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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重動構式初探及其教學應用 

中文摘要 

    漢語重動句(本文稱之為「漢語重動構式」)是指在一個句中重複兩次相同動

詞，第一個動詞帶賓語、第二個動詞帶補語的句法形式，例句如：「他看書看累

了」。前人多針對重動構式的動詞或補語等句法成份進行研究並提出使用限制，

且以動詞或補語類別預測重動構式使用的強制性與選擇性。然而，有鑑於只討論

各句法成份並無法全面且系統性地分析重動構式的特點，本文以 Goldberg (1995)

的「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為理論基礎，分析重動構式的句法形式、

意義內容，以及兩者間的對應關係，對漢語重動構式進行完整的探討。  

    漢語重動構式之句法形式可表示為 SV1OV2C，V1=V2，其所對應之意義為「致

使」，表達「X 藉由 W 致使 Y 產生/變成 Z」的語義。X、W、Y、Z 分別代表四

種語義成份：致事(causer)、致使力(force)、役事(causee)及致使結果(result)。本文

發現重動構式的語義成分與句法成分間的對應關係為：致使力對應 V2；致使結

果對應 C；致事與役事在句法成份的對應視補語語義指向分成兩種。當補語語義

指向動詞，致事對應 S，役事對應 V1O 結構，表達「S 藉由 V2致使 V1O 結構產

生 C」的語義；若補語語義指向主詞，則致事對應 V1O 結構，役事對應 S，表達

「V1O 結構藉由 V2致使 S產生 C」的語義。 

    據筆者對中研院漢語平衡語料庫及聯合知識庫中所有重動構式語料的歸納

與統計結果顯示，重動構式共有四種表層形式：SVOVC(了)、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其中，SVOVC(了)形式在結構及語義的複雜度上最低，且使

用頻率最高，為重動構式的原型，其它三種形式則為擴展構式。另外，筆者亦從

語料中發現，只要形式上必須有代表持續性(durative)事件類型(event type)的「V1O

結構」，且要表達「致使」語義時，就強制使用重動構式，如：「我們讀書讀累了」。 

    最後，本文藉由使用頻率的統計結果並考量結構與語義的複雜度，將重動構

式的教學順序定為：SVOVC (了)→SVOV 了 C→SVOV 得 C→SVOV 到 C，並找

出高頻的 V1O 結構詞彙，如「考試」、「讀書」等，作為教材編寫例句時的參考。 

關鍵字：構式語法、重動句、致使、教學應用 



 

II 
 

 

 

 

 

 

 

 

 

 

 

 

 

 

 

 

 

 

 

 

 

 

 



 

III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and it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bstract 

Keywords：Construction Grammar、Verb-Copying Sentence、Cause、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 special sentence pattern called "verb-copying sentence" (it is named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in this article) in Mandarin Chinese refers to the structure 

in which a verb is copied when it takes two elements—an object and a complement— 

for example, "ta kan shu kan lei le. " Previous studies usually focus on the syntactic 

constituents such as the verb or the complement, and apply these syntactic 

constituents to predict when a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should be used. However, 

simply discussing the syntactic constituents in the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cannot 

analyze the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s characteristics in a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manner. The study looks into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the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based on Goldberg’s(1995) Construction Grammar. 

 The syntactic form of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can be expressed as SV1OV2C, 

V1=V2. It corresponds to the central sense of "cause", expressing the meaning of "X 

cause Y become Z by W. " X、Y、Z、W represents the causer, causee, result, and force 

respectivel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components of syntactic form in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components of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Force corresponds to V2, and result corresponds to C. The semantics of the 

complement decide which component of syntactic the causer and causee correspond to. 

If the semantics of the complement describes the verb, then the causer corresponds to 

S and the causee correspond to V1O, which expresses the meaning of "S cause V1O 

become C by V2. " If the semantics of the complement describes the subject, then the 

causer corresponds to V1O and the causee correspond to S, which expresses the 

meaning of "V1O cause S become C by V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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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mple sentences in this article all come from the Academ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 and Udndata.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of the 

results, it is found that the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has four surfaces in the form： 

SVOVC(le), SVOVdeC, SVOVdaoC, and SVOVleC. The SVOVC(le) form has the 

highest frequency of use. It is the prototype of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and the 

other three are the extended forms. The result has also suggested that as long as "VO 

structure" is present, whenever one wants to convey the meaning of "cause" , the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has to be used.  

The last part of this article is the pedagogical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frequency of us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teaching sequence of the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should be SVOVC(le) → SVOVleC → SVOVdeC → 

SVOVdaoC. This research also suggested several common VO structures which 

contain the verb-copying construction, as a reference for teachers to compile their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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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漢語重動句1
(Verb Copying)(本文稱之為「漢語重動構式」)，具有獨特的句

法形式與意義內容，本論文以 Goldberg (1995)所提出的「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為理論基礎，對漢語重動構式進行形式及意義等特點的探討，最後並將

研究成果運用於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提升研究成果的應用與實踐性。 

本章共分四小節：第一節闡述研究動機，說明本研究的重要性；第二節敘述

本研究之目的，並提出研究問題；第三節界定研究範圍；最後，在第四節說明本

論文的章節架構。 

 

1.1 研究動機 

漢語重動構式因為其特殊的句法形式，引起許多學者(王力，1944；Li & 

Thompson, 1981；Chang, 1991；Hsieh, 1992；李訥、石毓智，1997 等)研究的興

趣，但目前為止，各家學者對重動構式的各項特點仍未達成共識，也尚未能為重

動構式建立一個全面且系統性的詮釋。下文將說明漢語重動構式的形式特點與目

前研究仍存在的爭議，並指出採用構式語法來研究漢語重動構式且將結果應用於

漢語重動構式教學的優點與必要性。 

漢語重動構式的句法形式為：在一個單句中，出現兩個動詞，第一個動詞先

帶賓語，接著重複一次動詞之後再帶上補語，其形式可用 S+Vi+O+Vi+C 表示，

其中，S為主詞，Vi為動詞，O 為賓語，C 為補語，兩個 Vi是同一個動詞(李訥、

石毓智，1997)，例句如：「他吃飯吃很快」、「小李看書看累了」。而漢語重動構

式除了有 SViOViC 的句法形式外，尚有其他三種句法形式，如例(1)—例( 4)所示： 

                                                        
1關於漢語重動句，不同學者有不同稱呼方式，如王力(1944)稱為「敘述詞複說」，Li & 

Thompson (1981)稱為「Verb Copying」，劉維群(1986)稱為「重動句」，黃正德(1988)、戴浩一

(1990)稱為「動詞照抄」，范曉(1993)稱為「複動句」，李訥、石毓智(1997)稱為「動詞拷貝結

構」，屈承熹(2006)稱為「動詞重複」。 

目前學者們對此句法形式通常以「重動句」稱之，而本文由於是採用 Goldberg(1995)所提

出之「構式語法」對漢語重動句進行研究，因此，除了在第二章「文獻探討」的部分維持「重

動句」的名稱之外，其餘文章內容中皆採用「重動構式」之稱，指其為一形式與意義的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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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ViOViC」—他喝酒喝醉了。                  

(2) 「SViOVi得 C」—她念書念得很快。             

(3) 「SViOVi到 C」—他看書看到兩點。             

(4) 「SViOVi了 C」—他睡覺睡了一個小時。             (李訥、石毓智，1997) 

 

漢語重動構式句法形式的特殊性引起各家學者的研究興趣，前人研究(呂叔

湘，1980；范曉，1993；李訥、石毓智，1997；王燦龍，1999；劉雪芹，2000；

李咸菊，2006；陳俊光，2007a 等)多針對重動構式各項句法成份進行探討，如動

詞類別、賓語性質、補語類型等(詳見第二章)，提出各句法成份的使用限制，並

歸納多種規則，以架構重動構式使用上的規範性。但是，雖然前人研究的貢獻良

多，至今在漢語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形式分類、語義內容與句法形式間的對應

關係、結構成分限制、語用功能上，各家學者仍沒有取得一致的共識。舉例來說，

首先，目前學者們對重動構式中心意義(central sense)的認定不盡相同，熊仲儒

(2004)認為是「致使」，姚水英(2006)認為是「S在 VO 方面怎麼樣」，陳俊光(2007)

則認為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是「持續」。再者，前人以不同標準對漢語重動構式

的類型進行分類，有的依照補語類型(李訥、石毓智，1997)，有的依照動詞性質(劉

雪芹，2000、2005)，有的依照形式結構類型(趙新，2001)，還有的以補語的結構

形式來為重動構式分類(李咸菊，2006)。另外，對於重動構式的語用功能，各家

學者各有不同見解，如項開喜(1997)認為重動構式是用來「突出強調事物和動作

行為的超常」，李咸菊(2004)認為重動構式除了表達「超常性」，還能有「評議性」

與「雙重強調」等功能，除此之外，還有其它學者(李冬梅、2007；曾傳祿、2007)

表示，漢語重動構式是用來表達話語中的因果關係。 

上述針對漢語重動構式各項句法成份進行探討的研究方法，目前尚無法完善

地解釋所有有關漢語重動構式的問題，且未能建構出一個系統性的詮釋體系。例

如前人在對重動構式之動詞所做的研究中指出，「動作動詞」具有使用重動構式

的強制性，必須形成重動構式以進行表達。例句如：「張三敲門敲了三次」(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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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我跑步跑累了」(陳俊光，2007a)。但事實上，「敲」、「跑」這兩個動作

動詞並非強制使用重動構式不可，不重複動詞的「張三敲了三次門」、「我跑累了」

也都是合法且合語感的句子，是動作動詞具有重動構式使用之強制性的反證。另

一方面，「狀態動詞」、「變化動詞」等，也都能形成重動構式進行表達，例句如：

「他愛王小姐愛了五年」(Hsieh, 1992)、「他輸錢輸怕了」(陳俊光，2002b)。上述

不管是動作動詞、狀態動詞還是變化動詞，全都能夠進入重動構式，顯示出光從

動詞分類並不能很好的限制或預測漢語重動構式的出現。姚水英(2006)表示，單

純考慮各項句法成份的特點，並無法對重動構式的組成機制、使用時機做出完整

的解釋。採用形式與意義並重的「構式語法」(Goldberg, 1995)，是研究漢語這類

著重意合之語言的新方向。 

    「構式」(construction)是語言中的基本單位(Goldberg, 1995: 4)，為形式與意

義的配對(form-meaning correspondences)，其所表達的意義與反映人類經驗之基

本情景(Scene Encoding Hypothesis : basic human experience )的語義結構直接相連

(Goldberg, 1995)，即語言與人類的生活經驗之間具有關聯性。除此之外，構式具

有原型結構(prototype structure)，並組成關聯網絡(form networks)，有些構式之間

憑著承繼層級(hierarchies of inheritance)和語義網絡(semantic network)構成家族性

(family resemblance)的關係。那麼，漢語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與人類的什麼生活

經驗相連？什麼樣的語義內容需要藉由重動構式進行表達？什麼樣的談話情境

會促使說話者使用重動構式？漢語四種形式之重動構式有沒有一個共同的中心

意義或相關的語義連結？哪種形式的重動構式較常使用？不同形式的重動構式

使用情境不同嗎？漢語母語者或許可不假思索的正確使用重動構式，但要回答上

述問題似乎也非易如反掌，而傳統上對漢語重動構式的研究也無法回答上述問

題。因此，筆者將使用 Goldberg (1995)所提出之構式語法理論，重新對漢語重動

構式「SVOVC(了)」、「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四種形式進

行深入的研究，從形式與意義並重的角度探討漢語重動構式的形成原因，以及其

使用上的條件與限制。 

另一方面，對於漢語學習者來說，漢語重動構式因為存在使用上的強制性與

選擇性2及結構上的複雜性(李訥、石毓智，1997)，使它成為漢語學習與教學的難

                                                        
2李訥、石毓智(1997)的重動構式「強制性」是指「要引進行為的受事，別無他法，只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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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陳俊光，2007a)。比如說，白建華等(2009：68)指出，美國學生常犯的錯誤為：

在 VO 結構後忘記重複動詞，如「＊他喝水得很少」，本句應修正為「他喝水喝得

很少」。在傳統上，漢語學習者必須了解重動構式中有哪些句法組成成分、各句

法成分有什麼特徵限制，最後藉由背誦句法形式以求得正確的表達。教師雖然能

夠從句法結構的分析來提醒學生不要犯錯，但是，少了意義層面的理解，學生只

知道「要這樣用」，卻不知道「為什麼要這樣用」。Krashen (1982)認為，「可理解

的輸入(comprehensible input) 」才能有助於學習者的第二語言習得，且語法教學

必須與語義、語用功能相結合(劉珣，2007)，因此，本文採用不嚴格區分語義和

語用(Goldberg, 1995：7)的構式語法，來分析漢語重動構式在意義及形式上的各

項特點，並藉由本研究成果為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提供一個以人類生活體驗為基

礎、較符合人類認知的學習途徑。 

 

1.2 研究目的及問題 

本文的研究目的有二：一是架構漢語重動構式完整而具系統性的詮釋體系，

採用以形式與意義並重的研究角度，深入探討漢語重動構式的各項特點，包含構

成機制、中心意義、語義層級、形式與意義間的對應關係、交際功能、使用時機

等特性；二是將研究成果應用於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使其更為完善。針對上述

研究目的，以下提出本文的研究問題： 

 

( I ) 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為何？主要表達何種語義內容？ 

(I I) 重動構式其形式與意義間的對應關係為何？ 

(III) 重動構式範疇(category)中的四種形式：「SVOVC(了)」、「SVOV得C」、「SVOV

到 C」、「SVOV 了 C」，以何種形式的類型頻率3
 (type frequency)最高、句法

                                                                                                                                                                            
詞拷貝一種選擇」；「選擇性」是指「動詞拷貝只是引進受事賓語的方式之一」。 

3
 「類型頻率」，是指一個基模(schema)的出現率，構式如同一個基模，構式的類型頻率指

一個具體構式出現的使用數量。比如說，在漢語重動構式所有的例句總數中，SVOVC(了)形式

之重動構式的例句數共有多少，且其數目占所有重動構式總例句的百分比有多少。

Goldberg(1995：137)指出，類型頻率越高，能產性(productivity)就越高，能產性高，表示此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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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及語義複雜度最低，而為此構式範疇的原型(prototype)？ 

(I V) 重動構式有哪些補語類型？各形式之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為何？何種補語

類型最為常用？  

( V ) 重動構式的使用限制為何？在什麼條件以及時機下必須要使用重動構式？ 

(V I) 本研究成果如何運用於漢語教學，以降低重動構式「教」與「學」的難度？ 

 

1.3 研究範圍 

    漢語重動構式最明顯的特徵在於一個句子中出現兩個同樣的動詞，故稱之為

「重動」，如：「我睡覺睡了五個鐘頭」。此構式中的第一個動詞帶直接賓語，第

二個動詞是重複第一個動詞而來，其後接續一個副詞成份。Li & Thompson (1981)

指出，漢語重動構式的句法特徵為： 

 

句法特徵：(主詞)    動詞   直接賓語   動詞    副詞成份 

          (Subject)  Verb  Direct object  Verb  Adverbial element 

                                               Li & Thompson(1981：301) 

 

漢語重動構式的句法形式可表示為 SV1OV2C，其中，V1=V2，以 V2與 C 之

間是否有加入其它句法成份做區分，共有四種不同形式，即，漢語重動構式從可

見的表層句法形式上可區分成四類：「SV1OV2C(了)」、「SV1OV2得 C」、「SV1OV2

到 C」、「SV1OV2了 C」。本論文即對上述四種形式之漢語重動構式的各項特點進

行研究。以下即為本研究範圍中各形式之重動構式的例句： 

 

                                                                                                                                                                            
包容性大、可容納更多不同的詞，因此，此構式之使用頻率就會比其它語義特徵一致的構式高。

朱軍(2010)表示，在實際語言交際中，基本構式較常見、使用頻率較高，擴展的構式則使用頻

率較低，朱(2010)所指之「基本構式」即本文之「原型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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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吃飯吃七分飽，是為了身材和養生。 

(6)  在爸爸的「叨叨念」之下，讓全家人練就吃飯吃得快的功夫。 

(7)  老祖宗告訴我們吃飯吃到七分飽，都是符合抗老化的科學理論。 

(8)  最怕遇到吃飯吃了兩三口，就說「我飽了」的女生。  (聯合知識庫語料) 

                                                     

必須指出的是，本研究範圍之重動構式的補語限定為簡單的詞或短語4，如

上列例句中的「快」、「七分飽」、「兩三口」等，若補語的形式相對之下為層次較

複雜之小句的重動構式則不包含於本研究範圍中，例句如：「阿嬤唱歌唱得我的

靈魂好像被熨斗燙過」(聯合知識庫)。其原因為：在本研究所收集之重動構式例

句中，複雜小句補語的出現機率不高，因此，本研究不將補語的複雜層次及內容

列入討論。在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所取得的六十八條重動構式語料中，所

有的補語皆為簡單詞或短語，而為顧及語料內容的整齊性與系統性，筆者從聯合

知識庫中剔除了五句5補語為複雜小句的重動構式例句，共收集了一千兩百八十

二條補語為簡單的詞或短語之重動構式例句。 

 

1.4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為緒論，陳述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與研

究範圍；第二章為文獻探討，回顧前人對漢語重動構式之各項句法組成成份、分

類標準、中心意義的探討；第三章為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介紹本論文所採用之

Goldberg (1995)「構式語法理論」、Rosch (1973)「原型理論」與 Langacker (1987)

「以使用為基礎理論」，並說明在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語料庫及聯合知識庫中進

                                                        
4劉月華(2006：2)指出：「一個語言單位究竟是詞還是短語，有時難於確定」，因此，本文並

不對詞或短語加以區分或討論。另外，邵敬敏(2008：194)對「簡單短語」的定義為：「兩個或

兩個以上的詞在一個層次上組合而成的短語」，其中，所謂的「層次」是指「句法單位在組合時

的不同先後順序」。 
5 此五句出自於聯合知識庫語料，分別為：「阿嬤唱歌唱得我的靈魂好像被熨斗燙過」、「她

倆殺價殺到只要一千元即可入住大飯店」、「第一次唱歌唱到被警察帶回派出所」、「你們這些人

讀書讀到搞不清楚今年是十二生肖裡的哪一年啊？」、「他讀書讀到不知道八月有三十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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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重動構式語料篩選的操作、分析流程；第四章為漢語重動構式 V1O 結構及 V2C

結構特點的分析，並探討上述兩種組成結構彼此之間的共現限制；第五章探究漢

語重動構式形式與意義的各項特點及兩者間的對應關係，並討論漢語重動構式在

使用上的強制性與選擇性；第六章為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應用，依據第四章、第

五章的研究成果，提出漢語重動構式在教學目標及教材編排內容上的建議；第七

章為結論，說明本論文的研究結果、教學應用以及主要貢獻，並提出研究限制與

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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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對漢語重動句的研究中，較早注意重動句這個動詞重複現象的是王力

(1957)，他在《中國語法理論》中提到「敘述詞複說」：「普通來說末品(tertiary)

補語6是必須和敘述詞緊黏在一起的」，「同時，有些動詞卻又和目的語是合為一

體的，不能讓那末品補語隔開，在這雙重障礙之下，唯一的補救辦法就是把敘述

詞複說，使兩方面都不至於阻絕。」換句話說，就是指賓語及補語都必須與同樣

的動詞在一起，因此使得動詞重複出現。自此之後，便有許多學者開始進行漢語

重動句的研究，比如說：丁聲樹(1961)指出「動賓結構加補語時要重複動詞」；呂

叔湘(1984)認為「一般的動賓短語加『得』時要重複動詞」；戴浩一(1990、1991)

從認知功能語法(cognition-based functional grammar)的角度出發，用語言的象似

性(iconicity)來解釋重動句的形成，認為動詞重複的理由是因為重複代表動作多次

的動機而來，並探討重動句的語義特徵與語用功能等面向；Chang (1991)以「主

題結構」(thematic structure)的語法理論研究重動句的形成原因、功能及使用上的

強制性(compulsory)；Hsieh (1992)則是從互動理論(the theory of interaction)與根據

戴浩一(1990、1991)的認知功能語法來探討重動句的形成、結構與功能；李訥、

石毓智(1997)從歷時的角度來探討「動詞拷貝句」即重動句的演化過程，並從補

語的語義特徵和結構特點分析重動句的類型；陳俊光(2007a、2007b)則從句法、

語義、認知及篇章等各面向的制約進行重動句的分析，並將分析結果應用於重動

句的教學。眾學者們皆對漢語重動句的研究做出許多貢獻。 

如上所述，學者們各自使用不同的語法理論及從不同的角度對重動句進行探

討。不過，眾學者們在分析重動句時，多會針對漢語重動句中的某些句法組成成

份進行研究，因此，本章便以漢語重動句中的各項句法成份(如動詞、賓語、補

語等)做為分類，來整理並回顧前人對漢語重動句的研究成果。全章共分六節：

第一節整理前人對重動句動詞特徵的探討，第二節歸納前人對重動句賓語性質的

分析，第三節統整前人所區分之重動句的補語類型，第四節闡述前人如何對重動

                                                        
6 出自奧托•葉斯柏森(Jens Otto Harry Jespersen,1860--1943)的三品說。把一定句法結構中

詞與詞的相互關係，按照受限或主限的不同(即充當句法職務的不同)，分成首品(primary)、次

品(secondary)和末品(tertiary)三種品級(ranks)，稱為詞品。有些語言學家用於漢語語法研究，

以詞類為詞的概念範疇的分類，以詞品說明詞在句中的作用，如「高飛之鳥」和「鳥高飛」中，

「鳥」是首品，動詞「飛」是次品，形容詞「高」是末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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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進行分類，第五節整理各學者所提出的重動句語義，最後，第六節為本章小結。 

 

2.1 重動句的動詞特徵 

漢語重動句中相同的兩個動詞一般是及物動詞，多數為動作動詞、單音節動

詞(范曉，1993)，學者們對於重動句的動詞特徵有著詳盡分析。 

Chang (1991)認為動詞的主題結構若是【施事(agent),主題(theme)】就要採用

重動句，而若是【施事(agent),受事(patient)】則不用，例句如下： 

 

(9)  他跑馬拉松跑了兩次。 

(10) 他推車推了三個鐘頭。 

(11) 他看我兩次。 

(12) ＊他看我看了兩次。                                         (Chang, 1991) 

 

例句(9)、(10)動詞「跑」、「推」的主題結構是【施事,主題】，其主題可前移，形

成話題化(topicalized)的句子，如「馬拉松，他跑了兩次」、「車，他推了三個鐘頭」。

而例句(11) 動詞的主題結構是【施事,受事】，若重複動詞形成例句(12)則會造成

語義不全、句子似乎未完成(incomplete)。 

    除了像 Chang (1991)採「主題結構」語法理論分析重動句外，更多學者以不

同語義特徵所區分出的動詞類別來探討各類動詞與重動句間的關聯。Hsieh (1992)

以 Vendler (1967)
7對動詞的分類來探討重動句在使用上的強制性(obligatory)與選

擇性(optional)。Hsieh (1992)發現：「動作動詞」具有重動句使用的強制性，「完成

                                                        
7 Vendler (1967)根據動態(dynamic)、持續(continuous)和完結(perfect)等三種語義特徵將動詞分

為四類：狀態(state)動詞、動作(activity) 動詞、完成(accomplishment) 動詞以及完結(achiev 

-ement)動詞。「狀態動詞」指涉狀態的存在、「動作動詞」指涉動作持續進行、「完成動詞」

指涉動作的進行及其結果、「完結動詞」指涉動作的結果(戴浩一，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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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則兼具重動句使用的強制性與選擇性，「完結動詞」具有重動句使用的選

擇性，而「狀態動詞」具有重動句使用的選擇性或禁止使用(prohibited)。筆者將

Hsieh (1992)的分類與舉例整理為表二-1： 

 

表二- 1 不同類別的動詞與重動句間的關係          

強制性 (obligatory) 選擇性 (optional) 禁止使用 (prohibited) 

動作動詞 

例：張三敲門敲了三次。 

完成動詞 

例：他打了我兩次。 

(動詞不能具有三個論元) 

狀態動詞 

例： 

＊他是學生是了兩年。 

＊他像他爸爸像了兩年。 

(動詞不含頻率、持續的概念) 

完成動詞 

例：他打我打疼了手。 

(動詞具有三個論元) 

完結動詞 

例：去年我回了台灣一次。 

狀態動詞 

例：他愛了王小姐五年。 

(動詞含頻率、持續的概念) 

(資料來源：整理自 Hsieh, 1992) 

 

從以上表格，我們可以發現，幾乎四種語義特徵的動詞類別都能進入重動句。而

除了 Hsieh (1992)之外，林忠(2010)也採用 Vendler (1967)對動詞的分類來分析重

動句，結果發現狀態、動作、完成、完結四類語義特徵之動詞都可進入重動句，

舉例如下： 

 

(13)   a.愛他愛得簡直要命。        (狀態) 

b.走路走累了。              (動作) 

c.爬兩層樓爬得氣喘吁吁。    (完成) 

d.咳嗽咳出來一口血。        (完結)                      (林忠，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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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陳俊光(2007a、2007b)以鄧守信(1976)
8對動詞的分類來探討漢語重動

句。陳(2007a、2007b)認為，「動作動詞」的語義特徵具有動態性及持續性，與重

動句所銜接的四類副詞組9語義相容，且動作動詞標記時間軸上的「進行活動」，

與重動句源自兩個動詞組連用的「持續義」吻合，故一般需強制使用重動句，如

「我跑步跑累了」；而「狀態動詞」具持續性但不具動態性，其具持續性的特質

使其在重動句的使用上有選擇性，若補語亦具持續性且說話者想「強調」與該狀

態有關的程度或結果，則可選用重動句進行表達，如「他愛王小姐愛了五年」；「變

化動詞」的語義特徵具有終結性、不具持續性，與重動句表持續性的語義不容，

因此，除非是可表示動作重複進行的變化動詞，如「他跳水跳了三個鐘頭」(戴

浩一，1999)的「跳」或「他輸錢輸怕了」(陳俊光，2007b)的「輸」等，否則一

般不能使用重動句。 

綜上所述，學者們希望以具有不同語義特徵的動詞類別來決定重動句使用的

強制性與選擇性，結果卻發現各類語義特徵的動詞或多或少都能進入重動句。由

此顯示，動詞雖然對於重動句的使用與否有影響，但將動詞抽離構式，單獨分析

動詞類型與其語義特徵，仍無法解決重動句使用時機的問題，這裡似乎存在更重

要的因素影響動詞的出現。 

分析以上各家論點，不管是以主題結構、Vendler (1967)從語義特徵上對動詞

的分類，還是鄧守信(1976)對動詞的分類來研究重動句動詞特性，各家學者都注

意到語義相容性的問題：Chang (1991)指出，動詞的主題結構若是【施事,受事】，

則重複動詞會形成語義不全、似乎未完成的句子，如 Chang (1991)文中例句：「
＊

他看我看兩次」；Hsieh (1992)認為不含頻率、持續等語義概念的狀態動詞禁止使

用於重動句，如 Hsieh (1992)文中例句：「他是學生是了兩年」；陳俊光(2007a、

2007b)更以動詞的語義特徵能否與重動句的語義特徵相符作為動詞進入重動句

的標準，如「他讀書讀了三個鐘頭」中，動作動詞「讀」的語義特徵具有動態性

與持續性，與重動句的持續性語義特徵吻合，故可進入重動句。學者們僅著重於

動詞語義特徵的分析，但是，到底動詞的語義特徵要與何者相容？是什麼因素選

                                                        
8鄧守信(1976)將漢語動詞分為「動作動詞」、「狀態動詞」、「變化動詞」三類：「動作

動詞」指身體或心理動作，施事主語能控制動作的實現；「狀態動詞」指狀態或特質，受事主

語不能控制狀態或特質的實現；「變化動詞」指狀態的變化，在瞬間改變後會保持一種狀態。 
9頻率短語、持續短語、結果詞語、描述詞語(陳俊光，2007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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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並限制了動詞的語義特徵？此限制動詞語義特徵的因素是從何而來？上述問

題，學者們並未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下文將論述各家學者所持觀點未臻完善之處。 

Chang (1991)提到動詞的主題結構若是【施事,受事】，重複動詞會形成語義

不全、似乎未完成的句子，相對來說，動詞的主題結構若是【施事,主題】，則重

複動詞後所形成的重動句便是語義完全、完整的句子。但 Chang (1991)卻沒論述

為何重動句的動詞主題結構必須是【施事,主題】，即，是什麼因素限制了動詞的

主題結構，且未論及為何動詞主題結構是【施事,受事】時句子似乎未完成的原

因。其探討以重動句中動詞的主題結構為研究重心，並以此決定重動句的成立與

否，但以構式語法「整體大於部分之和」的概念來說，其分析只見「部分」不見

「整體」，忽略了漢語重動句本身對其動詞成分可能產生的限制。 

Hsieh (1992)指出，動詞中是否包含頻率、持續性的概念與重動句的使用與

否具有關聯，並認為是動詞類型決定重動句出現與否，沒有考慮到重動句本身可

能有其獨特語義，而這個獨特的構式義才是選擇動詞的主要機制。Chang (1992)

以「張三敲門敲了三次」為例，表示「敲」為動作動詞，應強制採用重動句，但

當筆者另造一句「張三敲了三次門」時，發現動作動詞應強制使用重動句的規律

並不適用。「張三敲門敲了三次」、「張三敲了三次門」兩者皆為合法句型，若說

動詞類型決定重動句的出現，且動作動詞具有重動句使用的強制性，Hsieh (1992)

並未論及為何「張三敲了三次門」不需強制使用重動句。「構式」是形式與意義

的匹配體，不同的表達形式會有不同的語義及語用功能，故「張三敲門敲了三次」

與「張三敲了三次門」雖然都合法，但兩者的句法形式不同，其所傳達的語義必

然不同，採用重動句的句子有其本身欲表達的意義，與非採用重動句的句子在語

義與語用功能上必然存有差異。因此，不該是單憑動詞類型或其語義特徵武斷

(arbitrary)決定重動句使用與否，而應是漢語重動句本身的中心意義決定某動詞能

否進入此句式(詳見 5.4)。 

總結以上論述，筆者發現漢語重動句本身的中心意義對於動詞的選用具有很

大影響力。動詞有其語義特徵，而重動句也有其中心意義，不能僅以動詞的語義

特徵決定重動句使用與否，應該是當此動詞的語義特徵與重動句的中心意義相容

時，此動詞才被允許進入重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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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動句的賓語特質 

屈承熹(2006)指出，無論就語義或句法來看，重動句的賓語都是「很明確地

指動詞的直接賓語」，而此直接賓語可以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直接賓語或動賓複合

詞中的賓語成份，通常是非定指(indefinite)的，後面一定要跟有副詞才能動詞重

複 (Li & Thompson, 1981)。李訥、石毓智(1997)也認為重動句中的賓語只能是類

屬詞(generic)，而不能是定指成份，並且是必不可少的成分，比如只能說「他喝

酒喝醉了」、「他喝茅台酒喝醉了」而不能說「他喝那瓶酒喝醉了」、「他喝昨天買

的酒喝醉了」，因為「酒」、「茅台酒」代表的是事物的類屬，而「那瓶酒」、「昨

天買的酒」則是有所指的具體事物。 

但相反的，王燦龍(1999)指出「重動句的賓語是相對開放的」，只要語義協調，

各種形式的賓語都能進入重動句，例句如下： 

 

(14) 我用學校的電腦用慣了。 

(15) 她等她丈夫等了十年。                                    (王燦龍，1999) 

 

「學校的電腦」、「她丈夫」都屬於定指成份，顯示重動句的賓語並沒有 Li & 

Thompson (1981)、李訥、石毓智(1997)等人說的限制，只是「在句子的使用頻率

上，無標記、無指賓語的重動句更為常見罷了」(王燦龍，1999)。 

    筆者同意王燦龍(1999)的說法，認為各種形式的賓語都能進入重動句，並嘗

試在網路搜尋語料，以「看書」為例，的確能得到賓語為定指的例子，搜尋結果

如下，看劃線部分： 

 

(16)總之，他有一陣子每一天都要看這本書看很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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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背景顏色配置不當，造成看這本寫真書看得非常辛苦。                (Yahoo) 

     

2.3 重動句的補語類型 

對於重動句的補語，各家有其分類及分類名稱。陳俊光(2007a)採用 Huang 

(1982)對重動句補語的分類：頻率短語、持續短語、結果詞語、描述詞語。Li & 

Thompson (1981)將之分成四類：數量副詞片語(quantity adverbial phrase)、複合靜

態句式(complex stative construction)、處所片語(locative phrase)，以及方向片語(di 

-rectional phrase)；屈承熹(2006)亦將之分成四類：時段副詞、結果副詞、方向副

詞與頻率副詞，並認為前兩類較常出現，而後兩類較少出現。 

筆者將上述三家對重動句補語的分類及例句整理為表二-2，具對應性的分類

名稱放在同一列顯示： 

 

表二- 2 各學者針對重動句補語分類之對照表 

漢

語

重

動

句 

補

語

分

類 

Huang 

(1982) 

Li & Thompson 

(1981) 

屈承熹 

(2006) 

例句 

持續短語 數量副詞片語 

 

時段副詞 ○1 我睡覺睡了五個鐘頭。 

(Li & Thompson, 1981) 

○2 我上課上了一整天。            

(屈承熹，2006) 

○3 他們做功課做了三個鐘頭了。        

(屈承熹，2006) 

○4 他讀書讀了三個鐘頭了。 

(陳俊光，2007a) 

結果詞語 複合靜態句式 

 

結果副詞 ○5 他唸書唸得很快。 

(Li & Thompson, 1981) 

○6 大家都跑步跑得身體很好。         



漢語重動構式初探及其教學應用 

16 
 

(屈承熹，2006) 

○7 我教書教得有一點累了。          

(屈承熹，2006) 

○8 我跑步跑累了。 

(陳俊光，2007a) 

頻率短語  頻率副詞 ○9 他這個月理髮已經理了三次了。       

(屈承熹，2006) 

○10 我去看電影看了兩次了。 

(陳俊光，2007a) 

描述詞語   ○11 她做飯做得很好。 

(陳俊光，2007a) 

 方向片語 

 

方向副詞 ○12 我們走路走到市場了。 

(Li & Thompson, 1981) 

○13 這個孩子念書念到哪兒去了?        

(屈承熹，2006) 

 處所片語 

 

 ○14 爸爸掛帽子掛在衣架上。          

(Li & Thompson, 1981) 

 

    從以上表格可發現四點需討論的現象：第一，Huang的補語類型多了「描述

詞語」類，表 6-2 例句○11「很好」與屈承熹的「結果副詞」中的「很好」(見例句

○6 )都表示程度，但卻產生歸類上的分歧；第二，Li & Thompson 除了有與屈承熹

「方向副詞」對應的「方向片語」之外，還另立一類「處所片語」(見例句○14 )；

第三，Huang 的分類沒有提及方向或處所類補語；第四，Li & Thompson 的分類

沒有提及頻率類補語。 

  首先探討第一個現象。例句○6 的「很好」對屈承熹(2006)來說屬於「結果副

詞」，但例句○11的「很好」對 Huang (1982)來說卻屬於對應表程度及方式(陳俊光，

2007a)的「描述詞語」。劉月華(2006)指出，動詞或形容詞後用「得」連接的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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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稱為「情態補語」，可用來表示動作或狀態的結果，則例句○11中的「很好」

即表示「做飯」這個動作的結果達到什麼程度，故筆者傾向將 Huang (1982)所劃

分之表程度及方式的「描述詞語」類補語概括於屈承熹(2006)所提出之「結果副

詞」分類名稱之下。 

  接著探討第二個現象。Li & Thompson 提出「處所片語」一類，筆者發現例

句○14的「衣架」與方向片語例句○12的「市場」對劉月華(2006)來說都可以歸為處

所詞語，故應可取消「方向片語」這分類名稱，將之劃歸「處所片語」。而屈承

熹的「方向副詞」與 Li & Thompson 的「方向片語」相對應，筆者建議亦可將之

劃歸「處所片語」。 

    最後，關於第三個與第四個現象，則可藉由各家分類相互比較、彼此補充，

讓漢語重動句的補語類別更加完整、全面。 

  綜合以上所述，筆者以屈承熹(2006)對重動句補語的分類為基礎，並參照 Li 

& Thompson (1981)、Huang (1982)的觀點，再加上從語料庫中對重動句語料的歸

類分析結果，將重動句的補語類型分為六種副詞組：「數量副詞」、「頻率副詞」、

「時段副詞」、「時點副詞」、「結果副詞」與「處所副詞」。 

 

2.4 重動句的類型 

    由於重動句 SV1OV2C 中，「V1O」的成份相對於「V2C」固定，所以學者們

多從「V2C」的語義結構或「V2C」與「V1O」間的關係來對重動句的類型加以

分類。李訥、石毓智(1997)根據補語的語義特徵和結構特點，將重動句分為四類，

例句如下： 

 

(18) 補語是時間詞。如：他看書看到兩點、他睡覺睡了一個小時。 

(19) 補語為單純的形容詞或不及物動詞。如：他看書看累了、他喝酒喝醉了。 

(20) 補語為「得」字結構。如：她念書念得很快、她開車開得很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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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補語之後另有賓語。如：他切菜切破了手、他掃地掃彎了腰。 

                                                     (李訥、石毓智，1997) 

 

上述四種補語類型並不完整，如頻率副詞補語或處所副詞補語都沒有提到，故其

對重動句的分類並不全面。 

    劉雪芹(2000、2005)先是據重複的動詞是否有自主性，將重動句分為「自主

重動句」與「非自主重動句」；第二，又根據重複的動詞自由性的強弱和重動句

各成份之間結合關係的鬆緊，把重動句分成「鬆重動句」、「中重動句」和「緊重

動句」；第三，根據重複動詞在句中位置的前後，將重動句分為「前位重動句」

和「後位重動句」；再來，以兩個動詞之間距離的遠近，區分重動句為「連續重

動句」和「間隔重動句」；最後，以第二個動詞與其後副詞成份的結構關係，將

重動句分為「述補重動句」與「述賓重動句」。以上依據五種性質將重動句分為

十一種類別，實過於繁瑣，且出現結構、形式相同但卻有不同分類名稱的情況，

舉例如下： 

 

(22)「緊重動句」：孩子們鼓掌鼓得更響了。                      (劉雪芹，2000) 

(23)「前位重動句」：這個人寫字寫得很小。         (劉雪芹，2000引自范曉，1993) 

 

「緊重動句」指其動賓結構是由兩個黏著語素形成的離合詞擔任，動詞的自由性

弱、不可單獨使用，動補結構亦必須緊跟在動賓結構之後，各成份間結合關係緊

密；「前位重動句」則指動詞帶賓語後其動詞又重複一次並帶上補語的重動句。

上述兩種分類實可依其結構形式畫分為同一類句型，即「SVOV 得 C」重動句，

而其組成成分的各別特性可另行討論，人類記憶有其限度，五大類十一種句型分

類繁複、沒有層次與架構，令人困惑其分類的必要性與功能。 

    趙新(2001)認為重動句的結構特徵與語義特徵都與結構類型關係密切，故有

必要分析重動句的主要結構類型，將重動句的類型分為六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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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V+O+V+得+C                       例：他打球打得很累。 

 (25)   V+O+V+到+N(名詞性詞組)           例：他送我送到火車站。 

 (26)   V+O+V+了／過+T(數量詞組)         例：我們坐車坐了兩天。 

 (27)   V+O+V+C+了                       例：他們打球打贏了。 

 (28)   V+O+V+C+了+N                     例：他唱歌唱出了名。 

 (29)   V+O+V+了+個+C                    例：我們喝酒喝了個痛快。 

                                                         (趙新，2001)  

 

    趙新的分類並沒有討論到亦為常見的「V+O+V+C」結構類型，但他開始注

意到形式與意義間的關聯，從形式上為重動句分類，並探討各項形式的語義，已

經有了與構式語法相似的概念。 

    李咸菊(2006)也注意到重動句補語在形式上的差別，運用標記理論將重動句

分為「有標記」與「無標記」兩類：「有標記」重動句為補語由固定成分如助詞、

介詞或趨向動詞引入，李咸菊以符號 P 代表補語，「有標記」重動句包括「V1OV2

得 P」、「V1OV2到 P」、「V1OV2了 P」、「V1OV2了個 P」、「零補語 V1OV2得」，例

句如下： 

 

(30)「V1OV2得 P」：他踢球踢得忘了時間。 

(31)「V1OV2到 P」：騎小驢騎到香山的雙清別墅看金魚。 

(32)「V1OV2了 P」：張老師教書教了四十年。 

(33)「V1OV2了個 P」：我們喝酒喝了個痛快。 

(34)「零補語 V1OV2得」：他這病啊，是勞心勞得。              (李咸菊，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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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標記」重動句指補語直接黏附在重複動詞後方的重動句，其結構為「V1O+ 

V2P」，例句如：「我們拔河拔贏了」(李咸菊，2006)。 

    趙新(2001)與李咸菊(2006)對重動句的分類已有構式語法「所見即所得」

(Goldberg, 2003)的概念，他們從形式出發，接著探討各種重動句類型所表達的意

義，啟發筆者對重動句的分類。 

    筆者觀察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和聯合知識庫重動句的語料後，發現漢

語重動句共有四種表層形式：「SV1OV2C(了)」、「SV1OV2得 C」、「SV1OV2到 C」

與「SV1OV2了 C」，此四形式具有相近的結構，彼此之間句法形式的差異僅在於

V2 後緊接的虛詞成份：「得」、「到」、「了」，而此成分會造成各形式之重動句語

義上些微的不同，並影響重動句的補語類型以及動賓結構與補語間的相容性。 

關於上述 V2與 C 之間的虛詞成分，以及此虛詞成份對補語類型與動賓結構、

補語間相容性的影響，前人的分析極少論及。傳統上對於重動句的分析僅指出：

何類動詞可以出現在重動句裡，賓語特性為何，補語有哪些性質，補語區分成哪

些類別，如持續、頻率、結果、描述等等，貢獻良多，但對於重動句範疇裡之句

法成份有差異、語義上卻相關聯的形式很少有全面的研究。舉例來說，陳俊光

(2007b)提到：「動作動詞的【+動態性】【+持續性】與重動句的【+持續性】吻合，

故強制重動」，便是以分析動詞性質來決定重動句的出現與否，但從文中例句「他

讀書讀了三個鐘頭了」的「讀書」來看，若要求漢語學習者用「讀書」形成一個

重動句，依照定義，「讀」為動作動詞，因此強制在賓語後重複一次動詞，但此

定義卻沒交待第二個動詞「讀」之後需要連接什麼成份？是「SVOVC (了)」形

式的「他讀書讀三個鐘頭了」？還是「SVOV 得 C」形式的「＊他讀書讀得三個

鐘頭了」？又或是「SVOV 到 C」形式的「？他讀書讀到三個鐘頭了」？抑或是

原例句「SVOV 了 C」形式的「他讀書讀了三個鐘頭了」？從上面的測試可以發

現，同一組動賓結構並不能與重動句範疇裡各種形式的句型相容：「＊他讀書讀

得三個鐘頭了」顯然是病句，而「？他讀書讀到三個鐘頭了」也不合語感。因此，

了解動作動詞必須強制重動固然重要，但各形式之重動句的特點、動賓結構與句

中其他成分的相容性也不能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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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將從形式上將漢語重動句區分為「無標記」與「有標記」兩大類，共

有四種形式。「無標記」指補語直接黏附在 V2後方，如：「SV1OV2C(了)」構式；

「有標記」指V2與補語之間還有一個虛詞存在，如：「SV1OV2得C」構式、「SV1OV2

到 C」構式、「SV1OV2了 C」構式。四種形式中應有一為反映人類經驗之基本情

景、出現頻率高的原型，而其它為引申或擴展，彼此間形成有層次的架構，接著

並探討四種重動句在意義上有何差異，從意義上將各形式之重動句連結成一個具

有認知現實性的分類範疇。 

 

2.5 重動句的語義 

項開喜(1997)認為重動句的語義為「強調事物和動作行為的超常方面」，意指

動作行為的結果是一種偶然，不代表人的主觀意願，甚至與主體行為的目的相背

離，是非預期性結果，如：「吃飯吃撐了」(項開喜，1997：5)，但其說法遭王燦

龍(1999)否定。筆者在聯合知識庫中也找出並非強調「超常」的句子，如：「去河

堤跑步跑了半小時」、「說話說了半小時」、「打球打得很開心」等，顯示項開喜(1997)

對於重動句的語義詮釋並不全面。     

趙新(2002)則認為重動句最重要的語義特徵是「對動作行為表示強調」，並

且，敘述動作行為的動賓結構與說明該動作行為情況的動補結構都是語義重心，

缺少任何一個，句子的表意都不完整。但趙(2002)對重動句語義特徵的定義未顧

及動賓結構與動補結構發生的時間順序，無法解釋重動句為何是以動賓結構加上

動補結構線性排列的方式同時存在。且趙(2002)「對動作行為表示強調」的定義

過於籠統，有許多句子都可表達「對動作行為表示強調」，如：「他用走的去上學」，

強調的是「走」這個動作行為，表示行為者是用走的去上學，而不是藉由坐車或

其它方式，此句採重動句反而形成病句「＊他走路走去上學」。 

    呂映(2001)認為重動句的語義為「表示動作行為的反覆和延續所產生的結果

或狀態」。此定義只看到動作行為的持續、反覆性質，並把焦點放在動作行為所

造成的結果或狀態上，忽略重動句中動賓結構的存在，也忽略重動句中結構成份

線性排列的意義。戴浩一 (2007)認為中文句法裡時間順序原則 (princip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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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 sequence)特別明顯，「兩個句法單位的相對次序決定於他們所表示概念

領域裡的狀態的時間順序」，重動句表達了一個完整的事件，包含了事件的始因

與結果(姚水英，2006)，動賓結構與動補結構缺一不可，兩者呈現有次序的線性

排列形式，顯示先有動賓結構所代表的事件內容之後，才有動補結構要表達的結

果或狀態。筆者認為呂映(2001)對重動句的語義詮釋可修改為「表示某一事件中，

動作行為的反覆和延續後所產生的結果或狀態」，以表達此構式中動賓結構與動

補結構所代表的意義，以及此構式在句法形式上所表現出的時間順序。 

    熊仲儒(2004)研究漢語致使句式10
(causative constructions)時指出，重動句也

是漢語眾多致使句式中的一種，並認為重動句的語義為「致使」，表示「某一活

動致使受役者達成某種狀態」(熊仲儒，2004：205)，其舉例及論述如下： 

 

 (35)他講課講得口乾舌燥。 

 (36)他講課講得很棒。 

 (37)我切肉切鈍了那把刀。                               (熊仲儒，2004：205) 

 

例句(35)是指通過某種活動，致使主語達成某種狀態，即「通過講課這一活動致

使他達成口乾舌燥」；例句(36)指通過某種活動，致使賓語達成某種狀態，即「通

過他講課致使課達成很棒這一狀態」；例句(37)則指通過某種活動，致使動詞的旁

格達成某種狀態，即「通過我切肉致使那把刀達成鈍這一狀態」。以上例句都含

有「致使」語義，並顯示重動句的受役者(即受到影響的語義成份)可以是主語、

賓語甚至是旁格。熊仲儒(2004)已經掌握了重動句的中心意義，並將重動句的句

法形式與其中心意義「致使」做對應，但其尚未做到將重動句之中心意義所包含

的語義成分與重動句形式上的句法成分進行對應，因此，熊仲儒(2004)僅能指出

重動句含有「致使」的語義，但卻無法指出重動句中有兩個相同動詞的原因正是

因為第二個動詞要用來承擔重動句所賦予的「致使」語義(詳見 5.3)。 

                                                        
10 熊仲儒(2004：32)指出：「在漢語中至少有得字句、把字句、重動句、動結式、雙賓句等

都可納入致使句式中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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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紅玲(2006)指出，重動句是「為了突出強調特定活動中動作行為達到的

量」。此定義認為重動句是用來表達某動作行為「達到」某種量，並採「特定活

動」一詞展現重動句中第一個動詞與其賓語已經凝固(frozen)成一個語義成份(Li 

& Thompson, 1981)的特色，將此動賓結構標示為緊密結合、次序不可更動的結

構，排除非 V1O 次序句型套用此定義的可能，例句如下： 

 

(38) 他寫字寫得很漂亮。  

 S V1O V2得 C 

(39) 字，他寫得很漂亮。  

 O   S V   C 

(40) 他把字寫得很漂亮。                           

   S把 O V   C                                                (自編語料)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重動句並非只表達動作行為造成的「量」，時點副詞、

處所副詞、與表程度與狀態的結果副詞就並非指動作所造成的量，舉例如下： 

 

(41) 開車開到半夜兩三點才能收工。 

(42) 開車開到花蓮市。 

(43) 他開車開得順手，心情愉悅。 

(44) 開車開了十幾年。 

(45) 開車開了約一公里。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 

 

例句(41)、(42)、(43)補語部分表達的分別是時間點、地點與狀態，例句(44)、(45)

表達的才是時間量與距離量，由此顯示，漢語重動句並不如孫紅玲(2006)所述，

只是用來表達在某特定活動中動作行為所達到的量而已。 

    姚水英(2006)認為重動句作為一種獨立結構，表達的是「S 在 VO 方面怎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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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語義。姚(2006)亦注意到 VO 結構緊密結合、不可分開討論的特性，但其

研究方法是以動詞 V、補語 C、賓語 O 等句法成份能否共現來探討重動句的句法

特徵及使用上的強制性與選擇性，無法反映重動句形式與意義的特點及對應關

係，且其對重動句的定義過於模糊，使非重動句也能通用此定義。以下例句，(a)

句皆為重動句，(b)句皆為非重動句，但兩組例句都可表示「S在 VO 方面怎麼樣」

的語義： 

 

(46) a.你唱歌唱得很好聽。    b.你唱歌很好聽。                      (自編語料) 

  S V 1O V2 得 C           S VO  C 

(47) a.他買畫買了十幾萬。    b.他買畫花了十幾萬。                  (自編語料) 

    S V 1O V2 C              S V O V了  C  

 

例句(46a)、(46b)皆可表示唱歌的人(S)在唱歌(VO)這方面表現得很好；例(47a)、

(47b)皆可表示買畫者(S)在買畫(VO)這方面花了很多錢。因此，可見姚水英(2006)

對重動句中心意義所下的定義並不精確。 

陳俊光(2007a、2007b)直接指出「持續」是重動句的中心意義，賦予重動句

獨立於動詞以外的語義，已與「構式語法」的概念接近。但此定義對於重動句意

義的歸納來自補語的四類副詞組：頻率短語、持續短語、結果詞語、描述詞語，

認為這四類副詞組語義可納入表「持續」的上位概念，於是視「持續」為重動句

的中心意義，例子如下，見劃線部分： 

 

(48)  a.他讀書讀了三個鐘頭了。    (持續) 

b.我去看電影看了兩次了。    (頻率) 

c.我跑步跑累了。            (結果) 

d.她做飯做得很好。          (描述)               (陳俊光，2007a：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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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Goldberg (1995)所提出之構式語法的概念來說，「構式」的意義並不能從

其組成成分中得到完全預測，故重動句的意義不能直接從副詞組來推論。更何

況，重動句的副詞組並不只有上述四類，尚有處所副詞，如：「開車開到花蓮市」；

時點副詞，如：「熬夜熬到半夜 4 點」；數量副詞，如：「考試考一百分」，可見以

上對重動句副詞組的分類並不全面。不全面的副詞組分類，已無法完整描寫出重

動句的補語類型，更無法由此歸納出重動句的中心意義。除此之外，持續義並無

法涵蓋所有的重動句，如上例「考試考一百分」並不能以「持續」義解釋，再如

聯合知識庫中的其它句子：「考試考得很好」、「吃飯吃得很快」、「燒飯燒得很好

吃」、「看書看得不夠多」等，也不適合以「持續」義進行解釋。 

    綜上所述，學者們先注意到重動句用來表達動作行為持續後所造成的結果、

狀態或量，漸漸又觀察到重動句中動賓結構不可分割、不可更動次序的特點，接

著又以動賓結構與動補結構的關聯提出重動句具有致使義的看法，逐步發掘出屬

於重動句本身的獨特語義。而在以上的探討中，筆者認同熊仲儒(2004)對重動句

的論述，認為重動句為漢語致使句式中的一種，其中心意義應為「致使」，用來

表達「X 藉由 W 致使 Y 產生／變成 Z」的語義(詳細探討請見 5.1)，X、W、Y、

Z 分別對應四個語義成份：致事、致使力、役事與致使結果11，即漢語重動句是

用來表達「致事藉由致使力致使役事產生／變成某種致使結果」的語義。 

 

2.6 小結 

本章回顧前人對漢語重動句的研究成果。首先，在動詞方面，學者們探討重

動句中動詞的語義特徵，希望藉由具有不同語義特徵的動詞類別來決定重動句使

用的強制性與選擇性，結果卻發現狀態、動作、完成、完結等各語義特徵之動詞

都能構成重動句，如狀態動詞「愛」可構成「愛他愛得要命」(林忠，2010)、完

                                                        
11 這裡的「結果」一詞屬於廣義定義，只要是經由動作行為所產生的不管是數量、時量、

頻率、情態、狀態、處所都視為動作行為所產生的結果。如熊仲儒(2004：123)所述：「數量、

動量(、時量)等成份在致使句始終被我們處理成“結果性構件”，可以對應於語義上的“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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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動詞「打」可構成「他打我打疼了手」(Hsieh, 1992)等重動句。而在賓語部分，

不管此賓語為定指或非定指，只要句子的語義協調，任何形式的賓語都能進入重

動句(王燦龍，1999)。 

至於在重動句的補語類型方面，Li & Thompson (1981)將之分為：數量副詞

片語、複合靜態句式、處所片語，以及方向片語；屈承熹(2006)將之分成：時段

副詞、結果副詞、方向副詞與頻率副詞；陳俊光(2007a)則採用 Huang (1982)對重

動句補語所做的四種分類：頻率短語、持續短語、結果詞語、描述詞語。筆者在

整理、歸納上述學者們對重動句補語類型的分類基礎之下，將重動句的補語類型

細分為六種：「數量副詞」、「頻率副詞」、「時段副詞」、「時點副詞」、「結果副詞」

與「處所副詞」(詳細內容請參見 4.2.1 節)。 

另外，在重動句的類型區分上，各學者的劃分標準並不相同，有根據補語的

語義特徵及結構特點進行劃分的，如李訥、石毓智(1997)；有根據動詞性質劃分

的，如劉雪芹(2000、2005)；有根據重動句句法形式劃分的，如趙新(2001)、李

咸菊(2006)。本文採前人根據句法形式劃分重動句類型的方式，將漢語重動句區

分為四大類：「SV1OV2C(了)」重動句、「SV1OV2得 C」重動句、「SV1OV2到 C」

重動句，以及「SV1OV2了 C」重動句。 

最後，在重動句的語義方面，各學者的觀點亦不相同，如項開喜(1997)認為

其語義是用來強調動作行為的超常方面；趙新(2002)認為其語義是用來強調動作

行為本身；呂映(2001)認為重動句的語義為表示動作行為之結果、狀態；孫紅玲

(2006)認為重動句的語義是用來表達動作行為所達到的量；熊仲儒(2004)認為重

動句的語義應為「致使」；姚水英(2006)認為重動句語義為「S在 VO 方面怎麼樣」；

陳俊光(2007a、2007b)則認為重動句語義為「持續」。學者們各自從不同面向對重

動句語義進行詮釋，但由於熊仲儒(2004)的詮釋較為全面且涵蓋性較廣，其他學

者所述之「持續」或動作行為結果之「超常方面」、所達到的量、狀態的改變等

皆能在「致使」語義下進行探討，因此，本文認同熊仲儒(2004)對重動句語義的

看法，認為重動句的語義應為「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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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章說明本論文所使用的理論基礎，以及採用語料庫為研究工具的研究方

法。共分成三節：第一節介紹基礎理論，分別是 Goldberg (1995)的「構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理論、Rosch (1973)的「原型理論」(Prototype Theory)與

Langacker (1987)的「以使用為基礎理論」(The Usage-based Model)；第二節為研

究方法，說明本研究語料之來源、收集方式與分析歸類程序；第三節為本章小結。 

 

3.1 理論架構 

    本研究將用到三種理論來探討漢語重動構式的各項特點：首先，以 Goldberg 

(1995)的「構式語法」理論來研究重動構式形式與意義間的對應關係；第二，使

用 Rosch (1973)「原型理論」的概念，即最大量出現、最常使用者為某範疇之原

型(prototype)的概念，找出重動構式中的原型與非原型構式；第三，以 Langacker 

(1987)「以使用為基礎理論」所強調之「使用頻率」的概念，進行重動構式範疇

中各類構式使用頻率高低的統計，並將之應用於重動構式的教學。 

    上述三種理論架構運用在研究漢語重動構式的方式如下：首先，從「以使用

為基礎理論」出發，對取得的重動構式語料進行歸納與統計，在統計完各形式之

重動構式的使用頻率後，採「原型理論」的概念將最大量出現的形式推定為漢語

重動構式的原型，接著使用「構式語法」理論探討原型重動構式形式與意義間的

關聯，並接續探討非原型構式與原型構式間在形式與意義上的差別，以建立漢語

各形式之重動構式彼此間的關聯性與系統性，最後，將各類重動構式之使用頻率

的統計結果作為教學排序及教材內容編排的參考。以下逐一介紹上述三種理論。 

  

3.1.1 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 

Goldberg (1995)所提出的「構式語法」是以認知語言學為基礎的理論體系，

該語法是單層次(monostratal)的語法理論，不強制預設底層句法形式或語義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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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並力圖描述語言中所有類型的結構。「構式」(construction)是語言中的基本單

位，是形式與意義(form-meaning)的配對，可大至句子小至語素，如果其形式或

意義的某些方面不能從其構成成分或從其它已知的構式得到完全的預測，那麼該

構式在語法中獨立存在，構式的定義如下： 

 

C is a CONSTRUCTION iffdef  C is a form-meaning pair <Fi, Si> such that some aspect 

of Fi or some aspect of Si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s component parts or for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 (Goldberg, Adele E, 1995, p. 4) 

C是一個構式當且僅當 C是一個形式－意義的配對<Fi , Si>，且 C的形式(Fi)或意義

(Si)的某些方面不能從 C的構成成分或其他先前已有的構式中得到完全預測。 

 

構式語法重視語言和經驗之間的關聯性，主張簡單句構式與反映人類經驗的

基本情景的語義結構直接相連(Goldberg, 1995：5)，是一種基於體驗的完形(exper- 

ientially grounded gestalts)，構式之間具有原型結構並組成網絡(network)。人類會

將生活中最密切、反覆出現的事件經驗組織成原型構式，而這些事件的共同意義

就是這個構式的中心意義(central sense)，故構式與人類對現實生活的體驗經歷有

關，具有認知的現實性。一個構式可以有多個構式義，含本義與引申義，當面臨

新的或不熟悉的情況時，會傾向參照先前的已有的架構，將本義通過引申機制(隱

喻、轉喻等)表達出其它相關意義，因此形成句法或語義上稍有連繫又稍有區別

的表達情況。比如說，英語雙及物構式(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的中心意義為施

事成功致使一個受事轉移給接受者13
(Goldberg, 1995：33)，透過隱喻擴展(meta- 

phorical extensions)，產生了其他五種相關的意義，像是施事致使接受者收不到受

事、施事有意致使接受者收到受事等等。起初，這些相關意義是不穩定的，是因

高頻率的使用而成了固定的構式義。原型構式與引申、擴展的構式，透過承繼層

級(hierarchies of inheritance)和語義網路，形成系統性、連續性的分類範疇。 

Goldberg (1995)認為，構式本身具有獨立於動詞的意義，其中心意義並非直

                                                        
12 原文：No underlying syntactic or semantic forms are posited. (Goldberg, Adele E, 1995, p. 7) 
13 原文：agent successfully causes recipient to receive pat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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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由其構成成份決定的。構式中的動詞只提供細部語義，比如說：方式(manner)、

手段(means)、實例(instance)等，動詞的意義在構式中始終保持一致，會產生解讀

上的不同應歸結到構式的影響，構式可以避免賦予動詞牽強而不自然的語義或功

能，如「He sneezed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Goldberg, 1995：8)中，「sneeze」為

不及物動詞，其本身並不帶有「X 通過打噴嚏致使 Y 移向 Z」的意義，這個動詞

之所以會具有致使移動的意義，是因為它存在於致使移動構式(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的關係，動詞「sneeze」是用來說明致使移動的方式。下文，筆者將

提出一例以說明構式語法如何運用在漢語重動構式的探討。   

陳俊光(2007a)指出，漢語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是用來表達「持續性」的概念，

英文則使用介詞組表達「持續」的概念，兩者之間存在不完全對等的對應關係，

即英語介詞組中的介詞 for 與漢語副詞組中所重複的動詞之間，有時存在著功能

上的對應，如例(49a)—(49c)劃底線所示，但有時卻不存在任何功能上的對應，

如例(50a)—(50c)劃底線所示： 

 

(49) a. We had class for two hours today. 

b. *我們今天上課兩個鐘頭。 

c. 我們今天上課上了兩個鐘頭。                 

(50) a. We have finished classes for two hours.  

    b. *我們上完課上了兩個鐘頭。 

    c. 我們上完課兩個鐘頭了。                        (陳俊光，2007a，p. 354) 

 

我們所要討論的是例(49a)—(49c)這種看似英語介詞 for與漢語重動構式中所

重複的動詞之間存在著功能對應的類型。若只將重動構式中第二個「所重複的動

詞」視為具有表達持續義的功能來與英語介詞 for 的功能相對應，將會衍生許多

問題。首先，這樣的概念會與目前學者們對重動構式中兩個動詞是同一個動詞的

共同認知相衝突。學者們(呂叔湘，1980；范曉，1993；李訥、石毓智，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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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承熹，2006 等)皆認為重動構式中第一個和第二個動詞是相同的動詞，此動詞

一般為具有持續義、重複義的動作動詞(范曉，1993；曾傳祿，2004)。動作動詞

本身就有表達持續的意涵，那麼為何只將所重複的動詞視為具有與英語介詞 for

相對應的表達持續義的功能？難道第一個動詞不表達持續義？這樣的作法，會造

成第一個動詞解釋與第二個動詞解釋不一致的情況，使得兩個動詞意義與功能不

完全相等、第一個動詞無法等同於第二個動詞。再者，既然動作動詞本身就具有

持續義、重複義，為何還需重複一次動詞來形成重動構式，再以重動構式中所重

複的動詞擔任表達「持續」意義的功能？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真的只是持續嗎?

抑或是漢語重動構式存在著獨立於具體動詞之外的構式意義？  

「構式」是形式與意義的配對，有其獨特的意義與功能，動詞意義只是提供

構式更詳細的語義內容，不必直接反映與構式相連的意義14。若承認重動構式的

存在，便可以將其他超出動詞的意義與功能交由重動構式承載，不只能避免賦予

動詞牽強的語義與功能解釋，更能使「教」與「學」變得單純、直接。 

 

3.1.2 原型理論(Prototype Theory) 

原型理論15是一種分級、歸類的模式，該理論由心理學家 Eleanor Rosch (1973)

所建立。「原型」一詞最初被定義為一個刺激物(stimulus)，這個刺激物在形成一

個範疇的過程中，容易促發人類的聯想，扮演特別重要的地位。例如，當我們想

到「傢俱」這個概念的時候，「椅子」會比起「板凳」更容易被聯想起、更常被

提起，因而椅子是傢俱這個概念範疇中的「原型」。在後續的研究中，Rosch 進

一步將「原型」重新定義為：「在範疇裡最中心的項目」(Rosch, 1978)，即在同一

                                                        
14

 原文：What is crucial is that the verb’s meaning need not directly reflect the meaning 

associate with the construction. (Goldberg, Adele E, 1995, p. 20) 
15 感謝口試委員徐東伯教授建議應區分「原型理論」與「基本範疇(basic level)」。 

本文所使用的「原型理論」概念與「基本範疇」的概念並不相同，Ungerer & Schmid (2001)

指出兩者之間的關聯有下列兩點：1.原型理論在基本範疇中得到最充分的發展、2.原型最大限度

的利用了基本範疇的效能。「基本範疇」提供客觀世界中某個相關信息與屬性的最大集合，例如

在「鳥」這個基本範疇下，各種類型及特徵的鳥類都有可能在人們的腦中顯現出來；而「原型

理論」中的「原型」則是享有基本範疇中之事物最多共同屬性的項目，例如談及鳥的原型，漢

語母語者會認為「麻雀」具有鳥類所需具備的最多特徵，因此將之認定為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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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範疇中，會有某些項目比其他項目更為突顯(salient)、更具有代表性，此項目

即為原型，而其他項目則與原型有相似性(similarity)。舉例來說，麻雀是鳥類中

的原型成員，而雞、鴨、鴕鳥則是非原型的成員(張敏，1998)，原型的成員擁有

該類別最多的共同屬性，而非原型的成員只擁有一部分的屬性。其後，由語言學

家如 George Lakoff、Talmy Givon 等將「原型理論」運用於語法分類(grammatical 

categorization)上(屈承熹，2006)。 

屈承熹(2006)指出，將「原型」概念運用在語言研究上，可以顯現出一個語

法範疇有其原型成員，也能包含非原型成員，既承認各個個體間的差異，但同時

又以其共性將之統合成一類，用同個標籤涵蓋一個複雜的範疇。構式亦有其原型

與非原型成員。語言所描述的是經由人的經驗所認識的世界(戴浩一，2007)，構

式是基於人類對於生活中大量、反覆出現的體驗及與自身關係密切的經驗而形成

之形式與意義的配對，這些事件的共同意義就是構式的中心意義，出現頻率越高

的構式，人們對其越熟悉，在認知上的突顯性就越強，此構式即為某語法範疇中

的原型。而當面臨新的或不熟悉的情況時，人類會傾向參照先前已有的架構，形

成句法或語義上與原型構式既有連繫又有區別的表達方式，這些構式即為某語法

範疇中的非原型成員。本文將運用原型理論的概念，即最常被聯想、最大量出現

者即為原型的概念，採「使用頻率」的統計結果為判斷標準，從取得的重動構式

語料中，找出此構式範疇的四類形式：「SVOVC(了)」、「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到底何者才為漢語重動構式的原型，並探討此構式的中心

意義，進而了解此構式的意義與人類何種生活經驗或認知概念相互關聯。 

 

3.1.3 以使用為基礎理論（The Usage-based Model） 

Langacker (1987)的「以使用為基礎理論」強調以真實的言談情境觀察語言互

動，認為「使用頻率」對於語言的學習與記憶會產生影響，即當使用頻率越高，

學習者在學習與記憶方面的成效就越高。頻率分成兩種，一為條目頻率(token 

frequency)，指的是一個字(word)的出現率；另一為類型頻率(type frequency)，指

的是一個基模(schema)的出現率。不管是哪一種頻率，對於學習都會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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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重動構式範疇中包含四種表層形式：「SVOVC(了)」、「SVOV 得 C」、

「SVOV 到 C」、「SVOV 了 C」，各形式之重動構式就是一個基模，每一個基模

的類型頻率不同；而基模中每個結構成份的條目頻率也不同，以 VO 結構為例，

統計結果指出「考試」這個詞彙的條目頻率最高(cf. 6.3.2)。本文從以使用為基礎

理論的概念出發，以語料庫為研究工具，進行漢語重動構式常用形式、常用 VO

結構、補語類型等使用頻率的統計，試圖藉此找出漢語重動構式的原型、各類重

動構式使用頻率的高低，並探討重動構式中最常使用的 VO 結構詞彙以及各形式

最常搭配的補語類型，最後並將上述的統計結果應用於重動構式的教學排序及教

材內容的編排，以增進學習與記憶的成效。 

 

3.2 研究方法 

語料庫可反映語言使用的真實情況，研究者可透過觀察語料庫，發現語言使

用的客觀規律與特徵。本論文以語料庫為研究工具，所有語料皆取自中央研究院

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Academ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 )以及

聯合知識庫(Udndata)
16，共取得一千三百五十條重動構式語料。筆者將所蒐得之

重動構式語料進行分類，進一步統計各形式之重動構式的使用頻率、各形式之重

動構式的補語類型、VO 結構詞彙的條目頻率等等。 

以下共分四部份：第一部份介紹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中重動構式

語料的收集步驟及方式，第二部份則介紹聯合知識庫中重動構式語料的收集步驟

及方式，第三部分則是說明如何分類與分析所取得的重動構式語料，最後，第四

部分說明本研究語料收集方式的優點及侷限性。 

 

                                                        
16 由於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簡稱 Sinica Corpus)中，能構成重動構式的詞彙僅

有 38 個，窮盡搜索後的重動構式例句僅有 68 句，樣本太小，故須再從聯合知識庫中收集重動

構式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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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重動構式語料收集方式 

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是由中央研究院資訊所、語言所詞庫小組建置完成。從

一九九五年起，七月完成第一版，共收錄約兩百萬詞；於一九九七年完成網路

3.0 版，共約五百萬詞；本論文所用之語料庫為 4.0 版，共約五百萬詞，字數總

計約七百九十多萬字。語料庫中有不同的語式、文體、媒體和主題等搜尋範圍，

是現代漢語無窮多的語句中一個代表性的樣本。 

以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進行漢語重動構式的語料搜尋時，需經過兩個

階段才能取得目標語料：在第一階段，需先觀察重動構式的各項結構組成成分在

中研院漢語平衡語料庫中所顯示的「複雜詞類特徵」為何；在第二階段，則針對

觀察而得的重動構式結構成份之詞類特徵設計搜尋程式，對整個語料庫進行窮盡

式搜索，找出語料庫中所有的重動構式。 

    第一階段的語料搜尋從進入「自訂語料庫」開始。首先選擇「語料範圍」，

接著鍵入「關鍵詞」，隨後會出現所有包含關鍵詞的語料例句，再以 Ctrl 鍵+F 挑

出重複關鍵詞動詞的例句，接下來選擇「顯示複雜詞類特徵」，將會出現目標重

動構式組成成份的詞類特徵。舉例來說，先以關鍵詞「吃飯」進入語料庫裡搜尋，

呈現搜尋結果的頁面後，再按 Ctrl+F 尋找含有「吃飯吃」結構的語料，得到「吃

飯吃得辛苦」、「吃飯吃到九點半左右」等語料，接著進入「顯示複雜詞類特徵」

的頁面，此語料庫頁面將每段文句依詞斷開，並標示詞類特徵，例句如下： 

     

(51)  吃飯(VA)吃(VC)得(DE)辛苦(VHC)。 

(52)  吃飯(VA)吃(VC)到(P)九點半(Nd)左右(Ng) 。    (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 

 

VA 表示動作不及物動詞、VC 表示動作及物動詞、DE 表示語助詞(本文研究範

圍為「得」)、P 表示介詞(本文研究範圍為「到」)。 

  經鍵入多個關鍵詞後觀察發現，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裡，重動構式組成成份

的詞類特徵必定是同時包含 VA 詞類與 VC 詞類，且皆以 VA+VC 線性排列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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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共現，整個重動構式呈現「α１β(VA) α２(VC)」的構成規律，α１與 α２代表重動構

式中兩個相同的動詞成份，β 代表 α１所帶的賓語。接著以第一階段觀察而得的重

動構式詞類特徵為基礎，進行第二階段的語料搜索。以「α１β(VA) α２(VC)」詞類

特徵為基礎，為避免遺漏任何重動構式，將基礎特徵變更為「α１β(V？) α２(V？)」，

以此為程式設計的中心概念，設計程式指令進行語料庫中重動構式的搜尋，再從

挑得的語料中刪除非重動構式的句子，最後才能篩選出目標語料，共得到六十八

條重動構式例句、三十八個動賓結構詞彙。語料的擷取流程如下圖三-1 所示： 

 

 

 

 

 

 

 

 

 

 

 

 

 

 

 

 

 

     圖三- 1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重動構式語料擷取步驟 

1.進入自訂語料庫 

10.搜尋出 Sinica 語料庫中所有重動 

      構式語料：38 個詞彙、68 條例句 

 

2.鍵入關鍵詞 

3.得到所有包含關鍵詞的語料 

1.進入自訂語料庫 

5.按「顯示複雜詞類特徵」鍵 

2.鍵入關鍵詞 

1.進入自訂語料庫 6.所有語料顯示組成成份的詞類 

2.鍵入關鍵詞 

1.進入自訂語料庫 

4.按 Ctrl + F 

找出重複關鍵詞動詞的語料 

 

9.以步驟 8 得到的構成規律設計程式指令 

2.鍵入關鍵詞 

1.進入自訂語料庫 

7.多次重複步驟 2~6 

以觀察重動構式的詞類特徵 

 

8.得到重動構式 

「α １β (V？) α ２(V？)」的構成規律 

7.多次重複步驟 2~6 

以觀察重動構式的詞類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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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鍵入關鍵字「看書看得」、設定搜尋日期範圍為近十年、設定資料

顯示的方式。 

 

 

 

 

 

 

 

3.2.2 聯合知識庫重動構式語料收集方式 

    聯合知識庫中包含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商業週刊、遠見雜誌、動

腦雜誌等報紙雜誌文字資料，至民國一百年底已收一千一百一十九萬筆資料。筆

者以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所收集到能形成重動構式的動賓結構詞彙共三十八個

進入聯合知識庫進行重動構式的語料搜尋，共得到一千兩百八十二條語料。下文

將說明聯合知識庫中語料的搜尋方式。 

    進入聯合知識庫的搜尋頁面後，需設定的選項有關鍵字、日期等。以「看書」

為例，首先鍵入關鍵字「看書看得」，接著設定搜尋日期範圍為近十年的資料，

並設定資料顯示的方式，最後按下查詢鍵，便能得到近十年含有關鍵字群「看書

看得」的所有語料，包含條目數與文章段落。其他重動構式形式之實例如「看書

看到」、「看書看了」、「看書看」等皆由同樣程序得到語料。搜尋頁面、方式及結

果如下圖三-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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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2 聯合知識庫重動構式語料擷取步驟 

 

步驟二： 

得到近十年含有關鍵字群「看書看得」的所有語料，包含條目數與

文章段落。 

 
 

 

 

步驟三： 

擷取含目標重動構式的文句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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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重動構式語料的分類與使用方式 

    本研究首先將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Sinica Corpus)和聯合知識庫

(Udndata)中所取得之重動構式實際語料依照其表層形式分為四類：「SVOVC 

(了)」、「SVOV 得 C」、「SVOV 到 C」以及「SVOV 了 C」，接著統計各形式之重

動構式的例句數量，並以使用頻率為評斷標準，針對四種形式之漢語重動構式進

行下列分析： 

 

( I ) 四種形式之重動構式類型頻率的高低次序為何？何種形式之類型頻率最 

高，可推論為此構式範疇的原型？ 

(I I)  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有哪些？何種補語類型的使用頻率最高？ 

(III)  不同形式的重動構式所搭配的補語類型有什麼差異？ 

(a)「SVOVC(了)」中，「V」字後以何種類型的補語出現頻率較高？ 

(b)「SVOV 得 C」中，「得」字後以何種類型的補語出現頻率較高？ 

(c)「SVOV 到 C」中，「到」字後以何種類型的補語出現頻率較高？ 

(d)「SVOV 了 C」中，「了」字後以何種類型的補語出現頻率較高？ 

(IV) 重動構式中的 VO 結構以什麼詞彙居多？比如說「考試」、「讀書」、「吃飯」

等。 

 

    筆者將根據上述的分析結果，了解漢語重動構式的原型構式、擴展構式、中

心意義、補語類型、VO 結構詞彙、使用條件等各項特點。 

 

3.2.4 本研究之語料收集方式的優點及侷限 

    本研究針對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之語料顯示特性所設計的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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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可找出此語料庫中所有能構成重動構式的 V1O 結構，並全面性地收集此

語料庫中所有的重動構式例句，且能有效的刪除與重動構式形式相近、都重複了

同個動詞的其它句式。比如說，可挑選出「看書看得睏了」、「做人做得這麼辛苦」

等重動構式例句，也可有效刪除「看書看報的好習慣」、「做人做事的道理」等非

重動構式的例句。另外，在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中所取得之 V1O 結構可

成為在其它語料庫中對重動構式例句進行搜尋時的查詢憑據，使得研究者不至於

無所憑據的嘗試任何一個 V1O 結構，確保了語料收集的嚴謹性與系統性。 

    但此語料收集方式仍有其侷限性。首先，本研究之語料的收集方式雖能夠準

確挑選出 V1O 結構與 V2緊鄰的例句，如：「他洗澡洗很久」，但若 V1O 結構與

V2不緊臨、兩者之間還有其它句法成份，則此類例句會被排除，如：「他洗澡常

常洗很久」，因此，囿於時間的限制，本研究並無法對 V1O 結構與 V2 不緊臨的

重動構式進行探討。另外，從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中所得之 V1O 結構為

一查詢憑據但亦為一查詢限制，因為在日常用語中還有許多 V1O 結構可構成重

動構式，如：「選舉」、「充電」、「投票」等，但為了顧及研究語料的嚴謹性與系

統性，筆者僅以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中能構成重動構式的 V1O 結構

為憑據在「聯合知識庫」中進行語料搜尋，因此，必定有許多其它在生活中會使

用的重動構式 V1O 結構及其例句沒有被納入本文的研究中。 

 

3.3 小結 

    本章共有兩個部份，首先介紹本論文中所使用的三種理論，接著說明如何以

語料庫為研究工具進行本論文的研究。 

    本文的理論基礎有三，分別為 Goldberg (1995)的「構式語法」理論、Rosch 

(1973)的「原型」理論與 Langacker (1987)的「以使用為基礎」理論。筆者從「以

使用為基礎」理論重視「使用頻率」的概念出發，進行重動構式各形式之類型頻

率的統計；接著以「原型」理論的概念，將重動構式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形式視為

漢語重動構式範疇的原型；然後以「構式語法」理論分析原型重動構式形式與意

義的特點及兩者間的對應關係；最後再以原型重動構式的分析結果繼續探究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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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原型重動構式間形式及意義的關聯，使重動構式的研究成果更加全面且具有系

統性。 

本文所使用的例句來自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與聯合知識庫，以語

料庫為研究工具，進行語料的蒐集、分析與觀察，並統計各形式之重動構式出現

的頻率、重動構式 VO 結構的詞彙使用傾向，以及各形式之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

傾向，希望藉由這些語料與統計結果來得知重動構式的各項特色，並將研究成果

應用於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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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動構式組成結構分析 

漢語重動構式的句法形式可表示為 SVOVC，共有四種可見的表層句法形

式：「SVOVC (了)」、「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重動構式的

組成結構可依主詞、動詞帶賓語、動詞帶補語分為 S、VO、VC 三部份：S多為

有生名詞、VO 結構代表某個事件、VC 結構表達動作行為及其造成的結果。本

章主要對重動構式中 VO 結構與 VC 結構的特點及兩者間的語義關係進行分析。

共分為四小節：第一節分析 VO 結構形式所代表的意義；第二節分析 VC 結構，

探討內容涵蓋「VC(了)」「V 得 C」、「V 到 C」、「V 了 C」等結構形式之補語類

型與補語語義指向的議題；而在分析完 VO 結構與 VC 結構各自的特點後，我們

在第三節探討 VO 結構與 VC 結構兩者之間的語義關聯與共現限制；最後，第四

節為本章小結。 

 

4.1 VO 結構特點分析 

    重動構式中，VO 結構用來表達一個概括性(general)強的動作事件(event)，如

「吃飯」、「考試」、「看書」等。VO 結構所代表的意義既不是單純的字面意義相

加，如「吃麵」，也不是詞彙化了的詞，如「吃力」，V、O 兩者已凝固(frozen)

成一個不可分離解讀的語義成份(Li & Thompson, 1981)。Tsao (1987)指出，VO 結

構中的 V 已經去動詞化(deverbalized)，失去一些動詞該有的特質，比如說不能加

上時貌標記(aspect maker)「了」、「著」、「過」等，而整個 VO 結構是一個起次話

題(secondary topic)作用的名詞短語(NP)。Liu (1997)亦表示，VO 結構用以代表一

個均質性(homogeneous nature)的事件，而其均質性可使整個 VO 結構轉變為一個

名詞短語，這個現象在英文翻譯時更加明顯，例句如：「她做飯做得很好」譯為

英文時為「She is very good at cooking. 」(Liu, 1997)。由 Tsao (1987)與 Liu (1997)

的論述，我們可以得知，漢語重動構式中的 VO 結構為代表某一事件的名詞短語。 

    我們接下來以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中所取得的語料為例，分析並說明

漢語重動構式中之 VO 結構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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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吃飯吃七分飽是為了身材和養生。 

(54)有時候坐在床上看書看累了，翻過身子趴著繼續看。 

(55)我和同事聊天聊過頭，竟然錯過登機時刻。          (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 

 

從例(53)—例(55) SVOVC(了)形式的重動構式中，我們可以發現，VO 結構都不

是簡單的字面意義相加，此結構在句中並不是以 V、O 分開的兩個語義成份傳達

訊息，它們已凝固為一個語義成份，為一個名詞短語，用來代表某一個事件：例

(53)中，「吃飯」的意義並不是單純由「吃」+「飯」而來，所進行的動作是「吃」，

但是，動作行為的對象並不一定是指白米煮熟的「飯」，VO 結構的意義並非表示

咀嚼米飯，而是用來指「進食」、「用餐」這類更複雜的事件；例(54)「看書」也

不僅只是指眼睛盯著書本的「看」+「書」的意義，而是指「閱讀」這件事；例

(55)「聊天」的意義並非為「聊」+「天」各自字義的簡單相加，故絕不是指談

論天空或天氣，而是指「交談」、「對話」這類事件。 

    除此之外，從語料中我們還觀察到，在漢語重動構式中，VO 結構17所代表

的事件類型(event type)必須是可延續(continuously)或反覆(iteratively)進行的持續

性(durative)事件，且事件中的動作行為可經由人類意志操作，即 VO 結構中的 V

本身具有「自主性」(voltionality)的語義限制。如「看書」、「唱歌」即為可持續

進行的事件類型，且其動詞「看」、「唱」都是自主動詞18。而不具上述特質且為

一次性瞬間變化(instantaneous change-of state)的事件類型則無法進入重動構式，

比如說「＊下課下了兩個小時」就是因為 VO 結構並非可持續進行的事件類型而

使得句子不合法。即如同 Tai (1999)所指出，「重動句的事件類型必須是可重複或

                                                        
17不管 VO結構為一個詞，如「洗澡」，或詞組，如「洗手」，只要此 VO結構能代表一持續

性的事件類型，即可進入重動構式。 
18 馬慶株(2002：160-191)將動詞分為「自主(voltional)動詞」與「非自主(nonvoltional)動詞」。

「自主動詞」能表示有意識或有心的動作行為，即由動作發出者做主、主觀決定、自由支配的

動作行為，如「看」、「洗」、「讀」、「考」等。「非自主動詞」表示無意識無心的動作行為，即動

作行為者不能自由支配的動作行為，也表示變化和屬性，如「傷」、「懂」、「犯」、「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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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行的19。」上述限制同樣可用於 V+O 形式的離合詞20，如「考試」、「讀書」

可為代表一持續性事件類型的名詞短語，且其中之動詞為可經人類意志操作的自

主性動詞，故可進入重動構式；至於「畢業」、「傷心」等離合詞，由於其為瞬間

完成的事件類型或為一變化達成的狀態，而非一代表持續性事件類型的 VO 結

構，且其動詞為非自主性的動作行為，故無法進入重動構式。以下歸納漢語重動

構式 VO 結構的兩項特點： 

a.  為重動構式的一個語義成份：意義已為一個整體，可視為一個起次話題(topic)   

作用的名詞短語(NP)。 

b.  代表一持續性【+durative】的事件類型。 

 

4.2 VC 結構特點分析 

    VC 結構的語義表示隨著某項動作行為的發生而產生了某種結果，V 表示一

具體動作行為，C 代表動作行為造成的結果，本節主要探討補語 C 的類型以及其

語義指向。 

    在 VC 結構中，V 是重動構式中的第二個動詞，Tsao (1987)指出，此動詞是

重動構式中主要的動詞(main verb)，具備一般動詞該有的特性，比方說，可加時

貌標記「了」，如「她看 1書看 2了很久」，以及可被否定，如「她看 1書沒有看 2

很久」等。此動詞代表某具體動作行為，需具有「自主性」的語義特徵，指的是

在某事件中動作發動者所施行的作用力。並且，此動詞需能與一名詞凝固為一語

義成份，用以表示某項可經人為操作而持續進行的事件。 

VC 結構中的 C 為補語，用來補充說明動作行為所造成的變化。漢語重動構

式共有六種補語類型，分別為數量副詞、頻率副詞、時段副詞、時點副詞、結果

副詞與處所副詞。而在 VC 結構中，V 與 C之間置入不同的虛詞如「得」、「到」、

「了」等將會影響補語 C 的類型，能表達更多元、豐富的語義內容，故在分析

                                                        
19 Tai (1999)：「The event type of a sentence involving verb-copying is typically one in which the 

situation can be repeated or continued. 」 
20 由於離合詞並非本文的研究重心，因此只針對一部分相關的離合詞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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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等形式之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時，

亦有其必要先探討重動構式中虛詞「得」、「到」、「了」本身的意義與功能。下文

將探討各形式之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以及其補語的語義指向。 

 

4.2.1 補語類型 

「補語」是用來補充說明動作行為所涉及的對象(劉月華，2006)，表示一個

動作行為使人或事物發生的某種變化。在漢語重動構式中，共有六種補語類型，

分述如下： 

A. 數量副詞：此類副詞用來表示與動作行為有關的數量單位，是「數詞」+「名

量詞」的組合，如：一百分、兩公里、四十個百分點等。 

B. 頻率副詞：此類副詞是用來表示同一個動作行為進行的次數，是「數詞」+「動

量詞」的組合，如：一次、兩回、三趟、四遍、五下等。 

C. 時段副詞：此類副詞用來表示動作行為持續的時間長，如：三十分鐘、一個

小時、一個下午、三天、兩年、一輩子等。 

D. 時點副詞：此類副詞是表示動作行為持續到什麼時間，為一個動作行為終止

時的時間參照點，如：現在、三點、周日、半夜四點、凌晨、除夕等。 

E. 處所副詞：此類副詞表示動作行為使受影響者達到某處，是動作行為停止變

化時的位置、地點，如：橋頭、水溝、金門、新竹等。 

F. 結果副詞：此處的「結果」包含「程度」或「狀態」的概念，說明如下： 

  1. 程度：表示動作行為本身之發展變化所達到的情況，有「多」、「很」、「慌」、

「遠」、「要死」、「要命」、「不行」、「可以」、「不得了」、「可憐」、「厲害」等。

劉月華(2006：336)指出，這些詞語在擔任結果副詞補語時，其意義與原本的

意義有些距離，都有表示「程度高」的意思。例句如下： 

 

(56) 媽媽愛女兒愛得不得了。                               (劉月華，2006：336) 

 

  2. 狀態：對動作行為本身或對動作發出者的描述、評價或判斷。例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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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 夏西說漢語說得比我流利。  

    b. 她唱歌唱得很好。                                   (劉月華，2006：337) 

(58) a. 他走路走得滿身大汗。 

    b. 小明聽故事聽得忘了吃飯。                           (劉月華，2006：338) 

 

上述為漢語重動構式的六種補語類型，而漢語重動構式共有四種表層形式：

SVOVC(了)、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每個形式的重動構式都有

不同的補語類型，下文我們將藉由語料庫中的例句，歸納分析各形式之重動構式

的補語類型。 

 

4.2.1.1 SVOVC(了)的補語類型 

    根據筆者對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及聯合知識庫所收集到的語料

分析，「SVOVC(了)」構式的補語類型有數量副詞、時段副詞、結果副詞三類，

例子如下： 

 

(59) 尊重別人的態度比考試考一百分還重要。            (數量副詞) 

(60) 我要當兵當兩年。                                (時段副詞) 

(61) 老百姓開車開太快，罰，而且重罰。               (結果副詞)       

(62) 司機開車開累了，藉著停紅燈的時間休息一下。  (結果副詞) 

 (聯合知識庫) 

 

SVOVC(了)構式中的補語 C 是用來補充說明動作行為或動作發出者所發生的變

化。例(59)「一百分」屬於動作的數量變化，表示動作進行後產生某單位的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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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0)「兩年」屬於動作的時間變化，表示動作發出後所持續佔據的那一段時間

長；例(61)「快」屬於動作的速度變化，描述動作超過某標準值的狀態。上述數

量、時間、狀態或程度等補語都是動作本身的屬性，都可用於補充、說明一項持

續性事件中動作行為進行後其所發生的變化，因此能進入 SVOVC(了)構式。而

例(63)中的結果補語是用來說明動作發出者 S因動作事件中的作用力而產生的狀

態變化，即例(62)表示「開車」這事件中的的動作行為導致「司機」產生「累」

的生理變化，此類描述主詞狀態變化的結果副詞補語也能進入 SVOVC(了)重動

構式。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筆者觀察語料庫中 SVOVC(了)構式的例句後發現，此

類構式因為補語所補充描述的對象以及補語類型的不同，其句法形式的表現還可

再往下分為三個小類： 

一、當 C 為描述主詞 S狀態變化的結果補語時，其句法形式必定是「SVOVC 了」，

「了」用來表示事物的性質或狀態發生變化，並能滿足句子結構的需要(劉

月華，2006：200、208)。例句如(63a)—(63c)。 

 

(63) a. 學生常反映吃飯吃膩了，建議廚房變換口味。 

    b. 有時看書看累了或覺得壓力太大，他會靠打籃球讓自己放輕鬆。 

    c. 他一定是打牌打昏了，才會這麼精神不濟。                   (聯合知識庫) 

 

二、當 C 為描述動作屬性變化之結果副詞或另外一類的時段副詞時，此構式則為

「了」字可有可無的「SVOVC(了)」形式。例句如(64a)—(64b)與例(65)。 

 

(64) a. 經醫師詢問，有的是跳舞跳過頭(了)，有的則是打球等劇烈運動引起的肌肉疼痛。 

b. 學生常抱怨數學老師上課上太快(了)，什麼都聽不懂。          (聯合知識庫) 

(65) 他啼笑皆非的說：「我該怎麼答？當兵當五十年(了)，下士而已啦。」(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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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 C 為數量副詞時，此類構式則以無「了」字的「SVOVC」形式出現。如

例句(66)所示。 

 

(66) 我考試考九十八分，請不要問我剩下的兩分到哪裡去了。         (聯合知識庫) 

 

    而在漢語重動構式六種補語類型中，表時點、處所、頻率的補語，無法進入

SVOVC(了)構式。首先，時點副詞、處所副詞因為其語義範疇與動作本身的屬性

及動作發出者的狀態變化無關，只能表示動作行為於外在時間、空間上的終點，

不能直接接續在第二個動詞之後用以表達動作行為本身持續進行後所產生的變

化，因此無法進入 SVOVC (了)構式。再者，頻率副詞為間斷、反覆(iterative)型

態出現的動作行為所產生之結果，主要用來補充說明同一個動作行為反覆實現的

次數，此類補語需藉助「SVOV 了 C」形式以進入重動構式。 

 

4.2.1.2 SVOV 得 C 的補語類型 

A、結構助詞「得」特點分析 

    劉月華(2006)指出，結構助詞的作用是把詞語連接起來，使之具有某種句法

結構關係。「得」連接補語及其中心語，補語可以概括為表示動作的結果或程度，

主要對動作進行描寫、評價、判斷或描寫施事者、受事者的狀態，例子如下：  

 

(67) a. 這場友誼賽非常精彩，運動員都打得很好。       (對動作進行描寫、評價) 

b. 老紀聽得入了迷。                             (描寫施事) 

c. 那包餅乾早被壓得粉碎了。                     (描寫受事) 

(語料來源：劉月華，2006：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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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月華(2006)亦指出，動詞之後若有帶賓語，則要重複動詞再帶「得」字形成重

動構式才能成句，如以下的例子： 

 

(68) a. ＊他唱歌得很好。               b. 他唱歌唱得很好。 

(69) a. ?阿里寫漢字寫很清楚。           b. 阿里寫漢字寫得很清楚。 

(70) a. ＊我看書看忘了吃飯。           b. 我看書看得忘了吃飯。                       

(71) a. ＊他走路走滿頭大汗。           b. 他走路走得滿頭大汗。   

(語料來源：劉月華，2006：332)           

 

    各家學者(呂叔湘，1999；劉月華，2006；屈承熹，2006；楊文娟，2010)在

談論「得」字句時，常把研究重心放在其後的補語，探討「得」字補語主要用來

說明動作行為的哪種性質。關於結構助詞「得」後的補語，劉月華(2006：335) 稱

之為「情態補語」，認為其用來表示各種複雜的情態；呂叔湘(1999)稱之為「結果

補語」或「程度補語」，用來說明動作行為所造成的結果或達到的程度；呂文華

(1999：149)稱「得」後補語為「狀態補語」，並認為「狀態補語」這個名稱的概

括性比「程度補語」強，也比「情態補語」具體；屈承熹(2006：227)指出，在語

義上，「得」字後的補語常解釋為「情態」(manner)或「結果」(result)。總結以上

各家的說法，「得」字後的補語雖然在名稱上尚未取得統一的共識，但各學者都

認為，「得」字後的補語主要用來說明動作行為的結果，範圍集中在描寫、評價

動作行為所造成的情態、狀態或程度變化，而這些情態、狀態或程度等變化都不

是可用具體單位來測量或說明的動作行為結果。 

    從以上論述，我們可以得知，結構助詞「得」字後的補語通常為用來表達情

態、狀態或程度等變化的結果副詞；我們亦可知「得」字的功能是用來連接前後

結構。但是，「得」字本身存在的意義卻較少有人論及，難道就僅只是將前面的

動詞與後面的補語聯結起來而已嗎？還是「得」字本身的存在還有更多意義？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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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得」字，有些語義就會被隱藏了嗎？下文將繼續探討有「得」字與沒有「得」

字的句子其差別到底為何。 

    范曉(1993) 比對「SVOVC(了)」構式與「SVOV 得 C」構式在表達上的差異

後指出，兩種形式都可用來表現動作的結果，但是由於「SVOV 得 C」形式比

「SVOVC(了)」形式多一個「得」字，更能夠強化動作行為所能引起、引發結果

的功效；李咸菊(2006)亦認為，帶「得」字的重動構式主要用來表現動作行為所

引起、所顯現的結果或狀況，而沒有「得」字的重動構式則僅用來說明動作的結

果。范曉(1993)的論點，筆者將之詮釋為：「得」字強化動作行為本身引起情勢狀

態變化的能力，即「得」字能突顯動作行為本身的影響力。引例如下： 

 

(72) A、吃玉米吃胖了       跑步跑累了      說話說多了 

B、吃玉米吃得胖了    跑步跑得累了     說話說得多了     (范曉，1993 ：67) 

 

依照 Goldberg (1995)構式語法的概念，在 A、B 兩組的例子中，其形式不同因此

意義也不同，自然會產生表達上的差異。A、B 兩組相較之下，雖然兩組都可以

用來說明事件中之動作行為所造成的結果，但 B 組比 A 組更強調事件中之動作

行為本身，表現出動作行為「吃」、「跑」、「說」等的影響力，即強調動作行為引

起變化的能力。 

    筆者認為，「得」置於動詞之後是對動詞所代表的動作行為本身進行強調，

「得」字表現出動作行為造成情勢狀態變化的能力。即，「得」字的存在更加突

顯、強調動詞所代表之動作行為本身的影響力、致使力。 

 

B、補語類型分析 

    據中研院漢語平衡語料庫與聯合知識庫所收集的語料進行分類與觀察後，筆

者發現「SVOV 得 C」構式的補語全為結果副詞，主要用來表達動作行為或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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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者的狀態或程度變化。這些結果副詞除了必須與動作本身的屬性21相符，還

必須是直接受動作影響而產出的一種抽象的程度或狀態，用來對動作結果進行描

寫、評價或判斷。例句如下： 

 

(73) 大胃王比賽，比比看誰吃飯吃得多。                (補語表程度22
) 

(74) 傢俱店殺價殺得很厲害。                          (補語表程度) 

(75) 考試考得好，爸爸就帶我去吃麥當勞。              (補語表狀態) 

(76) 每天讀書讀得好累。                              (補語表狀態)        

                                                          (聯合知識庫) 

 

例(73)、例(74)中，當 SVOV 得 C 構式填入「程度」類的結果副詞，補語部分主

要用來描寫動作行為進行後所達到的程度，「得」字強調動作行為本身非常密集

的(intensive)進行情況。而當 SVOV 得 C 構式填入「狀態」類的結果副詞時，「得」

字用來表現動作行為本身的影響力、致使力，補語部分可表現出主詞或動詞的情

況、狀態，在例(75)中，結果副詞補語說明動作行為持續進行後所產生的情況；

在例(76)中，補語用來描寫主詞經過動作行為的持續進行後，產生伴隨著動作行

為而來的「好累」生理狀態。 

    「SVOV 得 C」重動構式僅能與結果副詞相容，數量副詞、頻率副詞、時段

副詞、時點副詞與處所副詞等共五類補語全不能進入 SVOV 得 C 構式。數量副

詞、頻率副詞及時段副詞因其為具有可度量的、一定單位的具體量，與 SVOV

得 C 構式因「得」字存在所要求的情態、狀態、程度等抽象的勢態變化量相牴觸，

故無法進入構式。處所副詞表示具體的地點、時點副詞表示具體的時間參考點，

                                                        
21 見盧偉(2005)第十二頁。表示時間，如：遲、久、早等。表示速度，如：快、慢。表示

力度、強度，如：很、緊、猛。表示距離，如：遠、近。表示數量，如：多、少。表示準確

度，如：對、錯。 
22筆者將劉月華(2006)、楊文娟(2010)所指出的「多」、「很」、「慌」、「遠」、「要死」、

「要命」、「不行」、「可以」、「不得了」、「可憐」、「厲害」等十一個結果副詞視為表

達動作行為之程度的補語，其它結果副詞都視為形容動作行為所造成之狀態的補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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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既不是抽象的情態、狀態與程度，也不是用來說明動作行為本身屬性的變化

或行為發動者的心理、生理變化，故也無法進入 SVOV 得 C 構式。  

 

4.2.1.3 SVOV 到 C 的補語類型 

A、動態助詞「到」特點分析 

    關於這個動詞後的「到」字詞性，學界眾說紛紜，尚未有統一的看法。有些

學者認為它的特性介於動詞和助詞之間，如 Li & Thompson (1981)認為「到」兼

具動詞和介詞的性質，所以稱它為動介詞，與其後的名詞組成片語，用以修飾動

詞；屈承熹(2006)說「到」是副動詞(coverb)，它的特性介於介系詞(preposition)

與動詞兩者之間。另外，有些學者認為它是介詞，如劉雪芹(2003)，她指出「到」

能引進動作發生的處所、動作結束的時間、動作造成的結果、動作所達到的程度

等；邵敬敏(2008)認為「到」主要的語法作用是引進跟謂詞有關的對象，跟名詞

組成介詞短語，表示動作的處所、時間。除此之外，有些學者認為它是補語或稱

之為「動詞後置成份」，如劉月華(2006)指出，當「到」是結果補語時，用以表示

動作或變化所產生的結果；而當「到」為趨向補語時，則具使動意義，表示動作

使人或事物向某一方向移動，其後的賓語一定是表示處所的詞語；陳怡靜(2004)

認為，「到」屬於動詞後置成份23中的動助詞(verb-particles)，已經失去實詞義，

所表示的是客題(theme)與終點接觸(contact)／接近而達到終點，是一種「動作勢

力(force)的作用」。而張瑞宣(1995)則指出：「到」是動態助詞(aspect particle)，認

為「到」是與「了」、「著」、「過」相同類別用來表示動詞某種語法意義的動態助

詞，是動作過程實現或完成狀態的一種標誌。 

    雖然前輩學者們對「到」字的詞性歸屬尚未有統一的看法，但學者們已經注

意、論述「到」字存在的意義，並分析出「到」字本身的意義。如張瑞宣(1995)

認為「到」標誌動作過程的實現或完成；劉月華(2006)提出「到」有表示移動的

意思；陳怡靜(2004)更指出「到」表現的是客題(theme)與終點接觸／接近，陳(2004)

                                                        
23 陳怡靜(2004)將傳統中所稱的補語稱為「動詞後置成份」，以實詞虛化的程度為劃分標

準，將動詞後置成份分為五類：仍保留實詞義者列為「結果語」、「動量詞」；虛化為語法義

的為「動助詞」、「時相」；完全虛化的「得」字句歸為「程度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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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陳述結合了張(1995)、劉(2006)兩家學者的論點，使「到」字本身的意義更完

整，但陳怡靜(2004)認為「到」已經虛化為語法意義，無法歸類於仍保有實詞義

的結果語24之中，這點值得商榷，以下對這點進行探討。 

    Li &Thompson (1981)指出，「到」和動作連用時，其本身的動詞義「抵達」

不表現出來，但劉月華(2006)又指出，當「到」為趨向補語時，表示「通過動作

使事物達到某處」，此時的「到」就使用了動詞本義。下文舉例說明： 

 

(77) 你先唸到第三行。                               (Li & Thompson, 1981： 283) 

(78) 這個消息已經傳到外地了。                              (劉月華，2006：305) 

 

例(77)中的「到」是陳怡靜(2004)分類下的動助詞，但是，例(78)中的「到」顯然

並非一個實詞義已虛化的動助詞。在例(77)中，「到」不能以動詞本義「抵達」解

釋，實詞義已虛化，此句中的客題(theme)為「你」、終點為「第三行」，「到」字

用以表現出客題與終點的接觸。接著再看例(78)，句中的客題是「這個消息」、終

點為「外地」，「到」字也代表客題與終點的接觸，但是，此例中「到」字的實詞

義並沒有完全虛化，「到」字能以動詞本義「抵達」解釋，即「傳到外地」可以

解釋為藉由傳播而逐漸抵達外地，使用「到」動詞本義表達出動作行為與結果間

的關係，強調了動作行為持續發展或變化而抵達終點的過程。由此可知，「到」

不僅有實詞義已虛化的「動助詞」用法，還能有具實詞義的「結果語」用法，「到」

字所代表的其實是一種語法意義。 

    「到」字所標誌的語法意義為「發展變化之漸進過程的實現」，不管它的實

詞義虛化與否。以陳怡靜(2004)對「到」的定義來說，「到」代表客題要從起點向

終點接觸／接近，在接觸之前，必須完成一段位移，這裡所謂的「位移」是指事

件發展或變化的漸進過程，張瑞宣(1995)指出，「到」就是這段位移完成狀態的標

誌。張(1995)認為，只要是表示事物在空間上的體積變化和位移、在時間上的持

                                                        
24

 結果語：此類動詞後置成份仍保有實詞義，其所表示的意義就是本身的辭彙義，與動詞

之間有動作和結果的關係，融合後的語義即是兩者意義的組合。所指的是傳統分類的結果補語

與趨向補語。 



第四章 重動構式組成結構分析 

53 
 

續變化等方面的動詞，其後都可以連接「到」。具體內容可概括為以下三類： 人
25與物26接觸，見例句(79)；人與人接觸，見例句(80)；物與物接觸，見例句(81)。 

 

(79) 母親走到街上。                                        

(80) 普之仁就是這樣一位能工巧匠，我在翠湖邊會到他。       

(81) 一陣風過去，天晴起來，灰塵全飛到半空。              （引例自張瑞宣，1995） 

 

這裡所說的「接觸」，即陳怡靜(2004)所指客題與起點、終點間的關係。通常，主

詞所處的位置基本上就是起點，其與終點接觸後即代表動作的完成，「到」表現

的就是這種動作行為漸進位移而至完成的狀態。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已經知道動詞後的「到」字本身標誌的是「動作發展變

化之漸進過程的實現或完成狀態」，表達出動作行為持續累積的變化過程，用以

強調動作行為的漸進性。 

 

B、補語類型分析 

    筆者觀察從中研院漢語平衡語料庫與聯合知識庫所收集的語料，發現 SVOV

到 C 構式的補語類型共有四類，分別為數量副詞、時點副詞、結果副詞與處所

副詞，而頻率副詞與時段副詞則不出現在 SVOV 到 C 構式裡。以下例子呈現

SVOV 到 C 構式的補語類型： 

 

(82) a.一般訂價每人每趟七百五十元，已有業者殺價殺到四百元。 (數量) 

b.周孟德經常開車開到半夜兩三點。                       (時點) 

                                                        
25 「人」不只指人的行為動作，還包括人的思想。 
26 「物」包括事物或處所、具體事物和抽象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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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當感冒流行的時候，總有孩子咳嗽咳到吐滿地。           (結果) 

d.我昨天下午開車開到花蓮市北濱公園附近的曙光橋。       (處所) (聯合知識庫) 

 

在 SVOV 到 C 構式中，由於動態助詞「到」的關係，要求補語必須是一動作行

為持續進行後經過一段漸進性發展過程而產生的結果，或是動作行為經過一段時

間轉動、空間位移後而抵達之外在目標時間點或處所。數量副詞與結果副詞正是

動作行為持續進行後慢慢產生的變化；而時點副詞與處所副詞正是動作行為持續

後逐步接近的時間點或地點，因此，上述四類補語：數量副詞、結果副詞、時點

副詞與處所副詞都可進入 SVOV 到 C 構式。以例(82a)—(82d)為例說明。例(82a)，

主詞在殺價這個事件中，持續進行壓低價碼的動作，經歷一段漸進性討價還價的

過程後，逐漸壓低至四百元這數量，補語部分是表示達到某單位的量。例(82b)，

主詞在開車這個事件中，持續進行駕駛的動作，經過一段時間轉動的過程，逐漸

接近半夜兩三點，補語部分表示接近某個時間點。在例(82c)，主詞在咳嗽這事件

中，持續出現咳這個動作，整個過程的累積使主詞產生吐滿地的狀態或達到吐滿

地的程度，補語部分表示動作行為累積至某種狀態或程度。例(82d)，主詞在開車

這個事件中，持續進行駕駛這個動作，經過一段空間位移的過程，逐漸抵達目的

地，補語部分表示抵達某個地點。 

    在漢語重動構式六種補語類型中，有兩類副詞無法進入 SVOV 到 C 重動構

式當補語，分別是頻率副詞與時段副詞。先解釋為何頻率副詞不能進入 SVOV

到 C 構式。在 SVOV 到 C 重動構式中有個動態助詞「到」的存在，其所標誌的

是「動作發展變化之漸進過程的實現或完成狀態」，因此，與「到」字結合的動

詞其所代表的動作行為必須要能造成一段漸進性的連續變化過程。換句話說，

SVOV 到 C 構式使用「到」來表示動作行為造成某狀態改變的持續累積過程，而

其補語是用來說明動作行為持續累積後所造成之事件的變化，如「打牌打到七

點」，或動作行為發動者的變化，如「敲門敲到手發麻」，並不是用來說明動作行

為發生次數的間斷性變化，故其補語自然就不會出現頻率類的數量副詞。 

    接著解釋為何時段副詞絕不出現在 SVOV 到 C 構式裡。SVOV 到 C 構式中，

「到」用來表示動作過程逐漸實現或完成，其後的補語必須是此發展過程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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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即補語是用來說明「動作行為發展到最後造成了某種變化產生」，而不是

要說明「動作行為本身持續了多久的時間」。由於時段副詞正是要用來說明動作

行為持續了多久時間，因此，SVOV 到 C 構式與時段副詞的補語類型不相容。 

 

4.2.1.4 SVOV 了 C 的補語類型 

A、動態助詞「了」特點分析 

  傳統上，「了」有了 1與了 2之分。呂叔湘(1999：351)認為了 1用在動詞之後，

主要用來表示動作的完成；了 2用在句末，主要表示事態出現變化或即將出現變

化，有成句的作用。劉月華(2006：192-209)也將「了」分為了 1 和了 2，當要表

示動作或行為在某一時刻已實現或完成時，就在表示這個動作行為的動詞後加上

了 1；當要表示情況發生變化，就在句末加上了 2。依照上述定義來看，SVOV 了

C 重動構式中的「了」是屬於用在動詞之後、主要表示動作實現或完成的「了 1」。

以下討論重動構式 SVOV 了 C 中的「了」字特點，所有的「了」字都指「了 1」。 

對於「了」，有學者認為「了」標誌動作行為的完成，表示動作的完成、是

表示事件完整性的標記，如 Li &Thompson (1981)、呂叔湘(1999)、與尚新(2009)

等；但亦有學者表示「了」字標誌的是動作行為的實現，如劉勛寧(2001)、戴耀

晶(1998)、黃伯榮、廖序東（2002）、劉月華(2006)、楊依萍(2007)等人。各家說

法，分述如下。Li &Thompson (1981)指出「了」是動詞時貌(aspect)中的完成貌

(perfective)，用於有界事件，表示完成。尚新(2009)認為「了」是個完整體標誌，

表達現實的完整事件，標誌某狀態或行為過程達到終結點或發生狀態改變。另一

方面，劉月華(2006)指出，「了」除了表示完成還可表示動作行為的「實現」，劉

勛寧(2001)、戴耀晶(1997)、楊依萍(2007)等人更直接指出「了」是用來表示某種

動作或狀態的「實現」。 

「了」到底表示動作的「實現(actualisation)
27」或「完成(completion)」，需要

                                                        
27

 Richard Xiao, Tony McEnery (2004：167-168)：「Even though –le and RVCs can both indicate 

completion with a telic situation, their focuses are different. For example: 

 
a.  ta huida-le sange wenti.   “He answered three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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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區分，兩者並非等義詞。所謂的「實現」，是就「動作的發生是否成為事實」

而言；而所謂的「完成」，是就「動作的進行過程是否結束」而言。過程的結束

可以指出動作發生的事實，但動作發生的事實卻不一定代表動作過程已經結束，

兩者的意義存在著差異，實有必要對「了」字到底表示動作行為的完成或實現進

行區分。劉勛寧(2001)曾將「V 了」與「V 完」對比，表明「了」所標誌的意義

應為「實現」，其與真正的「完成」義存在著距離，引例如下： 

 

(83) 吃完才覺著有點兒香味。 

(84) 吃了才覺著有點兒香味。                               (劉勛寧，2001：6) 

 

例(83)表示要等到動作行為完成、整個事件的進行過程結束後才覺得有香味；例

(84)則不一定要等整個事件結束，只要動作行為實現，就能立刻感覺到香味。 

筆者贊同將「了」視為動作或狀態「實現」的標誌，至於動作行為在實現後

是否「完成」，則要觀察上下文的語境而定(艾冰，2010)。「了」會和動詞及其後

各種句法成分相互影響，形成一個有終點的事件，即「了」本身所標誌的為動作

行為是否發生的「實現」義，此義在與動詞及其他的句法成份互動後，對事件加

以限制(Li & Thompson, 1981)，能一起構成整個事件的「完成」義。若依照傳統

定義，直接將「了」視為標誌動作的完成，便是忽視句中其他成分對「了」的影

響，使「了」承擔不屬於它的語義。這樣的認知對研究 SVOV 了 C 重動構式相

當重要，唯有將「了」視為動作實現(內包含完成)的標誌，對 SVOV 了 C 構式的

詮釋力才能大幅提升。舉例如下： 

 

(85) 有個七十三歲的印度人，他考試考了卅九次都沒通過，於是他說明年還要再來考一

次高中！                                                   (聯合知識庫) 

                                                                                                                                                                            
b.  ta huida-wan-le sange wenti.  “He finished answering three questions.” 

 
While these two sentences all convey the event “his answering questions” as completed, (a) focuses on its 
actualisation, (b) focuses on its comple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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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八十二歲的洪一峰，唱歌唱了六十多年，縱使現在行動不便，卻堅持要繼續唱下去。                                                   

(聯合知識庫) 

 

在例(85)與(86)中，「了」標誌的都是動作的「實現」。例(85)是指主詞在「考試」

這個事件中間斷但反覆地實現接受測驗這個動作行為，共產生了卅九次的量，頻

率副詞「卅九次」用來補充說明動作行為實現的次數。單看「高中考試考了卅九

次都沒通過」時，若說整個句子具「完成」義，那是因為「了」與其後補語互動

的結果，「卅九次」將動作行為的實現成果設下界限，使得句子看起來是在表達

一起已完成的事件；但若從完整的上下文來看，「考試」這事件中的動作行為「考」

是實現了，但接受測驗的動作行為卻尚未完成、尚未接近尾聲，因為下文還明確

提到這位印度人會繼續進行「考」這個動作行為。例(86)表示主詞在他八十二歲

時已持續實現「唱歌」這項活動達到「六十年」的時間長度。補語為時段副詞，

表示動作行為延續的時間長，整句話的意思是指從動作開始到發話者說話的那個

時間點為止，動作行為已經持續實現六十年的時間，但動作行為是否已完成則要

視下文決定，而從句中下文我們可以得知動作行為的進行過程尚未抵達終點，主

詞還會繼續將其動作行為付諸實現。 

    綜上所述，我們視 SVOV 了 C 構式中之「了」為動作行為「實現」的標誌，

表示動作行為的發生及出現，此動作行為導致後續變化的產生。構式中的「了」

會與其他的句法成份產生互動，進而一起構成整個事件的完成義。 

 

B、補語類型分析   

    根據筆者的觀察，在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及聯合知識庫裡，SVOV 了

C 重動構式共有四種補語類型：時段副詞、數量副詞、頻率副詞與結果副詞，其

中，以時段副詞居多，強調動作行為延續的時間長。而處所副詞與時點副詞則不

出現在「了」之後。舉例如下：  

 

(87) a有一次，你冒著大風雪，開車開了三個小時去市區。         (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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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最怕遇到吃飯吃了兩三口，就說「我飽了」的女生。         (數量) 

c他考試考了很多次才通過。                               (頻率) 

d學生不想上課乾脆蹺課，有人上課上了一半走出教室。       (結果)   

(聯合知識庫) 

 

   SVOV 了 C 重動構式可搭配時段副詞與數量副詞當補語，劉月華(2006)區分

出「了」後使用數量副詞與時段副詞語義間的差距：當補語為數量副詞時，表示

動作已完成、事件已結束，產生了某單位的量，見例句(88)；而當補語為時段副

詞時，用以表示動作持續的那一段時間長，「了」標誌動作的實現，見例句(89)： 

 

(88)  小孩放學，開心地跟父母說自己考試考了一百分。     

(89)  他跳舞跳了四十年，風雨無阻，每天下午四、五時必到舞廳報到。 

                                                               (聯合知識庫) 

 

例(88)表示接受測驗這件事已實現並完成，數量副詞用來補充、說明動作行為實

現後所造成的量，且對事件形成限制，使其成為一個完整的事件。例(89)中，「四

十年」用來說明可持續實現之動作行為進行的那一段時間長，至於事件完成與

否，需依靠上下文判定。 

    除了數量副詞與時段副詞之外，SVOV 了 C 構式還能選擇頻率副詞與結果副

詞當補語。頻率副詞表達的是某項可間斷進行的活動或事件中，動作行為反覆實

現的數量，即頻率副詞用以說明動作行為實現的次數；而結果副詞中所包含的程

度或狀態都與動作行為本身力度、強度的屬性相關。例句如下： 

 

(90)  聊天聊了三次，就接受網友邀約出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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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a. 讀書讀了半死，難道就為了煮飯燒菜洗衣。 

b. 夜間經常洗澡洗了一半無水可用，鎮民怨聲載道。            (聯合知識庫) 

 

例(90)中的頻率補語「三次」，是指進行「聊天」這個事件中的談話行為「聊」所

實現的次數。例(91a)的結果副詞「半死」用以說明進行「讀書」這個事件中之閱

讀行為的努力程度。例(91b)中，結果副詞「一半」是用來表示「洗澡」這個事件

中，清洗動作進行的狀態。 

最後，有兩種補語類型無法進入 SVOV 了 C 構式：處所副詞與時點副詞。

上述兩種補語類型之所以無法與 SVOV 了 C 構式相容，乃因處所與時點是動作

行為變化的外在終點，無法用來說明主詞 S 的狀態變化或 V 所代表之動作行為

本身的屬性變化，故這兩種補語類型無法與 SVOV 了 C 構式相容。 

 

4.2.1.5 漢語重動構式補語類型整理歸納 

    漢語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共可分為六類，分別為表示動作行為所造成之某單

位數值的「數量副詞」、表示動作行為反覆出現次數的「頻率副詞」、表示動作行

為所歷經之時間長的「時段副詞」、表示動作行為告一階段結束的「時點副詞」、

表示動作行為之狀態與程度的「結果副詞」以及表示動作行為抵達之目的地的「處

所副詞」。表四-1 為各形式之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 

 

表四- 1 漢語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 

補語類型 

 

構式類型 

數量副詞 時段副詞 時點副詞 頻率副詞 結果副詞 處所副詞 

SVOVC(了) ◎ ◎   ◎  

SVOV 得 C     ◎  

SVOV 到 C ◎  ◎  ◎ ◎ 

SVOV 了 C ◎ ◎  ◎ ◎  

註：符號◎表示構式所具有的補語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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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 的整理歸納顯示，四種不同形式的漢語重動構式各有不同的補語搭配類

型：SVOVC(了)構式可與數量副詞、時段副詞與結果副詞等三種補語類型相容；

SVOV 得 C 構式僅能與結果副詞相容；SVOV 到 C 構式可與數量副詞、時點副

詞、結果副詞與處所副詞等四種補語類型相容；SVOV 了 C 構式可與數量副詞、

時段副詞、頻率副詞與結果副詞等四種補語類型相容。經統整後發現，四種不同

形式的漢語重動構式，其補語類型皆包含了描述「狀態」與「程度」變化的「結

果副詞」，顯示漢語重動構式主要用來表達「在某持續性事件中，動作行為發出

後所造成之動作者或動作行為本身狀態與程度的變化」。 

    換另一個面向來說，表四-1 也顯示出每種補語類型與重動構式各形式的相容

性並不相同，不得隨便搭配：結果副詞與四種形式之重動構式皆可搭配，其與漢

語重動構式相容性最高；數量副詞可與 SVOVC(了)、SVOV 到 C、SVOV 了 C

等三類重動構式相容；時段副詞可與 SVOVC(了)、SVOV 了 C 等兩類重動構式

相容；最後，時點副詞、頻率副詞與處所副詞與重動構式的相容性最低，僅能與

特定形式的重動構式搭配，即時點副詞與處所副詞僅出現在 SVOV 到 C 構式中，

而頻率副詞僅出現在 SVOV 了 C 構式。 

    在區分出各形式漢語重動構式所搭配之不同的補語類型後，筆者接著進行各

重動構式不同補語類型之「類型頻率28
(type frequency)」的統計。計算不同的補

語類型在某特定形式之重動構式中所占的比例，可以了解各形式之重動構式補語

類型的使用傾向。本統計項目的語料皆來自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以及聯合

知識庫，共計有一千三百五十條例句。統計方式的部分，以 SVOVC(了)重動構

式舉例來說，先計算 SVOVC(了)構式的例句總數，再分別統計出現在此構式中

之三種副詞：數量副詞、時段副詞、結果副詞為補語的例句數目，最後計算不同

補語類型的 SVOVC(了)構式例句數分別各佔 SVOVC(了)重動構式總例句數量的

多少百分比，以此得知 SVOVC(了)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以何種副詞居多。各形

式之重動構式不同補語類型傾向的統計結果呈現在表四-2。 

                                                        
28所謂類型頻率，是指一個基模(schema)的出現率，比如說，英文中〔Verb-ed〕是一個代表

過去式的基模，其中其實包含〔Verb-t、d〕等各種型式，計算這個基模的出現頻率就是計算所

謂的類型頻率，它不同於計算單一個字或詞(a single word)出現頻率的「條目頻率」 (token 

frequ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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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2 漢語各項重動構式補語類型的類型頻率(type frequency) 

         構式類型 

補語類型 

SVOVC(了) SVOV 得 C SVOV 到 C SVOV 了 C 

數量副詞 55  (10％)
29

  28  (6％) 18  (21％) 

時段副詞  25  (4％)   50  (60％) 

時點副詞   40  (10％)  

頻率副詞    3   (4％) 

結果副詞 481  (86％) 264  (100％) 323  (73％) 13
30

  (15％) 

處所副詞   50  (11％)  

例句總數 561 264 441 84 

 

表四-2 中顯示，除了 SVOV 了 C 構式的補語類型是以「時段副詞」占總例句數

的百分之六十居冠以外，其它三種形式之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皆傾向採用「結果

副詞」：SVOVC(了)構式以結果副詞當補語的例句數高達總例句數的百分之八十

六、SVO V 得 C 構式更是百分之百使用結果副詞當補語、在 SVOV 到 C 構式中

也有百分之七十三的比例傾向使用結果副詞當補語。上述的統計結果顯示，漢語

重動構式的補語基本上是用來對作用力發出後所造成的「狀態」或「程度」變化

進行描述或評價。 

    另外，我們可從表四-2 中看出，SVOVC(了)構式與 SVOV 了 C 構式兩者在

「補語類型」上十分相似，後者除了比前者多了頻率副詞，其它三種補語類型：

數量副詞、時段副詞、結果副詞都與 SVOVC(了)構式相同。上述兩種形式之重

動構式的差異主要反映在補語的「類型頻率(type frequency)」上，尤其是在「時

段副詞」與「結果副詞」兩類補語。統計結果指出，當我們要說明動作行為在時

間上的發展變化時(即補語為時段副詞)，傾向使用 SVOV 了 C 構式進行表達，例

                                                        
29 括號外為某類副詞為補語的某形式之重動構式例句數目，括號內為依照下列公式算出來的類

型頻率：以某類副詞為補語的某形式重動構式之例句數/某形式重動構式的例句總數。 
30

 與 SVOV 了 C 構式搭配的結果副詞多為「半死」、「一半」這類轉喻(metonymy)而來的狀態、

程度變化，例句如：「讀書讀了半死，難道只為洗衣煮飯」、「上課上了一半，他就走出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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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如：「她跳舞跳了四十年，依舊興趣不減」；而當我們要說明動作者或動作事件

在狀態或程度上的變化時(即補語為結果副詞)，則傾向選擇 SVOVC(了)構式進行

表達，例句如：「數學老師上課上太快（了），什麼都聽不懂」。上述選擇性的差

異與兩者形式中的「了」有關。在 SVOV 了 C 構式中，「了」為「了 1」，是時貌

標記，用在動詞之後標誌動作行為的「實現」(劉勛寧，2001：6)，因此，適合採

用時段副詞來說明動作行為實現後持續了多久的時間長度，形成 SVOV 了 C 構

式傾向搭配時段副詞以進行表達的使用方式。而在 SVOVC(了)構式中，「了」為

「了 2」，用來表示事物的性質或狀態發生變化(劉月華，2006：200)，因此適合

搭配表示狀態或程度變化的結果副詞。SVOVC(了)構式與 SVOV 了 C 構式除了

在上述補語的「類型頻率」上產生差異外，兩者在補語的「語義指向」上亦有相

當大的區隔，我們在下一節進行深入的探討。 

 

4.2.2 補語語義指向 

「語義指向」是指「句法結構中的某一成份跟其他成分之間在語義上的聯繫」

(邵敬敏，2008：222)，本節將探討各形式之漢語重動構式的補語語義指向。當補

語在語義上與某一句法成份的語義範疇保持一致時，該句法成份便是補語的語義

指向，即補語的語義指向是指補語本身的語義範疇最直接說明、補充哪一個語法

成份。探討句型語義結構的重要性在於，漢語是注重意合而缺乏形態標誌的語

言，了解句型的語義結構，能達到深入理解句義的效果，也能提高語言表達的正

確性(呂文華，1999：89)。 

    漢語重動構式的補語主要有兩種語義指向，分別為指向動詞與指向主詞。以

下探討 SVOVC (了)、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 等四種形式之重動

構式的補語語義指向。 

 

4.2.2.1 「SVOVC(了)」構式的補語語義指向 

 SVOVC(了)構式有三類補語：數量副詞、時段副詞與結果副詞，搭配不同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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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類型其補語語義指向也會不同。數量副詞、時段副詞的語義指向動詞，而結果

副詞的語義指向有動詞也有主詞，例子如下： 

 

(92) 小孩子的零用金不能因為考試考一百分就增加，因為這樣太功利。  （指向動詞）             

(93) 去爬山剛認識的老人家，他也能陪人家聊天聊幾個小時。          （指向動詞） 

(94) 保險公司過去的資產都沒有重估，保險公司賺錢賺死了。          （指向動詞）                       

(95) 現在，我那顆心也跳舞跳累了，正呼呼大睡。                     （指向主詞） 

(聯合知識庫) 

 

例(92)劃線部分的補語是數量副詞，表示進行「考試」這個事件後，產生與動作

行為相關之「一百分」的數值結果；例(93)劃線部分的補語是時段副詞，表示「交

談」這個事件持續進行，其動作行為延續了「幾個小時」的時間長；例(94)劃線

部分的補語是結果副詞，表示「賺錢」這件事情中動作行為成功的程度。從例(92)

到例(94)，補語皆用來補充說明動作行為本身的變化，故語義自然直接指向動詞。

而在例(95)中，補語部份是結果副詞，「累」的語義範疇不指涉動作行為本身的任

何屬性，而是與人類生理情況的語義範疇一致，用來說明、補充主詞這個語法成

份的狀態，故其語義直接指向主詞。 

    從以上的討論得知，「SVOVC(了)」構式的補語語義指向分為兩種：當補語

語義指向動詞，則表示作用力發動者因執行動詞所代表的動作行為，而造成某種

結果產生，補語是用來補充說明動作行為造成的變化；而當補語語義指向主詞，

則表示因某事件的存在，作用力發動者在參與此事件後，產生了某種變化，補語

部分用來說明主詞因本身進行事件中的動作行為而產生某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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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 「SVOV 得 C」構式的補語語義指向 

    SVOV 得 C 構式的補語只能由結果副詞充當，有的描寫主詞的狀態或程度變

化，有的則是對動詞所代表的動作行為進行程度或狀態的說明或評斷，故補語語

義與主詞或動詞皆有可能發生最直接的、最實在的語義連繫，舉例如下： 

 

(96) 我爬山爬得不住的喘氣。                                      (指向主詞) 

(97) 我們上課上得精疲力竭。                                      (指向主詞) 

(98) 他接受嗓音美容後，現在唱歌唱得更好聽。                      (指向動詞) 

(99) 房屋市場觀望氣氛濃厚，買方殺價殺得很兇。                    (指向動詞) 

 (聯合知識庫) 

 

例(96)中，「不住的喘氣」是用來描寫「我」這個行為發出者進行動作後所產生的

狀態，而不是描寫動詞「爬」這個動作行為任何高、低、遠、近的距離屬性；例

(97)中的「精疲力竭」也是用來描寫行為發出者「我們」進行某一項活動後的情

況，並非描寫動作行為快、慢、早、晚等速度性質。例(96)與例(97)，補語表示

人類的心理活動或生理狀態，用以描寫動作發出者在進行某個事件後所產生的身

心狀態變化，因此，應與有生命主詞產生最直接的語義連結，故其補語語義指向

主詞。而在例(98)與例(99)中，補語表示動作行為作用力之狀態或程度，即「更

好聽」、「很兇」是對動作力度、強度等動作行為之屬性進行的描寫、評價或判斷，

應與動詞產生最直接的語義關聯，故其補語語義指向動詞。 

 

4.2.2.3 「SVOV 到 C」構式的補語語義指向 

SVOV 到 C 構式有四類補語：數量副詞、時點副詞、結果副詞與處所副詞，

搭配不同的補語類型會產生不同的補語語義指向。筆者根據中央研究院漢語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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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料庫與聯合知識庫所收集到的語料分析，SVOV 到 C 構式的補語語義有指向主

詞的，也有指向動詞的，以下依照補語類型舉例說明。 

    當 SVOV 到 C 構式搭配數量副詞時，其補語語義指向有動詞也有主詞，如

例句(100)的補語語義指向為動詞，而例句(101)的補語語義指向主詞： 

 

(100) 有大型銀行為爭取聯貸案，殺價殺到僅加碼四十個百分點。      (指向動詞) 

(101) 人生七十才開始，我總不能失業後，只去爬山爬到七、八十歲吧？(指向主詞) 

     (聯合知識庫) 

 

例(100)的補語「四十個百分點」是動作動詞「殺」所造之數量增或減的變化結果，

故其補語語義自然指向動詞。例(101)的補語「七、八十歲」指的是人類的年齡，

與任何動作行為皆不相關，故其語義指向主詞「我」。 

接著，SVOV 到 C 構式搭配結果副詞當補語時，若是表示程度，則用來說明

動作行為實現、完成後所產生的力度或強度，故其語義應指向動詞，如例(102)

與例(103)；而若是表示狀態，則是說明人類因動作行為實現、完成後而產生的心

理情況或生理狀態之變化，故其語義指向主詞，如例(104)與例(105)： 

 

(102) 他們老朋友談話聊天聊到差不多了，阿公來後院帶我回家。      (指向動詞) 

(103) 中華電沒設下方風險，即賺錢賺到一定程度時契約就終止。      (指向動詞) 

(104) 吃飯吃到撐的男女比不吃到撐的男女，體重過重的機會高出一倍。(指向主詞) 

(105) 蘇妻說，丈夫每周都要洗腎三次，過去曾開車開到暈倒、休克。  (指向主詞) 

     (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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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當 SVOV 到 C 構式的補語為處所副詞或時點副詞時，動態助詞「到」

隱含著主詞經過一段發展或變化而逐步抵達某個地點或時點的過程。處所與時點

是動作行為外在的終點，也是動作行為內在發展與變化的終止點，其語義範疇與

動詞發生連繫，故其語義指向動詞。很明顯地，處所副詞、時點副詞的語義範疇

與有生主詞的語義範疇不同，有生主詞的任何特質無法以處所副詞或時點副詞來

補充、說明，故其語義無法指向主詞。例子如下： 

 

(106) 外島苦難指數有層級之分，當兵當到馬祖的東引島，就只輸給南沙群島了。 

                                                               (指向動詞) 

(107) 這遊戲是在看誰的膽子較大，敢開車開到懸崖邊緣才踩煞車。    (指向動詞)                                                       

(108)他打電話說下午打牌打到七點。                               (指向動詞) 

(109)我們以前都是吃飯吃到九點半左右。                           (指向動詞) 

   (聯合知識庫) 

 

4.2.2.4 「SVOV 了 C」構式的補語語義指向 

    SVOV 了 C 構式的補語類型有四種：時段副詞、數量副詞、頻率副詞及結果

副詞，根據對語料所進行的觀察，SVOV 了 C 構式的補語語義一律與動詞發生最

直接的、最實在的語義連繫，故其補語語義皆指向動詞。舉例如下： 

 

(110) a有一次，你冒著大風雪，開車開了三個小時去市區。              (指向動詞) 

b最怕遇到吃飯吃了兩三口，就說「我飽了」的女生。              (指向動詞) 

c他考試考了很多次才通過。                                    (指向動詞) 

d學生不想上課乾脆蹺課，有人上課上了一半走出教室。            (指向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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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知識庫) 

 

例(110a)中，「三個小時」最直接用來說明駕駛動作所持續的時間長，動作行為的

發生與進行，本來就會佔據一定的時間，時間屬於動作本身所要求的屬性之一，

故其語義指向動詞；例(110b)與例(110c)中，「兩三口」、「很多次」是用來補充說

明「吃」、「考」等動作行為所造成之某個單位的量，故補語語義自然與動詞發生

連繫；例(110d)中，「一半」用來說明實現聽課這項動作行為達到什麼狀態或程度，

既然是用來說明動作行為，其語義自然指向動詞。我們可以發現，不管是時間、

數量還是程度，這些語義範疇其實都與動詞所代表的動作行為有關：可持續的動

作有其時間長及數量、可反覆的動作有其頻率、而動作本來就有其力道與強度及

實現後的程度與狀態。因此，當這些類型的補語出現在「SVOV 了 C」構式中，

其語義指向很自然的就會指向動詞。 

 

4.2.2.5 重動構式補語語義指向整理歸納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得知漢語重動構式的補語語義指向共有兩類，一類指向

動詞，另一類指向主詞。當補語語義指向動詞，補語用來補充說明事件因動作行

為的作用力所產生的某種變化，重動構式主要用來表示「動作者所執行的動作行

為造成某個事件產生某種變化」；而當補語語義指向主詞，補語部分則用來說明

主詞因本身在事件中所進行的動作行為導致自己產生某種狀態變化，重動構式用

來表示「因某事件的存在，使動作者本身在參與事件後產生了某種狀態變化」。

以下將各形式之重動構式補語類型的語義指向統整歸納為表四-3。 

 

 

 

 

 

 

 



漢語重動構式初探及其教學應用 

68 
 

表四- 3 重動構式補語語義指向整理歸納 

    構式類型 

補語 

語義指向 

SVOVC(了) SVOV 得 C SVOV 到 C SVOV 了 C 

指向動詞 

 

數量副詞 

時段副詞 

結果副詞 

結果副詞 數量副詞 

結果副詞 

處所副詞 

時點副詞 

數量副詞 

時段副詞 

結果副詞 

頻率副詞 

指向主詞 結果副詞 結果副詞 結果副詞 

數量副詞 

 

 

從表四-3 中，我們可以看出「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重動構式形式有四種：SVOVC 

(了)、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而「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重動

構式形式則僅有三種：SVOVC (了)、SVOV 得 C、SVOV 到 C。上述結果顯示，

當我們要表達「動作者本身在參與事件後產生了某種狀態變化」的意義時，我們

並不使用「SVOV 了 C」形式之重動構式，例如「＊我看書看了累」、「＊我吃飯吃

了膩」等都是不合語感的錯誤句子。SVOV 了 C 構式與 SVOVC (了)構式在句法

形式上很接近，尤其當 SVOVC(了)構式在補語為描述主詞所發生的變化時，其

句法形式必定為「SVOVC 了」。此時，SVOVC 了構式與 SVOV 了 C 構式有著相

同的句法成份，但是，這兩個具有相同句法成份的重動構式，除了在句法結構順

序上存在差異，在意義與功能上也是有差別的：SVOVC (了)構式可形成「我看

書看累了」、「我吃飯吃膩了」等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重動構式來對動作者本身的

程度或狀態變化情況加以說明，但 SVOV 了 C 構式的補語語義並不指向主詞，

無法表達與 SVOVC(了 )構式相同的意義與功能。補語的語義指向顯示出

SVOVC(了)構式與 SVOV 了 C 構式兩者之間在功能上的差異。 

    表四-3 亦顯示出不同補語類型的語義指向並不同。有的補語類型可用來說明

主詞的變化情形，有的補語類型可用來說明動詞的變化情形，而有的補語類型則

兩者皆可。表四-3 顯示，表程度與狀態的結果副詞與重動構式的相容性最高，可

對主詞或動詞的變化情形進行說明，既可用來說明動作事件因動作行為的作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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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產生某種狀態及結果，又可用來說明主詞本身在進行事件後所產生的某種狀

態。數量副詞的語義主要指向動詞，但其與「SVOV 到 C」重動構式搭配後，也

能用來補充說明主詞的變化情形，例句如：「爬山爬到七、八十歲」、「開車開到

八十五歲」等，但數量副詞這樣的補語語義指向僅只於與 SVOV 到 C 重動構式

作搭配。頻率副詞、時段副詞、時點副詞、處所副詞等補語類型其語義皆指向動

詞，用來說明動作事件因動作者執行某作用力後而產生某種情況變化。 

 

4.3 VO 結構與 VC 結構之間的關聯與語義限制 

    經由以上各節的討論，我們已經知道在漢語重動構式中，VO 結構代表一個

持續性的事件類型，VC 結構用來說明因事件中之作用力(V)發出後所產生的改變

(C)，此改變必須符合動作行為本身屬性或人類心理、生理的變化。更明確一點

來說，漢語重動構式是用來表達「VO 結構所代表的持續性事件類型中之動作行

為所造成的改變」。由此可見，VO 結構與 VC 結構之間存在著因果致使關係。 

    漢語重動構式以「VO」+「VC」兩者依照發生的時間順序排列而成，表達

原因與結果兩者之間的致使語義，兩項結構不可調動，先有原因事件的出現，才

直接導致了動作結果的產生。VO 結構是一個已知的背景(background)信息(Liu, 

2006)，具鋪排襯托作用，為交談中的話題(topic)，代表一致使原因，而 VC 結構

是 VO 結構代表之原因所致使的結果，兩者用來表達一個完整的事件：事件的始

因+事件的結果(姚水英，2006)。漢語重動構式，不僅要指出動作行為的變化結

果，更同時要指出動作行為所在的始因事件，以傳遞更明確更完整的訊息。據此，

我們不難根據自身生活經驗去推得一個由原因到結果的過程應該有個「致使」的

作用力，但是，在整個重動構式形式中只出現代表始因事件的 VO 結構與代表事

件結果的 VC 結構，其中似乎缺少表達致使語義的組成結構，原因無它，那是因

為此「致使」的意義不由 VC 結構或 VO 結構提供，而是由具有獨特形式與意義

的漢語重動構式提供。以下將舉例與說明： 

 

(111) 我要當兵當兩年。                                          (聯合知識庫) 



漢語重動構式初探及其教學應用 

70 
 

 

此例為 SVOVC(了)重動構式。「當兵」代表一個始因事件，「當兩年」代表執行

事件中之動作行為所造成的結果，必須先有「當兵」這個始因事件存在，經過主

語執行動作行為，才使「當兵」這件事在時間軸上佔據「兩年」的長度，這段時

間長是動作行為所致使、產生的結果。採用重動構式，便將這事件原因與結果的

致使關係依照「時間順序原則31」(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 (戴浩一，1985)

表現出來。 

 

(112) 我們上課上得精疲力竭。                                    (聯合知識庫) 

 

此例為 SVOV 得 C 重動構式。「上課」是前提、原因事件，「精疲力竭」是原因

事件中的作用力持續進行後所產生的結果。因為有「上課」這個前提存在，才會

有「精疲力竭」的結果產生，VO 結構是一個表前提、原因的語義成份，「V 得 C」

結構表示程度或效果(聶志平，1995 )，VO 結構與 V 得 C 結構兩者表達原因與結

果的關係，由重動構式提供致使語義將兩者結合起來。 

     

(113) 他打電話來說下午打牌打到七點。                            (聯合知識庫) 

 

此例為 SVOV 到 C 重動構式。「打牌」是始因事件，「七點」是動作行為停止的

終點，表達的是作用力發動者使持續進行的「打牌」事件在「七點」這個時間點

結束，VO 結構是造成「V 到 C」結構所代表之結果的原因，兩者之間的致使關

係由重動構式表達。 

 

(114) 最怕遇到吃飯吃了兩三口就說「我飽了」的女生。              (聯合知識庫) 

                                                        
31兩個句法單位的相對次序，取決於它們所表示的概念領域裡的狀態的時間順序。 



第四章 重動構式組成結構分析 

71 
 

 

此例為 SVOV 了 C 重動構式。「吃飯」是一個前提、背景，沒有這個事件的存在

就不會有「兩三口」的結果產生。VO 結構代表一個原因背景事件，「V 了 C」結

構用來表達作用力發動者在此事件中執行某作用力而產生某單位的量，兩者亦具

因果致使關係，由重動構式提供了致使語義。 

    而 VO 結構與 VC 結構兩者之間除了具有因果致使關係外，VO 結構與 VC

結構間的語義還必須相容。漢語重動構式中，VO 結構所代表的事件類型(event 

type)與 VC 結構的內容不可相互矛盾，補語需與 VO 結構所代表之事件類型中的

動作行為之屬性相符，用以說明動作行為所造成之某單位的數量、某段的時間

長，抑或是某種狀態或程度的變化等結果。以「開獎」為例，跟此 VO 結構有關

的動作屬性是數量，因此只能與數量副詞或頻率副詞相容，如「開獎開二十個號

碼」、「開獎開了兩次」，不能接表時間屬性的時段副詞、時點副詞或表強度屬性

的結果副詞當補語，更不能接與動作屬性毫無關聯的處所副詞，否則會形成因語

義矛盾而錯誤的句子，如：「開獎開二十年」、「開獎開得很猛」或「開獎開到台

北」等。再以 Tai (1999)文中認定為不可使用重動構式的句子「他跳河跳了三個

鐘頭」為例，Tai (1999)認為「跳河」為「自殺」義，是一瞬間變化的事件類型，

縱使與「他跳水跳了三個鐘頭」 (Tai, 1999)具有相同的表面結構 (surface 

structure)，亦不可使用重動構式。但筆者認為，「他跳河跳了三個鐘頭」並非不

可使用重動構式，此句不合法僅是因為 VO 結構與 VC 結構兩者之間的語義不相

容，若修正為「他跳河跳了三次」則可令人接受。 

    從以上的討論，關於 VO 結構與 VC 結構間的語義關聯與限制，我們可以得

到以下三項結論： 

1. VO 結構與 VC 結構兩者，語義具有直接的因果關係：VO 結構代表始因事件、

VC 結構為結果事件，先有始因事件的出現，因而直接導致了結果事件的產生。 

2. VO 結構與 VC 結構間的語義必須相容。即補語必須針對作用力所在之事件的

性質進行說明與補充。 

3. VO 結構所代表之始因事件與 VC 結構所代表之事件結果間的因果關聯，是透

過重動構式所提供的「致使」語義進行聯結，並藉由重動構式獨特的形式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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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小結 

    本章探討漢語重動構式中 VO 結構及 VC 結構的特點，並提出 VO 結構與

VC 結構之間的語義限制與關聯。在漢語重動構式中，VO 結構具有兩項特點： 

1. 為構式的一個語義成份：不是單純的字面意義相加，也不是詞彙化了的詞，

意義已為一個整體，不可分開解讀，可視為一個起話題(topic)作用的名詞短語。 

2. 代表一可持續進行的事件類型。 

    而對 VC 結構的探討包含 VC(了)、V 得 C、V 到 C、V 了 C 等四種結構形式

的探討，研究內容包含其補語類型與補語語義指向。漢語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共

有六種，分別為數量副詞、時段副詞、時點副詞、頻率副詞、結果副詞與處所副

詞，前文所述之四種不同 VC 結構形式各有不同的補語搭配類型：「VC」搭配數

量副詞、時段副詞與結果副詞等三種補語類型；「V 得 C」僅能搭配結果副詞；「V

到 C」可搭配數量副詞、時點副詞、結果副詞與處所副詞等四種補語類型；「V

了 C」可與數量副詞、時段副詞、頻率副詞與結果副詞等四種補語類型相容。而

重動構式的補語語義指向有兩種，一種指向動詞，另一種指向主詞。當補語語義

指向動詞，重動構式主要用來表示「作用力發動者所執行的動作行為造成某個事

件產生某種結果」；而當補語語義指向主詞，重動構式則用來表達「因某事件的

存在，而使作用力發動者本身在參與事件後產生了某種狀態變化」。 

    最後，分別討論完 VO 結構與 VC 結構各自的特點後，我們緊接著探討 VO

結構與 VC 結構之間的關聯與語義限制，得到三項結論： 

1. VO 結構與 VC 結構兩者語義具有因果關係：VO 結構代表始因事件、VC 結構 

為結果事件，始因事件的出現直接導致了結果事件的產生。 

2. VO 結構與 VC 結構間的語義必須相容。 

3.漢語重動構式以其獨特的形式與中心意義「致使」，使 VO 結構與 VC 結構間的

因果致使關係得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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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漢語重動構式 

    語言中，某些特定的形式(form)帶有特定的意義(meaning)，我們稱之為「構

式」(construction)，本章即深入探討漢語重動構式的形式與意義。首先，根據熊

仲儒(2004)研究漢語致使句式時所提出之「重動句也是一種致使句式」(熊仲儒，

2004：32)的論證內容，我們認為漢語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central sense)為「致

使」，接著以 Goldberg (1995)所提出之構式語法中的英語動結構之分析方式作為

研究漢語重動構式的理論基礎，依序分析重動構式四項語義組成成份(致事、役

事、致使力、致使結果)與句法成分間的對應關係，並提出各項語義成份使用之

限制。另外，更藉由語料庫中重動構式例句使用頻率之統計結果，將漢語重動構

式分為原型與擴展構式，並探討其語義層級。最後，更從形式與意義兩方面來探

討重動構式使用上的條件與限制。 

 

5.1 漢語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 

「構式」為形式與意義的配對，漢語重動構式的句法形式可以表示為

SV1OV2C，V1=V2，其所對應的中心意義(central sense)為「致使(cause)」。「致使」

為語言表達中的「概念基元32
(conceptual primitive)」(Jackendoff, 1990)，是人類生

活經驗中一個普遍、基本的概念。在漢語中，有許多句式都可以用來表達「致使」

的概念，如使字句、把字句、雙賓句(熊仲儒，2004：33)等。漢語重動構式的「致

使」意與其它句式並無不同，但是，重動構式能以其特殊的句法形式，將 V1O

結構所代表的致使原因事件(即動作行為所形成的事件)突顯出來，用以表達「某

動作行為所形成之動作事件造成某種變化」的致使語義內容。 

從第四章對 V1O 以及 V2C 結構的探討，我們已經知道：V1O 結構是用來表

示某個持續性的事件，而 V2是代表某種動作行為，C 則是代表動作行為的結果。

如果一個事件因其存在，而造成後續狀態變化的產生、某種結果的出現，此事件

與其所造成的結果間就具有因果關係，整個狀態的發展或變化過程就是一種「致

                                                        
32 人類天生具有的、最基本的語義概念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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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的過程。在重動構式中，V1O 結構與 V2C 結構之間即具有因果關係，說話

者使用重動構式時，不僅能對受話者傳達結果：「動作行為造成某種變化結果產

生(即 V2C)」，還能對受話者說明原因：「動作行為所形成的動作事件(即 V1O)」。

上述兩個結構在重動構式中遵循「時間順序原則」(戴浩一，1985)以「V1O」+

「V2C」順序排列，表達「動作者的動作行為形成一個動作事件，且此事件中的

動作行為導致某種變化結果產生」的「致使」意義。 

    漢語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會影響此構式中需包含哪些語義成份，而這些語義

成份可以用來豐富此構式的語義內容。Goldberg (1995)所提出的構式語法強調「整

體大於部分之和」，構式的整體意義與其組成成份的意義有互動的關係，而整體

意義則制約著組成成分的出現與否。沈家煊(2006：31)明確指出：「與其說句式的

整體意義取決於組成部分的意義，不如說組成部分的意義取決於句式的整體意

義。」漢語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決定了此構式中應包含四項語義成份：致使力的

發動者、致使力、致使始因事件與致使結果。值得指出的是，重動構式中各個組

成成份原本都不帶有致使義，就連動詞也不是典型的致使動詞，如「令」或「使」，

但是由於重動構式提供了「致使」這個中心意義，使得任何進入構式的成份都會

受到構式中心意義的影響(周紅，2006)，產生了致使的語義。在重動構式中，S

為一能發出作用力的有生名詞，即致使力的發動者；V1O 結構代表致使的始因事

件；V2是此事件中的作用力，即致使力；C 是指致使力對受影響對象所造成的狀

態改變，即致使結果。例如在「他跳舞跳到腳趾破皮流血」中，「他」就是致使

力的發動者，「跳舞」是致使的始因活動，第二個動作動詞「跳」即是致使力，

承載並突顯了重動構式的「致使」義，而「腳趾破皮流血」則是致使力所造成的

致使結果，全句表達出「他因為跳舞，使得腳趾破皮流血」的因果致使意義。 

    漢語重動構式共有四種表層形式：SVOVC(了)、SVOV 得 C、SVOV 到 C、

SVOV 了 C，各形式之重動構式所表達的「致使」中心意義不變，但由於形式類

型的增多，隨之反映的語義內容則更加詳盡，達到不同的傳意目的(李家樹，

1994)。首先，SVOVC(了)重動構式透過構式中各個語義成份具體說明致使力的

發動者、致使的原因、致使力與致使結果，經由構式中心意義與成分意義的互動，

我們得到此構式的語義為：「主詞(S)的動作行為(V)形成某事件(VO)，導致某種

結果(C)產生」。而其他三種形式之重動構式：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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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C，因為有不同虛詞成份：「得」、「到」、「了」，所以能夠強調動作行為不同面

向的特質，反映出更多的語義細節。SVOV 得 C 構式因有助詞「得」字的存在，

除了能說明動作結果之外，還強調了動作行為本身，特別突顯動作行為本身造成

勢態變化、引起結果產生的影響力，故此構式所傳達的語義應為：「主詞的動作

行為形成某事件，此事件中的動作行為影響、引發某種結果產生」。再者，SVOV

到 C 構式因「到」字的存在，特別強調動作行為發展變化過程的漸進性、累進性，

故此構式的語義為：「主詞的動作行為形成某事件，此動作行為逐漸產生某種結

果」。最後，SVOV 了 C 構式因助詞「了」的存在，特別強調動作的實現，因此，

SVOV 了 C 構式的語義為：「在主詞的動作行為所形成之事件中，某種變化結果

因為此動作行為的實現而產生」。     

 

5.2 漢語重動構式的理論依據 

Goldberg (1995)所提出的構式語法中，指出英語有個動結構式(The English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的存在，代表「致使」的意義，描寫了動態場景中的因

果致使關係33
(趙琪，2009)，表達「X 藉由 W 致使 Y 產生/變成 Z」的語義。X 是

指致使事件中作用力的發動者(instigator)，簡稱致事(causer)，在重動構式中為施

事論元；W 為致使力(force)，是致使事件中的作用力，詳細說明致使的方式；Y

是致使事件中受到影響而經歷狀態變化的角色，是一役事(causee)，在構式中為受

事論元；Z 是一個結果-目標論元，用來對受事論元進行描寫，表示由動詞代表之

動作行為所造成的狀態變化、致使結果(result)。 

由於漢語重動構式也是用來表達意義上的因果致使關係，其中心意義與英語

動結構式同樣為「致使」，筆者將以 Goldberg (1995)對英語動結構式的表述為基

礎，來探討漢語重動構式形式與意義的特性以及上述兩者間的對應關係。下文以

圖五-1 來說明英語動結構式的分析方式及內容。 

 

 

                                                        
33趙琪(2009)指出，在這個場景中，一個實體在動作的影響下發生了狀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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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ultative-Construction 

 

 

 

 

 

 

 

圖五- 1 英語動結構式 

       (資料來源：Goldberg, Adele E. 1995：189 ) 

 

    Goldberg (1995)認為在語法中存在著一個動結構式，其中心意義為「致使

(cause)」，此構式有三個論元角色(argument roles)：施事(agt)、受事(pat)、結果-

目標(result-goal)，如圖五-1 所示。進入構式的動詞，其意義不需與構式保持一致，

動詞的內在語義(intrinsic semantic)能維持不變，但動詞的參與者角色(participant 

role)與構式的論元角色必須相互融合(fuse)，此動詞才能出現在構式中。所謂的

「融合」是指「動詞的參與者角色與構式的論元角色同時受到的語義限制34」，即

兩個角色必須在語義上一致才能融合。構式規定哪些論元角色必須與動詞的參與

者角色融合，論元角色與參與者角色之間的實線表示這些角色必須融合，而不必

與動詞參與者角色融合的構式論元角色用虛線表示。以下舉 Goldberg (1995：189)

文中的 wipe、talk為例，並以圖五-2、圖五-3 說明動詞參與者角色如何與動結構

式的論元角色融合： 

 

(115)  a. wipe<wiper wiped> 

        He wipe the table clean. 

b. talk <talker>     

                                                        
34 原文：Fusion is meant here to capture the simultaneous semantic constraint on the participant 

roles associated with the verb and the argument roles of the construction. (Goldberg, 1995：50) 

Sem         CAUSE-BECOME   〈agt     pat    result-goal〉 

                   R            

 

R:instance,        PRED        〈                     〉 

means              

 

Syn               V           SUBJ    OBJ     OBLA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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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talked himself blue in the face.                   (Goldberg, 1995：189) 

 

        Composite Structure： Resultative + wipe 

 

 

 

 

 

 

圖五- 2 動詞 wipe 參與者角色與構式論元角色的融合 

註：被側重的角色以字體加粗表示 

         (資料來源：Goldberg, Adele E. 1995：190 ) 

 

        Composite Structure： Resultative + talk 

 

 

 

 

 

 

圖五- 3 動詞 talk參與者角色與構式論元角色的融合 

註：被側重的角色以字體加粗表示 

         (資料來源：Goldberg, Adele E. 1995：190 ) 

 

在例(115a)中，動詞 wipe 是一個及物動詞，具有兩個參與者角色：wiper 與 wiped，

在圖五-2 中，wiper 與動結構式中的施事(agt)論元融合，在句法中實現(realized)

Sem         CAUSE-BECOME 〈  agt     pat    result-goal 〉 

                    means            

 

R：means         WIPE     〈 wiper   wiped            〉 

              

 

Syn                V          SUBJ     OBJ     ADJ/PP 

Sem         CAUSE-BECOME   〈agt     pat    result-goal〉 

                    means            

 

R：means         TALK       〈talker                   〉 

              

 

Syn                V          SUBJ     OBJ     ADJ/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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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詞(SUBJ)，如例句中的「He」；wiped 與受事(pat)論元融合，在句法中實現為

賓語(OBJ)，如例句中的「the table」；動結構式提供結果-目標(result-goal)論元，

此論元實現為句法上的形容詞短語(adjective phrase)，如例句中的「clean」。而在

例(115b)中，動詞 talk 是一個不及物動詞，只有一個參與者角色：talker，在圖五

-3 中，talker 與動結構式中的施事論元融合，並在句法中實現為主詞，如例句中

的「He」；動結構式提供受事論元以及結果-目標論元，受事論元實現為句法上的

賓語，如例句中的「himself」，而結果-目標論元實現為句法上的形容詞短語(adjec- 

tive phrase)，如例句中的「blue in the face」。必須注意的是，在例(115b)中，「himself」

是所謂的「假賓語」(fake object)，假賓語和主要動詞之間並不存在著語義關係，

兩者間並不是常態的論元關係(normal argument relation)，另引例說明如下： 

 

(116) a.  Paullo, who had roared himself horse, was very willing to be silent. 

     b. 
＊

 He roared himself.                          (Goldberg, 1995：181) 

 

例(116a)、例(116b)動詞之後劃底線的名詞短語(NP)即是所謂的「假賓語」，此名

詞短語並不是動詞的參與者角色之一，但其為動結構式的受事論元角色，能藉由

構式所提供的受事論元在句法上實現。在英語動結構式中，經歷狀態變化的論元

即稱之為「受事論元」，並且，「結果短語僅適用於潛在地歷經狀態變化的論元，

且其狀態變化是動詞所代表的動作造成的結果35」，即結果-目標論元僅對受事論

元的變化進行描寫與說明。 

    最後，針對英語動結構式，Goldberg (1995：193)提出了四點有關於語義成份

的內容限制，限制如下： 

 

A. 動結構式必須含有一個發動者(instigator)，但此論元不一定要為有生(animate)

論元，因為動結構式並不需要自願性(volitionality)。 

                                                        
35 原文:Resultatives can only be applied to arguments which potentially undergo a change of 

state as a result of the action denoted by the verb. (Goldberg, 1995：188) 



第五章 漢語重動構式 

79 
 

B. 構式中的致使動作必須「直接(direct)」造成狀態變化，動作結束的時間點與

狀態變化之間不能存在任何間隔的時間段。 

C. 結果短語必須表示一個階段的終點(the endpoint of a scale )。 

D. 結果短語不能是現在分詞或過去分詞派生的形容詞(deverbal adjectives)。 

 

    上述為 Goldberg (1995)對英語動結構式的分析。雖然在句法形式上，漢語重

動構式與英語動結構式不同，但是，在語義上，漢語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與英語

動結構式同為「致使」，兩者也有著相同的語義成份：致事、致使力、役事以及

致使結果，且英語動結構式在語義成份上的各項限制亦可應用於漢語重動構式的

語義成份；另外，Goldberg (1995)對「假賓語」句法成份的性質及其如何在句法

形式上實現的解釋亦可用來解釋漢語重動構式中之VO結構如何實現於重動構式

句法形式的議題。因此，筆者擬以 Goldberg (1995)分析英語動結構式的方法及概

念為理論基礎，來進行漢語重動構式之語義、語法等各項特點的探討。 

 

5.3 重動構式形式與意義成分間的對應關係 

    「構式」為形式與意義的配對(form-meaning correspondences)，漢語重動構

式的句法形式可表示為 SV1OV2C，V1=V2，其所對應的中心意義為「致使」，此

中心意義包含了四項語義成份：致事、致使力、役事、致使結果，重動構式的句

法形式與意義內容之間具有對應關係。在重動構式中，構式賦予動詞具有致使

【+cause】的語義特徵，因此，句法層面的 V2 可直接對應語義層面的致使力，

而句法層面的 C 可以對應到語義層面的致使結果。但是，致事與役事這兩項語義

內容應該對應句法層面的哪個成分則需深入探討，不同的補語語義指向(cf. 4.2. 

2)，將影響致事與役事在句法層面成份的對應。本節將分別探討「補語語義指向

動詞」與「補語語義指向主詞」之重動構式其語義成份與句法成份間的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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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重動構式 

    重動構式以其形式表達致使事件中原因與結果間之發生時刻的順序性與關

聯性，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重動構式，在語義上可以理解為「S 的動作行為致使

VO 結構的進行產生 C 的變化」，句法形式上的 SVO 表達原因，為始因事件，而

VC 表達結果，為結果事件。此類重動構式主要表達 VO 結構所代表之事件(event)

所產生的變化。舉例如下： 

 

形式(form) 意義(meaning) 

(117) a. 我吃飯吃一個小時。 我使吃飯這個事件進行了一個小時。 

     b. 我吃飯吃得很快。 我使吃飯這個事件進行得很快速。 

     c. 我吃飯吃到一半。 我使吃飯這個事件的運作只進行了一半。 

     d. 我吃飯吃了兩三口。 我使吃飯這個事件的運作只達到兩三口的量。 

 

在例(117a)-例(117d)中，「我」(S)是動作行為的發動者，導致了始因事件與結果事

件的產生，是語義上的「致事」；「吃飯」(VO)這個事件為受到致事影響因而發生

狀態改變的一方，為語義上的「役事」；「吃」(V)是致事所發出的動作行為，稱

之為「致使力」，用來說明致使的方式；各補語是指動作行為所造成的變化，用

來描述、說明動作行為的結果，即「致使結果」：例(117a)是指事件在時間上的變

化、例(117b)與例(117c)是指事件在狀態上的變化、例(117d)是指事件在數量上的

變化。接下來以圖五-4 與圖五-5 說明「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漢語重動構式之語

義成份語句法成份間的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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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五- 4 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漢語重動構式 

 

    

             (117) a.    吃         我     吃飯   一個小時 

          圖五- 5 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漢語重動構式＋「吃」 

 

圖五-4 顯示「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重動構式其語義成份與句法成份間的對應關

係，圖五-5 以例(117a)說明此對應關係。如前文所述，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漢語

重動構式用來表達「S 的動作行為致使 VO 結構的進行產生 C 的變化」，其中，S

為動作者，是語義上的致事，為重動構式的施事論元，此動詞的參與者角色與構

式的施事論元融合，實現為句法上的主詞，如例(117a)中的「我」；VO 結構中的

V 已經「去動詞化」，整個結構為一名詞組(NP)，代表一持續性事件，是句子中

的「主題（topic）36」，為一個從屬結構(subordinate structure)(屈承熹，2006：124)，

                                                        
36 又可稱做「話題」。Li & Thompson(1981：79)指出，漢語是「主題顯著(topic-prominet) 」

的語言，「主題」有兩個特徵：是受話者已經知道的背景訊息、是「句子討論的對象」。重動構

式正好體現漢語「主題顯著」的語言特色，舉例來說，「他讀書讀累了」中，VO結構「讀書」

是已知的背景訊息，且「讀書」這個事件亦是句子討論的對象，即「讀書」後的「讀累了」正

是用來陳述說明「讀書」這個事件所造成的結果。而能進入重動構式的 VO結構，皆代表一項

事件，為交談的主題，縱使如「他丟臉丟到國外」一句中的「丟臉」，也會經由強制(coercion)

Sem         CAUSE-BECOME   〈agt     pat    result-goal〉 

                    R            

 

R: means          吃        〈 吃者                     〉 

              

 

Syn               V           SUBJ    OBJ     OBLAP/PP 

 

 

 

Sem         CAUSE-BECOME   〈agt     pat    result-goal〉 

                    R            

 

R: means         PRED       〈                        〉 

              

 

Syn            V(-Linker)       SUBJ    OBJ     OBLA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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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名詞組與動詞所代表的動作行為間並不是常態的施事、受事關係，並不是動詞

的參與者角色之一，但此名詞組是構式中的論元，代表一個受到影響而發生變化

的事件，為語義上的役事，藉由重動構式所提供的受事論元，實現為句法上的賓

語，如例(117a)中的「吃飯」；V 為動作行為，是語義上的致使力，表示致使的方

式(means)，如例(117a)中的「吃」，而其直接賓語(direct object)被隱含(implicit)在

VO 結構中，此動詞的參與者角色不與構式的論元角色融合，重動構式自行提供

受事論元，使得 VO 結構所代表的持續性事件實現為句法上的賓語；C 為動作行

為所造成的變化，即語義上的致使結果，藉由重動構式所提供的結果-目標論元

實現為句法上的補語，如例(117a)中的「一個小時」。而對漢語重動構式完整的語

義描述離不開構式中施事、受事、結果-目標等論元角色的意涵，補語語義指向

動詞的重動構式其意義的完整描述即為：「施事論元藉由某種致使方式，使受事

論元發生狀態改變或產生某種結果」，以例(117a)來說，此重動構式完整的語義描

述為：「我」藉由持續的動作行為「吃」，使「吃飯」這個事件進行了「一個小時」。 

    而除了 SVOVC(了)構式之外，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漢語重動構式還有其他

三種形式：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如例(117b)、(117c)與(117d)

所示。這三種重動構式的構式論元角色、動詞參與者角色間的對應關係都與

SVOVC(了)重動構式一致，唯一的差別僅在於這三種重動構式的第二個動詞後面

緊緊黏附著一個虛詞：「得」、「到」、「了」。由於虛詞在組合能力上總是附著的，

它附著在動詞後面，不能與動詞分離，在句子結構上沒有獨立性，不能單獨充當

句法成份，只能與附著的動詞一起充當句法成份，故在圖五-4 中，以 V 後的

「Linker」表示虛詞的位置。 

             

5.3.2 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重動構式 

    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重動構式共有 SVOVC(了)、SVOV 得 C、SVOV 到 C

三種形式，在一個句子中同時表現出作用力發動者在「做什麼」以及「怎麼了」，

從意義上可以理解為：「VO 結構中的動作行為致使 S在進行後產生 C 變化」，句

                                                                                                                                                                            
的過程將其解讀為「一個丟臉的事件」。所謂的「強制過程」是指「當構式需要一個特定解讀，

而某詞項又不能獨立表示該解讀時，強制過程就會發生。」(Goldberg, 199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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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形式上的 SVO 代表始因事件，表達作用力發動者在「做什麼」；而 VC 代表結

果事件，用來表達作用力發動者「怎麼了」。SVO 與 VC 兩者之間具有因果致使

關係，此類重動構式主要用來表達「在某個事件中，動作者所發出的作用力導致

動作者本身產生狀態的改變」。舉例如下： 

 

形式(form) 意義(meaning) 

(118) a. 我們讀書讀累了。 讀書這事件中的動作行為導致我們累了。 

     b. 我們讀書讀得太苦了。 讀書這事件中的動作行為導致我們覺得苦。 

     c. 我們讀書讀到眼壓高。 讀書這事件中的動作行為導致我們眼壓高。 

 

從例(118a)-例(118c)，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漢語重動構式藉由形式表達語義中的

因果致使關係：「我們」因為操作「讀書」這項事件中的動作行為「讀」，而產生

「累」、「太苦了」、「眼壓高」等生理、心理狀態的變化，即「我們」在進行「讀

書」這項事件中所操作的作用力導致「我們」自己本身受到影響，因而產生狀態

變化。例(118a)重動構式可改寫為「讀書使我們累了」，例(118b)重動構式可改寫

為「讀書使我們太苦了」，例(118c)重動構式可改寫為「讀書使我們眼壓高」。 

    當我們如上述例句分析補語語義指向主詞之重動構式的語義內容時，會發現

S同時是施事也是受事。在 SVO 部份，S 是作用力的發動者，應該為施事論元；

但同時，VC 部分卻指出 S 是受到影響、經歷變化的成份，在重動構式規定一個

受到動作行為影響而經歷變化的論元就是受事論元的原則下，我們推論 S應為一

個受事論元。在這裡，出現了施事、受事同指的現象：在一個敘述中，作用力發

動者同時也是受作用力影響而產生狀態變化的一方。構式與反映人類經驗之基本

情景的語義結構直接相連，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重動構式是用來表達作用力發動

者在進行某事件後，其作用力導致自己本身產生某種狀態變化，這種在語義上出

現施事、受事同指的現象，是源自於人們希望對施事論元或發動者論元的狀態變

化進行表達的認知需要。接下來，我們將討論如何將施事、受事同指的語義反映

到句法層面上，以形成一合法的句子。 

    在補語語義指向主語的重動構式中，S 在語義上是受到影響而產生變化的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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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為構式的受事論元。此類重動構式中，S雖然的確為作用力發動者、是事件

中發出動作行為的角色，但是，S同時也是語義上受到作用力影響而發生狀態改

變、產生某種結果的役事，這些變化與結果是不可自控的(lacking control)、不具

自願性(volition)的(姚肖鶯，2005)，因此，在表達致使意義的漢語重動構式中，

它作為承受者的身分更加凸顯，更適合擔任構式中的受事論元。 

    而名詞組 VO 結構所代表的事件在語義上是造成 S發生變化的致事，筆者使

用轉喻37
(metonymy)的方式，將刑福義(1986)所謂的「潛在的邏輯主語所代表的

事件」視為施事，使其在構式中以施事論元出現。沈家煊(1999)指出，當在某個

語境中，為了某種目的需要指稱一個目標概念 B，若概念 A 與概念 B 建立在同

一個經驗基礎上的認知框架中，且概念 A 與概念 B 密切相關，則概念 A 可以轉

喻成概念 B。VO 結構代表一個由 S 所發出之動作行為而形成的事件(event)，VO

結構與動作者 S的關係密切，而 VO 結構所代表的事件是一個整體，S是整體中

的一部分，VO 結構中雖然沒有施事，但施事角色卻包含於其中，故筆者使用「以

整體代部分」的轉喻方式，將 VO 結構轉喻為施事。且雖然 VO 結構中沒有施事，

不是個有生論元，但它的確可以充當語義上的一個發動者、一個致事，這個觀點

在前人的研究中已經有了肯定性的探討結果。如施春宏(2010)指出，除了原因事

件的主體可自然的成為致事外，原因事件的所有其它參與者角色也都有可能凸顯

出來成為致事，並且，若致使結果的產生是由此結構所代表的原因事件造成，此

VO 結構所代表的事件更有理由在語義上成為致事(張豫峰，2006)。除此之外，

王燕飛(2004)在分析「動+賓」結構的語義關係基礎上指出，動賓複合詞可用來

表達一種活動或事件，複合詞詞根之間的語義關係是動作與受事/結果，在這結

構裡，施事沒有出現，但卻隱含其中38，因此動賓式複合詞可以轉指為施事39。

另外一方面，從構式的論元角色來說，Goldberg (1995：193)對英語動結構式提出

                                                        
37 Lakoff, G. (1987). 梁玉玲譯(1994)。女人、火與危險事物，109。「轉喻是認知的基本特徵之

一。人們常採用某一事物易理解或易領悟的方面，來表示該事物的整體或該事物的其他部份或

方面。」舉書中一例： 

一個女招待對另一個女招待說：「這火腿三明治剛才把啤酒濺了自己一身。」 

這裡的「這火腿三明治」表示正在吃三明治的人。 
38動賓複合詞轉指的對象，是動賓複合詞裡的動詞詞素所蘊含的對象，是話語裡的某個實體，

因此可把該名詞同語境中某個具體的人或事物等同，此名詞性的動賓複合詞是非典型的施事。 
39施事與動賓結構所表示的事件緊密相關，二者具有臨近性，又因為事件是一個整體，施事是

這個整體的一部分，一般而言，整體在認知上比部分顯著，所以動賓結構可以轉指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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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義成份內容限制中有一項指出，動結構式必須含有一個施事論元，但此論元

不一定要為有生論元，因為動結構式並不需要自願性。在漢語補語語義指向主詞

的重動構式中，當 S已為構式的受事論元時，構式中必須存在的施事論元就由可

轉喻為施事角色的 VO 結構承擔。 

在確立「補語語義指向主詞之漢語重動構式」的施事論元以及受事論元後，

我們接下來以圖五-6 與圖五-7 說明此類漢語重動構式之語義成份與句法成份間

的對應關係： 

 

        

             圖五- 6 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漢語重動構式 

 

    

                 例(118) a    讀          讀書     我們     累了 

               圖五- 7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漢語重動構式＋「讀」 

 

圖五-6 顯示「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重動構式其語義成份與句法成份間的對應關

係，圖五-7 以例(118a)說明此對應關係。如前文所述，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漢語

重動構式用來表達「VO 結構藉由 V 致使 S 產生 C」的意義，其中，VO 結構為

Sem         CAUSE-BECOME   〈agt     pat    result-goal〉 

                    R            

 

R: means            讀       〈         讀者            〉 

              

 

Syn               V           OBJ     SUBJ     OBLAP/PP 

Sem         CAUSE-BECOME   〈agt     pat    result-goal〉 

                    R            

 

R: means          PRED        〈                        〉 

              

 

Syn           V(-Linker)        OBJ     SUBJ     OBLA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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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詞組(NP)，代表一致使 S發生變化的原因事件，是語義上的致事，藉由重動

構式所提供的施事論元，實現為句法上的施事賓語40，而此名詞組與動詞所代表

的動作行為間並不是常態的施事、受事關係，並不是動詞的參與者角色之一，為

一個「假賓語」，它的存在提供了更多的語義信息，使受話者更加清楚導致役事

發生變化的原因，如例(118a)中的「讀書」；S為動作者，但其在語義上為受作用

力影響而經歷狀態變化的役事，此動詞的參與者角色與構式所提供的的受事論元

融合，實現為句法上的主詞，如例(118a)中的「我們」；V 為動作行為，是語義上

的致使力，表示致使的方式，如例(118a)中的「讀」，而其直接賓語被隱含在 VO

結構中，此動詞的參與者角色不與構式的論元角色融合，重動構式自行提供施事

論元，使 VO 結構實現為句法上的賓語；C 為動作行為所造成的變化，即語義上

的致使結果，藉由重動構式所提供的結果-目標論元實現為句法上的補語，如例

(118a)中的「累了」。對漢語重動構式完整的語義描述必須參照構式中施事、受事、

結果-目標等論元角色，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重動構式其構式意義的完整描述即

為：「施事論元藉由某種致使方式，使受事論元發生狀態改變或產生某種結果」，

以例(118a)來說，此重動構式完整的語義描述為：「讀書」這個事件中所持續的動

作行為「讀」，使「我們」產生「累了」的心理、生理變化。 

    而除了 SVOVC(了)構式外，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還有 SVOV 得 C 與 SVOV

到 C 兩種形式之重動構式，如例(118b)與(118c)所示。其語義成份與句法成份的對

應關係和 SVOVC(了)構式一致，唯一的差別在於第二個動詞後緊跟一標誌其語

法意義的虛詞。「得」、「到」這兩個無法獨立存在的虛詞附著在第二個動詞後面，

一起佔據一個句法單位，在圖五-6 中，以 V 後的「Linker」表示其位置。 

 

                                                        
40 劉月華(2006：248)指出，賓語有「受事賓語」及「施事賓語」之分，如「三十個人吃一

鍋飯」之「一鍋飯」為受事賓語，而「一鍋飯吃三十個人」之「三十個人」是施事賓語。且劉

(2006：248)亦指出，一般來說，賓語出現在動詞後，但賓語也可出現在動詞前，稱之為「前置

賓語」，例句如：「他誰都不認識。」在漢語重動構式中，VO結構所代表的事件為一主題，是

已知的背景訊息並是句子所討論的對象，藉由補語語義指向主詞之重動構式提供的施事論元實

現為句法上的施事賓語，並且，其詞序由語義因素支配(Li & Thompson, 1981：18)，前提至主

詞後動詞前，成為一個前置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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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漢語重動構式語義組成成份的限制 

    漢語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為「致使」，包含了四項語義成份：致事、役事、

致使力以及致使結果，表達「致事透過致使力作用於役事，而導致役事產生某種

致使結果」，本節將探討漢語重動構式中四個語義組成成份的內容限制。 

 

5.4.1 對致事(causer)的限制 

 「致事」是指動作行為的發出者或導致某種結果產生的原因事件。致事不一

定要為有生論元，因為「致使」意義不需要自願性，因此，漢語重動構式中，代

表動作行為發出者的 S與代表原因事件的 VO 結構都能承擔語義上的致事角色，

但其作用力必須要能直接致使狀態變化、形成某種結果，即動作行為的結果必因

致事的存在而產生。以下舉例說明： 

 

(119)a. 我吃飯吃一個小時。 

b. 我讀書讀累了。                                            (聯合知識庫) 

 

例(119a)是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重動構式，致事為動作發出者「我」，動作發出者

的作用力導致事件產生時間上的變化，以本例來說，即因為「我」持續發出作用

力「吃」，所以使得「吃飯」這事件在時間軸上占據了一個小時的時間長。例(119b)

是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重動構式，致事為代表原因事件的 VO 結構，作用力發出

者是因為此事件中動作行為的實現而使自己本身產生狀態變化，以本例來說，作

用力發出者「我」在進行「讀書」這個事件後，因為此事件中動作行為「讀」的

持續實現，導致「我」產生「累」的生理狀態變化。例(119a)的致事為有生論元，

例(119b)中的致事並非有生論元，但兩者在語義上都可充當致事，並造成某種狀

態變化與產生某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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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對役事(causee)的限制 

    「役事」是指承受動作行為的對象。役事本身缺乏自控性、不需具備意願性，

但必須是受到致事影響的論元，且經歷狀態變化而有某種結果產生。 

 

(120)  他因為跳舞跳不好，常被朋友譏笑。 

(121)  他和麥可長得像、跳舞跳得像，我就是知道他們關係非比尋常。 

(122)  Elva因為跳舞跳斷了左腳韌帶，被迫暫停所有通告。 

(123)  章子怡跳舞跳得暈頭轉向，站都站不穩。                     (聯合知識庫) 

 

例(120)與例(121)劃底線部份是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重動構式，役事為代表事件

的 VO 結構：「跳舞」，此事件受到作用力影響而經歷狀態變化、產生某種結果，

補語「不好」、「像」即是對跳舞這個事件所造成的結果進行說明、描述與評價。

例(122)與例(123)劃底線部份是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重動構式，役事為作用力發

動者 S，S 因為受到自己在事件中所發出的作用力影響，因而經歷心理或生理上

非自願性的狀態變化，補語「斷了左腳韌帶」、「暈頭轉向」都是役事因受作用力

影響而產生的結果。從例(120)到例(123)可以看出，重動構式中的役事大都缺乏

自控性，並且，不需要是自願獲得或承受動作行為發出後隨之而來的結果。 

 

5.4.3 對致使力(force)的限制 

    「致使力」是指導致役事產生某種結果的作用力，詳細指出致使事件是以何

種方式進行。此致使力必須為可經動作者之意志(volitional)所操作的持續性【＋

durative】動作行為。其中，持續的概念包含不間斷連續【+ continuous】進行與

可間斷之反覆【+iterative】進行兩類。如以下例句(124a)-例(124d)中的「爬」、「唱」、

「跳」、「考」等動詞，都是代表可持續進行的動作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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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a. 爬山爬累了，我們可以吃吃這裡的野菜，然後去北投泡溫泉。 

b. 有時候唱歌唱得太大聲，吵得附近居民都睡不著。 

c. 舞會中，我與同學步入舞池，在音樂催化下，我跳舞跳到渾然忘我。 

d. 他考試考了很多次才過，書背得不太好。                     (聯合知識庫) 

 

5.4.4 對致使結果(result)的限制 

    「致使結果」是指在致事所發出之致使力的作用下，役事所發生的狀態變

化。致使結果必須表示一個階段的終點，造成一個界線(bounded)，此致使結果必

須和動詞所表示的動作行為結束之時間點同時發生(Goldberg, 1995)，即動作行為

結束的時間點不得與狀態發生變化的起始點有任何時間間隔，舉例說明如下： 

 

(125) a. 洗澡洗乾淨了。 

b. 看書看得有點累。 

c. 吃飯吃到拉肚子。 

d. 考試考了卅九次。                                       (聯合知識庫) 

 

例(125a)中的「乾淨」是動作在某個階段結束後，動作行為主體所發生之狀態變

化的結果，這個結果隨著洗澡動作的結束而出現；例(125b)中「有點累」的狀態

是隨著動作行為主體進行看書這項活動到某個階段之後所出現的結果；例(125c)

「拉肚子」是吃飯這個原因事件中，動作致使力持續到某個階段後所出現的狀態

變化；例(125d)「卅九次」是參加考試這活動的總次數，表示事件累積到一個階

段、一種程度後的結算。從例(125a)—例(125d)可以看出，動作行為結束後的時間

點馬上伴隨著狀態變化產生，動作行為結束的時間點與狀態變化的起始點之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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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許時間間隔產生。以下圖五-8 為致使結果之限制的示意圖： 

 

准許：                               不准許： 

   

  

 

   

    

        圖五- 8 致使結果隨動作結束馬上發生之示意圖 

(資料來源：Goldberg, Adele E. 1995：194.) 

 

5.5 漢語重動構式間的關聯網絡 

    構式之間會形成相互關聯的語義網絡(semantic network)(Goldberg, 1995)，在

原表達形式的基礎下，因應生活經驗的累積與變化，構式中還會增加其他組成成

份，擴展出更多樣的形式，以表達更豐富、詳盡的語義。本節將藉由語料庫中重

動構式語料之使用頻率的統計分析結果，探討漢語重動構式的原型形式與擴展形

式，以及這些重動構式之間的語義網絡與承繼層級(hierarchies of inheritance)。 

 

5.5.1 漢語重動構式的原型與擴展 

    漢語重動構式除了有最初的原型，還擴展出其他形式。重動構式的語義源自

於對致使概念認知的具體展現，表達人類對「致使」經驗的體驗，有了最初的重

動構式後，當人類在生活中遇到與重動構式概念相似的新經驗時，會使用熟悉的

固有形式進行表達，但是，當最初的表達形式不敷新交際情況使用時，人們會在

最初的表達形式上增加某項組成成份，使語義內容更加精確、更符合交際需求。

重動構式共有四種表層形式：SVOVC(了)構式、SVOV 得 C 構式、SVOV 到 C

構式、SVOV 了 C 構式，在實際語言運用中，原型、基本的構式較為常見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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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率高，而衍生、擴展的構式則使用頻率較低(朱軍，2010：16)。下文筆者將對

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及聯合知識庫中的重動構式例句進行統計與分析，以

使用頻率41為基礎，初步區分出漢語重動構式的原型與其擴展形式。表五-1 顯示

各形式之重動構式在語料庫中的例句數及其占全部重動構式例句總數的百分比： 

 

表五- 1 漢語重動構式在語料庫中的例句數目以及其占例句總數的比例 

      資料庫 

重動 

構式類型 

Sinica 

例句數 (所占比例) 

聯合知識庫 

例句數 (所占比例) 

Sinica+聯合知識庫 

例句數 (所占比例) 

SVOVC(了) 34   (50％) 527   (41％) 561  (43％) 

SVOV 得 C 21   (30％) 244   (19％) 264  (20％) 

SVOV 到 C 10   (15％) 430   (34％) 441  (33％) 

SVOV 了 C 3    (5％) 81    (6％) 84  (6％) 

例句總數 68 1282 1350 

 

表五-1 的統計結果顯示，SVOVC(了)形式之重動構式在兩個語料庫中的例句數皆

為最多，SVOV 了 C 形式之重動構式的例句數皆為最少。而 SVOV 得 C 構式的

例句數在中研院漢語平衡語料庫的例句數多於 SVOV 到 C 構式，但在聯合知識

庫中卻少於 SVOV 到 C 構式。上述 SVOV 得 C 與 SVOV 到 C 形式之重動構式在

兩個語料庫中所顯現之例句數量百分比的差異，應源自於語體類型42的不同：中

研院漢語平衡語料庫傾向呈現書面語資料，因此 SVOV 得 C 形式的重動構式例

句較多；而聯合知識庫則傾向呈現口語資料，因此 SVOV 到 C 形式的重動構式

例句較多。 

    從使用頻率上來看，漢語重動構式以 SVOVC(了)構式的使用頻率最高，以

「原型理論」(Rosch, 1973)的觀點來說，最大量出現且最常被使用者應該為原型。

並且，Bybee(2006)亦指出，在一個分類範疇中會有一個成員擁有較高的使用頻

                                                        
41 此處的使用頻率是指類型頻率(type frequency)，只要此句子是以重動構式的某種形式存

在，便是此類型之重動構式的一條例句。例如：「吃飯吃太慢」是 SVOVC類型之重動構式的一

條例句、「吃飯吃得很快」是 SVOV得 C類型之重動構式的一條例句。 
42 感謝口試委員蔡美智教授指出此統計數字上的差異應來自語料來源在語體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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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而此成員便可視為此範疇的原型43。但「使用頻率」並非本研究判斷重動構

式原型的唯一標準。以語言的經濟原則來說，由於 SVOVC(了)構式的「VC」結

構間不像其他三種形式之重動構式還加入一個虛詞成份，此構式應為最簡單且基

礎的形式。另外，再以語義複雜度來說，SVOVC(了)構式相較其他三種形式之重

動構式，因其無添加的虛詞成份，故其語義的複雜度最低，應為最基本的構式。

依據原型理論、語言經濟原則及語義複雜度推論，本文認定 SVOVC(了)構式應

為漢語重動構式的基本構式，即原型構式。其它三類重動構式：SVOV 得 C 構式、

SVOV 到 C 構式、SVOV 了 C 構式為原型構式的擴展，故稱之為擴展構式。馬

希文(1987：425)對「擴展」有專門的解釋：「在一個句子裡增加一些詞以得到一

個新的句子，而原有的詞之間的語義關係維持不變，新的句子就叫做原來的句子

的擴展。」重動構式之擴展構式所表示的中心意義與原型構式並無不同，只是在

原型構式的基礎加上不同的虛詞，藉以凸顯不同語義細節，因而可增添更加豐

富、詳盡的表達內容。 

     

5.5.2 重動構式的承繼層級 

    漢語各重動構式的構式中心意義相同，用以表達「致使」的概念，但在語義

細節上會產生些微差異。原型構式與各擴展構式之間以「多義(polysemy)連接」

的方式承繼聯接，形成語義層級，並且，擴展構式所有關於句法規定的信息都是

從原型構式中繼承而來。而所謂的「多義連接」(Ip)，是用來描述構式的某個特

定意義和以該意義為基礎的擴展意義之間的語義關係(Goldberg, 1995：75)。 

    根據 Goldberg (1995)所提出之構式語法中之「語法形式無同義原則」(Princi- 

ple of No Synomy of Grammatical Forms)的概念，我們認為不同形式之重動構式的

語義並不會完全相同。在漢語重動構式四種形式中，SVOVC(了)形式為原型構

式，表達「X 因 W 致使 Y 產生/變成 Z」的語義，X 為致事、W 為致使力、Y 為

役事、Z 代表致使結果。其他三種形式的重動構式：SVOV 得 C 構式、SVOV 到

C 構式、SVOV 了 C 構式為擴展構式。在 5.1 節我們探討過各形式之重動構式在

                                                        
43

 原文：It is a general property of catogorization that there will be one higher-frequency member of 

the category and that this member will be considered prototyp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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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上的差異，結果發現，各重動構式的語義差異相當細微。擴展構式所表達的

中心意義是從原型構式繼承而來，但是，擴展構式因添加了「得」、「到」、「了」

等不同虛詞，而能夠在語義上反映出動詞所代表之動作行為不同面向的特質：

SVOV 得 C 構式中的「得」字可用來強調動作行為本身及其影響力，此構式表達

「X 因 W 的影響，致使 Y 產生/變成 Z」的語義；SVOV 到 C 構式中的「到」字

可用來強調動作行為發展的累積過程，此構式表達「X 因 W 的持續累積，致使

Y 產生/變成 Z」的語義；SVOV 了 C 構式中的「了」字可強調動作行為的實現，

此構式表達「X 因 W 的實現，致使 Y 產生/變成 Z」的語義。四種漢語重動構式

因為形式上的不同，彼此之間因而產生細微的語義差異，擴展構式分別以多義連

接的方式繼承原型構式的語義，並藉由不同的虛詞成份反映出動作行為不同面向

的性質，突顯不同的語義細節。下圖五-9、圖五-10 為漢語各形式之重動構式彼

此之間的承繼層級： 

 

 

 

 

 

 

 

 

 

 

圖五- 9 補語語義指向動詞之重動構式的承繼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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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10 補語語義指向主詞之重動構式的承繼層級 

 

5.6 漢語重動構式使用的強制性與選擇性 

從本節以前的討論，我們可以得知漢語重動構式句法形式所對應的中心意義

為「致使」，其形成與人類對因果關係的認知有關，接下來，我們將藉由對語料

庫中漢語重動構式語料的歸納及分析，來探討漢語重動構式什麼時候可以用、什

麼時候不能用，及使用時的注意事項，即漢語重動構式使用上的強制性與選擇性。 

    漢語重動構式中的 V1O 結構代表一持續性的事件類型，而重動構式的中心

意義是表達「某事件中之動作行為導致某種變化產生」的「致使」概念，只要

V1O 結構必須出現在句法形式中，且要表達致使意義，就必須使用重動構式。而

若 V1O 結構不必出現，僅要表達「某動作行為造成某種變化」，則使用述補結構

即可，不需使用重動構式。重動構式與述補結構最大的差別，在於句法形式上有

無指出代表某事件的 V1O 結構，而此 V1O 結構將影響所表達之語義內容的多寡。

漢語重動構式既指出動作行為發出者所進行的事件，同時也說明了此事件中之動

作行為所造成的改變，將「某個事件」以及「某個事件中之作用力所造成的變化」

透過重動構式的句法形式表達兩者之間的因果致使關係；而使用述補結構時，其

表述重心是補語(房玉清，2006：142)，僅著重於描述某項動作行為所帶來的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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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而已，若只需要描述某種動作行為而不用提及動作行為所形成的動作事件所

帶來的改變時，就使用述補結構。舉例說明如下： 

 

(126)  a. 我們考試考差了，她不會劈頭痛罵，而是問我們哪裡不會。 

       b. 我們＊考試差了，她不會劈頭痛罵，而是問我們哪裡不會。 

       c. 我們考差了，她不會劈頭痛罵，而是問我們哪裡不會。      (聯合知識庫) 

 

(127)  a. 麥克尼爾老太太獨自開車開了六十英哩，就為了買五張票。 

b. 麥克尼爾老太太獨自＊開車六十英哩，就為了買五張票。 

c. 麥克尼爾老太太獨自開了六十英哩，就為了買五張票。       (聯合知識庫) 

 

(128)  a. 為了考證照，他讀書讀到半夜兩三點。 

b. 為了考證照，他＊讀書到半夜兩三點。 

      c. 為了考證照，他讀到半夜兩三點。                         (聯合知識庫) 

 

(129)  a. 從國中到高中，考試考了六年，早就考習慣了。 

b. 從國中到高中，＊考試六年，早就考習慣了。 

      c. 從國中到高中，考了六年，早就考習慣了。                 (聯合知識庫) 

 

例(126a)-( 126c)是補語為結果副詞的句子，例(127a)-(127c)是補語為數量副詞的

句子，例(128a)-(128c)的補語是時點副詞，例(129a)-(129c)的補語則是時段補語。

例(126) -(129)的 a 句都是使用重動構式的句子，讓語言訊息更加明確與充足，既

指出動作行為發出者所進行的事件，也說明了動作行為所造成的改變；例(1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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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的 b 句都是不合法的句子，其有 VO 結構存在，但並沒有重複動詞以形成重

動構式，成為不合語感、語義訊息不完整的句子；例(126)-(129)的 c 句都是只用

述補結構的句子，無 VO 結構存在的 c 句，其表達重心在補語，主要用來指出動

作行為所產生的結果，訊息的傳達遠不如使用重動構式的完整。 

另外，漢語重動構式的補語語義指向也決定著重動構式使用上的強制性與選

擇性。劉東升(2008)指出：「補語語義指向主詞時，動詞拷貝句式幾乎成了唯一選

擇，具有很大的強制性。」李純(2009)則認為只要補語在語義上指向 VO 結構中

之賓語以外的成份，重動構式的使用就有很大的強制性。筆者認為劉東升(2008)

的結論過於片面，因為不只補語語義指向主詞時重動構式才有使用上的強制性，

當補語語義指向動詞時，重動構式也有使用上的強制性。漢語重動構式的形成原

因與人們對因果關係的認知有關，因重動構式的廣泛使用及其類型的逐漸增多，

發話者不僅可以用重動構式表達作用力發動者本身在事件中因動作行為所導致

之狀態變化，也可以用重動構式來描述事件以及其作用力所造成的結果，因此，

李純(2009)認為補語語義只要指向 VO 結構之賓語以外的成份者皆有使用重動構

式之強制性的說法，在筆者所取得的語料上較能得到證實。 

    筆者由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以及聯合知識庫所取得的重動構式

語料分析發現，漢語重動構式的補語語義僅指向主詞與動詞兩者，補語部分並不

用來補充、說明 VO 結構中的賓語成份。舉例說明如下： 

 

(130) a.  他(S)     看書(VO)   看(V)   很快(C)               

      (S cause VO become C by V，補語語義指向動詞)       

b.  他(S)    看書(VO)   看(V)    累了(C)             

      (VO cause S become C by V，補語語義指向主詞)    (語料來源：聯合知識庫) 

 

例(130a)是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重動構式，補語是用來描述、說明動詞所代表之

動作行為的屬性，而非描述一個賓語所具有的性質，即補語「很快」是指動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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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動作速度屬性，而不是描述「書」的任何性質，因此，補語語義指向 V 而非

指向 O。例(130b)是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重動構式，補語用來描述有生名詞所產

生的心理或生理狀態，而非描述賓語的某種性質，即「累了」指的是「他」的生

理狀態變化，而「書」不是一個有生名詞，因此也不可能出現「累了」的特質，

故，補語語義指向 S 而非指向 O。 

    不僅語料庫中的例句指出漢語重動構式的補語語義不指向VO結構中的賓語

成份，在前人(施春宏，2010；李臨定，1984)的研究中也明確指出，漢語重動構

式的補語語義不指向 VO 結構中的賓語，即補語成分不是用來補充說明 VO 結構

中的賓語成分。施春宏(2010)指出，重動構式句法結構的基本語義結構關係是：「使

因事件44
 (causing event) 的客體論元跟使果事件(caused event)的任何論元都不同

指。」重動構式 SV1OV2C 可分析為使因事件 SV1O 與使果事件 SV2C 兩個子事件。

O 是使因事件的客體論元，與使果事件的任何論元都沒有關係，施(2010)所謂的

使果事件在重動構式中呈現為 V2C 部分，既然 O 與使果事件的任何論元皆毫無

關係，當然補語語義不可能指向 O。另外，李臨定(1984)曾經研究過「動詞的賓

語45」和「結構的賓語46」兩者間的差別，李(1984)指出：「僅和句中動詞有關係

的賓語必須使用重動句」，換句話說，當補語與賓語沒有關聯時，必須使用重動

構式。李臨定(1984)發現動詞的賓語「不管從結構式或從語義上來看，它們只和

動詞發生關係」，不和句中其他成分比如說補語有聯繫，因此要採用重複動詞的

重動構式，否則會在語義上產生混淆或產生不合法的句子，如李(1984)文中例句：

「那個女校長恨我恨得臉上的肉直跳」與「＊那個女校長恨我得臉上的肉直跳」；

而結構的賓語「不僅和前面的動詞發生關係，也和後面的補語有關係」，此時不

需要使用重動構式，宜採用「把」字句。舉例如下： 

 

                                                        
44施春宏(2010)認為，一個致使事件(causative event)是一個複合事件，由使因事件與使果

事件這兩個子事件組成，每個事件都有參與者。 
45 動詞的賓語：只是和動詞發生關係的，它只是屬於動詞的。例句如：「他練球練累了」、

「他寫稿子寫到夜裡兩點」(李臨定，1984)，賓語「球」、「稿子」只和動詞有關係，與其他成

分沒有關係。 
46 結構的賓語：不只是和動詞發生關係的，而是和一個結構(兩個實詞或短語組合)發生關

係的，它是屬於這個結構的。例句如：「他跑疼了腿」(李臨定，1984)，「腿」不只和動詞「跑」

有關係也和補語「疼」有關係，「腿」是屬於整個結構的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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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a.  你怎麼找兒子找到這裡來了? 

 b.  你們把桌子抬到屋裡去。                         (李臨定，1984) 

 

(131a)裡的賓語「兒子」，不管從結構上或語義上來看，都只和第一個動詞發生連

繫，與後面的補語無關，因此，其為動詞的賓語，必須採用重動構式；而(131b)

的賓語「桌子」，在結構以及語義上不僅和第一個動詞有關聯，也和後面的補語

有關係，因此，其為結構的賓語，適合採用「把」字句。 

    總結以上論述，當補語語義指向賓語或人們在認知上需要對賓語作出描述

時，不需要使用重動構式；而當補語語義指向動詞或指向主詞時，漢語重動構式

的使用是具有強制性的。更完整、確切的來說，以形式上必須有代表一持續性

(durative)事件的「V1O」結構且要表達「致使」語義為前提條件下，補語語義指

向動詞或主詞時，漢語重動構式具有使用上的強制性。即在以下兩種情況裡，漢

語重動構式強制使用： 

 

   1.要指出動作行為發出者所進行的事件，並同時描述動作行為發出者本身因

作用力所發生的狀態改變。例句如：「我看書看累了。」 

   2. 要指出動作行為發出者所進行的事件，並同時描述作用力對事件所造成的

狀態改變。例句如：「他開車開了三個小時才到市區。」 

上述第一種情況即補語語義指向主詞的重動構式，而第二種情況則為補語語義指

向動詞的重動構式。但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筆者從語料中觀察到，在以下情況裡，

漢語重動構式的使用具有選擇性：若重動構式的補語部分為處所副詞，則不需強

制使用重動構式，如例(132)、例(133)所示： 

 

 (132)  我開車到九族。     

我開車開到九族。                                         (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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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我想開車到新竹香山，順便搭一段海線的火車做個紀念。 

       我想開車開到新竹香山，順便搭一段海線的火車做個紀念。     (聯合知識庫) 

 

    另一方面，只要 V1O 結構所代表的事件並不具有持續性，而是一種變化達成

的狀態、瞬間(instantaneous)完成的事件類型(event type)，則漢語重動構式必不可

使用，如「下課」、「畢業」，例句如：「＊她下課下了三個鐘頭」(Tai, 1999)、「＊他

畢業畢一年了」。除此之外，V1O 結構若為詞彙化且其詞彙意義與動詞不相關者，

也不可使用重動構式，如「吃驚」、「回味」、「洗塵」等，例句如：「
＊
他吃驚吃很

大」、「＊他回味回得很忘我」、「＊他洗塵洗得很風光」等。     

 

5.7 小結 

    本章以 Goldberg (1995)所提出之構式語法中的英語動結構式為理論基礎，探

究漢語重動構式形式與意義間的對應關係。漢語重動構式句法形式可以表示為

SV1OV2C，其中 V1=V2，其中心意義與英語動結構式皆為「致使」，描寫動作對

象在動作的影響下發生狀態改變的因果致使關係。重動構式表達「X 藉由 W 致

使 Y 產生/變成 Z」的語義，英文字母依序代表四種語義成份：致事(causer)、致

使力(force)、役事(causee)及致使結果(result)。以上四項成份若要進入重動構式有

其語義限制：致事所發動的作用力一定要能直接致使變化產生；致使力必須能持

續或反覆進行；役事不需具備自願性，為一受到影響而經歷變化、產生某種結果

的語義角色；致使結果必須隨著動作結束的時間點馬上發生，不容許任何時間間

隔產生。構式為形式與意義的配對，句法與語義間存在著對應關係，漢語重動構

式之句法成分與語義成分的對應關係為：V2對應語義層面的致使力；C 對應語義

層面的致使結果；致事與役事在句法層面的對應關係則視補語語義指向分為兩

種，首先，若補語語義指向動詞，則致事與 S 對應，役事與 V1O 結構對應，表

達「S 藉由 V 致使 V1O 結構產生 C」的語義，再者，若補語語義指向主詞，則

致事與 V1O 結構對應，役事與 S 對應，表達「V1O 結構藉由 V 致使 S 產生 C」

的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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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重動構式共有四種表層形式：SVOVC(了)、SVOV 得 C、SVOV 到 C、

SVOV 了 C，彼此間具有關聯性，形成一關聯網絡，其中有原型與擴展構式之分。

在語料庫中，SVOVC(了)構式形式最簡潔、語義複雜度最低且使用頻率最高，故

為原型構式，其它三種構式則是原型構式的擴展。擴展構式靠多義(polysemy)連

接的方式從原型構式繼承中心意義，同時也繼承所有有關於句法規定的信息，而

由於擴展構式增添了「得」、「到」、「了」等不同虛詞，因此能夠在語義上反映出

動詞所代表之動作行為不同面向的特質，進而使得漢語四種不同形式的重動構式

產生細微的語義差異。 

最後，本文探討重動構式使用上的強制性與選擇性。藉由語料庫中重動構式

例句的歸納及分析，本文研究發現，只要在句法形式上必須提及代表某持續性事

件類型的「V1O 結構」，且所要表達的意義內容為「致使」，而句法上之補語的語

義不是指向 V1O 結構中之賓語，重動構式就有使用上的強制性，用來展現因果

致使關係。即以必須陳述動作行為發出者所進行的事件且要表達致使語義為前

提，下列兩種情況，必須使用重動構式：一，要同時描述動作行為發出者本身因

作用力所發生的狀態改變；二，要同時描述作用力對事件所造成的狀態改變。必

須指出的是，若 V1O 結構結構為一次性瞬間完成、非持續性的事件類型時，重

動構式必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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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應用 

本篇論文對漢語重動構式進行形式及意義上完整而全面的探討，此研究成果

可應用於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期能對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作出貢獻。本章共分

為四小節：第一節我們將檢視現有漢語教材中有關重動構式的內容與教學安排；

第二節藉由教材的檢視結果來討論目前漢語重動構式相關教學教材的優點與需

改善之問題；第三節則對漢語重動構式教材的編排原則與設計提出一些建議；最

後，第四節為本章小結。 

 

6.1 現有教材檢視 

華語教材常見的有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出版之《實用視聽華語》(2008)、

葉德明《遠東生活華語》(2001)、劉珣《新實用漢語課本》(2009)、劉月華《中

文聽說讀寫》(2009)、鄧守信《今日台灣》(2004)、周質平《事事關心》(2001)、

周質平《無所不談》(2006)等，筆者將檢視這七種教材中與漢語重動構式相關之

內容的呈現情況。 

首先，筆者查閱教材中是否將重動構式列為一語法重點來設計教學內容，若

有的話，教材如何編排？若沒將重動構式列為語法重點的話，則檢視教材中是否

出現、在哪裡出現與重動構式表層形式相似或相關的句型？再者，查閱教材中有

哪些與重動構式組成成份「VO 結構」、「C」、「得」、「到」、「了」等相關之語法

點？這些語法點的教學順序如何安排？筆者經查閱後發現，這七種教材中，沒有

一份教材將重動構式當作一個語法重點來設計教學內容，其中，僅有四份教材出

現為數不多的重動構式例句，分別是《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新實

用漢語課本》與《中文聽說讀寫》。以下將依序整理、介紹這四份教材中與重動

構式相關的教學內容，並引出教材所舉之重動構式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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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實用視聽華語 

  此教材在第一冊、第二冊出現與重動構式句法形式相近的例句，而與重動構

式相關的語法點教學內容則分佈在第一冊、第二冊及第三冊。 

  重動構式例句首先出現在第一冊第七課〈你的法文唸得真好聽〉中，教材先

講解「VO 結構」的特性與概念，隨後將之帶入「SVO，V-得(A)SV」句型，其

與重動構式句法形式的差別僅止於有無逗號。教材將句型中的 SVO 視為話題

(topic)，補語部分則用來形容動作行為的狀態或程度(the manner or the degree of 

the action)。以下例句均取自第七課： 

 

(139) a. 老師寫字，寫得很快。 

b. 我說話，說得很快。 

c. 他喝酒，喝得太多。 

d. 你看中文書，看得很慢。 

e. 他說台灣話，說得很好。            (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p. 133) 

 

在第十課〈我到日本去了〉中，介紹表示動作完成或實現的「V-了」語法點，

但此課沒有出現重動構式例句，反而是在第十二課〈我到國外去了八個多月〉介

紹「SVO，V 了 Time Spent (了)」句型中出現重動構式相關例句。第十二課教材

以第七課為基礎，視 SVO 為話題，「V 了 Time Spent 了」形式則用以表達動作

行為到說話時間為止已經持續了某段時間的概念，此句型主要是希望學生掌握

「了」同時出現在動詞後與句尾時的語法。本課所舉之與重動構式句法形式相近

的例句如下： 

 

(140) a. 我去年學中文，學了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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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我學中文，已經學了三個月了。 

(141) a. 昨天我開車，開了六個鐘頭。 

 b. 我開車，已經開了六年了。 

(142) a. 昨天你看電視，看了幾個鐘頭。 

 b. 他看電視，已經看了好幾個鐘頭了。  (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p. 258) 

 

接著，重動構式例句出現在第二冊第五課與第六課。在第五課〈華語跟法語

一樣好聽〉中，主要是介紹「N+SV+Complement」句型，教導學生使用「得很」、

「極了」、「得不得了」來表達動作或狀態達到極致(extreme condition)，如：「他

高興得很」、「他高興極了」，而出現在此句型的重動構式有以下兩例： 

 

(143) a. 她唱歌兒唱得好極了。 

b. 他開車開得快不快？                (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p. 118) 

 

在第六課〈歡迎你們搬來〉中，教材呈現語法點：「verb-到」，指出「verb-

到」後面通常接地點或時間，並以「S+(VO)V-到+Time When」句型作練習，此

句型與重動構式相關的例句如下： 

 

(144) a. 你每天念書念到幾點鐘？ 

b. 你們放假，放到幾號？ 

c. 昨天我看電視，看到十二點鐘。      (實用視聽華語第二冊，p. 148) 

 

漢語重動構式其它句法成份出現的冊數如下：重動構式的 VC 部份，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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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第九課〈這個盒子裝得下嗎？〉與第十課〈我跑不了那麼遠〉進行介紹，教材

指出 VC 語法點是用來表示某項動作造成了某個結果；而「V-得」語法點的教學

則出現在第三冊第二課〈吃什麼好〉中，教材指出，「得」前面的動詞常是原因，

「得」後面的補語表示結果和程度，即某動作或狀態使當事者出現某種情態，如：

「你一定會胖得上不了飛機。」 

 

6.1.2 遠東生活華語 

此教材僅在第一冊出現重動構式例句，而與重動構式相關的語法點教學內容

則出現在第一冊與第二冊中。 

漢語重動構式例句首先出現在第一冊第九課〈交朋友〉介紹生詞「久」中，

教材創造一組對話為「久」造句，文中例子如下： 

 

(145)  A：你學開車學多久了？ 

  B：學了一個月了。                  (遠東生活華語第一冊，p. 169) 

 

接著，另一句重動構式例句出現在第十一課〈吃什麼好〉介紹「V-得」語法

點的「S+VO，V 得+Adv+SV」句型中，教材說明此句型是用來表達某項完成

(performed)的動作行為的程度或結果(the degree or conclusion)，如：「他們的菜做

得不錯」、「我吃得很慢」等，在對話練習中，教材編入「他開車開得怎麼樣？」

的重動構式例句作為問句，要求學生以「他開得很好」作為回應。 

漢語重動構式其它句法成份在《遠東生活華語》中的出現冊數及課數如下：

「V-了」語法點出現於第一冊第五課〈在哪裡〉與第六課〈找房子〉；「V-到」語

法點出現在第八課〈真麻煩〉；VC 的概念在第十二課〈在餐廳吃飯〉進行說明；

VO 結構的意義則放至第二冊第六課〈露營〉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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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新實用漢語課本 

此教材僅在第二冊出現重動構式例句，而與重動構式相關的語法點教學內容

則分散在第一冊、第二冊與第三冊中。 

在第二冊第十五課〈她去上海了〉中，既出現重動構式例句也有重動構式「V-

得」成份的語法點教學。本課「情態補語(the complement of state)」的語法點教

學中，主要教導學生「得」字用法，教材並列出與重動構式句法形式相關的

「(V)+O+V+得+Adv+A」句型作練習，見表六-1： 

 

表六- 1 「(V)+O+V+得+Adv+A」句型練習 

Subject Predicate 

(V) O V 得 Adv  A Particle 

 他們 

 老師 

   (說) 

 (教) 

普通話 

語法 

  說 

教 

得 

得 

 

不 

怎麼樣？ 

   快 

 

 

(資料來源：劉珣(2006)。新實用漢語課本第二冊。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p. 16。) 

 

第二冊第十六課〈我把這事兒忘了〉以第一冊第十三課已教的「V-了」語法

點為基礎，指出「了」可置於動詞之後，表達動作行為的實現(realization)或完成

(completion)，並配合表達時段概念的「時量(time-measure)補語」一同組成與重

動構式句法形式相關的練習句型：「(V)+O+V+ time-measure complement」，見表

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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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2 「(V)+O+V+ time-measure complement」句型練習 

Subject Predicate 

(V) O V Pt Time-measure Complement 

我們 

我 

(辦) 

(考) 

借書證 

外語 

辦 

考 

了 

了 

多長時間？  

兩個小時。 

(資料來源：劉珣(2006)。新實用漢語課本第二冊。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p. 43。) 

 

而重動構式其它的句法成份陸續出現於第二冊與第三冊中。第二冊第十七課

〈這件旗袍比那件漂亮〉介紹「結果(resultative)補語」，教材指出結果補語是用

來說明動作行為的結果；同一冊第二十五課〈司機開著車送我們到醫院〉介紹「V-

到」語法點，教材指出「V-到」用來表達動作行為在某個地點結束或是持續累積

(has continued up to)到某個時間點；第三冊第二十七課〈入鄉隨俗〉介紹「離合

詞」的概念；同一冊第三十課〈他們是練太極劍的〉則介紹漢語動賓複合詞的構

詞法。 

 

6.1.4 中文聽說讀寫 

  此教材分 Level 1 與 Level 2，以重動構式形式呈現的例句和與重動構式相關

的語法點教學內容主要分佈在 Level 1，在 Level 2 中則僅出現兩條重動構式例句

及一個與重動構式相關的語法點。 

Level1 第七課〈學中文〉在介紹「V-得」語法點時，出現大量重動構式的例

句與練習。教材指出，「得」字後面接描寫(descriptive)補語，可用來對動作行為

做出評價，而當句中動詞帶有賓語時，此動詞必須再重複一次置於「得」字之前，

句中的動賓結構便成為一個話題(topic)，補語內容則轉為對整個動賓結構做出評

價。出現於課文與文法講解及句型練習中的重動構式例句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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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a. 你上個星期考試考得怎麼樣？     e. 你寫字寫得很好。 

b. 他昨天睡覺睡得很晚。           f. 王朋說話說得很快。 

     c. 小白喝啤酒喝得很多。           g. 他念課文念得不錯。 

d. 我寫中國字寫得不太好。         h. 你妹妹唱歌唱得很好。 

                        (《中文聽說讀寫 Level 1》，p. 128、133、138) 

 

Level 1 第十一課〈交通〉在課文中出現一句重動構式：「開車開得很快」，

除此之外，沒有其它與重動構式相關之教學內容。 

Level 1 第十三課〈在圖書館〉介紹時段(time-duration)副詞補語，教材指出，

時段補語用來補充說明動作行為持續(lasts)了多長的時間，引了四個重動構式為

例句，並提出十個動賓結構47讓學生模仿練習，四個例句如下： 

 

(147) a. 她寫字寫了兩個鐘頭。 

b. 小高昨天晚唱歌唱了三個小時。 

c. 昨天晚上我看書看了三個小時。 

d. 我學中文學了兩年。     (《中文聽說讀寫 Level 1》，p. 27-28、30-31) 

 

同一課，教材同時介紹「V-到」語法點，提醒學生「V-到」結構後面多半接

續時間點或處所名詞，給了一個重動構式例句：「我們跳舞跳到十一點」，希望學

生用以下八個動賓結構造出與例句相同形式的句子：唱歌、做功課、聊天、打球、

吃午飯、睡覺、寫漢字、等朋友的電話。 

Level 1 第十八課〈租房子〉介紹語法點「V+了+Nu+M+了」表示某動作行

                                                        
47 看電影、吃飯、跳舞、聊天、學日文、看這本書、聽錄音、寫漢字、學法文、寫中文日

記。(《中文聽說讀寫 Level1》，p.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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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在說話者發話的當下已持續了某段時間，而此動作行為將會繼續進行。教材提

出三句重動構式當作例子： 

 

(148) a. 你學中文學了幾年了？ 

b. 他們打球打了一個鐘頭了，還要打半個鐘頭。 

c. 我看書看了一上午了，想休息一會兒。   

    (《中文聽說讀寫 Level 1》，p.116) 

 

最後，在 Level 2 第四課〈買東西〉中，教材又再次強化時段副詞的語法點

教學內容，將之與時點副詞作比較。教材指出，可與時段副詞相容的動詞其所代

表的動作行為必須是可持續的，且此動詞之後若跟有賓語，則必須重複一次動詞

才可接續時段副詞當補語，並在說明中引了兩個重動構式例句： 

 

(149) a. 我昨天做功課做了兩個小時。 

b. 你學中文學了多長時間？           (《中文聽說讀寫 Level 2》，p.64) 

 

    而漢語重動構式其它句法成份的語法點教學，全部都集中在 Level1 出現：

VO 結構出現在第四課〈興趣〉、「V-了」結構出現在第五課〈看朋友〉、結果補語

出現在第十二課〈吃飯〉。  

以上是對包含重動構式相關教學的《實用視聽華語》、《遠東生活華語》、《新

實用漢語課本》與《中文聽說讀寫》等四本漢語教學教材所進行的內容檢視，而

其他三項教材：《今日台灣》、《事事關心》與《無所不談》，其內容多為較正式的

書面語且屬於中高級的教材，故無口語色彩較重的重動構式教學亦無相關語法點

出現。筆者針對這七項教材做了一份檢視總表，顯示漢語重動構式相關內容在各

教材的出現情形，見表六-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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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3 現有教材漢語重動構式相關內容呈現情況檢視表 

 列重動構式 

為語法重點 

出現重動 

構式句型 

重動構式句型 

出現冊∕課數48 

重動構式各句法成份的 

出現順序 

實 用

視 聽

華 語 

否 是 一 ∕ 7、12 

二 ∕ 5、6 

VO  (一、7) →   

V-得 (一、7) →    

V-了 (一、10) →     

V-到 (二、6) → 

VC (二、9) 

遠 東

生 活

華 語 

否 是 一 ∕ 9、11 V-了 (一、5)→ 

V-到 (一、8)→ 

V-得 (一、11)→ 

VC  (一、12)→ 

VO  (二、6) 

新 實

用 漢

語 課

本 

否 是 二 ∕ 15、16 V-了 (一、13) → 

V-得 (二、15)→ 

VC  (二、17)→ 

V-到 (二、25)→ 

VO  (三、30) 

中 文

聽 說

讀 寫 

否 是 一 ∕ 7、11、13、

18、20 

二 ∕ 4 

VO  (一、4)→ 

V-了 (一、5) → 

V-得 (一、7) → 

VC  (一、12) → 

V-到 (一、13) 

今 日

台灣 

否 否 否 否 

事 事

關 心 

否 否 否 否 

無 所

不 談 

否 否 否 否 

                                                        
48冊數以國字表示，如「一」指第一冊；課數以數字表示，如「7」指第七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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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現有教材的優點及需改善之處 

    在 6.1 節中所討論的各項教材對漢語重動構式都有貢獻，它們展示了漢語語

言表達系統中有重動構式的存在，並嘗試在其他語法點之下介紹重動構式，還提

供句型讓學生進行定式練習。但是針對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目前的教材還是有

一些安排與設計上必須關注與改善的地方。 

    首先，目前各教材最大的問題在於對漢語重動構式的重視度不夠，既沒有規

畫專門章節詳細介紹、講解，更沒有任何系統性的教學，對於重動構式的介紹都

是寄託於其他語法點之下帶過。重動構式有其獨特形式、意義與功能，需要經由

安排過的教與學過程而習得，絕不能預設學習者在學過 VO 結構、補語、V-得、

V-到 、V-了等語法點後就能自行拼湊、運用重動構式。 

再者，漢語學習者在先備知識不足的情況下，就提前接觸相對而言較為複雜

的重動構式。表六-3 中顯示，各教材在尚未教完漢語重動構式所需的語法點前就

先出現重動構式，即所有重動構式例句的出現時間皆遠早於此構式所需之語法點

的教學，如此一來，先備知識的缺乏將會增加學習的難度、降低學習的成效。除

此之外，教材中的重動構式例句若非無來由地突然間出現，如《遠東生活華語》，

則是以括弧來標示某句法成分為可有可無的形式出現，如《新實用漢語課本》，

造成「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使用情況，因此，學生對這種很少接觸、不

甚了解、不知成份確切意義的句型大概只有一種學習方式，即硬背句型，要不就

是迴避使用。 

最後，教材中重動構式的出現頻率過低，甚至是從未出現。重動構式是口語

色彩比較濃厚(張靜，2004、曾傳祿，2007)的句型，書面語中的確較少出現，但

這並不表示對其重視度可以減少或忽略。交際溝通是第二語言學習者學習語言最

主要的目的，熟練日常生活用語的重要性不比讀懂書報雜誌上的文字低，故重動

構式在教材中的比例應該增加，讓第二語言學習者多接觸目的語母語使用者實際

運用語言的方式。 

    以上三點為目前漢語重動構式教學尚待改善之處，在下一節，筆者將針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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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問題提出教學建議。 

 

6.3 重動構式的教學建議 

    了解現有漢語重動構式教材的優缺點後，本節將運用漢語重動構式的研究成

果提出教學建議，使重動構式教學更臻完善。共分成兩部份：首先提出教學目標

的建議，接著提出教材內容及編排的建議。教學需要先訂定目標，再根據目標設

計內容，由此編撰出適合及有利於學習者的學習教材。 

 

6.3.1 教學目標之建議 

    「教學目標」是指在進行教學前所「預期的最終結果」(黃光雄，2004：352)，

是教師預期學生在透過教學之後所要達到的學習結果。訂立教學目標可以說是整

個教學活動中最為重要的步驟，因為教師必須透過完整的規劃來設計教學的內

容，進而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效。 

    筆者參考 Bloom (1956)所提出的認知領域(Cognitive Domain)教學目標分類

架構與Krashen (1982)所提出之以五個假設49為基礎的第二語言學習理論50來訂定

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目標。Bloom (1956)的認知領域教育目標由低到高，分為六

個層次，包括知識(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應用(application)、分析

(analysis)、綜合(synthesis)和評鑑(evaluation)。這六個層次由基本的記憶能力漸次

提升到思考、推理及創造力。另外，Krashen (1982)所提出的第二語言學習理論

指出，學習者可透過兩種不同方式發展第二語言能力：一為「習得(acquisition)」、

一為「學習(learning)」。「習得」是一種潛意識(subconscious)獲得語言能力的過程，

與兒童發展其母語能力相同；「學習」則是一種有意識的獲得第二語言知識的過

程。Krashen (1982)認為，學習者在獲得語言知識的過程中，會按照可預測的順

                                                        
49 分別為：習得與學習區別假設(the acquisition-learning distinction)、自然順序假設(the 

natural order hypothesis)、監控假設(the monitor hypothesis)、輸入假設(the input hypothesis)、情

感過濾假設(the affective filter hypothesis)。 
50 感謝口試委員徐東伯教授建議此處應加入有關於第二語言習得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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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比現有語言能力稍高(i+1)、可理解(comprehensible)且數量足夠的輸入(input)

內容習得語法結構，並藉由學習而來的語法規則來監控語言的輸出(output)。 

筆者以 Bloom (1956)的認知領域教育目標與 Krashen (1982)的第二語言習得

理論為基礎，提出四項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目標及內容，分別為：「知識」、「理

解」、「運用」與「內化」51，這四項教學目標為對學習者學習重動構式之成果的

期待。各目標之詳細說明如下： 

1. 知識：是指認識並記憶。重動構式的教學首先要使學生認識漢語重動構式這

種動詞重複之句法形式，並記憶漢語重動構式的形式。 

    課堂教學上，學生最先接觸的是文本，教材文本中所出現的構式比教師所做

的口頭講解或課堂上所進行的語言練習還要早與學生發生接觸。第二語言的習得

與學習，需要數量足夠的輸入內容(Krashen, 1982)，靳洪剛(2004)即指出，有一些

認知因素可以直接影響語言處理與習得，其中，「大劑量輸入」(input flood)是基

於高頻(high frequency)反覆的認知原理，使學習者經由大量接觸目標結構因而注

意並認識目標結構的語言規律。因此，在設計重動構式的教學時，教材文本中必

須有足夠的重動構式內容，以引起學生注意，並藉由閱讀此文本來熟悉此構式。 

 

2. 理解：是指學生能夠懂得教師的口頭講解及教材文字中所表達的意義。重動

構式的教學要使學生了解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 

    學習一種語言，不能光憑文本徒學其句法形式，若只記其形式而不了解其意

義，仍然掌握不了目標語言。學習者只有在接受可理解的輸入或理解信息意義的

情況下才能習得語言，且這些可理解的語言輸入內容必須比學習者現有的語言能

力之水平稍高(i+1)(Krashen, 1982)，才能有利於語言的獲得。因此，教師講解重

動構式時，離不開對構式中心意義的闡發，且講解內容需高於學習者現有程度。

語義結構對各種語言有一種通約性(徐昌火，2001)，當學生了解構式的中心意義

後，經由教師悉心引導，使學生更能掌握此中心意義所包含的語義角色，因而在

理解意義的基礎下習得重動構式，並能流利地進行表達。另外，教師透過對這些

                                                        
51 此四項教學目標與 Bloom(1956)之認知領域教育目標的對應關係為：「知識」對應「知識」、

「理解」對應「理解」、「運用」對應「應用」與「分析」、「內化」對應「綜合」與「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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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角色進行分析與講解，並整合這些語義角色間的關聯，且將這些語義角色對

應到句法層面上，使學生能從認知上有意識地學習語言的結構及規則，藉此監控

語言使用的正確性，以期日後在運用這些構式時能較得心應手。 

 

3. 運用：是指學生能將學得的知識實際應用於適當的情境，並且能加以分析解

釋，說明該訊息的組織原則。重動構式的教學要使學生能在教師引導下，掌握

重動構式的使用條件及限制並創造出正確的重動構式。 

    在課堂上要帶領學生學習新的語言規則前，教師需先充分利用已被描寫出來

的結構規則系統(金立鑫，2001)，根據或利用知識與知識間的共同特徵產生學習

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經過複習、提點，建立新知識與原有知識的關係鍊，

從而理解新知識與掌握新知識。具有先備知識、熟悉構式形式與理解構式意義

後，教師還必須透過不斷反覆、結合情景和實際生活的各種練習以加強學生對此

構式的運用能力。靳洪剛(2004)認為，要為學習者提供各種練習機會，將固定化

知識(controlled knowledge)轉為創造性知識(automatic knowledge)。在課堂上，教

師可進行「加強性語言輸出(pushed output)」的提問練習，經由教師提問一同與

學習者完成有重點結構、語義準確的語言表達練習。 

     

4. 內化：是指學生能將所學的知識綜合起來，內化成自己的知識體系。重動構

式教學的最終成果是重動構式成為學生本身語言機制的一部份，可靈活並恰當

地運用。 

    當學生將固定化知識變為創造性知識後，再經由不斷反覆的正確練習，最後

便習得了重動構式，使其成為自己語言系統的一部分，能將構式靈活且恰當的於

日常生活中自由使用。 

 

    唯有先訂立明確的教學目標，才能針對這些目標設計接下來的教材內容、教

法及練習活動，進而收到預期的學習成效，故訂立目標的重要性不言可喻。筆者

將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目標及其細部項目整理表格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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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六- 4 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目標 

目標 具體內容 

1. 知識 學生能認識並記憶漢語重動構式： 

  (1) 能在文章中辨認出重動構式。 

  (2) 能知道重動構式具有四種表層形式。 

2. 理解 學生能了解重動構式的語義： 

  (1) 能說出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 

  (2) 能分辨各重動構式完整語義的差異。 

3. 運用 學生能在教師引導下創造出正確的重動構式，並掌握重動構式的特性： 

    (1) 能寫出正確的重動構式。 

    (2) 能說出正確的重動構式。 

  (3) 能了解 VO 結構的語義特性與使用限制。 

(4) 能知道何者為重動構式最常用的補語類型。 

(5) 能分辨不同形式之重動構式所搭配的補語類型。 

(6) 能知道重動構式使用的條件與限制。 

4. 內化 學生能習得重動構式，即重動構式能成為學生本身語言機制的一部份： 

    (1) 能總結重動構式形式與意義上的特性。 

    (2) 能選擇適當的語境使用重動構式。 

 

6.3.2 教材內容及編排之建議 

教材內容的設計編排必須遵照教學目標制定，避免遺漏教學重點，並能收到

預期的學習成效。針對教學目標第一點：「知識」，在設計漢語重動構式教材時，

文本中必須出現大量重動構式，使學生意識此構式的存在，並能明確指出此類構

式，且藉由閱讀時高頻反覆接觸目標構式來學習此構式的使用方式。針對第二個

目標：「理解」，教師必須在講解重動構式時，告訴學生構式的中心意義與延伸語

義，並且作語義成份的分析，以聯結構式的語義層面與句法層面，使學生建立起

構式之形式與意義間的關聯。針對第三個目標：「運用」，教師應設法提供足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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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機會，結合適當的情境，在適時、適切的糾錯下，使學生了解構式使用的條

件及限制，並能正確、熟練的使用重動構式進行交際。至於最後一項目標：「內

化」則是奠基在第三項目標的達成之下，期望學生在課堂上進行正確且充分的練

習後，於日常生活中也能自動化、靈活運用漢語重動構式。以下將依照上述原則，

提出漢語重動構式教學教材內容及編排的設計建議： 

A. 語料來源的建議 

    a. 真實的語料 

教材語料內容的選取必須來自真實的目的語使用環境、要盡可能貼近目的語

母語使用者的習慣。語言是交際溝通的工具，學習語言的目的便是為了在日常生

活中進行交際與溝通，第二語言學習者不可能隨時隨地接觸目的語環境，更不可

能時常參加各種真實的交際活動來練習語言，故教材中所呈現的語料必須真實，

必須是目的語母語者在現實生活中實際使用的句子。 

    b. 充足的語料 

    根據高頻反覆的認知原理，在教材中置入充足的語料能讓學生注意、熟悉目

標構式的存在與使用方式。人類對於熟悉的事物會經常運用，當目標構式經由多

次反覆出現而成為學生熟悉的表達方式後，便能藉由學習、模仿而將目標構式逐

步內化為本身語言機制的一部份。 

 

B. 動賓結構的選取建議 

    漢語重動構式要求每個進入構式的動賓結構在語義上必需代表一持續性

【+durative】的事件類型，且動詞為自主性動詞(詳見 4.1 節)，只要符合上述限

制的動賓結構即可進入重動構式，如「吃飯」、「爬山」、「看書」等；而如「懂事」、

「惱人」、「犯病」等動賓結構，由於其無法代表一可持續進行的事件類型，且其

動詞為非自主動詞，故無法進入重動構式。此規則同樣可運用於結構為 V+O 形

式的離合詞。王海峰(2009)透過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CCL)語料庫將《漢

語水準詞彙與漢字等級大綱》(國家漢辦，1992)以及第五版《現代漢語詞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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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離合詞逐個進行檢索、整理及分析，共認定了兩百零七個離合詞52。其中，可

代表持續性事件類型且動詞為自主動詞的離合詞符合漢語重動構式對於動賓結

構的要求，因此可以進入重動構式，例子如：「考試」、「讀書」、「跳舞」，而不能

代表一持續性事件類型且動詞為非自主動詞的離合詞則不能進入重動構式，如

「畢業」、「傷心」、「失火」等。 

    如上所述，只要某動賓結構能代表一可持續性的事件類型即可進入重動構

式，但是，每一個動賓結構的使用頻率以及構成重動構式的能力並不相同。我們

可以從各個動賓結構在語料庫中所能蒐得的例句數量多寡，統計出其使用頻率53

以了解其構成重動構式的能力。在語料庫中例句數量越多，表示此動賓結構的日

常使用頻率高、形成重動構式的能力強，因此，例句數量越多的動賓結構應在教

材編排時優先選用。下文統計語料庫中各動賓結構的例句數量，並依使用頻率進

行排序，用以提出教材動賓結構的選擇建議。 

    由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Sinica)所搜尋出的重動構式語料共六十

八條，其中，動賓結構共三十八個54；接著，以 Sinica 所取得的動賓結構為基礎，

在聯合知識庫中共搜尋出一千兩百八十二條例句。Sinica 與聯合知識庫的重動構

式總例句數共一千三百五十條。以平均數的概念來說，若將總例句數平均分配給

三十八個動賓結構，每個動賓結構都至少要出現三十五條例句，才能表示此動賓

結構在日常生活的語言使用中構成重動構式的機會在平均值以上，即此動賓結構

構成重動構式的機會較大。因此，筆者便以三十五條例句為篩選標準，若某動賓

結構在語料庫中的例句數超過三十五句，則可進入漢語重動構式教材編排的選用

列表裡。 

    以筆者訂定的選用標準，三十八個動賓結構中，共有十二個動賓結構可列入

重動構式教材的選用詞彙列表裡，在進行重動構式教材編寫時，應多以此十二個

                                                        
    52王海峰(2009)認定只要有以下三種情況中的一種，此 VO 結構即為離合詞：V、O 都是語素，

如「道歉」；V、O 其中有一個是語素，如「洗澡」；V、O 都是詞，但是 VO 結構的意義並不是 V

義與 O 義的相加，如：「拐彎」。 
53 在此指條目頻率(token frequency)。 
54 這三十八個動賓結構分別為吃飯、洗澡、看書、讀書、考試、跳舞、上課、練武、熬

夜、爬山、打牌、燒飯、玩水、聊天、咳嗽、下注、當兵、賺錢、標會、分工、開車、殺價、

起床、養傷、呵氣、小便、造林、革命、做人、擔水、射箭、下雨、打架、分類、開刀、化

妝、算命、抽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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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賓結構為主，用以尋找或撰寫適當例句編入教材。選用列表中，以「考試」這

個動賓結構出現的例句數最多，共有兩百五十六條例句，如：「考試考一百分」、

「考試考得不錯」、「考試考到焦頭爛額」、「考試考了很多次」；位居第二的「讀

書」，例句數達一百二十一條，如：「讀書讀累了」、「讀書讀得很好」、「讀書讀到

六親不認」、「讀書讀了一學期」；位居第三的「開車」則有九十條例句，如：「開

車開太快」、「開車開得很好」、「開車開到半夜兩、三點」、「開車開了三個小時」；

最後一個可列入選用標準的詞彙「賺錢」則僅有四十一條例句，如：「賺錢賺翻

了」、「賺錢賺得很開心」、「賺錢賺到手軟」、「賺錢賺紅了眼」等。漢語重動構式

動賓結構的選用詞彙順序參考表請見表六-5： 

 

表六- 5 重動構式動賓結構的選用詞彙順序參考表55
 

1.考試 2.讀書 3.開車 4.聊天 5.跳舞 6.殺價 

      

12.賺錢 11.上課 10.抽籤 9.吃飯 8.洗澡 7.看書 

 

C. 先備知識之語法點建議 

與漢語重動構式句法形式相關的語法點共有七項，包含主詞 S、表達某一事

件的 VO 結構、動詞 V、補語 C 的類型、虛詞「得」、虛詞「到」、虛詞「了」等，

這些語法點的特性、意義與使用方式都是學習重動構式之前須先具備的知識。唯

有以這些先備知識為基礎，學習者接觸重動構式時才能藉由統合舊知識迅速理解

新知識，產生正向的學習遷移。故教材編撰者在安排重動構式教學內容之前，必

須先檢視重動構式所需的語法點是否都已經進行過教學。 

 

D. 漢語重動構式各形式之教學排序建議 

                                                        
55 此參考表是依照本研究語料中某動賓結構其構成重動構式例句數量的多寡排定，並未涉

及某動賓結構的詞頻或難易度等特點的分析。因此，使用此參考表時，還必須考慮學習者本身

的詞彙學習順序，從此參考表中選取適合學習者程度之動賓結構來編寫例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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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OVC(了)構式是重動構式的原型，是其他形式之重動構式的擴展基礎，故

設計教材時應先安排 SVOVC(了)重動構式出現。並且，在講解此構式時，應詳

細說明構式中心意義、構式所包含的語義成份及其限制、語義成份間的順序與依

據、語義成份與句法成份的對應關係，以利其他重動構式的教學。   

至於其他三種形式之重動構式的教學排序，我們採用三種評定標準：使用頻

率、「難易度評定原則」(鄧守信，2009)以及各漢語教材三個虛詞成份「得」、「到」、

「了」等的教學安排順序，在三個標準的相互參照之下，訂定各形式之重動構式

的教學排序，做為重動構式教材編排的參考。 

採「使用頻率」為標準之一是因為在頻率統計的基礎上，可以確定出常用句

型及非常用句型，這為教材編寫中語法項目的選擇和安排提供了科學的依據(呂

文華，1999：110)；並且，使用頻率對於學習與記憶具有影響(Langacker, 1987)，

越大量出現、越常使用的語言形式應該越先進行教學。下表六-6 顯示的是 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 構式在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及聯合知識庫

中依照其「使用頻率」所評定的教學安排順序，使用頻率愈高者標誌為「前」，

表示此形式之構式應越早進行教學；反之，使用頻率愈低者標誌為「後」，表示

此形式之構式應越晚進行教學： 

 

表六- 6 以語料庫中之使用頻率為標準所評定的教學排序參考 

 SVOV 得 C SVOV 到 C SVOV 了 C 

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 前 中 後 

聯合知識庫 中 前 後 

教學排序參考 前 前 後 

 

從表六-6 來看，SVOV 了 C 構式應該安排在 SVOV 得 C 構式、SVOV 到 C

構式之後進行教學，但 SVOV 得 C 構式、SVOV 到 C 構式兩者的排序無法以使

用頻率確定其前後，之所以在「教學排序」欄中兩者皆以「前」表示，是以其相

對於 SVOV 了 C 構式的排序來說。由此看來，單憑使用頻率並無法給予我們一

個理想的教學排序結果，因此，我們還必須使用其它評定標準來進行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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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形式及意義有其不同的難易度，在教學排序時也應列入考量，我們使用

鄧守信(2009)所提出的「難易度評定原則」，來對重動構式進行教學排序。鄧(2009)

提出六項難易度評定原則，條列如下： 

一、原則一：結構複雜度越高，困難度越高。 

    (一)非典型(non-canonical)結構困難度高。 

    (二)層次結構(hierarchical structure)複雜，則困難度高。 

    (三)搭配限制(cooccurrence restrictions)越嚴格，困難度越高。 

    (四)母語無對應結構時，困難度高。 

二、原則二：語義複雜度越高，困難度越高。 

    (一)語法點的語義具多重詮釋，則困難度增高。 

    (二)語法點的語義具有引申義時，則困難度高。 

    (三)語法點的語義具有寬廣性(generalized)，則困難度高。 

三、原則三：跨語言差距越大，困難度越高。 

四、原則四：越不容易類化者，困難度越高。 

五、原則五：語用功能越強，困難度越高。 

六、原則六：口語結構困難度低，文體結構困難度高。  

                                            (鄧守信，2009：103-121) 

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 三種形式之重動構式在經過「難易度評定

原則」評定之後，相較之下，「SVOV 到 C」構式的難度是比較高的，三者難易

度的差距最主要表現在原則一和原則二。 

    首先，在原則一「結構複雜度」之「層次複雜度」方面，三種形式之重動構

式主要在補語部分56出現層次複雜度的不同。比如說，在 SVOV 得 C 構式中，「得」

                                                        
56 呂文華(1999：356)表示：「現行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系統中的補語系統因其類別多、範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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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補語即有相當豐富的內容，可引進詞、短語57以及子句58等，陳怡靜(2004)指出

「幾乎凡是能充任謂語的詞語都可以被引入」。在《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

級大綱》(1994)(以下簡稱《大綱》)中，與重動構式之補語相關的語法項目有「程

度補語」、「情態補語」及「數量補語」，其中，程度與情態補語為本研究界定之

「結果副詞」類補語。表六-7 顯示《大綱》中與重動構式補語部分有關之語法項

目的難度等級59、語法點結構以及例句： 

 

表六- 7 《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中與重動構式補語類型相關之語  

法項目的難度等級、語法點結構以及例句60
 

語法項目 難度等級 語法點 例句 

數量補語 甲 時量補語： 

表示動作持續或 

經歷的時間 

1.今天我們上兩小時漢語課。 

2.她吃飯吃了兩個小時。(聯合知識庫) 

動量補語 

 

1.這本書我看過兩遍。 

2.他考試考了很多次。(聯合知識庫) 

程度補語 甲 動+得+形 1.她寫得好，我寫得不好 

2.考試考得好。(聯合知識庫) 

情態補語 丙 形/動+得+動詞詞組 1.他們看電視劇看得忘了吃晚飯。 

丙 形/動+得+主謂詞組 1.他寫稿寫得手疼。 

2.他們吃烤肉吃得肚子疼。 

3.他們灑農藥灑得眼流淚。 

丙 形/動+得+固定詞組 1.大家討論得興高采烈。 

2.這件事把小周高興得手舞足蹈。 

3.上課上得霧裡看花。(聯合知識庫) 

                                                                                                                                                                            
形式各異、用法複雜，成了歷來教學中的難點。」 
57 劉月華(2006：2)指出：「詞與詞按一定的規則組合起來表達一定的意義，就成為短語。」短

語又稱作「詞組」。 
58

 本研究囿於語料限制，補語限定於簡單的詞或短語，並不探討形式及內容都較為複雜的子句

型補語。 
59 《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將語法項目的難度等級由易至難分為甲、乙、丙、丁

四級。甲級和乙級相當於基礎階段，丙級相當於中級階段，丁級相當於高級階段。 
60 《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中無重動構式例句者，筆者由聯合知識庫之語料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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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整理自《漢語水平等級標準與語法等級大綱》，1994) 

 

    從表六-7 中，我們可以看出「得」字後可接形容詞亦可接動詞詞組、主謂詞

組、固定詞組，因此，SVOV 得 C 構式雖然只有一種補語類型：「結果副詞」，但

其補語結構多樣且層次複雜，在《大綱》中之難度等級有至於丙者。而在 SVOV

到 C 構式的補語類型中，以「結果副詞」的使用頻率61最高(73%)，「結果副詞」

即對應《大綱》中之「程度補語」與「情態補語」。在筆者所收集之 SVOV 到 C

構式語料中，「到」字後的結果副詞補語可接形容詞，如：「讀書讀到累了」；可

接動詞詞組，如：「讀書讀到忘了要吃飯」；亦可接主謂詞組，如：「看書看到眼

睛快睜不開了」；還可接固定詞組，如：「看書看到廢寢忘食」。因此，SVOV 到

C 構式的補語部分亦是結構多樣且層次複雜，其難度等級亦高。在 SVOV 了 C

構式的補語類型中，以「時段副詞」的使用頻率最高(60%)。「時段副詞」對應《大

綱》中「數量補語」語法項目中的「時量補語」，其難度等級為甲，結構的層次

複雜度低。 

    綜上所述，在原則一「結構複雜度」之「層次複雜度」方面，SVOV 得 C 構

式與 SVOV到 C構式兩者之補語難度等級較高、結構多樣、層次較複雜；而 SVOV

了 C 構式的補語難度較低、結構單純、層次複雜度較低。 

    另外，在原則一「結構複雜度」之「搭配限制嚴格度」方面，是以「SVOV

到 C」構式的難度最高。所謂的「搭配限制嚴格」是指「選擇的條件比較複雜」

(鄧守信，2009：108)。在 4.2 節表四-3 中，我們可以看出 SVOV 到 C 構式在「補

語類型」與「補語語義指向」的選擇條件上都比 SVOV 了 C 構式來得多且複雜，

而 SVOV 了 C 構式在補語類型的選擇條件上又比 SVOV 得 C 構式來得複雜。因

此，在「搭配限制嚴格度」方面，SVOV 到 C 構式的難度最高，而 SVOV 得 C

構式的難度低，SVOV 了 C 構式的難易度則居中。 

    在原則二「語義複雜度」之「語法點的語義具有引申義」方面，是以「SVOV

到 C」構式的難度最高。由於 SVOV 到 C 構式中的「到」所表現的是「客體(theme)

與終點接觸(contact)/而達到終點」(陳怡靜，2004)，故其有「通過動作使事物抵

                                                        
61 各補語類型的使用頻率請參見表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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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某處」(劉月華，2006：305)之位移義的基本用法，也有「動作或變化所產生的

結果」(劉月華，2006：306)之結果義的引申用法。最常見的引申是由空間延伸到

時間然後延伸到結果(鄧守信，2009：117)。SVOV 到 C 構式中，「到」後所接的

補語類型包含「處所副詞」、「時點副詞」、「結果副詞」，正好展現上述常見的引

申關係。「到」的基本義為「抵達」，表物體接觸位移終點，此意義使「到」後可

以搭配「處所副詞」當補語，為空間的位移，用以表達動作結束的處所，例句如：

「開車開到台中」；上述空間的位移義透過「隱喻(metaphor)
62」的方式產了時間

的位移義，因此，「到」的語義也由空間延伸到時間，故可搭配「時點副詞」當

補語，用以表達動作結束的時間點，例句如：「讀書讀到十二點」；最後，「到」

從表示動作在空間或時間上的終點引申為動作達到某種程度或狀態的結果義，因

此「到」後可搭配「結果副詞」當補語，用來表示動作行為達到或產生的程度、

狀態變化，例句如：「考試考到臉色發白」。而在 SVOV 了 C 構式中，「了」字本

身雖然有「了 1」、「了 2」的用法，但其於此構式中僅有「了 1」的用法，表示動

作的實現或完成，因此並無引申義的問題。另外，在 SVOV 得 C 構式中，虛詞

「得」本身亦沒有引申義的問題。 

    綜上所述，在原則二「語義複雜度」之「語法點的語義具有引申義」方面，

由於 SVOV 到 C 構式中之「到」字意義豐富，可表達時間、空間的位移義，又

可表達動作達到某種程度或狀態的結果義，因此，其語義複雜度最高，對於學習

者來說，學習難度較高；而 SVOV 了 C 構式與 SVOV 得 C 構式中的虛詞「了」

與「得」沒有引申義的問題，故兩者語義複雜度低，學習難度也較低。 

    另一方面，從鄧守信(2009)「語義複雜度」的概念出發，筆者認為同一個形

式的漢語重動構式之「補語語義指向」亦會影響其語義複雜度。在 4.2 節表四-3

中顯示，SVOV 得 C 構式與 SVOV 到 C 構式的補語語義指向有兩種：動詞、主

詞，可對動詞所代表之動作行為進行評價與判斷，亦可對主詞的狀態變化進行描

述與評價；而 SVOV 了 C 構式的補語語義僅有指向動詞一種，是用來描述、評

價與判斷動詞所代表的動作行為。因此，在補語語義指向方面，由於 SVOV 了 C

構式的補語語義指向單一，故其語義複雜度低，學習的難度亦低；而由於 SVOV

                                                        
62 邵敬敏(2008：240)指出：「隱喻是利用具體的概念來映射比較抽象的概念，最常見的是

把空間隱喻為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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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C 構式與 SVOV 到 C 構式兩者的補語語義指向都有兩種，故其語義複雜度較

高，學習的難度亦高。 

下表六-8 為參考鄧守信(2009)之「難易度評定原則」，對 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 三種形式之重動構式所訂定的教學安排順序，難度低者標誌為

「前」，表示此形式之構式應越早進行教學；反之，難度高者標誌為「後」，表示

此形式之構式應越晚進行教學。必須指出的是，由於 SVOV 得 C、SVOV 到 C、

SVOV 了 C 三種重動構式之難易度有時並不能剛好劃分出三個等級，因此，會出

現某兩個形式相對於某一個形式簡單或難但某兩個形式間之難易度並不易區分

的情況，此時的教學排序就不會出現「前」、「中」、「後」各一的組合，而是會有

兩個「前」或者是兩個「後」的組合。 

 

表六- 8以「難易度評定原則」為標準所評定的教學排序參考 

 SVOV 得 C SVOV 到 C SVOV 了 C 

結構複雜度 

 

層次複雜度 後 後 前 

搭配限制嚴格 前 後 中 

語義複雜度 語義具引申義 前 後 前 

補語語義指向 後 後 前 

教學排序參考 中 後 前 

 

    除此之外，基於「先備知識」的觀點，我們也參考了各漢語教材中「得」、「到」、

「了」等虛詞成份的教學順序，由此得知上述三個虛詞成份在教材中編排順序的

傾向性，並了解學習者在這三個虛詞成份的學習順序。透過對教材中「得」、「到」、

「了」三項語法點出現順序傾向性的檢視，我們可以了解學習者會先接觸到哪些

語法點知識，才能以學習過的語法點知識帶入重動構式的教學，而使我們的教學

排序更具實踐性。表六-9 為 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 構式依照各

漢語教材中之虛詞成分的出現順序所評定的教學安排參考順序，越早於教材中介

紹的虛詞標誌為「前」；反之，越晚於教材中介紹的標誌為「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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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9 以各教材中虛詞成份出現順序為標準評定的教學排序參考 

 SVOV 得 C SVOV 到 C SVOV 了 C 

《實用視聽華語》 前 後 中 

《遠東生活華語》 後 中 前 

《新實用漢語課本》 中 後 前 

《中文聽說讀寫》 中 後 前 

教學排序參考 中 後 前 

 

    以上，我們從三種評定標準：使用頻率、「難易度評定原則」(鄧守信，2009)

以及各漢語教材三個虛詞成份「得」、「到」、「了」等的教學安排順序來對各形式

之重動構式進行教學排序。在各項獨立的評定標準中，我們分別得到各個不同考

量面向的教學排序結果。接下來，我們以三個評定標準之不同的排序結果互相參

照，以訂定 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 三種形式之重動構式的教學排

序，如表六-10 所示： 

 

表六- 10 漢語各形式之重動構式教學排序總表 

                重動構式的形式類別 

排序的評定標準 

SVOV 得 C SVOV 到 C SVOV 了 C 

語料庫中的使用頻率 前 前 後 

鄧守信(2009)之「難易度評定原則」 中     後 前 

各教材之虛詞成份出現順序傾向性 中 後 前 

總教學排序 中 後 前 

 

表六-10 的統計結果顯示，SVOV 了 C 重動構式在三項評定標準中取得兩項

「前」的安排順序，表示此形式之構式應該越早教學；SVOV 到 C 重動構式在

三項評定標準中取得兩項「後」的安排順序，表示此形式之構式應該較晚進行教

學；SVOV 得 C 重動構式則是在三項評定標準中取得兩項「中」的安排順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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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此構式之教學安排應置於中間。此結果表示，在原型重動構式「SVOVC(了) 」

之後，教學順序的第二位應安排「SVOV 了 C」重動構式，第三位是「SVOV 得

C 重動構式」，最後則是「SVOV 到 C」重動構式。漢語各形式之重動構式的教

學排序如圖六-1 所示： 

 

                    

                    圖六- 1 重動構式的教學排序 

 

E. 各形式之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搭配建議 

    漢語重動構式共有四種形式：SVOVC(了)構式、SVOV 得 C 構式、SVOV 到

C 構式、SVOV 了 C 構式；六種補語類型：數量副詞、頻率副詞、時段副詞、時

點副詞、結果副詞與處所副詞。不同形式之重動構式可搭配的補語類型並不相

同。在 4.2 節表四-2 中，藉由對語料庫中各類重動構式之補語類型所進行的使用

頻率統計結果，我們已整理出各類重動構式補語類型的不同使用頻率，而在進行

教材內容或例句的編寫時，必須將某形式之重動構式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補語類型

列為優先編寫的選項。 

    漢語重動構式原型 SVOVC(了)構式有三種補語類型：數量副詞、時段副詞

與結果副詞，其中，以結果副詞的使用頻率(86%)最高，因此教材應優先編寫與

結果副詞搭配的 SVOVC(了)構式，例句如：「考試考不好沒關係，下次再努力」。

SVOV 得 C 構式的補語類型只有一種：結果副詞，教材需編寫能表現出對動作行

為本身或對動作行為者之狀態、程度變化進行描寫、評價與判斷的補語內容，例

句如：「她跳舞跳得非常好」、「他讀書讀得很不快樂」。SVOV 了 C 構式的補語類

型有四種：數量副詞、頻率副詞、時段副詞與結果副詞，此構式傾向與時段副詞

搭配(60%)，例句如：「昨天晚上我看書看了三個小時」。最後，SVOV 到 C 構式

的補語類型有四種：數量副詞、時點副詞、結果副詞與處所副詞，此構式主要與

結果副詞搭配(73%)，例句如：「他常常讀書讀到睡著」。另外，漢語重動構式補

語語義的指向分為兩種：動詞、主詞(詳見 4.2.2 節)。由於數量副詞、頻率副詞、

SVOV 到 C 

構式 

SVOV 得 C 

構式 

SVOV 了 C 

構式 

SVOVC(了) 

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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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段副詞、時點副詞、處所副詞等補語類型之語義皆指向動詞，僅結果副詞補語

的語義既可指向動詞又可指向主詞；且筆者在 6.1 節對現有教材進行檢視後發

現，各教材之重動構式例句有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傾向性，因此，在編寫教材中

之重動構式的例句時，應優先採用或撰寫補語語義指向動詞的重動構式例句。 

 

F. 漢語重動構式課堂教學建議 

漢語重動構式形式特別、語義內容豐富，相對的，其句法或語義組成成份也

較複雜，當教材引入較為複雜的語法項目時，不能脫離學習者的接受能力，不要

把簡單的問題複雜化，而是要把複雜問題簡單化(崔希亮，2001)。 

    重動構式最引人注意的為其特殊形式：一個句子裡，同一個動詞重複兩次，

第一個動詞帶賓語，緊接著賓語之後出現的第二個動詞帶補語。靳洪剛(2004)指

出，第二語言的獲得必須包括一定程度的結構(form)練習，也就是以語言形式為

中心的練習，並提出在課堂上以語言形式為中心的結構教學步驟，見表六-11： 

 

表六- 11 以語言形式為中心的結構教學步驟 

第一步 介紹定式的語言形式及結構限制，提供大量語言輸入(framing & modeling)：

如舉例、結構分析、提示等，提供有直接反饋的教學重複。 

第二步 利用加強性語言輸入(視覺、音調及版書等)集中練習目標定式，通過在交流互

動中的提問與回答、直接與間接糾錯、語義協商等活動，突出強調語言規律，

幫助學習者建立規則(rule generating, exemplifying)。 

第三步 利用各種教學提問、回應性提問、有主題的語義協商討論、資訊交換等引出

學習者的目標定式表達，檢查在不同上下文中的目標結構使用，幫助學習者

注意到規則使用的細微差異，以便使其調整、擴展規則(reinforcing, checking)。 

第四步 通過各種加強性語言輸入及表達活動進一步綜合練習目標定式，加強結構使

用的複雜度及長度，歸納總結(summary, expansion, and transition)，過渡到新的

定式。 

(資料來源:靳洪剛(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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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語言教學除了考慮形式，意義也很重要。以理解目標構式的意義為基礎，

進而搭配形式作教學，是奠基在人類認知的共性上將複雜問題簡單化，能得到事

半功倍的學習效果。根據筆者的分析，漢語重動構式內部的語義配置並不是簡單

的施事+動作+受事，而是包含著致事、役事、致使力與致使結果的完整致使語義

內容。當學生了解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便可由中心意義推論構式中有哪些語義

成份，再經由教師說明漢語傾向依照事件發生時間的先後次序做描述，讓學習者

了解語義成份出現順序的認知依據，接著再進行構式語義層面與句法層面的對

應。上述的學習過程會比傳統句法上：主語+謂語+賓語，或語義上：施事+動作

+受事的思路更易被學生吸收。換句話說，從構式語法的概念出發，學生只需要

進行語義成份與句法形式的對應，而不是更複雜的專有名詞如主語、施事的相對

應。即，學生只要能夠了解構式的語義內容及語義組成成份，再輔以漢語的語序

概念便能創造出重動構式，而不再是經由複雜且抽象的專有名詞來硬背死記漢語

重動構式的句法形式。 

受 Goldberg (1995)「構式語法」與靳洪剛(2004)「以語言形式為中心的結構

教學」啟發，筆者認為漢語重動構式的課堂教學應包含四項步驟、十項教學內容，

見圖六-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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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教學內容 

  

   

 

   

 

   

 

   

           圖六- 2 漢語重動構式的課堂教學步驟及內容 

 

接下來本文將秉持上述的課堂教學原則，以 SVOVC(了)形式的重動構式為例來

設計學習單，說明漢語重動構式的課堂教學步驟及內容。 

    學習單有兩大部分，首先設計「對話練習」，接著設計「句式練習」。在第一

部份「對話練習」中，特別編撰具有大量重動構式的文本以引起學習者的注意，

讓學習者在閱讀這些語言實例時，能觀察構式的使用方式及構式功能，並經由教

師對語言實例的講解而了解重動構式的構式中心意義及其語義成份排列順序的

○9  協助學習者進行重動構式各項語言技能的練習。 

○10  藉由頻繁的練習，使學生將重動構式內化。 

4. 應 用 構 式 進

行各項練習 

○7  講解每個語義成份進入重動構式的限制。 

○8  整合重動構式之語義層面與句法層面。 
3. 建 立 構 式 的

語言規則 

○4  分析重動構式致使意義中的語義成份。 

○5  提醒學生注意這些語義成份的排列順序。 

○6  說明這些成分排列順序的依據。 
2. 強 調 構式 的

語言規律 

○1  以教材中充足的重動構式語言實例引起學生注意。 

○2  協助學習者進行重動構式句法形式的辨認。 

○3  引導學生理解構式的中心意義。 
1. 介 紹 構式 的

形式以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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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在第二部份「句式練習」中，學習者可練習分析重動構式的語義成份，並

分辨構式所具有的不同補語類型，使學習者對重動構式的使用限制有更深刻及深

入的理解，最後藉由情境問答的方式，經由教師引導，使學習者創造出正確且符

合情境的重動構式。設計「句式練習」的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學習者充足的練習機

會，藉由實際操作、接觸而學會使用重動構式，並期待他們能內化重動構式為其

語言機制的一部份。SVOVC(了)形式的重動構式學習單範例請見表六-12： 

 

表六- 12  SVOVC(了)重動構式學習單範例 

對話練習 

小王：你熬夜熬太兇了嗎？臉色很差！ 

小李：我昨天晚上三點睡。 

小王：這麼晚！不累嗎？ 

小李：累啊！但我看書看累了就站起來走動，休息一下。 

小王：為什麼昨天晚上你看書看那麼晚？ 

小李：因為今天老師要考試。 

小王：那你考得怎麼樣？ 

小李：別提了！我第一次考試考那麼差。 

小王：怎麼會這樣？ 

小李：大概是因為上課上一整天加上昨天太晚睡，最後一節課考試時，我什麼答案也 

      記不起來。 

句式練習 

一、在一個句子中，同一個動詞重複使用的句式，我們稱之為「重動構式」，例如對話

練習中的「你熬夜熬太兇了」。在對話練習裡還有其它四個重動構式，你能找出來嗎？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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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看圖造句：請使用以下所提供的圖片與詞彙，寫出正確的重動構式。 

例：熬夜  → 你熬夜熬太晚了，臉色看起來很不好。 

     

 

 

1. 吃飯 →                     

2. 讀書 →                     

3. 考試 →                     

4. 聊天 →                     

5. 開車 →                     

 

三、填充題：SVOVC(了)重動構式共有三種補語類型，請你試著將例句 A 到 K 的補語

填入正確的補語類型中。 

補語類型 例句 

1.數量補語 例：A、                            

2.時段補語  

3.結果補語  

A. 考試考「100 分」     B.上課上「一整天」     C. 要當兵當「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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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看書看「累了」      E. 起床起「遲了」       F. 開車開「太快」   

G. 打牌打「整夜」      H. 充電充「飽了」       I. 考試考「那麼差」   

J. 看書看「那麼晚」     K. 開獎開「二十個號碼」  

 

四、情境問答題：以下設有三項情境，請使用重動構式口頭回答問題。 

    例：老師看見小王上課時一直打瞌睡，下課後便問小王為什麼精神這麼差，小王

說那是因為他昨晚一直在看書。如果你是小王，應該怎麼用重動構式說明打瞌睡的原

因呢？參考答案：因為我昨天晚上看書看太晚了，所以才一直打瞌睡。 

 

    1. 大明放學回家後看到媽媽在打小明，又看到一張零分的考卷，如果你是大明，

你知道小明為什麼被打嗎？請用重動構式表達小明被打的原因。 

 

    2. 丁華在路上遇到好久不見的小學同學，兩個人在小餐館坐了三個小時，回家後

爸爸問丁華為什麼這麼晚回家，如果你是丁華，你該怎麼用重動構式向爸爸解釋？ 

 

    3.在新年舞會上，李國看見王美坐在位子上喝水、休息，問她怎麼不去跳舞，如

果你是王美，該怎麼用重動構式回答李國呢？ 

 

「句式練習」參考答案 

一、1. 看書看累了   2. 看書看那麼晚   3. 考試考那麼差   4. 上課上一整天    

二、1. 她吃飯吃太飽了      2. 他讀書讀累了        3. 他考試考零分         

    4. 他聊天聊兩個小時    5. 他開車開很快         

三、1. A、K      2. B、C、G       3. D、E、F、H、I、J   

四、1. 小明因為考試考零分，所以被媽媽打。 

    2. 因為我在餐館聊天聊三個小時，所以才這麼晚回家。 

    3. 因為我跳舞跳累了，所以想坐在這裡喝水、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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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小結 

本章檢視目前漢語教材中重動構式的教學情形，發現重動構式尚未成為一教

學重點，最大的問題有三：對重動構式的重視度不足、以不完備的先備知識學習

重動構式、重動構式的出現率太低。筆者針對上述問題，提出重動構式之教學目

標及教材內容與編排的建議。 

首先，教學目標有四點，分別是：「知識」、「理解」、「運用」及「內化」。接

著，在教材內容及編排的建議方面，教材語料數量需充足且來源需真實、動賓結

構的選取需以使用頻率高者為優先、語法點先備知識必須完整、各形式之重動構

式需安排適當教學排序。最後，重動構式的課堂教學基本上有四大步驟：介紹構

式的形式以及意義、強調構式的語言規律、建立構式的語言規則與應用構式進行

各項練習，在這四項步驟之下有十項內容必須執行。根據以上原則，筆者以 SVO 

VC(了)形式的重動構式為例，設計重動構式學習單，以此說明重動構式課堂教學

的步驟及內容，希望能對漢語重動構式的教材編寫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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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研究以 Goldberg (1995)的構式語法為理論基礎，對漢語重動構式從形式與

意義並重的角度進行全面性的探討。有別於傳統上僅針對重動構式句法成份進行

探討的研究方法，採用構式語法進行研究，使本文取得更加具有系統性與詮釋性

的研究結果。本章共分為兩部份：首先針對 1.2 節所提出的研究目的及研究問題

進行回應；第二部份則是提出本研究的限制與未來展望。 

 

7.1 研究總結 

本文對漢語重動構式的研究目的有二：首先，完整而全面地審視漢語重動構

式形式及意義上的各項特點，對漢語重動構式進行系統性的分析；再者，藉由本

文的研究成果對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提供建議，使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更為完

善。針對上述兩大研究目的，下文將分別敘述研究結果，內容依序包含：漢語重

動構式的中心意義、漢語重動構式形式與意義間的對應關係、漢語重動構式的原

型與擴展形式及其語義與句法的差異、各形式之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漢語重動

構式的使用條件及漢語重動構式的教學建議等探討內容。 

( I ) 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為何？主要表達何種語義內容？ 

熊仲儒(2004)在探討漢語「致使句式」時，將重動句(即本文所指之「重動構

式」)視為漢語眾多致使句式中的一種。本文根據熊仲儒(2004)的論證，認為漢語

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為「致使」，此構式中含有四種語義成份：致事、致使力、

役事及致使結果，重動構式是用來表達「致事藉由致使力，致使役事產生某致使

結果」的語義。其中，致事是指動作行為的發出者、致使力是指動作行為的作用

力、役事是指動作行為的承受對象、致使結果即為動作行為所造成的變化。上述

四項成份若要進入重動構式有其語義限制：致事所發動的作用力一定要能直接致

使變化產生；致使力必須能持續(包含延續與反覆)進行；役事不需具備自願性，

但必須為一受到影響而產生某種結果的語義角色；致使結果必須隨著動作結束的

時間點馬上發生，兩者不容許任何時間間隔產生。 



漢語重動構式初探及其教學應用 

134 
 

 

(I I) 重動構式其形式與意義間的對應關係為何？ 

漢語重動構式的表層句法形式可表示為 SV1OV2C，奠基於上述漢語重動構

式的中心意義及其中的語義成份，本文分析其句法成份與語義成份兩者間的對應

關係為：V2對應語義層面的致使力；C 對應語義層面的致使結果；而致事與役事

在句法層面的對應關係則視補語的語義指向分為兩種，首先，當補語語義指向動

詞時，致事與 S 對應、役事與代表某事件的 V1O 結構相對應，表達「S 藉由 V2

致使 V1O 結構產生 C」的語義，另一方面，若補語語義指向主詞，則致事與代表

某事件的 V1O 結構相對應、役事與 S對應，表達「V1O 結構藉由 V2致使 S產生

C」的語義。 

 

(III) 重動構式範疇中的四種形式：「SVOVC(了)」、「SVOV 得 C」、「SVOV

到 C」、「SVOV 了 C」，以何種形式的類型頻率最高、句法結構及語義複雜度最

低，而為此構式範疇的原型？ 

經由對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及聯合知識庫中漢語重動構式例句

的分類及統計，本研究歸納出漢語重動構式共有四種表層形式：SV1OV2C (了)、

SV1OV2得 C、SV1OV2到 C 以及 SV1OV2了 C。其中，以 SV1OV2C(了)構式的使

用頻率最高，且其形式與語義在四種重動構式中複雜度最為低，故本研究認定其

為原型構式，其它三種形式之重動構式則是原型構式的擴展。原型與擴展構式彼

此間形成一個具有語義關聯性的網絡，原型構式位處語義層級的最上端，擴展構

式則靠著多義連接的方式從原型構式繼承中心意義，同時也繼承原型構式所有有

關於句法規定的信息。各形式之重動構式因 V2與 C 間有無虛詞及虛詞的不同，

可反映出動詞所代表之動作行為不同面向的特質，表達更豐富的語義內容。 

 

(I V) 重動構式有哪些補語類型？各形式之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為何？ 何

種補語類型最為常用？ 

在參考前人對重動構式補語類型的研究，以及對所收集之重動構式語料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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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與歸納後，本研究將漢語重動構式的補語類型分為六種，分別為：數量副詞、

頻率副詞、時段副詞、時點副詞、結果副詞及處所副詞。各形式之漢語重動構式

的補語類型並不全然相同，經由對漢語重動構式例句的統整及分類，本研究歸納

出 SV1OV2C(了)重動構式具有三種補語類型，分別為：數量副詞、時段副詞以及

結果副詞；在 SV1OV2得 C 構式中，其補語類型只有一種，即結果副詞；在 SV1OV2

到 C 構式中，其補語類型共有四種，分別為：數量副詞、時點副詞、結果副詞，

以及處所副詞；最後，在 SV1OV2了 C 構式中，其補語類型亦有四種：數量副詞、

時段副詞、頻率副詞與結果副詞。從上述的研究結果中我們發現，表達動作行為

之程度與狀態變化的結果副詞為重動構式最常使用的補語類型。 

 

( V ) 重動構式的使用限制為何？在什麼條件以及時機下必定要使用重動構

式？ 

漢語重動構式的使用限制與其中心意義、句法形式及補語語義指向有關。重

動構式涉及人們對於因果致使關係的認知，說話者藉由重動構式的形式表達「動

作者發出某動作行為，形成某一持續性事件，並造成某種結果產生」的「致使」

意義。從研究中發現，當必須滿足以下三項條件，重動構式就有使用上的強制性：

在意義上要傳達因果致使的關係、在句法形式上必須出現代表某持續性事件類型

的「V1O 結構」，並且，補語的語義不是指向 V1O 結構中的賓語。而若補語語義

是對 V1O 結構中的賓語進行說明時，則應使用「把字句」較為妥當。另一方面，

只要 V1O 結構結構為一次性瞬間完成、非持續性的事件類型時，重動構式必不

可使用。 

 

(V I) 本研究成果如何運用於漢語教學，以降低重動構式「教」與「學」的

難度？ 

本文對漢語重動構式的研究成果可應用於漢語重動構式的課堂教學與教材

內容的安排、設計，使重動構式的教學更加完善，並提供學習者一條以認知為基

礎的學習途徑，使得學習漢語不再只能從背誦生硬的形式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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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進行課堂教學時，教師可從構式語法的概念出發，重視形式與意義

間的關聯，採用本文的研究結果，先介紹重動構式的中心意義及其原型，接著詳

細介紹原型重動構式語義成份與句法成份間的對應關係，並且提供充足的練習機

會，讓學習者熟悉重動構式的使用方式及限制。當學習者學會運用重動構式原型

進行表達後，教師緊接著講解擴展構式與原型構式在語義及句法上的差異，並引

導學習者進行各形式之重動構式的運用練習，使重動構式的教學具有系統性。 

再者，在教材內容的設計及編排方面，本研究提出幾項建議：教材的語料來

源需真實且數量需充足、語法點先備知識必須完整、動賓結構的選取需以使用頻

率高者為優先、各形式之重動構式需安排適當教學排序。本文基於「以使用為基

礎理論」(Langacker, 1987)，認為使用頻率越高的重動構式形式應越早進行教學。

根據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及聯合知識庫所搜得之重動構式語料進行統計

歸納，以使用頻率的高低排序，並參考鄧守信(2009)之「難易度評定原則」及各

漢語教材中虛詞「得」、「到」、「了」的教學順序，本研究訂出漢語重動構式各形

式之教學順序應為：SV1OV2C (了)→ SV1OV2了 C → SV1OV2得 C→SV1OV2到

C，並藉由使用頻率的統計，找出常構成重動構式的動賓詞彙，如「考試」、「讀

書」、「跳舞」等，作為教材編寫的參考。 

 

7.2 研究限制與展望 

本論文的研究限制主要有三。第一點，本研究在選取重動構式例句時，只挑

選 V1O 結構與 V2緊鄰的例句，如：「他洗澡洗很久」，排除了 V1O 結構與 V2不

緊臨的例句，如：「他洗澡常常洗很久」；並且，本研究將重動構式的補語結構限

定於簡單的詞或短語，如上例中的「很久」，若補語為複雜的小句形式，如：「阿

嬤唱歌唱得我的靈魂好像被熨斗燙過」(聯合知識庫)則不列入研究範圍。因此，

本研究並未進行 V1O 結構與 V2間存在其他句法成份時的探討，亦無論及當補語

並非簡單詞或短語而為複雜小句時之情況。除此之外，本研究亦未涉及重動構式

在篇章及語境上的研究，於語用功能上的研究環節實為薄弱。期待後續研究者可

針對本研究例句選取的不足之處、重動構式的語用功能等，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及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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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點，本研究在漢語重動構式的課堂教學及教材的設計與編排上僅提出建

議，未能呈現一份具體、完整、可供教師課堂使用的完整教材；且由於重動構式

偏誤語料在收集上的困難，本研究亦無法提出學習者在學習重動構式時所發生的

偏誤之分析。希望後續研究者能參考本研究所提出的教學建議內容及方向，並構

思重動構式偏誤語料的取得方式且加以分析，據此編撰出一份有系統架構、形式

與意義並重的漢語重動構式教學教材，以供教師在課堂上進行教學。 

第三點，本研究僅針對漢語重動構式本身的形式與意義進行研究，但中心意

義為「致使」的重動構式，其語義內容及各項特點必會與漢語中其他具致使義的

句式有重疊之處，如「把」字句、「使」字句等，後續研究者可將研究內容擴充

至探討漢語重動構式與其他具致使義之句式間的關聯及異同等，以建立漢語致使

語義構式類別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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