我就大哭-起來。 

    f.這時，阿聰跑-了過了， 

前景 後景 

-了 1  -起來   -過    在-  -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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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看見我哭，及得直擾他……的腦袋。 (屈承熹，1998，2006：66) 

(三三三三) 準分裂句準分裂句準分裂句準分裂句(psuedo-clef sentence) 

 根據我們的觀察，「讓 1」常與「準分裂句」共現，如：「讓讓讓讓 1人難過的

是，他不覺得自己作錯了」，「準分類句」是指「……的是」句。何謂「準

分裂句」呢？湯廷池(1979：141-142)對「準分裂句」的定義為：「用判斷

動詞「是」與從屬子句標記「的」，把一個句子分成兩半，用以強調「是」

後面的詞語是句子的焦點」，而且有別於「分裂句」(「是……的」)的不同

之處在於「準分裂句」中的「的」與「是」總是連在一起，而且只能出現

於動詞與賓語之間，或謂語與主語之間，如： 

 (130)a.李先生迫切需要別人的同情。 

  b.李先生(所)迫切需要的是別人的同情別人的同情別人的同情別人的同情。 

  c.迫切需要別人的同情的是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李先生。    (湯廷池，1979：142) 

準分裂句「……的是」後面的為句子的「焦點」，如例(130b)中的「別人的

同情」與例(130c)中的「李先生」。 

 陳俊光(2007：173)提及「是」與「的」在篇章中有不同的分工，「是」

為「焦點虛詞」（即功能詞），「是」後面為句子的「對比」焦點。根據曹

逢甫、謝佳玲(2000)，分裂句中的「是」具有表達發話者「強調肯定、加

強認同的態度」。一般來說對比焦點的功能「在於糾正受話人對發話人預

設的誤解」且離「是」越近越易得到聚焦效果 (陳俊光，2010：134-137)。 

 準分裂句中「的」為「信息預設」標記，句末虛詞「的」前面的「詞

組（通常為動詞組）所帶的信息為已知的預設，及該信息已被發話者假定

為真」，也就是「預設其前的動作作為已知事實」(陳俊光，2010：174)。

針對「的」與「預設」關係，曹逢甫(1994：98)認為「的」表示一種預設，

即發話者「預設某一事件，如所預期的，在過去發生，慣常發生或將發生，

也就是說話者的預設是：事件的發生與預期的相符」。 

2.4.1.2  「「「「銜接銜接銜接銜接」」」」(cohesion)與與與與「「「「連貫連貫連貫連貫」」」」(coherence) 

在篇章中「銜接」聯繫不同的語言形式或成分，而「連貫」是指各種

概念或命題的聯繫，兩者是分開但關係密切的概念(許餘龍，2001)。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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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銜接」是顯性且客觀的，「連貫」是隱性且主觀的(鄭貴友，2002：

79)，「銜接」有外顯語言形式而「連貫」則是一種語義的概念，「銜接」下

的方式之一「連接」包含「並列」、「因果」，「逆轉」、「順序」(鄭貴友，2002：

38-44)等關係，其中「因果」與「讓」字句關係最密切。這裡的因果關係

是指一種廣義的因果關係，指的是只要具有因果相互承接的語義關係，

如：「因果」、「條件」、「目的」(鄭貴友，2002：41)。 

「讓」字句包含致使動詞「讓」及 VP 兩個動詞成分，基本上一個動詞

代表一個事件，「讓」字句中包含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獨立事件，Li 和 

Thompson(2006，黃宣範譯)研究「遞繫句」時提出兩個獨立事件可能有四

種關係，前兩種「連續關係」以及「目的關係」與本文的「讓」字句相關

的： 

(i) 連續關係(Consecutive)：一個事件發生在另一個事件之後。 

 (131) I bought a ticket and went in. (Li 和 Thompson，2006：420，黃宣範譯)  

(ii) 目的關係(Purpose)：第一個事件是為達到第二個事件的目的而發生。 

 (132) I bought a ticket to go in.        (同上) 

(iii) 交替關係(Alternating)：主詞輪流進行兩種動作。 

 (133) S/He walked back and forth.        (同上) 

(iv) 情境關係(Circumstance)：第一個動詞片語敘述第二個動詞片語或子句所

發生的情境。  

 (134) When s/he’s studying, s/he’s very engrossed.     (同上) 

(Li 和 Thompson，2006：419-420，黃宣範譯)  

總的來說，我們認為「讓 1」與「讓 2」和後面的事件 2存在著「連續

關係」與「目的關係」，「連續關係」注重事件發生的時間性，「目的關

係」則是強調事件之間的因果關係。 

再者，根據上述研究，我們初步推測能與部分「使」字句代換的 

「讓 1」可能多表「結果與狀態」，「讓 2」有表示「行動與目的」的傾向，

下一部分介紹更多關於「讓 1」、「讓 2」的邏輯語義關係─「因果關係」

上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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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3  「「「「複句複句複句複句」」」」與與與與「「「「邏輯語義關係邏輯語義關係邏輯語義關係邏輯語義關係」」」」 

「致使」存在「效應與作用」的「因果關係」，從語法上來看，體現

於「因果複句」中，再加上，「前後景」屬子句層次的議題，因此「複句」

此一語法概念在「篇章功能」的分析中佔重要的地位。在檢視「讓」字句

在複句中篇章功能分佈情形為何前，我們必須先提出兩個問題： 

一、何謂「複句」？ 

二、「讓」字句具有的「因果關係」，到底包含哪些具體的內容及特

性，與一般利用外顯形式的「因果句」(如：「因為所以句」)有何差

異？ 

在對這兩個問題進行闡述之前，了解「因果關係」有助於釐清相關問

題。「因果關係」存在於我們常生活當中，是人類普遍的經驗，我們藉由

審視「因果關係」的核心意義，找出其與「讓 1」與「讓 2」的聯繫。首先，

從「原型因果關係」來看，其特徵如下(Lakoff, 1994，梁玉玲譯)： 

1. 存在著一個做事的施動者。 

2. 存在著一個被動者，它經歷了一種變化，進入一種新的狀態。 

3. 特徵一和特徵二構成一單個的事件；它們在時間和空間上部分重

疊；施動者與被動者互相接觸。 

4. 施動者所做的部分(或是運動或是行使意願)先於被動者的變化。 

5. 施動者是能源；被動者是能量的目標；能量從施動者轉移到被動

者。 

6. 存在單個明確的施動者和單個明確的被動者。 

7. 施動者是人。 

8. a.施動者的主觀意願決定其行為。 

 b.施動者控制自身行為。 

 c.施動者對其行為和因此產生的變化負主要責任。 

9. 施動者運用其雙手、身體或某種器官。 

10. 施動者正注視著被動者，被動者身上發生的變化是可以察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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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施動者也察覺到這種變化。 

Lakoff(1994 : 74-75，梁玉玲譯) 

從上述之「原型因果關係」可看出，「讓」字句的「因果關係」是較

為間接的，即使當 NP1為「人」時，也不一定具備上述所有條件，或者說，

不一定要具備，尤其是一些「施動者」需具備主觀意願、控制(自身行為)、

對行為或變化負責及直接接觸(運用身體或雙手)等，都是致使「讓」字句

的 NP1不一定具備的。Lakoff(1994 : 75，梁玉玲譯)指出：「因果關係越是

直接，詞素就能越準確地表達原因和結果」，所以「殺」(to kill)和「導致

死亡」(cause to die)之間的因果關係是不同的，前者的因果關係是準確且直

接的，而後者沒有直間因果關係，表達的可能是一種間接的或偶然的因果

關係。由此可見，屬於「間接致使」的「讓」字句所表達的「因果關係」

也是較間接的。 

現在我們回到一開始提出的兩個問題：第一，「複句」是相對於「單

句」而言的一個概念，由兩個以上的單句組，也可以說，「句子中分不出

分句的是單句，句字中分得出的是複句」(范曉主編，1998：3)。第二，「因

果關係」屬於「複句」間的「邏輯語義關係」(logico-semantic relations)中

的一種，歸類為「因果─條件」(causal-condition)關係，其他還有時間

(temporal)關係、空間(spatial)關係、及方式(manner)關係(Halliday, 1994, 2000: 

233-234)，而「因果─條件」關係為複句中加強複句(enhancement)，下表(表

二-16)列出: 

表二-16、加強複句中「因果─條件」關係 Halliday(1994, 2000: 234)( Principal types 

of enhancement) 

(i) causal-condition  
(因果-條件) 

  

cause: reason 
(因果：原因) 

beacause P so result Q 
(因為 P所以結果 Q) 

cause: purpose 
(因果：目的) 

becasue intention Q so action P 
(因為意圖 Q所以行動 P) 

「原因」導致「結果」，「目的」是有「意圖」的，導致「行動」。換言

之，「結果」不包含「目的」(purpose)、也不表達「意圖性」(intentionality)

或「施動性」(agentivity) (Huddleston and Pullum, 2002: 732)。 

一般「因果關係」指的是廣義的語義關係類別，如：因果、目的、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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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等外顯的銜接形式，表「因果」時可用「原來」、「因為」、「結果」等詞

來銜接上下文(鄭貴友，2002)。現代漢語對「因果複句」的研究中，「因

果複句」屬於「偏正複句」92中的一小類，「因果複句中的兩個部分之間

存在著原因和結果的關係，偏句說明原因，正句說明結果」(頁 345)，通常

偏句在前，說明原因，正句在後說明結果，常用「因為所以」表示。一般

「因果複句」可分為三類：「一般因果句」、「推論因果句」及「目的因

果句」(范曉主編，1998：345-348)，茲說明如下： 

1. 「一般因果句」：只對客觀存在的因果關係進行描寫說明。 

2. 「推論因果句」：以一定的事實或知識前提作為根據或理由，從而推出

一種新的結果或預測某一種結果。前一分句表示原因，後表結果。常用

「既然……那麼」 

3. 「目的因果句」93：較特殊的一類，前一部份是正句，表示一種動作行

為，後一部份是偏句，用來說明證據採取某種動作行為的原因或目的。 

（范曉主編，1998：346） 

從廣義的角度來看，「致使結構」所表達的因果關係與「一般因果句」

都表達因果語義，但仔細比較兩者仍有所差異。徐秀芬(2007：13-14，56-57)

提出「致使句」和「因果句」不同，從核心語義來看，致使句表達的是「致

使力的傳遞，表現的是一個過程，即致使者對被使者作用而導致結果的過

程；致使突顯了致使力，將致使者、被使者和致使結果聯結起來；重主觀

認定性；往往表現為一個表述，關係較爲緊密＂」，而「因果句」則是表

達「原因和結果兩個端點；重邏輯推論性；往往表現為兩個表述，關係較

爲鬆散」94。首先，徐從句法上探討兩者間的不同，得到「因果句」多為

複句，致使句多為單句，前者關係鬆散，後者則緊密，且「因果句」常選

擇表示因果關係的關連詞語，如：「因爲……所以……」、「 如果……

就……」等，來強調因果語義關係，「致使句」也使用如：「使」、「把」

等外在標記，也利用特定句式，如「使令句」等。兩者最重要的不同在於

「因果句的前項和後項可以根據篇章結構和表達重心顛倒語序；而致使句

                                                 
92 「偏正複句」包含「因果、轉折、條件、讓步」四類。(范曉，2000：344) 
93 例句：他打算買幾個有趣的玩具帶回去，為的是讓孩子們高興高興 (范曉，1998：
346) 。 
94 此部分為徐秀芬引述自周紅(2004：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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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個動核結構是按照從原因到結果的先後排列，次序不能顛倒。」(徐秀

芬，2007：56-57)95。 

第二，從語義上看，「因果句」表現「原因和結果兩個端點，注重邏

輯推論性，原因和結果之間不一定有作用力」而「致使句的語義核心是致

使力的傳遞，表現的是一個過程，即致使者對被使者作用而導致結果的過

程，其包含的“作用和效應＂關係中一定存在某種致使力，而且還存在力

的傳遞性，故有連串致使。」(徐秀芬，2007：56-57)，試比較例(135)： 

(135)a.因爲因爲因爲因爲是下午工作時間，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咖啡館裏的人很少。(董茜《撫摸我，來

 自異鄉的手》) 

 b.你不娶她， 只是因爲因爲因爲因爲她不能為你生育。(丹娃《紐約情殤》) 

 c.諸位應該先聼演講， 然後隨意鼓幾下掌， 讓讓讓讓鄙人有面子下臺。(宛新

 政《現代漢語致使句研究》) 

 d.丁小魯試圖給站在條幕邊的馬青打手勢， 讓讓讓讓他關掉錄音機。(宛新政

 《現代漢語致使句研究》) 

(徐秀芬，2007：57) 

例(135a, b)為典型「因果句」的代表，原因與結果的排列順序可以是先因

後果(例 135a)或先果後因(例 135b)，(例 135c,d)是致使結構，連串致使。例

(135c)是本文架構中的「讓 1」，(例 135d)是「讓 2」，雖然兩個句子的 NP1

都以複句形式出現，但(例 135c)NP1的主語「諸位」不帶意圖或目的， 

事件 2是發話者「鄙人」期望發生的結果，對發話者來說是已經實現的狀

態；而(例 135d)的主語 NP1「丁小魯」執行事件 1的目的就是為了事件 2

發生的可能性，「讓 2」帶有「要求」、「命令」的意思，但 NP2「他」是否

執行了「關掉錄音機」則是未知的。 

 從銜接與連貫的角度看，「致使句」本身雖然已經具有「因果關係」，

若再加上外顯的銜接形式，如「因為……，所以……」則更能凸顯之間隱

含的「因果關係」，是「讓」字句在篇章中「銜接與連貫」中最常用的功

能，不過致使結構跟「因果句」比，「因果句」的原因與結果間不一定包

含「作用力」(宛新政，2005)。 

                                                 
95 此部分內容參考宛新政(2005: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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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因果關係」還可以從表「動作─目的」的「好讓」來看，陳俊

光和劉欣怡(2009：62，64)提出「讓」表目的行為時能與「好」合用形成

「好讓」，是一種前後的「動作－目的」關係，即使省略「好」表目的的

隱含意義仍存在 (頁 62)。 

(136)a.……的語文和背誦能力，校長與教師們推出「唐詩吟唱」單元，好 

 讓讓讓讓中國古典的優美詩歌，澆灌在小朋友身上。 

b.……的語文和背誦能力，校長與教師們推出「唐詩吟唱」單元，Ø讓讓讓讓 

 中國古典的優美詩歌，澆灌在小朋友身上。   (筆者改寫) 

c*..……的語文和背誦能力，校長與教師們反對反對反對反對推出「唐詩吟唱」單元，

  不不不不好讓讓讓讓中國古典的優美詩歌，澆灌在小朋友身上。(筆者改寫) 

「好讓……」後面的成分表示目的，「中國古典的優美詩歌，澆灌在

小朋友身上」是動作「校長與教師們推出「唐詩吟唱」單元」的目的，如

果省略「好」只有「讓」的話，代表兩句間的內在連貫性強，外顯銜接手

段「好」是可有可無的。再加上，「好讓」常以肯定形式出現，如果將例

(136a)改成否定的例(136c)，則不合語法。根據我們的觀察，「好讓」多用

於肯定句中，在否定句中的例子相對少見，因此「好讓」較適合被視作一

個緊密結合的一個詞組，常用於肯定句。初步了解「讓」的篇章功能後，

接下來的語用功能還牽涉到更廣的層面，如「禮貌原則」等。上述表目的

的「讓」皆為本文的「讓 2」。 

2.4.1.4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判斷「致使句」的標準，從句法上除了可從其外在標誌「使、讓」等

動詞著手外，也能從句法結構形式上判斷，如：多為單句、句法結構為「兼

語句」。在篇章中，「讓」連貫兩個事件的因果關係，而因果關係又分為：

「原因─結果」與「行動─目的」。 

我們認為，由「原型因果關係」的定義可見，「直接致使」和「間接

致使」與「因果關係」有一定程度上的關，一般「詞彙致使」表達直接的

致使關係，而本文「讓」字句所屬的「結構致使」為「間接致使」，表達

間接的「致使」關係及「因果關係」，也就是「讓」字句的表達的可能是

一種間接的或偶然的「因果關係」，不如直接的「因果關係」準確。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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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讓」字句相關的因果句為「一般因果句」及「目的因果句」，可以從

「原因」導致「結果」，「目的」是有「意圖」的，推論出「讓 1」的語

義邏輯關係多表「原因」；「讓 2」則多表「目的」，然而「讓 1」與 

「讓 2」在篇章中表達「原因」及「目的」的搭配情形如何，也是本文研

究的重點之一。 

 與一般含有外顯形式(如：「因為」、「由於」、「所以」、「因此」等)的「因

果句」相比，「讓」字句的因果關係較為緊密，且「讓」字句的致使因果

關係還含有「致使力的傳遞」。一般「因果句」不具備「致使句」中力的

傳遞性，有一種「遞歸性」(宛新政，2006：55)。根據認知規律，原因和

結果在認知上具不對稱性，原因的重要性大於結果原因的重要性大於結果原因的重要性大於結果原因的重要性大於結果，因為如果從發生時間

上來看，結果比原因離我們更近(郭繼懋，2002：25)。以「因為所以句」

為例，「所以」句的作用是「敘述」，而「因為」句「通過敘述乙事情來解

釋甲事情，說明造成甲事的原因。」(郭繼懋，2002：23)。換言之，「因為

所以」句是藉由「敘述」結果(所以)來「解釋」原因(因為)。 

初步了解「讓」的篇章功能後，接下來的語用功能還牽涉到更廣的層

面，如「禮貌原則」等。 

2.4.2 語用功能語用功能語用功能語用功能 

前述的篇章功能是針對跨句、結合語境的研究(鄭貴友，2002：1)，「人

際功能」還牽涉到交際雙方的互動及其他非語言相關的因素，如：社會距

離、地位、交際雙方的關係親密與否等。 

「人際功能」強調的是交際雙方之間的互動，說話者藉由語言表達其

身份、地位、態度、動機和推斷等，並且試圖影響受話者的態度和行為，

還表示交際雙方(即說話者與受話者)的角色關係(胡壯麟等，1980：105)。

在「概念功能」中，子句在與義和語法形式中表示的「命題」(preposition)

是可以被肯定、否定、懷疑、反駁等，但屬於「人際功能」的「提議」(proposal)

形式則只有執行或不被執行的可能(胡壯麟等，1980：107)。前述的三大功

能之一的「人際功能」即「語用功能」，包含了「語氣」、「情態」、「語調」

三個語用成分，其架構如圖(二-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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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8、人際功能基本網絡(胡壯麟、朱永生、張德錄，1989，2003：63) 

本文研究「讓」字句的「語氣」(mood)、「情態」(modality)及語言外

部因素，如說話者態度、意圖等語用功能。「語調」由於涉及語料的類型(語

音語料)與取得，暫不列入討論。本研究採前兩個成分分析「讓」字句的語

用功能。 

2.4.2.1    語氣語氣語氣語氣(mood)    

首先，「語氣」是利用各種語氣詞表達不同的語氣，有「陳述」、「疑

問」、「祈使」和「驚嘆」(或稱「感嘆」)四種語氣，「陳述」語氣為無標記

語氣，不像其他三種語氣許要加上語氣詞，有時用「了」結尾；「疑問」

語氣則多半加上「嗎」、「呢」表達；「祈使」語氣則是添加了「吧」等語

氣詞；「驚嘆」多加上「啊」、「啦」等語氣詞(胡壯麟等，1980：130)。一

般依照句子的表達功能，可分成「陳述句」、「疑問句」、「祈使句」、「感嘆

句」四類。陳述句的功能為「敘述事情或對事情加以說明、描寫」(例 137)，

「疑問句」為「提出問題」(例 138)，「祈使句」表達「請求、命令、勸阻

或禁止」(例 139)，而「感嘆句」是「表達某種激動的感情」(例 140)。(劉

月華、潘文娛、故韡，1996：9-10) 

(137)陳述句陳述句陳述句陳述句 

 a.今天很涼快 

 b.小張的哥哥從上海回來了。 

 c.弟弟學習很努力。 

(138)疑問句疑問句疑問句疑問句 

 a..你去上海嗎？ 

 b.他是不是你們班的阿里？ 

語調  
疑問 陳述  人際功能 語氣 情態  

直陳 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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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今天星期幾？ 

(139)祈使句祈使句祈使句祈使句 

 a.請你給我一個明確答覆。 

 b.別吵了！ 

 c.場內禁止吸煙！ 

(140)感嘆句感嘆句感嘆句感嘆句 

 a.我們的祖國多們偉大啊！ 

 b.這本書太好了！ 

 c.讓我們為實現四個現代化貢獻力量！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1996：9-10) 

語用上， 「因果句」多用於解釋， 「致使句」多用於敍述(徐秀芬，2007：

58)，「讓」字句常出現於陳述語氣。另外一個與「讓」字句最相關的為「祈

使」語氣，「讓」字句常被用來表「願望」(例 141)(呂淑湘，1980，2009：

461-462)。 

 (141)a.讓讓讓讓我們永遠在一起吧! 

b.讓讓讓讓我們繼承他的未竟之業，繼續前進吧! (呂淑湘，1980，2009：461-462) 

祈使句的其他功能還有「命令」、「建議」、「警告」、「建議」等，如： 

(142)a.別讓讓讓讓人笑話！ 

 b.不要讓讓讓讓敵人發現！      (陳力，2008：319) 

在英語中，祈使句的基本功能是表示發話者要受話者做某事或要受話

者和自己一起做某事，因此常用“you”或“let’s”當主位，含有請求的意味(胡

壯麟等，1980：139)。在漢語中「讓」字句為祈使句不一定指明發話者以

外的主語(如：「你」)，沈家煊(2002：218)論「把字句」的主觀性研究中提

出「言者主語」(speaker subject)是祈使句主語的看法，意思是「主語施事

要做的事就是說話人想要他(聽話者)做的事，或是說話人自己也想做的

事」，而說話者與句子主語認同感的契合便是所謂「言者主語」的基本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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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這與前述呂所說的「讓」常被用來表願望的說法有一定程度的相關，

主語的缺省似乎使祈使語氣變得較為委婉，並且當主語被隱含時，有較客

氣、委婉的意思。在語用上，有些省略主語的「讓」字句(例 143)或隱含(例

144) (宛，2006：94)，主語的出現與否，與在語義凸顯 NP1作用於 NP2的

原因、過程或者方式(宛新政，2005：75)有關。 

(143)我也覺得這樣特別不好，( )老讓讓讓讓別人覺得巴結都巴結不上。(省略) 

(144)對不起，讓讓讓讓你聽煩了。        (隱含) 

(宛新政，2005：94) 

 在英文裡，一般的祈使句可依照是否使用“let”及其人稱分為三大類，

如下表所示： 

表二-17、The structural types of imperatives (Quirk and et al,1985: 829 )  
 1st PERSON 2nd PERSON 3rd PERSON 
Without Subject － (i) Open the door. － 

without 
let 

－ (ii) You open the 
door. 

(iii) Someone 
open the door. 

with 
subject 

with let (iv) Let me open 
the door. 
Let’s open the 
door. 

－ 

(v)Let someone 
open the door. 

其中，最常見的祈使句是無主語的第二人稱祈使句，英文的“let”具有允許

的意思，相當於本文架構下的「讓 2」，與無主語的「讓 2」祈使句後常搭

配第一人稱。 

Liu(2004: 73)指出在不同地位的人之間「權勢」(power)關係研究中，

當兩者地位相差不多或其中一方地位較低時，其中有一句包含「讓」的句

子(例 145)，作為「延緩、迴避」(temporizing/evading/hegding/avoiding)的

策略。 

(145)a.讓讓讓讓2我再想想。 

a’.我再想想。 

b.讓讓讓讓2我看一下。 

b’.我看一下。 

當然，如果我們將句子改寫成例(145a’)和(145b’)也說得通，但似乎不如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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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句子來得間接委婉。我們認為利用「讓 2」中的允許義在表面上使發

話者將其要求的決定權放置到受話者手中，實際上是為了爭取思考的時間

或是間接的拒絕等。 

此外也有研究指出，使令類動詞「讓」、「叫」、「要」常「指明責任者

的要求」張伯江(2002)，如： 

(146)這場雨讓讓讓讓我留在你們家了。     (張伯江，2002：490) 

當說話者站在 NP2的立場時，NP1有時只是說話者歸咎責任的對象 (張伯

江，2002：490)，說話者就是 NP2「我」，NP1「這場雨」是「留在你們家

了」的原因、說話者歸咎的對象，屬於本文的「讓 1」句。沈家煊(2002，

209-213)將把字句所含的處置概念分為「主觀處置」及「客觀處置」，其劃

分標準在於說話人認為主語對於後面行為處置「有意識」與否，因此「主

觀處置」是一種「狹義」的處置，是說話人自己認定的，「把」字句的主

觀性能投射說話者的情感，具「移情」(empathy)作用，說話者使用「把」

字句時，心中有一個參與者是受損者，有追究責任的意思。我們認為「讓」

字句「歸咎責任」的說法也與「主觀性」有關，「主觀性」指發話者對「目

的或因果」的認定(沈家煊，2002：223)(例 147)。 

(147)a.你去遛遛馬(你的精神就會好了)。 

  b.你去把馬遛遛(馬的精神就會變好了)。   (沈家煊，2002：223) 

使用「把」字句時，發話者具主觀性，可從例(133a)與例(133b)的不同看出。 

2.4.2.2情態情態情態情態(modality) 

其次，「情態」大致可分為：「概率」、「頻率」、「義務」、「意願」四小

類，扮演發話者「對自己講的命題的成功性和有效性所做的判斷，或是在

命令中要求對方承擔義務，或在提議中要表達的個人意願」(胡壯麟等，

1980：119)。 

句式的選擇與說話者的情感相關，常因說話者的移情焦點而變化(張伯

江，2002：491)。「主觀因素」(subjective factor)表達說話者隱含在客觀資

訊中表達說話者的主觀態度或情緒，藉由「語氣」、「情態」表達，「語氣」

體現說話者對聽話者的「交際的意圖」和「態度」；「情態」是對「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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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情緒」的表達，也就是說話者「基於主觀立場、觀點而對客觀事物的

「判斷」和「評議」」(魯川，2003：321，323-324)。表(二-18)詳列出情態

範疇具體細節。 

表二-18、情態範疇 (魯川，2003：324) 確定 certainty：確定事件准保必定發生。 必、總是、一定 推斷 揣測 conjecture：揣測事件或許可能發生。 約、大概、也許 理應 should：道義上必要，無強制性。 該、應當、當然 必須 must：事實上必要，無強制性。 得(děi)、必須 照常 customary：認為事件仍然按照常規。 仍、依然、照例 
必要 

 反常 abnormality：因事件違反常規而不滿。 偏、反倒、居然 過份 excess：認為事件超過適當分寸。 過、極其、簡直 適度 不足 imperfection：認為事件未到適當分寸。 只、不過……而已 幸好 conincidence：因既成事實恰好而僥倖。 恰、剛好、幸虧 

判斷 機遇 遺憾 regretable：對既成事實遺憾而無奈。 咳、可惜、只得 評價 evaluation：對屬性適宜性的評價。   配、值得、善於 評估 能力 potentiality：對是否具有能力的評估。 可、可以、能夠 建議 suggestion：建議他人進行某中活動。 最好、趕快、千萬 

情態範疇 評議 提議 禁止 forbid：禁止他人進行某種活動。 別、莫、甭、不得 

張麗麗(2006b，358-359)提出「有意致使」(例 156-160)由於「主觀性」

強，NP1常為說話者本人，表示其「決心、掌控力以及強烈意圖」，在語

用上，表達「意願」(例 148)、「建議」(例 149)、「威脅」(例 150)、「宣示」

(例 151)、「保證」(例 152)等功能，這些功能使用「有意致使」是由於「主

觀性」最強，主語為說話者，表示其「決心和掌控力」。 

(148)a.我要親手讓讓讓讓這荒野恢復原來的模樣。   (中研院語料庫) 

b.比賽中，家長們為了讓讓讓讓自己的小寶寶爬得最快，都使出渾身解數。 

           (同上) 

(149)a.有關官員的失職，不論是執政黨或民進黨，不行的話，就該讓讓讓讓他下 

 台，以示負責。        (同上) 

b.學校應該讓讓讓讓學生透過活動建立自信。   (同上) 

(150)a.因為我要讓讓讓讓你活著痛苦，又沒有勇氣死。  (北大語料庫) 

  b.你聽著，我既然不能叫你愛我，那我就得叫你恨我，反正我要讓讓讓讓你 

  想忘也忘不了我！       (同上) 

(151)a.我要讓讓讓讓你親眼看到我打敗他。     (同上) 

b.我讓讓讓讓他們得到應有的懲罰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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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a.只要你肯嘗試，保證讓讓讓讓你玩得又盡興又痛快。 (中研院語料庫) 

b.這是我做油漆工賺的，以後我在多幹活，一定要讓讓讓讓你重新站起來！ 

           (北大語料庫) 

          (張麗麗，2006b：359) 

上述例句(例 148-152)多為陳述句與感嘆句，根據語境及搭配的情態狀語，

我們可以推測出發話者要表達的判斷、評論。 

 張的「有意致使」為本文的表命令、允許、容任的「讓 2」，NP1與發

話者重疊。當 NP1有意執行事件 2時，多半為「讓 2」，而這些語用功能最

主要是與「讓 2」的核心語義有關。不過我們認為這裡所謂的有意致使大

多都加上情態助動詞(如：「應該」、「要」)表示主觀態度，而非能從 NP1

或「讓」的語義看出來的，因此「有意」一詞似乎不夠明確，再加上所謂

的「主觀性」其實是一種語用概念，不宜與語義一起討論。 

 其他關於「讓」情態的研究，謝佳玲(2006)指出 「使」、「令」類致使

動詞有別於義務情態動詞，由於不表示「積極、主動的指令」，而是表示

「消極、被動的致使 (causality)，通常描述一種狀態而非動作」，所以能說

「我令他感動」，但不能說「*我令他離開」(頁 56)。謝還提出由於「指令

需由具權威的有生主事提出，但致使的概念卻可由不具權威的有生或無生

實體促成」，「使」與「令」能以起因 (cause) 為主語，如「我的故事令他

感動」，謝所說的「使」、「令」類致使動詞相當於本文的「讓 1」。謝也把

表示允許意義的「讓」(即本文的「讓 2」)歸類在義務情態動詞96，其中表

允許義的「讓」是謝提出指令系統中「允許」(permissive)的用法97(例 152)，

表示「事件成真必要性較低」而另一種在指令系統下的用法是「要求」

(obligative) (例 153)，跟「允許」相比，「事件成真必要性較高的用法」。 

 (152)a. 地主國美國與加拿大仍准准准准其國人每年獵殺四萬頭。 

  b. 為何〔法院審問時〕只許許許許外國記者入內？  

                                                 
96義務情態的分類下面有兩個系統，其定義如下：(1)指令系統：讓他人承擔使事件成真的義務；(2)保證系統(commissive)：讓自己承擔使事件成真的義務(謝佳玲，2006：50)。 
97 除了「讓」以外，此類動詞還包括：准許，容許，允許，默許，准2，許2，容，同意，放任，任憑，都是跟「讓2」核心語義有關的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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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她回過身來問我，沒容容容容我說話。    (謝佳玲，2006：57) 

(153) 導演讓讓讓讓 2我給他買飯。      (筆者提供) 

不過謝並未將「讓 2」歸類在「要求」用法中，我們認為，謝未將「讓 2」

歸類在「要求」用法中，也許是因為「讓 2」表「要求」用法在台灣相對

少見。關於這一點，Teng(1989, 2005: 291)98也提過表示要求、命令的「讓」

在南方地區使用頻率低的現象。不過從「讓 2」的核心語義來看，在語用

上屬於指令系統，表示義務情態，同時兼具「允許」及「要求」用法。 

2.4.2.3實然實然實然實然／／／／非實然非實然非實然非實然(realis/irrealis)V.S. 已然已然已然已然／／／／未然未然未然未然(realized/unrealized) 

不少研究提及「讓」的事件 2時，都會提及提到「實然」
99／「非實然」

以及「已然」／「未然」的概念，兩者是相關但不相等的概念。所謂的「實

然」、「非實然」是一組相對的概念，屬於語用層面的問題。我們認為要將

「實然」與「非實然」和語義層面的「已然」 (即已經發生(perfective reading))

與「未然」區分開來，前者包含發話者的主觀認知，後者屬於語法語義層

面，可從語法形式上判斷，如用「不」否定判斷動詞是否為[+已然]、加上

時貌助詞「了」等。以下我們就兩者在定義上及使用上討論其區別。 

一般而言，「實然」與「非實然」是屬於語氣範疇，「實然」語氣包含

實際現象，可能是過去事件或仍在進行中的事件100；「非實然」語氣包括

事件的要求、必要性及未來性101 (Hyams, 2001; Liceras, Perales, and Bel, 2007: 

91) 。換言之，「實然」與時間有關，可能已經發生或仍在進行中；「非實

然」往往與情態相關，如事件的應然、情態、意願性及未來102( Liceras, 2006: 

105)。以下舉例(154)說明兩者： 

 (154)a. Mary is at home. 

  b. Mary may/must/will be at home.    (Palmer, 2001: 65) 

例(154a)不包含情態動辭的陳述句為「實然」，例(154b)帶情態動詞的為「非

                                                 
98 (原文): It is not clear why rànga is not used by Mandarin speaker in the south(p291). 
99 「實然」一詞參考連金發(2006)對於“realis”的翻譯。 
100 (原文): realis mood (actual occurrence, whether past or ongoing of some event). 
101 (原文): irrealis mood (desire, necessity or futurity of some event). 
102 (原文): … a temporal or realis interpretation (past or ongoing), whereas non-finite forms 
(or RIs) have a modal or irrealis value (deontic, volitional or future interpre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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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然」(Palmer, 2001: 65)。 

郭維茹(2005)提到在現代漢語中，祈使句與假設句多半是表達「非實然」

的事件，義務情態皆描述「非實然」情況，包含兩個要素：「一是強制或

允許的主觀意願，二是需要有一對象去實踐。它牽涉說話者的意志，意即

說話者認為這件事必須發生 (obligation)；或認為這件事可以發生

(permission)。積極來說，樂觀其成；消極來說，不阻礙其發展」(郭維茹，

2005：149-150)。「讓 2」的原始語義(允許、任憑、命令等)符合上述條件，

也就是具有允許的主觀意願(表二-19)。 

    表二-19、實然與非實然(郭維茹，2005：151) 

 

郭指出在情態系統中，「實然」可利用認知情態表達對命題為真的相信程

度；「非實然」包含義務情態、認知情態中表示可能發生與必定發生。表(二

-21)中，郭所謂的必然(necessity)(例 155a)與或然(possibility)(例 155b)分別

如下： 

 (155) a.John must go to Phoenix. 

  b.John may go to Phoenix.      (郭維茹，2005：150) 

“must＂與“may＂分別表示必然與或然之情態，也表示後面的“go to 

Phoenix＂皆為「非實然」。 

Bybee(1998: 268)提到「實然」為「發話者斷言其話語內容之命題真實

性為真」，「實然」指發話者斷言的陳述。Bybee指出為事實或是非事實與

否不是「實然」的關鍵，重點在於發話者對於篇章中對於命題的定位103。

換言之，只要發話者認為是「事實」即可，對其他人來說可能未必屬實。

Bybee以西班牙文的虛擬式為例(156)。 

 (156) Lo siento que esté enferma. (很遺憾(聽到)她生病了。) 

                                                 
103 (原文): ….it is not perceived reality or unreality that is at issue, but rather how the speaker 
is positioning the proposition in the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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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bee(1998: 268)  

“Lo siente”(很遺憾)後面的子句“esté enferma(他生病)”是發話者預設為真的

狀況，而現實中“她”是否真的生病我們則無從得知，但能確定的是發話者

說例(156)的前提是其認為「她」的確病了。 

De Haan (2010: 5)探討「實然」與「非實然」的原型時，將 Plungian (2005: 

138)的理論製成下表。 

表二-20、根據 Plungian (2005: 138)實然與非實然之標記( marking of irrealis 
according to Plungian (2005: 138)) 

Always marked as irrealis  

Counterfactual  
Optative and conjunctive  
Intentional and volitional  
Probabilitive and durative  

Less often marked as irrealis  

Indirect evidential  
Negative  
Interrogative  
Imperative and prohibitive  
Habitual and past imperfective  
Remote past  

Most often marked as irrealis  

Future (especially remote or uncertain)  

Prospective  

Conditional and concessive  

Purposive  

Never marked as irrealis  

Past perfective  
Immediate or resultative past  
Present progressive  

從表(二-20)中我們可看出表示「讓 2」的事件 2符合表「非實然」標記，符

合表意圖及意志(intentional and volitional)、允許(concessive)以及目的性

(purposive)等；「讓 1」事件 2則符合已經發生、當前或結果的過去、說話當

下仍進行中等「實然」之特性。 

 釐清了「實然」與「非實然」的定義後，接下來我們看語義概念上的

「已然」與「未然」。 

張伯江，方梅(1996：122)提出七類可提供未然資訊的標示語，我們重

新整理成下表(表二-21)，表中張與方所說的「讓」屬於本文分類中的 

「讓 2」，表命令、要求、吩咐義，不過其他分類則有些不清楚之處，如助

動詞屬於情態範疇，屬於語用層面的問題，歸類為「未然」比較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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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1、張伯江，方梅(1996)所提出七類可提供未然資訊的標示語 

 類別類別類別類別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1 助動詞助動詞助動詞助動詞 

(1) 你要是真要找他我倒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告訴她一聲。 
(2) 看來真得得得得揍那小子一頓。 
(3) 盡然不肯肯肯肯打你媳婦一頓，那就只有依著他的主意辦了。 

2 使讓動詞使讓動詞使讓動詞使讓動詞 

(4) 我告訴他我在電話理他什麼也不能說，讓讓讓讓我明天一早去他家一趟。 
(5) 我想叫叫叫叫兒子揍張二一頓。 

3 來來來來／／／／去去去去 

(6) 我去去去去告訴太太一聲。 
(7) 你來來來來找經理一趟倒是沒什麼，就是別動不動就吵得臉紅脖子粗的。 

4 表示未來時間的詞語表示未來時間的詞語表示未來時間的詞語表示未來時間的詞語 
(8) 明天明天明天明天去學校一趟吧，把東西拿回來。 
(9) 下禮拜下禮拜下禮拜下禮拜看人家一趟，好歹的給買點東西送去。 

5 再再再再／／／／先等副詞先等副詞先等副詞先等副詞 
(10) 再再再再問小王一聲，按他拿定主意沒有。 
(11) 先先先先教訓這傢伙一頓，不怕他以後不聽咱們的。 

6 
在表示假設情況的分句在表示假設情況的分句在表示假設情況的分句在表示假設情況的分句，，，，
VMN往往表述未然事件往往表述未然事件往往表述未然事件往往表述未然事件 

(12) 丈夫若若若若是是是是揍她一頓給楊老婆聽，那可不好消化。 
(13) 我告訴你李緬寧，你要要要要動我一下，我今天就跟你拼命或者從二樓跳下去就說是你推的。 

7 
在表示祈使或勸誡的句子在表示祈使或勸誡的句子在表示祈使或勸誡的句子在表示祈使或勸誡的句子中中中中 VNM表示未然事件表示未然事件表示未然事件表示未然事件 

(14) 你還是還是還是還是去交通隊一趟，員警說什麼你就聽著，別自尊心那麼強。 
(15) 你送爸爸一趟吧吧吧吧！ 

 一般而言，我們認為「狀態」表示一個「事件」的「結果」，表抽象致

使的「讓 1」後必定有「結果」，常為「已然」，而「讓 2」後面的事件 2不

一定有結果，常為「未然」。因此，致使關係中的「致使力」是否導致結

果實現，可將事件 2分為「已然」與「未然」兩類。「已然」是指致使客體

在致使主體的外力下，已經產生了一定的結果；「未然」是指致使客體在

致使主體的外力下還未實現某種結果，漢語中多前種情況，致使結果已經

實現104(周紅，2003：106)。 

 就事件 2的語法形式而論，在 Li 和 Thompson(2006，黃宣範譯)的架

構下兼語句中事件 2(NP2+VP)的語法形式稱為「描述子句」(descriptive 

clauses) (圖二-11)。 

 
圖二-11、描述子句(Li 和 Thompson，2006：427，黃宣範譯) 

                                                 
104 周紅(2003)的分類中，「致使」一詞是單指本文架構中的「讓 1」。 

描述子句 名詞片語 動詞 1 名詞片語  (名詞片語) 動詞 2  (名詞片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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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和 Thompson將「描述子句」分成：表示「實然事件的描述子句」(realis 

descriptive clauses)與表示「非實現事件之描述子句」(irrealis despcritive 

clauses)兩種，其中「非實現事件之描述子句」裡的 VP「一定表達動作」

及「一個非實現性的事件」(Li 和 Thompson，2006：431，黃宣範譯)。這

裡的「實現／非實現」應翻譯成「實然／非實然」較為合適，為語義層面

的議題，「描述子句」即本文「讓」字句中的事件 2。Li 和 Thompson(2006：

426，黃宣範譯)依照「兼語動詞」是否為「事實性的」(factive)將「兼語句」

分成兩種，因為兼語動詞能決定後面 VP所表達的事件為：(1)「未然」或

一個「可能發生」事件(例 157)；(2)「已然」或者真實的(例 158)105 

(157) 

a. 我勸勸勸勸他念醫。 

b. 派派派派一個人來。 

c. 我求求求求他代表我。 

d. 我們委託委託委託委託他辦一件事。 

e. 我請請請請你們去吃冰淇淋。 

(158) 

a. 我原諒原諒原諒原諒你撕壞了我的書。 

b. 小孩笑笑笑笑他是一個大胖子。 

c. 我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他考進台大。 

d. 他批評批評批評批評我不用功。 

Li 和 Thompson(2006：426，黃宣範譯) 
 

第一組例句的第一個動詞「勸、派、求、委託、請」為「非事實動詞」，

反應事件 1與事件 2的可能發生的時間順序。第二組例句的第一個動詞「原

諒、笑、恭喜、批評」為「事實性的」動詞，事件 2的「撕壞了我的書、

他是個大胖子」等比事件 1早發生，可能不代表事件實際發生的時間順序。

因此「事實動詞」的區分在於後面 VP 所代表的事件 2是否為「已然」，

                                                 
105 原文將“realized”與“unrealized”分別譯為：「實現性的」與「非實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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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動詞」後的事件 2為「已然」，事件 2的 VP的發生早於「事實動詞」，

「非事實動詞」後的事件 2則為「未然」，也就是事件沒有實現，或可能

發生，若VP表示的動作真的發生時，動詞與語序與事件的時間順序相同(屈

承熹，1998，2006：184)。 

 根據上述定義，我們認為表使令義的「讓 2」常與第一類動詞(勸、派、

求、委託、請等)相提並論，原因在於「讓 2」具有允許、命令、吩咐的語

義，在傳統語法中屬於使令動詞，也屬於表「未然」的「非事實動詞」，

帶出後面的「非實然」事件 2的語用預設，而「讓 1」前面不能加上「不」

否定，因為其本身具有「已然」的概念，帶出後面「實然」的語用預設。 

綜言之，「讓 1」後面所謂「已然」的狀態，在交際溝通時是否為雙方

都已經知道便牽涉到「實然」或「非實然」的概念，也就是說，一件事情

在時間點上可能已經發生或正在進行中，而這個時間參照點與現實時間無

關，而是與發話者的預設相關。在語義上我們也可以藉由語法形式，如時

貌標記「了」、「著」判斷，一方面時貌標記表示「已然」，另一方面有些

沒有這些標記仍可能為「實然」(如狀態動詞「難過」、「失望」等)。在語

用層面，「讓 1」後的事件 2為交際雙方都知道的共同背景資訊，為「實然」；

「讓 2」後的事件 2則常為「非實然」，也就是在交談之前，只有發話者知

道事件 2的存在或發生的可能。我們認為，與其將「事件 2」分成「已然」

與「未然」，倒不如再加上「讓 1」與「讓 2」本身分別代表了「已然」與

「未然」作為判斷基準，「讓」本身之特性也會連帶影響後面的事件 2的實

現。 

關於如何在語法形式上辨別「已然／未然」，連金發(2006)提出祈使式

或目的式都屬於非實然106的動態用法，所謂「實然」的是指「活動發生於

說話時刻之後」。連以感知類動詞「看」(khoann3)為例，在句法上多元的

搭配形成「已然」與「未然」。我們將連的理論重新整理成下表。 

 

 

 

 

                                                 
106 原文中「非實然」為「未然」，本文為了前後一致，通稱為「非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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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2、感知類動詞「看」的已然／未然(連金發，2006:51) 

 格式 舉例 解釋 

a.  不及物動詞 看 已然的動態的事象 

b.  及物動詞+名詞 看燈 已然的動態的事象 

c.  動詞+動相標記 看見 瞬成事象 

d.  「去」+動詞 去看 未然的動態事象 

e.  「來」+動詞 來看 未然的動態事象 

f.  複合動詞 來去看 未然的動態事象 

g.  動詞+ 一 +動詞 看一看 以時量來表示嘗試的事象 

從語義上可以從語法形式判斷「已然」與「未然」，而「實然」與「非實

然」除了看否包含情態成分以外，也需要藉助上下文或語境才能判斷。 

張麗麗(2005：124)認為當 NP1有意達成事件 2時(也就是本文的「讓 2」

句)，事件 2在下達命令當時是尚未發生的，NP1無意時「讓 1」則相反。 

 (159)a.我要讓讓讓讓你們緊張一下。 

  b.孩子們更是高興得拍手歡呼，讓讓讓讓國慶的歡樂達到最高潮。 

(張麗麗，2005：124) 

其他研究也指出「讓 2」所屬的「兼語句」常為「未然」、「表行動」，

是一種「線結構107」(郭繼懋，2002：52)。若比較「使」字句與「讓」字

句，「使」字句多表示結果或狀態，必帶有結果意義，NP1 為結果或狀態

產生的原因，VP一般為「已然」，而「讓」字句多表示行為的目的，不一

定有結果意義，NP1 扮演促使 NP2 發生變化，一般 VP 為未然(陳小英，

2005)。不過陳並未區分不同語義的「讓」因此結論有待深究。表被動的 

「讓 3」與「被」並非完全相同，「被」字句「出現在句子所陳述事件已經

完結的情況」(已然事件)，「讓」字句「多用於表達假設、講來未完成的事

件(未然事件)。」(例 160)(陳力，2008：307) 

(160)a.我不想痛快幾分鐘讓讓讓讓人家當壞人恨一輩子。 

b.這要讓讓讓讓他占個天大的理兒，我還別活。   (陳力，2008：307) 

總而言之，已然／未然可以從語法形式上判斷出來，如利用時間副詞

「明天」、「再」或情態助動詞表示「會」、「要」、「得」等表示「未然」，

                                                 
107 「線結構」只有一個持續存在階段的過程(郭繼懋，2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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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時貌標誌「了」、「著」以及狀態動詞或動詞加上補語表示「已然」。「實

然／非實然」還牽涉到交際雙方當時說話的參照時間，需要藉由語境或上

下文等線索判斷，屬於語用層面。 

2.4.2.4 語用預設語用預設語用預設語用預設(pragmatic presupposition) 

「語用預設」(pragmatic presupposition)與交際雙方共有的背景知識相

關，有別於邏輯語義概念的「蘊涵」(entailment)，兩者的差別在於「蘊涵」

的兩個命題會因為是否其中一個命題被否定而影響另一個命題的真值，一

個句子中命題 A和 B的「蘊涵」關係如下： 

1.A的真值是 B的真值的充分條件，但不是必要條件。 

2.B的真值是 A的真值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周剛，2002：71) 

但是「語用預設」與「蘊涵」不同，不對命題的真值加以判斷，而是「通

過對言語活動或命題態度的預設分析，反應命題的合適性。」(周剛，2002，

74)。 

 (161)a.老張讓小王把門關上。 

  b.門打開著。         (周剛，2002：70) 

例(161b)是例(161a)的預設，預設和語句的語義關係是因果關係。下面例句

中，例（162a）與例（162b）之間是蘊含關係。 

 (162)a.我看見一輛救護車開了過去。 

  b.我看見一輛汽車開了過去。      (周剛，2002：71) 

如果例（162a）真實，例（162b）也真實；如果例（162b）虛假，例（162a）

也虛假；如果例（162a）虛假那們例（162b）可真可假。季安鋒(2009：122)

提到「語用預設」是由發話者的態度及語境決定，可以分成三個部分看： 

1.從說話人的態度態度態度態度出發，把預設定義為認為某事物自然為真認為某事物自然為真認為某事物自然為真認為某事物自然為真的一種命題態度的一種命題態度的一種命題態度的一種命題態度。 

2.從言語交際功能言語交際功能言語交際功能言語交際功能出發，把預設看做交際雙方共有的知識共有的知識共有的知識共有的知識，或話語的背景信息背景信息背景信息背景信息。 

3.從言語行為言語行為言語行為言語行為的角度出發，把預設看做實施有效言語行為的適切性條件有效言語行為的適切性條件有效言語行為的適切性條件有效言語行為的適切性條件。 

簡單地說，語用預設語命題間的邏輯語義關係無關，功能是保證說話的適

切性(appropritateness)，周剛(2002：74-75)整理語用預設的五個特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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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用預設是聽話人和說話人達成共識的信息共識的信息共識的信息共識的信息(雙方達成共識的信

息)。例：「老張在嗎？」雙方都知道「老張」的人。 

（二）語用預設涉及說話人實施言語行為和語句所處語境的合適條件語境的合適條件語境的合適條件語境的合適條件，

例：「請把那本書拿來。」的預設是「那本書在某處放著」。 

（三）語用預設是說話人或當事人的主觀預設主觀預設主觀預設主觀預設(以當事人的視點為預設)，

例：「小王指責小李不等他」的預設「小李不等小王是不對的」雖

然不是一個客觀標準，是當事人小王的預設。 

（四）語用預設涉及說話人或當事人的態度或意圖態度或意圖態度或意圖態度或意圖，，，，例：「小張當面稱老

李「師爺」，老李也羞辱了小張」中的「也」預設「小張羞辱了老

李」。 

（五）語用預設涉及說話人強調的語義中心強調的語義中心強調的語義中心強調的語義中心(預設會因發話者對語義成分強

   調的語義中心(焦點)不同而發生變化)，例：「老王批評了小李」，預 

   設會隨著發話者前調的成分語義中心與焦點不同，預設也會不同： 

a. 是老李老李老李老李批評了小王。�預設：有人批評小李了。 

b. 老王是批評批評批評批評了小李。�預設：小李實施了某種行為。 

c. 老王批評的是小李小李小李小李。�預設：老王批評了某人。 

此外，在篇章中，「預設」往往是已知信息，帶出新的信息(俞如珍，1996：

69)。一般檢驗「語用預設」可用「否定」(negation)、「是非問句) (yes-no 

question」、「條件句」(antecedent of conditional)以及「態度動詞」(attitude verb) 

(例 163)。不論用何種方式檢驗，「語用預設」不會改變，也就是例(163)中

的「語用預設」是“Ann smoked＂(Ann曾經抽過菸)，“stopped smoking＂ 

(戒菸)是一種狀態的改變(change of phase)，動詞“stop＂是一個「語用預設

觸發語」(presuposition triggers)，引發「語用預設」中「狀態改變」(change 

of state/phase)的動詞108。此點與「讓 1」後面必導致狀態變化相關。 

 (163) a. Ann hasn’t stopped smoking.    NEGATION 

 b. Has Ann stopped smoking?    YES-NO QUESTION 

                                                 
108 「語用預設觸發語」分類複雜，本文只列舉出其中一個和「讓」字句相關的「狀態改變」觸發語，其他還有「事實動詞(factive)」、「判斷動詞(verbs of judging)」等(關於其他「語用預設觸發語」，請參考季安鋒(2009)、Von Fintel, K.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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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If Ann has stopped smoking, I’ll be happy. ANTECEDENT OF CONDITIONAL 

 d. I hope that Ann has stopped smoking.  ATTITUDE VERB 

 (Matthewson, 2006: 26) 

綜上所述，發話者預設命題 P為真或是存在的，是交際雙方具有的共

有知識(common ground)，目的是為了使溝通能順利進行，語句在交際過程

中是恰當的(felicitously uttered)(Matthewson, 2006: 26)。換言之，語用預設

是發話者相信存在的一種狀態或事實，包含其主觀的態度及意圖，發話者

也預設聽話者也應該知道此預設，是交際雙方的共有背景知識，是有效執

行言語行為(speech act)的前提。不過，由於語用預設具有主觀性，涉及當

事人的主觀預設，因此本身並不具備必然的真實性或正確性(趙春苗，

2007)。廣告中常應用藉由預設交際雙方共有的知識，以及發話人的主觀預

設等語用預設來達到目的(例 164)。 

(164)a.豆奶，還是“黑牛”好。(“黑牛”牌豆奶廣告) (趙春苗，2007：54) 

b.Dogs love Yappy dogs food.(某寵物食品廣告)   (同上) 

趙指出例(164a)的語用預設包含「喝豆奶對健康有益」等，屬於背景知識

或共有知識，「廣告商常常在廣告用語中利用背景知識或共有知識讓消費

者自己進行推斷，從而達到鼓動並促成消費的目的」(趙春苗，2007：54)；

例(164b)中的“Yappy＂為狗食品牌，對無狗是否真的喜歡此品牌狗食我們

無法驗證其真實性，只是表達廣告商的主觀看法，成了一種給消費者的建

議。 

 「讓」常出現於廣告標題，其語用預設在廣告用語中起何種作用，為

本文後續研究分析重點之一，「讓 1」包含的觸發狀態改變的語用預設在廣

告標語中如何應用，第四章將有詳盡的分析。 

2.4.2.5語用原則與其他語用因素語用原則與其他語用因素語用原則與其他語用因素語用原則與其他語用因素 

 在交際過程中，為了實現某個目的而選擇某種特殊形式表達是語用層

面的問題(何自然、冉永平，2009：95)。以下分別列出語用原則的理論及

其他與致使結構相關的語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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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語用語用語用語用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語用原則包括「禮貌原則」、「合作原則」與「面子威脅行為」、「主觀

性」、「主觀語」及「禮貌標記語」等，以下就上述理論加以說明。 

A. 禮貌原則禮貌原則禮貌原則禮貌原則 

 在語用上，何謂「禮貌」？Lakoff(1973)109提出「禮貌規則」(Politeness 

Rules)，茲分述如下： 

規則一規則一規則一規則一：：：：不要強求於人不要強求於人不要強求於人不要強求於人，，，，用於當交際雙方用於當交際雙方用於當交際雙方用於當交際雙方。。。。 

 權勢與地位不均等的情況下，如學生與老師之間、上司與下屬間的關

係。禮貌程度例(165a)最低例(165d)最高。 

 (165)a.下午來我辦公室郵寄幾封信件。 

  b.我有幾封信件要郵寄，但又還有別的事情要做。 

  c.幫我郵寄幾封信件，好嗎？ 

  d.對不起，請幫我郵寄幾封信件。  (何自然、冉永平，2009：97) 

規則二規則二規則二規則二：：：：給對方留有餘地給對方留有餘地給對方留有餘地給對方留有餘地110。。。。 

 交際雙方權力與地位相對平等，如商人與顧客之間。談話時給對方有

餘地意味著說話人所提出的意見或請求，可能會被對方拒絕。 

 (166)a.我覺得這件商品不錯，買了吧。 

  b.你必須買這件商品。    (何自然、冉永平，2009：997) 

例(166a)給對方留有選擇餘地，而例(166b)帶有命令強求的語氣，沒有對方

留有選擇或決定的餘地。 

規則三規則三規則三規則三：：：：增進相互之間的友情增進相互之間的友情增進相互之間的友情增進相互之間的友情。。。。 

 帶有說話人的主觀意願，可能強加於對方的話語，說話人會使其模稜

兩可，以便給聽話人有選擇的餘地。 

 較常在語用分析時使用的原則為 Leech(1983)提出的「禮貌原則」

                                                 
109 這裡我們引用何自然，冉永平(2009：95-97)的翻譯，引自 Lakoff (1973 )。 
110 我們認為「給對方留有餘地」與本文的「讓 2」有關，如：「讓 2我想一想」與「我想一想」，前者在表面上給受話者留有餘地決定接受或拒絕其請求，後者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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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eness Principle）111，分成六項準則： 

1. 得體準則(Tact Maxim)：使他人損失最小、受益最大。 

2. 慷慨準則(Generosity Maxim)：使自己受益最小、損失最大。 

3. 讚美準則(Approbation Maxim）：盡量誇大對他人的讚揚、縮小對

他人的貶損。 

4. 謙虛準則(Modesty Maxim)：盡量縮小對自己的讚揚，誇大對自己

的貶損。 

5. 一致準則(Agreement Maxim)：盡量減少與他人意見的分歧，誇大

與他人之間的一致。 

6. 同情準則(Sympathy Maxim)：縮小對他人的厭惡，誇大對他人的同

情。 

 所謂的「禮貌原則」是「以說話人為中心的社會學原則」 (何自然、

冉永平，2009：95)，其中與「讓 2」有關的是「得體準則」也就是表示「允

許、容讓」時，「讓 2」可使發話者之要求、命令較為和緩(詳見本文 4.2.2.3)。 

B. 面子威脅行為面子威脅行為面子威脅行為面子威脅行為 

 Brown 和 Levinson (1978) 的「面子威脅行為」（face-threatening act，

簡稱 FTA），在交際過程中，交際雙方為了給對方保留面子，所採用的語

言形式會有所不同。換言之，交際中，如命令、建議、或提議等行為可能

對威脅對方面子的行為，反過來說，道歉、自我批評等會威脅說話人的面

子。 

Brown 和 Levinson (1978: 13)對「面子」的定義為包含兩種具體需求

(desires)，即「面子需要」(face-wants)，而這樣的需求／需要可分成：「消

極面子」(negative face)與「積極面子」(positive face)，前者是指「對於每

個具行為能力的成年成員而言，其行為不被他人所妨礙的需要」112（the want 

of every ‘competent adult member’ that his actions be unimpeded by others）；

後者則是「對於每個成員而言，其需要至少也被其他人所渴望的期望」113

                                                 
111 中文翻譯引用字劉怡君(2007：16)。 
112 中文部分參考劉怡君(2007)的翻譯，再修改而成。 
113 中文部分參考劉怡君(2007)的翻譯，再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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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ant of every member that his wants be desirable to at least some 

others）。所謂的「面子」就是「行為選擇的自主權，或自己的觀點能得到

對方的認可」，也是一種「為自己爭取的公共自我形象」，而且當選擇拒絕

的空間越小，禮貌程度越低(何自然、冉永平，2009：98，100)，試比較： 

 (167)a 我恐怕得讓你離開啦。   

  b 走開！        (何自然、冉永平，2009：95) 

在相同情境下，雖然兩句的語用含意都是要叫「對方該走啦」，例(167a)比

例(167b)有禮貌，也能給對方保留面子，受話者表面上有選擇的餘地。因

此，在交際過程中，請求言語行為使用請、勞駕、麻煩等禮貌標記語有助

於減輕對受話者的「消極面子」威脅的程度(何自然、冉永平，2009：117)，

如： 

 (168)a.關門。 

  b.你把門關上。 

  c.請關門。 

  d.麻煩把門關上。     (何自然、冉永平，2009：117) 

何與冉解釋例(168a, b)(的「利益中心」傾向於發話者，也就是說話人受益，

聽話者受損，屬「面子威脅行為」；例(168c)與例(168d)則把請求放在「請」

與「麻煩」以後，較為禮貌，交際效果自然會比例(168a)與例(168b)好。 

C.主觀性主觀性主觀性主觀性、、、、緩調緩調緩調緩調詞詞詞詞、、、、禮貌標記語禮貌標記語禮貌標記語禮貌標記語 

 謝佳玲(2009：84-85)提出情態詞的語用功能可分成兩個方面：(1)主觀

性（subjectivization），其牽涉發話者之觀感；(2)禮貌性(politeness)，即「情

態具備維護個人或他人顏面的語用功能」。何與冉(2009：117-118)提及在

請求行為中，交際雙方經常借用禮貌標記語，如：「請」、「麻煩」等增加

請求行為的禮貌程度，除了可以表示對受話者的尊重，也能「緩和該行為

對聽話人面子的威脅力度」，且類似禮貌標記語不受限於交際雙方的地位

才能使用，也就是這些禮貌標記語並不表示說話人的社會地位，不僅可用

於下對上的請求，也可用於上對下的請求。此外，劉怡君(2007：30)提出

一些「緩調詞」（downtoners）可增加委婉程度，即說話者可藉由「緩調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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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 

經常的 

程度高的 

不平等的 

程度低的 

偶爾的 

權勢 

接觸 

感情投入 

增加模糊性與委婉性，修飾說話者評論或批評之尖銳斷言性，如情態副詞

如「可能」、「恐怕」、「好像」及「似乎」等表「沒有把握、不確定的狀態」，

還有一部分的語氣助詞如「啊／呀」、「吧」、「喔／唷／囉」等「表達不確

定性或緩和語氣」。我們認為當「讓 2」出現於祈使語氣時，也具有此功能

(詳見 4.4.3)。 

D.「「「「情感投入情感投入情感投入情感投入」」」」 

 「感情投入」 (affected involvement)為支配「話語基調」 (tenor of 

discourse)(也作「語旨」)語用功能的情景因素之一，還包含其他兩個因素：

「權勢」(power)、「接觸」(contact)，這三個是一個連續體，以下圖示之： 

 

 

 

 

 

圖二-12、語用情景─「話語基調」(朱永生、嚴世清，2001：37) 

若交際雙方地位平等、經常接觸、感情投入成分高，一般所用的語言傾向

於非正式語言，反之，則較正式，可以從稱呼語、語氣詞或情態成分看出

(朱永生，嚴世清，2001：37-38)。話語基調與人際關係的情境因素互動情

形如圖(二-13)所示。 

 

 
  圖二-13、語旨與人際關係(彭宣維，200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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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與「評價」有關，所謂的感情可能包括「自我情感表達」(self 

expression of emotion)，「判斷」( judgement)與「欣賞」(appreciation)。不同

的「言語角色」使用「合適語言」(corresponding language)在社會中互動，

稱為「語氣人際意義」(mood interpersonall meaning)，不同因素影響發話者

對「讓 1」與「讓 2」的使用。接下來我們看「致使結構」在語用上的使用

情形。 

((((二二二二))))其他語用因素其他語用因素其他語用因素其他語用因素    

Bishop(1992)提出在語用上有幾個影響使用不同英語「致使結構」的因

素，如：「說話者意圖」(intent)、「評價」(evaluation)、「社會」情景(social settings)

等。首先，「發話者的意圖」是指說話者想要「誇大」(boast)或「邀功」(take 

credit for an action)，並且說話者常是「致使結構」的致使者，強調在致使

事件或狀態中自己的重要性，尤其在英語中除了能將致使者前置，還能在

NP1的部分加上重音以表示強調(例 169)。 

(169)I defeated the incumbent candidate by a landslide vote.(我以壓倒性勝 

 利的選票擊敗現任候選人。)      (Bishop, 1992: 300) 

第二，在「評價」(evaluation)時，特別是轉移對某事的要求到別人身

上(shifting the claim for something onto someone else)，強調說話者對於致使

者對於引發某事的責任(例 170)。 

 (170)a.He made me flunk the test. (他讓我被當掉。) 

 b.He flunk me on the test. (他當掉我。)  (Bishop, 1992: 300) 

雖然例(170a)的「結構致使」也可以換成「詞彙致使」(例 170b)的形式，

但是必須在 NP1有「權力」(authority)執行行為的前提下才能成立，而在

這裡使用「結構致使」有一種表達致使者的行為是「不公正」(unjust)且「要

求恢復原狀」(demand restitution)的意味(Bishop, 1992: 300)。 

第三，「發話者和受話者之社會關係」(the social relationship of the 

speaker to the hearer)也是重要的語用考量，「發話者」與「受話者」的「社

會距離」(social distance)越大，尤其是一方的社會地位較高時，會以更間

接的形式表達「致使」，反之，當兩者間的「社會距離」越小，則會比較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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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6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綜上所述，語用著重交際雙方的互動，彼此的社會地位、社交情境、情

感親密度都會影響「讓」字句的使用。祈使句的發話者意圖與 NP1重疊時，

表示請求、建議。說話者意圖也體現在「讓 1」的「歸因性」上，使用「讓

1」突顯出說話者追究 NP1 責任的態度。「讓 2」多搭配祈使語氣，可表義

務情態，與其本身的核心語義相關。 

有研究指出，當 NP1有意志／意願時，可表「意願」、「建議」、「威脅」、

「宣示」、「保證」等功能。我們認為本文中的「讓 2」常出現於主觀性最

強的「有意致使」，表示說話者的其決心、掌控力或目的；表示抽象致使

的「讓 1」則多表示結果，有不凸顯 NP1意圖及轉移視線之功能。其他外

部因素，如說話者本身的「意圖」、「說話者與聽話者的地位」等會影響「讓」

字句在語用上之分佈情形。當交際雙方地位或權力與其語言內容衝突時可

能會造成「社交失序」，如：當利用表命令義的「讓 2」時，通常發話者當

主語時，其權力或地位應該高於受話者；反之，則可能造成「社交失序」。

或是當要歸咎致使者責任或是指明其功勞的情況下格外明顯。 

「讓」在上述語用條件下會呈現何種分佈是我們下一章探討分析的重

心。 

2.5本本本本章總結章總結章總結章總結 

首先，從廣義的角度來看，「致使」隱含「因果關係」或稱「作用與效

應關係」，並且有一股抽象且不可逆轉的「致使力」造成新的行為或狀態

的產生，構成致使關係的語義必要元素有「變化」及「致使力」，不過「目

的或意願」則可有可無，「讓 1」具備「變化」及「致使力」；「讓 2」三項

全部具備。 

其次，從語言類型看，漢語屬於孤立語，動詞型態變化不如英語來得

豐富，因此在漢語中表現「致使」的形式傾向使用「結構致使」及「詞彙

致使」，本文的「讓」字句屬於「結構致使」，且與「詞彙致使」相比，「結

構致使」較間接，被歸類為「間接致使」，表達一種比「直接致使」更間

接的「因果關係」。我們認為，從致使及因果的間接程度來看，「讓 1」是

比「讓 2」來得更間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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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結構上來看「讓」字句為「結構致使」，「讓 1」與「讓 2」都是「間

接致使」。根據歷時語義的演變，我們區分出「讓 1」與「讓 2」之不同，

表命令、吩咐、容讓、允許等義的「讓 2」早於表抽象致使的「讓 1」， 

「讓 2」至今仍保有較實在的詞彙意義。 

一般稱為「使令」或「使役」，而表示抽象致使義的「讓 1」出現的時

間較晚，語義虛化程度高，但還保有一定程度的動詞性(如：仍可用「沒」

否定)，是從「讓 2」的其中一個意義─「命令」義演變出來的，但是「讓 1」

已經不具有表命令義的「讓 2」一般具有「控制」的語義特徵。 

一般而言，NP1、NP2及 VP在語義上的關係及分佈為「讓 1」及 

「讓 2」的區別，我們認為與「讓 1」搭配的 NP1為無生命的「致事」，但

通常意志弱或甚至無意志行使後面的「事件 2」行動，「事件 2」必為結果

且多半為「已然」，其 NP2沒有控制 VP發生或產生能力，VP多為變化動

詞及狀態動詞，狀態動詞又以情緒類居多；與「讓 2」搭配 NP1多為有生

命的人或團體，帶有意志，NP2可以有操控度決定是否行使 NP1的要求或

命令，VP多為表行動的動作動詞，不一定有結果，且多為未然。 

雖然傳統的語法研究，大多數都將表致使的「讓」字句歸類在兼語句

中，但「兼語句」與「致使句」仍有所不同，我們主張將兩者劃分開來。

第一，語法形式上，「致使結構」不能選擇一個名詞作它的賓語，只能選

擇一個「從句」(即 NP2+VP)充任賓語，「兼語句」則無此限制。第二，從

格語法來看，一個名詞成分通常只會有一個語義角色，不能同時擁有兩種

語義角色114，因此「兼語」一說似乎須待更進一步的論證，但牽涉範圍太

廣，不在本文中討論。 

從共時的語義的角度看，雖然「讓 1」的動詞性比「讓 2」弱，在語法

搭配上也有不少限制，但仍是屬於動詞類。我們採取「讓 1」為「致使輕

動詞」說，而「讓 2」為「普通致使動詞」。「輕動詞」的作用僅為「提供

動詞功能(verb function)並承載時態和數標記，兩種結構在語義表達上基本

                                                 
114 (英文原文):Theta roles are syntactic structures reflecting positions i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the verb they are associated with. A noun may only bear one theta role. Only 
arguments bear theta roles. Adjuncts do not bear theta roles.(引自線上維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ematic_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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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僅存在細微差異」且「語義貧乏，只表達事態類型或類型意義，而

普通的實義動詞在類型意義之外還表達詞彙意義」(溫賓利、程傑，2007：

119)。在語義方面，「讓 1」在語義上很輕，只表示「抽象致使」的概念，

而「讓 2」除語義完整外，還能用「不」否定，動詞性比「讓 1」強。不論

「讓 1」還是「讓 2」都屬於「間接致使」，在間接致使程度上，我們認為

「讓 1」比「讓 2」高，「讓 1」可以介入的中介更多。 

「讓」字句篇章及語用功能方面的研究較少，因此我們從「讓」字句

的上層概念「致使結構」與「兼語句」的篇章及語用研究著眼。比較「讓」

字句表達的「作用與效應」的因果關係與一般「因果句」的不同，從銜接

與連貫、信息結構等篇章概念，剖析「讓」的篇章功能。「讓」字句所表

達的因果關係是較「詞彙致使」來得間接，包含了一種不可逆轉的「力的

傳遞」，是單方向的，比「因果句」的因果關係更緊密。 

語用方面，「讓 1」後面的事件 2在交際過程中為為「實然」並觸發狀

態變化的語用預設等。「讓 2」後事件 2表「非實然」，「讓 2」字句常出現在

祈使語氣，表達建議、願望、警告等，為表義務情態之情態動詞，具允許、

命令用法，在某些情況下表達忠告或建議。「讓 1」則常出現於陳述語氣，

描述或說明一種「因果關係」。而在交際過程中為了不威脅對方的面子或

表現禮貌，雙方會使用一些語用原則，如：「禮貌原則」、「緩調詞」等。

語用因素「情感投入」與「讓」字句有關，「情感投入」與「評價」也有

關，情感越投入，使用的「致使結構」傾向於用「讓 1」字句表達對於「致

因」的責任歸咎，表達發話者的主觀態度，每個因素彼此間環環相扣，皆

扮演影響「讓」語用功能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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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第三章     研究架構與方法研究架構與方法研究架構與方法研究架構與方法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我們可看出現代漢語中對於表致使「讓」的分

類眾說紛紜，無論在句法或語義上各有各的分類與說法，而有些分類其實

是互相重疊，若藉由區分「讓 1」與「讓 2」的核心語義必能將模糊的分類

定義清楚。本章第一節說明本文的研究架構，從以第二章的文獻探討為基

礎，劃分「讓 1」及「讓 2」之研究結構；第二節介紹研究工具，語料蒐集

來源；第三節說明研究過程，即語料蒐集過程；第四節概要敘述本章重點，

為本章總結。 

3.1本文研究架構本文研究架構本文研究架構本文研究架構 

 前述文獻在致使類型的分類中，對於「讓」無清楚及一致的區分，有

的以形式區分 (沈陽等，2002；范曉，2002)，有的則以 NP1語義特性(張

麗麗，2006)區分，但皆未區分「讓 1」與「讓 2」。另外，提及「讓」的 

事件 2時，指行動、結果、變化、狀態等，定義不甚清楚，我們藉由區分

「讓」，依照事件 2以「事件」與「狀態」區分。如此一來，「讓 1」與 

「讓 2」的分類不但較為清楚，在語義上我們提出以 NP1語義角色區分

「讓」，再加上結合 Teng(1975)、陳昌來(2003)與張伯江(2002)對於「施事」

與「致事」之定義(表三-1)，分析 NP1在「讓」字句中的角色（如表三-1

中的「他」）。 

表三-1、NP1 的語義特性區分標準：「致事」與「施事」 

NP1語義角色語義角色語義角色語義角色 施事施事施事施事 致事致事致事致事 語義特性語義特性語義特性語義特性 [+有生](animate) 
[+意志](volition) 
[+施動](agentive) 

[±有生 ] 
[-意志] 
[-施動] 有有有有／／／／無目的行無目的行無目的行無目的行為起始者為起始者為起始者為起始者 

有目的行為起始者 
(actor of a directed action) 

無目的行為起始者 
(actor of a non-directed action)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他他他他故意讓讓讓讓 2我嚇一跳。 他他他他讓讓讓讓 1我嚇一跳。 

我們將前述文獻中提到的不同致使類型與本文的「讓」對照，得出下表(表

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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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2、現代漢語中之致使類型 

 
致使類致使類致使類致使類型型型型 

定義定義定義定義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讓讓讓讓」」」」 詞彙詞彙詞彙詞彙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 

直接以詞彙表致使 我們豐富豐富豐富豐富生活 其 他 致 使結構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 用法用法用法用法 

有一個「致使標記」 我們使使使使生活豐富。 「讓 1」與「讓 2」 

沈 陽沈 陽沈 陽沈 陽等等等等
(2000) 致使用致使用致使用致使用法法法法 V-得得得得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無「致使標記」，零形式 那件事使張三激動得得得得流下了眼淚。 其 他 致 使結構 「使」字句 
他的舉止使使使使小蕾感到噁心。 「讓 1」與「讓 2」 「V使」句 好奇心驅使驅使驅使驅使他鑽進洞裡。 某些表致使義的「把」字句 

貴客臨門把把把把老太太樂壞了。 這篇文章把把把把我寫苦了。 

顯性致顯性致顯性致顯性致使句使句使句使句 

(有標致有標致有標致有標致使句使句使句使句) 

致使意義較明顯，有標記「使」或可自然的變換成「使」字句 「使動句」 淚水模糊模糊模糊模糊了他的眼睛。 使令句 
過了一星期，他使助手來叫叫叫叫我了。 使成句 
他撲滅撲滅撲滅撲滅了火了。 

范 曉范 曉范 曉范 曉
(2002) 

隱性致隱性致隱性致隱性致使句使句使句使句 

(無標致無標致無標致無標致使句使句使句使句) 

致使意義較不明顯，無致使標記，不能自然地變換成「使」字句，但句子內部隱含致使關係 

某些 V得句 

他說得說得說得說得她抬不起頭來。 

其 他 致 使結構 

使役使役使役使役 用法用法用法用法 

主語特性：[+有意]、[+有生] 後接事件：[-已然] 

能讓讓讓讓我先看證據嗎？   有意有意有意有意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 

主語特性：[+有意]、[+有生] 後接事件：[-已然] 

我要讓讓讓讓你們緊張一下。 

「讓 2」 

無意無意無意無意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 

主語特性：[-有意]、 
[±有生] 後接事件：[+已然] 

孩子們更是高興得拍手歡呼，讓讓讓讓國慶的歡樂達到最高潮。. 

張麗張麗張麗張麗麗麗麗麗
(2006) 

描述描述描述描述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 

主語特性：[-有意]、 
[-有生] 後接事件：[+已然] 

幼年是多麼讓讓讓讓難人難忘啊！ 

「讓 1」 

本研究以 Halliday的三大功能為本，從「概念」、「篇章」到「人際」

功能對「讓」字句進行分析，探討「讓 1」與「讓 2」在三個層面的功能及

分佈情形。 

首先，「概念」指的是語法及語義層面，在第二章文獻探討的部分我

們花了不少篇幅探討「致使」核心語義、「致使結構」、「讓」的歷時與共

時語義、「讓」字句的語法形式等，目的便是為了從「讓」最基層的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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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基礎上進行分類。其次，篇章和語用方面的研究文獻不如語法及語義

層面豐富，我們藉由探討相關理論，之後在第四章語料分析與討論「讓」

的篇章及語用功能。本文研究架構圖示如下(圖三-1)。： 

 

圖三-1、本文研究架構 

「「「「讓讓讓讓」」」」的研究架構的研究架構的研究架構的研究架構 「「「「讓讓讓讓」」」」的語義句法研究的語義句法研究的語義句法研究的語義句法研究 

 

「「「「讓讓讓讓」」」」的篇章研究的篇章研究的篇章研究的篇章研究 

「「「「讓讓讓讓」」」」的語用研究的語用研究的語用研究的語用研究 

「「「「讓讓讓讓」」」」的語義研究的語義研究的語義研究的語義研究 

 

「「「「讓讓讓讓」」」」的句法研究的句法研究的句法研究的句法研究 

 「「「「讓讓讓讓」」」」字句與字句與字句與字句與「「「「兼語句兼語句兼語句兼語句」」」」 

 

「「「「致使致使致使致使」」」」的類型與定義的類型與定義的類型與定義的類型與定義 

 「「「「讓讓讓讓」」」」的歷時語義的歷時語義的歷時語義的歷時語義 

 「「「「讓讓讓讓」」」」的共時語義的共時語義的共時語義的共時語義 

「「「「讓讓讓讓 1」」」」的的的的「「「「原因原因原因原因────結果結果結果結果」」」」語義連貫語義連貫語義連貫語義連貫、、、、引出前景引出前景引出前景引出前景 

「「「「讓讓讓讓 2」」」」的的的的「「「「行動行動行動行動────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語義連貫語義連貫語義連貫語義連貫、、、、引出後景引出後景引出後景引出後景 

「「「「讓讓讓讓 1」」」」的歸因性的歸因性的歸因性的歸因性、、、、語用預設語用預設語用預設語用預設、、、、 情感投入與主觀性情感投入與主觀性情感投入與主觀性情感投入與主觀性 

「「「「讓讓讓讓 2」」」」的義務情態的義務情態的義務情態的義務情態、、、、 禮貌原則與緩調詞禮貌原則與緩調詞禮貌原則與緩調詞禮貌原則與緩調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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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研究工具 

由於先前研究的語料多取材自文學作品、書面口語或是研究者自身的

語感，再加上多為單句形式，無明確上下文及語境，因此我們採用語料分

析法，以語料庫為研究工具，語料庫中的語料除了提供明確上下文外，也

提供我們多種不同來源的語料，如新聞、電視節目訪談等來分析「讓」字

句。此外，我們再依照語體將語料來源分為「書面」及「口語」，「口語」

語料作為「讓」字句語用分析之主要依據。以下介紹蒐集語料的目的和語

料來源，茲分述如下： 

 (一一一一)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不同類型的語料來源，能增加本研究的研究分析的信度(credibility)，

如：線上語料庫、書面語料、真實口語語料、媒體影音節目訪談等。再從

不同的「讓」在語料中的分佈情形，整理出與其常共現(co-location)的語言

成分，最後在應用於教學中，提出教學建議。 

 (二二二二)語料來源語料來源語料來源語料來源 

以蒐集書面形式的語料為主，口語為輔，針對口語和書面語的差異進

行比較分析，呈現「讓」在語料中分佈的完整面貌。書面語料的主要來源

是各大語料庫，其中包括「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Chinese Word Sketch 

Engine) (其語料收錄範圍已包含「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語料」)、「北京大

學語料庫」以及「聯合知識庫」。口語語料來源： (1)是「中國網」的訪談
115文字稿，有清楚的上下文參照，為節目內容來賓與主持人間訪談對話；

(2) 電視訪談節目：中天電視台的「康熙來了」；(3)是劉怡君(2007)116論文

中所蒐集之問卷語料；(4)其他語料。以下大略地介紹每個語料的內容及特

性： 

A. 書面語料書面語料書面語料書面語料 

(i)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15中國網的訪談文字稿一般訪談形式為主持人與一至兩位來賓進行對談的內容。 
116語料來源為劉怡君(2007)的研究所蒐集之問卷語料，在此特別感謝她將完整的語料供筆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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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語料庫的優勢在於有詳細的上下文，不但能提供一般的關鍵詞及語

境查詢，還有「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並提供關鍵字與其他詞彙的語

法關係，如常與其共現的成分等，其語料來源範圍廣泛有文學作品、新聞

雜誌的文章等。 

(ii) 「「「「北京大學語料庫北京大學語料庫北京大學語料庫北京大學語料庫」」」」 

除了台灣地區的語料外，「北京大學語料庫」提供我們超越地區性的

限制，進而檢視「讓」在兩岸的用法差異，可獲得較整體性的分析結果。

內容多為從書籍上摘錄下來的語料，不足之處在於有時沒有完整上下文可

以參照。 

(iii) 「「「「聯合知識庫聯合知識庫聯合知識庫聯合知識庫」」」」 

所收錄的語料多來自報章雜誌，以書面語為主，語料的同質性高，基

本上以「讓」出現的一個段落作為一筆語料，一篇新聞或雜誌文章中，可

能出現不只一個「讓」，以「讓」作為每一筆語料的單位。 

B. 口語語料口語語料口語語料口語語料    

(i) 「「「「中國網中國網中國網中國網」」」」訪談節目訪談節目訪談節目訪談節目 

選擇此節目作為口語語料來源的原因有二：第一，這是一個中國的訪

談節目，平衡語料地區性來源；第二，網站提供訪談內容的文字稿，省去

了繁複的轉寫工作，增加分析的效率。中國網的訪談每次根據不同主題，

由一為女主持人訪問來賓(通常與一至兩位來賓)進行對談交流，內容多與

經濟、政治等相關，屬於較正式的對話口語語料。 

(ii) 電視訪談節目電視訪談節目電視訪談節目電視訪談節目─「「「「康熙來了康熙來了康熙來了康熙來了」」」」 

與中國網的訪談節目相比，在主題方面是相對輕鬆且具娛樂性的口語

對話語料，屬於台灣本土的節目。由兩位主持人(一男一女)主持，與多位

來賓的交際互動，談論的話題也較為輕鬆，多為娛樂或生活方面等話題，

是時下年輕人觀看的流行談話性節目之一。 

(iii) 劉怡君劉怡君劉怡君劉怡君(2007)論文語料論文語料論文語料論文語料 

劉怡君(2007)針對漢語中委婉語進行研究，收集了不同情境下的語

料，如設定交際雙方的地位為變數，在勸告、建議等語境下的交際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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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面兩個口語語料相比，是屬於有較明確語境設定的語料。我們只取有

「讓」字句的部分。 

(iv) 其他語料其他語料其他語料其他語料 

筆者從日常生活中路上或廣告文宣的標語找到包含「讓」的廣告標語

等，此類語料數量不多，主要是為了語用層面的分析而蒐集的，由於不句

清楚上下文，因此不收錄在語料分析的數據中，只是為了驗證語料分析結

果而蒐集。 

以下為所收集的書面形式的語料及口語形式的語料的數量，這些是去

除了無效或重複語料及表被動「讓 3」的結果，另外，去除掉其他語料，

共有 1794筆語料。 

表三-3、本文語料來源及數量 語料類型 語料來源 語料數 總語料數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453 北京大學語料庫 557 書面 聯合知識庫 459 
1469 中國網 177 電視訪談節目-康熙來了 112 口語 劉怡君論文問卷語料 36 
325 其他 廣告標語 20 20 

3.3研究過程研究過程研究過程研究過程 

本研究之語料主要分為兩部分：書面與口語語料。第一部份書面語料

的來源為「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聯合知識庫」和「北京大學語料庫」，

以及部分網路文章(如：電子報、網誌文章等)。蒐集語料之辦法為輸入關

鍵字「讓」，在語料庫進行搜尋，將搜尋的結果語料複製至文書處理應用

程式Microsoft Office Word中，以條列式將每一筆語料(含上下文)羅列，之

後放到Microsoft Office Excel以便統計分析結果之數據。第二部分口語語

料的主要來源，包括電視訪談節目，「中國網」的訪談節目在其線上網站

上已經有了轉錄文字檔，因此直接從網站上複製後，在文書處理應用程式

Word 中找出含有「讓」字句的部分；另一個訪談節目「康熙來了」的錄

影檔，是當我們聽到「讓」字句出現時，以對話方式紀錄，將前後相關之

上下文(context)及大概情境記錄下來，轉寫為文字檔，也從劉怡君(2007)

論文裡測試委婉語的訪談口語問卷語料來看「讓」在設定情境下對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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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佈情形。其中一小部分的語料是筆者從日常生活中的廣告蒐集包含「讓」

的廣告標語。 

3.4總總總總結結結結 

本文藉由書面與口語兩種不同語體，希望能整體且全面地印證分析結

果，盡量減少變數的影響，所蒐集的語料便是我們的研究工具。首先，語

料來源的選擇根據地區性，以台灣與大陸代表性語料庫，台灣地區為「中

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及含有許多新聞類文章的「聯合知識庫」，大陸地

區為「北京大學語料庫」。其次，依照語體的不同分成書面與口語語料，

主要來源為訪談節目中的口語會話，有「中國網」訪談節目轉寫語料、電

視節目─「康熙來了」以及劉怡君(2007)針對委婉語蒐集的情境對話轉寫

口語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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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讓讓讓讓」」」」的的的的語料分析語料分析語料分析語料分析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與討論 

綜觀前述文獻探討，一些文獻探討在語義及語法方面的研究有些混

淆，有些依照形式分類，有些則依據語義特性分類，且篇章及語用方面的

研究甚少，本研究第一節從語義的角度出發，討論「讓」的語義功能以及

「讓」在語義語法、篇章及語用三方面的聯繫；第二部分討論「讓 1」和

「讓 2」的篇章銜接與連貫功能；第三部分探討「讓」與信息結構（前後

景與焦點）的關係。本研究從銜接與連貫和前後景與焦點這兩方面來分析

「讓」在篇章層面的表現。第四節為總結。 

4.1「「「「讓讓讓讓」」」」在語義在語義在語義在語義、、、、篇章篇章篇章篇章、、、、語用之聯繫語用之聯繫語用之聯繫語用之聯繫 

藉由區分「讓 1」與「讓 2」的語義，以往研究中的複雜分類得到了解

決，我們以語法、語義的研究為基礎，進而分析「讓 1」與「讓 2」在篇章

與語用的功能，因此在開始分析篇章及語用功能前，以下我們將「讓 1」

與「讓 2」在三個層面的關係之間聯繫敘述說明之。 

（（（（一一一一））））    語義層面語義層面語義層面語義層面：：：：  

從 NP1的語義角色能清楚劃分「讓 1」與「讓 2」，前者搭配「致事」

後者搭配「施事」，這樣的劃分結果是建立在「讓」的核心語義上，「讓 1」

表示抽象致使關係，必帶結果，；「讓 2」具有多義性(如：「允許」、「任憑」、

「命令」等)，但不論哪種意思，NP1都是有意志的、目的及施動性，只是

在程度上有強弱的差別。 

在語法形式上，「讓 1」不用「不」和「別」否定，因「讓 2」本身具

有[+已然]及[－控制]，前面可加上「更」、「很」、「真」等程度副詞修飾，

語義已經漸漸虛化；「讓 2」則仍保有較強的動詞性，能以「不讓 2…」否

定以及出現於否定祈使句「別讓 2....」中，也是因「讓 2」本身具有[－已

然]及[+控制]等語義特徵使然。 

我們將事件 2分成「狀態」與「事件」，前者指靜態的狀態，後者是動

態的行動，「讓 1」後面的事件 2必帶結果，結果多半是已然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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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2」後的事件 2則不一定有結果，所以往往是未然的(或可能實現的)「事

件」。因此，在致使關係中，「作用─效應」中的「效應」指的可能是一種

「狀態」或「事件」。 

（（（（二二二二））））    篇章層面篇章層面篇章層面篇章層面：：：：銜接與連貫銜接與連貫銜接與連貫銜接與連貫 vs. 信息結構信息結構信息結構信息結構 

「讓 1」多用於陳述一般因果關係，「讓 1」的 NP1多表客觀的「致因」，

連貫因果關係，其中包括「力的傳遞」，而事件 2表示狀態的改變在篇章中

「前景」與「後景」功能佔重要地位。「讓 2」事件 2表示 NP1的願望或目

的，導致「讓 1」與「讓 2」在「因果關係」的分工上也不同，「讓 1」連貫

「原因與結果」而「讓 2」連貫「行動與目的」關係，前者可用準分裂句

「讓 1+NP2+VP的是，……」，後者用目的句式「為了讓 2+NP2+VP，……」

來變換焦點。我們將藉由檢視語料，找出兩者在呈現「因果關係」時的不

同功能。 

（（（（三三三三））））    語用層面語用層面語用層面語用層面：：：：語用預設與語用預設與語用預設與語用預設與情態性情態性情態性情態性 

「讓 1」與「讓 2」的核心語義的不同，使得兩者在語用層面的功能也

不同，表示「允許」、「任憑」、「命令」的「讓 2」能表達「義務情態」，屬

於情態動詞，「讓 1」則不是情態動詞，「讓 1」在語用上具有歸因性及觸發

狀態改變的語用預設。再者，從「讓」在語義上事件 2為「已然／未然」

的傾向與事件 2在語用層面為「實然／非實然」的語用預設相關。 

在語用上，由於「讓 2」的 NP1為「施事」，帶有意志，表達其主觀意

志，可以表達其「決心、掌控力」(張麗麗，2006b)，從「讓 2」的核心語

義看，「讓 2」的 NP1提出一種要求或是有一種執行某事的意圖或願望，為

情態動詞，表示義務情態中的指令系統，因而也常與祈使語氣搭配；不表

示目的或意圖之「致事」為 NP1的「讓 1」則多出現於說明或敘述的陳述

語氣中。當發話者利用「讓 2」提出請求或要求時，利用「讓 2」原始語義

中的允許、容讓義，把自己放到 NP2 的位置，如：「讓 2我照顧你」留給

受話者選擇的餘地，並增強威脅發話者的「消極面子」，使發話者在表面

上受益的程度較高，進而顯得較有禮貌，可作為一種「緩調詞」。 

說話者的意圖也會影響「讓 1」與「讓 2」的使用，由於「讓」隱含的

「作用與效應」關係，有時發話者想要「歸咎責任」時會使用「讓 1」，會

指明責任(或功勞)歸屬於 NP1，投入主觀情感，表示發話者的主觀態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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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再者，「社會地位」以及交際雙方的「關係親密度」也會影響「讓 1」

與「讓 2」的使用，這些都可以回溯到「讓 1」與「讓 2」的核心語義來看，

下面我們針對語料的分析，提出本文的觀察與見解。 

4.2「「「「讓讓讓讓」」」」的語義功能的語義功能的語義功能的語義功能 

 首先，我們簡單統計「讓 1」與「讓 2」在不同語料庫的分佈情形，初

步觀察，「讓 1」在在台灣地區語料出現的頻率略高於「讓 2」，而兩者的語

料總數則是「讓 1」佔了將近「讓 2」的兩倍。(表四-1、圖四-1)。 

表四-1、「讓」在各語料庫之分布情形 

語料庫語料庫語料庫語料庫 讓讓讓讓 1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讓讓讓讓 2 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百分比 
個別語個別語個別語個別語

料總數料總數料總數料總數 

北大語料庫北大語料庫北大語料庫北大語料庫 263 47.22% 294 52.78% 557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321 70.86% 132 29.14% 453 

聯合知識庫聯合知識庫聯合知識庫聯合知識庫 390 84.97% 69 15.03% 459 
中國網訪談文字稿中國網訪談文字稿中國網訪談文字稿中國網訪談文字稿 96 54.24% 81 45.76% 177 

劉怡劉怡劉怡劉怡君君君君(2007) 18 50.00% 18 50.00% 36 
電視節目電視節目電視節目電視節目─康熙來了康熙來了康熙來了康熙來了 44 39.29% 68 60.71% 112 

全部語料總數全部語料總數全部語料總數全部語料總數 1132 ／ 662 ／ 1794 

一般而言，「讓 2」在大陸地區語料庫出現的頻率高於「讓 1」（圖四-1），

尤其在「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與「聯合知識庫」中「讓 1」出現的頻

率遠遠高於「讓 2」，而此種差異也許是因為「讓 2」表命令義的用法在大

陸地區較常用，而在台灣則只有表允許或任憑義的「讓 2」。 

在不同語體中，「讓 1」在書面語體中比「讓 2」高出約 17.68%，在口

語語體中則少 17.68%，即在本文研究語料的統計裡，「讓 1」出現於書面的

機率大於「讓 2」，在口語中則相反(圖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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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讓讓讓」」」」在各語料庫分布情形在各語料庫分布情形在各語料庫分布情形在各語料庫分布情形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語料庫名稱

百
分
比 讓1

讓2

讓1 47.22% 70.86% 84.97% 54.24% 50.00% 39.29%讓2 52.78% 29.14% 15.03% 45.76% 50.00% 60.71%

北大語料庫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聯合知識庫 中國網訪談文字稿 劉怡君 電視節目─康熙來了
 

圖四-1、「讓」在各語料庫之分布情形 書面, 66.30% 書面, 33.70%

口語, 48.62% 口語, 51.38%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書面口語
書面 66.30% 33.70%口語 48.62% 51.38%

讓1 讓2

 
圖四-2、「讓」在不同語體中之分佈情形 

 從核心語義來看，一般「讓 2」的 NP1 的權力應該要高於 NP2，

從「讓 2」語義來看，這是因為「命令者」通常要有一定的「權力」，才能

要發號施令或要求 NP2 執行其指令。我們將不同的「讓」的 NP1 施動性

與意志度(圖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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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NP1 的施動性與意志度 

根據語料分析，「讓 1」與「讓 2」最主要的差別在於 NP1的語義角色，

「讓 1」的 NP1為「致事」，而「讓 2」的 NP1則為「施事」，「致事」與「施

事」最大的不同在於，「致事」主要表示一種在客觀條件下的「致因」，在

某種程度上，雖然可能表面上是有生的人，但實際上代表的是其特色或特

徵，無意志或意圖，為「無目的動作起始者」，反過來說，帶意志及目的

的「施事」為「有目的動作起始者」。簡言之，有目的或意圖與否為 NP1

的語義角色之依據，不過兩者在致使關係中都代表一種引發事件 2發生或

產生變化的「致因」，只是「讓 1」後的事件 2必有結果，也就是新狀態的

產生。 

NP1為「致事」是「讓 1」的典型用法，NP1為「施事」則是「讓 2」

的典型用法。我們認為，從「讓」的歷史語義演變中，「讓」表致使時的

各種基本語義為一個連續體，在某些語義區分上仍有部分重疊的色彩，尤

其在當 NP1 為有生且有意志的人或代表人的團體或組織時，語義角色為

「施事」，一些看似「讓 1」的 NP1特別是加上含「意志」或「目的」的情

態副詞或助動詞，如：「努力、想法子、有意、希望、想要」等，被視為

「施事」，實則為「讓 2」。但這樣的語料為少數，這與「讓 1」原本是從 

「讓 2」其中的命令義演變而來的有關，屬於「讓 2」過渡到「讓 1」的證

明。 

典型的「讓 2」的 NP1已經包含「意志性」、「意圖性」，故無須加上任

何標示意志、意圖的副詞如「故意」，只要藉助上下文就能清楚地看出其

「意志」、「目的」。只有在「讓 2」的事件 2是一種狀態時，才可能需要再

加上「有意」、「企圖」、「決定要」、「想要」等情態副詞或助動詞，與 

「讓 1」的 NP1區別開來。 

我們認為，「讓」歷時語義演變密切相關，少數有些看似「讓 1」句子

NP1 為有意志、有生的「施事」，這一點，與「讓 1」是從「讓 2」的其中

被動 任由/允讓 

 
命令(要求、吩咐) 致使 

讓 1 讓 2 
 

讓 3 

無無無無 強強強強 

容許/允許 

弱弱弱弱 
施動性施動性施動性施動性 意志意志意志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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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意義「命令」演變來的有關，NP1是「人」的時候，仍保有「命令」

義的色彩。 

 關於事件 2，陳小英(2005：156)提及表示結果或狀態的「使」字句，

一般事件 2為「已然」；張麗麗(2005；2006a)指出「使役」或「有意致使」

的事件 2具有「非實然」的特性。 根據本文的觀察，本文的「讓 1」後的事

件 2為狀態，也多為「已然」(或正在進行中)的結果，必定產生狀態的變化；

「讓 2」後的事件 2則多表示具體動作、行為，是「未然」(或可能實現、

同時發生的活動)，也有少部分與顯示事件 2 為「已然」，基本上我們這裡

說的「已然」與「未然」的概念可成兩方面來說：第一，從語法形式及語

義來看，前者的 VP為狀態動詞或帶補語，也能加上時貌標記「了」、「著」

等；第二，與動詞及事件發生順序有關，也就是「讓 2」與事件 2中的 VP

實際發生的順序，與實際時間可能相同，不過已然與未然的跟「讓」的搭

配情形並非受到嚴格限制，只是一種趨勢的分佈。 

另外，「讓」本身也牽涉「已然／未然」，「讓 1」不能用「不」、「別」

否定，原因在於分別具有 [+已然]與[﹣控制]的語義特徵，因此「讓 1」也

不搭配「V-不-V」正反問句形式形成疑問句；「讓 2」則在形式上相對自由，

沒有像「讓 1」一樣的限制，本身為表「未然」，語義特整可寫成[﹣已然]

與[＋控制]。 

除此之外，「讓」在不同地區用法使用的頻率高低有所不同，我們粗略

地將分屬兩個地區的語料，(1)大陸地區：北大語料庫及中國網訪談文字

稿；(2)台灣地區：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聯合知識庫、劉怡君(2007)論

文問卷語料及電視節目─「康熙來了」，「讓 1」與「讓 2」在不同地區中的

總語料數的比例呈現些微差異。首先，在大陸地區語料的部分，「讓 1」與

「讓 2」出現的比例各佔大陸地區總語料數的 48.91%與 51.09%，而台灣地

區「讓 1」與「讓 2」各佔 72.92%與 27.08%。 

表四-2、「讓 1」與「讓 2」在不同地區語料之出現比例 

讓的地區性讓的地區性讓的地區性讓的地區性 讓讓讓讓 1 讓讓讓讓 2 

數量 359 375 
大陸地區 

百分比 48.91% 51.09% 
數量 773 287 

台灣地區 
百分比 72.92% 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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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而言，我們分析語料時發現，在台灣地區表命令義的「讓 2」相對

少見117，「讓 1」幾乎是「讓 2」的 2.5倍，而我們之前又提過，從歷時語義

看，「不讓」一般都表示「不准」、「不允許」的意思，而非「不命令」(張

麗麗，2006b：355)，這樣一來，出現「命令」的機會又更少了，圖(四-4)

可看出兩個地區「讓」出現頻率之差異118。 「「「「讓讓讓讓」」」」的地區性差異的地區性差異的地區性差異的地區性差異大陸地區,
48.91%

大陸地區,
51.09%台灣地區,

27.08%

台灣地區,
72.92%

0.00%

20.00%

40.00%

60.00%

80.00%

讓的分類
所佔百分比 大陸地區台灣地區

大陸地區 48.91% 51.09%台灣地區 72.92% 27.08%

讓1 讓2

 

圖四-4、「讓」的地區性差異 

4.2.1「「「「讓讓讓讓」」」」的的的的核心核心核心核心語義分析語義分析語義分析語義分析 

核心語義分析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探索語

料中「讓 1」、「讓 2」之核心語義，再探討核心語義與延伸語義之間的關係。

第二部分從 Halliday功能語法的角度，分析「讓 1」、「讓 2」在語義、篇章、

語用之聯繫。 

以往文獻對於現代漢語致使動詞「讓」的探討，僅止於描寫語法層面

的使用情況(如：「兼語句」、「已然／未然」)，缺乏比較整體且全面之研究。

傳統語法研究多半針對「讓」在句法結構中的分析，未系統性地細分「讓」

                                                 
117 在台灣多以另一個動詞「叫」表示命令義的致使，如：「爸爸叫我去買東西」。 
118 感謝口試委員謝佳玲老師與張郇慧老師針對「讓」地區性差異的數據問題，本文的統計為初步的觀察，實際上「讓」出現的頻率是否牽涉地區性差異及其原因，有待未來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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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義項的用法，分類也未統一，如「讓」後面的 VP既可以「同時說明……

要達到的目的或產生的結果」(程祥徽，田小琳，1989：298)，若分類為 

「讓 1」與「讓 2」，「讓 2」的 VP則多為要達到的目的，而「讓 1」為結果。

再加上，針對「讓」在篇章及語用方面的著墨也不多。我們將「讓」依照

其核心語義、語法形式、NP1語義角色及事件 2類型等進行分類。 

「讓」經歷不同時期的演變至今，已從原來的普通動詞「責備」及「禮

讓、謙讓」義，後者轉變為後來的「允讓」、「容許」、「任憑」、「命令」等

義，之後再逐漸變成現代常使用的「致使」義及「被動」義，意義從具體

逐漸抽象化。對於「讓」在現代漢語中的各種語言現象的背後，進一步地

歸納與分析其語言功能，是本文關注的焦點之一。 

以往「讓」被歸類為「兼語句」，然而「讓」字句與兼語句有別，「讓」

字句不能省略後面的 VP，也就是「讓」後面的賓語不是 NP而是名詞子句

「NP2+VP」，我們將「讓」字句歸類為「致使結構」。我們將「讓」分成

表「抽象致使」的「讓 1」、表「允讓、容許、任憑、命令」等義的「讓 2」

及表被動的「讓 3」，「讓 3」是為了避免歧義而劃分出來119，不在本文表致

使結構的「讓」字句討論範圍之中。以下就語料分析結果釐清「讓」 在

語義語法方面的功能。 

我們分別從「讓 1」與「讓 2」NP1的語法形式、NP1的語義角色、「讓」

語法特色(如：否定形式)、核心語義、事件 2的特性分析語法及語義。 

((((一一一一) ) ) ) 「「「「讓讓讓讓 1」」」」的語義分析的語義分析的語義分析的語義分析 

 首先，我們先從 NP1語法形式看「讓 1」，Teng(1975)指出 NP1的語法

形式不僅限於普通名詞或名詞組，可能是普通指物名詞(例 171)、複句 (例

172)、短語(例 173)或 指人名詞(例 174)，為容易閱讀起見，我們將下列例

句中的 NP1以方框與粗體字形的形式標出(以下其他語料分析也以方框與

粗體標出探討之部分)。 

(171)一個城市一個城市一個城市一個城市是否讓讓讓讓 1 市民感到適宜居住，有很多因素，包括地理條件、氣候、

交通、教育、醫療和人文資源，乃至於城市意象和人情味等等。有些縣市的自

然條件得天獨厚，譬如花蓮和宜蘭，自然吸引一批喜歡好山好水的居民，也因

                                                 
119 「讓 2」在表示「非自願允讓」、「任憑」義與省略 NP2時，容易與「讓 3」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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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宜維持低度發展。台北市的滿意度雖低，但仍有很多外地人往台北移入，因

為充滿就業機會和各種 社經資源。      (聯合知識庫) 

(172) (中央社記者顏伶如波特蘭 5 日專電)一名男子上週在波特蘭搭捷運下車

時，不慎從月台與車體間縫隙摔下，列車啟動時遭輾過卻只有輕傷。波特蘭捷

運說，新款西門子新款西門子新款西門子新款西門子 Type-4 列車底盤有較大空隙列車底盤有較大空隙列車底盤有較大空隙列車底盤有較大空隙，讓讓讓讓 1 男子保住一命。(同上) 

(173) 在樹村待了一年，我繞來繞去又重新回到了最初的起點，這這這這讓讓讓讓 1 我不禁

感歎起生活的無常與無奈。經過近兩年的“北漂”生活，我變……。 

              (北大語料庫) 

(174)我我我我沒有讓讓讓讓 1 他們失望，他們的預言很快就得到了驗證：10 多歲後，我便

成了我所在的學校裏長得最好看的小姑娘——要知道，我們那所小學有 600

多名學生，光是女生就占了一多半。       (同上) 

「讓 1」句中的 NP1往往是無生命、無意志的「致事」，表示「致因」，大

多數是比較抽象的事物或事件(例 171-174)，不帶意志和目的，強調「致因」

導致的結果狀態。例(171)中 NP1是普通指物名詞─「一個城市」，代表 

事件 2「市民感到適宜居住」的「致因」，從上下文我們可以看出指的是其

「地理條件、氣候、交通、教育、醫療和人文資源，乃至於城市意象和人

情味」等「因素」，事件 2「感到……」是已然且靜態的結果狀態。例(172)

中 NP1「新款西門子 Type-4列車底盤有較大空隙」是導致事件 2「男子保

住一命」的結果，而造成這樣的結果並非 NP1的目的，只是一個不帶意志

或目的現象的存在，因此我們定義為「致事」。例(173)的 NP1實際上是前

面的複句「在樹村待了一年，我繞來繞去又重新回到了最初的起點」，而

由於語言形式太冗長，以「這」重現，代替前述的複句作為 NP1，造成「不

禁感歎起生活的無常與無奈」的結果，這裡的「感嘆起……」也是一種已

然的狀態。例(174)中的「我」指的是「我的長相」，不是指人本身之意志。

與張麗麗(2005，2006b)提出的「無意致使」、郭繼懋的性狀兼語句特性相

符，張也提出「讓 1」事件 2多為「已然」的觀察。 

 換言之，在「讓 1」句中的 NP1沒有希望事件 2發生的意志或意圖的情

況下，產生事件 2狀態的改變，也就是結果的出現。有一種特殊情形是當

NP1是有生的指人名詞時(例 180)，可能有不同的解讀，可能是「致事」也

可能「施事」，如果是「施事」的話後面搭配的就是「讓 2」，「致事」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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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準為：NP1不帶意志與目的，也就是 NP1必須是 Teng(1975)提出的「無

目的動作起始者」。我們認為 Shibatani&Pardeshi(2002)提出「間接致使」是

由兩個施事的說法較為籠統，區分「致事」與「施事」有助於區分不同「讓」

字句中 NP1的語義角色，也比張麗麗(2005)提出的「事主使」更為明確。

此外，從間接致使程度的角度看，姚肖鶯(2007)提出「間接致使」的三個

變體中： 

變體 1：可能 NP1告訴役事 NP2做某事 

變體 2：可能是 NP1通過中間人活動 

變體 3：NP1的不作為導致役事 NP2達成某種結果 

「變體 3」的間接程度最高，「變體 1」最低，「變體 1」與「變體 2」中

NP2 通常附帶一定的「自控度」，而「變體 3」是取決於 NP1 的不作為仍

導致結果，所謂的「不作為」就是本文架構中的「致事」，其餘的兩種情

形：「變體 1」及「變體 2」為「讓 2」的 NP1所扮演的語義角色，也就是

「施事」。 

承上文，當 NP1 是指人名詞時，有兩種解讀，搭配「讓 1」時是不帶

意志與目的之「致事」，例(155)中的「我」不是指「我有目的性地做了某

事」，也就是說， NP1 表面上雖然說的是「我」，然而實際上是指「我的

長相／外貌」，是不包含意志或意圖的「致事」，關於這一點，我們也可以

從後面的描述得知「長得最好看的小姑娘」，因此即使是 NP有生的指人名

詞，還得從其他語意特徵判別其語義角色，不過這樣的「讓 1」的語料不

多。陳昌來(2003)也提出當 NP1為「致事」沒有「施動性」，只能算是一種

「原因」，常為抽象事物或事件，我們採用陳的說法，再加上其他判斷標

準「意圖」、「目的」，換言之，「施事」不僅具備施動性而且還要具有意圖

或目的。 

(二二二二) 「「「「讓讓讓讓 1」」」」與與與與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2 

 張麗麗(2005)提出表抽象致使「讓 1」的事件 2為「已然」的說法，而 陳

小英(2005)也提到事件 2表結果或狀態時多為「已然」。湯廷池(1999：95)

事件 2中的動詞，當兼語動詞表「使令」義時常為「動態」或「行動」動

詞，而表「致使」義常為「靜態」(stative)或「事態」(state)動詞。動態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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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施動性、自主性及能量，靜態是指無變化的狀態(連金發，2006: 28引用

自 Smith(1991))。動態或靜態的說法有模糊地帶，以 Teng(1975)動詞三分

的角度來看，「讓 1」後的 VP多為狀態動詞或帶補語的動詞，典型「讓 1」

的事件 2多為靜態的結果狀態，多與「情緒」或「心理」狀態相關(例 175)，

也可能以動詞加上補語的形式出現，如例(175)中的「變得」。更明確地說，

事件 2表達一種新狀態的產生，多為「已然」(例 175，176)。 

(175)a.……NBA 球隊，我對他們都致以真誠的感謝。希望今天的表現沒有

 讓讓讓讓 1 他們失失失失望望望望。         (北大語料庫) 

 b.三重市長李乾龍獲悉露易莎一家生計困難後，安排黃水火到市公所清

 潔隊當臨時工，但黃水火的父親 3個月前罹患骨癌，兩個月前過世， 

 讓讓讓讓 1黃水火十分傷心傷心傷心傷心，前天晚上 8 時許，他接錄完影的露易莎回家不久，

 突然口吐白沬、臉部發黑，經送縣立醫院三重院區急救，仍回天乏術。

 (聯合知識庫) 

(176)a.除此之外，劉銘後來進入廣播界當主持人，83 年獲選全國十大傑出

 青年，讓讓讓讓 1劉銘變得有名變得有名變得有名變得有名，也愈來愈受肯定。陳淑華的姐姐看在眼裡，

 忍不住主動幫劉銘再提親，這回「準岳父母」不再反對，劉銘的八年抗

 戰終於成功。          (同上) 

 b.奇怪得很，發生了這樣的事，非但沒有挫敗我的雄心，反而讓讓讓讓 1 我變變變變 

 得雄心萬丈起來得雄心萬丈起來得雄心萬丈起來得雄心萬丈起來。我又開始靜下心來，埋頭創作我的第二批歌曲。 

             (北大語料庫) 

例(176)中事件 2出現新狀態的「有名」、「雄心萬丈起來」，可從「變得」看

出來。另外，狀態往往是「已然」(例 175-177)，也就是「讓 1」與事件 2

中的動詞發生的順序就是兩個事件實際發生的順序。 

(177)a.這種奇妙的三角關係讓讓讓讓 1 我大為吃驚大為吃驚大為吃驚大為吃驚，真搞不懂現在的年輕人怎麼這

 麼開放。           (北大語料庫) 

 b.只因為品名中有個「骨」字，民眾便將沙魚軟「骨」等當做骨質疏鬆

 的預防治療品。而政府部門則不負責任地協助傳達這類的錯誤訊息， 

 讓讓讓讓 1許多民眾誤以為誤以為誤以為誤以為這些東西愈吃愈健康。當然，業者更樂得利用這些

 堂皇的名稱，大肆推銷灌水的健康觀。    (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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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77)的 NP1「三角關係」及「而政府部門則不負責任地協助傳達這類的

錯誤訊息」導致事件 2「我大為吃驚」、「許多民眾誤以為這些東西愈吃愈

健康」的發生，「讓 1」所包含的事件 1(即 NP1＋讓 1)比事件 2發生的早，

而事件 2的發生與否體現於其動詞，動詞本身都是表示「已然」的「狀態」，

不能以「不」否定，如：「*不大為吃驚」或「*不誤以為」，因此改寫成例

(177a’, b’)便不成立。 

(177)a’.這種奇妙的三角關係讓讓讓讓 1 我大為吃驚大為吃驚大為吃驚大為吃驚，*但我不大為吃驚但我不大為吃驚但我不大為吃驚但我不大為吃驚。  

             (筆者改寫) 

 b’.……。而政府部門則不負責任地協助傳達這類的錯誤訊息，讓讓讓讓 1許多

 民眾誤以為誤以為誤以為誤以為這些東西愈吃愈健康，*但但但但民眾不誤以為民眾不誤以為民眾不誤以為民眾不誤以為…… (同上) 

關於這點，Teng(1989, 2005)也曾提出「讓」後面的事件 2未必已經發生，

也就是有兩種可能，我們認為這與「讓」的分類密切相關。在本文架構下，

「讓 1」後事件 2多半已經發生，為「已然」。再加上，由於「讓 1」後的 

事件 2通常是發生變化的「狀態」，往往有程度上的變化(例 178)。 

(178)a.在書中，達賴喇嘛提到，「在工作時，如果你有一顆溫暖的心，以及 

 關懷別人的感情，你的頭腦就會更平靜安詳，這會給你某種力量，讓讓讓讓 1 

 你的腦力運作更順暢更順暢更順暢更順暢，判斷力與決策力也更強。」這也就是說，善用創

 造快樂的人性價值，就能讓工作上的困難衝突層層化解開來。他提醒讀

 者，工作不是成就感的唯一來源，想要感到滿足，還有很多地方可以獲

 得。           (聯合知識庫) 

 b.校長確認女老師行為不當，教育處也將展開調查，但問題是這樣的處

 罰方式已經造成有小孩子額頭瘀青，更有人回家後覺得頭昏，更可怕的

 是女老師還幫這個處罰方式取名「吃豬頭飯」，分為大小碗，也就是撞 

 大力或小力，這讓讓讓讓 1 學生更覺得心裡害怕受傷更覺得心裡害怕受傷更覺得心裡害怕受傷更覺得心裡害怕受傷。   (同上) 

 c.時時惱人的熱度，所有的影像，都在空氣的波動裡扭曲、變形。不復

 去記憶，過去的戰爭、死亡是怎麼回事，陽光日復的西沈，讓讓讓讓 1 人能夠

 記憶的越來越少越來越少越來越少越來越少，似乎，人們不在乎，也不想明白，這六月和十二月的

 風暴，現在和六十年前的流沙。   (中文詞 彙特性速描系統) 

 d.石門電廠昨天雙機持續滿載發電，加上民生與灌溉等用水，平均每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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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 215立方公尺水量，一直讓讓讓讓 1 水庫水位下降至下降至下降至下降至 230 公尺公尺公尺公尺。也因後池

 水量快速累積，昨天下午出現滿水位的溢流現象。  (聯合知識庫) 

「更」(例 178a, b)指從原有的狀態程度的加強，也是表示狀態的改變，經

由 NP1的致使效應，使得事件 2呈現程度上的遞進性，程度上的變化可能

是增強，也可能是減弱，因此也常搭配「上升」、「下降」、「增加」、「減少」

等動詞(例 178d)。「讓 1」(例 179)後面也常搭配表示狀態變化的四字格。 

(179)a.就是這次情感危機，直接導致了我的學習成績下降，以至於讓讓讓讓 1 我高 

考時名落孫山名落孫山名落孫山名落孫山。(北大語料庫) 

b.根據知名電視影集改編的「天龍特攻隊」由連恩尼遜、布萊德利庫柏

等主演，潔西卡貝兒在眾多男性之間也有如綠葉中的紅花。該片倫敦首

映紅地毯上，由連恩尼遜、布萊德利庫柏等打頭陣，親切地和影迷合影、

簽名，接著再由潔西卡貝兒上場，讓讓讓讓 1 男性粉絲一飽眼福一飽眼福一飽眼福一飽眼福。(聯合知識

庫) 

c.今年 6 月 8 日林姓老翁出獄，當天還因離婚案開庭，6 月 17 日就被家

人發現他在家旁的木寮上吊身亡。遺體被發現時已長蛆，老翁長子說，

無法解釋父親為何自殺，但父親死時手指仍戴著母親送他的玉戒指，「也

許爸爸還是在乎媽媽的」，讓讓讓讓 1 他不勝唏噓不勝唏噓不勝唏噓不勝唏噓。 (聯合知識庫) 

例(180)中動詞後帶時貌標記「了」或是例(181)帶補語補語動詞都屬於有明

顯標記的「已然」狀態。 

(180)a.……店經理的話，像一記重重的老拳，打得我眼冒金星。他的話也 

 讓讓讓讓 1 我明白了了了了，像我這樣的歌手，無論歌唱得多好，也沒人買我的賬…… 

             (北大語料庫) 

 b.……真是對不起這位老總，我的簽售會不僅讓讓讓讓 1 他沒了了了了面子，而且還

 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我的這張唱片，……  (同上) 

 c.資電館前也一樣，還有人社院、物理館……事實上這種空餘一壞黃土

 的景觀在清華新新舊舊大樓的內內外外環境真是非常非常非常常見。所

 以，這讓讓讓讓 1您有了了了了什麼靈感呢？對了！！如果有個園藝社的話……如果

 有一群有興趣有狂熱的人多好！咱清華只要提供免費的園圃和工具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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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181)a.這少婦長得很豐滿、很漂亮，讓讓讓讓 1 我看得走了神看得走了神看得走了神看得走了神，就在我想入非 

 非之際，我不幸遇見了員警。“你，站……  (北大語料庫) 

 b.是防止老時的老年痴呆，另一方面想看看同年紀的相同溫馨。想

 想轉眼間成人父了，兒時的美麗依然歷歷在目，陳之藩的謝天讓讓讓讓 1咱也

 體會到體會到體會到體會到惜福，父親常說你小時候少吃一塊糖，還是活的壯壯健康，生活

 富裕是會使人懶散，不知惜福的，也許岔了些題……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c.不過參與實驗的學生相當滿意這個「10 點上學」措施。他們說，多出

 來的一小時不但讓讓讓讓 1 他們睡飽睡飽睡飽睡飽精神好，也有時間可以享受早餐，幫助學

 習。           (聯合知識庫) 

例(180)中的「明白了」、「沒了面子」、「有了什麼靈感」中的「了」標記「已

然」，也就是一種狀態的改變，而例(181)「看得走了神」、「體會到」及「睡

飽」等動詞加上補語的結構也表達「已然」資訊。 

 綜言之，「讓 1」後的事件 2代表 NP1所造成的結果，必包含「狀態的

改變」即一種新狀態的產生，NP2 的語義角色為「受事」。例(182)更能適

切地說明這種狀態的改變。 

(182)英國每日郵報指出，潔西卡貝兒因經常上健身房身材窈窕，但是在「天

 龍特攻隊」倫敦首映中的 Giambattista Valli 半透明紅色禮服裡，竟然搭

 配黑色安全褲，讓讓讓讓 1原本想在鎂光燈前展現的性感，頓時大打折扣。看

 來潔西卡貝兒在穿著上，依然欠缺自信。     (聯合知識庫) 

NP2「性感」理應是完美呈現的狀態，然而卻因為 NP1「半透明紅色禮服

裡，竟然搭配黑色安全褲」的發生，導致新的狀態產生，也就是事件 2所

說的「頓時大打折扣」，使得「原本想在鎂光燈前展現的性感」發生了變

化，關鍵字「原本」即意味著這種新狀態的產生。至於「事件 2」是否必

為「已然」，則不是一定具備的條件，只能說呈現趨向「已然」的趨勢，

主要表達的是一種「狀態的改變」或是仍持續進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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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 「「「「讓讓讓讓 1」」」」的否定形式的否定形式的否定形式的否定形式 

與「讓 2」最大的不同在於，由於「讓 1」本身表「已然」且不具「控

制」的語義特性，只是表示一種抽象致使的過程。根據語料分析的結果，

典型的「讓 1」前面不加上「不」或「別」作為否定詞，只有極少數(指有

5筆語料數)的語料出現前面加上「不」，但都不是單獨使用，形式為：「不

能不」、「並不」、「無法不」、「無不」(例 183)。 

(183)a.我承諾回來，不知道中國籃協會不會相信我。但我感覺他們不相信，

這並不並不並不並不讓讓讓讓 1 我吃驚，很久以來情況都是這樣，我已經習慣了。(北大語

料庫) 

b.1972 年李小龍演的「精武門」，揚威國際；38 年後，「無間道」導演

劉偉強和動作明星甄子丹合作完成「精武風雲‧陳真」，如何讓陳真這

位民族英雄復活？在新曝光的片花中，甄子丹片中有 4個分身，允文允

武，既是手指在鍵盤上靈活飛躍的的鋼琴家，更以酷似青蜂俠的造型在

雨夜裏打擊犯罪，實在無法不無法不無法不無法不讓讓讓讓 1 人聯想到周傑倫。 (聯合知識庫) 

 c.幸運的人，在北京沒吃過太多的苦，就取得了這樣的成績，這不能不不能不不能不不能不

 讓讓讓讓 1別人覺得我“運氣好”。      (北大語料庫) 

例(183a)中本來 NP2(即發話者)應該要「吃驚」卻沒有，表面上看似沒有狀

態的改變，然而以語用預設的角度解釋的話，發話者預設在歷經事件 1後

應該有種潛在的狀態改變「吃驚」，然而這卻違反對方預期的結果，屬於

語用層面的問題，因為 NP2「不吃驚」，如果去掉「並」變成「這不讓我

吃驚」，是較為罕見的說法，再者，「吃驚」本身對於交際雙方應該是已知

背景資訊屬於「實然」。例(183b,c)「讓 1」前面出現「不」，都是雙重否定

的形式，如：「無法不」、「不能不」實為表達肯定的意思。而這種現象的

出現，我們認為除了從共時語義上解釋外，還有一點便是「不讓」在歷時

演變中的意思已經相當固定，張麗麗(2006)研究「讓」的歷時演變時，「不

讓」表示「不准」、「不允許」義，因此除了語義特性不相容之外，還有這

一層解釋，一般如果「讓 1」前面要加上「不」否定的話，多半搭配表示

可能情態的助動詞，如「會」(例 184a)、「可能」(例 184b)、「能」(例 184c)

等。我們認為原因有二：第一，「讓」本身為「已然」；第二，「不讓」在

歷時語義演變中，多表「不允許」之義，因此可能造成歧義或語義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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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a.另外，儘管市場擔心電子業第三季旺季不旺，聯發科除權息狀況不 

  佳，但筆電股則傳出佳音，由於宏碁 (2353)董事長王振堂表示，半年 

  報不會讓讓讓讓 1 外界失望，昨天宏碁股價完成填權息。  (聯合知識庫) 

 b.……這些人簡直將群眾演員不當人，要是劇組及時拉保險也不可能 

 讓讓讓讓 1吳強傷得這麼重。後來見我實在可憐，一位導演才決定給吳強８０

 ０。           (北大語料庫) 

 c.我不想思考任何事情。當我躺在床上後，我卻不能停止思考。比賽太

 讓人興奮了。而且我也知道了奧尼爾有多麼強大。我一直在回想著比

 賽，遊戲都不能讓讓讓讓 1 我疲倦下來。      (同上) 

「讓 1」前面加上「別」的否定的語料數為零，我們能肯定地說，由於

NP1沒有意志或意圖，「讓 1」不具控制 NP2發生的能力，因此一定不能用

「別」否定，形成「*別讓 1+NP2+VP」。 

此外，「讓 1」還能在前面加上程度副詞，如：「真」、「更」、「最」、「多

麼」等修飾(例 185)，證明「讓 1」在語義上已經逐漸虛化，這是與仍具實

在詞彙意義的「讓 2」不同之處(例 185a’)，也就是說抽象致使的「讓 1」有

程度等級分別，修飾事件 2的語義；若從歷時角度看，從「命令」義演變

而來的「讓 1」原有具體語義已消失，只是表達 NP1 與事件 2的抽象致使

關係，再加上，前面其否定形式不用「別」或「不」，只是表達語義修飾，

動詞性已經不如「讓 2」強，如： 

 (185)a.我喜歡這種感覺，就像崔健的一首歌中唱的那樣，“這個感覺真真真真讓讓讓讓１
 我舒服，它讓我忘掉沒地兒住”。     (北大語料庫) 

 a’.……*這個感覺真真真真讓讓讓讓 2 我舒服，它讓我忘掉沒地兒住。(筆者改寫) 

 b.後營大排長約 2公里，注入曾文溪，是麻豆鎮謝安、中民、安正裏 2 

 千多戶居民最重要的排水系統，因滿布布袋蓮，這波大雨造成排水宣洩

 不及倒灌，許多住家淹水，經追查發現竟是布袋蓮惹的禍，更更更更讓讓讓讓１１１１ 

 居民難以接受。         (聯合知識庫) 

 c.是當人們信任你、允許你四處尾隨他們，拍下他們的日常生活片段的

 時候。我對「尋常」人所顯露出的興趣，常令他們很驚訝。但是最最最最讓讓讓讓１１１１ 

 我興奮的，還是去感覺自己在由最基底處觀察生命的韻律。身為一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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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確有不便之處；不過這也給了我一些優惠，讓我能夠進出一些男

 人不得其門而入的所在。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d.於世界列強，關鍵就在於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啟蒙者們重新點燃漢人

 對清人的仇恨，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又是多麼有必要， 

 多麼多麼多麼多麼讓讓讓讓１１１１人解氣。清朝終於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國人心裡，

 它仍然是一種冤孽般的存在。年長以後，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生警惕。

          (同上) 

整體而言，「讓 1」的虛化程度高於「讓 2」，在語義上表示抽象致使關係，

且 NP1 與事件 2互為因果關係，NP1為致因造成事件 2發生狀態改變的原

因。「讓 1」的間接致使程度比「讓 2」強，並且在語法形式上，由於「讓 1」

本身具有「已然」、不具「控制」的語義特徵，因此否定形式很少搭配「不」，

不能搭配「別」，動詞性較弱，為「致使輕動詞」120，前面可加上程度副

詞「很」、「更」、「最」、「真」修飾其狀態變化的程度，「事件 2」多為「已

然」的狀態，有狀態的變化。 

(四四四四) 「「「「讓讓讓讓 2」」」」的語義分析的語義分析的語義分析的語義分析 

與「讓 1」較為不同的地方是，典型「讓 2」的 NP1 多為指人名詞(例

186, 187)，也就是一般傳統語法所說的「使令」與「使役」的用法。 

(186)a.我的生命在它最燦爛的時刻，卻走到了末期。我我我我決定要讓讓讓讓 2 四周的人

 和自己的痛苦減到最小，我要自殺。但是，我我我我不能讓讓讓讓 2 他們發現我的意

 圖；特別是香，我最愛的人，自始至終都被蒙在鼓裡的人。她還年輕，

 這一切都不該發生在她身上……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b.另外，他們你看現在曲劇上不是也看得見嗎?就那樣，就那樣，你你你你要 

 讓讓讓讓 2 我說，我也沒穿過，我也不知道，甚至於在我，在我上一代的時候

 兒，我父親的時候兒，這一套就沒有了。還有這個，你知道嗎，大坎肩

 兒，過去北京不就有這穿的褂蘭兒。具體你你你你要讓讓讓讓 2 我說樣子，我也說不

 出來，大褂蘭兒，是不是啊，那個時候，那陣兒。 (北大語料庫) 
                                                 
120 感謝張郇慧老師對「讓 1」的詞性提出疑問，謝佳玲老師提出也許「讓 1」為「致使輕動詞」與其能否以「不」或「別」否定相關。根據本文觀察，輕動詞「讓 1」除了語義虛化，事件 2的
NP2不能省略，輕動詞通常只能以子句為補語，主要功能為修飾事件 2之語義，表示抽象致使關係，不代表任何具體動作，反之「讓 2」仍保有「允許、容任、命令」等實在詞彙義，否定形式相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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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沮喪地收拾起畫夾準備回畫家村時，一個女孩一個女孩一個女孩一個女孩卻坐在了我對

 面的小凳上讓讓讓讓 2222我給她畫像。        

 (同上) 

例(186)中的 NP1 都是指人名詞「我」、「你」，是典型「讓 2」句的 NP1，

而例(187) 雖然表面上 NP1 的語言形式是複句，實際的 NP1 是「一個女

孩」，「卻坐在了我對面的小凳上」只是描述 NP1當時的狀態，發出指令的

是 NP1「女孩」要求或命令 NP2「我」執行事件 2「給她畫像」，也就是女

孩是帶目的及意圖的「施事」。 

由於「讓 2」具有多義性，包括允許、容許、任憑、容任、要求、命令、

吩咐等，我們先回顧「讓 2」的各種語義，然後再看「讓 2」的語法及語義

功能。在現代漢語中「讓 2」有允許、容許義(例 188)，此時 NP1具權力，

不過 NP2有沒有依照 NP1的願望或意志去執行事件 2，如果只在單句中是

未知的，需要藉助上下文判斷。 

A. 權力權力權力權力、、、、允許允許允許允許 

(188)a.在教會媽媽的建議下，曾陽晴讓讓讓讓 2果果參加教會媽媽們組成的共學團

體，20幾個國中小學年紀的小朋友混齡上課。教課的老師大多數是家

長，少數科目像數理科，也會外聘老師，曾陽晴後來也成為共學團體的

國文老師。          (聯合知識庫) 

b.他以「亦師亦友」形容他和小孩間的關係。對他來說，親子之間只要

基本的禮儀守住，很多細節瑣事，他和太太都會互相勉勵，盡量放手   

讓讓讓讓 2孩子去做。他相信，如果孩子有機會做自己，他所發展出的自我，

可能遠超過父母的想像。        (同上) 

c.桃園縣社會處指出，曾有丈夫對外籍妻子說「你是我買來的」，有的

人只讓讓讓讓 2妻子穿一百九十九元的地攤貨成衣，卻買六百元的寵物沐浴

精，對外配充滿歧視。外籍配偶即可能出現自殘、離家，虐待公婆、虐

兒，甚至謀害丈夫等極端行為。      (同上) 

例(188)的 NP1權力都大於 NP2，「父親」、「父母親」之於「孩子」的親子

關係，或是「丈夫」之於「妻子」的「夫妻關係」。 

後來「允許、容許」義演變成 NP1意志或意圖較弱的「任憑」義、「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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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義，此時 NP1 對於 NP2 是否執行其意願或意志不如「允許」義強，

事件 2的發生不是 NP1能夠掌握的，在這樣的情形下，NP2的自主性與控

制度較高(例 189)。 

B. 任憑任憑任憑任憑(非自願允許非自願允許非自願允許非自願允許) 

(189)a.「郵差被狗咬，就出師了啦！」被狗追、被狗咬，幾乎是每個郵務士

 的共同經驗，尤其是在中南部或工業區，習慣讓讓讓讓 2 小狗「自由跑」。郵 

 務士都會有一套「防狗術」，資深的郵差就說：眼神、聲音是「必殺技」，

 切記不要跑，「你愈跑、牠愈追」，動作放愈慢愈好。 (聯合知識庫) 

 b.但是，她萬萬沒有想到，就在她和她的戀人侯朝宗為抗清扶明不惜赴

 湯蹈火、奔命呼號的時候，恰恰正是苟延殘喘而仍然荒淫無度的南明小

 朝廷，作踐了他們。那個在當時當地看來既是明朝也是漢族的最後代表

 的弘光政權，根本不要她和她的姐妹們的忠君淚、報國心，而只要她們

 作為一個女人最可憐的色相。李香君真想與戀人一起為大明捐軀流血，

 但叫她惡心的是，竟然是大明的官僚來強逼她成婚，而使她血濺紙扇，

 染成桃花。桃花扇底送南朝，這樣的朝廷就讓讓讓讓 2它去了吧，長嘆一聲，

 氣節、操守、抗爭、奔走，全都成了荒誕和自嘲。《桃花扇》的作者孔 

 尚任是孔老夫子的後裔，連他，也對歷史轉捩時期那種盲目的正統觀念

 產生了深深的懷疑。他把這種懷疑，轉化成了筆底的滅寂和蒼涼。對李

 香君和候朝宗來說，明末的一切，看夠了，清代會怎麼樣呢，不想看了。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c. 另外，臺南一中黃校長的兒子，在考上臺大電機系後對父母說，他 

 想念哲學系。父母親很開明的對他說：如果你電機系畢業後還對哲學有

 興趣，我們答應你考哲學研究所。結果這個孩子在電機系畢業後，以第

 一名考上了哲學研究所。考上後，父母親只好讓讓讓讓 2 他去念，這時候才心

 甘情願認同孩子的興趣在這一方面，讓讓讓讓 2 他自己去發展吧。所以父母親

 的心與任何和你有關係的人的心一樣，都是會與你互動的。(同上) 

例(189)a中的「習慣讓 2小狗「自由跑」」的 NP1是指「在中南部或工業區」

的「主人」，放任 NP2「自由跑」，而例(189b)中「這樣的朝廷就讓 2它去了

吧」的 NP1 是前文中的「李香君」對於 NP2「朝廷」的無能感到無奈，

NP1 無法扭轉頹勢只能放任 NP2「朝廷」走向自我毀滅的地步，例(18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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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的 NP1「父母親」雖然權力大於 NP1，不過對於事件 2是無法要求或允

許，因為事件 2並非父母的希望或目的，前面的副詞「只好」更凸顯了 NP1

的無奈。再者，這裡的 NP2的控制度或施事有做某事的意志是比允許義強

的，也就是所謂的非自願允許。 

到比較近代的時候出現了表示「命令」、「要求」、「吩咐」121的意思，

是例(190)中抽象致使「讓 1」的前身(張麗麗，2006b)。 

C. 命令命令命令命令、、、、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190)a.有一個農民舉手高聲說：“報告陳導，機位錯了！”陳凱歌不相信， 

 讓讓讓讓 2 人一檢查，竟真的是機位錯了。原來，下午３點的陽光從西邊照

 來……          (北大語料庫) 

 b.研究人員讓讓讓讓 2 一半的人出門時戴單焦眼鏡，另外一半的的人則不需戴

 單焦眼鏡，兩相比較發現，戴單焦眼鏡者跌倒發生率減少八％。對於那

 些規 律出門的人來說，差距非常明顯，戴單焦眼鏡出門者跌倒發生率

 下降四成之多。         (聯合知識庫)  

一般來說，含「命令義」的「讓 2」的 NP1的權力都比 NP2高，因此才能

發出指令要求 NP2 執行 NP1 的意願或要求，NP1「陳凱歌」(導演)、「研

究人員」、「我們協會」都有權力指使 NP2執行其意願或要求。Teng(1989，

2005)「讓 2」表示這個用法在台灣地區較少用，具地區性差異。 

從上述語料中，我們可以歸納出一個趨勢：「讓 2」的 NP1多為「施事」，

是帶目的、有意志的「人」，事件 2多為未然的具體行動，多為動態的活動

(如例 189)，但是也有「已然」的例子，如「組織了……」(例 193)，以下

探討「讓 2」的事件 2的特性。 

(五五五五) 「「「「讓讓讓讓 2」」」」的的的的「「「「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2」」」」 

與「讓 1」的事件 2相比，「讓 2」的事件 2不是靜態的「狀態」，而是

動態的「事件」，並且不一定有狀態的改變(例 191)。 

(191)a.馬句: 第二方面，一些建築專家不贊成梁思成的意見，代表性的就是朱

  兆雪和趙冬日這些建築師。他們說北京的中軸線很突出，從鼓樓到永定

                                                 
121 表是命令的用法在台灣地區的語料較為少見，一般多用有像近意思的「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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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中軸線很准，也很突出，北京市現有的城市設施我們應該利用。當時

  剛剛解放，也沒有財力、 物力、人力，因此主張以天安門為中心，逐 

  步的擴建、改建。這是朱兆雪、趙冬日的意見。這是兩個意見。我在這

  裏講一下，蘇聯專家也參加進來了。我們在建國前請了一個蘇聯莫斯科

  市政專家團來北京，幫助考察北京實施城市設施和意見，我們如何修理

  和建設。在 1949 年 9 月 16 日，以莫斯科蘇維埃副主席阿布拉莫夫為團

  長的帶著 17個專家來，有的是下水道專家，有的是湖泊的專家，有的 

  是道路的專家，由北京市政府接待。彭真同志讓讓讓讓 2222 我們市委政策研究室

  的同志每天跟著他們，看他們怎麼樣工作，有什麼意見。當時我們每天

  都要把專家的活動和意見記下來，寫成簡報，報告給彭真。專家工作很

  認真，很艱苦，頭兩個月光看不說，滿街、滿巷、滿胡同 的走，下水 

  道的專家到了下水道的入口處脫下西裝，換上工作服就下去。  

            (中國網訪談文字稿)  

  b. 彭真同志見到梁思成和陳占祥這個意見以後，就佈置市委政策研究 

  室，說 “你們找一些建築專家，要親自再看一看，回答我兩個問 題 。

  第一個問題是北京的城，內城、外城能不能原封不動的全部保存下來，

  給我做一個調查。另外，你們到梁思成指定的地方看一看，這個地方能

  不能成為新北京的建 設中心。”當時我們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張文松主

  任就讓讓讓讓 2 我和研究室的幾個 同志去去去去請了幾個熟悉北京房屋建設的技術

  人員，讓讓讓讓 2 我們幾個人騎車都轉一轉，把內城、外城、大街、胡同都看

  一看。另外，也要到月壇以西、公主墳以東看看這個地方能不能成為 

  新北京的所 在地。我們去調查了。第一個答 案，北京的房子不能原封

  不動的全部保存下來。我們向彭真同志彙報，30% 是故宮周圍，一環以

  內，從西單到西四的北邊，從現在的平安大道東拐，然後是新街口到西

  單，這是圍繞故宮的，這個建築中王府比較多，是達官富豪住的地方。

               (同上) 

例(191a)的 NP1「彭真同志」提出「我們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每天跟著

他們，看他們怎麼樣工作，有什麼意見」的要求，此時事件 2再說話當時

可能仍未發生也可能已經發生了，而例(191b)NP1「張文松主任」要求「我

和研究室的幾個同志去請了幾個熟悉北京房屋建設的技術人員」，此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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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示「未然」的標記「去」的出現，所以事件 2為「未然」的動作，而

後面的「我們幾個人騎車都轉一轉，把內城、外城、大街、胡同都看一看」

則不一定為「已然」。表示未然資訊的動詞「來」、「去」(張伯江，方梅，

1996)常出現於「讓 2」的事件 2(例 192)。 

(192)a.講了很多道理，我一定要把這個家哈怎麼樣，就說很有遠見吧，就 

 讓讓讓讓 2這個孩子來來來來學習。        (北大語料庫) 

 b.中國方面不會同意姚明去香港，我和章明基也不想讓讓讓讓 2姚明再反復去去去去

 檢查。討論後，我們同意在北京檢查。我們一邊跟醫院……。(同上) 

 整體而言，「讓 1」與「讓 2」後的事件 2無法單純地以「已然」或「未

然」劃分，因為「讓 1」後可能是「未然」，「讓 2」也可能是「已然」(例

193)。 

(193)a.他讓讓讓讓 2 我把車開回到停車位把車開回到停車位把車開回到停車位把車開回到停車位，然後下車。我的車左擋泥板被撞凹了。

              (北大語料庫) 

 b.我也馬上意識到，他多麼渴望得到提高。我們讓讓讓讓 2 他進入季前賽進入季前賽進入季前賽進入季前賽的第

 二天，他就躍躍欲試了。開始舉重訓練的時候，他…… (同上) 

 c. 彭真同志見到梁思成和陳占祥這個意見以後，就佈置市委政策研究 

 室，說“你們找一些建築專家，要親自再看一看，回答我兩個問題。第 

 一個問題是北京的城，內城、外城能不能原封不動的全部保存下來，給

 我做一個調查。另外， 你們到梁思成指定的地方看一看，這個地方能 

 不能成為新北京的建設中心。”當時我們市委政策研究室的張文松主任

 就讓讓讓讓 2 我和研究室的幾個同志去去去去請了了了了幾個熟悉北京房屋建設的技術人

 員，讓讓讓讓 2 我們幾個人騎車都轉一轉，把內城、外城、大街、胡同都看一

 看。另外，也要到月壇以西、公主墳以東看看這個地方能不能成為新北

 京的所 在地。我們去調查了。第一個答案，北京的房子不能原封不動 

 的全部保存下來。我們向彭真同志彙報，30%是故宮周圍，一環以內，

 從西單到西四的北邊，從現在的平安大道東拐，然後是新街口到西單，

 這是圍繞故宮的，這個建築中王府比較多，是達官富豪住的地方。 

              (同上) 

 前面提到「使令」的意思便是要 NP2能夠執行 NP1的指令，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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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 2」不一定要能執行 NP1的指令，表達的可能只是一種 NP1的希望，

大體地說，與「讓 1」相比，不一定導致結果的「讓 2」，其事件 2多半是未

然或可能發生的行動(例 194a, b)，但是也有可能為已然的行動(例 194c)或

是狀態(例 194d)，但為數不多，與「讓 1」事件 2主要的差別是不一定有狀

態的改變或新的狀態出現。 

(194)a.中國網中國網中國網中國網: 您對上海的童年時光有什麼記憶？／高文安高文安高文安高文安: 沒有，有一次

 我的生病了，我的家人讓讓讓讓 2 我吃藥吃藥吃藥吃藥，我都不吃我都不吃我都不吃我都不吃，因為我們是住在飯店裏

 面，住在 8樓，我就跑到 9樓的天臺，就只是這麼一個畫面。還有一個

 畫面是我們做最後一班飛機離開上海，那個時候在飛機上我的媽媽抱著

 我，我 就一直哭，當時一個服務員說給他一個方糖，我媽就給我一個 

 方糖，有了糖以後我就不哭了。我只有這樣一個畫面記得很清楚。／中中中中

 國網國網國網國網: 那時的記憶現在想起來雖然只是一個片段，但是總體上是那個時

 候生活的很快樂，無憂無慮。    (中國網訪談文字稿) 

 b.……心跳，緊張得把手心都攥出汗來了。講完自己的事，小五就逼著

 我，讓讓讓讓 2 我把我的豔遇也給他講一講講一講講一講講一講。在他的“審問”下，我只得老實

 交代……          (北大語料庫) 

 c.……借出方的老闆就揮一揮手，算了事了﹔一個店欠了另一個店千元

 現洋，還不出，借出店為了照顧借入店的自尊心，就讓讓讓讓 2它象徵性地還還還還

 了了了了一把斧頭、一個蘿筐，哈哈一笑也算了事。山西人機智而不小心眼，

 厚實而不排他，不願意為了眼前小利……(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d.    高文安高文安高文安高文安: 比如說一個衛生間有這麼大，設計師就要一個 800 升的馬

 桶，但 是你用了 800 升的以後，其他的空間就變得不好用了，不舒服 

 了。要是你能夠用 750 升的，剩下的空間就可以把洗手盆的桌面拉長一

 點，可以放很多化妝品，用 起來比較好用。淋浴房也可以寬鬆一些， 

 門也可以開的寬鬆一點。但是有很多設計師就說，我一定要用 850 升

 的。我們不是變戲法的，只是說在一個空間裏面，我 們要怎麼樣做最 

 好的處理，其他的要讓路。／中國網中國網中國網中國網: 比如我是客人，我就需要 800 的，

 但是要讓讓讓讓 2222我的洗手間看起來看起來看起來看起來佈局很合理。如果把這種難題拋給您，您

 怎麼辦？／ 高文安高文安高文安高文安: 我聽他的，我就把不是最完美的項目的空間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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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他說，說這是您 選的。最後我還是聽他的，你不要煩惱自己，你把 

 最好的給他，他說我一定要 850，我就聽他的。比如說香港人很相信風

 水，如果客人相信風水的話，我一定要聽 他的，我不能說這樣的方位 

 不好，放床的位置不好。如果他的風水老師說是這樣，我就一定聽他的。

           (中國網訪談文字稿) 

例(195)「讓 2」後面事件 2的也可以搭配靜態的狀態，但 NP2 有控制

能力或是不執行的權力，在這樣的情況下多半仍為未然或可能發生的。 

(195)a.……道森打電、話給我，開場說，“我知道姚明不想來休斯頓， 

  我只想讓讓讓讓 2你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我們真的很感興趣，希望你和章明基能來談談。”

  他說。         (北大語料庫) 

  b.幸福，我不問你也會告訴我的，而如果你不幸福，我這麼問，那

  不是讓你傷心嗎？幸福的人都願意讓讓讓讓 2別人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他幸福，而不幸福

  的人都愛把自己的不幸深深地掩藏起來…… (同上) 

  c. .……，上火，十一以後呢，我就這兒長一個疥子，長一疥子， 

  他們就讓讓讓讓 2 我在旁邊呆著呆著呆著呆著呵，他們幹活，還是有點兒挺照顧，後來

  呢，N 都快好了以後，他們可能也覺得我快好了，就給我調那裏頭，

  扒挪糖去了呵，就那機器出來就給扒挪過去，然後他再擱上傳送

  帶，哎再包裝什麼的，呵，讓我幹那個，我開始不怎麼願意，後來，

  我覺得幹那個比那邊兒隨便一…….    (同上) 

在例(195)句中我們無法得知 NP2是否已經「知道」或已經「在旁邊呆著」，

即執行或實現 NP1的希望了，也就是是否有新的狀態產生了是未知的，這

是「讓 1」與「讓 2」事件 2最大的差別。因此與其用「已然／未然」區分

「讓 1」與「讓 2」後面的事件 2，不如將其分成狀態與事件，且前者必定

有狀態的改變來得合適。 

具體地說，NP1 帶有目的地行使某事或參與某種活動，而且不需要加

上表示意志或意願的狀語修飾便能判斷 NP1為「施事」(如：例 191-193)，

而加上情態助動詞的「讓 2」句有些與「讓 1」句很像(如：例 195a, b)，不

過這是因為在歷時演變中，「讓 1」是從命令義的演變成的，在某些部分 

「讓 2」並未完全變成抽象致使義，尚保留命令義，因此會出現歧義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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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因此我們判斷的標準設定為 NP1為「施事」才能搭配「讓 2」，而表抽

象致使的「讓 1」的 NP1是不具目的或意志的「致事」。 NP1多半有意志

也有目的，在一些情況下，而 NP1的權力比 NP2高(例 196)，也就是 NP1

可以對 NP2提出要求或發號施令。 

(196)出在晚上１０點之前結束了，觀眾散去，演員們便又忙著拆臺，頭兒 

 讓讓讓讓 2 我們連夜趕到另一個城市，說明天有場演出。  (北大語料庫) 

例(197)的 NP2 有時候可省略不說，但是這樣的例子在我們所蒐集的語料

中並不多，在大陸地區(例 197a-d)比台灣地區較頻繁，省略 NP2的用法台

灣地區只有一筆語料(例 197e) ，並多出現在否定句「不讓 2……」中(例

197b-d)。 

 (197)a. 從家裏一出去一學徒那事兒啊，你好好兒幹，到那兒聽人家的話 

 兒，讓讓讓讓 2幹什麼就幹什麼。到那兒就是那麼個那麼個意思。學作花兒，

 做呀，……          (北大語料庫) 

 b.……想要喝水，但是劇組裏一些人特別急性子，這個鏡頭沒拍完，不   

 讓讓讓讓 2喝。那時候正夏天，天熱得要命，要不停地走動，又不讓讓讓讓 2喝水， 

 那個婦女就不行了，昏倒了。      (同上) 

 c.那過去就社會時候就是重、重男輕女。啊，那個化有女同志啊，也不

 讓讓讓讓 2 出去。你比如我哥哥，念書不是嗎，他們念那 ner1 小書什麼的……   

             (同上) 

 d.……街坊的，他也不要我車份兒，不要車份兒，街坊。我們沒花錢，

 不讓讓讓讓 2 花錢，那時侯兒。那會兒，我，我母親還活著呢，我母親，倆妹

 妹……           (同上) 

 e.黃姓婦人懷疑老公外遇，會同徵信社人員到外遇對象張姓女子的住處

 破門抓姦，為拍照錄影蒐證，強行拉住張女褲子不讓讓讓讓 2穿；台北地檢署

 認為黃婦妨害他人穿褲子的權利，昨天依強制罪及無故侵入住宅罪起

 訴。           (聯合知識庫) 

雖然在「讓 2」在肯定與否定形式皆可省略 NP2，但只有否定形式「不

讓 2」才可能在有上下文的情況下(例 197b’)中的「不讓 2 喝」已經出現過

事件 2「喝」，才能將事件 2(NP2+VP)都省略「不讓 2Ø」，例(204b’)則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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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 

(197) b’.……想要喝水，但是劇組裏一些人特別急性子，這個鏡頭沒拍完，

 不讓讓讓讓 2喝。那時候正夏天，天熱得要命，要不停地走動，又不讓讓讓讓 2Ø， 

 那個婦女就不行了，昏倒了。      (筆者改寫) 

(198)A:上哪去啊？買東西嗎？ 

 B:是啊。老闆讓讓讓讓 2買東西。 

 B’:是啊。*老闆讓讓讓讓 2。        （筆者提供） 

(六六六六) 否定形式否定形式否定形式否定形式 

「讓 2」有[﹣已然]的特性可以加上「不」否定(例 199)，也具有[+控制]

特性，所以也能出現在否定祈使句中，形成「別讓 2……」(例 200)。 

 (199)a.挽回東方隊在這件事情上對它權威造成的損害。CBA 還是有可能不不不不

  讓讓讓讓 2 他走，因為大鯊魚還沒辦應有的手續。   (北大語料庫) 

 b.佛教主張不要殺生，也舉很多理由當憑證，我並不能完全接受。舉例

 來說，如果我開一家養雞場，現在開始信佛教，那麼雞連生存的機會都

 沒有，連呼吸空氣的機會都沒有，因為我必須停業，不不不不讓讓讓讓 2牠們繁殖。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200)a.蘇魯克再也不譏諷他了，反而出言安慰，又道：「那兩個漢人強盜進

 了迷宮之後影蹤全無，定是也給宮裡的惡鬼弄死了，那也好，叫這兩個

 強盜沒好下場。」阿曼道：「咱們從原路回去吧，以後……以後永遠別

 來這地方了。」車爾庫道：「咱們族人大隊人馬就快到來，可得告訴他

 們，別別別別讓讓讓讓 2兄弟們闖進宮去，一個個的死於非命。」蘇魯克道：「對！

 只要是在迷宮之外，那……那就沒有干係。」是不是真的沒有干係，那

可誰也不知道。為了穩妥起見，五個人直退出六七里地，到了一大片 

地上，這才停住。         (同上) 

 b. 我懷著悲壯的心理，開始去那些不需要太高文憑、技能(我除了 有點

 “才華”，還真說不上會什麼生存技能)的地方找工作，我先後去了裝修

 公司(刷刷油染我倒會，家裏幾隻掉色的凳子，就是我自己刷的)、賓館

 (可以做個服 務生什麼的，反正北京也沒認識我的人，這時候也顧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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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子問題了)、飯店(據說那些去美國留學的學生，都是靠刷盤子維生

 的)、保潔公司(我有恐高症，別別別別讓讓讓讓 2 我給人擦窗戶時爬得太高就行)、保

 安公司(據說保安公司喜歡要當過兵的，我沒當過兵行嗎？試試看吧！)

 等等地方應聘，讓我做夢 都沒有想到的是，竟然連這些地方都由於這

 樣那樣的原因，不是不願意收留我，就是試用兩天后就把我趕走了，原

 因是我“笨手笨腳，不適合幹這種工作”。    (北大語料庫)    

例(199)的「不讓」都表示不允許的意思，不過事件 2是否如 NP1的願望或

目的實現則是未知的，符合張伯江，方梅(1996：122)提出「使讓動詞」為

提供未然資訊的說法以及 Li 和 Thompson(2006，黃宣範譯) 與屈承熹

(1998，2006 )提及使令動詞為「非事實動詞」，其後的事件 2為沒有實現

或可能發生的未然事件，動詞與語序與事件的時間順序相同(屈承熹，

1998，2006：184)。 

(七七七七) 「「「「讓讓讓讓 1」」」」與與與與「「「「讓讓讓讓 2」」」」之異同之異同之異同之異同 

「讓 1」的 NP1 為「致事」時 NP1 常表達一種客觀「致因」，典型的

「讓 1」後面的事件 2多為一種「心理狀態」，前述動詞的「參與角色」中

有一項為「事因」，再加上，情緒動詞的論元結構常帶有「事因」，前面常

出現表示引發該情緒的子句(例 201)。 

(201)除了研究生之外，周先生也教高中生物科資優生，有不少資優生受到有不少資優生受到有不少資優生受到有不少資優生受到

他的啟迪他的啟迪他的啟迪他的啟迪，，，，以科學研究為職志以科學研究為職志以科學研究為職志以科學研究為職志，讓讓讓讓 1周先生非常欣慰。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例(201)中事件 1「有不少資優生受到他啟迪，以科學研究為職志」使 

事件 2產生「非常欣慰」新的狀態，「讓 1」連接「事件 1」與「事件 2」形

成抽象致使關係，過程包含「力的傳遞」，不過「致使力」不是外顯的，

而是抽象且間接的，周先生教書進而使學生受到啟迪，這樣的「致因」是

周先生「欣慰」狀態產生的致使力，不過導致這樣的結果並非這些「資優

生」的目的或意圖，因此 NP1是無目的執行者，也就是本文架構下的「致

事」。當 NP1為有生的人或代表人的組織時，有些句子有不同的解讀，如： 

(202)a.在大家的努力下，現在適之先生的文稿多已歸檔，除了消極保存之

外，他們他們他們他們還希望讓讓讓讓 2這批資料發揮更積極的功能，讓讓讓讓 2研究近代史的學

者能夠活用它們，並且可以有系統的整理出版。以適之先生在中國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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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的樞紐位置，這些史料的價值不言可喻。但是在人手不足、經費有

限……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b.其實大家從來就沒有產生過拋棄小五的念頭，我們我們我們我們更不想讓讓讓讓 2 小五產

生這種被拋棄的想法。雖然讓讓讓讓 2 我做了主唱，但樂隊樂隊樂隊樂隊還是讓讓讓讓 2 小五隨隊

去酒吧演出，只是把他的任務由過去的主唱改成了貝司手。 

            (北大語料庫) 

例(202a)中 NP1「他們」是有生且有意志的「施事」，「希望」表現出 NP1

的意圖，事件 2「這批資料發揮更積極的功能」是 NP1期望的結果，整個

句子「他們還希望讓 2這批資料發揮更積極的功能」又變成第二個「讓 2」

的 NP1，因此「他們」是有意願、目的但施動性弱的「施事」。例(202b)

中施事「我們」不願意造成事件 2「小五產生這種被拋棄的想法」，但事實

上 NP1「我們」確實做了一些事情(即使是無心的)還是無可避免地導致了

結果事件 2的出現，此時 NP1被歸類為「施事」，因為還是有弱「施動性」

及「意志」，可從「不想」看出。根據我們觀察這類語料發現，NP1 確實

包含「意志」，只是「施動性」不明顯且與典型「讓 2」的「施事」有強弱

之分。 

基本上，NP1在語法形式上相當自由，語義上，NP1多為無生且不帶

意志的「致事」。以「人」為主語的例子是「讓 1」及「讓 2」都好像說得

通的，屬於有歧義且比較特殊的情況，可能指的是 NP1 執行動作的「施

事」，也可能是無意圖、無生命的「致事」，我們必須從上下文判斷其「意

圖性」、「施動性」及「意願性」等，才能決定是「施事」還是「致事」，

如：例(203)。 

(203)近年來日本學校和教師接到愈來愈多家長的無理要求，包括要學校提

供洗衣和剪指甲服務、要老師來接學生等等，孩子在學校受了皮肉傷就提告

或進行騷擾式申訴。這些所謂「「「「怪獸家長怪獸家長怪獸家長怪獸家長」」」」(monster parents)讓讓讓讓 1老師不堪其

擾，只好投保訴訟險防範，甚至有老師因此自殺。  (聯合知識庫) 

例(203)的「怪獸家長」在沒有清楚上下文的情況下，可能有兩種解讀：(1)

「怪獸家長」是「部分主語」的概念，也就是其自身所代表的事物、行為、

所執行的活動等，如前面的「提告」與「進行騷擾式申訴」，最後造成「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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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不堪其擾」的結果狀態；(2)「怪獸家長」本人主要的「意圖」並非是要

造成結果「不堪其擾」，而是為了他們的孩子。換句話說，NP1 藉由一些

方式、方法間接造成目的或結果狀態，「怪獸家長」之於事件 2「老師不堪

其擾」是一個「無目的動作的起始者」(至少這裡的「目的」不是為了「讓

老師不堪其擾」)，是一個間接造成的結果，並無施動性，「語義指向」是

指向「老師」，而非 NP1「怪獸家長」或其本意。然而在「讓 2」句中，

當 NP1「施事」為「人」時則是充分地表現了 NP1的意志或意圖(例 204)，

沒有歧義的問題。 

(204)戲中滿足一下英雄救美的願望的，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導演導演導演導演並沒有

讓讓讓讓 2 我把這個好事做到底，而是毫不留情地把我這個平民英雄變成了“滿地

找牙”的狗熊！         (北大語料庫) 

首先，例(204)的 NP1「導演」不必做其他事阻止「我」去，只要一聲令下

告知「我」，「讓 2」凸顯的出「導演」的「意志」，可以在前面加上「同意」，

這裡的 NP1是實實在在的「人」，顯示出人本身的「意志」，相對於其行為

或外貌代表本身的特徵，一般來說是一種言語行為，代表「人」本身的「意

志」。其次，「導演」和後面事件 2的產生關係緊密，中間沒有加入任何描

述的成分，「導演」的意圖能決定或甚至控制事件 2 的發生，尤其當 NP1

權力高於 NP2時(例 204)，NP1的「控制度」在「讓 2」句中較強，不過當

然所謂的強弱有程度上的區別，事件 2為狀態時，「讓 2」的 NP1為「人」

時(例 205a)，「意志」、「意圖」、「控制度」都比典型「讓 2」的 NP1(例 205b)

弱。 

(205)a.哎，好比都熟，都是老主顧，好比我到人那兒去了，“我父親讓讓讓讓 2 

  我來了，我父親來不了，病了呢，讓讓讓讓 2 我來拉點什麼貨。”都互相關照，

  我就搞了一時期這個。       (北大語料庫) 

b.癌細胞恣意地在我的身體滋長著，整個消化系統都發現了它們的蹤

跡。癌症末期，我的生命在它最燦爛的時刻，卻走到了末 期。我決定

要讓讓讓讓 2周的人和自己的痛苦減到最小，我要自殺。但是，我不能讓讓讓讓 2 他

們發現我的意圖；特別是香，我最愛的人，自始至終都被蒙在鼓裡的人。

她還年輕，這一切都不該發生在她身上……(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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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1有意志地造成「痛苦減到最小痛」的狀態，這裡 NP1的意圖明顯，但

是和典型「讓 2」的 NP1相比，「意志」程度都是比較弱的，而且沒有「權

力等級」的問題。 

我們認為，上述現象與「讓」的歷時語義演變密切相關，少數有些看

似「讓 1」句子 NP1為有意志、有生的「施事」，這一點，與「讓 1」是從

「讓 2」的其中一個意義「命令」演變來的有關，NP1是「人」的時候，

仍保有「命令」義的色彩。典型的「讓 2」的 NP1已經包含「意志性」、「意

圖性」，故無須加上任何表示意志、意圖的副詞如「決定」、「故意」，只要

藉助上下文就能清楚地看出其「意志」、「目的」。只有在「讓 2」的事件 2

是一種狀態時，才可能需要再加上「有意」、「企圖」、「決定要」、「想要」

等情態副詞或助動詞，與「讓 1」的 NP1區別開來。此外，一般「讓 2」的

NP1的權力應該要高於 NP2，從「讓 2」核心語義來看，這是因為命令者

(NP1)通常要有一定的權力，才能要發號施令或要求 NP2執行其指令。 

4.2.2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根據語料分析，「讓 1」與「讓 2」最主要的差別在於 NP1的語義角色，

「讓 1」的 NP1為「致事」，而「讓 2」的 NP1則為「施事」，「致事」與「施

事」最大的不同在於，「致事」主要表示一種在客觀條件下的「致因」，在

某種程度上，雖然可能表面上是有生的「人」，但實際上代表的是其特色

或特徵，無意志或意圖，為「無目的動作起始者」，反過來說，帶意志及

目的的「施事」為「有目的動作起始者」。簡言之，有目的或意圖與否為

NP1 的語義角色之依據，不過兩者在致使關係中都代表一種引發事件 2發

生或產生變化的「致因」，只是「讓 1」後的事件 2必有結果，也就是新狀

態的產生。 

我們認為，從「讓」的歷史語義演變中，「讓」表致使時的各種基本語

義為一個連續體，在某些語義區分上仍有部分重疊的色彩，尤其在當 NP1

為有生且有意志的人或代表人的團體或組織時，語義角色為「施事」，一

些看似「讓 1」的 NP1特別是加上含「意志」或「目的」的情態副詞或助

動詞，如：「努力、有意、希望、想要」等，被視為「施事」，實則為 

「讓 2」。但這樣的語料為少數，這與「讓 1」原本是從「讓 2」其中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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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演變而來的有關，屬於「讓 2」過渡到「讓 1」的證明。 

一般而言，「讓 1」後的事件 2為狀態，多為「已然」(或正進行中)的結

果，必定產生狀態的變化；「讓 2」後的事件 2則多表示具體動作、行為，

是「未然」(或可能實現、同時發生的活動)，也有少部分與顯示事件 2為「已

然」，基本上我們這裡說的「已然」與「未然」的概念可成兩方面來說：

第一，從語法形式及語義來看，前者的 VP 為狀態動詞或帶補語，也能加

上時貌標記「了」、「著」等；第二，與動詞及事件發生順序有關，也就是

「讓 2」與事件 2中的 VP實際發生的順序，與實際時間可能相同，不過已

然與未然的跟「讓」的搭配情形並非受到嚴格限制，只是一種趨勢的分佈。 

另外，「讓」本身也牽涉「已然／未然」，「讓 1」不能用「不」、「別」

否定，原因在於分別具有 [+已然]與[﹣控制]的語義特徵，因此「讓 1」也

不搭配「V-不-V」正反問句形式形成疑問句；「讓 2」則在形式上相對自由，

沒有像「讓 1」一樣的限制，本身為表「未然」，語義特整可寫成[﹣已然]

與[＋控制]。 

4.3「「「「讓讓讓讓」」」」的篇章功能的篇章功能的篇章功能的篇章功能 

   首先，前面提到致使結構具有「作用與效應」關係，「讓」字句的邏輯

語義關係中，與其最相關的是「因果關係」，因果關係又包含「原因」及

「目的」。「讓 1」與「讓 2」在因果關係的分工上各有所長，以下就語料分

析結果進行討論。第二，「讓 1」與「讓 2」的前後景功能與焦點。 

4.3.1「「「「讓讓讓讓」」」」與與與與「「「「銜接與連貫銜接與連貫銜接與連貫銜接與連貫」」」」 

從語義上看，「讓 1」後的事件 2一定是個「結果」，在因果關係中「原

因」(reason)帶出「結果」(result)，而「目的」(purpose)常帶出「行動」(action)，

且一般「結果」不包含「目的」(purpose)也不表達「意圖性」(intentionality)

或「施動性」(agentivity) (Huddleston&Pullum，2002：732)。對照之下， 

「讓 1」所傳達的因果關係是「原因與結果」而「讓 2」是「目的與行動」。 

(一一一一) 「「「「讓讓讓讓 1」」」」與與與與「「「「原因原因原因原因－－－－結果結果結果結果」」」」 

「讓 1」後的事件 2表達由 NP1 造成的結果(例 206)，事件 2代表狀態

的改變，NP1為導致事件 2的「致因」(cause)，「讓 1」連貫「原因─結果」

的內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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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6)a.……好幾次她走得太過出神了好幾次她走得太過出神了好幾次她走得太過出神了好幾次她走得太過出神了，，，，在狹窄卻又車來人往的巷街上在狹窄卻又車來人往的巷街上在狹窄卻又車來人往的巷街上在狹窄卻又車來人往的巷街上，，，，和急和急和急和急

 駛的汽車擦身而過駛的汽車擦身而過駛的汽車擦身而過駛的汽車擦身而過，讓讓讓讓 1 我忽然有股衝動，想上前去取消這一切的欺瞞

 和虛假，將她擁個滿懷。但，堅持著對她的愛以及一陣陣胃部傳來的絞

 痛，……。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b.我就跟著這位好心的老師來到了美院，在他們那兒做起了人體模特。

 那時候，由於一些傳統觀念在作怪，做人體模特還是個說不出口的職

 業，所以願意去美院做人體模特的人很少，這就給我提供了一個生存機這就給我提供了一個生存機這就給我提供了一個生存機這就給我提供了一個生存機

 會會會會，讓讓讓讓 1 我在快要餓死的時候有了一碗飯吃我在快要餓死的時候有了一碗飯吃我在快要餓死的時候有了一碗飯吃我在快要餓死的時候有了一碗飯吃。   (北大語料庫) 

例(206)的 NP1都是以複句形式「好幾次她走得太過出神了，在狹窄卻又車

來人往的巷街上，和急駛的汽車擦身而過」與「這就給我提供了一個生存

機會」在語義上都是「致事」，皆為跨句形式，分別是事件 2「她丟了工

作」及「我在快要餓死的時候有了一碗飯吃」的原因，是典型的「讓 1」

的事件 2，為「已然」的「狀態」，在篇章中「讓 1」連貫「原因─結果」，

焦點落在句尾的結果，如果要受話者／讀者注意的部分是「致因」而非結

果時的話，便可利用準分裂句「讓 1+NP2+VP+的是」形式呈現(例 210)，

將 NP1的位置後置於句尾。 

(二二二二) 「「「「讓讓讓讓 2」」」」與與與與「「「「行動行動行動行動－－－－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讓 2」的 NP1 帶意志且有意圖行使某事時，事件 2為其欲達成的目

的，如： 

 (208)a.陳姓計程車司機日前路邊停車陳姓計程車司機日前路邊停車陳姓計程車司機日前路邊停車陳姓計程車司機日前路邊停車讓讓讓讓 2 女乘客下車女乘客下車女乘客下車女乘客下車，因停得太外側，女乘

 客打開右後車門時，一輛機車鑽過車輛與路邊空隙，撞上車門摔傷；檢察官

 認為乘客有錯，司機也有疏失，將兩人起訴    (聯合知識庫) 

 b.館內還有兩位約雇人員及一位書記，負責事務性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

 現在適之先生的文稿多已歸檔，除了消極保存之外，他們還希望他們還希望他們還希望他們還希望讓讓讓讓 2 這批資這批資這批資這批資

 料發揮更積極的功能料發揮更積極的功能料發揮更積極的功能料發揮更積極的功能，讓讓讓讓 2 研究近代史的學者能夠活用它們研究近代史的學者能夠活用它們研究近代史的學者能夠活用它們研究近代史的學者能夠活用它們，並且可以有系

 統的整理出版。以適之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上的樞紐位置，這些史料的……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例(208)中的 NP1「陳姓計程車司機」與「他們」的行動「路邊停車」與「希

望」帶著意圖，即事件 2為 NP1期望達成之目的，「讓 2」連接「行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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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個事件的關係。此外，當「讓」表目的行為時能與「好」合用形成

「好讓」，即使省略「好」表目的的隱含意義仍存在(陳俊光和劉欣怡，

2009)。 

 (209)a.……又撥了她的手機又撥了她的手機又撥了她的手機又撥了她的手機，，，，只要她一接電話只要她一接電話只要她一接電話只要她一接電話，，，，我就會把她罵個人仰我就會把她罵個人仰我就會把她罵個人仰我就會把她罵個人仰馬翻馬翻馬翻馬翻，

  也好讓讓讓讓 2 她知道我不她知道我不她知道我不她知道我不是是是是好好好好欺負欺負欺負欺負的的的的。    (北大語料庫) 

  b.……技能，所以看起來就顯得有些雜亂，我的我的我的我的任務任務任務任務就就就就是幫是幫是幫是幫他他他他潤色潤色潤色潤色一一一一 

  下下下下，好讓讓讓讓 2劇本更適合拍攝。這個工作很快就做完了，完稿後讓劉大維

  看了一下，他感覺不錯。不久，這部電視劇就在澳大利亞實地……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c.蘇魯克道：「那你說，是不是將狼皮送給了那個漢人姑娘？你媽死在漢人

 強盜手裡，你哥哥是漢人強盜殺的，你知不知道？他們叫我哈薩克第一勇

 士，可是我的老婆兒子卻讓漢人強盜殺了，你知不知道？為什麼那天我偏偏

 不在家？為為為為什什什什麼總麼總麼總麼總是找是找是找是找不到這不到這不到這不到這群群群群強強強強盜盜盜盜，好讓讓讓讓 2 我給你我給你我給你我給你媽媽哥哥報仇雪恨媽媽哥哥報仇雪恨媽媽哥哥報仇雪恨媽媽哥哥報仇雪恨？」

 蘇魯克這時的鞭子早已不是管教兒子，而是在發洩心中的狂怒。他每一鞭下

 去，都似在鞭打敵人。「為什麼那狗強盜不來跟我明刀明槍的決一死戰？你

  說不說？難道我蘇魯克是哈薩克第一勇士，還打不過幾個漢人的毛 

  賊…」          (同上) 

「好讓 2……」後面的事件 2表示 NP1 的意圖、目的，NP1 為帶著意圖的

行動。此外，「好讓 2」常以肯定形式出現，我們未找到以「不好讓 2……」

形式出現的語料。 

4.3.2信息結構信息結構信息結構信息結構（（（（前後景與前後景與前後景與前後景與焦點焦點焦點焦點）））） 

(一一一一) 前景前景前景前景(foreground)與與與與後後後後景景景景(background) 

A.「「「「讓讓讓讓 1」」」」引出前景引出前景引出前景引出前景 

篇章中，「後景」常在前面已經出現過，成為事件進行背後的情景，

「讓 1」的 NP1多充當後景，不會影響事件發展，前景則扮演影響事件發

展的關鍵角色。動態的事件較能引起聽話者的注意(例 210)。 

 (210)ＬＶ品牌以皮箱起家，所以青木淳結合方形皮箱和旅行的概念，結構

 呈直方體狀，外牆的雙層構造則營造成波浪花紋的效果，還能讓讓讓讓 1 人聯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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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漠中的海市蜃樓。這這這這樣嶄樣嶄樣嶄樣嶄新又新又新又新又兼具傳兼具傳兼具傳兼具傳統的統的統的統的想想想想法法法法，讓讓讓讓 1青木淳贏得這次的比

 稿，成為他和ＬＶ的第一次合作案。 

  許多建築師都有自己的風格，不論當地風土民情如何，接到委託案就蓋

 一棟很炫的建築物，充分彰顯自己的個性。青木淳則強調建築物「在地化」，

 一定要融入當地，所以他會先觀察當地的特色，結合當地的人文、地形、風

 俗、民情等，再用好看的方式表現出來，這樣才不會是一棟漂亮的建築，在

 當地卻顯得格格不入。        (聯合知識庫) 

NP1「這樣嶄新又兼具傳統的想法」其實就是前面整段話的濃縮，為已知

信息，在例(210)中充當後景，遵循從後景到前景的順序，事件 2「青木淳

贏得這次的比稿」為前景，第二段的開頭「許多建築師都有自己的風

格……」則談論另一個話題。例(211)中主持人 K與 S和來賓 G1談論看拳

擊比賽，NP1「所以近距離看到別人搏鬥」為交際雙方敘述的背景話題，

產生 S預設受話者 G1可能產生的狀態變化「很腎上腺素激增」。 

 (211) K：你是很愛看別人打鬥還是… 

  G1：我喜歡看那種拳擊賽啊或者是摔角類的那種運動。 

  K：可是你要見血的那一種嗎？ 

  G1：有見血的話當然就是算有賺到，但沒見也就算了。 

  S：因為她還去看了，那是 K1，那是 K1嗎？ 

  G1：K1 比賽 

  K：然後你要求坐在第一排是不是 

  S：對因為主辦單位說，那請問你要坐在，劃到什麼區的位子，我說我 

  希望有那個血可以濺到我臉上的位子，然後他們就說，不見得一定會

  濺血，我就說但知道知道…你就盡量往那個方向幫我劃就對了，結果最

  後沒有濺血，但汗都有濺到我身上來。 

  K：然後有高興嗎？ 

  G1：有。 

  S：所以近近近近距離距離距離距離看到別人看到別人看到別人看到別人搏鬥搏鬥搏鬥搏鬥會讓讓讓讓 1你很腎上腺素激增，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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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1：我也不知道，我就會覺得好開心喔。 

  K：我覺得妳姊姊需要被解放耶。 

  S：對。 

  K：就是她好像有一些野性在裡面。 

  S：有啊，野。可是她力氣真的很大…… 

      (康熙來了─大 S 何潤東 大明星不為人知的才華) 

 (212)警方成立專案小組，四月初才掌握到徐志皓將遇害少女手機變賣至當

  舖的關鍵線索，昨日持搜索票，至徐志皓中和興南路的住家將他拘提到

  案。 

 原本徐某否認犯罪，但當警方出示遭害的少女照片，這這這這才讓讓讓讓 1 他臉色大

變默默流淚，坦承犯下割喉殺人棄屍的犯行。   (聯合知識庫) 

此外，不少「讓 1」的 NP1常以「這」或「這樣」的縮略形式出現，在前

文中已經出現過且為後景。例(212)的第一段提到的都是 NP2「徐某」的罪

行，NP1以「這」代替前面一長串的原因「當警方出示遭害的少女照片」，

而事件 2「臉色大變默默流淚」是一種新狀態的出現。由此可見，「讓 1」

具有帶出「前景」的功能，NP1充當「後景」，從其核心語義的觀點來看，

NP1表示造成事件 2狀態改變的原因，常規下原因先於結果發生，在篇章

中「原因」成了後景，而新的狀態改變─「結果」便是前景。 

 B.「「「「讓讓讓讓 2」」」」引出後景引出後景引出後景引出後景 

 從例(213)可看出「讓 2」在前後景的篇章功能上，與「讓 1」有不同的

分工，「讓 2」傾向於引出後景，換言之，NP1才是「前景」，例(213)中

先提到 NP2「她」 (梅豔芳)對於自己成為明星的「自信心不夠」，而 NP1

「我」作為一連串已知後景「她覺得，把她配得起來」、「她覺得走進這

個家，就有這種自信心」與「她覺得她自己是活在舞臺上的」的關鍵影響，

即 NP1，遵從由已知情景(或事件)到未知情景(或事件)的順序。 

 (213)高文安：我以前給香港的名歌星—梅豔芳做房子的時候，她還沒有成

 名，而且她也沒有念過什麼書，她對突如其來成為明星是覺得自信自信自信自信心不夠心不夠心不夠心不夠

 的。那麼我幫她做房子的時候，我我我我就在房子裏面要讓讓讓讓 2 她覺得她覺得她覺得她覺得，，，，把她把她把她把她配配配配得起得起得起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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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讓讓讓讓 2 她覺得走進這個家她覺得走進這個家她覺得走進這個家她覺得走進這個家，，，，就有這就有這就有這就有這種自信種自信種自信種自信心心心心，要誇張一點，讓讓讓讓 2 她覺得她她覺得她她覺得她她覺得她

 自己是自己是自己是自己是活在活在活在活在舞臺舞臺舞臺舞臺上的上的上的上的。所以我在給她做房子的時候，就把游泳池裝成可以推

 拉的舞臺，可以按照日照推過來，可以曬太陽，也可以不曬太陽。做了以後

 也很好，她覺得非常成功。然後她賺錢了，要搬家了，在做第二個家的時候，

 我的做法又不一 樣了。她不需要其他的東西，她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滿足，

 而且是文化上的底蘊。所以我在給她做第二個房子的時候，我用的都是很低

 調，但是用了很多其他國家的文化的東西放進去。你可以看到有印度的東

 西，有土耳其的東西，有泰國的東西，每一個地方有不同角落和不同感覺，

 讓讓讓讓 2 她覺得不她覺得不她覺得不她覺得不單純是成單純是成單純是成單純是成名名名名，不單純是有了名氣和錢，我還懂得欣賞不同國家

 的文化。這又是非常的成功。所以主要的還是你怎麼去演繹你的客人在那段

 時間的需求，他的人生觀，他要達到什麼樣的水準。所以這就是我在澳大利

 亞念書的時候，我覺得自己沒有朋友，我要學習就要在外面學習過來。這對

 我在現在做室內設計是有很大幫助的。 (中國網訪談文字稿) 

例(214)中的「讓 2」表任憑義，前面提及「聾子」、「無視於……」等，即

NP2對環境的麻木，事件 2在前文已經出現，為事件 2「後景」，而後面的

句子為該段的「焦點」。 

 (214)於是人們對於建築物的壓迫感、大廈的污染似乎麻木了；許多人許多人許多人許多人像聾像聾像聾像聾

 子子子子似似似似的的的的，在沒有隔音設備的知名大餐廳用餐時，無視無視無視無視於其於其於其於其它人的它人的它人的它人的喧囂喧囂喧囂喧囂和碗和碗和碗和碗

 盤的盤的盤的盤的碰撞聲碰撞聲碰撞聲碰撞聲，大聲擾嚷；室內空調的噪音更是大老遠就聽得到。就某種意義

 來說，人們讓讓讓讓 2自己成自己成自己成自己成了了了了精精精精神上的神上的神上的神上的聾聾聾聾子和子和子和子和瞎瞎瞎瞎子子子子，為了保護我們日趨虛弱的內

 在平衡，我們把自己孤立於外界的聲光，漸漸的對於外界剌激無動於衷，像

 是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一樣；按著這套方法，台灣很可能會出現一種「封閉」

 式的建築（最近在其它國家已經有因為貧窮而發展出這種房舍）。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二二二二) 焦點焦點焦點焦點 

 一般而言，無論「讓 1」還是「讓 2」，兩者的焦點皆落在句尾(即常規

焦點)，「讓 1」搭配準分裂句形成「讓 1+NP2+VP+的是，……」，而 

「讓 2」搭配目的句式成為「為(了)讓 2+NP2+VP，……」結構時，NP1

與 NP2的位置改變時，焦點也有所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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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準分裂句準分裂句準分裂句準分裂句「「「「讓讓讓讓 1+NP2+VP+的是的是的是的是，，，，……………………」」」」 

一般在致使關係中遵守從「作用」到「效應」的順序，也就是從因到

果，然而強調「原因」時，不少語料顯示，「讓 1+NP2+VP(事件 2)」被提

前至句首，而原來的 NP1被置於句尾的位置，也就是「致事」出現在句尾

而平常句首的位置(例 215)，形成準分裂句，事件 1變成了對比焦點。 

 (215)a.讓讓讓讓 1 我又好氣又好笑的是，剛走近村口，我就碰到了兩個頭髮淩亂、

  穿著劣質衣裳的青年男子，他們向我走來，壓低聲音問：“哥們兒，要 

  不要碟片？看了很過癮的喲，買幾張看看吧！”。    (北大語料庫) 

  b.但更讓讓讓讓 1 我不解的是，除了我們１０個模特兒外，團裏還有唱歌的、

  說相聲的、演小品的，甚至還有做魔術的，這些人也不知是臨時從哪湊

  來的。           (同上) 

  c.接到這個消息，我傷心得大哭了一場。更讓讓讓讓 1 我氣憤的是，幾天後， 

  我得知，原本屬於我的那場戲根本就沒有刪掉。       (同上) 

先將結果「我又好氣又好笑」、「我不解」、「我氣憤」事件 2放到句首

的位置，然後再闡述為什麼會有如此結果，通常後面是一長串的複雜原

因，結果多為心理情緒狀態。此時，表「致因」的事件 1變成了「對比焦

點」，表達原因比結果重要，有別於原來將焦點放在結果的情形。NP2多

半為「我」或「人」，即發話者本身。 

將事件 2提前的「讓 1+NP2+VP+的是」與「為了讓 2……」句型，與

原來的「讓」字句(NP1+讓+NP2+VP)相比，屬於凸顯語序，帶有說話人的

興趣、牽涉焦點，而原來的自然語序則是以感知基礎(束定芳，2008)。由

於讓 1的 NP1的語義角色為「致事」，即一種「致因」，「讓 1」事件 1和後

面事件 2之間的語義邏輯關係為「原因─結果」，是一種抽象致使的關係，

在篇章中「讓 1」表達「原因─結果」的連貫緊密。 

B.目的句式目的句式目的句式目的句式「「「「為為為為(了了了了)讓讓讓讓 2+NP2+VP，，，，……………………」」」」 

致使關係是不可逆轉的單向關係，因此語序遵守「作用－效應」的順

序，這是在無標的情況下，因此在「讓 2」需要加上「為了」把「目的」

前置，將事件 1放到句尾，也就是將焦點轉換，原來事件 2是句尾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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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把事件 1放到句尾，讓受話者／讀者注意句尾的部分。事實上，目的

句式主要表達的是突出「施事」的意圖，換句話說，發話者推斷 NP1「施

事」有想要達成事件 2的意圖，但是如果這當中的因果關係為偶發性的話，

較具主觀性(沈家煊，2002：224)。 

將事件 2提前，NP1的意圖、希望放到句尾，強調其意圖之正當性，

使事件 1成為焦點(例 216)。 

(216)a.如果英年早逝而留下尚未長大的孩子，孩子往往無法理解父母的死。

  為了讓讓讓讓 2 自己的孩子能瞭解爸爸或媽媽是什麼樣的人、度過了什麼樣的

  人生，可以留下書信給孩子。       (聯合知識庫) 

  b.為了讓讓讓讓 2拍攝的劇本更能符合我的意圖，我不得不一遍遍地改，一遍

  遍地在痛。          (北大語料庫) 

  c.為了讓讓讓讓 2 女兒在家自學時，不會花太多時間在看電視，曾陽晴家裡沒

  有電視。他希望女兒不看電視的時間，可以用來閱讀、運動、學烹飪、

  畫畫。回首看女兒在家自學的幾年，他很慶幸：「我女兒在家自學 

  過得滿快樂的！」        (聯合知識庫) 

  d.所以，為了讓讓讓讓 2 自己在臨終時不會後悔，我們應該積極的留下自己活

  過的證據，而這樣的行為也可以帶給後人力量。   (同上) 

有時可以省略「了」，作「為……讓」，而有時 NP1也出現在前面(例

217)。 

(217)a.受到少子化衝擊，近 10 年來，全國共有 142 所國中小學被裁併或廢 

 校，其中以嘉義縣被裁併及廢校最多，共有 47 校；其次則為台南縣的

 25 校及屏東縣的 24 校；為讓讓讓讓 2廢校後的校園空間活化再利用，教育部 

 協助其轉型為在地遊學中心、中輟生的中途之家、或遊客中心。 

              (聯合知識庫) 

 b.Panasonic 為讓讓讓讓 2每個人都能樂在烹調，在網站上詳細教導使用者如何

 發揮各項調理商品的強項。當想要利用微波爐或是電鍋做菜時，只須透

 過簡易查詢，即能看到相關食譜與作法，詳細的圖解與烹飪秘訣，就算

 是烹飪新手也能輕鬆 DIY。此外，由專業料理達人展現獨特手藝的影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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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邊看邊學，餐廳料理立即端上桌。若有興趣還可線上報名廚藝教

 室。           (同上) 

搭配目的句式「為(了)讓 2+NP2+VP」，「讓 2」導出 NP1的目的的功能沒變，

只是焦點變成 NP1。NP1的「希望」、「目的」被前置於句首，而 NP1從原

來的句首到句尾的位置。再加上，我們認為「讓」字句要表達的不僅是解

釋，更要闡釋原因和結果之間的緊密度，即兩個事件之間的能量傳遞(例

218)。 

(218)a.在日本一步一腳印找廠商，2004 年底他拿出資本 30萬元，正式在台

灣成立MyDay(買對)，設置在臺北市黃金地段就是為了讓讓讓讓 2客戶方便來

取貨。至今登記的資本額達 500萬元，總員工數也從剛創業的 3個股東

增加到目前約 50 人，而臺北總公司就佔大部分，有近 30 人左右，平均

年齡僅 30 出頭；每年則有 20%到 30%的營收成長。 

a’. ……設置在臺北市黃金地段就是 Ø 讓讓讓讓 2客戶方便來取貨。 

如果將例(218a)改寫成例(218a’)，句子的命題「設置在臺北市黃金地段」

與「客戶方便來取貨」仍互為「行動─目的」之關係，當事件 1 未後置仍

在句首時，語義連貫不需藉由「為了」也能看出「讓」後表目的。陳小英

(2005)提出「讓」字句通常表示「行為和目的」，後面的 VP往往是未然的，

可能是狀態或結果。「讓 1」表抽象致使，表達一種客觀的陳述，後表結果

或狀態；「讓 2」表「允讓；容任」時，主語常是帶有意志的人，或是隱含

人意志的事件，後面事件 2多表目的。 

4.4「「「「讓讓讓讓」」」」的語用的語用的語用的語用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語用功能著重於交際雙方間的互動，發話者藉由語言形式表達其態

度、地位、意圖等，並且還帶著影響受話者的態度或行為的希望。因此，

發話者使用不同的「讓」也表達其說話時的意圖、態度及地位等，由於 

「讓 1」與「讓 2」的語義不同，延伸到語用層面，交際雙方在溝通時會選

擇不同的「讓」表達其主觀態度或意圖，並且在不同的交際場合或是交際

雙方的社會地位不同之下，也會影響其用法。首先，我們看「讓 1」的表

示發話者的主觀態度，顯示在其「歸因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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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讓讓讓讓 1」」」」的歸因性的歸因性的歸因性的歸因性與情感投入與情感投入與情感投入與情感投入 

基本上，無論是「讓 1」還是「讓 2」都屬於「間接致使」，因此在探

討「讓 1」的歸因性及情感投入與「讓 2」的義務情態前，我們先從兩者所

屬上層的間接致使著手，分析在語用中個別的功能。首先，間接致使比直

接致使在使用上，表現較為委婉的意思，這一點體現在「讓 2」的語用上，

如：「讓 2我去」與「我要去」中「讓 2」扮演的功能使發話者的請求較緩

和、禮貌，可作為一種「緩調詞」。「讓 1」則從其原始語義連貫其內部的

「原因─結果」關係，從而表示發話者在歸咎功勞或原因的主觀態度，也

就是說，當只是表達單純的致使關係，陳述原因與結果關係時，發話者用

「讓 1」有歸咎原因的意味，發話者表達其主觀態度及其情感投入(例 219)。 

(219)a.可以麻煩你跟你的朋友小聲一點嗎？你們讓讓讓讓 1 我沒辦法專心！彼此尊

 重一下吧！          (劉怡君，2007) 

 a’.可以麻煩你跟你的朋友小聲一點嗎？Ø 我沒辦法專心！彼此尊重一

 下吧！           (筆者改寫) 

NP1「你們」是發話者認為造成事件 2 的原因，造成 NP2(也就是發話者)

「沒辦法專心」的狀態。也就是發話者強調「致使者」引發事件 2的責任，

發話者認為致使者 NP1 的行為有「不公正」且「要求恢復原狀」的意味

(Bishop, 1992: 300)。當然，這裡的 NP1「你們」是「致事」，不具有造成

事件 2的意圖或目的，表達發話者的主觀態度，甚至可以省略不說，例(219a’)

比例(219a)客氣些，也就是不明指造成事件 2「沒辦法專心」的原因。因此

在發話者抱怨或責備受話者的情形下，說出發話者為「致因」是直接威脅

受話者的「面子」，也違反了「禮貌原則」中的「讚美準則」。張伯江(2002)

提出當發話者站在 NP2 的立場時，「讓」常指明責任者的要求，也就是發

話者將其主觀性加諸於 NP1上，沈家煊(2002)提及所謂的「主觀性」就是

指發話者對「目的或因果」的認定；或者我們也可以說是發話者的情感投

入，顯現在其對因果關係的認定上。 

下面我們看一段電視訪談節目的語料，以下的 S(小 S)與 K(蔡康永)分

別為兩名主持人名字的縮寫，G代表 guest(節目來賓)，若是 G後面有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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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代表來賓出場之順序(通常不只一位來賓)。下兩段對話包含發話者對於

NP1歸因性的主觀情感(例 220-221)： 

(220)(G1談裸體拍照) 

G1：妳到後來拍了七天以後，我就光著身到處跑，妳進去以後你覺得穿著

衣服，妳覺得好像是不對的，他是個世外桃源，就到最後以後，我終於這樣

(不遮掩身體)的時候，我覺得是一種解放，我覺得是，其實人是美的，單純

的，就是大家，社會讓讓讓讓 1111 大家思想或者想得沒有那麼健康。 

(「女追男真的隔層紗!? 」，康熙來了) 

(221)K：你知道他曾經對於追她的男生說出過，我們生肖一樣，可是我比你

 大一輪這種話。 

 S：好煞風景喔。 

 K：這不是很嚇人嗎？應該不要講這種話比較好吧？ 

 G1(左永寧)：可是我覺得…… 

 K：就你也屬猴耶！ 對阿。 

 G1：我覺得不可能，我就直接講，讓他，讓他就死心了，這樣子。 

 S：所以有人立刻打退堂鼓嗎？ 

 G1：沒有，他還是繼續。 

 K：鴨子，你是說不要告訴對方(你的年齡)。 

 G2(鴨子)：沒有，告訴對方啊，而且我男朋友他都是跟我說，妹妹啊，

 你都是，你常常讓讓讓讓 1111 我忘記你的年齡 

 K：你也交往九十幾歲的嗎？ 

 G2：不是九十幾歲的啦！ 

 K：他怎麼會叫你妹妹?  (「女追男真的隔層紗!? 」，，，，康熙來了) 

例(220)G1 認為「社會」是造成「大家思想或者想得沒有那麼健康」的原

因，然而實際上是否事實真的如此，或聽者贊同與否，我們無法得知，是

屬於發話者 G1的主觀判斷。例(221)把「你」放到 NP1的位置，表達「你」

本身的樣貌或個性造成「我忘記你的年齡」的結果，「你」是原因，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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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的傳遞。然而，我們也可以將句子改寫成說「我常常忘記你的年齡」，

但是表達的語義就不同了，說的是主語「我」所代表的行為「常常忘記你

的年齡」，只是一件事情或狀況的陳述，未將「你」納入句中，因此重點

是在於「我」和「你的年齡」，是一種抽象致使力的傳遞，也是一種發話

者情感的投入。此外，NP1的出現與否，在語義上能凸顯 NP1作用於 NP2

的原因、過程或者方式(宛新政，2005：75)。 

 (222)a.他曾感慨地對醫生說：“‘文文文文革革革革’要讓讓讓讓 1111 我少活十年。” 

              (北大語料庫) 

  b.馬句: 還有一件事，這麼多人吃飯，怎麼做？到了 1958 年 10 月 

  才提 出 這個問題，做 5000 人的飯沒火爐，怎麼完成這個任務？

  說北京臨時修一個焦化廠，這個焦化廠負責供應人民大會堂的煤

  氣。這也出現了一個奇跡，就是人民大 會堂不到一年，11 個月建

  成，北京焦化廠從提出到 送氣用了 10 個月，這創造了世界建設

  焦化廠的一個記錄。因此我們 5000 人的宴會完全用煤氣完成，順

  利地、安全地迎接了國內外的客人。／中國網: 您為我們講的這些這些這些這些

        小故事小故事小故事小故事就讓讓讓讓 1111歷史在我們的眼中變得生動起來了。1954 年到 1958

  年的時候您任彭真的秘書，其實之前的很多年您已經在政策研究室

  為彭真同志工作了，前後算起來有十多年的時間。在您眼中，他是

  一個怎樣的人？為我們介紹一下。  (中國訪談網文字稿) 

例(222a)中的 NP1「文革」是發話者認為引發事件 2「少活十年」的原因，

這是發話者主觀的認定，將對於事件 2的發生的責任之情感歸咎於 NP1「文

革」；例(222b)中受訪者(馬句)給訪問者(中國網)敘述了一段故事，發話者(中

國網)認為事件 2「歷史在我們的眼中變得生動起來了」是由於「……這些

小故事」的緣故，不論其他人贊同不贊同這樣的看法，對於發話者來說，

這些都是他們認定的結果，或更具體的說，是一種「狀態的改變」(change 

of state/phase)，而這種「狀態的改變」牽涉到「語用預設」的概念，下一

個部分為「讓 1」的語用預設之分析結果。 

4.4.2「「「「讓讓讓讓 1」」」」的語用預設的語用預設的語用預設的語用預設 

我們觀察語料還發現，「讓 1」具有「觸發語用預設」的功能，屬於「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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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預設觸發語」(presupposition triggers)中「狀態改變動詞」的一類，一般

典型的「狀態改變動詞」如：“stop”, “quit”, “begin”等，從「讓 1」的核心

語義來看，「讓 1」後面必帶結果，結果往往包含「狀態的改變」，從語用

預設來看，「讓 1」後的事件 2都表示一種「狀態的改變」(例 223)。 

(223)a.沒有什麼特別。姚明更有明星風采，更自信，他在 NBA 如此放得開

 讓讓讓讓 1 我很吃驚。他的這一面以前從沒顯露。他敢拚搶，作技術犯規，…… 

             (北大語料庫) 

    b.b.b.b. 儒家傳統一向重視詩教、樂教。在儒家來說，你有人生理想，要得 

 君行道、發揮抱負。「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這些事能不 

 能完成，要看外在條件。但是不管外在條件是否具備，你都可以自得其

 樂，透過詩教、樂教，讓讓讓讓 1你的生命充滿旋律、節奏，有各種發抒情感

 的機會，可以興、觀、群、怨。孔子強調由此造成的人文之美，到孟子

 進一步強調人格之美。這兩者可以互相配合，相輔相成。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c.分數都留到第二場了。也許這事就像 NBA給孩子們的啟示:“學習讓讓讓讓 1

 你成功。”我看了錄影，思考對方的球路和他們的中鋒傑梅因·奧尼…… 

             (北大語料庫) 

例(223a)的「語用預設」是「我原本不吃驚」，例(223b)則為「原本未充滿

旋律、節奏」，例(223c)預設受話者「原本不成功」，也就是發話者預設 

事件 2原來的狀態與當下事件 2之狀態相反，更明確地說是，改變以前的

狀態即是發話者的預設。在語義上「讓 1」後的事件 2必產生新狀態的產生，

常為「已然」，此特性運用在發話者對於事件 2的預設時，代表預設事件 2

為「實然」，也就是產生新的結果。 

「讓 1」觸發狀態改變的語用預設常應用於廣告用語中。「語用預設」

為交際雙方共有的背景知識，也就是發話者預設受話者對於談話內容彼此

都有一定程度的共識。在廣告用語中，利用「祈使結構」是一種暗示性預

設，預設發話者的暗示或建議，以期受話者相信其真實性，再加上祈使結

構可以表達請求、命令、勸告等義，符合說服受話者接受其推銷的條件(趙

春苗，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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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a.OK超商讓讓讓讓 1 生活好 OK!!      (便利超商廣告) 

b.讓讓讓讓 1買書變成更簡單的決定。    (Findbook網站廣告) 

c.兆豐讓讓讓讓 1 我理財好放心。      (兆豐銀行廣告) 

d.一生的理財規劃，讓讓讓讓 1你輕鬆理財，實現每一個人生目標。(同上) 

例(224)中發話者(廣告商)預設受話者原本「生活不 OK」、「買書是困難

的決定」、「不放心」及「理財不輕鬆」，利用「讓 1」導出事件 2狀態的

改變，傳達其廣告號召的可信度，說服受話者相信其真實性，而且強調是

NP1造成事件 2發生的原因；「OK超商」、「Findbook」、「兆豐(銀行)」

與「一生的理財規劃」，也就是「致事」，強調 NP1在致使事件或狀態中

自己的重要性(Bishop, 1992: 300)。「歸因性」與狀態變化「語用預設觸發

語」是「讓 1」在語用中的功能，前者體現在發話者將責任歸在 NP1身上，

表達其主觀態度，而後者則是在交際過程中，發話者先預設受話者原來所

處的狀態，為彼此具有的共同背景知識，以使溝通順利進行，增加其說服

力。 

由於在篇章中「讓 1」的功能是上承原因下接結果，當要強調原因時可

用「讓 1……的是」將 NP1放置句尾變成焦點，這樣的結構中有些 NP2雖

為發話者本人，但卻使用「人」代替變成「讓 1人……的是」，也就是發話

者將受話者／讀者也納入其主觀感受中，當然不一定所有的「人」皆與發

話者有一樣的感受。張麗麗(2005：123)提出當「讓」以主語所能引發的特

定感受來描述主語的特性時，搭配但受、情緒、觀感態度等類動詞，賓語

只能是指人名詞，且往往是泛指的「人」字，作為充位(dummy)成分122。

換言之，其實受到 NP1影響的是發話者本身，但是發話者將 NP1的影響

力擴大至受話者，使受話者也感受到這股致使力所導致結果的影響。 

(225)a.雖然做法簡單，但一向手不巧的我，著實費了好一番工夫才完成。拿

在手裡把玩，讓讓讓讓 1 人愛不釋手，擺在案頭當飾品，也愈看愈討喜呢！ 

             (聯合知識庫) 

bbbb....中國網: 我知道您經常帶團去國外演出，去過很多國家，真的是讓讓讓讓 1111人很

羡慕的事情，你可以接觸到不同的文化和人。那麼在國外的演出有沒有遇到

                                                 
122 此處為前述第二章中張麗麗(2005)提出的描述性致使用法。 



第四章 「讓」的語料分析與討論 
 

 169 

一些困難？最難的事是什麼？／張長城: 挺多的。因為走了四十多個國家，

當時遇到每個困難的時候都覺得 特別難受，過後想都挺好玩的。因為對我

來說，可能我比較看的開，我一直認為痛苦是快樂的一部分，而且人生沒有

結果，所有人的結果只有一個，就是死亡。唯一 的不同是過程，過程中的

快樂、痛苦、憂傷、無聊、寂寞、瘋狂其實都是過程中很正常的。 

           (中國網訪談文字稿) 

事件 2「人愛不釋手」與「人很羡慕」其實也主要是 NP1造成發話者本身

有「愛不釋手」及「很羡慕」的狀態產生，把 NP1換成「人」用來表達

NP1「致因」的影響力範圍廣大，將所有的受話者都納入 NP1的影響範圍

(例 226)。 

(226)a.……於世界列強，關鍵就在於清代，而辛亥革命的啟蒙者們重新點

燃漢人對清人的仇恨，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又是多麼有必要，

多麼讓讓讓讓 1 人解氣。清朝終於被推翻了，但至今在很多中國人心裡，它仍然

是一種冤孽般的存在。年長以後，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生警惕。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b.從家裡門口，布滿重機械 的外觀來看，讓讓讓讓 1 人完全無法聯想到，工廠內

部飄散的是，濃郁的花生香味，人稱鍾媽媽的劉秀霞，每隔 2、3 天就要

炒起花生，從花生的收成密封儲藏，到藉由傳統 漏斗，篩選出大小相同

的花生，每一道手續都必須藉由人工，而且要非常仔細，接下來炒花生就

是重頭戲了，炒這一鍋花生至少要 20 分鐘，相當於連續炒 2千次， 正因

為炒花生辛苦，年輕人都不願意學習，不過現在鍾媽媽身旁多了位幫手。

             (聯合知識庫) 

c.桃園縣 7 月人口可能出現負成長？讓讓讓讓 1 人聯想這與縣府上月大辦遷籍給

獎有關，因為抽獎結束，人口都回流原戶籍。不過，縣府民政處表示，這

只是其中的原因，主要原因應該是五都選舉，27 日又恰好是五都選舉人

造冊的最後一天，才會造成遷籍風潮。    (同上) 

「多麼讓人解氣」、「完全聯想不到」及「聯想這與縣府上月大辦遷籍給獎

有關」中的 NP1 都不是實指的某一群人，把受話者拉入 NP1 的影響範圍

中，包含發話者主觀的意圖，也就是事件 2中的結果不一定是受話者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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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到的影響，充分顯示出致使力的影響。 

4.4.3「「「「讓讓讓讓 2」」」」的義務情態的義務情態的義務情態的義務情態與禮貌與禮貌與禮貌與禮貌原則原則原則原則 

謝佳玲(2006：48-49，57-58)分析情態詞語意時，將「准許、允許、容

許、任憑、放任」義的「讓 2」與「准許，容許，允許，默許，同意，放

任，任憑」等情態動詞歸於「義務情態」123下的「指令系統之允許用法」，

另外一種「義務情態」的次類：「指令系統之要求用法」則有「要求，命

令，強迫，逼迫，叫124」等動詞。根據謝的架構，我們將表示「命令、要

求、吩咐」義的「讓 2」也列入「指令系統之要求用法」，但不再細分「允

許」或「要求」。 

「讓 2」的核心語義中有「允許」及「命令」義，與情態系統中的「指

令系統」相符合，指令系統包括「事件成真必要性較低的允許」( (如「可

以」、「能夠」) 與較高的要求 (如「要」、「 必須」) 用法」，因此「讓 2」

為「情態動詞」(謝佳玲，2006：50)。 

根據沈家煊(2002)的研究「主觀性」可以表現在發話者對於目的或因

果關係的認定，「把」字句在強調目的關係時使用，突顯「突出事件施事

的意圖」，也可以說是發話者對於施事意圖的推斷 (沈家煊，2002：

223-224)。 

語料顯示，我們發現「讓 2」具有相同的功能，在目的關係中，「讓 2」

凸顯 NP1「施事」的語義角色。當 NP1帶有目的，且也是發話者時， 

「讓 2」可投射出發話者的感情，為「主觀致使」，表達出發話者的意圖、

希望。再加上，致使句本身蘊含了力的傳遞，而這股力的傳遞從「讓 2」

原始語義中的「允許、容許」在語用上似乎演變成一種權力、責任的轉移

(例 239)。發說話者抽象地將決定權交給聽話者，展現出一種客氣、謙虛的

意思，合乎「禮貌原則」中的「得體準則」（即「使他人損失最小、受益

最大」），尤其是當發話者「本身權威不足或想減少對他人的影響時」，指

                                                 
123 謝佳玲(2006：56-57)「義務情態」的次類有：(一) 指令系統(directive)：讓他人承擔使事件成真的義務，有「允許」和「要求」用法；(二) 保證系統(commissive)：讓自己承擔使事件成真的義務，有「承諾」和「威脅」用法。 
124 在台灣地區，「讓 2」表示「命令、要求、吩咐」義的用法不多，多半用「叫」，是一種地區性語言習慣差異，由我們蒐集的語料中發現「讓 2」在大陸地區的處現頻率較高，不過尚未有整體性的比較，關於「讓 2」與「叫」的地區性差異原因不明，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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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就會延伸成變成態度較緩和的還延伸出「建議」或「忠告」的語氣(謝佳

玲，2006：50)。例(227)這類的句子常搭配期使語氣，表達發話者的希望，

常常是希望受話者執行某事或與發話者共同參與某事。其二，也與前述「讓

2」後面事件 2 多表目的有關，發話者將自己從帶有意圖的「施事」變成

NP2，受話者反而成了有權決定、允許的 NP1，常在祈使句中出現。 

 (227)a.讓讓讓讓 2 我照顧你。(歌曲標題) 

b.讓讓讓讓 2 我保護你。(網路廣告標題) 

c.讓讓讓讓 2 我們為您服務！(網路標題) 

d.讓讓讓讓 2 我們彼此相愛！(網路標題) 

e.讓讓讓讓 2 我們看雲去(歌曲標題) 

發話者隱藏自己的意圖，而把自己放在 NP2受使者的位置，受話者(NP1)

表面上是「允許」發話者執行事件 2，實際上事件 2就是發話者的希望，要

是去掉「讓 2」的話(例 228)，語氣不但直接也不夠客氣或和緩，受話者沒

有任何權力甚至選擇。 

(228)a. Ø 我照顧你。   (筆者改寫)  

b. Ø 我保護你。   (同上) 

c .Ø 我們為您服務！  (同上) 

d.Ø 我們彼此相愛！  (同上) 

e .Ø 我們看雲去。   (同上) 

一般來說，交際雙方接傾向為對方保留面子，以期溝通或請求順利進行。

何與冉（2009：98，100）提出當選擇拒絕的空間越小，禮貌程度越低。

例(240)中表面上雖然是表達希望受話者允許其期望的行動實現，實際上是

藉由這樣的手段，提出一種建議和忠告。簡單地說，在交際過程中，以 

「讓 2」形成的請求較不威脅受話者的「消極面子」，發話者不妨礙或強制

受話者之需要，而且其實把決定權交給受話者增加其選擇拒絕之空間的同

時，也增加發話者自身被拒絕的風險，將自己的失去「面子」的機會提高，

也間接地減少受話者拒絕的機率。 

 除此以外，也可以利用 NP2「我們」將受話者拉入其希望中(例 239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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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婉且間接地表達發話者希望受話者做的事情或希望受話者一起參與的

事情(例 229)。 

(229)a.沒關係，讓讓讓讓我們趕快來趕上今天的進度吧！ 

b.下次讓讓讓讓我當你的 call機吧！     (劉怡君，2007)125 

當祈使語氣「讓 2」字句不說出主語，也就是不強調說話人本身的意圖，

進而將想要發話者執行的事情，如：「我們趕快來趕上今天的進度」、「我

當你的 call機」放到一個較為客觀的情形，也就是不以「我」作為主語表

達需求，有種為聽話者好的意味，即符合「得體準則」，也留給對方有選

擇的餘地。我們認為，當發話者為 NP2時，請求言語行為中使用「讓 2」

可作為禮貌標記語，有助於減少對受話者的「消極面子」威脅的程度的「緩

調詞」，也就是發話者不妨礙或強制受話者之需要，使其行為不被他人所

妨礙或拒絕。(例 229)。 

 從認知的角度來看，例(230)的「讓 2」搭配祈使語氣時，後面多接第

一人稱的賓語，即發話者本身。 

(230)a.(你／您)讓讓讓讓2我想一想。   (筆者提供) 

 b.我想一想。      (同上) 

 (231)a.讓讓讓讓 2 我們快開始吧！請你下次快一點到！謝謝！(劉怡君，2007) 

  b. Ø 我們快開始吧！請你下次快一點到！謝謝！(筆者改寫) 

例(230b, 231b)直接說出說話者想要做什麼，例(230a, 231a)用間接的方式

「讓 2我想一想」表達，這種不明指施事者意圖凸顯的祈使語氣，與認知

上所說的「主角降格」(agonist demotion)126相似(束定芳，2008：152)。 

同理可證，當婉拒要求時，發話者也使用「讓 2」(例 232)： 

(232)不了，謝謝，讓讓讓讓 2 我忙我的吧。也請你們小聲一點，幫我個忙喔。 

           (劉怡君，2007) 

                                                 
125特別感謝劉怡君(2007)提供口語問卷語料，此語料為劉論文收集，由她本人所建立的資料中所選出含有「讓」的句子。 
126“The cake can/may/must/should/need not/ had better stay in the box.”主語“the cake”不是所描述場景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人，但在句中沒有表達出來。真正意思：“People/you 
must nake/let/have the cake saty in the box.”(束定芳，2008: 152)。 
 



第四章 「讓」的語料分析與討論 
 

 173 

此時發話者將自己置於被決定的位置，表面上似乎將允許事件 2執行的決

定權交給受話者，實際上是表示客氣、委婉的拒絕。這樣的方法也常出現

在表示客氣且委婉的請求(例 232)。 

(233)(1：19談初戀) 

K：是誰規定你 20 歲前要完成(初戀)的？ 

G3：因為我們大學有個同班同學就說，日本女生如果在 20 歲…… 

K：所以只發生在跨年哪個晚上嗎？ 

S：是，就醉了。 

K：到 1 月 1號就結束嗎？(笑) 

G3：沒有，有維持一段時間，她說如果 20 歲以前還沒有交男朋友是一件很

丟臉的事。所以我就在 20 歲以前，趕快把自己推銷出去。 

K：那促銷的方法是什麼？ 

G3：欸，怎麼講，我跟我另外一個好朋友，然後我的好朋友跟這個男生，

就我的男友跟他的好朋友，一起去淡水玩，然後那時候我坐我男朋友的好朋

友的車。 

K：應該夠了吧。 

S：我已經在放空了。 

G3：然後啊，讓讓讓讓 2 我講，讓讓讓讓 2 我講，我知道難得會有話題在我身上，然後我

們就一直騎腳踏車…… 

當主持人想要停止 G3繼續說話時，G3提出請求「讓 2我講」，是將雖然表

面上是將 G3是否能繼續說話的決定權交給主持人(權力較高)，但是實際上

「允許」的意味很低，即使主持人不允許 G3繼續說話，G3還是可以不理

會主持人而繼續，這也可從語義來看，「讓 2」的 NP2具有自控度，可決定

是否決定執行事件 2，語用上作為一種拖延、迴避的手段。我們認為，利

用「讓 2」增加請求的委婉程度及模糊性與委婉性，可作為一種「緩調詞」。 

(234)(談手機裡面有沒有秘密的照片) 

S：等於說妳們人生現在都沒有背負任何秘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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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對，有秘密太痛苦了 

G3：多多少少有些秘密，但是如果是秘密的話，就是不會讓大家知道啦。 

S：對，我說但是其實是有秘密的 

G2：人都有秘密吧，不管是誰都有。 

(大家逼問 G3 的秘密) 

G3：好啦好啦，我講啦，我深愛過一個人，然後可能沒有人知道，就這樣，

好不好。 

S：可是他 

K：連他都不知道？！ 

G3：他知不知道 

S：是暗戀嗎？ 

G3 不是暗戀，不是暗戀 

S：等於就是他也回愛妳就對了 

G3：對啦(不耐煩) 

G1：互愛 

S：等一下，拜託再讓讓讓讓 2我問最後一題，最後一題，好不好，我如果再追問

我就不姓徐。 

G3：妳(S)一定會問啊。 

例(234)中 S藉由「讓 2我問最後一題」的委婉請求及拖延、迴避的手段，

保障自己的發話權，但是又並非以發話者作為「主語」為要求或命令的中

心，使得 S的要求表面上請求對方允許，實際上只是較不明顯或委婉的指

令。 

 綜上所述，「讓 2」作為義務情態動詞，在請求、要求的語言行為且發

話者為 NP2 時，可作為表示禮貌的「緩調詞」，為對方保留「面子」並預

留了選擇的餘地，也符合「禮貌原則」中的「得體準則」127。「讓 2」的核

                                                 
127 特別感謝謝佳玲老師針對於「讓 2」的語用功能在「讓 2我請客」與「我請客」符合「慷慨準則」時的疑問，也感謝張郇慧老師提出此問題可能牽涉交際雙方之權力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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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語義中，NP1與 NP2的關係常有權力高低之分，如 Teng(1989, 2005)提

出的「社交失序」，而 NP1與 NP2的語義體現在語用功能。據 Leech(1983)

的「慷慨準則」，發話者應使自己受益最小、損失最大，較有禮貌，表示

請求時，試比較下例： 

 (235) a. 讓讓讓讓 2 我請客。 

   b. 我請客。         (筆者提供) 

例(235b)符合「慷慨準則」，比例(235a)有禮貌，但我們認為在上述情形下，

沒有「讓 2」的例(235b)較有禮貌的原因可能有三：(1)交際雙方地位與權力

不均等，發話者之地位與權力高於受話者時，偏向使用例(235b)；(2)當發

話者提供「我請客」之要求時，若被拒絕或預設可能被拒絕之風險時，較

偏向選用例(235a)，使語氣較為和緩，也就是對受話者來說，事件 2是否為

其所期待或也同樣為發話者需要，若是受話者的意願未知甚至是不願意，

便會使用例(235a)；(3)根據表容許「讓 2」的核心語義，NP2(此處為發話

者)對於執行事件 2與否具決定權／操控度，在此情況下，NP2還讓受話者

決定，符合「慷慨準則」。 

4.5  本章總結本章總結本章總結本章總結 

由於前述研究無專門針對致使結構「讓」字句的研究，多半從兼語句

或語法形式著眼，分類多而雜，因此我們將「讓 1」與「讓 2」的區別分成

幾個層面，從所搭配語法現象、語義組合等分類並釐清其定義。因為語言

的持續變化及多樣性的緣故，不一定能簡單地清楚劃分兩個「讓」的不同，

尤其「讓」的語義變化至今，其實是一個連續的概念，當中必定會有模糊

地帶，如: 

(236)a.我讓讓讓讓 1 他難過。 

  b.我故意讓讓讓讓 2 他難過。     (筆者提供) 

我們藉由「讓」的 NP1語義角色則可將例(236a)與例(236b)區分開來，

例(236a)的「我」為「致事」而例(236b)的「我」因為有「故意」之意圖，

為「施事」。藉由檢視語料，「讓 1」與「讓 2」在三個層面呈現彼此關連但

各自有不同分工的呈現情形。我們將「讓」的三個層面之功能統整為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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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頁 177)。 

第一，在語義上，由於「讓 1」本身具有[＋已然]與[－控制]的特性，

因此前面很少用「不」、「別」否定。其次，「不讓」在歷時演變中意思已

經固定化，通常表示「不准」、「不允許」的意思，「不讓」多半是「讓 2」

才會出現的形式。再其次，「讓 1」也不能出現在「別讓……」的祈使否定

句，這是因為「讓 1」本身與其 NP1都具[－控制]語義特性的緣故，而 

「讓 2」則正好相反，具有[＋控制]特性。大體來說，「讓 1」的 NP1 多為

抽象事物或複句，語義角色為「致事」，表示一種「致因」；「讓 2」的 NP1

則多為指人名詞，為帶有意志、目的的「施事」。「讓 1」的事件 2是一種「狀

態」，典型的事件 2 多為表心理或情緒的詞，多半為「已然」(但非其必要

條件)，更明確的說是代表一種「狀態的改變」，而「讓 2」的事件 2多為未

然或同時發生的「事件」，只有少部分的為「狀態」或為「已然」，NP1必

為「施事」。 

第二，在篇章上，「讓 1」連貫「原因與結果」的語義，而「讓 2」則

連貫「目的與行動」，前者常搭配準分裂句「讓 1人+VP+的是……」把結

果提前，將原因(NP1)放置變成句尾變成句尾焦點；後者搭配目的句式「為

了讓 2+NP2+VP」把行動提前，NP1的意圖至於句尾變成焦點。 

最後，語用上，「讓 1」後面的事件 2為「實然」，在交際過程中為交際

雙方都知道的背景資訊，在說話當時已經發生或正在進行中，反過來說，

「讓 2」事件 2為「非實然」，一些「非實然」標記包含表意圖及意志、允

許以及目的性等詞，再加上「讓 2」本身也表示描述非實然情況的義務情

態。發話者情感投入及主觀性可藉由使用「讓 1」將 NP1引出，歸咎於 NP1

導致事件 2發生的責任或功勞；「讓 1」也作為「語用預設觸發語」，觸發「狀

態的改變」，而這樣的預設在廣告標題中最為明顯，發話者預設受話者改

變前的狀態，以傳達其產品的效果；「讓 2」為情態動詞，表達義務情態，

具有「允許」及「要求」功能，而當發話者的權力或地位低於受話者，或

是想降低對發話者的影響時，則有「建議」及「忠告」的意味，祈使語氣

多將發話者放置 NP2位置，把決定權交給受話者，使得發話者在請求與拒

絕受話者時較為間接且委婉客氣得多。簡言之，我們認為，「讓 2」在請求、

要求的語言行為且發話者為 NP2時，作為表示禮貌之「緩調詞」，符合「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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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原則」中的「得體準則」，為受話者保留了選擇的餘地與「面子」，作為

一種「緩調詞」。 

表四-3、「讓」的三個層面之功能 句型句型句型句型 NP1 讓讓讓讓 1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2(NP2+VP) 語法語法語法語法 指物名詞、複句 致使輕動詞 已然(狀態改變) 語義語義語義語義 致事、致因 間接致使關係 狀態 原因 結果 篇章篇章篇章篇章 後景 
連貫因果關係 前景 語用語用語用語用 致因、歸因性、情感投入 語用預設觸發語─狀態改變 狀態變化後的結果 

(1) 這件事這件事這件事這件事 父親很失望父親很失望父親很失望父親很失望 

(2) 你這麼做你這麼做你這麼做你這麼做 老師很高興老師很高興老師很高興老師很高興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3) ／／／／ 

讓讓讓讓 1 讓讓讓讓 1 讓讓讓讓 1 你一夜致富你一夜致富你一夜致富你一夜致富 句型句型句型句型 NP1 讓讓讓讓 2 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2(NP2+VP) 

(1) 導演導演導演導演 讓讓讓讓 2 我我我我來來來來擔擔擔擔任女主角任女主角任女主角任女主角 

(2) 他他他他 不讓不讓不讓不讓 2 我出門我出門我出門我出門 

(3) ／／／／ 讓讓讓讓 2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4) ／／／／ 別讓別讓別讓別讓 2 他出去他出去他出去他出去 語法語法語法語法 指人名詞 致使動詞 
未然(多數)或同時發生 語義語義語義語義 施事 間接致使關係 事件 目的 行動 篇章篇章篇章篇章 前景 

連貫因果關係 後景 語用語用語用語用 發出指令、希望 

情態動詞─表義務情態中的指令系統：「允許」、「要求」用法 為表禮貌的「緩調詞」：當 NP2=發話者，為受話者保留面子及決定的餘地，符合「得體準則」 

發話者希望發生的事件 

為了容易了解起見，我們以圖(四-4)呈現「讓」在三個層面的相關性。 

 
圖四-4、「讓」在語義、篇章、語用之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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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教學初探教學初探教學初探教學初探 

根據本研究前四章的觀察與結果跟西，我們嘗試從對外漢語教學的角

度提出教學方面的建議，將研究結果應用於教學上。第一節藉由檢視現行

教材，並針對「讓」的說明與出現情形提出教學建議，以期日後作為教材

編寫之參考依據；第二節教學設計，以本研究分析結果為基礎，針對「讓」

的特性設計其教學排序及教學活動與練習；第三節為本章總結。 

5.1 現行現行現行現行華語華語華語華語教材教材教材教材中的中的中的中的「「「「讓讓讓讓」」」」字句字句字句字句 

我們分別選了在台灣以及海外通行的華語教材四種：《實用視聽華語》

(Pra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遠東生活華語》 (Far East Everyday 

Chinese)、《中文聽說讀寫》(Integrated Chinese) 、《新實用漢語課本》(New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之所以選擇上述教材，主要是根據教材在台灣及

海外地區使用的廣泛程度而決定的。 

依照「讓」在各種教材中出現的時機及呈現方式，我們先做了一個初

步的統計，探討「讓 1」及「讓 2」在不同教材中的編排是否符合教學語法

的排序。 

通過綜合檢視《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新實用漢語課本》

和《中文聽說讀寫》，探討各種教材中「讓 1」、「讓 2」，的詞性、用法說明、

教學順序等問題。我們將這四種教材中出現過「讓」的句子全部都記錄下

來，然後在依照本文的「讓 1」與「讓 2」分類，檢視兩者在教材中的輸入

(input)情形。這麼做的原因在於，我們要先知道輸入到學生學習中的「讓」

是以何種方式呈現，教材中的「讓」是否有地區性差異及多數的「讓」字

句在使用上的傾向為何等等。 

《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中文聽說讀寫》與《新實用漢

語課本》，這四套教材均指出「讓」的詞性為動詞或致使動詞(causative 

verb)，依照本文分類，我們在「讓」後面標上了數字，以區分不同的「讓」

的情形。 

A. 《《《《實用視聽華語實用視聽華語實用視聽華語實用視聽華語》》》》 

收錄第 2 冊到第 3 冊，「讓」出現於《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第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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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詞性為致使動詞(causative verb)或動詞(verb)，前者有“to let, to allow, to 

permit, to make”的意思(例 237a,b)；後者的用法是指被動結構中「讓」(例

237c)被用來引介出施事(agent)。 

 (237)a.考試常常讓讓讓讓 1 學生緊張。   (to make) 

  b.請你讓讓讓讓 2 我跟他說幾句話。  (to let, to allow, to permit) 

  c.蛋糕讓讓讓讓 3妹妹吃完了。   (passive construction) 

被動用法的「讓」(237c)比致使用法的「讓」(237a,b)早出現，都出現在第

二冊的第十二課，在語法練習時，是分成兩個部分來練習的。被動用法的

「讓」可以與「被」、「叫」，而致使用法的「讓」可與「叫」代換。以下

說明《實用視聽華語》中致使用法「讓」的說明，這裡將「讓」的致使用

法以事件 2(NP2＋VP)的 VP不同又細分為： 

(I)S1 讓讓讓讓／／／／叫叫叫叫  OI 

       ｜｜｜｜ 

    S2 V2 O2 

(238)a.他叫我回家。He let me go home. 

b.有的父母不讓讓讓讓 2孩子看電視。 

c.請你讓讓讓讓 2 我跟他說幾句話。 

(II) (I)S1 讓讓讓讓／叫  OI 

    ｜ 
    S2 A SV 

(239)a.這件事讓讓讓讓 1 我很高興。 

b.別讓讓讓讓 2父母生氣。 

c.這種天氣讓讓讓讓 1 人覺得很舒服。 

d.考試常常讓讓讓讓 1 學生緊張。    (293頁) 

「讓」後面加上動詞(VP)還是狀態動詞是此教材的分類依據，不過這與本

文的分類仍有所出入，由於「讓 1」與「讓 2」的唯一區別不僅在於事件 2

是否為「狀態」或「事件」，還得看「讓」的否定形式以及 NP1 的語義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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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遠東生活華語遠東生活華語遠東生活華語遠東生活華語》》》》 

「讓」為致使動詞，第二冊第十九課時出現有「允許」、「聽任」義(例

240)，語法形式如下： 

NP1+讓讓讓讓+NP2+VP 

(240)你放著，你是客人。我怎麼能讓讓讓讓 2客人替我收碗筷呢？那太沒道理了。 

在第二冊第二十二課時，「讓」有「致使」或「引起」，與動詞「害」相比，

「讓」通常不是指不好的事，「害」則一定是指壞事。 

(241)a.我愛你，我希望你快樂，寧願自己受氣，也不該讓讓讓讓 1你傷心、難過。 

b.你原諒我，我們不要分手，不要讓讓讓讓 2 我失戀，好不好？ 

給予的英文解釋分別為 “ to make; allow; let” ，簡單地說，《遠東生活華語》

將「讓」依照其核心語義區分成兩種用法，第一種是「允許、聽任」 “let; 

allow”，第二種是「致使、引起」 “to make someone feel”，但並無特別說

明 VP的類型。 

C. 《《《《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 

收錄 Level1 的「讓」字句，「讓」為動詞，歸類為兼語句，語法形式

可寫成：「N1+讓／叫／請+N2」，出現於第一本書的第十一課，英文定義

為“to make; to let,to allow or caus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242)a.我三歲的時候媽媽就讓讓讓讓 2我學琴。 

 b.老師讓讓讓讓 2我們一個字寫五次。 

 c.他的死讓讓讓讓 1我們很難過。 

允許義的「讓」的用法也是早於抽象致使用法的「讓」，「讓 1」出現比例

在此教材中較低，且無獨立語法練習，只列出生詞英文解釋中(“to make”) 

D. 《《《《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 

收錄第二冊到第五冊的「讓」，動詞「讓」的英文解釋為“to let; to allow; 

to make”，表示允許、命令的「讓 2」出現於第一冊，語法結構上，屬於兼

語句的一種。「請」與「讓」都有要求他人做某事之意，只是「請」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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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正式的場合且聽其來較客氣128。不過，表示致使的「讓 1」直到第三冊

才開始出現在課後閱讀練習文章中，沒有獨立的文法練習及說明。 

(243)a.宋華讓讓讓讓 2 陸雨平來幫助他們。 

b.媽媽不讓讓讓讓 2她喝咖啡。 

c.我女兒今年 14 歲，她已經開始不聽我們的話了，常常讓讓讓讓 1 我跟 她 媽

媽生氣。 

此外，我們發現由於本身具有多義性及地區性差異，「讓 1」在台灣地

區的語料中出現比例(72.92%)比在大陸地區(48.91%)語料高(詳見表五

-1)，「讓 2」的用法在台灣地區(27.08%)比例也偏低(大陸地區：51.09%)，

在教材中，據統計，「讓 2」在教材中出現頻率高於「讓 1」，尤其在新實用

漢語課本與中文聽說讀寫的情況較為明顯(表五-1)。 

表五-1、「讓」字句在教材中之統計 教材教材教材教材 讓讓讓讓 1 讓讓讓讓 2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新實用漢語課本 22(44%) 18(45%) 40 遠東生活華語遠東生活華語遠東生活華語遠東生活華語 24(50%) 24(50%) 48 實用視聽華語實用視聽華語實用視聽華語實用視聽華語 28(56%) 22(44%) 50 中文聽說讀中文聽說讀中文聽說讀中文聽說讀 4(12.9%) 27(87.1%) 31 

其他教材的「讓 1」及「讓 2」在數量上則無明顯的差異，我們將統計數字

製成圖表(圖五-1)。 

                                                 
128 英文原文：Both “請” or “讓” have the meaning of requiring others to do something. “請” 
is used in a formal situation and sounds polite. “請” also has the meaning of “invite”.(新實用漢語課本，第一冊，2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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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在教材中的比例
50.00% 56.00% 12.90%44.00% 87.10%44.00% 50.00%45.00%0.00%20.00%40.00%60.00%80.00%100.00%

百分比 讓1讓2
讓1 44.00% 50.00% 56.00% 12.90%讓2 45.00% 50.00% 44.00% 87.10%新實用漢語課 遠東生活華語 實用視聽華語 中文聽說讀

 

圖五-1、「讓」在教材中的比例 

在《中文聽說讀》第一冊中，「讓 1」的出現的次數少，多半是「讓 2」句，

其他教材中，兩者沒有明顯差異。 大致來說，《遠東生活華語》在呈現致

使結構「讓」字句時，以「讓」的核心語義區分，分別是「允許、聽任」

和「致使、引起」，前者是本文分類中的「讓 2」，後者是「讓 1」，其他教

材，都會特別強調 NP2是「讓」的賓語，也同時是 VP的主語，即傳統語

法中所謂的「兼語句」，不過實用視聽華語還依照 VP的不同將「讓」字句

分成兩類：(1)一般動詞(如：回家、看電視、說幾句話)；(2)狀態動詞(高興、

生氣、舒服、緊張)。以下列出所有說明與分析，並附上本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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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四套教材對「讓」的說明與分析總表 教教教教材材材材 
教材內容教材內容教材內容教材內容 例句例句例句例句 本文建議本文建議本文建議本文建議 詞性詞性詞性詞性  致使動詞／動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表示允許、聽任、致使的意思，在致使結構中相當於「叫」。用於被動結構中，引介出施事，相當於「被」、「叫」，常指不好的結果。 

 語 法語 法語 法語 法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依照後面動詞類型不同，可寫成： 
(I)S1讓讓讓讓／叫  OI 

   ｜ 
   S2 V2 O2 
 (II) (I)S1讓讓讓讓／叫  OI 

   ｜ 
   S2 A SV 

《《《《實用視聽華語實用視聽華語實用視聽華語實用視聽華語》》》》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used in a passive sentence structure to 
introduce the agent; to let, to allow, to 
permit, to make 

1.蛋糕讓讓讓讓 3妹妹吃完了。 
2.請你讓讓讓讓 2我跟他說幾句話。 
3.考試常常讓讓讓讓 1學生緊張 

解釋語法形式時，將表示「允許、聽任」的「讓
2」與抽象致使的「讓 1」分開說明，並說明「讓
1」的 NP1 常為導致
VP(狀態動詞)發生的原因。在結構上，應該直接寫作： NP1+讓
+NP2＋VP，無須強調兼語句，而應視為「致使結構」。 

詞性詞性詞性詞性  致使動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L19 讓有「允許」、「聽任」的意思，句法形式可寫成： 
L22 讓讓讓讓表示「致使」 或「引起」，與動詞「害」相比，「害」後面一定是不好的結果，「讓」則未必。 語 法語 法語 法語 法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NP1+讓讓讓讓+NP2+VP. 

《《《《遠東生活華語遠東生活華語遠東生活華語遠東生活華語》》》》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to allow; let; to make; to make someone 

feel 

1.你放著，你是客人。我怎麼能讓讓讓讓 2客人替我收碗筷呢？那太沒道理了。 

2.我愛你，我希望你快樂，寧願自己受氣，也不該讓讓讓讓 1你傷心、難過。 

雖然從核心語義將「讓」分開，在語法形式尚可註明表致使時，「讓」後面多半使用「狀態動詞」。 

詞性詞性詞性詞性  動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說明：兼語句是一個加上動詞謂語
(verbal predictate)的結構，謂語是由兩個動詞片語所構成的。第一個動詞的賓語是第二個動詞的主語，且第一個動詞必須具備致使 (making)或要求
(ordering)某人做某事的意思，如「請」、「讓」。 語 法語 法語 法語 法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Subject+Verb1+Object1 (Subject 2) 
Verb 2+Object2 

《《《《新實用漢語本課新實用漢語本課新實用漢語本課新實用漢語本課》》》》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英文：to let; to allow; to make 

1.宋華讓讓讓讓 2陸雨平來幫助他們。 
2.媽媽不讓讓讓讓 2她喝咖啡。 
3.小王，什麼事讓讓讓讓 1你不高興？ 

不宜於「請」共同出現在語法練習中。「致使結構」不同於兼語句，後面加上子句。此外，還可加上表致使「讓 1」的說明及練習。 

詞性詞性詞性詞性  動詞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說明：兼語句 
NP2 是「讓」的賓語，也是 VP 的主語。 語 法語 法語 法語 法形式形式形式形式 

N1+讓讓讓讓／叫／請+N2+V2 

《《《《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中文聽說讀寫》》》》

 英文英文英文英文 to let; to make; to allow or caus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1.我三歲的時候媽媽就讓讓讓讓 2我學琴 
2.老師讓讓讓讓 2我們一個字寫五次 
3.他的死讓讓讓讓 1我們很難過。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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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教學內容與設計教學內容與設計教學內容與設計教學內容與設計 

5.2.1 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 

根據研究結果及教材分析，我們認為在順序上，從有實在意義的 

「讓 2」導入，然後再教抽象致使的「讓 1」；在語法形式上，有必要需分

典型的「讓 1」與「讓 2」的用法，「讓 1」與「讓 2」後面的事件 2(NP2+VP)

有不同的使用趨勢。此外，「讓」也常與兼語動詞「叫」、「請」等動詞一

起出現，我們認為在剛開始的時候，雖然「叫」在許多方面相當於「讓」，

但仍有相異之處，再加上「讓」屬於「致使動詞」，不宜與「請」一起教

學，再加上兼語句中的「請」不需要加上 VP就能獨立成句，如：「我請他

(去買東西)。」而「讓 2」則不行，若說成：「?我讓 2他(去買東西)」除了

句子不合語法外，「讓 2」也並非原來的意思，而有「謙讓、禮讓」義了，

應是以一個名詞子句為賓語。「致使結構」與「兼語句」不同，宜分開教

學。 

 前一小節中四種教材的編排裡，較早出現的是「讓 2」，值得注意的是，

尤其在大陸的教材「讓 2」出現的頻率特別高，相較之下，「讓 1」比較少。

在歷時、共時語法研究及語料分析中，「讓 2」還有「命令」的意思，即要

求某人做某事之意，這樣的意思只有在新實用漢語課本被提出，其他多著

重「讓 2」的「允許」、「容任」義，而我們認為，雖然在南方地區，含命

令義的「讓 2」使用頻率很低，然而在教材中仍出現次數頻繁，再加上，

在語用上，與義務情態相關，表示「允許」、「要求」用法。 

「讓 1」的部分除了當 NP1為指人名詞時，必須藉由上下文判斷是否

帶有目的及意志，區分為「施事」或「致事」，這一點在教學上可特別細

分，在 NP1的形式上說明多半為導致事件 2狀態發生的原因即可。 

不過在教學上要注意的就是「讓 1」的否定形式，不同於「讓 2」，一

般「讓 1」前面不直接加上「不」也絕不加上「別」否定，因此在變化成

否定形式時，必須提醒學生多加注意，避免造成偏誤，如我們一開始提到

學生的病句：「一部電影好不好看，要看它讓不讓我哭」，NP1「它」說的

是「我哭」的原因，而並非帶有目的之「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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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讓讓讓讓」」」」之教學排序之教學排序之教學排序之教學排序 

「讓 2」具多義性與語義已經有些虛化的「讓 1」在教學排序上，應從

表抽象致使關係的「讓 2」開始容易著手的，由於「讓 1」是從「讓 2」中

的「命令」義演變而來的，「讓 2」到「讓 1」是從具象動作到抽象概念。

我們也參考「讓」在《漢語水準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出現的順序(表

五)，在此書中分成四級：甲、乙、丙、丁，甲乙屬於中初級水準，丙屬於

中級，丁為高級。不考慮結構難度及拓展度，基本句型中「讓 2」在甲級

先出現，到了丙級「讓 1」才出現，與本文排序相同，如表(五-3)所列。 

表五-3、漢語水準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 等級等級等級等級 句型句型句型句型 例子例子例子例子 甲甲甲甲 
表使令意義的兼語句 老師讓 2我再讀一遍課文。(頁 53) 兼語句套連動句 老師讓 2我們用中文寫一封信。(頁 80) 乙乙乙乙 連動句(二) 連動句套兼語句 

我寫了一封信讓 2妹妹也來中國。(頁 80) 兼語詞組 老師讓 2我們去做模型。(頁 109) 兼語詞組─作定語 許多讓 2人感到為難的事他都能解決。(頁 109) 丙丙丙丙 兼語詞組─作補語 這個故事發生得讓 1人感到非常突然。(頁 109) 兩種句型的套用─兼語句與把字句套用 
我讓 2樹枝把衣服掛破了。(頁 156) 丁丁丁丁 把字句與兼語句套用 他把偷來的東西讓 3人都燒了。(頁 156) 

我們依照 Halliday 系統功能語法中三個層面：概念、篇章、語用功能，

將「讓 1」與「讓 2」之教學順序分為三個階段： 

階段一階段一階段一階段一：從核心語義著眼，在教材中說明「讓 2」的核心語義包含「允

許、容讓、任憑、命令、吩咐」等，NP1往往是「指人名詞」為「施事」，

事件 2多為具體行動事件。其次，再解釋「讓 1」表「致使、引起」，NP1

多為原因，為「致事」，而事件 2則多為靜態的狀態，尤以心理情緒類動詞

最為典型。 

例例例例 1────「「「「讓讓讓讓 2」」」」：：：：使令義使令義使令義使令義(允許、容讓、任憑、命令、吩咐) 

a. 爸爸不讓讓讓讓 2我看電視。   (允許、容讓) (筆者提供) 

b. 爸爸讓讓讓讓 2我出去幫他買東西。  (命令、吩咐) (同上) 

c. 警察讓讓讓讓 2小偷跑了。    (任憑)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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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例例例 2────「「「「讓讓讓讓 1」」」」：：：：抽象致使抽象致使抽象致使抽象致使 

a. 這個消息讓讓讓讓 1她很難過。   (筆者提供) 

b. 考試總是讓讓讓讓 1學生很緊張。  (同上) 

c. 他的說法很讓讓讓讓 1人驚訝。(同上) 

階段二階段二階段二階段二：介紹「讓」的篇章功能：因果關係中，「讓 1」與「讓 2」有

不同的分工，「讓 2」連貫「目的與行動」，強調說話者意圖時，可用「為

了讓 2+NP2+VP，NP1……」連貫「原因與結果」，強調原因時可用 

「讓 1+NP2+VP的是，NP1……」。 

例例例例 3－－－－強調目的強調目的強調目的強調目的(事件事件事件事件 2)：「：「：「：「為為為為(了了了了)讓讓讓讓 2+NP2+VP，，，，NP1……………………」」」」 

為了讓讓讓讓 2拍攝的劇本更能符合我的意圖，我不得不一遍遍地改，一遍遍地在痛。

              (北大語料庫)

例例例例 4────強調原因強調原因強調原因強調原因(NP1)：：：：準分裂句準分裂句準分裂句準分裂句「「「「讓讓讓讓 1NP2+VP的是的是的是的是，，，，NP1……………………」」」」 

讓讓讓讓 1 我又好氣又好笑的是，剛走近村口，我就碰到了兩個頭髮淩亂、穿著劣

質衣裳的青年男子，他們向我走來，壓低聲音問：“哥們兒，要不要碟片？

看了很過癮的喲，買幾張看看吧！”。                   (北大語料庫) 

階段三階段三階段三階段三：「讓 1」具歸因性及語用預設觸發語─狀態改變；「讓 2」為情

態動詞，表是義務情態中的指令系統：「允許」、「要求」用法。 

例例例例 5────歸因性歸因性歸因性歸因性 

a.可以麻煩你跟你的朋友小聲一點嗎？你們讓讓讓讓 1 我沒辦法專心！彼此尊重一

下吧！             (劉怡君，2007) 

b.我覺得是，其實人是美的，單純的，就是大家，社會讓讓讓讓 1 大家思想或者想

得沒有那麼健康。         (康熙來了) 

c.那位大學教授的教導讓讓讓讓 1 我成功地成為一名富有研究精神的學者。 

             (筆者提供) 

例例例例 6────語用預設觸發語語用預設觸發語語用預設觸發語語用預設觸發語(狀態的改變狀態的改變狀態的改變狀態的改變) 

 a.OK超商讓讓讓讓 1 生活好 OK!! (便利超商廣告)  

 b.讓讓讓讓 1買書變成更簡單的決定。(Findbook網站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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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兆豐讓讓讓讓 1 我理財好放心。(兆豐銀行廣告) 

 d.一生的理財規劃，讓讓讓讓 1你輕鬆理財，實現每一個人生目標。(同上) 

例例例例 7 ────表禮貌的表禮貌的表禮貌的表禮貌的「「「「緩調緩調緩調緩調詞詞詞詞」：」：」：」：義務情態義務情態義務情態義務情態─指令系統指令系統指令系統指令系統(「「「「允許允許允許允許」、「」、「」、「」、「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用法用法用法用法) 

 a.讓讓讓讓 2 我想一想     (允許－拖延、委婉拒絕) 

 b.讓讓讓讓 2 我講，讓讓讓讓 2 我講    (要求－取得發話權) 

例例例例 8────表禮貌的表禮貌的表禮貌的表禮貌的「「「「緩調詞緩調詞緩調詞緩調詞」：」：」：」：在祈使句或發話者權威不足在祈使句或發話者權威不足在祈使句或發話者權威不足在祈使句或發話者權威不足、、、、想減少影響想減少影響想減少影響想減少影響 

  時為時為時為時為「「「「忠告忠告忠告忠告」、「」、「」、「」、「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a.讓讓讓讓 2我照顧你。    (歌曲標題) 

b.讓讓讓讓 2我保護你。    (網路廣告標題) 

c.讓讓讓讓 2我們為您服務！   (網路標題) 

d.讓讓讓讓 2我們彼此相愛！   (網路標題) 

e.讓讓讓讓 2我們看雲去。    (歌曲標題) 

5.2.3 「「「「讓讓讓讓」」」」之教學設計與流程之教學設計與流程之教學設計與流程之教學設計與流程 

根據語料分析結果及「讓 1」與「讓 2」的核心語義，「讓 1」與「讓 2」

在教學時應該需分開來，再加上，上述的教學排序已經列出兩者在不同層

面的功能。我們接下來結合研究結果設計具體的教學練習。首先，依照

NP1的語義角色為「致事」或「施事」與「讓」的否定形式區分兩者之不

同。其次，以致使關係抽象或具體作區分標準。再其次，從篇章中常出現

的搭配句式：「讓 1人……的是，……」與「為(了)讓 2……，……」設計

練習，使學生熟悉並掌握其篇章功能中因果關係的語義連貫。最後，設計

「讓 1」的歸因及語用預設觸發語功能，「讓 2」的義務情態─指令系統：「允

許」、「要求」用法，也可作為「忠告」、「建議」，有作為拖延或委婉拒絕

的「緩調詞」。 

【語法點說明】 

  首先，讓學習者知道「讓 1」與「讓 2」的核心語義不同，前者表抽

象致使關係，主語為表示引發事件 2狀態改變原因的「致事」，後者則有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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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任憑、命令義，主語多為指人名詞的「施事」，且兩者在語法形式上

完全相同，順序上先教仍有較具體意義的「讓 2」然後再教表抽象致使的

「讓 1」。第二，設計否定語法形式練習，設計可能造成學習者使用偏誤的

練習。以下分別列出「讓 1」與「讓 2」的教學設計。 

I. 「「「「讓讓讓讓 2」」」」 

【課堂操練程序】 

語言點導入：問答導入式(課前板書語言點「NP1+讓 2+NP2+VP」) 

老師：老師說學生可以現在回家。學生為什麼回家？ 

學生：老師讓讓讓讓 2 學生回家。 

老師：我想去看電影，可是我媽媽說不可以。為什麼我不去看電影？ 

學生：你媽媽不讓讓讓讓 2你去看電影。 

老師：你媽媽讓讓讓讓 2 不讓讓讓讓 2你去看電影？ 

【操練一】請學生改寫句子，將句子改寫成「讓 2」句。 

A：我想要跟朋友出去玩，媽媽說可以。 

B：我想出去，可是爸爸說不行。 

C： 小孩一直吵著要買冰吃，我沒辦法，只好買給他吃。 

D：老闆命令我幫他打字。 

E：老師要我快點到他的辦公室。 

【操練二】請學生以「讓 2」完成下列各句子。 

A：我跟媽媽說了很久，她終於讓我                      。 

 B：他們家因為沒有錢，只好讓小孩                            。 

  C：我們的房東很小氣，不讓我                          。 

 D：為了讓                           ，她每天都認真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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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練三】用「NP1+讓 2+NP2+VP」和括號中的提示，完成情境對話。 

A：星期六的派對(party)，你會不會來參加？ 

B：不好意思，我星期六沒有空，               。(我媽媽、我、陪她

逛街)  

 

A：你去哪裡?不跟我們一起吃飯嗎? 

B：我去辦公室，                          。(老師、我、談一談) 

 

A：怎麼樣? 你明天可以跟我們去爬山嗎? 

B：當然，                                 。(老闆、我、休假一天) 

【活動一】請學生角色扮演，老師當一家公司的老闆，所有的員工都得聽

他的話，學生輪流擔任老闆的秘書，轉述老闆用祈使句命令其他學生做的

事，當秘書的學生必須用「讓 2」句傳達村長的命令，其他學生可以選擇

是否接受老闆的命令，詢問當秘書的學生是否老闆允許其請求或提議。進

行完一輪後，可以讓其他學生擔任村長，交換角色。 

教師以發號施令的方式，引導學生進行活動，如： 

老師: 我要學生 B打電話給辦公室。 

學生 A(秘書):村長讓你打電話給辦公室。 

學生 B: 我現在很忙，不能打電話給辦公室，我可不可以不打? 

學生 A(秘書):老闆，他說他很忙，不能打電話給辦公室。 

老師:一定要打電話給辦公室。 

學生 A(傳話筒):老闆不讓你不打電話給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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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短文寫作 

請學生根據自己的打工經驗，寫一篇名為「打工的第一天」的短文，

其中描述老闆命令他做的事情並說明打工時應該遵守哪些規矩(如:「老闆

讓我們在中午休息時去外面吃午飯」、「老闆不讓我們提早離開」等)。 

II. 「「「「讓讓讓讓 1」」」」 

【課堂操練程序】 

語言點導入：問答導入式(課前板書語言點「NP1+讓 1+NP2+VP」)並

指出「讓 1」的否定形式。 

老師：學生很努力，我很高興。為什麼我很高興? 

學生：因為學生很努力，所以你很高興。 

老師：請你用「讓讓讓讓 1」(指著版書)。 

學生：學生很努力，讓讓讓讓 1你很高興。 

老師：好看的電影都讓讓讓讓 1 人想哭嗎？ 

學生：讓讓讓讓 1 不讓讓讓讓 1 人哭不重要。 

老師：應該說：「會不會讓讓讓讓 1 人哭不重要」，再說一次。 

學生：會不會讓讓讓讓 1 人哭不重要。 

老師：XX 電影（喜劇）好看嗎？你看了以後哭了嗎？ 

學生：這部電影很好笑，不讓讓讓讓 1 我哭。 

老師：應該說：「這部電影很好笑，沒讓讓讓讓 1 我哭。」再說一次。 

學生：「這部電影很好笑，沒讓讓讓讓 1 我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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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練一】請學生改寫句子，將句子改寫成「讓 1」句。 

A：鬧鐘壞了，我睡過頭。 

B：天氣不好，我不想出門。 

C：他打我，我哭了。 

D：因為這個消息，我很難過。 

E：因為孩子都回家，所以媽媽很高興。 

F：看到他，我想到以前的事情。 

【操練二】請學生以「讓 1」完成下列各句子，練習 NP1造成後面狀態的

改變。 

A：學中文讓讓讓讓 1 我                            。 

B：跳舞讓讓讓讓 1他                           。 

C：運動讓讓讓讓 1人                            。 

D：這個壞消息讓讓讓讓 1 他們                           。 

【操練三】用「NP1+讓 1+NP2+VP」和括號中的提示，完成情境對話。 

A：你為什麼看起來很緊張?  

B：                             。(考試)  

A：不過姊姊看起來一點都不緊張。 

B：對啊，她跟不一樣，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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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他瘦了很多! 

B：對啊，                    。(失戀、吃不下飯) 

A：但是你不是也失戀嗎？怎麼胖了？ 

B：唉，別說了，失戀不但              ，反而              。 

 

A:聽說他不學中文了。 

B:                 。(讓人……的是、明天回美國) 

【活動一】 

請學生談談他們喜歡，也抱怨討厭的事物，並說說這些事物對他們造成的

影響或給他們的感覺。教師先開始談自己的喜歡與討厭的事物，如： 

老師: 我喜歡台灣的小吃。吃小吃讓我覺得很快樂。你呢? 

學生 A:我不喜歡小吃，小吃讓我變胖了。 

學生 B:我也喜歡小吃、逛夜市。逛夜市讓我看到很多有意思的東西。 

老師:我不喜歡逛夜市，逛夜市的人很多讓我覺得不舒服。 

學生 A:我也喜歡逛夜市，夜市的東西很便宜讓我買了很多。 

學生 B:我還是喜歡逛百貨公司，那裡的東西讓我比較放心。 

【活動二】短文寫作 

請學生依照上述活動，利用「讓 1」句寫一段抱怨某人或某事的對話。 

【綜合練習】：找出「讓 1」與「讓 2」，在前面空格填入 1或 2。 

(    )a. 他讓我出去買東西。 

(    )b. 父親不讓我半夜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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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讓人失望的是，他最後還是離開了。 

(    )d. 為了讓自己開心，他不管其他人的看法。 

(    )e. 聽到那麼讓人驚訝的消息，他卻一句話也沒說。 

(    )f. 你的行李看起來很重，讓我幫你拿吧。 

(    )g. 他故意讓我難過。 

(    )h. 他讓我難過。 

5.3 總總總總結結結結 

與其說「讓」字句是兼語句，不如將「讓」獨立分開，為致使結構，

與兼語句區別開來。首先，傳統兼語句的事件 2可以是一個普通名詞，不
一定是子句，而致使結構「讓」字句後面必帶子句，因此，致使結構的表

面形式雖然與兼語句相同，但是實際上的用法仍有出入。 

其次，根據研究結果及上面的排序，在教材中或教學過程中，呈現「讓」

字句時，除了語義語法功能外，加上篇章與語用功能，有助於學生對讓獲

得全面性的了解，進而掌握讓的用法，如此一脈相成，不中斷。 

NP1的語義角色決定「讓」種類，「讓 1」的 NP1為一種原因，多為無

生命的致事，連貫「原因與結果」，「讓 2」的 NP1為一種允許或發號施令

者，為「施事」，連貫「行動與目的」。 

根據語料分析顯示，「讓 2」仍保有較強的動詞性，在否定形式上，可

在前面直接加上「不」、「別」否定，還可以使用正反問句「V-不-V」，如：

「你母親讓 2不讓 2你出門？」。反過來說，「讓 1」在語法上較多限制，在

開始教學生時，必須小心前面通常不加上「不」、「別」否定，前面可以加

上程度副詞形容「真」、「很」、「非常」、「更」、「這／那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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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基於前五章的分析與結果，本章分為三節進行討論。第一節為研究結

果；第二節說明研究限制與省思；第三節提出未來研究的發展與展望。 

6.1 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研究結果 

本文於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一)「讓」之語義功能為何？ 

(二)「讓」之篇章功能為何？ 

(三)「讓」之語用功能為何？ 

(四)在教學的層面上，如何指導學習者適當地使用「讓」這個語法點？

進而提出教學建議，以作爲後續研究之參考？ 

本文的優勢在於將「讓」分成三個層面探討，首先，依照「讓」的核

語法語義特性: 

A. 「讓 1」表抽象致使，必有結果(狀態變化)。 

B. 「讓 2」表允許、任憑、命令義，帶出行動。 

C. NP1的語義角色「致事」或「施事」。 

D. 事件 2類型為狀態或事件。 

E. 以否定形式區分「讓 1」與「讓 2」。 

其次，篇章功能陳列如下: 

A. 「讓 1」連貫「原因與結果」，「讓 2」帶出「目的與行動」。 

B. 「讓 1」帶出前景，「讓 2」帶出後景。 

C. 信息結構：皆遵守從舊到新信的原則 

D. 焦點：一般為句尾焦點。 

E. 改變焦點：可藉由語法形式針對所欲引起注意的部分改變，將原

來的焦點 NP2轉移到 NP1，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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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1+NP2+VP+的是，NP1」(對比焦點在 NP1) 

• 「為(了)讓 2+NP2+VP，NP1」(對比焦點在 NP1) 

最後，語用功能承接語義及篇章的分析: 

A. 「「「「讓讓讓讓 1」」」」: 

i. 歸因性顯示出發話者的意圖，其歸咎或歸功的對象(NP1)。 

ii. 語用預設觸發語(狀態改變)，表現在廣告標語中，預設受話

者原來之狀態，其產品造成狀態改變，增加交際雙方互動及

信服力。 

B. 「「「「讓讓讓讓 2」」」」: 

i. 義務情態動詞，具有「要求」、「命令」功能。 

ii. NP1或發話者權威或影響降低時，表建議、忠告。 

iii. 增加發話者面子受威脅程度，讓受話者受益並且給受話者保

留選擇餘地，增加禮貌性，可作為「緩調詞」。 

iv. 發話者將自己變成受使者(NP2)，實則對受話者提出要求，使

語氣委婉客氣，也作為拖延或迴避回答的手段。 

三個層面環環相扣，關係密不可分，在教學上根據研究結果將「讓 1」

和「讓 2」排序，有助於提升學習者使用時「讓」時的掌握程度。 

6.2 研究限制與省思研究限制與省思研究限制與省思研究限制與省思 

 本研究為個人研究，在人力與時間上有所限制，因此本文仍有一些研

究上的限制與未盡之處。以下提出希望未來的研究能更進一步地探討。 

一一一一、、、、    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研究範圍 

 第一，本研究的範圍只限定於「致使結構」的「讓」字句，並未包含

表被動的「讓」字句，若能把「讓 1」、「讓 2」與「讓 3」交互比對，無論

在研究上或是教學上必當有一番的貢獻。再者，其他與「讓」用法相似的

一般傳統使令動詞「使」、「令」、「叫」，若能作語內對比，探討各自在篇

章及語用層面的功能，必定有助於致使動詞領域方面分類的釐清。 

 第二，關於「讓」在語用上的不同用法，若能再進行深入分析，如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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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問卷訪談方式，設定情境及相關參數，如交際雙方之權力、地位高低，

會得到更全面性的結果。 

二二二二、、、、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我們採取語料庫分析，口語的語料來源相對地沒有書面語料來得豐富

多元。再加上語用方面交際雙方的實際互動或個人基本資料也未有系統性

的規劃，因此沒有「會話分析」的部分，交際雙方實際溝通時的詳細情景

記錄是較為缺乏的。 

三、 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教學建議 

雖然「讓」本身在西方語言中有相對應的詞彙，如英文的“to let ”, “to 

allow” ,“to cause”, “to make”，因此有「兼語句」零教學之說，但又由於兼

語句的結構複雜，可以無限的延伸，有多種語法搭配，即使學生在理解上

沒有問題，在產出結構較為簡單的句子也無大礙。此外，我們不傾向將「讓」

字句當成「兼語句」來教學，而是以「致使結構」稱之。實際上，「讓」

的多義性仍造成了一些可避免的區誤，比方說，當「讓」以否定形式「不

讓」出現時，多表示「不允許」之意，是我們分類中的「讓 2」，可以變換

成「讓不讓」的正反問句形式，相反地，「讓 1」則不行。利用 NP1為「致

使」、「施事」作為分類標準，比單純地在語法形式上說明則更有助於避免

學習者造出病句和理解錯誤。 

四四四四、、、、    未來研究展望未來研究展望未來研究展望未來研究展望 

 「讓」含多義項，本文研究重點礙於時間及資源的限制，只對「讓 1」

及「讓 2」進行詳盡且全面的分析，而「讓 3」只是為了可能與「讓 2」產

生歧義而初步先將其列入本文「讓」之分類，表「致使」的「讓 1」和 

「讓 2」與表被動的「讓 3」之間的聯繫為何，三者間在語法語義、篇章及

語用上的互動為何，則是將來研究的展望。又，語言間的對比，如不同的

「讓」分別和英文中的“to make;to let; to allow; to cause”等的對應如何，也

是有待深入探究的問題。 另外，「讓 1」和「讓 2」使用之頻率似乎在兩岸

有所不同，尤其時表示當「讓 2」表命令義的用法時，在大陸地區較為常

見，台灣(或是南方地區)則較為少見，「讓 2」中命令義的區域性差異也是

值得更多研究討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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