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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程度副詞「很」的探討 

 

中文摘要 

 
關鍵字：語義、句法、語用、動詞三分 

   

  本文從語義、句法與語用三個方面探討程度副詞「很」，依照語義是否

起強化(intensifier)作用，把「很」劃分為帶有強化程度義的「很1」，和沒

有強化程度義的「很2」。 

  以Zadeh (1965) 模糊集合(A fuzzy set)探討「很」的程度量級，又以「很」

語法化的歷史過程：動詞 → 形容詞 → 副詞 →功能詞，進行語義分析。

再從搭配意義，討論「很」與否定詞「不」的搭配，發現「很不」是高程度

義的否定，語義是否定的。「不很」程度義的減弱，語義是肯定的。 

  根據 Teng (1974) 提出的動詞三分（動作動詞 action verb、狀態動詞 state 

verb 及變化動詞 process verb）為架構，探討「很」與動詞及「很」與名詞

的搭配。其中狀態動詞的次類，形容詞及關係動詞(包括是、有)跟「很」的

特殊的句型，以及動詞後置成分（俗稱補語）「動得＋很」的句構分析，並

以動後程度語表示狀態、動作行為的強烈程度。 

  以高程度義較具代表性的程度副詞「好、太、更、超」，與「很」做個

比較，分析它們之間的異同。其中「很」與「好」程度義較為接近，「更」

用於比較或「比」字句，「太」除了高的程度義外，還包含了程度過量的過

分義，「超」是新興的程度副詞。 

  最後根據外籍學生的學習偏誤，了解學習上的難點，研討教學的對策，

並以結構為導向，實際應用在教學上，給學生「很」與動詞搭配的框架規則，

幫助學生提昇程度副詞的正確使用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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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Adverb of Degree “hen” in Mandarin Chinese 

Abstract 
Key words: semantics, syntactic, pragmatics, verbs classification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adverb “hěn” (很) in Mandarin Chinese 

from the aspects of semantics, syntactic and pragmatics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the “emphasis” property, hěn1 contains the core meaning as “an 

intensifier or emphasis” whereas hěn2 does not.  Furthermore, according to 

Zadeh’s(1965) “Fuzzy Set” Theory, we analyze the extent inferenc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hěn, which is from verb to adjective, and then adverb to 

functional word.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llocation of hěn with negation bù(不) 

is also examined. Two most common collocation words hěnbù (很不) and bùhěn 

(不很) show a gradabl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m. The former has a highly 

negative sense while the latter means positive.   

    Moreover, based on Teng’s (1974) verb classification framework, mainly 

action, state and process verbs, the collocation between hěn with verbs and 

nouns respectively are discussed. Then, two particular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hěn with stative verb” and “post-verbal component (also known as verb 

complement) dé (得) with hěn”, are specifically analyzed.   

    In addition, the finer-grained distinctions among hěn, hǎo, tài, gèng, chāo 

(很、好、太、更、超) are further discussed. It turns out that hěn and hǎo are similar 

in extent and usage; gèng is more commonly used in comparative sentences; tài 

has the conflated meanings in high and extent senses, and chāo is a newly 

developed lexical word in Mandarin Chinese.  

    Lastly, a teaching application on hěn with verbs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errors 

that L2 learners mak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hěn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we hope to help practioners and L2 learners teach and learn syste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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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 

 

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動機與目的 

  程度副詞「很」可以與動詞（動作動詞、狀態動詞、變化動詞）、名詞

搭配，說明「很」具有很強的搭配能力。王靜（2003)「很」是現代漢語中

使用頻率相當高的程度副詞。但是高頻常用既可能導致保守也可能導致易

變，究竟「很」與動詞、名詞的搭配是否有規則可遵循？進入「很」結構的

條件是什麼？我們在外籍生學習漢語的初級程度就給學生「很＋形容詞」的

規則，為什麼外籍生使用時還是時常發生偏誤？這些都是我們以漢語為第二

語言教學時想要解決的問題。 

  要找到答案就必須先定義動詞，並把動詞分類，要不然就無法統一「很」

的搭配規則。對外漢語教學超過了五十年了，但是教材中沒有提及也無法制

定出「很」的搭配規則，我們以 Teng (1974) 提出的「動詞三分」把動詞分

類，探討「很」的搭配規則，研究目的在於提供站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將此

規則應用在教學上，我們期待教師教學時有理可講，外籍學生學習時也有主

要的語法原則可指引。 

 

1.2 研究範圍與架構 

  本文架構依據 Teng (1974) 「動詞三分」的研究基礎上，來探討「很」

與動詞(包括形容詞)、名詞的搭配規則。並以 Quirk et al. ( 1985) 狀語

(adverbial)語義及語法功能的分類，來分析「很」的語義、句法特徵，我們

把「很」從通比性的語義特徵出發，劃分為強化程度義的「很 1」、及沒有

強化程度義的「很 2」，探討「很」客觀性的程度量、模糊的程度量級及語

用、語法化的過程，再從搭配框架分析「很＋是」、「很＋有」及「很＋不」、

「不＋很」的特殊句式以及「很」與其他程度副詞的異同。 

本文共分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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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說明本文研究動機及架構。 

第二章 檢視並整理中、外學者對程度副詞的研究，並依此基礎，進行現代     

    漢語程度副詞「很」的研究。 

第三章 分析「很」的語義特徵，以及與動詞、名詞的搭配規則。 

第四章 探討「很」的句法、語用功能，及語法化過程。並比較「很」與程   

    度副詞「好、太、更、超」彼此間的差異。 

第五章 將外籍生分語系（英語、日語、韓語），把學習「很」的常見偏誤 

       歸類為：缺漏偏誤、誤加偏誤、誤代偏誤、語序偏誤、類推偏誤、 

       程度副詞連用偏誤、及句型誤用偏誤七種偏誤。偏誤分析語料的來  

       源為：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中介語語料庫、北京語言大學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同時也採用了學者們所提的例句。最後並提  

       出具體的教學建議。 

第六章 總結並提出本研究的限制與未來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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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很」探討的三個平面 

  三個平面的理論最早由胡裕樹(1981,1995)提出，他認為漢語的句子分析

必須區分三種不同的語序：語義的、語用的、語法的。胡裕樹 范曉(1985)

再把語法改為句法，表示這三者的研究都屬於語法研究範圍之內。依此理論

「很」的探討，我們也進行三個平面分析，即語義平面、句法平面、和語用

平面的分析。 

  胡裕樹 范曉(1985) 認為「在漢語的語法分析中全面地、系統地把句法

分析、語義分析和語用分析既界線分明地區別開來，又互相兼顧地結合起

來，」是值得進行探索的語法研究方式。 

  本文根據 Teng (1974) 所提出的「動詞三分」，探討「很」與動詞(包

括形容詞)、名詞的搭配。並以 Quirk et al. ( 1985) 狀語(adverbial)語義及語

法功能的分類，來分析「很」的語義、句法特徵，「很」的語用分析是目前

漢語學者較少探討的一面，本文也將提出探討。 

 

2.2 副詞的定義 

    張靜(1983)提出，「副詞，譯自英語的 adverb，即附於動詞、形容詞及

其他副詞的詞類。」馬建忠依據西方語法所寫的把副詞歸「狀字」一類，「凡

實字以貌動靜之容者曰狀字」，以後的語法著作裏，改狀字為副詞，一直沿

用到現在。 

  呂叔湘(1979)認為「副詞的內部需要分類，可是不容易分的乾淨利索，

因為副詞本來就是個大雜燴。」Haumann (2007) 指出，副詞在結構上可以

出現不同的位置，但是沒有一個分布特徵可以是所有副詞共有的 1。Quirk et 

                                                 
1 Adverbs may assume a number of structural positions, but there is no single 

distributional property shared by all ad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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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 1985)認為副詞是傳統詞類中最模糊不清，最令人困惑的詞類。因為副

詞不像其他的詞類那樣，可以有符合的定義 2。因此自 1898《馬氏文通》開

啟了漢語語法的研究至今，副詞「狀字」3就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詞，從副詞

的定義、分類、語法特徵等等，漢語學界一直都無法達到共識。 

  以副詞的語義來定義：王力(1959) 提出「凡詞，僅能表示程度，範圍，

時間，可能性，否定作用等，不能單獨的指稱實物、實情，或實事者，叫做

副詞」，「凡副詞，用來修飾程度者，叫做程度副詞。」劉月華等(1996) 認

為「副詞主要用來修飾動詞或形容詞，以說明行為動作或狀態性質等所涉及

的範圍、時間、程度、頻率、以及肯定或否定的情況。有時也用以表示兩種

行為動作或狀態性質間的相互關係。」孫德金(2002)認為「副詞是在方式，

程度，時間，語氣等方面對動詞，形容詞或整個句子進行修飾限制的詞」。 

  以副詞的功能來定義：呂叔湘（1980）提出「副詞主要用途是做狀語」。

朱德熙(1982,2005)把副詞定義為「只能充任狀語的虛詞」，副詞能限制或修

飾動詞、形容詞，但不能限制或修飾名詞。丁聲樹(1999,2002)認為：「副詞

是通常修飾動詞，助動詞，次動詞，形容詞的詞」。張誼生(2000a)副詞在狀

語位置上對其後的動詞性、形容性謂語進行修飾限定的詞，也包括可以出現

在補語位置上對其前的動詞性、形容性謂語進行補充說明的詞，程度副詞是

現代漢語內部以語義內涵為標準聚合而成的次類，對謂語中心所表示的動

作、行為或性狀的程度進行限定和描述的一類副詞。 

 

2.2.1 Quirk et al. (1985) 狀語的功能 

  我們認為程度副词「很」基本語義是強化的高程度義，主要語法功能是

當狀語修飾動詞，也能當動後程度語或補語，Quirk et al. (1985)將狀語

(adverbial)從語義功能分為七大類；空間（space）、時間(time)、過程(process)、

                                                 
2 The adverb class is the most nebulous and puzzling of the traditional word 

classes. …...that the adverb is an item that does not fit the definitions for other word 

classes. 
3漢語副詞的定義最早始於《馬氏文通》稱為「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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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respect)、因果（contingency）、情態（modality）、程度（degree）。

其中Quirk et al.再把程度（degree）細分為增強（amplifications）程度、減弱 

(downtoners)程度、估量(measure)程度。 

  Quirk et al. (1985) 把狀語(adverbial)從語法功能分為四類；附加狀語

(adjunct)、下加狀語(subjunct) 、外加狀語(disjunct) 和聯加狀語(conjunct)。

其中再把下加狀語(subjunct)如圖(2-1) 分為：強化語(intensifiers) 和強調語

(emphasizers) 兩種。並將強化(intensifiers)的程度副詞分為: 加強語(amplifier) 

和減弱語(downtoner)其中增強語（amplifiers）又包括最高程度詞(maximizer) 

如：He has“completely” ignored my request.和增強程度詞(booster)如：He like 

her “very much”.兩類，最高程度詞所表達的程度往往高於增強程度詞。增強

程度詞表示從假定的標準出發，在程度上逐步增強，「很」在分類中可歸於

下加狀語(subjunct)下的增強程度副詞(booster)。 

 

圖2-1 Quirk et al.(1985) 狀語的語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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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程度副詞的分類 

    從語義劃分程度副詞：王力最早從語義把程度副詞劃分相對程度副詞和

絕對程度副詞，之後持此觀點學者，如周小兵（1995）、張桂賓(1997)、張

誼生(2000a)、韓容洙(2000)等。馬真（1998）從程度義深淺角度將現代漢語

程度副詞分為程度深和程度淺兩類。「很、挺、十分、萬分、非常、異常、

太、極、最、最為、頂、更、更加、更為、越發等」歸為表示程度深的一類。

「有點兒、有些、比較、較、較為、稍稍、稍微、多少、略微等」歸為表示

程度淺的一類。馬慶株(1992,2005)把程度副詞分為三類：更類、很類、太類。

周小兵（1995）更進一步將絕對程度副詞分為，程度過頭、程度高、程度低

三個類別，將相對程度副詞分為多項比較、雙項比較兩類。 

  從語法功能上劃分程度副詞：夏齊富（1996）將程度副詞分為既能修飾

謂詞又能修飾體詞和只能修飾謂詞兩類。夏齊富認為「無論是對基本詞類(虛

詞和實詞) 的劃分，還是對基本詞類中各小類(乃至小類的小類) 的劃分，都

應以語法功能為主要標準」。 

  王力(1959) 提出的「無所比較，但泛言程度者，叫絕對程度副詞」，張

桂賓(1997) 則認為絕對程度副詞不是根本沒有比較物件，只是比較物件是

一般性的而非具體的，而相對程度副詞的比較物件是具體有定的或潛在

的。張桂賓認為「當與客觀的同性質事物相比較而體現出來的程度差別是

相對性差別，表示相對性的差別的程度副詞就是相對程度副詞」。「不與

客觀的同性質事物相比較，而與思想上的屬性概念本身即對概念的經驗性

的主觀理解相比較，而體現出來的程度差別是絕對性的差別，表示絕對性

差別的程度副詞就是絕對程度副詞」。儲澤祥等(1999)提出了「單比和通比」

兩個概念；「單比是個體與個體的對比，通比是某個個體與它所在類的其

他所有個體進行對比」，通比是整體比較，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的，以認同

標準為主，比較的物件是無定的不能出現。單比是個體比較，比較的物件

是有定的，可以出現。張誼生(2000a)也認為「絕對程度並不是沒有比較物

件，只是其比較物件是抽象的而非具體的，是潛在的而非顯性的」。 

    我們採取了儲澤祥等（1999）、張誼生（2000 a）和張桂賓(1997)的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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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們認為先有比較之後才能得到程度義，比較就一定要有標準和對象。

絕對的程度副詞的比較對象是整體（通比），而相對的程度副詞的比較對象

是個體（單比）。 

    對於程度副詞進一步的次類的劃分，研究者們多從語義方面入手，內部

小類劃分也一直不能取得一致的共識。趙元任 (1968)表示不同的作者所列

出來的副詞表都有出入，所以最好把副詞當作列不完類。趙把程度副詞分為

單音節（口語、文言文）及多音節的程度副詞共 41 個程度副詞。張誼生(2004)

把程度副詞分為，最高級（最）類、較高級（更）類、較低級（稍）類、超

量級（太）類、高量極（很）類、低量級（有點）類、6 類共 89 個程度副

詞，是迄今列舉程度副詞最多的。劉月華等(1996) 列舉 25 個程度副詞，呂

叔湘（1980）8 個程度副詞(很、挺、極、真、更、更加、非常、尤其)，朱

徳熙(1956)17 個程度副詞(很、挺、怪、真、更、最、太、忒、好、較、比

較、非常、十分、稍微、特別)。 

現代漢語劃分程度副詞的標準在那裡？對於口語和書面語常用的程度

副詞，如「很、最、太、更、真……」幾乎都在各家所確定的範圍內，但

有些程度副詞在取捨上就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如「些微、益發、稍許、好

生、頗為、大為……」等。也認定為程度副詞，反而在一些代表性的列舉

和統計中，沒有包括近年來逐漸流行的新興程度副詞，如「超、特、巨、

暴……」等。另外張穎(2007)提出「的確、確實、實在、著實、簡直等」

表確認、強化的語氣副詞，加在表性狀的詞語前面也會增加性狀的程度，

這種程度是因確認、強化而衍生出的，據此也把這些語氣副詞稱為「准程

度副詞」。 

我們認為應該以語義和語法功能對程度副詞分類，先拿程度副詞語義

來檢驗，「些微、益發、稍許、好生、頗為、大為……」、「的確、確實、實

在、著實、簡直」都沒有程度義，無法判定是最高程度義或最低程度義，

也無法在一定的程度義基礎上，強化或減弱被修飾的動詞（包括形容詞）。

從語法的功能來看，並以徐晶凝(1998)程度副詞的基本語法功能來檢驗：

1.位於形容詞前。如：很好、很乾淨。2.位於心理動詞前如：很擔心、很尊

敬。3.進入 「有＋名詞結構」。如：很有水平、很有個性、很受歡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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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帶「得」、「不」。如：很合得來、很吃不開、很沉得住氣。5.可位於助動

詞前。如：很能幹、很會說、很願意幫忙。程度副詞基本上都具有這五個

功能，但上述的副詞無法符合這些特徵，因此不是程度副詞。 

以上這些莫衷一是的分類情形，對於漢語教師的程度副詞教學及外籍

生的學習都增加了困擾。 

 

 2.3 「很」修飾動詞 

   「很」修飾動詞的語法功能，最早由饒繼庭（1961）提出「「很」在修

飾動詞（表示心理活動的一類除外）和動詞結構需要一定的條件，也就是很

不能修飾動詞（表示心理活動的一類除外），只能修飾某些動詞結構」。張

誼生(1996)也說：「一般認為，除心理動詞外，程度副詞是不能直接修飾其

他動詞和動詞性短語的，因為普通的動詞及其短語內部並沒有程度義。」程

度副詞「很」修飾動詞是基本的語法功能，為什麼饒繼庭、張誼生兩位學者

都認為「很」不能修飾動詞？而饒繼庭（1961）所指的「動詞」和張誼生(1996)

所指的「普通的動詞」是那些動詞呢？我們認為必須先把漢語的動詞詞類先

劃分出來之後，才能說明「很」可以修飾什麼樣的動詞，不可以修飾什麼樣

的動詞。 

  以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時，如果我們不能界定動詞的分類，就無法給

外籍生「很」與動詞的搭配原則，因此我們根據Teng (1974) 提出的動詞三

分為架構，把動詞分為；動作動詞（action verb）、狀態動詞（state verb）

及變化動詞（process verb）4，探討「很＋動作動詞」、「很＋狀態動詞」

及「很＋變化動詞」的搭配，其中我們把形容詞放在狀態動詞之下的一個次

類，在狀態動詞下的成員有心理動詞、能願動詞、意願動詞(optative verb)、

形容詞及關係動詞。我們認為程度副詞「很」可以修飾狀態動詞，但並非所

有的狀態動詞都可以被「很」修飾。 

                                                 
4 許秀霞(2008)動作動詞：用以表達生理動作或活動，以及心理活動。狀態動詞：呈現事

物性質或狀態，表達靜態的、非活動的意義。變化動詞：表達兩種狀態間的轉變，故為

非靜態，具有動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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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誼生(2004)把程度副詞修飾的動詞組再劃分為四類：動賓短語、動補

短語、兼語短語、偏正短語。這些短語受各量級程度副詞的修飾，表示不同

量級的程度義。但數量短語張誼生認為只有「很」和稍微、略微一類的程度

副詞可以修飾，表示對數量的評價。受「很」修飾的數量短語，表示量度的

多少，而不是程度的高低，我們則持不同的看法，我們認為受「很」修飾的

數量短語，表示數量多，也表示程度高。 

  吳立紅（2006）指出程度範疇，一定是有層級的，會分成若干的「度」，

如果精確表述，就需要再進一步表現為「數」。既然程度義都有量，但是要

如何估量？朱德熙(1982,2005)認為所謂動詞的量，可以從動作延續的時間長

短來看，也可以從動作反覆次數的多少來看。朱德熙把前者稱為時量，後者

叫做動量，我們認為「很」修飾後的動量或時量，都是表示程度高的量。「很」

修飾數量結構主要在於說明多量，動作動詞可以計量，「很」修飾動作動詞

也起了增量的作用，也表示了一定程度的大量，透過數量間接來反應程度高。 

「很」修飾的數量短語，張誼生(2004)把它分為三種數量義； 

1.空間量：很喝了幾杯酒、很花了一些時間、很寫了幾篇文章。數量成分  

     是名量詞（幾杯、一些、幾篇）。 

2.動作量：很看了幾眼、很跑了幾趟、很說過幾次。數量成分是動量詞 

     （幾眼、幾趟、幾次）。 

3.時間量：很睡了會兒、很聽了一會兒、很找了一陣子。數量成分是時量詞 

     （一會兒、一陣子）。 

  我們認為「很」修飾的數量短語只有動作量和時間量，並沒有空間量，

張誼生(2004)提到的空間量其實也是動作量。這些受「很」修飾的數量短語，

只有肯定的句型，並沒有否定的句型，且動詞後一般都要帶「了」、「過」，

但不能帶「著」。程度副詞中只有「很」可以修飾動作動詞，而且可以帶數

量短語，其他的程度副詞，如：（好、太、非常、更……）不可以修飾數量

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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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很」修飾形容詞 

 「很」一般的用法就是與形容詞搭配，但不是所有的形容詞都可以接受

「很」的修飾，什麼樣的形容詞不可以和「很」搭配呢？ 

  朱德熙(1956)在意念上無程度區別的形容詞，如真、假、錯、橫、豎、

紫、溫，也是不能受程度副詞「很」修飾的，朱德熙(1982,2005)又提出形容

詞的重疊式不受「很」的修飾，因為形容詞重疊以後本身就包含著量的意義，

不能再用表示量的程度副詞去修飾它。趙元任（1968,2002）生動重疊式「慢

慢兒」或「通紅」這類加強式，就不能再加程度副詞「很」。 

  龍果夫(1958)將形容詞分為「絕對性質形容詞」不能受程度副詞修飾的

形容詞和「有程度分別的形容詞」。可受程度副詞修飾的形容詞具有一個量

幅，和「最、很、非常、比較、稍微」等程度副詞搭配後，表現不同的量。 

  呂叔湘（1980）某些形容詞不受「很」修飾，例如；「＊～紫、＊～灰、

＊～廣大、＊～錯、＊～真正、＊～永久、＊～溫、＊～親愛」。形容詞的

生動形式也不受「很」修飾，像；「＊～雪白。＊～紅紅的。＊～白花花的。

＊～酸不溜秋的」。劉月華等（1996）也提出一般的形容詞多數可以受程度

副詞的修飾，非謂形容詞多不能用［很)修飾。像：「＊～男、＊～副、＊

～雄、＊～慢性、＊～彩色、＊～高頻」。 

  石毓智(2001)認為形容詞的量主要表現在程度的高低，可以加程度副詞

（很、太、十分、最等）的形容詞是非定量，不能加程度副詞的是定量。邵

敬敏(2001）把不能加「很」的形容詞叫狀態形容詞，像雪白、血紅、冰冷、

蠟黃、碧綠、筆直、火熱等。 

  不過在探討「很」＋形容詞的規則之前必須先界定形容詞，目前各學者

對形容詞的認定標準不一，上述呂叔湘（1980）所提到的「紫」、劉月華等

（1996）所提到的「男」是不是形容詞呢？還有形容詞的重疊、「雪白、筆

直、蒼白」這類的偏正結構與「很」的搭配使用，也都是我們將在第三章提

出的分析內容。 

  副詞是充當狀語的一個詞類，楊榮祥(2000) 據此進一步給副詞作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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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副詞是只能在「狀·中結構」中充當修飾成分而從不充當被修飾成分

的詞」。而關於「中心語」和「修飾語」的位置，Stockwell (1977,1983)認

為語序的規則有個關鍵就是任何語言中的「中心語」和「修飾語」的順序具

有相對的一致性，而動詞和賓語的位置就是語言典型次序的明顯關鍵，在完

全一致的SOV和SVO語言中，會有規律的次序5。如表(2-1)，如果動詞有修

飾語，在SOV語言中，修飾語出現在右邊，在SVO語言中修飾語則出現在左

邊。 

表2-1 Stockwell 語序的規則 

Ｓ  Ｖ    Ｏ  languages Ｓ  Ｏ  Ｖ languages 

   (head)  (modifier)  (modifier)  (head) 

  Verb   Adverb   Adverb   Verb 

   

  龍果夫(1958)認為形容詞可按照自己的意思在強度上有變化，因此可以

跟各種程度副詞結合。但「圓、空、真、新」等詞在形容詞內部組成特殊的

詞義，在強度上不容許有變化，不能接受程度副詞的修飾。例如一個東西可

以是圓的或是完全圓的，但無論如何也不會「很圓」。絕不能說「很圓」的

桌子。例如：地是圓的，不是方的。這個東西全是新的。龍果夫把不能受程

度副詞修飾的形容詞叫體詞性（名詞）形容詞，比方；圓、空、新。但是在

實際的語言中還是可以說，很圓、很空、很新。從北大語料庫的例句(1-6)

                                                 

5 The key appears to be that the serial order of 「head」and「modifier」is relatively 

consistent for any language,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verb relative to its object is the most 

obvious clue to the typical order for that language. In perfectly consistent OV and VO 

languages, the regular 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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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看，龍果夫(1958)所說的，不能接受程度副詞修飾的形容詞，「圓、空、

新」我們認為可以接受「很」程度副詞的修飾。 

    1.他的相貌舉止沒有什麼特別的地方。腦袋很圓，面色微黑，有幾塊很大的  

 老人斑。 

  2.我沒再說，只是仰了頭說：「今晚的月亮很圓呐，這是農曆初幾呀，這麼圓？」 

  3.在即將打烊的時間，商店裏很空，只有為數不多的顧客或閒逛，或急急忙 

   忙地在選購東西。 

    4.北京來的專機伊爾—14，專機很平穩，艙內只有我一位乘客，顯得很空。 

    5.不算破，不算破，您看，還很新，老闆明顯地帶著譏笑。 

  6.這就表現了他的文學觀點很新、很開明了。 

 

2.4「很」修飾名詞 

   名詞本身並不含有量度義，一般的語法書和教科書在談到副詞和名詞的

語法特徵時，幾乎都認為副詞和名詞之間不可能存在修飾與被修飾的關係。

胡裕樹(1995)「副詞的主要功能是修飾動詞或形容詞，但不能修飾名詞」，

副詞以此點區別於形容詞。 

  「很+名詞」的結構，隨著語言的發展，能產性強，已經成為語言的事

實。蔡飛(2009)修飾名詞的程度副詞一共有「很、最、太、更、挺、好、多、

愈、頗、夠、還、特、多麼、非常、十分、特別、絕對、相當、不太、稍微、

比較」21 個。 

  Quirk et al. (1985)把直接描述名詞，表示的對象的形容詞，稱為本義

(inherent)形容詞，不直接描述的形容詞，稱為轉義(non inherent) 形容詞。

大多數的形容詞是本義形容詞，直接描述名詞所表示的對象。 

張誼生(1996) 副名結構，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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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雖然都是副詞加名詞，但名詞的語義基礎很不相同，有的明顯、有的  

  隱蔽，有的是內在的、有的是外加的，有的是固定的、有的是臨時的。  

2.副名結構的功能比較接近於體詞，大多充當定語，也可以充當賓語。  

 而且其內部組合大都比較緊密，中間一般不宜插入結構助詞「的」。 

3.可使用的程度副詞範圍有限，其中以「最」的使用範圍最廣，「很」  

  使用頻率最高。 

學者對「很＋名詞」的結構成因論點如下： 

1.名詞獲得了形容詞的功能： 

    有此觀點的學者如：胡明揚(1991)認為程度副詞強制改變了名詞的功能

和意義，使名詞獲得了形容詞的功能。邢福義(1997)「很+名詞」的形式就

兼有名詞和形容詞兩個詞性。郭銳(2002)名詞的語義特徵實際上是由整個語

法結構所賦予的而非名詞自身所有，名詞進入「很+名詞」結構，就賦予描

述性語義特徵，名詞似乎變成了形容詞。副詞「很」直接修飾的名詞其詞彙

的名詞詞性並未發生改變，改變的只是它們句法層面的詞性，變成了形容詞

性。 

2.名詞的功能發生了轉化： 

  張誼生(1996,1997)「副詞能夠修飾名詞，主要在於那些被修飾的名詞具

有特定的語義基礎，或者是功能發生了轉化。」可以前加程度副詞表示內涵

義的名詞很多，只要是該名詞的內涵義是具有個性的、富有特色的、比較普 

及的，尤其是足以引起人們聯想。 

  我們傾向於張誼生(1996,1997)的觀點，把「很+名詞」結構從語義上分

為兩類：一類是名詞仍然保有實質的詞彙義，另一類的名詞沒有實質的詞彙

義，語義發生了轉變，名詞已經詞彙化，有了固定的語義。再把「很+名詞」

結構依照語義特徵，分為典型語義特徵及程度語義特徵，本文第三章再詳加

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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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模糊量級 

  「很」表示程度非常高，側重於客觀敘述。是個典型的程度副詞，既可

用於口語也可用書面語，其本身的客觀陳述性較強，多用於陳述、描寫或客

觀評價的句子；修飾形容詞或動詞表示程度高於一般水準，但並不是非常高

或者最高的。(呂叔湘，1980；盧福波，2000；單韻鳴，2004) 

  劉文欣(2006)「形容詞在程度上所表現的度量差異形成形容詞的不同級

次，不同級次主要由不同的程度詞修飾形容詞來表示」。周小兵(1995)將絕

對程度副詞分為：程度過頭(太)、程度高(很、非常、十分、怪、挺、相當)、

程度低( 有些、有點、不大、不太) 三個量級，張桂賓(1997)分為：超高級、

極高級、次高級、較低級四個量級。韓容洙(2000)分為：極量級(極、極為、

極其)、高量級(很、非常、十分、挺、太、真)、中量級(相當、不太)、低量

級(有點兒) 。雖然以上學者對程度副詞量級劃分有所不同，量級的界限也

具有模糊性，但「很」都屬於高量級。 

    張誼生(2004)認為「受程度副詞修飾的 VP 都必須遵守模糊量的原則」。

對性狀類 VP 來說，它受程度副詞修飾以前，含有某種模糊的、未定的性質

量…VP 內部沒有明顯的起訖界線，而是呈均勻、連續、靜態的分布。因此

可以用不同量級的程度副詞對其進行量度的確定，而量的性質不變。 

  我們以 Zadeh L.A. (1965)的模糊集合(A fuzzy set)來說明「很」的程度量

級，模糊集合中的每一個成員都有一個與之相對應的隸屬度，每個對象分配

給會員等級 0 和 1 之間不等。「很」的程度量級是模糊的，無法判讀是屬於

1 還是屬於 0，而是屬於 0 和 1 之間的模糊區間內的任何的數值。 

  呂叔湘(1982)程度的差別也就是數量的差別。程度副詞的程度量是模糊

的量，無法給一個確定的數字，而且程度副詞的語義具有模糊性，這個程度

和那個程度之間邊界交叉沒有明確的界線或起訖點。張桂賓(1997)在量幅

上，「非常、很、十分」比較接近，「相當、頗、頗為」比較接近，前者比

後者量幅大、程度高。王宗聯 (1993)提到「很」表程度深，具有模糊性，

其中「很、挺、非常」難以區別。我們拿「很」的量級來排序，「很、挺、

滿」都屬於程度高的量級，但是「很、挺、滿」三個的界線並不是截然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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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甚至對量級的大小也難以確定。伍鐵平(1997)認為模糊詞的特點是在模

糊詞的連續統(continuum) 的中間部分，很少模糊性；模糊性主要出現在連

續統的兩端的邊緣部分。 

  黎千駒 (2007)指出模糊語言是指在 A 與非 A 之間存在著一個不明確的

交界區域，它是漸變的，不能一刀切的。胡明揚(2000)「所謂的模糊性是指

詞義所反映的對象只有一個大致的範圍，而沒有明確的界線。」「模糊現象

的一個特點在於他往往出現在詞義所指範圍的邊緣區域，而詞義所指範圍的

中心區域則是清楚的」。否則如果一切都是模糊的，人們將無法借助語詞來

區分不同的事務，語言也因此而喪失交際功能。 

 

2.6「很」與其他程度副詞的辨析 

  徐晶凝(1998)指出，在對外漢語教學時，對語義相近的程度副詞要進行

辨析，因為程度副詞的外文翻譯，在許多教材中幾乎都是“very、very much、

quite、pretty”等幾個詞，外籍生在使用漢語程度副詞完全對應教材字面的翻

譯，容易發生偏誤。如徐晶凝(1998)例句： 

＊我比他很瘦。 

＊我有一個太好的老師。 

＊我買了一個好極了的鋼筆。 

  程度副詞的語義特徵及句法功能有很多的共性，但在實際使用時每個副

詞都有不同的搭配規則。也如朱德熙（1982）所說：「不同的程度副詞除了

語義上表示的程度有差別之外，語法功能也不完全一樣。」因此我們把「好、

太、更、超」程度副詞與「很」進行了比較，其中「很」與「好」程度義較

為接近，「更」用於比較或「比」字句，「太」除了高的程度義外，還包含了

程度過量的過分義，「超」是新興的程度副詞。本文希望能藉由其他程度副

詞突顯「很」的特性。 

    我們以上述的文獻整理與探討的基礎，下一章開始探討「很」的三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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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語義、句法、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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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程度副詞「很」的語義分析 

  本文根據 Teng (1974) 所提出的「動詞三分」，探討「很」與動詞(包

括形容詞)、名詞的搭配。先從語義開始分析，依照語義是否起強化(intensifier)

作用，把程度副詞「很」劃分為帶有強化程度義的「很 1」，和沒有強化程

度義的「很 2」，並探討「很」的程度量級與客觀量、模糊量，及「很＋是」、

「很＋有」、「動後＋很」的特殊句式。  

 

3.1「很」的語義特徵 

3.1.1 通比性 6 

  王力（1959）認為「凡副詞，用來表示程度者，叫做程度副詞」。他從

語義角度，最早將程度副詞以有無比較對象分成相對程度副詞和絕對程度副

詞，之後許多學者也依此分類方式探討程度副詞，如:馬真（1988）、周小

兵（1995）、張桂賓(1997)、張誼生(2000) 、韓容洙(2000)等；王力認為無

所比較，但泛言程度的程度副詞叫做絕對的程度副詞，其中最高的誇飾，如：

極、十分、非常；普通的誇飾，如：「很、怪」。反之，凡有所比較者叫做

相對的程度副詞。依王力的程度副詞分類，現代漢語相對程度的副詞有「最、

更、還、比較、稍微」等；絕對的程度副詞有「很、真、太、挺、超、滿、

好、特」等。 

  我們認為程度副詞都先有比較義，才會有程度義的差別。數量差別也是

靠比較體現出來的，比較的雙方在數量的差別上，才構成了程度的基礎，亦

即所有的程度副詞範疇都建立在比較義的基礎上，才會有程度義的差別。因

此我們對王力（1959）提出的「絕對的程度副詞無所比較」的觀點，持有不

同的看法。我們認為絕對的程度副詞及相對的程度副詞都有比較義，也都有

比較的對象。 

                                                 
6 儲澤祥、肖揚、曾慶香（1999）解釋“通比性＂是對於單比而言的。單比是個體與個

體的對比；通比則是某個個體與他所在類的其他所有個體進行對比。通比是整體的比較，

比較對象是無定的、不能出現的；單比是個體比較，比較對象是有定的、可以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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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對的程度副詞的比較對象是整體，也是與典型核心的對象進行比較，   

以整體對象為程度標準的參考點，所得到的程度義，會因不同的文化背景、

區域環境、族群，產生不一樣的程度解讀，做出不同的程度量幅判定。由此

可知，與相對程度副詞相比，絕對的程度副詞主觀性較強，反之，相對的程

度副詞的比較對象是個體，是以一個或一個以上的事實存在為比較對象，經

由實際比較之後的程度差異較為客觀，有明確的比較對象，與絕對程度副詞

相比，相對的程度副詞客觀性較強。 

  我們也認為透過比較才能得到程度義，凡比較就需要有標準、有對象。

以一個小孩是否聰明為例，我們的心中都有聰明孩子所需具備的整體條件，

以此條件作為比較標準程度的參考點，並以此和聰明範疇的對象互相比較

後，得到的結論可能是很聰明、不很聰明、不聰明、很不聰明……這些都是

比較之後所得到的程度義。 

    我們的看法與張誼生（2000a）、黄盛璋（1957）、張桂賓(1997)相同，

相對程度副詞是一種「定較」，是在特定範圍內，用兩個以上的事物進行比

較而言；而絕對程度副詞則是一種「泛較」，是與通常的情況就一般標準比

較而言，不一定是具體的事物互相比較。亦即絕對程度副詞雖然也含有比較

對象，只是這種比較是泛而言之，沒有明確的比較範圍，因此具有「通比性」，

其對程度的認識基於人們普遍的心理標準。 

    王力（1959）以有無比較對象區分相對程度副詞和絕對程度副詞的界

線，我們認為這並不是絕對性的，其中還是有一些問題存在。例如：有比較

對象時，可用相對程度副詞「最」、「更」、「比較」進行比較，但是在沒

有明確比較對象時仍然可以用「最」、「更」、「比較」進行比較。張誼生

（2000）也表示，在具有明確的比較對象和範圍的句法環境中，不能用絕對

程度副詞；而在沒有明確比較對象和句法環境中，既可以使用絕對程度副

詞，也可以使用相對程度副詞。以下舉北大語料庫之相關例子來驗證此ㄧ觀

點。 

    7.因為那地方兒啊交通事故很（最／比較／更）多。 

   8.就說我們家裏頭那個最（很／＊更／比較）盛時代我沒趕上。 



第三章 程度副詞「很」的語義分析 
                                             

19 

 

    9.他父親當兵比較（很／最／更）早啊，他母親是隨軍家屬都在這兒呢。 

    10.林彪任一一五師師長，是三位師長中最（＊很／＊更／比較）年輕的。 

    11.今天的吳瓊似乎比以前更（＊很／＊最／＊比較）漂亮，也更（很／比  

       較／＊最）性感，我感到眼前一亮。 

    12.她們雖然都很漂亮，但仔細看，個子高一點的那個顯得更/最漂亮。（比 

      較/＊很／＊最漂亮一些）。 

  張誼生（2000）認為具有明確的比較對象不能用絕對程度副詞，我們認

為這種論點是有爭議的，其實重點並不在於有無比較對象，而是「很」不可

以用於比較句及比字句。因為「很」修飾形容詞時，只是單純的表示程度加

深，並不能用於比較句，也不能用於比字句，如例句(7,8,9）雖無明確的比

較對象，然而不僅能與絕對程度副詞「很」搭配使用，而且也能和相對程度

副詞的「最」、「比較」搭配使用，例句(10,11,12）有明確的比較對象，與

絕對程度副詞「很」不能搭配使用，但是例句（10,12）以「三位師長」和

「她們」來作比較的比較句，例句(10)是拿以前和今天比的比字句。由此推

知其關鍵並不在於有無比較對象，而在於可否用於比較句和比字句。 

    至於程度副詞「很」應該怎麼歸類？我們認為以語法的功能來劃分是否

可用於比字句及比較句，可減少外籍學生的偏誤。關於歸類方式，過去有不

少研究成果，其中馬真（2003）的分類（表3-1）比較周全，他根據語義將

程度副詞分為程度深與程度淺兩種，深者如：很、最、更等；程度淺者如：

有點兒、比較、稍微等。還依程度深淺再劃分，能不能用於比較句式和比字

句，其中表示程度深的「最」可以用於比較句，但不能用於比字句；表示程

度深的「很」與表程度淺的「有點兒」都不能用於比較句和比字句。以下為

「很」的例句: 

    13.＊相比之下，這個教室很大。 

   14.＊這本書比那本書很難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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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馬真 程度副詞與比較的句式分布 

 程度 例詞 用於比較 用於比字句

 

  深 

很 － － 

最 + － 

    更 + + 

  

  淺 

稍微 + + 

   比較 + － 

有點兒 － － 

 

3.1.2 「很」的強化程度義 

    我們依據語義將「很」分為兩類，把帶有強化程度義的定為「很1」，

沒有強化程度義的定為「很2」。關於強化程度義的定義，Quirk et al. (1985)

對強化(intensifier)程度義的解釋是，強化的狀語主要與程度的語義範疇有

關，強化語這個名稱不只表示增大強度的手段，也表示在一個想像的強度等

級遞差上（intensity scale）的一個點7。強化語(intensifiers)增強程度副詞加

強了語義，使假定的標準變得更高的語詞，從假定的高標準出發，在程度上

增大強度。強化程度的狀語又可分為兩類，分別如下： 

(一) 最高(maximizers) 程度義副詞：表示已達語義等級度的上限，具有絕對

最強程度的語義。如英語的：thoroughly , fully ,completely,……等，相對於

漢語的程度副詞，如：最、頂、極、十分等。 

(二) 提高( boosters) 程度義副詞：從假定的等級程度出發，在程度上提高強

度，使得假定的程度標準更高。如英語的：very , well, so, far ……等,相對

於漢語的程度副詞如：很、真、太、挺、超、滿、好、特、更、非常等皆是。

這是個開放性的詞類，不斷有增強語被創造出來。  

 
                                                 
7 The intensifier subjuncts are broadly concerned with the semantic category of degree.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term” intensifier” does not refer only to means whereby an 
increase in intensification is expressed. Rather, an intensifying subjunct indicates a 
point on an abstractly conceived intensity 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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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 有強化程度義「很1」 

    Quirk et al. (1985)認為，副詞作形容詞的修飾語，從假定的標準出發，

在程度上逐步增強語義，如以例句；a funny film與a very funny film做比較可

發現後者具程度上的增強義。 

  呂叔湘（1980）指出「很」位於助動詞或動詞短語前，表示程度高。在

句中，強化程度義的程度副詞「很1」可修飾後面的動詞提高程度義，例句(北

大語料庫)如下: 

    15.美院的學生對我總是很尊重和感激的。 

    16.我覺得她很可憐，不知她有沒有結過婚，有沒有子女。 

   17.錄音棚在人大附近的一個地下室裏，設備很簡陋。 

以上的例句可知很尊重、很可憐、很簡陋的「很」提高了尊重、可憐、簡陋

的程度義。 

  劉月華等(1996)認為，如果在沒有對照或沒有比較意味的情況下，只用

單音節或雙音節形容詞作謂語，如：「這件衣服合適」、「外邊風大」。會

使人感覺句子的語義未盡，似乎只說了一半的話。一般必須在形容詞前加上

程度副詞「很」。例如：「今天很冷。」、「他學習很好。」。劉月華等認

為這裡的「很」表程度的意思很弱，並不表示具體的程度義。但卻具有足句

作用，很多性質形容詞在作謂語時，需要加上「很」來足句。下面以網路上

的北京奧運新聞為例，證明句子中若是沒有「很」，句子就不能成立。 

      18.匈牙利華人志願者：能為北京奧運做事很高興。 

     19.80 個國家協助北京奧運，安保倫敦市長很妒忌。 

     20.對北京奧運安保工作豎起了大拇指。讚北京奧運場館很夢幻 。 

    21.北京奧運村夜晚演出精彩紛呈 村民過得很愉快。 

    對於「很」的足句作用，劉文欣(2006）解釋為：人們說話總是為了實

現一定的交際意圖，傳達一定的資訊。新資訊的有無和信息量的大小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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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句子能否自足。性質形容詞本身表示的抽象屬性，語義程度上通常都有

一定的伸縮空間，所以性質形容詞進入句子常常需要有程度詞確定其所表

程度級次，才能傳遞有效資訊。  

    我們認為足句作用的「很」，既然為程度詞確定其所表的程度級次，

傳遞有效資訊，就表示含有具體的程度義，也有強化程度義，因此不按照

劉月華等（1996)的看法；「很」表程度的意思很弱，並不表示具體的程度

義。我們把這裡的「很」當成強化程度義的「很 1」。 

   有些句子即使把「很」刪除了，句子仍然可以成立，「很」雖然沒有足

句的功能，我們也認定具有強化程度義的，是強化程度義的「很 1」，舉北

大語料庫的例句來說明： 

     22.因為那地方兒啊交通事故很多，他處理交通，他當地人哪，交通民警也 

       很少。 

     23.我哥哥、我弟弟也陸續都上班了，都經過介紹、考試。那會兒，都很好 

       上。 

     24.家裏你吃飯都費勁，你怎麼能拿錢念書呢？生活也很困難。 

  呂叔湘(1980）指出「很＋Ｖ＋數量」，如：很花了些（點兒）錢、很

認識幾個人、很費了一番心血、很有兩下子、很去過幾回、很找了一陣子等

這類句型的動詞後多帶「了」、「過」，數詞也僅限一、兩、幾。搜尋北大

語料庫後我們發現，「很」有直接修飾單音節動作動詞的語言現象，如: 很

打、很吃、很跑、很解決、很研究等等。許多學者認為這些「很」修飾的整

個動詞短語，不是表示程度的強化，而只是表示動作進行的次數多或延續的

時間長，或數量多的意思，「很」並沒有表示程度義，只是表示加強的語氣，

其實是語氣副詞。（張誼生，2000；王靜，2003；陸儉明、馬真，1999/2003)  

  我們則認為這類句型的「很」仍然具有程度義，因為動作動詞的量本來

就是以時間的長短及次數來計算數量的多寡，但是加上「很」之後，在程度

上也就強化了時間的長度及增加了次數及數量，而且時間、次數、數量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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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也是ㄧ種程度義的呈現。如果把動詞短語的「很」省略，雖然句子還是合

語法，但是也減弱了句子的程度義。「很」在強化程度義的同時，也具有加

強語氣的作用，這也表示所有的高量級程度副詞都具有的特點，因此「很＋

動作動詞」的「很」是「很1」，仍然具有程度義。 

 

3.1.2.2 沒有強化程度義「很2」 

    龍果夫(1958)表示，在現代漢語裏，像「這本書很好」這種類型的句子

裏，程度副詞「很」正在消失它的加強意義，因為只有在特定的上下文條

件下，才可以把「這本書好」視為完整的語義。所謂「特定的上下文」就

是指句子有比較、對照、比擬、對照的情況下。例如我們可以說「這本書

好，那本書不好」（兩種性狀的比較）。然而光是說「這本書好。」只有

在回答「這本書好不好？」這種選擇式的問句的時候，或者是包含在一個

更複雜的句子，例如：「這本書好，你去買它來」才可以。「這本書好」

由於它的語義不完整，因此需要用補充手段來消除形容詞意義和謂語的意

義（比較、對照、比擬、對照）之間的分歧。最通常的辦法，就是在形容

詞前面加上一個程度副詞「很」，因為它在詞義上是最中性的，所以使用

頻率也就最大，「很」在詞義和語法雙重職能上的應用，經常就導致「這

本書很好」在極大的程度上喪失「很」的實在意義。 

    龍果夫(1958)認為，「這座山很高」、「在街上很滑」、「他的手很髒」

等句子，與其說是表示「山非常高」、「街上非常滑」、「他的手非常髒」，

不如說是僅僅表示「山高」、「街上滑」、「他的手髒」。龍果夫指出「很」

脫離了副詞範疇，轉變為一種跟性狀謂語連用的繫詞，「很」在這裡的作

用是純語法上的，把不完全的謂語轉變為完全的謂語，也就是轉變為完備

的、自足的整體。我們由此得知「這本書好」，這種句子的謂語是不完整

的，如果在形容詞前面加上程度副詞「很」，「這本書很好」就能得到完

整的謂語。 

    沒有強化程度義的「很2」這個特徵，同樣也表現在語音的結構上，龍

果夫(1958)發現熱河方言中，「很2」往往沒有獨立的聲調，收尾輔音[n]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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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很容易被下一個詞的聲母所同化，例如說「很大」，「很」的收尾輔音

是舌尖鼻音[n]，但說「很好」時則是舌根鼻音[ŋ]，說「很不好」時則是雙

唇音[ｍ]。龍果夫在甘肅和陜西諸方言裏，也發現副詞「很」的實在意義

的消失過程更進了一步。這些方言裏，帶有強化實質意義「很」的結構，

如像「這本書好得很。」，完全排擠了「這本書很好。」這種非強調的結

構。既然平行的結構消失了，在這方言裏「這本書好得很」這類句子的語

義也起了變化，它們已經不是這本書在程度上「非常好」的意思，而只是

簡單的表示這本書「好」的意思。這種結構的強度意義在指事物的非固有

的特徵，如「桌子大得很。」或者「湯鹹得很。」時還可以充分的感覺到，

但是在指事物的固有的特徵時，以及特徵的強度由於它的經常不變而不再

被感覺到時，強度的語義便等於零了。「冬裏冷得很。」、「鐵重得很。」、

「鹽鹹得很。」，這幾個句子都只是單純的表示冬天冷、鐵重、鹽鹹。龍

果夫用下列的事實來證明，若是要特別強調特徵的強度時，就必須在謂語

前面加上一個副詞「太」，而「太」的語義也就從過度強調減弱為「很」

了，例如：「冬裏太冷得很」。 

    龍果夫(1958)指出，當說話者希望以謂語的形式來強化程度義時，就會

使用具有性狀謂語的繫詞句，來指述性狀的量度、程度和估價，像「很好

的書」、「很高的山」，這時候「很」這個詞仍然保留著程度加強的原義。

他認為如果「這本書很好」表示「這本書很好」的字面義，那麼「這本書

是很好的」就表示「這本書非常好」，所以「這本書很好」並不表示比「好」

更好，同樣地「這座山很高」並不表示比「高」更高。我們認為龍果夫這

裏所說的「很」就是沒有強化程度義的「很2」。 

    對於程度副詞「很」在句式中喪失它的詞彙語義此ㄧ觀點，王力

(1937,2000)表示，應該先分別「表詞」8的性質，他認為表詞是名詞性的“He 

is friend.＂，或是形容詞性的“He is honest.＂，兩者在中文的文法中有很大

的差別，以「The horse is strong.」為例句，句中的“is＂是中國文法裏不用

的，若是以文言文呈現也只簡單地寫成「馬壯」，不能寫成「馬為壯」，

而在現代漢語的白話裏也只能說成「那馬很壯」，不能說成「那馬是壯」。

                                                 
8 王力自訂名句（nominal sentence）的 predicate 譯為表明語，predicative 譯為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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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那馬很壯」的「很」字也不完全等於英文的 very，「很」只等

於形容詞的前加部分（prefix），用來補足語氣。至於在否定的句子中，因

為有「不」字，語氣已足，就用不著加上「很」字，只說「那馬不壯」就

行了。對此龍果夫在王了一（王力）(1957)注解中指出：在現代口語中做定

式動詞用的形容詞，要求一定的「修飾語」就是副詞「很」字，龍果夫還

說：「「很」在這些場合，喪失了自己的詞彙義，並且轉成某種「繫詞」，

附屬在形容詞謂語裏。」綜合上述，我們認為既然「那馬很壯」的「很」

字只是前綴 9 ，並不具有實質的程度義，則王力說的「很」就是「很 2」。 

    李勁榮（2007）認為一般情況下，形容詞在句中表示高程度義是無標記

的，而表示低程度義時則是有標記的。Quirk et al. (1985)指出，度量(measure)

形容詞，如：old, deep, tall 等，都有度量等級。這些形容詞在度量等級的兩

端，各有一個詞表示如：old/ young, deep/shallow, tall/short……，但是在度

量詞語中，則用頂端那個詞（old, deep, tall 等）作為無標記詞。Quirk et al.

也認為無標記詞表示程度高和度量大的意思，「用無標記詞並不限於只能表

示程度高和度量大的意思，也可以用在 how 的問句裏」10。因此當有人問：

「澳洲現在的天氣怎麼樣？」如果回答：「熱」，它的意思是指天氣熱的程

度比較高，因為表示高程度義是無標記的，所以「熱」的意思就是「很熱」。

但是如果天氣不算很熱的時候，我們會說：「有點熱」、「不太熱」，因為

表示低程度義的時候，是有標記的，因此會使用這些低程度的副詞，如；有

點、稍微、稍、有些、不太等詞語來限定。所以高程度副詞「很」出現在形

容詞前，常常表示非程度義的用法。「熱」跟「很熱」都只是肯定熱的高程

度義，並不是強化「熱」的意思，這跟「非常熱」、「太熱」、「超熱」所

表示的語義是有區別的。「很」在這裡並不表示多少實際意義，表義的功能

已趨向於零，這個「很」就是「很 2」。 

                                                 
9 在語言學裏，前綴屬於一種前置於其他詞素的字綴，由於其無法以單字的方式獨立存

在，故亦為一種附著詞素。漢語指的是在詞根前面的構詞成分。如“阿哥＂、“阿姨＂

中的“阿＂。 
10 This set of “measure” adjectives is used in the same way in how-questions and, again, 
the use of the unmarked term does not assume that only the upper range is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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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 Thompson (1981) 指出，在口語中，後接形容詞的「很」若不重讀

則「很」的語義盡失，此時我們說「很」的語義給漂白了。例如：他很高。

在漂白的情況下等於 She/He is tall. 此種漂白的「很」就是「很 2」。 

  王曉駟(1995)則以 They are busy. 說明翻譯成中文時，符合漢語的語言

習慣，得在形容詞前加上「很」，翻成「他們很忙。」例（25)，這裡的「很」

就是沒有程度義的「很 2」。如果不加「很」字，翻譯成「他們忙」例(26)，

語境就不同了，不加上「很」就只能出現於進行比較的語境中，其隱含義

也就是非「They」的人不忙。我們認為除非前後的句子做比較，不然必須

加上程度副詞「很」。 

  25. They are busy. 他們很忙。(王曉駟，1995) 

  26.They are busy. 他們忙。(王曉駟，1995) 我們不忙。(前後句比較) 

    如果翻譯成「他們是忙的」例(27)，句中的「是」是繫詞，我們接收到

的訊息是「忙」，表示他們是「忙」的，並不是閒著沒事。例(28)的「很」

就跟英文的「very」意義相近，說話者常為了要加強程度義，表示程度高而

重讀「很」，就是強化程度義的很 1。而例句(25)的「很」只充當虛義，則

是「很 2」。 

 27. They are busy. 他們是忙的。。(王曉駟，1995) 

    28.They are very busy. 他們很忙。(王曉駟，1995)  

     以上例句中，未出現程度副詞的英語句子，譯為漢語時卻添加了［很]。

反之，中文翻譯成英文時漢語的「很」很少譯為 very 等英語程度副詞。因

此我們可以說「很」不都具有程度義，也就是說有的「很」是很 1，有的「很」

是「很 2」。至於區別的標準是什麼？我們認為如果中翻英時，不需要表示

程度副詞「很」的詞語，如：very, very much, quite, awfully, so 等，就表示

句中的「很」不具有實質的程度義，也就是「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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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很」客觀的程度量 

     Langacker（1985）認為客觀性的觀察視角帶有顯性的評論參照點，而

主觀性的觀察視角沒有顯性的評論參照點。按照這個說法雖然「很」並沒有

顯性的評論參照點，是透過隱性的參照標準，此標準完全以說話者的角度出

發，表達程度的方式應該是主觀性的。但是我們認為在沒有顯性的參照點的

程度副詞，如：很、真、太、挺、超、滿、好、特等，「很」是最中性客觀

的一員。對此，龍果夫(1958) 也提出：「很」本身的語義是十分中立的，

「很」的語義是在所有程度副詞當中是最中立的一個，因而使用的頻率也就

最大。 

    朱德熙(1956) 指出：狀態形容詞「表示的屬性都跟一種量的觀念或是

說話的人對於這種屬性的主觀估價作用發生聯繫」，「都包含說話的人的感

情色彩在內」，所以程度副詞必定與主觀性有了聯繫，如果將很、真、太、

挺、超、滿、好、特等程度副詞的主觀性加以排序，「很」應該是帶最少的

主觀性。因此我們說「很」是客觀的程度量，是指與其他程度副詞的比較之

下，「很」是較客觀的程度量。 

                       沈家煊(2009)認為，主觀性(subjectivity)是指說話人在說出一段話的同

時，表明自己對這段話的立場、態度和感情，從而在話語中留下自我的印記。

「很」客觀的程度量並不是指絕對的客觀，程度量一定帶有「主觀評價」

（subjective evaluation）。若以程度副詞主觀客觀量來分類，真、太、挺、

超、滿、好、特被歸為主觀量的描述，「很」在比較之下就屬於較客觀的客

觀量描述。語言不僅僅是客觀地表達命題和思想，還表達了言語的主體，即

說話人的觀點、感情和態度。同時，語言中的韻律變化、語氣詞、詞綴、代

詞、副詞、時體標記、情態動詞、詞序、重複等手段，也都可以用來表達主

觀性。 

  陳小荷(1994) 也認為，「主觀量」是含有主觀評價意義的量，與客觀

量相對立。例如，對於「幹了幾天了？」這一提問，可以有以下三種回答的

方式： 

    A.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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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都三天了。 

    C.才三天。 

    A句表達的是客觀量，不含有說話的人對於「三天」這個量的大小的主

觀評價意義。而B句和C句表達的是主觀量。B句表示說話的人認為「三天」

這個量相當大(主觀大量)，C句表示說話的人認為「三天」這個量相當小(主

觀小量)。 

  主觀量中也包含對量的客觀敍述，所以主觀量與客觀量的區別僅在於是

否同時含有對量的大小的主觀評價意義。陳小荷(1994)也認為沒有重音的是

客觀量，表示主觀量時總是重讀的。表達主觀量的B句和C句，按照口語裏

的實際讀法，副詞「都」、「才」應重讀。 

    B.都
‧

三天了。 

    C.才
‧

三天。 

    主觀量的前邊或其本身有句重音，這是主觀量的最顯著的形式標誌。但

對量的大小的主觀評價因人而異，因事而異。按照陳小荷(1994)的說法，「很」

除了特殊情況外，常常輕讀，因此是客觀量不含主觀的評價。 

   關於客觀量的界定標準，王斯倩(2009)的看法如下： 

1.描述動作的客觀量，多用於描述情況及事實。 

2.用於敍述體中，句式為陳述句。無表疑問或感歎的語氣詞，如：阿、嗎、  

 吧、呢等。 

3.使用第三人稱或事物名稱。 

4.句中一般不出現能願動詞。 

    關於敘述句比祈使句具有客觀性之觀點，沈家煊(2009)認為祈使句表現

出說話人和句子主語之間的某種「認同」。祈使句的主語也叫做「言者主語」

( speaker subject) ，因此祈使句跟敍述句相比，也帶有較強的主觀性。 

    朱德熙（1982,2005）對語氣詞進行分類，其中，表示疑問或祈使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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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氣詞包括：嗎、吧、呢等，表示說話人的態度或情感的語氣詞包括啊、嘔

(ou)、欸(ei)。語氣詞也是說話人情感的一種外顯形式，都是屬於主觀性表

達。因此在研究主觀性時，語氣詞搭配情況也可以作為衡量主觀性強弱的一

個標準。 

    關於使用第三人稱或事物名稱，張旺熹、姚京晶(2009)也從人稱代詞的

角度，加上 「看/ 說/ 想」的架構。「第一人稱＋看/ 說/ 想」架構，是

說話者直接表現對於當前話題的主觀感受；而「第二人稱＋看/ 說/ 想」架

構，是以聽者角色獲得主觀性認識；至於「第三人稱＋看/ 說/ 想」架構，

則是一般當事者不在現場，說話者無法完全代替說出當事者的意思，因此「他

(她) + 看/ 說/ 想」僅限於陳述客觀事件，較不具有主觀性。 

    呂叔湘（1980）指出，「很」用在助動詞或動詞短語前，表示程度高。

呂叔湘也舉出一些動詞可單獨受「很」修飾，例如：應該、應當、可能、願

意、喜歡等。這些動詞表示情緒、態度、理解、評價，都是表達情態（Modality）

意義，也就是主觀感受。 

    然而「很」是否符合客觀性的界定標準呢？我們從北大語料庫中取前

300筆的語料進行分析，發現「很」多數用於陳述句，共有292筆（佔97.3%），

與語氣詞搭配使用的較少，感嘆句有7筆（佔0.23%），疑問句只有1筆（佔

0.03%），祈使句則是0筆（佔0%）。「很」出現在句型中的排序是：陳述

句＞感嘆句＞ 疑問句＞ 祈使句。從數據得知，絕大多數用在陳述句，主觀

的感情色彩較弱，因此「很」表達的是客觀的程度量。 

疑問句只有 1 個例句如下: 

1.那要是過個年春節那累死了，那個事情很多是不是?一天老沒個休息時候兒這一 

 天。 

感嘆句有7個例句如下： 

1.我們家在北京住那我可說不清楚,爺爺可能就是北京人，很多代啦,三代 

   以上。 

2.我一眼就能看出你的繪畫功底，你是很有前途的一個畫家喲。 

3.紅白事兒啊？紅白事那也挺禮、也、也很多事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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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那個，這一說這姓，我說，這個，這話的姓兒是怎麼姓的呀?姓，很大啦，他姓  

 啊，以前都這姓，你比如說這個，我這馬，什麼馬家…… 

5.年男子，他們向我走來，壓低聲音問：「哥們兒，要不要碟片？看了很過癮的  

  喲，買幾張看看吧！」 

6.你要是買棒子麵兒，咱們不是我一個人兒，很多的啊女同志都那樣兒吧。 

7.已經就很多那個原來所保持的哦，習慣啦，風俗有好多就，我也不知道…… 

 

表3-2 「很」的句型統計 

很 筆數 比率 

陳述句 292 97.3% 

疑問句 1 0.03% 

祈使句 0 0% 

感嘆句 7 0.23% 

   

  綜上所述，「很」是表程度較高的典型程度副詞，其主觀量附帶功能比

較弱，多用於客觀量的描述，且陳述性較強，多用於陳述、描寫或客觀評價

的句子。修飾形容詞或動詞表示程度高於一般的水準，但並不是非常高或者

最高的程度，是個典型的程度副詞，既可用於口語也可用於書面語。（單韻

鳴，2004；王斯倩，2009）。 

3.1.4「很」的模糊程度量 

    關於模糊 (vagueness)的定義，趙元任 (1959 ,1976) 認為：「一個符號

的邊界不明確的情況，跟明確的情況比起來顯得十分突出」。例如：顏色名

稱「褐色」是非常模糊的，事實上，模糊這個詞本身是十分模糊的。Channell  

(1994,2000) 也引用了UIIman11的觀點說明，模糊語言的本身是含糊又曖昧
                                                 
11 Channell（2000) If one looks more closely at this vagueness one soon discovers that 

the term is itself rather vague and ambigu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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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此定義而言，一個符號的邊界狀況若是不清楚，就可以說它是模糊的。

我們拿「很」來說，「很」、「挺」、「滿」三者都屬於程度高的量級，但

是「很」、「挺」、「滿」三個的界線並不是截然分明的，甚至對量級的大

小也很難排序，「很」的程度量級是模糊的量級。王宗聯 (1993)也提到「很」

表程度深，具有模糊性，其中「很」、［挺］、［非常］難以區別。 

    Zadeh (1965)提出：模糊集合(A fuzzy set)是其成員隸屬度構成一個連續

集的所有成員組成的一個類。模糊集合中的每一個成員都有一個與之相對應

的隸屬度，這個隸屬度就構成了這個模糊集。關於它的元素的隸屬函數

(membership function) ，每個對象分配給會員等級 0和1之間不等12。在集合

論中，每一個集合的成員屬於它（隸屬度為1）， 不屬於它（隸屬度為0）。

像「美人」或「高個子」這些概念找不到精確判定其資格的根據，並不能構

成一般數學意義上的類或集合。我們認為相同的程度副詞「很」也具有模糊

性，量級程度也無法判讀究竟是屬於1還是屬於0，而是屬於0和1之間的模糊

區間，取區間［0，1］內的任何實數值，來表示模糊概念的程度。Siegfried  

( 2001)指出，有了這些數值，邏輯就可以擴展，從模糊中分級13。 

    Jespersen (1924)也舉例說明，像 hot（熱）、 warm（暖）、 tepid（暖

和）、 lukewarm（微溫）、mild （溫和）、fresh（清新）、 cool（涼爽）、

chilly（冷）、cold（寒冷）、frosty（嚴寒）、 icy（冰冷）等形容詞。雖

然彼此都有互相對立的形容詞，但是不可能在這裡劃分出兩者之間的明顯

的分界線 14。 

    呂叔湘(1982)認為物件有數量，性狀無數量，雖然不能說「一個紅」或

「一兩紅」，卻可以說「深紅」或「淺紅」。深淺是程度的差別，其實程度

                                                 
12 A fuzzy set is a class of objects with a continuum of grades of membership. Such a 
set is characterized by a membership function, which assigns to each object a grade of 
membership ranging between zero and one. 
13 With these valuations,many-valued logic can be extended to allow for fuzzy premises 
from which graded conclusions may be drawn. 
14 Though each adjective at the head of this list is a contrast to each of those at the tail, 

it is impossible to draw a sharp line between to halves of the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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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別也就是數量的差別。只要有測量的標準，就可以用數量來表示程度，

例如溫度便是如此。只是一般來說，程度的表達只能部分用數量，還有一些

要用限制詞。若要表程度不高，可用還、稍等副詞。若要表程度很高，則可

用很、非常、太等副詞。 

    伍鐵平(1997)指出模糊詞有一個特點，在模糊詞的連續統(continuum) 

的中間部分，很少模糊性。模糊性主要出現在連續統兩端的邊緣部分。例如：

18± ～ 30± 歲是典型的青年，但隨著人們平均壽命的延長，這個模糊詞的

上下限可能發生變動。以前，50 歲的人被視為老年，現在則往往被看作中

年。而處於中間的部分很少模糊性，具有清楚、明確的特性，例如 22 歲的

學生是青年，就沒有模糊性。但是幾歲以後就不再稱為青年呢？此時邊界就

出現模糊性了，以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 的概念稱之為「原型」

(prototype)或譯為「典型」，即它們具有青年的特徵最多，如身體健壯、精

力充沛、思想活躍等等。我們認為「青年」這個模糊性的概念，也是由具體

的年齡決定，以具體的年齡為量，一旦具體的量超過一定數字，則「青年」

也就不再屬於此詞所指。 

  吳世雄、陳維振 (2000)認為模糊集合論（fuzzy sets）適用於語言模糊

性研究的一個根本原因在於語言範疇實際上就是某一個論域中的模糊集

合。範疇的核心部分是範疇中所有成員共有的典型屬性（相當於集合的定義）

是明確的；但是範疇的邊緣（相當於集合的外延，即組成該集合的所有元素）

卻是模糊的，不能明確地加以確定。 

  從語義關係來看，只有含有程度或量度的詞才可以被「很」修飾，那

麼「很」該如何估量呢？王力（1959）最早就給「很」的程度義作了排序，

他說：很的反面是「不大」，例如：我告訴他媳婦身子不大爽快。比不大

更委婉些的是「不大很」，例如：只是心重些，所以身子就不大很結實了。

比不大更誇飾些的是很不大，例如：頭裏平兒來回我，說很不大好。因此

按照王力對「很」的排序為： 

  很 ＞ 很不大 ＞ 不大很 ＞ 不大 

  張誼生(2000b)認為由於程度副詞所表示的都是相對模糊的量，各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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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雖然存在著一定的差距，但相互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絕對界線。程度副詞其

內部都還可以根據程度的量幅，進一步分出依次遞降的小類。一般而言，至

少可以分成四級。比如： 

  （小張）最為聰明 ＞ 更加聰明 ＞ 比較聰明 ＞ 稍為聰明一點 

  （小張）過於聰明 ＞ 極其聰明 ＞ 非常聰明 ＞ 有點兒小聰明 

如果按照張誼生的排序，我們認為「很」其程度排序如下： 

  （小張）最為聰明＞更加聰明 ＞ 很聰明 ＞比較聰明 ＞稍為聰明一點 

  （小張）過於聰明＞極其聰明 ＞ 非常聰明 ＞很聰明＞ 有點兒小聰明 

    李宇明(2000) 把副詞歸為實詞，他認為實詞一般都有較為實在的意

義，可以直接表現級次。其對程度副詞量級之排序如下： 

     最＞ 非常＞ 很＞ 較為＞ 有點 

  石毓智(2001)、劉順(2005)指出有點、相當、很、挺、特、非常、十分

等程度副詞最大特點是它們在語義上的模糊性，這個程度和那個程度之間的

邊界交叉，沒有明確的界線和起迄點。 

  石毓智(2001)把程度副詞分別與積極成分(乾淨、高興、細心、好)和消

極成分的形容詞（髒、傷心、粗心、壞）搭配，來說明量幅的大小，量幅表

現在區間［0,1］上；L表示量級，數字的大小與量級的大小定義如下：        

    L1=最不； L2=十分不； L3=太不； L4=很不； L5=有點不； L6=不；      

    L7=有點/比較； L8=很； L9=太； L10=十分； L11=最；                 

  一個形容詞與程度副詞搭配，可分出的量級不只11個量級，石毓智表示

只選擇了幾個由小到大的關鍵點，而且相鄰的兩個量級究竟哪個大哪個小，

頗難確定。                           

  圖3-1表示：積極成分的形容詞(乾淨、高興、細心、好)都可以被「最

不~ 最」11個量級的程度副詞修飾，按照被修飾程度高低的11個量級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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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量幅表現在［0,1］之間的區間上。 

 

圖3-1 石毓智 程度副詞與積極成分的形容詞搭配量級差別 

 

  由圖3-2我們可以得知，消極成分的形容詞（髒、傷心、粗心、壞）不

都可以被程度副詞修飾，其中，最不、十分不、太不、很不、有點不、不6

個否定的程度副詞不能修飾消極成分的形容詞，僅有肯定的程度副詞才能修

飾。切分出6個量級幅度，量幅表現在［0.5 ,1］的區間上。 

 

 

圖3-2 石毓智 程度副詞與消極成分的形容詞搭配量級差別 

 

圖 3-1 和 3-2 語義的對應關係如下： 



第三章 程度副詞「很」的語義分析 
                                             

35 

 

   (圖 3-1) L1～ (圖 3-2) L11，最不乾淨 ～ 最髒 

   (圖 3-1) L2～ (圖 3-2) L10，十分不乾淨 ～ 十分髒 

   (圖 3-1) L4～ (圖 3-2) L8，很不乾淨 ～ 很髒 

   (圖 3-1) L8～ (圖 3-2) L4，很乾淨 ～ *很不髒 

我們依照Quirk et al. (1985)的分類方式，把程度副詞歸為以下幾類：  

   一、加強（amplification）程度義副詞 

   （1）最高(maximizers) 程度義副詞。表示已達語義等級度的上限，絕對

最強程度的語義。像：最、頂、極、十分等。 

   （2）增強( boosters) 程度義副詞 。從假定的高標準出發，在程度上增

大強度，使假定的程度標準更高，像：很、真、太、挺、超、滿、好、特、

更、非常等。  

 二、減弱(downtoners) 程度義副詞 

  （1）最低(minimizers )程度義副詞。達語義等級度下限，絕對最弱程度 

的語義。像：稍微、稍、略、有些、有點。 

  （2）降低(diminution )程度義副詞。從假定的標準出發，程度上削弱語義

強度，表示在很小的程度上。像：比較、較15等。 

  Quirk et al. (1985)認為各種程度的強化語表示在程度上有一個差距，但

是把強化語明確分成幾類以後，這個差距就看不清楚了16。 

  根據這些說法，程度副詞的範疇是清楚的，最高(maximizers) 程度義副

                                                 
15 程度副詞；較、比較，沒有明顯的比較對象時，在程度上就削減了強度，如例句(北大

語料庫)：後來這個生活比較困難。比較困難與參照點的困難度比較起來，困難大於比較

困難（困難＞比較困難），因此我們把它歸於降低(diminution ) 程度義。 

 
16 The varying effects of intensifiers represent a semantic gradient,which is obscured by 
a clear-cut division into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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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與增強( boosters) 程度義副詞的成員並不會造成混淆，每一個集合都必須

由確定的元素所構成，元素對集合的隸屬關係必須是明確的，絕不模稜兩

可，但是範疇內的成員之間的語義是相近的、模糊的，之間的界線雖不明晰，

但卻是隱性存在。 

  我們把增強程度義副詞成員，如很、真、太、挺、超、滿、好、特、更、

巨、非常等，按照程度量級來排序，其中(真、好、非常)、(很、滿、挺)、

(超、特、巨)的量級大小很難判定，邊界也很難界定，我們給表示高程度義

的程度副詞一個區間的量，不是ㄧ個點或是數字的量。以「稍微」表示程度

不高，「比較」表示程度較高（低），「很」表示程度高，「極」表示程度

達到了上限，「太」表示程度超限。 

 

3.2「很」與詞類的搭配 

  本節以 Teng (1974) 提出的動詞三分（動作動詞 action verb、狀態動詞

state verb 及變化動詞 process verb）為架構，探討「很」與動詞及名詞的搭

配，其中狀態動詞的次類，形容詞及關係動詞(是、有)跟「很」的搭配使用

也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3.2.1「很」與動詞的搭配 

3.2.1.1 很＋動作動詞（action verb） 

  許秀霞(2008) 在 Teng (1974)動詞三分的基礎上，把動作動詞區分為 11

類，分述如下：    

1.及物動詞：做(飯)、打球/人、告訴、換(衣服/錢)、接(人/電話)、幫助等。  

2.不及物動詞：走、跑、哭、笑、飛、喊、休息、工作、打架等。 

3.姿勢動詞：坐、站、睡、躺、蹲、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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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移位動詞：放、留、停、掛、裝、種等。                    

5.消耗動詞：吃、喝、燒、花等。(帶「了」可進入「把」字句。)  

6.處置動詞：殺死、打破、推翻、燒焦等。(可進入「把」字句。)  

7.內容動詞：跳舞、唱歌、洗澡、說話、念書等。不能變形為「是…的」句。 

8.目標動詞：看(電影)(演出)(展覽)、買(東西)、等(人)、找等。           

9.成果動詞：造(橋)、蓋(房子)、做（一把椅子）等。 

10.階段動詞：停(車)、府(錢)、賣(車)、賣(書)等。(不能帶「著」。         

11.一次性動詞：跳、敲、咳嗽等。 

    Teng (1974)所提出的動作動詞的特徵是：                 

1. 在時間軸上運作，有一個起點也有一個終點。                

2. 動作發生了以後，將自然的結束。                  

3. 時間的長短雖不是基本屬性，但是可計量，計算時間長度、次數與 

  頻率。       

4. 動作的主語都是施事者(agent)，動作本身帶有意志(volition)。  

  動作動詞是表示動作行為的動詞，在動詞中佔多數。如：吃、看、聽、

說、試驗、辯論、收集、表演、通知等。劉月華等(1996)認為動作動詞不能

受程度副詞的修飾，因此不能說「很吃、很看了一陣子、很解決問題」。因

為「很」修飾的是後面整個動詞短語，不是單純修飾動詞的，動作動詞不能

跟「很」搭配使用。張誼生(2000a)也說明一般除了心理動詞之外，程度副

詞不能直接修飾其他動詞。但在實際語言中（現代漢語北大語料庫），發現

動作動詞可以被程度副詞「很」修飾，如 39 頁例句（29-35），由此可發現

和程度副詞「很」搭配使用不是狀態動詞(心理動詞和形容詞）的專利。 

    為什麼吃、跑、打等動作動詞不具程度的幅度，也能被「很」修飾呢？

因為動作動詞雖然沒有程度深淺性，卻可以分出次數的多少、時間的長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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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的大小。吃、跑、打以次數、時間、數量的多少來表現程度的深淺，被

「很」修飾後表示的次數是比較多的。 

  許多學者(張誼生，2000；王靜，2003；陸儉明、馬真，1999,2003)都

認為「很」修飾的是整個動詞短語，並不是表示程度的強化，而只是表示動

作進行的次數多或延續的時間長，或數量多的意思。但是呂叔湘(1982)則認

為：「其實程度的差別也就是數量的差別」。吳立紅（2006）也認為程度範

疇，一定是有層級的，會分成若干的「度」，如果要精確表述，就需要再進

一步表現為「數」。我們認為動作動詞分出次數的多少、時間的長短或數量

的大小，都是「數」，也屬程度的範疇。沈家瑄(2001)表示「增量和持續是

兩個相通的概念，狀態的持續往往伴隨數量或程度的增加。」因此我們認為

「很」修飾動作動詞仍然表示程度義。 

    例句(29,30,33,35)中出現「很」帶「了」和不定的數量詞「幾、一」的

句型，「很+動作動詞」表示的是多量，數量至少大於 1，因此數量成分是

不可數的，必須是不確定性的模糊大量，因此＊很跑了 3 個；＊很打了 5

次大仗，等動作動詞的短語都不合語法。在北大語料庫中，「很」與單音節

的動作動詞搭配較多，與雙音節的動作動詞搭配較少，像：很說話、很休息、

很幫助、很決定、很計畫等，都找不到例句。其中例句(31)「很」可以修飾

結果補語，及例(32)修飾動後程度語，應該都是比較少的特例用法，例句並

不多。而例(31)的「不很看見他了」，「很」與否定詞的搭配也較少使用，

因為既然以「很」來表示增量，就不容易找到例句以否定形式減少其程度義。

「很」搭配動作動詞，不一定要帶數量詞，在例句（31,32,33）中，就是以

非數量的成分和「很」搭配。 

  如果把「很吃了一點兒苦吧」的句子換成「吃了很多苦吧」、「很跑了

幾個」換成「跑了好幾個」、「很打了幾次大仗」換成「打了好幾次大仗」，

語義上的量就減少了。「很」在這裡修飾數量結構，主要在於說明多量，因

為動作動詞可以計量，因此「很」修飾動作動詞也起了增量的作用，這也表

示了一定的程度量，透過數量間接來反應程度大量。 

北大語料庫［很＋動作動詞］例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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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你看你，很吃了一點兒苦吧，老眼昏花了。 

    30.劉邦一算，很跑了幾個，想想走到目的地，恐怕就跑光了。 

    31.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不很看見他了。 

   32.下來的乘客剛在我面前，所以我可以很看得清楚。 

   33. 很打了幾次大仗。 

   34. 這種閱讀習慣或謂閱讀世故，有時很解決問題。 

   35. 勞山今日上午到我那裏，很研究了一會。 

    以上的句子(29,30,33,35)，都是「很+動作動詞」的句型，「很」不可以

被其他也表示程度增量的程度副詞，像：太、挺、超、非常、真等替換進入

格式，也就是說，＊太吃了一點兒苦吧、 ＊挺跑了幾個、＊超打了幾次大

仗，等動詞短語都是不合語法的，因此像這些帶數量詞的動詞短語，是其他

的程度副詞不能替代「很」進入「很+動作動詞」的框架。但是「多日不很

看見他了」、「有時很解決問題」、「很看得清楚」這些不帶數量詞的句型，

就接近於「很注意」、「很虧本」一類的格式，如果以其他的程度副詞替代

「很」並非不可，例如：「不太看見他了」、「有時真解決問題」、「非常

看得清楚」。 

  至於帶數量詞「很吃了一點兒苦吧」的「很」為什麼不能被其他的程度

副詞替代呢？我們推測有兩個可能性：一個是「很」使用的高頻率，使得原

本具有實在「很」的語義消退，而且程度副詞中「很」的程度義消退得最快、

也最明顯，所以「很」成為在這個格式中最合適的對象。另一個是「很」在

語法化過程中的「狠」義，以「狠」的引申義來表現高量及強化量增的程度

義，強化義已經是最主要的任務，「吃」、「跑」、「打」的動作意義已經

減少了。 

  「很」是由「狠」虛化而來的，那麼虛化過程中必然有「形式變化，語

義滯留」的階段。趙紅玲(2006) 指出在近代漢語中，「狠」又作「很」，

逐漸由形容詞虛化為程度副詞，到了現代漢語才把兩者分開，「狠」作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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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而「很」則作程度副詞。 

    趙紅玲(2006)認為修飾帶有數量成分 VP 的「很」還帶有語法化過程中

的形容詞的特點，可以看作「狠」由形容詞轉向程度副詞的過渡階段中特有

的現象，在現代漢語中仍然保留。像：「很打了幾巴掌」、「很吃了幾個饅

頭」都還具有形容詞的「狠」義，或者說帶有一點比喻色彩的「狠」義。王

靜(2003)也指出，現代北方方言口語中，還常常用這一表達法，像：「很吃、

很喝、很打、很罵、很說、很批評」等等。  

 

3.2.1.2 很＋狀態動詞（state verb） 

    根據Teng (1974)的動詞分類，形容詞是狀態動詞的一個次類。因此我

們把形容詞歸於動詞之下，而不是傳統的動詞、名詞、形容詞三大類平行的

分類。在狀態動詞下的成員有心理動詞、能願動詞、意願動詞(optative 

verb)、形容詞及關係動詞。程度副詞「很」可以修飾狀態動詞，但並非所

有的狀態動詞都可以被「很」修飾。 

    Teng(1974) 狀態動詞的特徵是： 

 1.不在時間軸上運作，因內部缺乏時間性，故具有穩定性。  

 2.不考慮起點和終點。                         

 3.無法將動作的時間拉長，因為它不在時間軸上運作。 

 

3.2.1.2.1很＋形容詞 

  McCawley (1992)認為構成漢語形容詞的詞性實際上就是動詞的詞性，

Thompson (1988)指出形容詞內在的屬性是穩定性，從時制標記來看動詞的

特性與形容詞並不同。但我們認為漢語的動詞無時制，如果以此標準來分

類，動詞與形容詞並無差別，漢語的形容詞就是動詞。Bhat (1994) 提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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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跨語言的鑑定標準來區分動詞與形容詞的不同17，但是漢語以這些準則也

無法分別形容詞和動詞的語法功能上有什麼不一樣，因此從範疇功能 

(categorial function)來看，漢語並沒有把形容詞獨立為三大詞類之ㄧ的必要

性，把形容詞歸類於動詞之下才是符合漢語詞性的。 

    龍果夫(1958)也認同在漢語的詞類系統裏，形容詞接近動詞，共同構成

一個更一般的範疇「謂詞」。漢語形容詞跟動詞相似，可以獨立，不借助於

繫詞而作謂語，並且可以直接跟副詞不、都連用。 

  Kim 18 ( 2002)針對韓語和英文的詞性對比，提出韓語是沒有形容詞的

語言，韓語的動詞、形容詞都必須在句尾附加上終結詞尾，「다」、「요」

才能構成句子的基本形式。韓語形容詞與動詞的語法功能一樣，韓語和漢

語都應該把形容詞歸於動詞類。 

  Stockwell (1977,1983) 認為英語的形容詞不可以像動詞那樣直接作謂

語，必須借由繫詞或聯繫動詞“be＂來協助。語義上形容詞和動詞的區別

在於動詞通常表述事件，而形容詞通常表述狀態 19。 

  漢語的動詞和形容詞都可作謂語，受副詞的修飾，也都能重疊，表示疑

問的方式也相同，因為在語法功能上幾乎一致，有些語法學家因此把形容詞

歸入動詞裏面，趙元任(1968,2002) 給動詞下的定義是：只要能用否定詞「不」

或「沒」來修飾的，並且能作謂語或謂語詞語的中心的都可以叫動詞。這樣
                                                 

17 Some of the most import requirements of the function of nominal modification as 

against those of the function of predication . (a) difference in categorial usage. (b) 

difference in dependency status. (c) difference in the scope of modification, and (d) 

difference in temporal status. 

18 論文：The Absence of the Adjective Category in Korean. 

19 In languages like English, adjectives are not allowed to predicate directly in the way 

that verbs are； instead they are supported by the so-called or linking verb be：The 

difference between adjectives and verbs, semantically, is that verbs generally predicate 

events whereas adjectives generally predicate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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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義的動詞也包括了形容詞。因為形容詞能做謂語，而且不需要加上「是」

系詞就可以直接與主語搭配，所以中文的形容詞是動詞。中、英文的形容詞

是不同的，趙元任以「好」字，跟英文做比較，指出即使動詞性的“to be 

good＂，也是形容詞的“good＂，都必須加上系詞。我們認為把形容詞歸於

動詞的次類，不但符合漢語的特性，對以英文為母語的外籍生學習漢語也就

能避免產生「＊她是漂亮。」這樣的偏誤了。 

   Quirk et al. (1985)認為大多數的形容詞是可以分等級的度量形容詞，

像：deep、high、long、old、tall 等，而可分等級的屬性是通過比較級表現

出來的。例如：tall ~ taller ~ tallest 另外，也可透過強化語修飾，即透過副

詞的修飾來表示形容詞的強度。如：very tall, so beautiful, extremely useful, 副

詞作修飾語時，一般都放在被修飾的成分之前，以增強語義，而且為了再增

強語義有些強化語可以重複，像：very very good。 

    漢語的程度副詞「很」也有可重疊的形式，從網路上取得的語料：「一

個超酷的還是背包客呢，很大很大很大的大背包……」，當說話者認為「很」

的程度義不夠時，出現了 ABAB 式重疊形式來加強化程度，它們所表示的

程度比原形 AB 更強一些。而朱德熙(1982,2005)提出形容詞的重疊式不受

「很」的修飾，形容詞重疊以後本身就包含著量的語義，所以不能再用表示

量的程度副詞去修飾它。我們認為形容詞的重疊表示量增，已經是程度的加

強義，如果再用「很」增量去修飾，表程度義強化的功能就重疊了，如：＊

很綠油油、＊很紅紅的、＊很胖胖的、＊很高高的、＊很大大的，都是不合

語法的。 

    趙元任（1968,2002）提出把形容詞當作動詞的一類，動詞主要的功能

是作謂語，像：「慢慢兒」這類生動重疊式或「通紅」這類加強式，就不能

再加程度副詞「很」或「更」。因為生動式或加強式本身已經有這個意思。

因此沒有「更通紅」，同樣也沒有「更很紅」。有些形容詞就算加上附屬語

助詞「的」也不能修飾體詞，比如不能說「詭的計策」，但是可以說「很詭

的計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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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irk et al. 20(1985) 認為副詞可以修飾後面的形容詞，修飾語的副詞最

常成為強化語的詞增強語義，這類的強化語與可分等級的形容詞連用。程度

副詞「很」與可分等級的形容詞連用，但有些形容詞是不可以分等級的，沒

有量或程度的區別。朱德熙(1956) 指出，狀態形容詞「表示的屬性都跟一

種量的觀念或是說話的人對於這種屬性的主觀估價作用發生聯繫」，「都包

含說話的人的感情色彩在內。」 

  許秀霞(2008)指出，不及物的狀態動詞就是形容詞，多可作謂語及定

語，但有個別差異，有的只作謂語，有的只作定語。可與「很」的搭配有三

種，列舉如下：                

   1.可謂可定的形容詞                            

    (1)可受「很」修飾：胖、高、紅、大、多、貴、美麗、乾淨、重要等。      

  (2)不能受「很」修飾：真、醉、有空、急忙、一樣等。            

   2.唯定非謂的形容詞                          

    (1)可受「很」修飾：根本、主要、大量、初步、共同等。           

    (2)不能受「很」修飾：公共、一般、及時、日常、橫、豎、溫等。 

   3.唯謂非定的形容詞                          

    (1)可受「很」修飾：少、早、晚、近、快、慢、吵、大聲等。         

    (2)不能受「很」修飾：夠、妙等。 

  龍果夫(1958)將形容詞分為「絕對性質形容詞」與「有程度分別的形容

詞」兩大類。前者是不能受程度副詞修飾的形容詞，後者是可受程度副詞修

飾的形容詞，且具有一個量幅，與「最、很、非常、比較、稍微」等程度副

詞搭配後，表現不同的量。因此不是所有的形容詞都可以接受「很」的修飾。

呂叔湘（1980）指出，不受「很」修飾的形容詞有：＊～紫、＊～灰、＊～

                                                 
20 An adverb may premodify an adjective. Nost commonly, the modifying adverb is a 
scaling device called an intensifier, which cooccurs with a gradable adj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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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大、＊～錯、＊～真正、＊～永久、＊～溫、＊～親愛。形容詞的生動形

式也不受「很」修飾，像；＊～雪白。＊～紅紅的。＊～白花花的。＊～酸

不溜秋的。劉月華等（1996）也提出一般的形容詞多數可以受程度副詞的修

飾，如很紅、很好看。非謂形容詞則多不能用［很)修飾，如：＊～男、＊

～副、＊～雄、＊～慢性、＊～彩色、＊～高頻。按照朱徳熙 (1956)在意

念上無程度區別的形容詞，如真、假、錯、橫、豎、紫、溫，也是不能受程

度副詞「很」修飾。 

  不過以上的學者所提到的「紫」、「男」是不是形容詞呢？以朱德熙

(1982,2005)的形容詞檢測標準而言，凡受「很」修飾而不能帶賓語的謂詞

是形容詞（兩項條件必須兼備），沈家煊(1997)用能不能受「很」修飾作為

判定漢語形容詞的標準之一，就是以形容詞有程度差別為理據。而我們認

為即使不能受「很」修飾的狀態動詞也可能是形容詞，像：醉、夠、大型、

急忙等。 

  黃柏榕 廖序東(1991,2002) 性質形容詞常常加上程度副詞作状語。區別

詞表示事物的屬性，有分類的作用，只能直接修飾名詞充當定語，不能充

當謂語、補語等，又不能前面加「不」。形容詞能充當定語，還可以充當

謂語、補語和状語，能前加副詞「不」。我們以此標準做檢測，發現「＊

不紫」、「＊不男」都是不合語法的，因此「紫」、「男」都不是形容詞。

「男」是區別詞，「紫」是顏色詞。 

    溫度、深度、長度、亮度、速度和色度等，都具有一定的程度量，但是

通常不可以說「＊很紫」，但可以說「很紅」。顏色詞如何與「很」搭配表

示程度量？李紅印(2003) 是將顏色詞分為辨色、指色、描色 三個階段。所

謂「辨色」是指分辨出紅、黃、黑、白等色彩範疇；「指色」是對已分辨出

的色彩再區分為大紅、棗紅、胭脂紅等；「描色」是描繪出某一種色彩看起

來怎麼樣，及確定色彩的性狀特徵，例如：紅色可描繪成紅彤彤、紅豔豔 、

紅堂堂、紅不棱登等不同的色彩狀態。在這三個階段中，「指色詞」、「描

色詞」不能受「很」修飾(＊很大紅、＊很紅彤彤)，而「辨色詞」則可以受

「很」修飾(很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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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疑問是：既然「紅、藍、白、黑、綠」等辨色詞，可以被「很」

修飾，那麼與「紫」這個顏色詞相同的「粉」、「褐」、「灰」等辨色詞，

為什麼不能被程度副詞「很」修飾呢？婁博(2009)認為紅、藍、白、黑、綠

五種顏色是生活中的基礎色，它們都是單一的顏色，而且都處於一種極限位

置上，其餘的顏色也都是由這些構成的，例如「粉」處於「紅、白」兩色的

中間地帶，「紫」處於「紅、藍」兩種顏色之間，也就是說除了兩端的顏色

分別為「紅、白」，「紅、藍」以外，其他位置上都可以說是粉色、紫色，

只是程度深淺不同。既然它不在兩端的位置， 那麼，也就不能被高程度義

的程度副詞修飾。 

  Lakoff (1987,1990)提到Berlin and Kay發現了基本色彩語詞（basic color 

terms），他們指出不論哪一種語言都能劃分基本色彩不同的顏色範疇，但

是每個語言的基本顏色數目不一，如果一個語言只有兩個基本色，那就是黑

與白，黑色屬冷色系包括：黑、藍、綠、灰；白色屬暖色系包括：白、黃、

橙、紅。語言有三個基本色，那就是黑色、白色、紅色。語言基本色的依序

是黑、白、紅、黃、藍、綠……。MacLaury21 (1997)一個語言對不是基本色

的顏色，像紫色和橙色，則不具備有獨立的顏色範疇，在Kay-McDaniel的論

述中以模糊集合論和顏色的反應曲線加以描繪之。 

    石毓智(2001)指出，雙音節的顏色詞都不能用程度副詞進行切分量級，

而單音節的顏色詞中能用程度副詞（有點、很、十分、最）切分量級的叫「非

定量顏色詞」如：紅、黃、綠、藍、白、黑等顏色，不能用程度副詞的叫「定

量顏色詞」如：橙、紫、粉、灰、褐等顏色。非定量顏色詞是明顯區別顏色

段，在色譜上是ㄧ個獨立的色段，語義範圍很廣泛，句法活動能力也很強。

而定量詞本身就是一種確定的量，所以不能再加上程度副詞加強或確定顏色

                                                 

21 a language does not have a separate color category for nonprimary focal colors,like 

purple and orange,colors that in the Kay-McDaniel account, are “computed”on the 

basis of fuzzy set theory plus the response curves for the primary col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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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度。 

  我們認為基礎的原色在色譜上是具獨立色段的顏色詞，包括：紅、藍、

綠、黃、黑、白這幾種顏色，它們都可以用程度副詞來表示顏色的程度，但

是兩種顏色搭配後的顏色，如：橙、紫、粉、灰、褐等色，因為兩種顏色的

中間地帶已經涵蓋不同的顏色程度義，所以不可以再用程度副詞「很」修飾

加強程度。雙音節的顏色詞，如：粉紅、淡黃、灰白、墨綠等顏色，也都不

能被程度副詞再修飾。 

  邵敬敏(2001）把能在前面加「很」的形容詞稱為「性質形容詞」。不

能加「很」的形容詞叫「狀態形容詞」，像雪白、血紅、冰冷、蠟黃、碧綠、

筆直、火熱等。但是為什麼很雪白、很筆直、很蒼白這類結構形式的使用也

越來越普遍？我們認為隨著高頻率的使用，有些偏正結構的複合詞也慢慢的

失去詞與詞之間的界線，進而詞彙化變成了一個單詞，也就可以被程度副詞

「很」修飾了。 

    趙元任(1968,2002)指出中國話裏的形容詞，能作謂語也能作屬性式的修

飾語，例如：可以說「涼水」，但是「涼手」就沒有冰涼的手那麼常用。朱

德熙(1982,2005)也提出「白紙、白頭髮」這種說法是成立的，但不說「白手、

白傢俱」。我們也發現人們不說「貴東西」、「胖人」，但是說「貴的東西」、

「胖的人」，至於「新的雜誌」、「好的人」，也可以說成「新雜誌」、「好

人」。上述的「貴、胖、新、好」都是形容詞修飾名詞為什麼會受到不同的

限制呢？ 

  石毓智(2001)認為只給事物分類，不表示量(程度)，像「藍墨水、黑墨

水」。單純表示量(程度)，不給事物分類，則形容詞和名詞之間必須有「的」，

像天空不能按顏色分類，不能說「藍天空、黑天空」，單純表示程度時「很

藍的天空、黑壓壓的天空」。如果加不加「的」皆可自由的形容詞，既有分

類又有表量(程度)的功能。若是不加「的」，則形容詞不能重疊或加程度副

詞，因為這時它們只是單純的分類，加「的」以後才可以用表程度的方式，

例如不能說＊很大樹、＊大大樹，可以說「很大的樹」、「大大的樹」。  

  有些雙音節的貶義形容詞和心理動詞，只能與表高程度義的程度副詞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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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不能用表低量的程度副詞「稍微」22修飾，像：曖昧、奸詐、懊喪、薄

情、悲慘、尬尷、悲傷、魯莽、卑鄙、虛偽、妖媚等。（武玉芳，2008；韓

容洙，2000)。例句如下： 

他很驕傲。  ＊他稍微驕傲。                     

他很慚愧。  ＊他稍微慚愧。                     

他很害怕。  ＊他稍微害怕。                    

    從語義上看，這些貶義詞本身含有程度高的意思，故一般不再用表低量

的程度副詞修飾，但使用高量級程度副詞「很」修飾形容詞的肯定形式時，

則褒義、貶義的形容詞都可以搭配使用。 

3.2.1.3 很＋變化動詞（process verb） 

  和動作動詞、狀態動詞比起來，變化動詞的數量有限，原則上「很」不

能修飾變化動詞，而可以接受程度副詞「很」修飾的變化動詞，則轉類變成

狀態動詞，這是兼類的現象，例如：他的腦筋很死(inflexible)、我的家很破

(dilapidated)。趙元任 (1968 ,2002版)對此現象的說法是：「一個詞有時屬於

這一類，有時屬於那一類時，就叫詞類重複。要是從詞本身的角度來說，就

是ㄧ詞多屬。」例如「病」（形、名）、「氣」（名、形、動）、「生」（形、

動）。Quirk et al. (1985)認為「轉化」就是ㄧ個詞項不用加後綴就可成為轉

換為新詞類的派生方式23。 

Teng(1974) 所提出的變化動詞的特徵是： 

1.無法區分起點和終點。                        

2.無法將動作的時間拉長。                        

                                                 
22感謝口委陳俊光老師提出，有些雙音節的貶義形容詞不可以與表示低量的程度  

副詞「稍微」搭配，但是卻可以跟表示低量的程度副詞「有點」搭配。 

23 Conversion is the derivational process whereby an item is adapted or converted to a 

new word class without the addition of an affix.  



現代漢語程度副詞「很」的探討 

48 

 

3.從一個狀態到另一個狀態之間是瞬間(instantaneous)產生的。             

4.不可重疊，不受程度副詞「很」的修飾。                      

    許秀霞(2008)認為變化動詞可分為「絕對變化動詞」與「相對變化動

詞」，「絕對變化動詞」的詞義是在瞬間內實踐的，像：錯、醒、瞎、病、

死、塌、垮、斷、熄、倒、壞、破、離開、消失、畢業、結婚、死亡、縮(水）、

成為、變為、失敗、產生、顯示、實現、考上、得(名/獎)、獲獎、感冒、

生病、起飛、超重、出租、降價等，這些一般都不受程度副詞［很)修飾。

另一類「相對變化動詞」，變化是漸進式的，整個變化的過程是個連續面，

而且可受程度副詞「稍微」的修飾，但不可受「很」修飾，像：漲、改良、

改善、改進、升起、好轉、拉大、長大、拉長、縮短、展寬、放鬆、變好、

提高、加強、鞏固等。 

    鄧守信(1975,1984)指出變化動詞一度是動態的，但是變化以後產生的結

果狀態是靜態的。狀態動詞加上動詞詞尾的「了」之後，一般應解釋為過程

動詞（變化動詞），許多狀態動詞都可能變成變化動詞，如下列Ａ和Ｂ兩個

句子，Ａ句中的「白」是狀態動詞，可受「很」修飾。而Ｂ句中的「白」是

變化動詞，不可以受「很」修飾，句末「了」表示改變，表示頭髮從別的顏

色變成白色。 

    Ａ.他的頭髮很白。 

    Ｂ.他的頭髮白了。 

    「死」和「活」這兩個變化動詞，在敘述生命的存在狀態時，它們的語

義是本義，不是轉義，不具延伸的語義，不可以受程度副詞「很」修飾，因

此我們不能說＊他很死、＊他很活。但是可以說「他的上課方式很死。」、

「他的上課方式很活。」因為這時的語義是轉義，也有了延伸的語義，是兼

類的用法，也就是說當「死」、「活」都轉為狀態動詞，就可以接受「很」

的修飾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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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很＋名詞 

    趙元任（1979）認為副詞一般不能修飾名詞。一般的語法書和教科書對

於副詞和名詞的語法特徵，大都認為不可能存在被修飾的關係，甚至把能否

接受副詞「很」的修飾作為區分名詞和謂詞的一項重要的鑑別標準。但在語

言實際運用中，副詞修飾名詞是很普遍的現象。 

  邢福義(1997) 指出使一個形式在原來名詞的基礎上裂變出形容詞性，

這樣的形式就兼有名詞和形容詞兩個詞性，在名詞結構槽出現的是名詞，在

形容次結構槽出現的則是形容詞。從語義角度看典型名詞進入「很+名詞」

結構，應用的不是本然意義，而是一種臨時賦予的「異感」意義。比如：「西

藏」的本然意義是一個地名，「很西藏」則是指跟西藏有關的某種氣質，相

貌，或者某種裝飾等等，這些都帶上了跟形容詞意義相通的意義。結構中的

名詞實際上已經與一般意義上的名詞有所不同了。 

  Quirk et al. (1985)把直接描述名詞的形容詞，例如：that old man ,My 

friend is old.稱為本義(inherent) 形容詞，把不直接描述對象的形容詞，例如：

an old friend of mine,稱為轉義(non inherent) 形容詞。Quirk et al.還指出大多

數的形容詞是本義形容詞，直接描述名詞所表示的對象。像ａwooden actor

中的形容詞就是轉義的用法，意思是ㄧ個呆板的演員，而不是ㄧ個木頭做的

人。用轉義的形容詞修飾名詞，可以看成是名詞基本語義的引申 24。例如在

John is English.句中的“English＂指的是 John 的國籍，就不能與強化的副詞

搭配使用，如果 English 指的是他的舉止行為上的特點，或他的種族背景，

就可以和強化的副詞連用，像：John is very English.。因此當我們說「他很

中國。」這 「中國」的內涵義為中國人特有的氣質秉性。 

    我們認為「很+名詞」結構，就是名詞語義的延伸，名詞已經不再指客

                                                 
24 Most adjectives are inherent, that is to say, they characterize the referent of the noun 

directly…. On the other hand, in a wooden actor the adjective is noninherent：a wooden 

actor is not (presumably) a wooden man. Modification of a noun by means of a 

noninherent adjective can be seen as an extension of the basic sense of the n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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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物件，而成為比較的參照點，不再是具體的實物，不能視為明確的比較物

件。在此結構中只有表程度高的程度副詞可與名詞搭配，如：很、十分、挺、

非常、大、最、更等。程度副詞的作用是表示程度上的強化，在性質顯現的

同時，能更進一步加強語義。像：稍微、比較、有點兒等表程度淺的程度副

詞，則不適合與名詞搭配。例如：＊稍微淑女、＊比較林黛玉、＊有點兒中

國，因為這些與搭配程度副詞來加強程度義的功能，互相牴觸了。 

  張誼生(1996,1997)認為「副詞能夠修飾名詞，主要在於那些被修飾的名

詞具有特定的語義基礎，或者是功能發生了轉化。」這類副名結構其內部組

合大都比較緊密，中間一般不宜插入結構助詞「的」。而概念化名詞大部分

是不具體的名詞，作用在於表示各種現象、狀況、範疇等，加上程度副詞後

發生了轉變，成了性狀形容詞，如：藝術、傳統、青春、文化、罪惡、色情、

詩意等，加上程度副詞作語法手段和形式標誌可以促使名詞性狀化。關敏

(2006)指出，程度副詞中，表示高程度的絕對程度副詞，如：很、非常、太、

十分等，進入「副詞+ 名詞」結構的能力較強，其中「很」的出現頻率最

高。 

我們把「很+名詞」結構從語義上分為兩類： 

1.名詞仍然保有實質的詞彙義。 

    名詞具有了特定的語義基礎，使得副詞修飾名詞成為可能。比方「很中

國、很淑女、很林黛玉」等都帶了跟名詞本身的延展義，「林黛玉」多愁善

感的內涵義，表示特有的個性。典型的「淑女」表示文靜、高雅、優美，溫

柔、嫻慧等語義特徵，也帶有形容詞的描述性。 

2.名詞沒有實質的詞彙義。 

    名詞語義發生了轉變，或名詞已經詞彙化，有了固定的語義，比方：「很

娘、很油條、很小人」等，這類結構的名詞經過社會大眾普遍使用以後，就

成了固定的語義。比方：「很娘」比喻男人不像男人，太缺乏陽剛之氣。「很

油條」與早餐店的油條自然也是風馬牛不相及的，表示一個人的個性很圓

滑、不真誠，爭功諉過。「很小人」也不是指很矮小的人，指ㄧ個沒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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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念、卑鄙無恥的人。這些名詞的語義都己經沒有原來名詞的詞彙義了。 

  我們再把「程度副詞+名詞」結構，依照語義特徵分為典型語義特徵與

程度語義特徵。典型語義特徵乃指在此結構中人們對名詞由現有的個別語

義，趨向核心的語義，顯現典型化的特徵。例如：「很紳士」中的「紳士」

一詞就是有禮貌、有風度、尊重女性等典型的語義特徵。程度語義特徵則為

名詞受到程度副詞的修飾呈現程度義。其中的引申義就包含程度義的強弱，

像：很紳士、非常紳士、太紳士、句子都能成立，它們之間是程度義的強和

弱的差別。  

   並非所有的名詞都能受程度副詞修飾，但什麼樣的名詞才可以跟程度副

詞「很」搭配？我們認為大部分實體的名詞沒有語義延展性，不能受「很」

修飾。比如：＊很桌子、＊很衣服、＊很飯，是不合於法的。而且「很+名

詞」中的名詞必須是ㄧ個詞，不可以是詞組。我們不能說＊很人口、＊很白

布、＊很紙書等。名詞本身並不含有量度義，郭銳(2002)指出名詞的語義特

徵實際上是由整個語法結構所賦予的，而非名詞自身所有，名詞進入「很+

名詞」結構，就賦予描述性語義特徵，名詞似乎變成了形容詞。副詞「很」

直接修飾的名詞其詞彙的名詞詞性並未發生改變，改變的只是它們句法層面

的詞性，變成了形容詞性。 

    「很+名詞」的結構，隨著語言的發展，能產性強，甚至包含外語，如：

「很 man」就是很英勇、很厲害，有男人味的意思，表達方式存在著主觀的

聯想和模糊性，因此如何解讀還要取決於語言環境，包括說話者和聽話者生

活閱歷和背景知識。在大陸有這樣的說法；很雷鋒、很小資、很山寨、很農

民、很鐵。在台灣成長的人應該無法理解「很雷鋒」、「很小資」、「很山

寨」這類名詞本身的涵義，外籍學生學習漢語時這也是一個難點，沒有共同

的生活背景很難理解「很油條」、「很農民」的意思。 

程琪龍(2007) 認為相同語詞，在不同社會文化背景的言語者會激發不

同框架，這個框架可以表示不同的文化背景知識，以 sexy（性感）來說，

對大多數中國老年人來說，語義接近於貶義，對中國年輕人來說，可能接近

褒義，但至少還是中性的，而西方人一般將其視為褒義詞。因此在一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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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中「很+名詞」具有一定的固化的屬性特質，並形成共識後才可以以此

特徵使溝通無障礙。 

 

3.2.3「很」的特殊句型 

   接著我們再探討狀態動詞下的關係動詞「是」、「有」與程度副詞「很」

搭配組合成「很是」、「很有」的特殊句型，以及動詞後置成分（俗稱補語）

「動後得＋很」的句構分析。 

3.2.3.1「很＋是」句型 

    「很是～」主要的句法功能也是做謂語，具有確定的描述性。根據北大

現代漢語語料庫顯示出「很是」搭配的結構1537筆，刪除重複的語料，我們

統計了全部的語料，發現「很是」大部分的用法是修飾動詞性的結構（包括

了形容詞、心理動詞），像：很是撈了一把、很是漂亮、很是喜歡等，另外

一個特殊的用法是「很是」也可以和名詞同現，如；很是個朋友、很是個學

戲的材料等。因此我們把修飾動詞性（形容詞性）的「很是」稱為「很是1」，

其句型結構是「很是＋動詞」。與名詞同現的稱為「很是2」，其句型結構

是「很是＋名詞」。 

  呂叔湘(1942,1982)認為「是」判斷句有兩種用處，一是解釋事物的涵義，

二是申辯事物的是非。劉月華等(1996)的看法為「是」基本意思表示肯定，

起判斷作用，「是」的後面一般不能跟「了、著、過」等動態的助詞。張金

圈(2008)提出「很是～」在大多數情況下，都可以表達一種說話人主觀強調

和確認的意味。我們認為「很是～」修飾動詞性的結構，能更加強程度義，

表示程度高，繫詞「是」也有確定的語義，隱含的語義是強化、肯定程度。 

3.2.3.1.1「很是1」 

   以下先探討修飾動詞性結構的「很是1」。 

  「很是1」的結構中，與動後「了」跟數詞的搭配 (很是+動詞了+一)，

如例句(36,37,38)中的數字「一」都是表示模糊的大量，「很是得意了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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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很是熱鬧了一陣」都表示時間長，「很是「撈」了一把」表示數

量多。而且此結構在動詞後面都帶「了」，表示動作完成之義。 

    36.這個發現，讓我很是得意了一段時間。 

  37.討論很是熱鬧了一陣。 

  38.使那些眼明手快的企業很是「撈」了一把。 

  「很～」與「很是～」結構相比，「很～」可用於修飾單音節或雙音節

的動詞，而「很是～」幾乎只修飾雙音節的動詞，修飾單音節的例句，在1537

筆北大現代漢語語料中只有一筆，如例句(39)： 

  39.溫家寶一連看了幾戶農家，心情很是沉。 

    呂叔湘(1965,2002)指出，作為現代漢語的詞彙單位，雙音節比單音節多

得多，雙音節化也是漢語的主要節奏傾向，因此雙音節和四音節的優勢勝過

三音節。此種特性在「很是～」結構中也存在，其中的「～」很少是單音節

詞的原因，也許是雙音節韻律較自然，像「很是大」、「很是高」「很是好」

在語料中就找不到這樣的搭配。但否定形式「很是＋不～」的結構，則對「不」

後的動詞進行程度的否定，其中「～」是單音節，與後面的動詞組成兩個雙

音節的格式，如例句(40,41,42)。否定形式中「～」也可以加雙音節詞，但

例句就明顯比單音節少很多（「不耐煩」只能和不搭配使用，因此予以刪除

不計算），只有兩個例句（43,44）。至於四音節的四字格格式，表達強化

的程度，語料庫中就有很多這樣的例句，如(45,46,47)。  

     40.高山擋住他一家進出的道路，很是不便。 

   41.當有記者指出她的失誤過多時，小威顯得很是不快。 

   42.在延安大出風頭很是不滿。 

   43.這讓阿爾貝茨很是不理解。 

   44.他很是不服氣。 

   45.談到編輯出版，沈先生很是胸有成竹、侃侃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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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一段表述很是引人注目。 

   47.上述的回答和看法就很是耐人尋味了。 

  「動後得＋很是」以動詞後置成分，表示高程度的加強及確定義，如：

例句(48,49,50)，動作動詞與「很是」搭配時，如：表現很是熱情，描述確

定熱情的程度義之高。如：談得很是投機，說明動作以後的狀態，及高程

度義的確定。 

   48.姨夫表現得很是熱情，許諾為他找出路。 

    49.可陳福春與陳國建卻談得很是投機。 

    50.一部《戰爭啟示錄》，寫得很是艱苦。 

    「很是～」也作狀語修飾謂詞性成分，如例句(51,52,53)，或作定語修飾

名詞，如例句(54,55,56)，這種用法與「很～」無異。張金圈(2008)提出「很

是～」除了客觀表達「～」的程度較高以外，還有較多的主觀評價和確認色

彩，而這是「很～」所不具備的。「很是～」表達的主觀確認語氣不可以與

表示不確定語氣的副詞「可能」搭配使用，而表示客觀程度的「很～」則可

以自由地與「可能」搭配。因為「很是～」與「很～」進行肯定性確認的功

能不同。 

    51.言語舉止很是刻意地學著斯文學者「紳士風度」了起來…… 

  52.劉小雄很是無賴地回答道：這能怨我嗎？ 

  53.礦務局閆進朝副局長很是沉重地對我們說。 

  54.焦英蘋由是停止了哭泣，很是自信的樣子。 

  55.這棟當初很是雄偉的大樓，在周邊鱗次櫛比的高樓大廈群中，已顯得有些   

   黯淡和矮小。 

  56.農民大批流入城市等一系列讓人感到很是沉重的問題。 

    我們也認為「很是～」不能與能願動詞(能、會、可以、應該、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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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使用；也不能與帶數量詞的動作動詞搭配，像：＊很是吃了一點兒苦、

＊很是吃了幾個饅頭、＊不很是看見他了。這些都是不合語法的句子。 

  「很是～」確定、肯定程度的語義，與疑問句的疑問義互相衝突，因此

在現代漢語語料庫統計1537筆資料當中，有12個例句可用於感歎句，卻只有

兩個疑問句的例句，如例(57,58)： 

  57.這幢樓造價很是昂貴吧？ 

  58.他幽默地說：聽說你這次逃難很是「藝術的」？ 

  以上「很是1」的「很」都不能用「非常、超、好、太」等同類副詞替

換，「很是」使程度義得到強化，雖然刪除「是」並不影響句子的完整性，

但是程度義也弱化了。 

 

3.2.3.1.2「很是２」 

    我們接著探討「很」與名詞同現的「很是2」： 

    從北大現代漢語語料庫統計了全部的1537筆語料，探討「很是2」與名

詞的同現，其中的例句：「文博士來得很是時候」，我們分析它的結構是「很

＋是時候」，「很」的強化義仍然存在，動詞「是」再和名詞搭配。因此「很

是2」，並不是「很是＋名詞」的結構，而是與名詞同現的句型，「很＋動

詞（是）和名詞」。與名詞同現的句型不能把「是」刪除，如「＊文博士來

得很時候」，就是不合語法的句子。 

  「很是2」句型中，例(59)很是一個數目了，「一」表示不確定性的模

糊大量，語義是一筆不小的數字，隱含義是數量大。在一般情況下，「是」

動詞後沒有語氣助詞「了、著、過」。而在此句中的「了」是ㄧ個完句的語

尾助詞，表示加強語氣。例句(60) 「很是一個豪興」，表示一件豪邁的大

事，含有高程度義，及肯定的意味。例句（61,62）雖然把數量詞「一」省

略，強化的是「學戲的人材、好書的模樣」，都有程度加強義。 

  59.十五塊在從前很是一個數目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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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想到野外解溲覺得很是一個豪興。 

  61.他也很是個學戲的材料。 

  62.而且是雷射排版的本子，很是本書的模樣。 

  例句(63,64)「是」與其後的名詞性成分組成一個判斷結構，表示肯定

的意義，「是問題、是時候」的語義為：是個重要、麻煩的問題／是個對的

時間點、適當的時間，兩個句子的「很」都是修飾後更強化了程度義。 

  63.雖然靈不靈很是問題，但總得有點信心。 

  64.文博士來得很是時候。 

   「很」可以修飾名詞，像很淑女、很猶太等，「很是 2」與名詞同現（如

例句(65,66,67,68），而「很是中國式的」、「很是大陸風度」、「很是學

術氣」、「很是紳士樣」這些名詞都有了語義的延伸，也具有程度性接受「很」

的修飾，就像 Quirk et al. (1985)所提到的 Austrian, Midwestern 這類由名詞

衍生的代表民族和種族背景的形容詞 25。 

    65.人民大會堂有很多同志覺得很是中國式的。 

  66.人們看見愛德格.亨.亨伯特先生用刀叉對付牛排，很是大陸風度。 

  67.他一步跨進來，一襲黑袍很是學術氣。 

  68.其中有一位穿淺灰色，很是紳士樣。 

    「很是 2」句型的否定結構是「很+不是～」，先否定「不是～」，然後

「很」再對否定形式進行高程度義的否定。如例句： 

  69.弄得同志們心裏很不是個滋味。 

  70.而老講師由於驚慌失措，手電筒照得很不是地方。 

  71.聽他過去的同盟老王講，他很不是東西。 

  72.可是這個湯來得很不是時候，打擾他同尚炯的秘密談心。 

                                                 
25 such as denominal adjectives denoting nationality, ethnic background,eg: Austrian, 
Midwes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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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這句話聽進樂秋心的耳裏，很不是味道。 

  以上「很是2」的「很」也都不能用「非常、超、好、太」等同類副詞

替換，「很」同樣也使程度義得到了強化。刪除「是」不但程度義弱化了，

也影響了句子的完整性。 

 

 3.2.3.2 「很＋有」句型 

  呂叔湘(1942,1982)首先提出「有」字句的句式研究，以有無句式表示領

屬、存在兩種基本意義。「有」表所有權，如：我有一本書；「有」表存在，

如：蜀之鄙有二僧。呂叔湘(1980) 又提出「有+名」可受「很、挺、最」等

程度副詞修飾，表示評價。如：這孩子很有音樂天賦、他對歷史不但很有興趣，

而且很有研究、他很有兩下子。 

  劉月華等(1996)認為賓語所表示的事物是主語的一部分，如：人人都有

兩隻手，或主語所領有，如：張老師有很多書，兩者都不能用程度副詞「很」

修飾。「有」所「搭配的賓語多為抽象26名詞」，構成一個固定短語，表示

「多」、「大」一類的意思。如：有錢就是有很多錢、有決心就是決心很大，

這類短語前面可用程度副詞修飾，如：「很」有意義。石毓智(2004) 提出典

型的漢語形容詞都可以受各種程度副詞修飾，而一般的名詞或動詞則不可

以，可是有不少名詞和部分動詞加上「有」以後表示性狀，就可以被「很、

非常、最」等修飾，例如：很有「文化、本事、能力、希望、功勞、才能、

出息」等。但並不是所有的名詞跟「有」字搭配都會產生程度義，如果跟具

體的名詞搭配，是客觀的敘述擁有某一事物，不具有程度義，也不能被「很」

等程度副詞修飾。比如：＊很有車、＊很有計算機等。 

  「很」表示高程度義，與「很有」搭配後，更凸顯達到高程度的語義，

程度副詞「很」修飾整個「有＋名詞」，結構是「很＋有名詞」，一般說來，

                                                 
26 我們認為「抽象」是沒有概念，完全不存在的，像「眼光、地位、價值、質感」，並

不是抽象的，在我們的心中仍然是有概念及標準的，比方說「他很有眼光。」人們知道

他獨特及優於常人的選擇能力。因此我們把名詞分為具體與非具體的名詞。除了引用作

者原文時保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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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具體名詞才能進入此結構。我們發現也不是所有的非具體名詞與「有」構

成短語都可以表達程度義，接受「很」修飾，也有一些無法接受「很」的修

飾，例如：＊很有消息、＊很有禮物、＊很有獎品、＊很有事故、＊很有線

索等。 

  「很有～」在北大漢語語料庫中（如下列舉），褒義的名詞比貶義的名

詞和中性義的名詞多很多，表示褒義的非具體名詞與「很有」的搭配最自由，

而貶義的名詞在15470筆的語料當中，只有幾筆，而且搭配的限制較多。但

是不管「名詞」是褒義是貶義，其語義還是偏向「大、高、強、多」等高程

度義方面，展現出性狀程度的增強。 

褒義（積極義）的名詞列舉如下：                       

影響、幫助、質感、思想、秩序、地位、遠見、魄力、道理、收穫、價值、

膽識、造詣、計畫、意思、志向、權力、銷路、威力、效率、起色、眼光、

建樹、用處、前景、分量、哲理、彈性、規律、才學、幹勁、機會、希望、

技巧、個性、禮貌、信心、耐心、經驗、資格、前途、作用、成效、氣勢、

情趣、熱情、風味、見地、條理、實力、潛力、韻味、出息、風度等。          

貶義（消極義）的名詞列舉如下：                       

缺陷、怨言、心計、害處、包袱、手段、心機、陰謀、野心等。             

中性義的名詞列舉如下：                          

層次、理由、關係、意見、戰略、想法等。 

  北大漢語語料庫中「很＋～」與「很＋有～」兩種結構都可以使用的名

詞，如：權威、規範、困難、自信、熱情、耐心、精神、禮貌、傲氣、義氣、

規矩、規律、理智、誠意、自由等，如例句：「毛仁風在公司雖然很權威，

但他絕不獨裁。」、「毛仁風在公司雖然很有權威，但他絕不獨裁。」，但

語料中也出現可能、希望、必要等動詞，例如：「外星人是很可能存在的」、

「外星人是很有可能存在的」。我們認為可以跨類的詞性，才可以出現在此

框架中互換，前面提到的名詞是名、形兼類，後面的動詞是動、名兼類。 

  劉月華等（1996）認為，「與很有搭配的賓語多為抽象名詞」。「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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禮貌、信心」都是非具體名詞，可以構成句型，像；很有學問、很有禮貌、

很有信心。「筆、書、桌子、衣服」都不是非具體名詞，「很有」不可以搭

配變成＊很有筆、＊很有書、＊很有桌子、＊很有衣服。「很」也不可以直

接修飾名詞，如：＊很錢、＊很書、＊很學問。我們起初疑惑「錢」不是具

體的名詞嗎？與很有搭配的「很有錢」是不是特例？後來發現「錢」是「非

具體」的名詞，可以與「很有」搭配使用，例子如下。 

 

「有～」   有錢     有書        有學問 

「很～」  ＊很錢    ＊很書       ＊很學問  

「很有～」  很有錢   ＊很有書            很有學問 

    我們如果以英語的文法來解釋，英語把名詞區分為可數名詞(count 

nouns)及不可數名詞(noncount nouns)，「錢」是不可數的名詞，Quirk et al. 

(1985)的名詞分類中，可數名詞和不可數名詞都包括了非具體名詞與具體名

詞(圖3-3)，Quirk et al.認為非具體名詞與不可數名詞之間有相當程度的重疊
27。Quirk et al.也認為具體名詞與不可數名詞的區分用「實際事物」的固有

特性來解釋，是不周全的28。Azar (2010)指出，不可數名詞大多是非具體名

詞，在英語「錢」是不可數名詞，是ㄧ群相似個別的品項所組成的整體物，

「錢」裏頭雖然可細分為可數的一分錢、五分錢、二十五分錢、一塊錢……，

但「錢」是一種難以區分的集合體，是ㄧ個整體的非具體概念，因此我們可

以說「很有錢」。 

 

 

 

 

 

 

 

                                                 
27 there is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overlap between abstract and noncount. 
28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unt nouns and noncount nouns is not fully explainable as   

necessarily inherent in “real world” denot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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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rete: bun, pig, toy,… 

                     count  

         common              abstract: difficulty, remark,… 

nouns                          concrete: butter, gold… 

                   noncount 

                                abstract: music, homework,…  

                   

          Proper :               John, Paris,… 
 

 

圖 3-3 Quirk et al. (1985) 最重要的名詞分類 

  再比較另一組「很＋有名」的結構，經濟和淑女都是非具體的名詞，這

些名詞都有了語義的延伸，本身已具有形容詞的特性，不能和「有」再搭配。 

很經濟   ＊很有經濟 

很淑女   ＊很有淑女 

  Li & Thompson (1983) 認為：動賓複合詞在語法上應視為形容動詞，這

類複合詞作形容動詞用時，可用「很」來修飾，例如：「很＋有名詞」的結

構具有價值的判斷義。Li & Thompson 也認為「有錢」就是形容詞，所以可

接受「很」的修飾。 

  張誼生（2004）認為受程度副詞修飾的動賓短語，都具有性狀義，並按

照不同性狀語義特徵，分成四類： 

1.「+增益」義VO，體現增減或損益的語義特徵。例如：很糟蹋糧食(表示增  

  減)、很傷人的話 (表示損益)。 

2.「+背順」義VO，表示相對於某適中界限而體現出的或背離或依順的趨勢。  

  例如：很違反規律(背離類)、很講道理（依順類)。 

3.「+突顯」義VO，具有突出、顯示的語義特徵。例如：很起作用、很感興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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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判斷」義VO，具有價值判斷的作用。如：有＋名詞類，及其否定式。  

  例如：很有天分、很有知識、很沒骨氣、很沒能力。 

  按照張誼生（2004）的分類，「很＋有名詞」的結構「很有錢」就具有

價值的判斷義，可接受「很」的修飾。 

    石毓智(2004) 認為「有」的本意是表示「領有」，並不具有程度義，

產生程度義的原因是社會的平均值，也就是在某個社會環境、或者交際語境

中，絕大部分成員所擁有的某一屬性的一般程度。在現代社會裏，一般人的

錢的數目都不會是0，都擁有一定的量，如果一個人的錢只是該社會的一般

量，就是一個無標記的資訊，就不會刺激人們的交際動機，但是當某人的錢

財高於一般人時，就成為有標記的信息，就會誘發人們的交際動機，因此，

說「某人有錢」是說其錢財多於一般人。但石毓智認為「有+名詞」短語的

程度義產生，必須同時滿足以下三個條件： 

 1.「名詞」所代表的屬性為社會絕大多數成員所共有。 

2.該屬性具有一般的程度量。 

3.從社會平均值開始計量，而且有關屬性的程度高於一般。 

  石毓智(2004) 指出「有+名詞」可以表示程度量，產生形容詞型的「有」

字短語，在沒有任何程度副詞修飾時，也常常具有程度高的意思。例如：他

父母有錢。劉月華等(1996)雖指出「有」的一個義項為多、大、程度深，但

是石毓智認為現代漢語「有」這個義項並不是獨立成立的，只有在組成名詞

短語時，整個短語才具有多、大、表示程度深的意思，例外的是洛陽話「有」

可單獨使用，相當於「富有」，可受各種程度副詞修飾，比如「他家很有」。      

  我們認為判斷義或是評價都以所達到的水準高低來表示，如果不具有程

度等級的語義特徵，就不能受程度副詞修飾，比方：「很有錢」中的「有錢」

必須具有程度的屬性或系列的層級性，如：沒有錢 →稍微有錢 →有一點錢 

→比較有錢 →很有錢→非常有錢 →太有錢等。「有書」也可以說有一點書

或是有很多書，表示數量，就不可以用程度副詞來表示書的程度大小，如＊

很有書、＊非常有書、＊太有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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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名詞」有「很+沒有名詞」及「不很+有名詞」兩種否定結構，張

誼生（2004）指出，「有／沒有＋名詞」類表示對某一屬性、情況的具備、

擁有與否，否定的形式雖然不表示積極意義的程度深，但也不表示消極意

義，而是表示性狀程度淺(很沒有…)或委婉形式(不很有…)。此結構不可以

加助詞「了」，因「了」表完成義，與否定搭配會互相矛盾。如北大語料庫

的例句（74,75）： 

  74.家鄉的山很矮很沒有名氣，那是普普通通的山。 

    ＊家鄉的山很矮很沒有名氣了，那是普普通通的山。 

    75.是一位不很有名的宮廷畫家。 

    ＊是一位不很有名的宮廷畫家。 

  北大語料例句中「很有」可以搭配助詞「了」，例句（76,77）。和模

糊少量的「點、些、幾」等搭配時，不可用明確的數量詞，語義比「很有」

弱，例(78,80,82）。也可以搭配助詞「了」表示改變的意思，表性狀的變化，

例句(79,81,83）。 

    76.今年拿下600萬噸油，現在已經可以說很有把握了。 

    77.我們現在用現代視角看看這個事件就很有意思了。 

    78.洞口霧氣彌漫，很有點神秘的色彩。 

    79.一九四四年，我到白沙教書，很有點時間讀書了，書卻寥寥。 

    80.玉田縣的大白菜在歷史上很有些盛名。 

    81.他們的心被一種恐懼和絕望的情緒緊鎖著已很有些時日了。 

    82.他很有幾件出外穿的西服和皮鞋，那都是成套的，是外出才穿的。 

    83.她很有幾分生氣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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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3 動後＋很 

   陳怡靜(2003)把「動後得＋很」的句構稱為動詞後置成分（俗稱補語），

並以程度語表示狀態、動作行為的強烈程度，程度語指動詞後置成分表示前

項動詞的程度意義。本文採取這個看法，也稱這樣的句型為動後程度語。 

  呂叔湘(1980)認為「很」用在「得」後，表示程度高。在普通話裏，能

用在「得很」前的形容詞、動詞不多，可用的如：「好得很、糟得很、仔細

得很、粗心的很、熱鬧得很」。不可用的如：「＊幫忙得很、＊說明問題得

很」。我們與呂叔湘的看法不同，我們認為大部分的形容詞（能受「很」修

飾的形容詞都可以）和心理動詞都可以用在「得很」前，表程度義加強，但

是只有少數的動作動詞可以與「得很」搭配，像：「吵」得很、「注意」得

很。 

   表程度的「很」，可放在動詞的前後，後置的語義往往比前置的程度要

深，而且別的程度副詞都不能替代放在動後的「很」，如：好得「很」，＊

好得非常。＊好得太；「很」也不可以做結果語，如: ＊學得很。＊寫得很。

劉月華等（1996）認為「很」作動後程度語比作狀語表示的程度要高。例：

今天紅紅高興得很，比今天紅紅很高興，更高興。這件衣服我喜歡得很，比

這件衣服我很喜歡，更喜歡。而一些描寫動作的情態形容詞作程度語表示結

果，如：姑娘唱得很高興（因為「唱」而高興）、老大爺說得很激動（因為

「說」而激動）。 

   「很」獨自作程度語，需加助詞「得」，當「很」與形容詞搭如：貴得

很、好得很(表示程度強) ，「很」放在句尾，「得」後面所接的「很」就

表示程度強烈的程度語。「很」與動作動詞搭配時，如：吃得很高興(表示

結果)，說明動詞所代表的動作結果，如：跑得很快(描寫動作)，表示動作

的速度。陳怡靜(2003)指出「得」字句程度語，表動作、變化、狀態、屬性

的程度之強烈；形容詞作為「得」前修飾語，表狀態程度之高；「得」後

形容詞性結構「得字句」，表程度義的成分並不明顯，與狀態動詞搭配的

因果關係較突顯，而搭配動作動詞的又以結果為表現重點。 

  我們把動詞後置「很」分成與狀態動詞（形容詞）搭配和動作動詞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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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兩類：如表格（3-3)。其中狀語，如：很漂亮，與動後程度語的「很」比

較時，表示的程度較弱。 

    與形容詞搭配：貴得很、好得很（表程度高） 

    與動作動詞搭配：吃得很不高興、跑得很快 （表結果） 

              表 3-3 「很」狀語與動後程度語 語義比較 

 

 

     

    好得「很」表示程度，沒有相配的否定形式。動後程度語一般都以肯

定的形式出現，有時以否定形式出現會使人莫名奇妙，如：＊這個電影好

得不很（這個電影好得很），（朱德熙，1982,2005；劉月華等，1996）。

且動後程度語不能加「得/不」的方式來表示可能的結果，例如：＊吃得很

完、＊吃得很不完。 

    戴浩一(1997)提出，從已知到新知原則，提供了訊息結構的順序是由舊

訊息（已知）到新訊息（新知），而焦點資訊通常排在句末或句子的後半部，

因此後面的新知是句子的重心。「得」之後的成分是整個句子的內容重點。

解長霞、袁光(2009)認為程度副詞從狀語的位置上轉移到「得」句子之後，

成了焦點的資訊。當常規語序一旦改變，凸顯的語序就立即表明資訊重心的

轉移，達到說話者期望達到的程度義，語序直接影響到資訊焦點。如北大語

料庫例句：「現在我們的企業管理亂得很，要整頓。」把句子改成「現在我

們的企業管理很亂，要整頓。」前面的例句把程度副詞「很」後移至焦點位

置，表達的程度義明顯大於後面狀語位置的例句。 

    馬慶株(1992,2005) 認為只有表高量級的絕對程度副詞才能作補語(動

程度副詞「很」 表程度 表結果 表情態 

狀語  弱   無    無 

動作動詞＋得很～  強     有    有 

形容詞＋得很  強     無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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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程度語)。程度副詞作狀語時可以表示不同的量級幅度，但是作補語(動後

程度語)就只能表示高量級的程度，不能表示低量級和中量級的程度。高量

級程度副詞從狀語的位置上移至動詞後，表示了更高的程度義，而中量級和

低量級的程度副詞後移至動詞後的焦點位置，也很難達到很高的程度義。如

果只是要得到稍高的程度義，可以選用程度義高的程度副詞替換。所以只有

「極」、「很」可以作動後程度語，並不是所有的程度副詞都可以作動後程

度語。 

  馬慶株(1992,2005)認為程度補語(動後程度語)在書面語中用得很少，多

出現在口語中，在學術論文、政論文和各類公文中是很難見到的。因為「很

～」 狀語單純地表示程度高，沒有感情色彩，但程度補語(動後程度語)著

重表現自我感受，要在敍述客觀情況時加入了感情色彩濃厚的主觀評價，有

悖於語體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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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很」的句法、語用功能 

  在語法分析上，語義不能作為主要的依據，更不能作為唯一的依據，但

是不失為重要的參考項，呂叔湘(1979)。為了更全面性的了解程度副詞

「很」，我們在本章探討「很」的句法、語用功能，並以「很」的語法化進

行歷時性分析，同時也探討「很」與否定詞「很不」、「不很」的搭配框架，

以及比較「很」與「好、太、更、超」程度副詞的異同。 

 

4.1「很」的句法功能 

  Quirk et al. (1985) 認為副詞的句法功能就是作形容詞的修飾語，作修飾

語最常見的是增強語義的強化語。呂叔湘（1980）「副詞主要用途是做狀語，

修飾動詞、形容詞或者整個句子」，朱德熙（1982）把副詞定為「只能充當

狀語的虛詞」，王力(1959)、呂叔湘(1980)都認為只能修飾形容詞、動詞，

不能修飾名詞的詞是副詞，程度副詞修飾動詞、形容詞當狀語，少數幾個還

能當補語，如：「很」、「極」。 

  程度副詞「很」可做句子的狀語成分，句法功能是強化語義，呈現高程

度量。張亞軍(2002) 認為「典型的程度副詞用於對形容詞、心理動詞所表

達的性質、行為等的程度進行定量，是程度量的標記」。如：「最、極、很、

太」等。漢語中體現程度量的語法手段主要是程度副詞，就性質本身量的特

點從某一基準量或常識量的方面確認其所處的量极，如：英語中的very, 

rather等，漢語中的「很」、「非常」、「十分」等。張誼生(2000a)認為程

度副詞，即對謂語中心所表示的動作、行為或性狀的程度進行限定和描述的

一類副詞。 

  「很」程度副詞具有較強的黏著性，不能單用和單說，因此下面的回答

是不能成立的： 

Ｑ：你喜歡她嗎？ ＊Ａ：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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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程度副詞也不能用肯定否定的方式表示疑問，如不能說：「＊很

不很？」，也不能重複，如：＊很很。 

  馬真(1997)提出，「很」不能出現在比較句中，我們把比字句和比較句

的例句換成「很」以後，句子就不能成立了，例如： 

 比起其他同學，他的漢語最好。 ＊比起其他同學，他的漢語很好。 

 內蒙比北京還冷。       ＊內蒙比北京很冷。 

  副詞一般不能修飾名詞做定語，也不能做動後程度語或補語，但是「很

＋狀態動詞」可以當定語、狀語、謂語和動後程度語。「很」程度副詞，在

某一個高的等級上的真實涵義的加強作用，當被加強的成分確實可分等級

時，程度狀語便起了強化作用。從北大語料的例句驗證如下： 

  廣州白天鵝賓館的大廳裏，有個很漂亮的室內花園。（定語） 

  這裏的鄉村景色太美了，苗族建築與服飾、銀飾都很漂亮。（狀語） 

  劉永忠陳玉生兩人僅用了兩個多小時就很漂亮地結束了這次行動。（謂語）      

  那小子長得漂亮得很，你認得他嗎？（動後程度語） 

  「很」程度副詞的句法功能正快速的擴大，以前許多不合語法、不能搭

配的句型，目前也成為普遍使用的現象，「很」除了可以修飾動作動詞及動

詞短語外，也修飾名詞和名詞短語及「很＋是」、「很＋有」、「動後＋很」特

殊句式，也可以修飾雪白、血紅、冰冷、蠟黃、碧綠、筆直、火熱等狀態形

容詞。 

 

4.1.1 副詞是否可修飾副詞 

  Quirk et al. (1985)認為副詞可以作為形容詞或是另一個副詞的修飾語
29。Schachter (1985)也認為副詞是動詞，形容詞和其他副詞的修飾語30。由

                                                 
29 An adverb may function as a modifier of an adjective or of another adverb. 
30 that "adverbs" are "modifiers of verbs, adjectives, and other ad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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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英語對副詞的定義是可以修飾另一個副詞，許多學者可能受其影響，認為

漢語的副詞也可以修飾副詞。 

  趙元任(1979)提及，「副詞主要修飾動詞，動詞裏邊包括形容詞。副詞

也修飾副詞」。丁聲樹(1999,2002) 「副詞通常修飾動詞（包括助動詞和次

動詞）和形容詞，……有時候也修飾別的副詞」。黎錦熙(1924,2007) 認為 

「副詞是就事物的動作、形態、性質等，再加以區別或限制的，所以必須

附加於動詞、形容詞或旁的副詞等。」但是副詞可以修飾副詞嗎？除了趙

元任、丁聲樹、黎錦熙以外，許多學者(張誼生，2000a；李泉，2001)也認

為副詞的語法功能在於修飾副詞。 

  另一派學者則認為副詞不能修飾副詞，以王力為代表，王力(1959)認

為，兩個以上的副詞相連接的時候，不該認為甲副詞修飾乙副詞，應該認為

甲副詞修飾乙副詞所在的整個句子，例如在「不很好」裏，並不是「不」修

飾「很」。我們也認為副詞「很」修飾的是整個動詞短語，語法上副詞也不

可能修飾副詞，副詞「很」主要用來修飾動詞(包括形容詞)，及動詞短語，

「不很好」是「不」修飾「很好」，「很不好」是「很」修飾「不好」。 

  張誼生(2000a)談到副詞連用時舉出「不很受什麼規矩的限制。」的句

子，張誼生認為「不」先修飾「很」，「不很」再去修飾動詞「受」。但宋

玉柱(2003)認為「不很受什麼規矩的限制。」這個句子問題在於，「不很」

這樣的短語不能成立，在語法書上也從未見過這樣的偏正短語，因此這樣的

結構組合是不合語法，分析也是不正確的。正確的語法分析應該是，「不」

修飾「很受」，當副詞連用時，只能後面的一個副詞先與謂語組成短語「很

受」，然後再與前一個副詞組成短語「不很受」，這樣兩個短語都是可以成

立的。 

  我們與宋玉柱(2003)、王力(1959)的看法相同，一個句子裡有兩個副詞

相連時，並不是副詞修飾副詞，在語法上副詞不可能修飾副詞，前面的副詞

是修飾後面副詞所形成的整個短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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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很」的語用功能 

  在日常生活對話中，說話者為讓對話進行流暢，不僅會用聲調、語氣等

來表示自己的意思，甚至會提醒對方注意標誌詞或隱含義，而聽話者也應該

配合了解言談的本義，使雙方之對話進行順利。「很」的高程度義表現在言

談機制中又有哪些語用功能，我們把它歸納如下： 

 1.禮貌讚美功能 

  Leech (1983)提出的禮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包括了得體準則

( Tact Maxim) 、慷慨準則 (Generosity Maxim ) 、讚譽準則 (Approbation 

Maxim) 、謙虛準則 (Modesty Maxim) 、一致準則 (Agreement Maxim) 和

同情準則 ( Sympathy Maxim) 。其核心內容為：盡量使對方受益最大，讓

交際順利進行。 

   為了盡量誇大對他人的讚揚，「很」用於肯定句時，常常表示禮貌性的

稱讚對方，比方：你穿的衣服很漂亮、你的孩子很聰明、今天很謝謝你，這

些很已經一點也不「很」了，並沒有實際的高程度義，只是禮貌性的讚美義。

Pomerantz (1984) 認為言語表達贊同的回應方式有升級式、相同回應式及降

級式。Pomerantz 提及降級式贊同則針對先前被討論過的指稱對象，採用相

關但是次級或弱化的詞項來加以評論，可視為一種弱式贊同 31。「很」在日

常生活應對中，可說是ㄧ種禮貌性的弱式贊同。 

 2.間接委婉功能 

  沈家煊（1999) 認為能夠被「不」直接否定的程度副詞很少，而且往往

是一種委婉表達，被「不」直接否定的程度副詞只有「很」。如：不很。大

部分的否定副詞間接否定程度副詞短語，程度副詞修飾短語一般也只能用

「不」來否定；而能被「不」否定的程度副詞都是表高程度義的，像「很、

                                                 
31 Ａ downgraded agreement is an assessment of the same referent as had been 

assessed in the prior with scaled-down or weakened evaluation terms relative to the 

pr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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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特別、非常、最、更 」，例如：「很不」、「太不」……。 

  由於貶義詞直接陳述時語義尖銳，要避免直話直說，應該採用含蓄、委

婉的方式進行間接表達，以求最大限度地減弱語言的衝突性和刺激性，來維

持人際關係的和諧與融洽。何兆熊(2000) 認為「人們常常不是坦直地去說

自己想說的話，而是往往通過某種方式間接地去表達自己，這種語言使用中

的轉彎抹角的現象就是語言的間接性」。 

  我們認為［不很］的句式就是一種間接表達，「不很」表達了委婉的功

能，雖然以否定的句式，但是卻表達肯定的語義，例如：「不很好吃」、「不

很漂亮」就是肯定了「好吃」、「漂亮」，雖然「不」否定詞減少了「好吃」

及「漂亮」的程度，但是比直接說「難吃」、「醜」這樣的貶義形容詞間接

委婉。「不很」的間接委婉，以否定的句型，不傷害他人的自尊，給對方留

了面子，避免尷尬的氣氛，也傳達了一定的禮貌交際的原則。 

 3.強化程度功能 

  王育玲(2008) 認為加強語氣的方式有很多，其中模糊語的使用，尤其

是表程度的形容詞或副詞的使用是很普遍的。例如：英語中人們也經常用 

pretty,( very) much, quite, far, terrible, absolutely等等表示程度的模糊限制語

來加強語氣，增強語言的表現力。 

  在口語交談中為了增強語氣、強化語義、凸顯重點，往往通過對「很」

重讀來表達情感、態度等特殊含義，達到更好的交際效果。這些手段主要是

通過在語音上偏離語言常規，以特殊的語氣來實現其強化功能。 

 4.客觀評價功能 

    語言不僅僅是客觀地表達命題和思想，還要表達言語的主體即說話人的

觀點、感情和態度。相對於其他程度副詞（好、真、太…）的主觀性描述，

「很」對事物的客觀陳述，並具有量的等級性（高程度義）評價，雖然程度

義一定帶有「主觀評價」（subjective evaluation），但「很」客觀的程度量

是指相對的客觀，而這些程度量幅的判斷具有客觀的評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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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很」的語法化過程 

     Hopper & Traugott (1993) 給語法化 32(Grammaticalization) 的定義是

語法化是ㄧ個過程，出現在一定的語言環境中，其詞彙與結構具有語法功

能，而且一旦虛化後，持續發揮新的語法功能。語法化是一個連續不斷的

過程，語法化的程度由實到虛構單向成一個斜坡（cline）漸變群。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是單向性(Unidirectonality) 的方向，由實變虛（實詞弱

化），由虛變得更虛（弱化變成功能詞），也就是從語義的弱化(semantic 

bleaching)把實詞的語義弱化變成功能詞，使用頻率高的詞彙跟虛化的程度

成正比。 

  楊玉玲(2005) 認為語法化過程只能是單向性的，永不休止的，一個實

詞一旦開始「語法化」，就踏上了語義虛化、句法泛化、語用淡化、語音

弱化的不歸路。由不足 (保留部分實義的半虛化) 到充分的「語法化」，

直到表意功能趨向於零。Brinton and Traugott ( 2005)提出，語言演變是語言

變異的積累，是漸變，而不是突變。語法化涉及非範疇化(decategorialization) 

語義弱化( bleaching) 、主觀化（subjectivization）、類型概括化( typological 

generalization) 、能產性增強、使用頻率提高等特性。 

  程度副詞「很」在HSK漢語語法大綱與漢語水平（詞彙）等級大綱，都

是實用度大的語法和使用頻率高的甲級詞，而使用的頻率越高就越容易虛

化，虛化的程度和使用頻率成正比，據《現代漢語頻率詞典》中頻率最高的

前8000個詞表，統計出「很」的使用頻率為0.2767 %，是使用頻率很高的副

詞，「很」虛化的結果更提高了使用頻率，從分佈的關係來說，虛化程度越

高，分佈範圍就越廣。語法化是語言轉變的過程，我們就從歷史的角度討論

「很」的語義變化過程。 

  「很」的語法化過程為動詞 → 形容詞 → 副詞 →功能詞。從歷史的

                                                 
32 We defined grammaticalization as the process whereby lexical items and 
constructions come in certain linguistic contexts to serve grammatical functions, 
and,once grammaticalized, continue to develop new grammatical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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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來看「很」的語法化過程，「很」是由動詞到形容詞，再以形容詞到副

詞，一直到現今非強化程度義的「很」並不表示程度高，只用於足句或表示

委婉的語氣，「很」又變成具有語法的功能詞了。 

  語法化重要的特性之一是由實到虛，一個實詞一旦開始語法化，那麼

就踏上了語義虛化，句法泛化，直到表義功能趨向於零。劉丹青（2001）

認為虛化的程度有差別，虛化的程度跟使用的頻率成正比，從分布上來看，

虛化的程度越高，分布的範圍也就越廣。漢語的程度副詞「很」的虛化進

程比其他程度詞快，以進一步呈現語義虛化的特徵。張誼生(2010)指出，語

義的退化，就像程度副詞「很」在長期的使用中，本身原有的程度義已逐

漸磨損而消退。如呂淑湘(1982) 所說的：「一切表高度的詞語，用久了都

就失去鋒芒，「很」字久已一點不「很」、 「怪」字也早已不怪、「太」

字也不再表示超過極限」，雖然可用副詞表示程度高，舊的誇張沒落了，

新的誇張跟著起來，但不久又平淡無奇了。 

    王靜(2008)認為表程度高的副詞，語法損耗和語法更新的脈絡為：大→

甚→殊→非常、十分→很→挺、怪。張誼生（2000 a)認為與漢語副詞有關的

虛化現象包括三個階段：A.名動形實詞向副詞的轉化；B.副詞內部由略虛

向較虛的變化；C.副詞向更虛的詞類如連詞、語氣詞的轉變，而且語言是不

斷發展變化的，副詞的虛化也是持續發展的。 

4.2.1.1「很」語義的語法化過程 

  我們以「很」的語義來看語法化過程，「很」是形聲字，部首是「彳」

(chì)部，習慣上稱為雙人旁，艮( gèn)聲。《說文解字》中解釋「彳」小步

也。象人脛三屬相連也。象形字，小篆字字形像「行」，像縱橫相交的十字

路，動詞，本義是慢步行走。彳，左腳的步伐。亍，右腳的步伐。東晉徐爰

曰：彳亍，止貌。唐朝張銑曰：行貌，中少留也。彳亍即是緩步慢行，走走

停停的樣子。從“彳＂的字多與行走、行為和道路有關，例如：很、征 、

往、待、徒、徴等都是動詞。《集韻》彳亍，足之步也。《明．張自烈．正

字通．行部：「左步為彳，右步為亍，合彳亍為行」。又如:彳彳亍亍(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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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很」的字身「艮」，《說文》艮，很也。從匕目。匕目，猶目相匕不

相下。匕目爲，很戾不進之意。又卦名。止也，限也。艮在易經是八卦之一，

也是六十四卦之一，象徵山。《易·艮卦》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

行則行。《易經》中提到的「艮」止也，從易經的卦名來看；艮卦，卦德為

止，以山為表徵，止是停止的意思。清· 惲敬《艮泉圖詠記》「泉可艮，九

天之上，九天之下，何所不艮? 」先秦文化史研究學者高亨就曾說明：艮為

山，山是靜止不動之物，故「艮」為止。另一種說法是，艮的直解就是止／

停止，遇山而止，一個大山橫在你面前，你不得不止步。因此在這裡「艮」

也是動詞。 

  「很」形聲字，在《說文解字》解釋為不聽從也。一曰行難也。一曰盭

也。從彳艮聲。「行難」或表示倔強倨傲不肯前行，「盭」(lì) 古同「戾」，

乖違之義。「很」的最初本義是貶義：不聽從、違逆。當動詞。我們也發現

段玉裁在《說文解字注》裡頭提到，「今俗用狠為很 許書很狠義別」，西

元100年（東漢和帝永元十一年）許慎撰寫《說文解字》時，「很」、「狠」

語義是不同的。因此在東漢以前「很」、「狠」的語義是不同的，用法也不

一樣。 

4.2.1.2 「很」動詞到形容詞 

  從北大古漢語語料庫的例句來看：春秋戰國 (約公元前475年 - 公元前

221年)時期《國語･吳語》今王將很天而伐齊。很，違也。「很」帶賓語，

是動詞。戰國時代莊子在(雜篇‧漁父第卅一)指出；「見過不更，聞諫愈甚，

謂之很」。意思是有過不改，聞人勸諫反而變本加厲，叫「很」。「很」在

這裡的「不聽從」義，也是當動詞使用。《孟子》裏的「好勇鬥狠」其中的

「狠」就是「爭訟」的意思，也是動詞。戰國末期，《韓非子·八經》: 「民

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而榮於輕君之俗，則主威分。」依《漢語

大詞典》的注解：很觸，違犯(禁令) 。「很」違犯之意，當動詞。但是《左

傳·襄公二十六年》「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惡之」。杜預注：很，今俗

作狠。心狠毒。「很」當形容詞，左傳成書時間大約在戰國中期（前4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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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葉）。鄭宏(2008)認為「很」在先秦都是作為實詞以「不聽從」義出現的。

以「太子痤美而很。」服虔注：「很」，戾不從教，鄭宏並提出服虔的注解

與許慎的《說文解字》是相合的，均可理解為「不聽從」義。我們採取了杜

預的注解，「很」俗作狠，心狠毒之義，當形容詞用。我們解釋「很」在春

秋戰國時期，當動詞較多，但也開始有了當形容詞的用法。這是「很」從動詞

到形容詞，語法化的過渡虛化階段。 

  新華字典：「很」古同「狠」，兇惡。「狠」《說文解字》解釋為犬鬥

聲，從犬，艮聲。今俗用狠爲很。「狠」形聲字，從反犬，艮聲。本義是指

狗相鬥時聲音。由狗邊鬥邊叫時兇惡的樣子，引申為兇狠、殘忍等義。假借

為「狠」，凶惡、殘忍、暴戾、乖戾之義。王靜(2003b)認為「狠」具兇惡

義是後起義，是魏晉至唐宋產生的詞義。「狠」的兇惡義晚於「很」，只是

在魏晉以後「很」與「狠」才廣泛通用。 

  如果我們推論春秋戰國時期的「很」當動詞及形容詞，我們也可以說從

先秦到唐宋，「很」與「狠」通用，「很」作形容詞。如北大古漢語語料庫

的例句：                                                      

《尚書·酒誥》：厥心疾很，不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罹。           

《國語·晉語九》：智宣子將以瑤為后,智果曰:不如宵也。宣子曰:宵也很。       

對曰：宵之很在面，瑤之很在心。心很敗國，面很不害。                   

戰國·商鞅《商君書·墾令》：重刑而連其罪，則褊急之民不鬥，很剛之民不訟，

怠惰之民不游，費資之民不作，巧諛噁心之民無變也。       

《史記·張儀列傳》:夫趙王之很戾無親，大王之所明見。很戾:凶暴乖戾。                  

唐朝韓愈：即有平脅曼膚，顏如渥丹，美而很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惡可

謂之人邪？                                                  

宋朝張師正《括異記·虐殺弟妹》:李齊之事，足使很子庸婦聞之，少警其心。很

子，忤逆的兒子。                            

  又如：很人(執拗乖戾的人)、很很(剛愎貌)、很剛(暴戾)、很恣(乖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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恣肆)、很惡(暴戾凶惡)、很愎(猶剛愎) 。從先秦到唐宋這個時期「很」與

「狠」通用，凶暴、殘戾的意思，都是當形容詞。 

整理古代「很」字源如下：  

表4-1 古代「很」字源： 

字形 字               義 

很 《說文》 不聽從也，一曰，行難也。從ㄔ，艮聲。 

《廣韵》 很戾也。俗作狠。 

《禮·曲禮》很毋求勝。《註》很，鬩也。謂爭訟也。 

《極韵》[說文] 不聽從也，一曰，行難也。一曰，盭也。 

狠 《說文》犬鬥聲。從犬，艮聲。 

《集韵》[說文]；犬鬥聲。 

《孟子》「好勇鬥狠」＂狠＂就是＂爭訟＂。 

《六書故》狠，悍戾不可馴也。 

齦 豤 狠 《說文》囓也，從齒，艮聲。 

《集韵》[說文]；囓也，謂豬囓物。或從犬。 

   

4.2.1.2 「很」形容詞到程度副詞 

    康寔鎮(1983)提出，「狠」字在宋金朝代是怒、凶惡、厲害的意思，元

朝開始出現了「很」當程度副詞的文章，但使用的並不多，以「好生」表示

「甚」、「很」的意思，例如；槽道好生寬（馬槽很寬大），肚裏好生肌了

（肚裏很餓了）。在明代的文獻裡「很」也不多見，只在文學作品中使用北

方方言裏出現，「很」字是清代才大量出現的。 

  王靜(2003b)以元代編著的朝鮮人學習漢語所用的《老乞大》例子: 

 咱哥你投順承門關店裏下去來。那裏就便投馬市里去哏近。 

 這橋便是我夜來說的橋，比在右哏好有。 

    王靜 (2003b)認為「哏好有」即「哏好」的意思。「哏」就是程度副詞

「很」，元代蒙古人和北方人使用的俗語。現代漢語程度副詞「很」應是從

蒙語的「哏」而來，最起碼是受蒙古語影響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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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雜劇也開始有了程度副詞「很」的用法。例：散家財天賜老生兒[油

葫蘆]那幾個首戶閒官老秀才，他每都很厲害，把老夫監押的去遊街。到了

明代「很」虛化為副詞，如：《西遊記》這家子遠得很哩！相去有五七千里

之路。動後「很」程度語，在明、清兩代開始大量出現，像《儒林外史》中

的句子：「想一想，更疼的狠了，連忙問郎中討了個膏藥貼著。」、「抬新

人的轎夫和那些戴紅黑帽子的又催的狠。」因此從歷史來看，「很」在動詞

後當程度語的出現比在動詞前出現當狀語早。 

  王靜(2010)提出，明代的《初刻拍案驚奇》「狠」作形容詞有38 例，

作程度副詞只有兩個如：「妻子驚惶無計，對著神像只是叩頭，又苦苦哀求

廟巫，廟巫越把話來說得狠了。」而在《西遊記》中「狠」已可完全作為程

度副詞，清代的《儒林外史》中，「狠」作程度副詞23 例，全部都是動後

程度語，如歡喜狠了、更疼的狠了、急的狠、催的狠、把他罪狀的狠、便宜

你的狠等等，作形容詞只有5例。《兒女英雄傳》中「狠」作程度副詞有20

例，作形容詞僅有5例。而《老殘遊記》中「狠」出現94次，沒有形容詞的

例句，全部作程度副詞用。例如：「我也無多行李，很不怕他，拿就拿去，

也不要緊。」 

  從以上的例句也說明了，明清兩代「很」、「狠」在保持形容詞的凶狠、

乖戾之義的同時，也開始虛化為表程度的程度副詞。 

 

表4-2 王靜(2008) 明、清「很」使用的频率 

 

時代 作    品 形容詞「狠」  程度副詞「很」 

明 初刻拍案驚奇 38 1 

明 西遊記 0 4 

清 儒林外史 5 23 

清 兒女英雄傳 5 66 

清 老殘遊記 0 94 

   呂叔湘(1988,2002)最早提出「很」從「狠」來的說法，雖古代「很」和

「狠」原非一字，且詞義聯繫不上，由於語言的演變而引起的字音、字義、

字形之間的分合、交叉、錯綜複雜的關係，從凶狠的意義派生「甚極」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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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古漢語裏「不聽從」義，動詞的用法，在現代漢語裏已不存在。從先秦

到唐宋，「很」與「狠」通用，凶狠、乖戾之義，「很」作形容詞。元朝開

始出現了「很」當程度副詞的用法，明清時屬於形容詞與程度副詞用法的語

法化過度時期，現代漢語以形容詞表示「狠」，用「很」程度副詞表示程度

高，程度強化的意思。形容詞的「狠」和作程度副詞的「很」已經是不同的

兩個詞性了。從歷史的語義來看「很」的語法化過程；動詞 → 形容詞 → 副

詞 →功能詞。因此有些學者認為「很」程度義弱化甚至已經失去了程度義，

不再是程度副詞，應該把它當作語氣副詞(王靜，2003b；李宇明,，2000；

常國萍，2008)。 

  隨著「很」語義虛化，出現了新興的程度副詞，像：「超、特、巨」這

些在語義的強度上，也大大超過傳統的程度副詞「很」。「超」是現在台灣

年輕人的習慣用語。在大陸「巨」口語詞，是典型的網路用語，發現的例句

全部來自網路，如；她老遠就看見我，「巨」誇張的朝我揮手。在北京則有

「特」這種京味的說法，年輕人使用頻率很高，如：亞洲飯店的牛肉麵「特」

好吃、 「特」牛又有趣的照片、「特」牛的廣州公交乘客。 

 

4.3「很」與否定詞［不］的搭配 

  Jespersen (1924) 認為所有（或大多數）語言的規則是：「不」表示「少

於、低於」(less than）或是說介於所修飾的詞跟零之間33。例如：不好表示

的是差的、次級的意思，並不包括「很好」的語義。不溫是低於溫的程度，

介於溫跟冰冷之間，並不是介於溫和熱之間。 

  石毓智(2001)提出，語言的否定不是完全的否定，而是等差的否定，漢

語中的否定詞「不」用於否定的結構時，否定的含義也是少於、不及其原來

的意義程度。「不」直接否定形容詞也只是對其程度上的否定，並非是完全

否定該形容詞的本義。例如：「不很好」是介於「很好」與「壞」之間的某

                                                 
33 Here the general rule in all (or most) languages is that not means “less than” or in 

other words “between the term qualified and noth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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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程度，「不」否定的形容詞表示其性質仍然存在，只是表述該性質程度不

如原來的高，或程度尚未達到某性狀主觀或客觀的標準。假設Ａ和Ｂ是ㄧ對

反義的形容詞，不A、不B分別表示沒有達到(或低於)相應標準量的程度量，

不等於相應反義詞的標準量。所以不A≠B，不B≠A。例如；不好≠壞，不

壞≠好。(劉霞，2007；張國憲，2007；石毓智，2001)。 

   Jespersen (1924)舉例說明：She is not happy.是對她現狀的描述，表示

她不幸福，也解釋為對她幸福狀態的否定，如果加上very(很)，就會發現

She is very unhappy. (她很不幸福)和She is not very happy.(她不很幸福)之間

的區別。但Jespersen並未具體分析很「很不」及「不很」的不同。漢語中的

否定詞包括「不、沒、未、非、莫、別」等，可用這些否定標記表示否定的

句式，但「很」主要修飾狀態動詞，而狀態動詞不用「沒、未、非、莫、別」

否定，因此本文僅研究「很不」及「不很」與動詞（包括形容詞）的搭配，

「沒」與其他的否定詞，不在我們的探討範圍內。 

    「很」有兩種否定句形，很不/不很+Ｖ（包括形容詞），但不是否定句

型和肯定的句型同時都能被程度副詞「很」修飾，在肯定形式中能被「很」

修飾的謂詞性成分，不一定就能進入否定形式，出現了「很」修飾謂詞性成

分肯定與否定的不對稱現象。而有哪些動詞可以進入很不/不很的搭配？有

哪些動詞是不可以進入的？我們也從實際語言中發現，受程度副詞修飾的動

詞不能用肯定的形式，必須採用否定形式，例如；～不耐煩、～不雅觀、～

不景氣、～不相同、～不起眼等。 

 

4.3.1 「很不」、「不很」的搭配 

    呂叔湘(1988,2002)發現有的形容詞跟「很」搭配後只能使用否定形式，

不能跟肯定的句型搭配，只有「很不～」，卻沒有「很～」的搭配，也就是

說，以下的例句安分、順眼等動詞，呂叔湘認為不能用「很」來加強修飾，

可是用「不」否定之後就可以用「很」來修飾，我們認為其中「不安分」、

「不識相」、「不通人情」都已經詞彙化了，必須和「不」搭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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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 

很不安分  ＊很安分     很不順眼  ＊很順眼                

很不人道  ＊很人道     很不經濟  ＊很經濟 

很不識相  ＊很識相     很不識時務 ＊很識時務 

很不通人情 ＊很通人情    很不是味ㄦ ＊很是味ㄦ  

  李晉霞(2005)認為「很」的可調節性表現在形式上，即「很」可以被「不」

否定，表示量級上的弱化。「很」與否定副詞「不」組合成「很不」和「不

很」兩種結構，在表義上有差別。龍果夫(1958) 提出，在否定句裏，只要

把程度副詞「很」放在否定詞前面就能達到強化的目的，「不很好」表示不

太好，「很不好」表示非常不好，也就是壞。呂叔湘(1980) 認為「不很」

表示程度減弱，與「很不」不同。例子如下：很不好→很壞；不很好 →有

點兒壞，但還可以；很不好受→很難受；不很好受→有點兒難受。 

 

4.3.2 「很不」高程度義的否定 

   「很不」是高程度義的否定，語義是否定的，因此很不高興，語義上就

是否定高興。在「很不A」(A代表形容詞)句型中，否定副詞「不」先與A

組合在一起，然後再受程度副詞「很」的修飾，即學者們(張誼生，2000a；

馬真，1986；陸儉明、沈陽，2003)所稱的「很＋不A」的結構。劉文欣(2007)

認為不是所有形容詞都能進入「很+不+ A」，凡不能被「不」否定的形容

詞都不能進入此格式。但是受「不」否定的形容詞也不能全部進入「很+ 不

+ A」的框架。呂叔湘(1965,2002) 認為積極義的詞才能進入「很+不+ A」

結構中，表示不贊成、不滿意，不喜歡。 

    周小兵(1992) 把形容詞分為褒義形容詞和貶義形容詞，褒義的形容詞

（例一）都可以和「很不」搭配使用，例如：很不好、很不妙、很不靈巧等

等。貶義的形容詞（例二）不能受「很不」的修飾，例如：＊很不壞、＊很

不髒、＊很不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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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呂叔湘（1980）則提出，很不小(＊很不大)、很不輕(＊很不重)、很不

簡單（＊很不複雜）、很不仔細(＊很不粗心)、很不認真（＊很不馬虎）、

很不贊成（＊很不反對），因此並不是所有的形容詞都可以進入「很不～」

的框架。 

例（一）褒義詞：                         

好 妙 靈巧 快樂 幸福 美滿 活潑 生動 整齊 乾淨 好看 好聽  舒服 健

康 健全 親切 熱情 聰明 靈活 自然 敏捷 順暢 順利 方便 穩定 新鮮 痛

快 合適 恰當 認真 正常 愉快 漂亮 清楚 虛心 積極 樂觀 文明 堅強 可

愛 能幹 利索 勤快 安全 涼快 暖和 可靠 周到 

例（二）貶義詞：                            

壞 髒 亂 懶 蠢 笨 傻 粗心 粗魯 粗暴 難看 難聽 難受 囉嗦 彆扭 小氣 

野蠻 可怕 可恨 消極 驕傲 危險 悲觀 冷漠 殘酷 愚昧 痛苦 自私 固執 

急躁 拖拉 軟弱 糊塗 被動 冒失 憂傷 困難 遲鈍 

  劉霞(2007) 認為「很不」與量度性質形容詞中表示度量小的詞搭配，

有加強量的意思，因此不能與形容詞中表示量大的一方搭配使用，如：例

（三）。有的反義形容詞的否定形式不能受「很」修飾，如：例(四)。只有

少部分反義形容詞的否定形式可接受「很」修飾。如:很不好、很不壞；很

不對、很不錯( 詞義有變化)、很不俗、很不雅。 

例（三)「很不」與量度性質形容詞中，表示度量小的詞的搭配 

 很不小: ＊很不大   很不輕: ＊很不重    很不短: ＊很不長 

  很不低: ＊很不高   很不近: ＊很不遠    很不薄: ＊很不厚 

  很不慢: ＊很不快   很不早: ＊很不晚    很不弱: ＊很不強 

  很不淺: ＊很不深   很不少: ＊很不多    很不鬆: ＊很不緊 

  很不窄: ＊很不寬   很不易: ＊很不難 

（例四)反義形容詞的否定形式都不能受「很」修飾的情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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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不鹹:＊很不淡  ＊很不圓:＊很不扁   ＊很不黑:＊很不白 

＊很不甜:＊很不苦   ＊很不粗:＊很不細   ＊很不硬:＊很不軟 

＊很不美:＊很不醜   ＊很不乾:＊很不濕   ＊很不熱:＊很不冷 

＊很不香:＊很不臭  ＊很不老:＊很不嫩     ＊很不胖:＊很不瘦 

＊很不忙:＊很不閒  ＊很不鈍:＊很不快     ＊很不亮:＊很不暗 

＊很不貴:＊很不賤    ＊很不飽:＊很不餓     ＊很不新:＊很不舊 

＊很不真:＊很不假    ＊很不稠:＊很不稀     ＊很不生:＊很不熟 

＊很不窮:＊很不富 

   

4.3.3 「不很」高程度義的減弱 

   「不很」是高程度義的減弱，語義上還是肯定的，不很高興的意思是肯

定高興，但是高興的程度減少了。劉文欣(2007) 認為不是所有能受「很」

修飾的形容詞都能進入「不+很+A」的框架，但是一般不受「不」否定的形

容詞也不能進入「不+很+A」，可以受「不」否定的形容詞一般也能進入「不

+很+A」。 

  「很」在形式上被「不」否定，表示量級上的弱化，例如：不很冷，表

示程度減弱(低於很A，但高於不Ａ的程度)，所以不很冷（肯定冷，但不是

那麼冷）。有些心理動詞用於否定格式時也會受到限制。例如： 

     肯定式：很擔心他的健康。很討厭這個人。 

     用否定：不很擔心他的健康。不很討厭這個人。 

   ＊很不擔心他的健康。＊很不討厭這個人。（只能用不很。） 

  鄭慶君（1997）提出有些形容詞進入否定格式要受到一些限制，如「很

胖」變成否定式，可以說「不很胖」但不可以說「很不胖」。一般來說，表

程度、範圍、數量、顏色的性質形容詞（主要是單音節的）往往只能有第一

種的否定格式。例子如下： 

       很高   不很高   ＊很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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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香   不很香   ＊很不香 

    很重   不很重   ＊很不重 

    很深   不很深   ＊很不深 

  類似上述情況的形容詞還有「新、舊、老、嫩、軟、硬、寬、窄、遠、

鬆、辣、綠、黃、藍」等，但是在特殊的語言環境中，如果需要加強某一事

物的性質時，「很不輕」、「很不小」、「很不少」、「很不淺」、「很不

甜」、「很不白」等格式可以成立。 

    對於「不很A」格式的結構，張誼生(2000a)認為「不很A」的結構是「（不

＋很）＋A」，「不很」表示是一個程度副詞性的組合，先把副詞片語組成

後再去修飾其他謂詞性成分，但是石毓智(2001)持不同的看法，他把可以用

很、太、十分、最等程度副詞修飾的形容詞叫非定量性形容詞，「很A」是

非定量形容詞組，「很＋形」所組成的短語，可以受否定詞的修飾。即「不

很A」的結構應為「不＋（很＋A）」。 

  李宇明(1998)則認為「不很紅」之類的結構，其實不是否定式。因為在

語義和語氣的表達上，「不很紅」中的「很」不同於「很紅」中的「很」，

「不很紅」中的「很」不再表示程度高的作用，只是減緩語氣與情態有關，

相當於「不怎麼紅」，是性質形容詞的否定式中間嵌加上「怎麼」。呂叔湘

(1980)把「不大、不怎麼」都歸入了慣用語，表示程度不重。以語義來分析

「不很A」與「不大、不怎麼」都是程度義減弱，但是如果把「不很A」的

結構，像李宇明(1998)認為是「大、怎麼、很、太」所形成的一種嵌加組合

結構，這種分析就值得商確。 

   焦巧(2005) 從整體意義來看，「很＋否定詞＋A」側重於否定，否定

「A」在先，「很」只是對否定程度的加強。而「否定詞＋很＋A」的句型，

不管是「（否定詞＋很）＋A」還是「否定詞＋（很＋A）」結構，都側重

於肯定。舉例來說，很不漂亮就是對漂亮的否定，意思就是醜，但是在「不

很漂亮」(不＋很漂亮）此結構中，漂亮先由「很」修飾得到程度的加強，

組成程度副詞短語，再由「不」修飾，對「很漂亮」進行程度的否定，使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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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變得較委婉，意思是有點漂亮，而且在「不」跟「很」之間可以插入「是」

或「算」，表示不是很漂亮或不算很漂亮，語義上還是對漂亮的肯定。另一

個句構「不很＋漂亮」，「不」先修飾「很」減弱了「很」的作用，再去修

飾「漂亮」，意思是有點不漂亮或有一點醜，但是語義仍然是對漂亮持肯定

的看法，這時「不很」當成一個整體出現，兩者之間不可以插入像「是」或

「算」等成分，因此「不＋很漂亮」的漂亮程度比「不很＋漂亮」的程度高，

也就是「否定詞＋（很＋A）」的程度義大於「（否定詞＋很）＋A」的程

度義。 

    呂叔湘(1965)表示「不很」是「很」的部分否定。部分否定也就說明了

否定一部分的同時也肯定了一部分。「不很A」既可表示「有點A」，又可

表示「有點不A 」。如「不很漂亮」就含有兩層含義，既可表示「有點漂

亮」，又可表示「有點不漂亮」（有點醜）。 

   我們採取「不很A」的結構是「不＋（很＋A）」，張誼生(2000)指出

程度副詞和否定副詞屬於不同級位，共現時程度副詞應該出現在否定副詞前

面，當程度副詞「很」在否定副詞「不」之後出現，否定副詞發生越位現象，

減弱程度副詞的強度。根據呂叔湘(1985)的看法，「不」的否定範圍是「不」

以後的全部詞語，因此「不+很+形容詞」的結構中，「很」不直接受「不」

的修飾，「很」先與形容詞搭配後再被「不」修飾，而且程度副詞的語義特

徵是表示性質狀態或某些動作行為的程度，「很」具有顯示程度的作用，再

被「不」否定後減低其程度義；而「不很」是高程度義的減弱，語義上還是

肯定的；「很不」是高程度義的否定，語義是否定的。 

 

4.4「很」VS. 程度副詞 

  朱德熙（1982）指出：「不同的程度副詞除了語義上表示的程度有差別

之外，語法功能也不完全一樣。」「很」表示程度義高，因此我們選擇高程

度義程度副詞「好、太、超」，分析它們之間的異同。「很」一般不用在比

字句或比較句型，我們選擇「更」與「很」做個比較。其中「很」與「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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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度義較為接近，「太」除了高的程度義外，還包含了程度過量的過分義，

「超」是台灣流行的新興程度副詞。 

  程度副詞的語義特徵及語法功能雖然有共性，但在實際使用時每個副詞

都有不同的搭配規則。本文在釐清「好、太、更、超」程度副詞的同時也與

「很」進行了比較，希望藉由其他程度副詞突顯「很」的特性。 

 

4.4.1「很」與「好、太、更、超」共性特徵 

    關於強化語義的程度副詞「很、好、太、更、超」這一類的共性特徵和

之間的差異性，本文嘗試做個比較性的探討。 

  1.高程度義 

  語義上都表示程度高，但不同的副詞所表示的程度義還是有高低之分。

可分為兩類，表高程度義的很、好、太 1、更、超，及包括程度過量的過分

義的太 2。（我們把高程度義「太」稱為太 1，程度過量過分義的稱為太 2。） 

  2.強化程度義 

  語義功能上都是強化程度，增強程度義。 

  3.不能重疊及單說  

  都不可以直接重疊及單說，如＊很很、＊太太、＊更更、但「很」可連

同它所修飾的成分一起重疊，表示程度的加深，如「很遠很遠的路」、「很

久很久以前」。「好」雖然可以重疊成［好好］，例如：這幅山水畫，畫得

好好；好好吃／好好看／好好玩，但此種用法的第一個「好」是「好 2」程

度副詞，第二個「好」是「好 1」狀態動詞（形容詞），並不是兩個程度副

詞的重疊。「好 1」可單說，同樣地也不是程度副詞。（我們把「好 1」稱

為狀態動詞（形容詞），「好 2」稱為高程度義的程度副詞）。 

   4.當狀語 

  程度副詞「很」、「好、太、更、超」與動詞、名詞的搭配(表格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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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與動作動詞的搭配與其他的程度副詞不同，如：很打了幾次大仗，但

不可以說：＊好打了幾次大仗、＊太打了幾次大仗、＊更打了幾次大仗、＊超打

了幾次大仗。這些帶不定數量詞的句型，其他的程度副詞不能替代進入「很

+動作動詞」的框架，但是「很講道理」、「有時很解決問題」、「很看得

清楚」或「很注意」、「很虧本」這些不帶數量詞的句型，以其他的程度副

詞「好、太、更、超」替代「很」並無不可。 

  原則上「很、好、太、更、超」程度副詞都可以跟表示褒義、貶義和中

性義的狀態動詞搭配，也都能當狀語；變化動詞（兼類例外）則不可以和程

度副詞搭配；名詞（語義延伸或詞彙化）則是有條件的可以與這些程度副詞

搭配。 

表4-3 程度副詞與動詞、名詞的搭配34 

 

 

 

 

               

 

4.4.2「很」與「好、太、更、超」差異性： 

 1.「很、更」表客觀增量的陳述，「好、太、超」表主觀性增量的評價。 

  「很、更」的感情色彩不明顯，對事物的評價比較客觀，所表示的是一  

  種相對客觀的程度義，客觀陳述性較強，多用於陳述的句型。在量級上   

  具有 一定的可調節性，使用「很、更」程度可以再加強，表示還沒到  

  達程度的 頂端，也說明語義內容還有一定的客觀基礎。 

                                                 
34 標記說明：v 表示可搭配；×表示不可搭配；ˇ(×)表示有條件的可搭配。 

 動作動詞 狀態動詞 變化動詞 名   詞 

很 v (×) v × v (×) 

好 × v × v (×) 

太 × v × v (×) 

更 × v × v (×) 

超 × v × 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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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太、超」從語義情態來看，它們所表示的程度都帶有說話者一定 

  的情感色彩和主觀評價特徵，在表達高程度義的同時，情緒顯著，還  

   附帶表示強烈的個人主觀判斷。 

2.「更」用於比較或比字句，「很、好、太、超」一般不用於比較或比字句。      

 「更」比較性的程度副詞，在原來就有的一定程度上再加強程度義，比較 

  後表示程度增高。 

3.「太」一般句尾都帶「了」，「超」都帶「的」，「好」可搭配語氣詞    

  啊、啦、吧、嘛使用，例如：太貴了、超貴的、好吃吧。「很、更」句 

  末不能帶語氣詞。 

4.「很、好、太」語義虛化，「超」程度義強。 

 表示高程度義的程度副詞，一旦用久了，加上使用的頻率也高，就容易 

  出現語義虛化、程度義退化的現象，「很」有時並不表示多少實際的程度  

  義，只有語法作用。近期臺灣出現了新興的程度副詞「超」，在程度的強 

  度上，大大地超越使用時間較久，老字號的程度副詞「很、好、太」。  

5. 程度副詞「很、好、太、更、超」都可放在否定副詞「不」前，修飾動  

   詞，但只有「很、太」可放在「不」之後，如：不很、不太，修飾動詞。 

6.「很」在一般情況的時候，聲調並沒有特別加重音，而「好、太、更、超」  

   聲調通常特別加重讀音（重讀）。 

   當「很」表達自身的高程度義時，要重讀。因此有「很」不重讀時並不 

   表示程度義的說法，劉文欣(2006）說明當「很」不重讀時，「很＋Ａ」  

  句子的邏輯重音，通常落在“Ａ＂形容詞上。             

   如例句(84,85)： 

       (84)他給我開出的報酬是 10 萬元，10 萬元對我來說很重要
‧‧

。(北大語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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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小五很內疚
‧‧

，覺得是自己害了大家。(北大語料) 

 7.「很、好、太、更、超」與動後程度語搭配 

  (1)動作動詞後的程度語：「很、好、太、更、超」都可搭配，如跑得好 

    快、吃得很好、寫得太慢、買得更便宜、做得超好。強化高量級程度  

   義，表示動作行為的結果。 

   (2)狀態動詞後的程度語：只有「很」可當狀態動詞後的程度語，表示 

     狀態程度高。如：貴得很、方便得很、滿意得很。 

   (3)動作動詞後的結果補語：「很、太、更、超」不可以做結果補語。如: 

     ＊學得很、＊寫得太、＊跑得更、＊穿得超。但「好1」可以做結果補 

     語，表示完成或是達到完善的地步，例如；飯做～了。 

    李永斗(2005)認為「很」普通話方面只能充當組合補語的副詞，在某些

官話及方言中，常常不用「得」：如普通話說「累得很、多得很」，而安徽

阜陽話卻可以說「累很了、多很了」；普通話說「大得很、長得很」，而貴

州貴陽話卻可以說「大狠了、長狠了」。 

 8.「很、好、太、更、超」的程度量級高低排序 

  程度副詞的程度量是模糊的量，無法給一個確定的數字表示程度的差

別。黎千駒 (2007)認為模糊語言是指在 A 與非 A 之間存在著一個不明確的

交界區域，它是漸變的，不能一刀切的。伍鐵平(1997)表示模糊詞有一個特

點，在模糊詞的連續統(continuum) 的中間部分，很少模糊性；模糊性主要

出現在連續統的兩端的邊緣部分。如果試比較：陳小姐很漂亮；王小姐好漂

亮；張小姐太漂亮；李小姐更漂亮；林小姐超漂亮。按照小姐們漂亮的程度，

我們認為除了直接表示比較義的「更」無法參加排序外，「很、好、太、超」

高低程度義不屬於同一個範疇（很、挺、滿屬於同一個範疇），所以沒有模

糊性，超＞太＞好＞很，因此林小姐超漂亮＞張小姐太漂亮＞王小姐好漂亮

＞陳小姐很漂亮。「很」是其中程度量級最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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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很」與「好」的比較 

 「很」是表程度義高的程度副詞，而「好」也是表示高的程度義，兩個程

度義雖接近，但語法功能也不完全一樣。 

 1.「很」大多陳述句的用法；「好」可用於感歎句 

  「很」是副詞，不可以單用。不能單獨回答問題。單純的描述、解釋、

介紹跟說明，一般用於陳述句，陳述事實。 

  「好 1」當形容詞，可單用，如：好！學生高興的回答。Ａ問：他的成

績好嗎？可以單獨回答「好」，及以「好不好」的形式正反提問，「好」也

可以當謂語、定語、狀語、結果補語等句法，「好 2」當副詞，多用於口語

表示說話者內心的情緒，類似語氣詞，而依據 Jespersen (1924)的定義，「語

氣的區別就是意義的區別」35。有時帶驚訝的口吻，是發話一種感受，含主

觀評價的意味。例如： 

 臺北的機車「好」多﹗(「好」主要表示驚訝)  

 好！你做得很對！(「好」是贊成，應許的語氣) 

 好！好！你別說了。(「好」也可表示不耐煩、不滿意或賭氣的情緒) 

 好！今天就講到這裡。(「好」表示結束) 

 好！這下可麻煩了。(「好」幸災樂禍輕蔑之義，用法上與嗯、哼類似) 

  「好 2」表示程度副詞，多含感歎語氣，單用時類似嘆詞，以語氣來表

示複雜的感情，不同的語氣表達不同的感情與情緒。Jespersen (1924)認為語

氣表達了說話者對句子內容的某種態度，重點是語氣是以動詞的形式表達這

種心理態度為條件的，所以語氣是ㄧ個句法範疇，不是ㄧ個意念範疇 36。「好

                                                 
35 As the distinction of moods is by definition one of meaning .  
36 That they express certain attitudes of the mind of the speaker towards the contents of 

the sentence….Further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we speak of “mood” only 

if this attitude of mind is shown in the form of the verb：mood thus is a syntactic, no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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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隱含性不同，伴隨不同語調，相同的一句話因為不同的語調它的褒貶

義也就不同了，比方說；好大的眼睛！是讚嘆、羨慕的意思（語調低降），

還是諷刺、鄙視之義的（高平語調）意思，就得依當時的語氣、語境做判斷

了。(劉月華等，1996；呂叔湘，1980）    

  莊雅棠(2010) 認為「好」的多義性促使它跟不同詞類結合時產生不同

的語義，比方說：「好走」表示「走起來順利、容易」，還可當客套話「慢

走」或「走好」。再如「好說」相當於「好商量」，用於對別人的要求滿口

應承，如：「好說，好說。這件事就交給我了」。「好說」還表示「對方所

言過獎，自己不敢當」，是一種客套話。 

  我們發現「好 2」通常可以搭配語尾的語氣助詞，傳達出說話者的心

理訊息，反應情緒、態度，如網路上例句：實在好無聊啊、一張張選照片

好麻煩喔、好好玩吧。「很」程度副詞就僅用於陳述句和疑問句，不能用

在祈使句和感嘆句，也很少加上語氣助詞的用法。 

2.「很」可使用於假設的句型；「好」可使用於命令句 

 「好」一般不在假設或是推論的語境中出現，但「很」可以。邢福義(1995)

提出的例子如下： 

      如果天氣很熱，你還讓他幹這幹那，他自然很不耐煩。 

  ＊如果天氣好熱，你還讓他幹這幹那，他自然很不耐煩。 

   你屋裏若是很冷，要多穿衣服。 

  ＊你屋裏若是好冷，要多穿衣服。 

 「很」不可用於命令的句型 但「好 1」可使用。 

   如：聽好！坐好！站好！ 

3.「很」受「不」直接修飾；「好」不能受「不」直接修飾  

                                                                                                                                              
notional cat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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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李晉霞(2005)認為「很」的可調節性表現在形式上即「很」可以被「不」

否定表示量級上的弱化。在量級上具有一定的可調節性，說明「很」的語

義內容還有一定的客觀基礎。「好」則通常不具備量級上的可調節性，但

可凸顯出說話者某種屬性的主觀評價，如：好漂亮！「好」不可以用「不」

直接否定，例如：＊不好冷。＊不好貴。 

  「好」可以位於「不」前，「好不+ VP」結構是肯定義，「好＋不 VP」

是否定義，能進入的 VP 一定要能被「好」修飾，而且是雙音節的詞。好

不熱鬧的意思就是很熱鬧。例北大語料：「一進觀鹿園，只見無數遊人與鹿

嬉戲，好不熱鬧。」好不熱鬧＝熱鬧，但是很不熱鬧＝不熱鬧。另外像「好

不傷心」、「好不狼狽」、「好不體面」都是加強語氣表示肯定的意思。

另外用「好不」修飾之後，不能確定肯定或是否定，可根據上下文判斷表

示肯定「好不+VP」還是否定「好＋不 VP」。如以下北大語料庫例句： 

那種束縛他手腳的責任感被拋開了，他感到無牽無掛，好不自在。               

「好不＋VP」 ＝很自在。 

七姑奶奶也覺得心裏酸酸地好不自在；倒有些懊悔，不該拿話說得這麼直。      

「好＋不 VP」＝很不自在。 

他們爬上坦克，轉動炮筒，玩得好不痛快。                                 

「好不＋VP」＝很痛快。 

河北徐水一家紙箱廠，起初皺著眉頭拉回一車，心裏好不痛快。               

「好＋不 VP」＝很不痛快。 

「好容易」和「好不容易」都表示不容易的意思。如北大語料庫例句： 

我給他解釋了半天，好不容易才讓他明白。 

住在羅馬的失業工人利西，好不容易找到一份貼海報的工作。 

「好」只有否定句型「好不」，沒有「好」的肯定句型，如： 

   好不安分  好不爭氣  好不講理   好不公平   好不經濟 

   好不人道  好不知足  好不值得   好不順眼   好不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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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量度形容詞可以進入「很不VP」的框架，但並不能進入「好不VP」如： 

 很不少  ＊好不少 

 很不小  ＊好不小 

   楊寄洲、賈永芬（2005)認為「好不容易」比「很不容易」程度高。「很

不容易」用於客觀描述和評價，一般作謂語，也可以作狀語；「好不容易」

側重於表達主觀感受，一般只能放在動詞前面作狀語，不能做謂語。他們所

提及的例句如下： 

     要學好漢語很不容易。 

   ＊要學好漢語好不容易。 

     他一個人在國外生活也很不容易。 

   ＊他一個人在國外生活也好不容易。 

     因為他父親很早就去世了，所以他們家的日子過得很不容易。 

   ＊因為他父親很早就去世了，所以他們家的日子過得好不容易。 

 4.「很」非程度義時是足句作用；「好」表示具體的程度義 

  「很」在沒有對照、比較意味的句子裏，只用形容詞作謂語，會使人感

覺句子的語義未盡，似乎只說了半句話。一般要在形容詞前加上程度副詞

「很」。如：「今天很冷。」「他學習很好。」這裡的「很」表程度的意思

很弱，劉月華等（1996)認為「很」並不表示具體的程度義，但卻具有足句

作用，沒有「很」就不成句子了。 

    「好」具體表示高程度義，例如：「好漂亮！」的意思是漂亮的含義高。

「好」發出感嘆用於抒發說話者的一種感受，像：好痛快！好歹毒！是一種

情緒的宣洩，未必要引起別人的共鳴，杜道流（2004）。我們認為「好」常

用以說話者主觀判斷或藉以抒發說話者的感情色彩，所表達的程度起碼在說

話者的心中是較高甚至是非常高的。 



第四章 「很」的句法、語用功能 
                                              

 

93 

 

 5.「很」＋動詞＋不定量的數量詞表示程度高；「好」＋數量詞(時間詞) 

   表示數量多、時間長 

  「很」修飾動作動詞搭配數詞時，動作動詞必須和表示不定量意義的數詞

搭配，如：很去過幾次。動作動詞可以計量，「很」修飾動作動詞也起了增

量的作用，以數量大表示很高的程度義。 

 「好」放在時間詞前面，表示時間很長。如：等了好半天；過了好久。放

在表示不定數目的數量詞前，～幾，表示數量多。以網路的新聞爲例： 

工商三巨頭：經濟要壞好幾年。 

追洗錢得過好幾關。 

車禍..車子連翻好幾圈...... 

「好」可以修飾「一＋量詞＋名詞」是獨立的感嘆句。以網路新聞為例； 

好一副淒涼的畫面！ 

好一碗猪血湯！ 

好一記悶棍！ 

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位「專心、有條理」的過動兒！ 

  侯蘭笙（1996）表示現代漢語沒有「好＋三＋量詞」或「好＋四＋量詞」

之類的感嘆句，因為數字一大，感嘆詞語氣就減弱了。北大古代漢語語料庫

中有「好＋兩＋量詞」的句型，如下例句(86,87,88)。要表達這類意思，現

代漢語「好」後面的數詞用「幾」不用「兩」。如：好幾歲、好幾個月、好

幾年。 

    86.她比玉格兒大著好兩歲呢！ 

    87.我那時得了這些喜音，足足歡喜好兩月，只怕比你們自己喜的還加倍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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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今已好兩年不曾相見。若得此三人，大事必成。 

    「很」、「好」程度副詞的語法的功能不同，在對外漢語教學時更是應

該釐清的重點，但有趣的是儲譯祥等（1999）提出了漢語方言中的安徽嶽西

話，「好」跟「很」的使用是完全對立的，「好＋形容詞性結構」搭配，而

「很＋動詞性結構」搭配。例如：這塊布好紅。＊這塊布很紅。又如；老李

「很」吃著幾碗飯。＊老李「好」吃著幾碗飯。 

4.4.4 「很」與「太」的比較 

 呂叔湘(1980)認為「太」有兩種意思，一是「表示程度高，多用於讚嘆。

形容詞、動詞大多是褒義的，句末常帶了」。二是「表示程度過頭，多用於

不如意的事情，句末常帶了」。高量級程度副詞「太」表達程度超越一般的

心理標準，感情強烈並且主觀。我們把「太」分為程度很高褒義的「太1」

和程度很高但過量貶義的「太2」。「太」在語義上表示褒義或貶義，是其

他程度副詞（包括很）不具備的語義功能。 

  「太」一般在句尾都帶「了」，如：太好了、太貴了。表示程度義很高，

我們認為「了」語尾助詞並沒有實質的詞彙義，不是完成義，也不是改變義，

是語氣詞，加強了說話者的態度及看法。與否定搭配的「不太」不帶「了」。

「很」一般很少搭配語尾助詞，帶「了」的情況大都是表示改變的「了2」，    

如：很少了、很大了、很熟了。 

  周小兵(1995) 從狀語的結構中把程度副詞中的貶義分為如下三種： 

弱勢貶義格式：褒義詞和「不」是構成的基本因素，如：住郊區不太方便。 

中勢貶義格式：貶義詞和中性詞進入格式後，呈貶義。如：這間房子有點髒。 

強勢貶義格式：不只是中性詞，連褒義詞進入格式後，也同樣呈貶義。如： 

這篇文章詞藻太華麗。 

  但是我們認為這樣的分類還是不能完全解釋「太」的褒貶義，上述的強

勢貶義格式仍然可以呈現褒義的格式，例如：「這篇文章詞藻太感人、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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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詞藻太優美。這篇文章詞藻太有趣、這篇文章詞藻太生動、…」這些也

都是表示褒義的格式。 

  至於「太」何時表示褒義，何時表示貶義呢？我們則認為褒貶義的認定

與搭配的上下文的語義有關。比方「厲害」是褒義詞，與「太」搭配後是高

程度義的褒義詞，北大語料庫的例句（89,90），但也可能變成高程度義貶

義詞，如例句（91,92）。  

    89.這時，他突然覺得古人真是太厲害了，古人創造了那樣的四個字，那四個 

       字若是沒有體驗是絕寫不出來。(太 1 褒義) 

    90.店裏員工和顧客嘖嘖誇獎：中國功夫太厲害了！(太 1 褒義） 

    91.醫學心理學告訴我們感情壓抑得太厲害，就會引起脾氣暴躁和感情麻木。     

     （太 2 貶義） 

    92.物質上的享受會損害你在精神世界裏的敏感程度，換句話說，花錢太厲害 

      了你可能變傻。（太 2 貶義） 

    從北大語料庫中，可以發現一些無所謂褒貶義的中性詞受「太」修飾後

表達了褒義，如例句（93,94），但也表達了貶義，如例句（95,96），呈現

褒貶義兩種傾向的可能性。我們也發現狀態動詞本身褒義或中性義與「太」

搭配後所表達的褒貶義，並不存在絕對的對應關係，但「太」與貶義詞搭配

後，不但不能變成褒義，而且更加深了貶義的程度，如例句（97,98）。因

此不管是褒義、貶義、中性義的狀態動詞與「太」搭配後，都可能變成是貶

義的語義。而「很」並沒有改變褒貶語義特質，無論跟褒義或貶義詞搭配都

不會改變原有褒貶的語義，只會從原有的語義基礎上再加深其程度。 

    93.畫得實在是太美、太像了。（太１褒義） 

    94.我今天非常高興，我太想得到這塊金牌，我準備了很長時間，終於成功了。  

      (太１褒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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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來北京後，有人告訴過我，你的聲音太像齊秦了，沒自己的特色，這樣是  

      紅不起來的。（太 2貶義） 

    96.第三次，我跳好了，可是由於下面墊的海綿太薄，導致我左腿摔傷，至今 

      還留下疤痕。（太 2貶義） 

    97. 三人大聲地抗議著，怒斥對方這樣做太卑鄙，完全是無恥的陷害，是一 

        種十分惡劣的打擊報復。（太 2貶義） 

     98.我覺得房東太狠心了，他居然把我最值錢也最心愛的吉他也給賣掉了。 

      （太 2貶義） 

  1.「太」與狀態動詞的搭配：  

(1)表程度高，但不含褒貶義 

    當「太」修飾狀態動詞時，表示主觀的感受或評價，但不表示說話者的

褒貶義。句中的「太」解釋為「程度高」較為確切，而不是表過分義。從以

下北大語料來看（例99,100,101,102）： 

    99.對藝人來說，運氣實在、實在、實在太重要了！ 

    100.愛情這門學問太高深了，我直到現在仍弄不明白。 

    101.有時開車，如果沒換擋，太慢或太快，車就會忽然停下來。 

    102.在一般佛教徒看來，佛的地位太高了，於是就請菩薩作為佛的代表，擔 

       負普渡眾生的職責。 

(2)表程度高甚至過度量，含貶義 

    例句中(103,104) 不管是褒義或貶義的狀態動詞，受「太」修飾後表程

度大甚至過度量也加強了貶義，表達了說話者強烈的感情色彩。 

    103.我想，他們不會選我，我太年輕了，才 17 歲。 

    104. 她的對象雖然有錢，但長得太難看，沒什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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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表程度大甚至過度量，含褒義 

    一些褒義或中性義的狀態動詞進入「太」格式後，在語境中呈現了強化

的褒義。如下例句(105,106) 

    105.他說我的身材真是太棒了，他從來沒有見過像我這樣漂亮的女孩子。 

    106.他太愛讀書，範圍之大，數量之大，令人咋舌。 

   「很」以較客觀、大眾的立場來敘述、說明一件事情所具有的高程度義，

不具有正、負兩面評價的功能性。錢佳(2008)認為「太」基本意義表示本身

的程度高得超過了說話人的心理標準即「超量」，以說話人的心理標準為參

照點，「超量」不一定符合說話人的心理標準，說話人的主觀立場和態度都

是十分鮮明的，符合說話人的主觀立場和態度就是「正向評價」，不符合的

就是「負向評價」。 

  我們的問題是，如果「太貴」不符合說話人的主觀立場和態度，是負向

評價(貶義詞)，那麼「太便宜」是褒義詞嗎？從北大語料庫例(107,108,109,110) 

來看，「太貴」不一定是貶義詞，「太便宜」不一定是褒義詞，因此對於褒

貶義詞的判定，還是得看上下文的意思來判斷。 

    107.但仍擔心如果書價太便宜的話，那麼人們對書會越加不重視，花在書上  

        的錢會越少。（貶義詞） 

    108.羅馬尼亞的葡萄酒品質不錯，但出口價格每瓶只有半個美元，太便宜了， 

        不能說是公平交易。（貶義詞） 

    109.我現在都不坐公共汽車，太危險了，總是打車確實太貴了，但這安全點。     

       （褒義詞） 

    110.也許美國大學的學費太貴，讓他們更深刻地瞭解到，大學四年的時間有  

        多麼寶貴。（褒義詞） 

   「很」與「太」雖然都是程度副詞，但「太＋了」句型，如果「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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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尾助詞，同語氣詞一般沒有詞彙意義，只是加強了說話者的態度及看法，

這時「很」不能替代「太」。如北大語料庫例句（111,112）： 

   111.而我把自己打扮得太儒雅得體了，加上皮膚不夠黑，導演臨時把我撤下了。 

     ＊而我把自己打扮得很儒雅得體了，加上皮膚不夠黑，導演臨時把我撤下了。           

   112.這些經歷對於一個不甘於平庸現狀的年輕人來說，實在是太寶貴了。 

    ＊這些經歷對於一個不甘於平庸現狀的年輕人來說，實在是很寶貴了。 

 「很」可以修飾指稱無定的動詞短語，但是「太」一般都不能修飾無定的

事物。這時「太」不能替代「很」。例如(113,114)： 

   113.證實了亞、美大陸之間並不相連，其中隔著一條很寬的海峽。 

   ＊證實了亞、美大陸之間並不相連，其中隔著一條太寬的海峽。 

   114.在翻閱照片中，我又拿出了一張很珍貴的照片。 

   ＊在翻閱照片中，我又拿出了一張太珍貴的照片。 

 2.「太」與變化動詞的搭配： 

 變化動詞像；真—假、對—錯、生—死等，只有兩邊，沒有「不生不死」

的中間狀態，肯定一方就否定另一方，變化動詞並沒有程度上的差別，例如

不能說「＊很（太）真」、「＊很（太）錯」、「＊很（太）生」，因此要

進入「太～」和「不太～」格式時是受到限制的，可成立的形式如：「太假」，

「太死」這時的語義是轉義，是脫離本義情況下的特殊表達，也有了延伸的

語義，是兼類的情況，這裏的「假」、「死」都成了狀態動詞就可以接受「太」

及「很」的修飾了。 

三、「太」與否定詞的搭配 

1.「太+不狀態動詞 」表加強程度的否定，是否定義 

  「太＋不～」是高程度義的否定，如：「太不漂亮」，語義上就是否定

漂亮。我們可以說「不要吃得太多了」，表示程度過分的否定語義，但不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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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吃得很多」。貶義詞一般不能進入「太＋不狀態動詞」的框架，例如：

＊太不驕傲、＊太不髒、＊太不粗心。且表量度的中性形容詞(快—慢、高—

低、大—小、輕—重) 也不能進入此結構。褒義的形容詞都可以和「很不」

搭配使用，例如：很不好、很不妙、很不靈巧等等。貶義的形容詞不能受「很

不」的修飾，例如：＊很不壞、＊很不笨、＊很不亂等等。「很不」與量度

性質形容詞中表示度量小的詞搭配，加強量的意思，不能與形容詞中表示量

大的一方搭配使用，如：很不小、 ＊很不大。 很不輕、 ＊很不重。＊很

不短、 ＊很不長。有的反義形容詞的否定形式不能受「很」修飾，如: ＊

很不鹹、＊很不淡、＊很不圓、＊很不扁、＊很不黑、＊很不白。只有少部

分反義形容詞的否定形式可接受「很」修飾。如:很不好、很不壞。很不對、

很不錯( 詞義有變化)、很不俗、很不雅。 

2.「不太+狀態動詞 」表弱化程度，是肯定義 

  「不太」程度義的減弱，語義上還是肯定的，不太漂亮的意思是肯定漂

亮，但是程度上不是「太」漂亮，沒有那麼漂亮。表達的否定義具委婉性，

在「不太～」格式中語義不受限制，褒義、貶義、中性義的狀態動詞都可以

進入該格式。 

  從北大語料庫的檢索發現，褒義詞的使用頻率超過了貶義詞的使用頻

率。例如：「不太漂亮」和「不太醜」在北大語料庫分別出現了7例和1 例，

「不很漂亮」和「不很醜」在分別出現了 3 例和 0 例。我們認為「不太漂

亮」、「不很漂亮」是肯定漂亮的程度。而「不太醜」、「不很醜」是肯定

醜的程度，因此在語用原則中違反了禮貌原則，自然使用的頻率較低。表量

度的中性形容詞(快—慢、高—低、大—小、輕—重) ，無標的大量比有標

的量小使用頻率高，因此褒義形容詞和那些表量度大的中性形容詞在「不太

～」使用頻率較高，較為自由。 

  陸慶和(2006)認為「太」有時也以「太沒有＋名詞＋了」的形式出現，

多用於貶損、批評。如例句 (115,116)。  

    115.你也太沒責任心了，這麼重要的事情怎麼能忘了呢! 

    116.他太沒良心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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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狀態動詞＋了＋一點兒」只是表示貶義，語氣比不帶一點兒的「太…了」

弱，試比較： 

這個人太嚴肅了。（強）    這個人太嚴肅了一點兒。（弱）   

今天的考試太難了。（強）   今天的考試太難了一點兒。（弱）  

 

4.4.5 「很」與「更」的比較 

  在「比」字句的句型中，一般程度副詞不能修飾狀語，但「更」可修飾

狀語，表加強程度義或是加強語氣的效果。「更」除了含有比較義以外，在

原來就有一定的高程度上再加強程度義，如：「近年來又發現了比嗎啡更有

鎮痛作用的五肽──腦啡肽」（北大語料）。而「很」一般不用於「比」字

句也不用在比較句式，修飾狀態動詞只單純表示高程度義。 

  呂叔湘（1980）表示「更」表示程度增高，用於比較，指出了「更」的

基本語義和用法，「更」多數原來也含有一定的程度，不過呂也提出「更」

有時不含有「原來也有一定程度的意思」，而只是和相反的一面比較，呂叔

湘舉例：「反而更快了」，原來不一定就快，也可能是慢。又例如「反而更

說明問題」，原來不一定說明問題。可惜呂叔湘（1980）並沒有再進一步解

釋這兩個例句。 

  從這兩個例句都是「反」而搭配「更」的句型，看看呂叔湘（1980）對

於「反而」的定義是：「表示跟前文意思相反或出乎預料之外，在句中起轉

折作用」，「反而」具有跟前文的意思相反之義，我們認為呂叔湘可能因此

否定了「更」原來已經具有的程度義，認為「反而更快了」，原來也可能是

慢。我們並不採取呂叔湘（1980）的看法，我們認為「反而更快了」原來的

程度還是「快」，雖預期後來會比較「慢」，但得到的實際結果卻是「比原

來快」，這是跟前文預期相反或出乎預料之外的情況，因此「反而更快了」

原來就是在「快」的基礎上，用「更」表示程度上再增高程度義。 

  在實際的語言使用環境中，「反而更快了」，表示原來一定就很快，如

果原來不快，或是慢，我們就說「反而快了」，不說「反而「更」快了」。

因此我們與呂叔湘（1980）的看法不同，呂認為「更」「有時不含有原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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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程度的意思」，我們認為「更」仍然含有原來程度高的本義，也因此

必須在相同的程度條件下「快」才可以使用「更」。 

  對於不一樣的程度，比方說：小王聰明、小李笨，兩人比較時，我們說：

「小王聰明，反而小李很笨」，不可以說「＊小王聰明，反而小李更笨」，

只有在一樣的程度層級才可以使用「更」，在兩個人都聰明或是都笨的情況

下，「小王聰明，反而小李更聰明」、「小王笨，反而小李更笨」。「更」

也可以和否定詞搭配，例如：你不喜歡她，我更不喜歡她；你沒錢，我更沒

錢。但使用「更」的基本條件必須是：我們都不喜歡她、我們都沒錢，接著

再從都不喜歡她的基礎上比較誰「更」不喜歡她，再從都沒錢的層級上比較

誰「更」沒錢。「很」不需要程度相當，例如：你很喜歡她，可是我「很」

不喜歡她。 

  馬真(1999,2003) 把「反而」的語義概括為：實際出現的情況或現象跟

按常情或預料在某種前提下應該出現的情況或現象相反。 

A. 甲現象或情況出現或發生了。 

B. 按說［常情］/原想［預料］甲現象或情況的出現，或發生會引起乙現象，

或情況的出現或發生。 

C. 事實上乙現象或情況沒有出現或發生。 

D. 倒出現或發生了與乙現象相背的丙現象或情況。 

例如：今天午後下了一場雷陣雨，［(B)原以為可以涼快一些，/ 可是(C)並

沒有涼下來］(D)天氣反而更悶熱了。 

  這個例句我們認為天氣原來就很悶熱，在悶熱的基礎上，雖預期將涼快

一些，但涼快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倒出現了比原來悶熱的天氣。因此使用了

「更」的句型，表示原來也有一定程度悶熱的意思，現在反而程度增高「更」

悶熱了。 

  劉月華等 (1996)認為「更」的用法都是人或事物所具有的性狀的同一

方向進行比較，比如甲乙兩人比身高時，我們首先要肯定甲高，才可以說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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更高，如首先肯定了甲矮或甲不高，就不能說乙更高，而只能說甲矮、乙高，

或乙比甲高，使用「更」時，要注意「更」是表示在已經存在的性狀基礎上

更進一層。「更」是在相同的一方面進行比較，劉月華等舉例：「今天更冷。」

包含著「昨天也冷。」、「小王更瞭解我」包含著「其他的同志也瞭解我」

的意思。 

 1.「很」與「更」的差異 

  (1)「很」一般不用比字句；「更」可用在比字句表程度加深義 

  「更」用於比字句的程度副詞，表示比較，可用「比」字引進比較例句

(117,118），也可不用例句(119,120），我們在北大語料庫發現，無標記的

比較句也可以使用「更」來搭配表示程度比原來的高。以下的例句(119,120）

即使不出現比字句，依然存在比較義，張誼生（2004）認為「更」一旦在句

中出現就會賦予語境強烈的比較義，即使比字結構或者比較項不出現，「更」

字句也會給人以比較項資訊的暗示與背景提示，因此句中受「更」修飾的成

分，其本身不一定需要具有程度性，它可以在互相比較的過程中，獲得程度

的遞進義。 

    117.MBA研究生比其他專業的研究生更容易獲得工作。 

    118.今天的吴琼似乎比以前更漂亮，也更性感。 

    119.他有個這麼組織，現在更好了。 

    120.我必須儘快賺到更多一點的錢，這樣才能有時間去考慮更多的事。 

    我們認為「更」是層層遞增的遞進式的比較句，「更」也可以連用，如

北大語料例句(121,122) 層層推進增強氣勢，第二句比第一句出現的句子在

程度強。「很」就不能用在這樣的連用句式中。如果把「我愛馬，更愛畫馬」

換成「我愛馬，很愛畫馬」時，語法無誤，但是「很」並不表示程度的遞進

義，只表示在原有的訊息上，附加新的訊息，是追加補充義。「很」很少使

用於比字句或比較句型。 

    121.我愛馬，更愛畫馬；畫馬難，畫出自己的風格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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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我沒想到我還能見到趙雅芝，更沒想到我還會與她發生一段難忘的故事。 

2.「更」重讀；「很」輕讀  

   句子帶「更」後的語義得到了進一步的加強，常突顯出「更」後的語義，

葉紅 周筱娟（2007）表示朗讀時，會在「更」後稍作停頓，使本無遞進義

的句子，增添了遞進色彩。如北大語料例句(123,124)，「更」要重讀，來加

強「更」後的語義；「很」除了特別加強程度義，一般不重讀。 

    123.高原是我們的語文老師，不用說，他長得很帥。更
‧
要命的是，他還很有 

        才華。 

    124.我開始恨自己，恨所有的所有，更
‧
恨自己的所謂追求、所謂理想。 

3.「更」和「很」在肯定與否定比較句中的差異  

  鄧根芹、陳風（2005）認為有些本身不能加「更」的動詞，如果前面加

了否定詞「不、 沒有、別」等，句子就合於法。如：＊更買西瓜、＊更舉

行會議、等句型不能成立，但是以「更不買西瓜」、「更沒有舉行會議」等

表達方式，在複句的句型中就能成立了，這反映了肯定與否定形式的不平衡

性。此外「更」用在否定句或反問句式中，具有增強語勢的作用，如例句(125)  

    125.原來他就不喜歡說話，現在更不愛開口了。  

  「更」還可用於陳述句和反問句的否定比較句中，如北大語料庫例句

(126,127,128,129)，而「很」不具備這些語法功能。 

    126.我多次講過，中國人不比世界上任何人更少關心和平和國際局勢的穩定。 

    127.時至今日，魁北克獨立的主張並不比14年前更得人心。  

    128.這種不說「不」的，不比直截了當的拒絕更顯其威力嗎？ 

    129.推動農村精神文明建設，這不比讓老人們打牌賭博更有意義嗎？ 

4.「更」比較句的對象「無標」；「很」比較句的對象「有標」 

   「更」比較句式的用法中，比較的對象是無標記的，比較對象可出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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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不出現，如北大語料例句（130,131）。而「很」用於比較句式時，比較

的對象是有標記的，比較對象必須出現，如北大語料例句（132,133）。「很」

的基本功能是用於對程度的量級確認，具有通比性的特徵，沒有明確的比較

物件，因而體現出一種絕對量，比較意味較弱，但與比較句式搭配時就一定

要出現明確的比較物件。 

    130.我們更不想讓小五產生這種被拋棄的想法。（無比較的對象） 

    131.現在的女孩子都很聰明，尤其是想往演藝界鑽的女孩子更是聰明絕頂。  

       （有比較的對象） 

    132.跟剛剛的海賊比起來很明顯的有所不同。（有比較的對象） 

    133.我倒覺得把沃夫拿來跟狼比很容易，不是我的那隻狼，而是一般的狼。  

      （有比較的對象） 

  張亞軍(2002)以「窮」、「富」這兩個詞所代表的兩極為例，人們對窮、

富已有普遍的心理標準，如例句(134)。但是當「很」與「～相比」、「比

較起來」的比較結構搭配時，「很」程度副詞量級確定的標準通常不是普遍

的心理標準，而是與比較的對象當參考點，如例句(135)「很窮」的參考點

是「周圍人」的狀況，比較後經濟上的狀況處於「很」這個量級，因此「很」

程度副詞量級的確認可以基於一般心理認同標準，這是它的基本用法，無標

記的用法例句(134)，但也可以拿比較對象為基準點例句(135)，這是「很」

的有標記用法。 

    134.他很窮。 

    135.和周圍人相比他很窮37。 

                                                 

37 感謝口委陳俊光老師提出，本文 68 頁馬真(1997) 的例句：「＊比起其他的同學，他的

漢語很好。」與例句「和周圍人相比他很窮。」有何不同之處？為什麼前面的例句是病

句？雖然以上兩個例句都是複句，但我們認為單句的「很」不可以用於比字句及比較句，

但複句的「很」可用於比較對象都出現的比較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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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兩個例句（有標135、無標134）的「很窮」雖然在所表示的程度量

差上具有相似性，但所表示的實際的物理量卻有很大的差別。例句(134)顯

示的是泛較或通比，而例句(135)則顯示的是定較或單比，因此「很」程度

副詞的無標記用法是基於一般的心理認同標準，但其有標記用法則同樣可以

基於某一明確的參照標準；「更」只能用於同向比較，它的出現預設了比較

雙方都處於較高的量級，並在比較項中顯示它們的程度量差。 

   總而言之，「更」除了含有比較義以外，在原來就有的一定程度上再加

強程度義，可以不用在比字句型，仍然表示比較和程度義，用法都是人或事

物所具有的性狀的同一方向進行比較，表示在已經存在的性狀基礎上更進一

層。「更」語義從改變義的動詞，引申為程度上的更進一步。「更」、「很」

都屬客觀增量的陳述，不具主觀的語氣。雖然「很」一般並不用在比字句或

比較句型，但我們認為「很」具有通比性的特徵，程度義是經過比較之後才

得到的，以「王小姐是不是很漂亮」為例子，我們的心中都有對整體範疇漂

亮標準的參考點，和王小姐個體的對象對照比較後，得到的結論可能是很漂

亮、不很漂亮、不漂亮、很不漂亮……這些都是比較後所得到的程度義。 

 

4.4.6「很」與「超」的比較 

    王靜（2003)認為「很」是現代漢語中使用頻率相當高的程度副詞，「超」

是現代年輕人口語中流行的程度副詞，無論是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口語中，還

是在電視、網路中都能聽到、看得到「超帥」、「超酷」、「超好吃」、「超

可愛」之類的短語，在蒐集資料時，發現大多數的學者集中「太、真、好、

最、更」等老資格程度副詞的分析說明，對近年來新興的程度副詞「超、巨、

暴、狂」等，文獻上較缺乏，我們選擇以「超」為新興的程度副詞的代表，

試著分析它與「很」的差異性。 

  張誼生(2010)認為語義的退化，就像程度副詞「很」在長期的使用中，

本身原有的程度義已逐漸磨損而消退。隨著「很」語義虛化，出現了新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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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度副詞，高程度義的程度副詞是較開放的詞類，不斷會有新的程度副

詞創造出來，取代那些高頻程度義被磨損的程度副詞。 

  沈家煊(1994)表示，更新過程是指現有的意義採用新的形式來表達，按

單方向不斷虛化，更新形式可以增強表達力，程度副詞最容易更新。強化義

程度副詞中的「超」是新興的高程度義副詞，它只是個過渡性的流行語，還

是會慢慢進入主流的語言，變成正式程度副詞的成員，只有歷史可以給我們

答案了。無論日後的變化如何，目前「超」強化程度副詞的使用已經是一個

事實，我們必須先遷就語言的事實。 

  劉菲露（2008）認為「超」字本身所具有的「高超、卓越、美妙」的含

義，但被個性十足的年輕群體運用後，就同時擁有了時尚、流行、年輕、激

情、個性、另類等多重含義。語義特徵表現得最為明顯的莫過於「高超、傑

出」這一源於具有完美、積極向上的褒義特徵。 

  從句法功能上來看，「超」可以當程度副詞也可以做定語，它不僅可以

跟褒義形容詞搭配，如：超棒、超有意義、超豪華、超划算。中性形容詞搭

配，如：超高頻、超自然。跟貶義形容詞搭配，如：超噁心、超吝嗇、超窩

囊等。還可以和單音節和雙音節形容詞搭配，如超醜、超妙、超可愛、超冷

漠，表示高程度義的程度副詞用法。 

  我們認為「超」程度副詞是「超級」的縮略語，如：超級流感（超流感）、

超級偶像（超偶）、超級市場（超市）、超級模特兒（超模）等，縮略語是

一種不完全表述，從字面形式是一種隱性表述（implicit expression）或者是

該縮略語的隱含義，把完整形式看成是一種顯性表述（explicit expression）。

「超」縮略語的使用受到經濟原則的約束，人們以最簡練的語言表達盡可能

多的資訊。近年來人們頻繁使用「超」，只要不妨礙意義的表達，「超」的

程度副詞的用法，就是省略了「超級」的「级」。 

    縮略語的規範必須遵從約定俗成的原則，如果沒有相關的背景知識，沒

有社會的約定俗成，聯想也就失去了依託，就會偏離方向。縮略語的約定俗

成給聯想提供了基礎，幫助縮略語與原詞語實現對應一致。有些縮略語在不

斷使用，反復出現中已被社會成員所熟悉，有的在長期使用中往往凝固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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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個詞（詞彙化），例如：超聲波、超市，「超」也由於使用的頻率高

使社會大眾給予既定的意義。縮略語通過強化( 選留代表語素，或優選第一

語素、或數詞概括縮略) 來凸顯關鍵資訊，或以異化手段( 變序縮略等) 來

避免主要資訊的失落與淹沒。但是有些「超級」的詞彙，「級」不可以省略，

例如；超級助選員、超級馬拉松賽、超級商城、超級設計師等。 

 1.「很」與「超」的差異 

  (1)「很」非程度義或程度義較低；「超」具體高程度義 

   「超」在修飾狀態動詞時，顯示高程度的語義及程度的加深；「很」也

表示高程度，但在程度的高低與「超」有差別，「很」加重音［重讀］才表

示真正的高程度義，「超」就直接表示高程度的程度義，程度等級義也比「很」

的程度等級義高。 

  接著我們把北大語料「超」例句(136,137)換成「很」，檢視程度上、語

法上是否有差別？ 

    136.利用炸藥爆炸後所產生的衝擊波，還可以輕而易舉地在超強鋼材上鑽孔。 

        利用炸藥爆炸後所產生的衝擊波，還可以輕而易舉地在很強鋼材上鑽孔。 

    137.在霞關、新宿、池袋、澀谷等地，已經相繼建成了不少超高層抗震大廈。 

       在霞關、新宿、池袋、澀谷等地，已經相繼建成了不少很高層抗震大廈。 

  以上例句把「超」換成「很」，語法上完全對應，但程度上相對就減弱

了許多。北大語料庫中「超」程度副詞的用法極少，300 筆的資料中只有幾

筆，但在網路上「超」的程度副詞用法頻率就很高，如：「寶屋拉麵真的超

好吃的! 」、「一直想買一部超薄數位相機…」、「超省國際電話網開台優

惠囉。」可見「超」當程度副詞是近期的用法，在表達主觀感情的程度上，

「超」帶有很強烈的主觀態度，而「很」有平鋪直敘的味道。「超」多用於

口語，用在抒發個人情感及主觀的看法，常常在網路上以對話的方式或以說

話者的語氣使用。「很」本身的客觀陳述性較強，多用於陳述、描寫或客觀

評價的句子，可修飾狀態動詞表示程度高於一般的水平，也可用於口語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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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語。從「很」和「超」的互換比較，也可以看出兩者主觀性和客觀性的差

異。 

  在台灣「超」常常與名詞搭配如：超值、超時、超政治、超導體等。在

大陸「超牛」，也是與名詞搭配，還有超短裙、超階級、超額、超期等。如

果「超」已經詞彙化，如：超車、超時、超短裙、超聲波，就不可以跟「很」

互換使用。 

(2)「很」、「超」與否定詞的搭配 

  「超」表示高程度的程度義，不具備量级上的可調節性，不能受「不」

的直接修飾，不可以用「不」表示量级上的弱化，例如：＊不超冷、＊不超

貴、＊不超好吃、＊不超傷心。但「很」可以接受「不」的直接修飾，表示

量级上的弱化。「超」屬於高程度義，「不」只可以放在「超」的後面否定

其程度義，例如：超不甜、超不好、超難吃、超不開心、超不容易、超不了

解、超不划算。「很不」與量度性質形容詞中，度量小的詞才能搭配，如很

不小、＊很不大，但「超」不能與量度性質形容詞搭配，無論是度量的大小

都不能進入否定的框架，如：＊超不遠、＊超不輕、＊超不小等。「超」和

「很」都不可以搭配貶義形容詞，如：＊超不狡猾、＊超不粗魯、＊超不可

憐、等。但「超」與少部分的褒義詞也不可搭配，如：＊超不溫暖、＊超不

高貴等。 

(3)「很」語法化過程；「超」流行語過程 

  「很」在HSK漢語語法大綱與漢語水平（詞彙）等級大綱，是實用度和

使用頻率高的甲級詞。而使用的頻率越高就越容易虛化，虛化的程度和使用

頻率成正比，從分佈的關係來說，虛化程度越高，分佈範圍就越廣。 

  葛榮、徐麗萍（2008）認為在實際語言的使用中，高度頻繁的使用會出

現語義表達力不足的語義磨損，隨之就出現了兩種彌補形式：一是在虛化成

分前再加上一個同成分加強意義。例：「這是我最開心的時刻→這是我最最

開心的時刻」。二是取代虛化的詞，例如：當人們覺得「很X」不足以表達

出「很」的意義時，就選擇了副詞「超」來代替，例如：很好—超好、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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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帥、很可愛—超可愛。 

葛榮、徐麗萍(2008)認為「超」在現代漢語有三種用法；            

1.超過：～額、～齡、～音速 。 

2.超乎尋常的：～級、～高溫。                     

3.在某個範圍以外的，不受限制：～自然、～現實、～階級。 

    當一個創新的短語、詞彙出現，新的語言形式在社團中迅速傳播，「超」   

   程度副詞的用法，透過網路的傳播，也就更廣泛地使用。 

(4)「很」是典型的程度副詞；「超」是過渡語言還是程度副詞？ 

  「很」是典型的程度副詞，「超」搭配的詞語有泛化的趨勢，「超」作

為副詞性的語素構成了一些新詞，例如：現在流行的「超瞎」、「超帥」、

「超酷」、「超炫」等，這些流行詞語，充滿動感、時尚色彩，是典型的口

語詞，也是典型的網路用語。 

    朱冠明(2005)指出，在語言的演變過程中，程度副詞是很容易被更新

的，這是不同語言表現出來的共性。程度副詞之所以容易更新，原因就在於

它們具有顯著的表情功能(emotional function)，說話者需要用更新的語言成

分來突出自己的情緒，加強說話的表現力。新興的程度副詞，「暴」類副詞

(暴、狂、巨、超、奇)之所以能在短時期內流行開來，跟其強烈的表情功能

也是有很大關係的。 

    彭小川、嚴麗明(2006)表示目前「超」的副詞用法主要在廣州流行，在

普通話中仍不多見，只有像「超豪華」、「超搞笑、「超薄」、「超輕」、

「超白」等經常出現於廣告用語中。據彭小川、嚴麗明調查，在表達程度高

時，一直在北方或初到廣東地區的北方人不會使用「超」，而長期在粵語地

區生活的北方人，則因為受語言環境的影響甚至經常使用「超棒、超噁心、

超吝嗇、超熟悉、超有意義、超窩囊、超不瞭解、超不划算、超不給面子」

這類的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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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菲露（2008）認為「超」作為活躍的流行詞語之一，顯示出了強大的

生命力，使用頻率甚至超過一些傳統的強化詞，如：很、非常。潘瑞春（2008) 

認為「超」屬於校園語言，在正常的社交中，一般不會被使用。隨著角色的

轉變，這些詞彙也會消失。同時在校園旺盛的創造能力，很快會對流行的新

詞產生厭煩，並淘汰更新。這些由另類程度副詞組成的另類程度狀語，在時

間和空間上都不會延伸太遠。我們認為「超」能否變成正式程度副詞的成員，

只有歷史可以給我們答案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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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很」的偏誤分析與教學應用 
    Coder (1967,1981) 是偏誤分析最早的啟發者 38，他從小孩母語習得中

論證，第二語言學習者所犯的偏誤受到母語的影響，並把錯誤分為失誤

(mistake)和偏誤 (error)兩種。 

  劉珣(2000)認為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 是針對學習者在第二語言學

習過程中所產生的偏誤進行系統的研究，探討發生的由來，揭示學習者的

中介語體系，可了解第二語言學習的過程與規律。劉珣解釋「失誤」是指

偶然產生的口誤或筆誤，例如本想說「甲」但臨時因緊張或是疏忽說成了

「乙」，這種錯誤沒有什麼規律，即使是母語者也常常會發生，但說話者

一旦意識到馬上就可以自己改正，日後同樣的錯誤也不一定會再次出現。 

  我們採用劉珣(2000)的說法，「失誤」不能反應說話者的語言能力，因

此不在本文的討論範圍之內。而「偏誤」是指由於對學習語的掌握不好而

產生的一種規律性錯誤，它偏離了學習語的軌道，反映了學習者的語言能

力和程度，「偏誤」就是我們在這一章所要探討的重點之ㄧ。 

Coder(1967)認為對學習者的偏誤進行分析有三個作用： 

  1.對教師：教師對學生的偏誤進行系統分析，可了解學生對學習語的掌握  

    程度，和學生已經達到學習語的哪個階段。  

  2.對研究者：學習者學習語言的偏誤過程，可提供給研究者了解學習者如 

    何使用學習策略和步驟。  

  3.對學習者：這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學習者可以檢驗自己對學習語的語  

    言規則所做的假設。 

  Coder(1967)認為對偏誤進行分析不僅讓第二外語學習者可以真正意識

到偏誤的意義，同時也讓學習者，從偏誤的分析和運用中掌握了第二外語。 

                                                 
38 1967 發表「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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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認為外語教學應該以結構為導向，因此本文給學生一個「很」搭配

的框架，依照Teng (1974) 的動詞分類把動詞清楚的劃分為：動作動詞 

(action verb)、狀態動詞 (state verb) 及變化動詞 (process verb)的架構，把

形容詞歸於狀態動詞之下的一個次類，並把變化動詞獨立成為動詞的一類，

目的讓學生了解「很」跟動詞的搭配規則，幫助學生提昇程度副詞「很」的

正確使用能力，減少偏誤的發生。 

      鄧守信(2009)認為處理學生偏誤時，光改成正確的用法是不夠的，教

師必須知道該偏誤是否受到母語的遷移影響，再向學生分析產生偏誤的原

因以及糾正時的語法原則。因此我們在分析偏誤時，標示學生的語系(國

籍)，希望了解偏誤的來源，教師才能有意識的分析兩種語言之間語法點的

不同。 

 

5.1「很」的偏誤分析 

  偏誤是指第二語言學習者在使用學習語時，不自覺地對學習語偏離，

表現出來的語言發生錯誤或不完善，這種偏誤是成系統的、有規律的，反

映了說話人的語言能力，是屬於語言能力範疇。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

就是針對學生學習第二語言過程中所產生的偏誤進行分析。從偏誤例句中

可以發現，相同語系的學習者對於第二語言產生相同偏誤的頻率相當高，

發生偏誤的句型也相近。我們提出「很」偏誤分析的意義是讓教師預先知

道，不同語系的學習者可能產生不同的偏誤類型，在教學的過程中可以採

取主動的防止措施，除了給學生正確的句型以外，還可針對學生容易發生

偏誤的情況詳細加以解說。 

  不同母語背景的學生在學習第二語言時總會出現一些特定的問題，在

分析學習者的偏誤時，我們標示學習者的國籍（語系），目的在於對比學

習語跟母語間的相似及相異之處，如果學習者的偏誤是母語的干擾，則應

該在教學時針對兩種語言不同之處加強說明，預防偏誤發生。陳俊光(2007) 

認為結構語言學和行為心理學對比分析假說的中心思想是，當兩個語言的

結構相異時，便產生學習困難（負遷移），當兩個語言結構相似時，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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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干擾，也不會引起學習困難（正遷移）；而學習困難與偏誤形成正比，

學習困難度越大則偏誤越頻繁。 

    Whitman, and Kenneth (1972)認為 對於以英語為第二外語的學習者而

言，英語「語內的困難」39是學習的偏誤原因。Cohen (1975)也認為第二語

言學習者產生偏誤的原因之ㄧ40，就是第二外語本身的語法點困難度高，讓

學習者很難習得。因此外籍生學習漢語容易產生的偏誤，有些是屬於漢語

的語法點較複雜，語法本身的困難度高，加上與學習者的母語之間並無互

相對應的語法或句型，這時學生發生偏誤的機率就相對的提高了。當漢語

的某個語法點與幾個不同語系的語法點差異很大時，學習者都會發生偏

誤，雖然偏誤是「普遍性」的發生在不同的語系，但其中偏誤的類型又因

為語系（學習者的母語負遷移）而有所差異。我們很難把偏誤歸於單一的

因素，但母語對於第二語言學習者與偏誤之間是脫離不了影響的。 

    Richards (1971)的說明就更完整了，他認為語言能力偏誤的來源是母語

的干擾遷移導致的偏誤，和不正確的（不完全或過度廣義）的應用語言規則

的結果導致語內的偏誤，以及句法結構在第二語言無法全面性的解釋導致偏

誤的推論 41。 

    鄭慶君(1997) 也以外籍生的語法標準是建築在自己母語的基礎上來說

明與偏誤的關聯，他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在學習漢語的課堂上，選擇「一

點也不習慣」意思接近於「不很習慣」還是「很不習慣」，大部分學生選擇

了前者，理由是「不很習慣」較符合語法，如同英文「not very accustomed to」；

而「很不習慣」則在語法上說不通，正如英語不說「very not accustomed to」

一樣。 
                                                 
39 intrinsic difficulties in English. 
40 The Second Language Has Inherently Confusing Aspects.  

41 L1 transfer results in interference errors； incorrect (incomplete or over-generalized) 

application of language rules results in intralingual errors;；construction of faulty 

hypotheses in L2 results in developmental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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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母語影響第二語言的學習有多少？是好的影響還是壞的影響？成

年人外語能力獲得是建立在理解的基礎上，學習者會按照母語的語法，套用

在學習語上，母語可以幫助成年的學習者，去類推創造學習語，語法具有

生成性，經過組合關係（橫向結構）和聚合關係（縱向詞語）可以相互替

換生成許多新的句子，因此學習者使用學習語的句子，不都是經過學習的，

學習者會創造組合語言，母語是幫助學習第二語言的有益因素，但也是干

擾因素（造成偏誤的來源）。兒童時期學習外語腔調可避免受到母語的影

響，比較不會有口音的問題，成年人學外語就很難避免受到母語口音的影

響，即使能達到溝通目的，但口音的問題也算是壞的影響。 

   Corder(1974)按照學習系統論的觀點將學生在學習外語過程中出現的語

言偏誤分為三類： 

 1.系統前偏誤 (pre-systematic error)： 

    新語言系統形成前的偏誤，主要是新語言學習者尚處於初期，對語言規

則不了解，在沒有掌握一門語言前所犯的語言偏誤，這類偏誤超出了學生的

語言發展階段，因此學生對偏誤沒有意識，也無法自我糾正。這時通常是受

母語語法(遷移)的影響而發生偏誤，但隨著學習語水準的提高，就可以修正。 

2.系統中偏誤 (systematic error)： 

    第二語言學習過程中，新系統正在形成期所犯的偏誤，而且是規律性的

反覆出現，這是學習者對已知的語言規則提出假設，但規則運用時導致偏

誤。當學生接觸到正確的使用語法後，就會改正這些偏誤。因此教學碰到學

生的偏誤時，教師應對此給予正確的解釋，使學生完全理解。 

3.系統後偏誤 (post-systematic error)： 

    系統後偏誤是指語言系統形成以後的偏誤，學生在學習過程中經過內化

形成比較完整的語言規則系統，但因為缺乏注意力不小心或一時忘記了某個

規則，這些情況其實並不能反應出是語言知識的欠缺，可說是失誤。這是在

使用學習語偶發性的錯誤，學習者也能自行發覺與糾正，教師對此偏誤無需

解釋，僅加以提醒，或安排較多的訓練機會使其熟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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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類學習偏誤有時難以截然分開，其中的不確定性也難以避免， 

我們認為隨著語言學習逐漸過渡到高級階段，語言內部規則的相互干擾（學

習語本身的複雜度及困難度）的偏誤就會逐漸取代語際（母語）干擾的偏

誤。 

  本章「很」的偏誤分析綜合了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中介語語料

庫、北京語言大學HSK動態作文語料庫、也採用了學者們所提的例句。我們

參考了魯健驥（1994）以英語為母語的外籍生學習漢語時，四種偏誤類型：

遺漏偏誤、誤加偏誤、誤代偏誤、錯序偏誤，把外籍生學習「很」的常見偏

誤歸類分為：缺漏偏誤、誤加偏誤、誤代偏誤、語序偏誤、類推偏誤、程度

副詞連用偏誤、及句型誤用偏誤七種偏誤。  

 

5.1.1「缺漏」偏誤 

    缺漏就是在語言形式中少了程度副詞「很」，在句法上造成語義不完整

或歧義，漢語的形容詞不能單獨充當謂語，常常要受「很」修飾句子才完整。

缺漏偏誤受母語負遷移的影響很大，主要原因是缺少與母語相對應的語詞。 

 1.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偏誤 

  漢語的謂語形容詞前要受程度副詞「很」的修飾，例句(138）學生受母

語遷移遺漏「很」，漢語不用「很」則句子需具有比較義，這時「很」不能

重讀，主要的語法功能不是表示程度很高，而是完句作用。例句(139）「很」

與動作動詞搭配時，如跑得很快(描寫動作)，表示動作的速度，「跑」動作

動詞的程度義，必需加「很」。 

    138.＊精品商店是上海最繁榮、最流行的服裝店之一，而且他們進口服裝也 

 ［］豐富。[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39.＊大家都知道我們的祖先為了吃飽，必須打獵，為了逃避野獸必須跑得 

      ［］快。[台師大華研所中介語語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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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學生的偏誤 

 漢語「很」程度義虛化，在日文的句子中也沒有出現相應的程度副詞，

因此在學習過程中，外籍生也沒有相對應地加上程度副詞「很」，而且日

語的形容詞可以省略程度副詞「很」單獨作謂語，例如：「陳先生はきれ

いです」陳老師漂亮，但漢語為了使語法結構完整，程度副詞「很」是必

要的，從例句(140,141)來看，高級漢語程度的學生，也不能完全擺脫母語

負遷移的影響。 

    140.＊出口產品的比例一般［］低。(吳思娜、王穎，2008例句)。 

    141.＊除了行為以外，在精神上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大。[HSK動態作文 

       語料庫] 

 3.韓國學生的偏誤 

  韓語的形容詞屬於動詞類，與漢語不同的是韓語形容詞前可以不加程度

副詞，母語的干擾也使韓國學生學習漢語時出現偏誤。 

    142.＊你們一輩子一定是［］坎坷。[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43.＊他可能不參加我們的宴會，因為他常常［］忙。(肖奚強，2000例句) 

   總之，如果沒有對照、比較的意思，或不是用來回答問題，那麼形容詞

ㄧ般不能單獨作謂語，一定要用「很」類的程度副詞來修飾。 

 

5.1.2「誤加」偏誤 

  誤加，在不應該使用程度副詞「很」卻累贅加上。外籍生認為漢語中做

謂語都要加上「很」，因此造成了語義上的重複。語言形式中出現多餘的成

分，在語義、語法上常跟前後成分發生重複和矛盾的現象。 

1.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偏誤 

    學生以為「很」總是跟著形容詞的，動補結構已經表示程度義加強，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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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144)不可以在形容詞前面再加「很」，與程度補語共現。除了「很」當

動後程度語，表示程度義加強。「這麼、那麼、多麼」都是表示程度義的副

詞，因此例句(145)中的「多麼」不可以再受「很」的修飾。 

    144.＊小明很高興得直流眼淚。(魯健驥，1994 例句) 

    145.＊今天的天氣多麼很暖和啊! (程美珍，19971998例句) 

2.日本學生的偏誤 

    例句(146) 學生在句子中不知該在何處添加程度副詞，便在句尾直接加

上程度副「很」，形成多餘的「很」，或者學生想以「很」動後程度語的

方式來加強程度義。日本學生因母語遷移出現「也、很」搭配的偏誤，例

句(147)的「很」也是累贅。 

    146.＊追求真相的時間看起來比過去的減少了很。(吳思娜、王穎，2008 

       例句) 

    147.＊我學習的時候也很都出現問題。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3.韓國學生的偏誤 

  漢語加程度副詞修飾謂語，或加程度副詞為動後程度語，韓語的程度副

詞放在形容詞前當修飾語，形容詞不需要加程度副詞也可以當謂語，由於韓

語的程度副詞使用沒有漢語這麼複雜，因此學生較難掌握漢語的句法結構。  

    148.＊老師您到韓國來教我們，很辛苦了。(肖奚強，2000例句) 

     149.＊沒想到我們這麼很快就見面了。(肖奚強，2000例句) 

  總之，不是任何作謂語的形容詞前面都要加「很」類的程度副詞，比

字句或比較句的形容詞、成語前、重疊的形容詞、選擇型式的問句、「這

麼、那麼」表示強化程度義時、和越來越的句型都不能受「很」類程度副

詞的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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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誤代」偏誤 

  誤代，也是誤用，相近的詞語因為學習者產生混淆，使用了不適合的語

詞跟程度副詞搭配，造成的偏誤。 

1.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偏誤 

  受到母語的遷移影響，例句(150)中的 fat 在英語中既可用於指人，也

可用於指動物或肉類。漢語「胖」用於人，「肥」用於動物或肉。例句(151)

可以改成「很高」或是「那麼高」，不可以用「那」替代程度副詞。 

 150.＊那個雞很胖。（劉珣，2000例句） 

   151.＊那就是說，沒有文字的社會只是一種原住民的社會，沒有那高的  

     文明。[台師大華研所中介語語料庫]。  

2.日本學生的偏誤 

  日語「すごい」不僅是「厲害」的意思例句(152)，「すごい」對應多

個漢語的詞彙如：「可怕、驚人、好的很、了不起、厲害、好極了」，日本

學生容易引起誤代的偏誤。例句(153)「知道」雖然是心理動詞，但不能被

「很」修飾。 

  152.＊新瀉的冬天很厲害。（陳如靜、李平，2006 例句） 

  153.＊這個老闆很知道日本人喜歡的味道，而且他接顧客的態度非常好。 

   [HSK 動態作文語料庫] 

3.韓國學生的偏誤 

  韓語屬於黏著語，它的語法關係主要是依靠附著在單詞後面的助詞和詞

尾的變化來表現的，韓語與依靠詞序來表現語法關係的漢語是完全不同的。

例句(154)應該說「成績總是很好」、「成績很好」，不可以說「成績總是

好」，學生以為「是」繫詞後面就可加形容詞，發生誤代的偏誤。 

  例句(155)應該用「很不容易」卻以「好不容易」誤代了。語義「好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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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易」比「很不容易」程度高。楊寄洲、賈永芬（2005)認為「很不容易」

用於客觀描述和評價，一般作謂語，也可以作狀語；「好不容易」側重於表

達主觀感受，一般只能放在動詞前面作狀語，常與「才」搭配，不能做謂語。

「好不容易」表示完成某事非常不容易，用於表示已然的句子，但此句說明

的是未然的情況，因此要用「很不容易」。 

  154.＊他很用功，所以他的成績總是好。(肖奚強，2000例句) 

  155.＊可能好不容易變化。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總之，誤代的偏誤大多是母語的干擾造成，由於漢語與英、日、韓語，

不一定有相應形式的詞彙或語義搭配，對漢語初級程度的外籍生很容易就

形成偏誤。 

 

5.1.4.「語序」偏誤 

  錯序，就是「很」放的位置不對，語言成分在表達的順序上不合學習語

的規則，成了一種語言偏誤。語序是漢語重要的語法手段之一，也是漢語與

其他語系有較大差異之處，因此學習者的錯序偏誤非常普遍。 

1.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偏誤情況 

  漢語的程度副詞與動詞的搭配語序英語為母語的學生並不會產生偏

誤，但是與定語搭配時，學生就把它放在定語前面，形成了偏誤。 

   156.＊可是，很多油在吃的東西，交通也不好。[台師大華研所中介語語料  

   庫] 

   157.＊很多他借來的書。（魯健驥，1994 例句） 

2.日本學生的偏誤 

    日語裏賓語通常是放在動詞的前面，「很」錯序偏誤的比例在語料庫較

少。從日語原文來看例句(158)，這類偏誤受到外籍學生的母語的影響較小，

而例句(159) 學習者的漢語已經是高級程度了，造成偏誤主要原因是學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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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程度副詞的規則沒有完全了解。 

  158.＊學校很遠離家。[台師大華研所中介語語料庫] 

  159.＊有參加WTO的影響，農民一如既往種莊稼的話，不能和國外的農產品 

       競爭的恐懼很大。(吳思娜、王穎，2008例句) 

3.韓國學生的偏誤： 

    韓語主要靠助詞與語尾的附加成分表示語法關係，句子的排列組合較漢

語自由，表示情態的狀語和表示方位、方向的狀語常可互換，韓國學生容易

產生偏誤。例句(160)「會」助動詞語義帶有預估的可能性，跟「很」搭配

使用漢語詞序是「會＋很＋Ｖ」。韓語是省略主語的語言，程度副詞放在主

謂結構的主語前面或是謂語前面都可以，例如漢語：「我很肚子餓」，是不

合語法的句型，但是韓語：「我很肚子餓」（저는） 너무 배가 고파요.，

「我肚子很餓」（저는） 배가 너무 고파요.都是正確的句子，句子省略主

語的句型很多，可以省略主語「我저는」，因此學生會造成例句(161)這樣

的偏誤。 

  160.＊我不喜歡抽煙的人，因為抽煙對自己的身體不好，而且很會空氣染汙。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61.＊二月份我回國的時候，你們都很身體健康，我很高興。[HSK動態作 

       文語料庫] 

  總之，漢語靠詞序來表現語法關係，幾個成分組合在一起有一定的順

序，韓語和日語都是「Ｓ＋Ｏ＋Ｖ」的結構，與漢語的「Ｓ＋Ｖ＋Ｏ」不同，

韓語的副詞用法比漢語自由，副詞和表示方位、方向的狀語可互換，學習漢

語時語序容易發生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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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類推」偏誤  

  Cohen (1975)認為老師或教材都可能因為說明不清楚，誤導學習者引發

偏誤 42。趙金銘(1996)也指出，外國人學漢語是一個生成過程，學會了一條

語法規則，理解為一個語言模式，就按照一個句式造出許多句子，這是由

意義到形式的過程。這也是學習者把學習語中的某個語言規則過度泛化 

(over-generalization)，當作該語言的一定形式，忽視了其他用法。 

  我們把「很」類推的偏誤分為兩類；一是母語的語法類推：學習者隨

著第二語言程度的提升，就能避免這樣的偏誤。二是學習語的語法規則類

推：學習者比照著教科書或老師說的語法規則造出的句子發生偏誤，這是

語法規則的負遷移，也是較難糾正的偏誤，需要真正釐清「很」的搭配限

制，才能有效防堵偏誤。 

1.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偏誤情況 

  形容詞重疊後不能再用「很」修飾，例句(162,163)中是程度副詞「很」

過度類推。英語沒有形容詞重疊的語法現象，學生使用新的漢語語法規則，

過度類推導致偏誤。漢語形容詞不能直接做謂語，常常要受程度副詞修飾。

學生對這規則加以類推，誤以為形容詞都要有程度副詞修飾。  

  162.＊他做練習做得很馬馬虎虎。（劉珣，2000 例句） 

  163.＊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她很高高興興的。[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2.日本學生的偏誤 

 「多」作定語時前面必須加「很」例句(164)，學生沒掌握好，以「多」

類推變成「多多」來表示很多的意思。例句(165)日語天氣熱叫「暑」(日語

中的「熱」意思是「燙」)，這是初級漢語程度的學生，以母語類推產生的

偏誤。 

  164.＊大家要給我多多的紅包。[台師大華研所中介語語料庫] 

                                                 
42 The Teacher and/or the Course Materials Unintentionally Promote Err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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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今年夏天很暑。（韓越，1999例句） 

3.韓國學生的偏誤 

  韓語句子的基本語序是「主＋賓＋謂」，動詞和形容詞同時出現時， 形

容詞在前面。例句(166,167)受到母語的影響，都是形容詞放在動詞前面，

韓語語法特性也干擾了韓國學生的漢語學習，也因此學生寫出例句(167)的

句型。 

   166.＊現在農業技術發達，也帶來了農產品品質的很大的提高。[HSK動態作  

   文語料庫] 

       167.＊學習三年以後我要說漢語很流利。（榮虹，2008例句） 

  總之，因為學生的母語遷移或是老師的教學、教材的解釋不夠周全，

學生產生了類推的偏誤。 

 

5.1.6. 與「程度副詞」連用和誤用的偏誤 

  我們把「很」和其他程度副詞相關的偏誤，分為程度副詞連用的偏誤及

與其他程度副詞誤用的偏誤。 

 

5.1.6.1 程度副詞的連用偏誤 

  一個句子在相同的語法範疇不能同時取兩次，是語言學的通用原則，因

此漢語、英語、日語、韓語的語法規則裡，一個句子裡，不能同時取用兩個

程度副詞表示程度義，產生這樣的偏誤與學習者的母語較無直接的關係，原

因是學生對程度副詞的成員不了解，大多數發生在漢語初級程度的學生對漢

語的掌握度不夠。 

1.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偏誤 

   168.＊這些三十年經過了真很快啊![HSK 動態作文語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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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中國的萬里長城也是在世界上最很有名的一個地方。[HSK動態作文  

       語料庫] 

2.日本學生的偏誤 

  170.＊他本來算命很便宜，說得很太隨便，可是人們愚昧，很相信他。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71.＊那當然對我管得很太嚴格。[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3.韓國學生的偏誤： 

  172.＊到北京以後, 我很非常忙。[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73.＊快到了夏天，你們忙起來，我很太健康，你們倆放心吧。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5.1.6.2 與其他「程度副詞」的誤用 

  外籍生對「很」與其他的程度副詞用法缺乏辨析能力，容易將「很」與

其它些許差異的程度副詞用法混淆，產生偏誤。 

1.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偏誤情況 

   「很」、「真」的誤用，例句(174)「真」不能直接修飾名詞性的短語，

即「真」不能做定語。受到教材翻譯的影響，學生按照教材的解釋把程度副

詞「真」等同於英語中的「so」、「really」，直接套用在漢語的句型上。

例句(175) 「很」、「太」的誤用，「太」一般在句尾都帶「了」，表示程

度義很高的語尾助詞，「很」一般很少搭配「了」，帶「了」的情況大都是

表示改變的「了2」。 

  174.＊如果在這一段時間我沒學會漢語，真不好的人！[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75.＊他“一人做事一人當＂無所謂，而對在他旁邊的人來說，不是太可悲 

       嗎？[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2.日本學生的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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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一般不用於「比」字句也不用在比較句式，修飾狀態動詞只單純

表示高程度義，例句(176)，應該用「更」，「這個矛盾更厲害」，指有比

較的對象，而且無標記的比較句也可以使用「更」來搭配表示程度比原來的

高，例如「這個菜很好吃」，「這個菜更好吃」如果教師沒解釋清楚學生會

誤以為兩個句子語法功能相同。例句(177) 應改為「很好吃」，或是「太好

吃了」。 

  176.＊尤其關於金錢利害時，這個矛盾很厲害。（陳如靜、李平2006例句）  

  177.＊他做的飯太好吃。（陳如靜、李平2006例句）  

3.韓國學生的偏誤 

    原則上程度副詞「很」都放在被修飾語的前面，但是修飾語不是句子的

基礎，並沒有固定的位置，因此程度副詞隨著被修飾語的位置而定。漢語比

字句的程度副詞應該用「更」例句(178），而例句(179）「很」、「太」誤

用，應該用「很」。 

  178.＊最近幾年來流行歌曲發展很大，種類很豐富，歌曲內容也比以前很豐  

        富。[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79.＊我當十歲那時父親去世了，我和妹妹××都知道你每天的生活太辛苦。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5.1.7「句型」偏誤 

   「很」與句型搭配的偏誤像「越來越…」、「又…又…」、「和」等，

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為例句： 

   「越來越+SV」例句(180,181)的句型及「又SV又SV」例句(182,183)表示

兩種情況的並存，「越」、「又」本義都有加強的程度義，因此在「越」、

「又」的狀態動詞前都不加程度副詞「很」。「和」例句(184,185)是一種並

列結構，對等的關係，因此狀態動詞前都要加上程度副詞「很」。 

    180.＊她一直流了眼淚，越來越聲音很大。[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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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她變得越來越很愛生氣。（魯健驥，1994例句） 

  182.＊我帶來的東西又很多又很重。[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83.＊這輛車又很好又很便宜。[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84.＊娜娜不但是一個漂亮的女孩，還是很聰明和［］努力的學生。[台師大  

    華研所中介語語料庫] 

  185.＊她的朋友欺騙她了，所以她很悲痛和［］傷心。[HSK動態作文語料 

       庫] 

  我們把英、日、韓學生普遍性的句型偏誤分為；動後程度語的偏誤、

「比」字句型的偏誤、「是」繫詞的偏誤、定語的偏誤、「很」與「了」搭

配的偏誤。 

 

5.1.7.1 動後程度語的偏誤 

1.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偏誤情況 

  呂叔湘(1980)認為「很」用在「得」後，表示程度高。表程度的「很」

可放在動詞的前後，後置的語義往往比前置的程度要深。「很」獨自作程度

語時，須加助詞「得」，但是例句(186,187）與程度補語共現，都不需要加

「很」。  

   186.＊李大娘很感動得直哭。（魯健驥，1994例句） 

  187.＊他們比我們經驗多，所以比我們想得也很深。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2.日本學生偏誤 

  日語句法上補語的形式是，動詞或形容詞的修飾成分都放在被修飾成分

之前，受母語影響學生的偏誤較多，是個語法難點。例句(188)「很」用在

「得」後，大部分的形容詞（能受很修飾的形容詞都可以）和心理動詞都可

以用在「得很」前表程度義加強，「很」當動後程度語，表示程度義加強，

後面不可以再加形容詞「光」。例句(189)需加助詞「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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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回來的路上我看月亮。月亮亮得很光。[台師大華研所仲介語語料庫] 

   189.＊我起［］很晚。（陳如靜、李平，2006例句） 

3.韓國學生偏誤 

  韓語中沒有補語，韓語是以動詞結尾的語言，修飾語放在被修飾語的前

面，句子裏位於句尾的一定是作為謂語成分的動詞或形容詞，而不是補語。

動後程度語形容詞前面不可以再接受「很」的修飾例句(190)，比較句式不

可以和動後程度語「很」共現。 

   190.＊這樣過了4年後，現在她理解韓國文化得很多。[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91.＊我這個星期比上個星期忙得很。(肖奚強，2000例句) 

 

5.1.7.2「比」字句型的偏誤 

  1.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偏誤情況 

    在「比」字句的句型中，程度副詞「很」不能修飾狀語，「很」一般不

用於「比」字句也不用在比較句式，修飾狀態動詞只單純表示高程度義。但

英語的比較句中的形容詞可以接受「much」的修飾，如：“Andy is much taller 

than Jason. ＂受到母語的負遷移，學生認為程度副詞可以進入「A 比 B 很

＋形容詞」的格式，如例句(192,193)： 

   192.＊雖然我個子比朋友們很矮。[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93.＊最近我們比較很忙。（程美珍，1997,1998 例句） 

2.日本學生偏誤 

  日本學生想要表達比較的兩個物件之間的差別很大時，容易出現「A比

B 很＋形容詞」的句型，創造出類似於「我比你很高」這樣的句子來。這

樣的偏誤是受到母語的負遷移，當學生說「我比你高」時可完全對應日語的

「私はあなたより（身長）高いです」，因此偏誤並不多。但「我比你高很

多」對應日語的「私はあなたより、ずっと（身長）が高い」，其中「ずっ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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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的「很多」就放在形容詞的前面，所以學生作出相同的句型產生偏誤。

如例句(194,195)： 

  194.＊你們可能不容易想像這樣的我，因我在家時不愛學習，你們叨嘮後才   

        開始學習，現在感到我比那時候很進步了。[HSK 動態作文語料庫] 

  195.＊據醫院調查顯示吸煙的人比不吸煙的人死亡率很高，原因都是煙裏面  

        的尼古丁。[HSK 動態作文語料庫] 

3.韓國學生的偏誤 

  韓語的「比」字句較自由，可以放在句首，也可以放在謂語前，受母語

的影響，學生會有「衣服他比我多」這樣的偏誤。例句(196)「很」不用於

「比」字句，少數的程度副詞「更、稍微…」可用於比較句中，表示加強程

度。在比較句中形容詞前不能再加一般程度副詞「很」，韓語中的比較句的

格式為「比＋程度副詞＋形容詞」因此「＊他比我很高」這個句子在漢語是

錯的，但在韓語可用這兩種句型結構： 

「그 사람은 나 보다 많이 크다.」、「나 보다 그 사람이 많이 크다. 」 

 他  人   我  比  很   高。  我  比  他   人    很   高。 

受到母語的負遷移，學生常出現偏誤，如例句(197)： 

   196.＊比一般的食品很低，其價格很高，而且產量也不多，一般貧窮的地區 

        的人不能吃綠色食品。[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197.＊在韓國學習中國歷史時，那個內容比在中國書店世界找到的內容很短。  

      [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5.1.7.3「是」繫詞的偏誤 

    在漢語作謂語的動詞 (包括形容詞)，因此形容詞作謂詞是漢語語法的

一個基本特點，而英語形容詞是不可以作謂語的，必須有繫詞「是」才能成

句，漢語句子裏面沒有和“is＂相對應的詞，學生不知道“is＂到哪去了？

漢語裏的「是」可作為肯定加強的標誌，例如「她是很漂亮」肯定強化漂亮

的程度，「漂亮」是狀態動詞中的形容詞，能做謂語，且不需要加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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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詞就可以直接與主語搭配，中文的形容詞是動詞，在同一個句子中不能把

狀態動詞下的形容詞及關係動詞「是」同時放入句中。我們把形容詞歸於動

詞的次類，對英文為母語的外籍生學習漢語時，只要了解動詞的屬性就不容

易產生這樣的偏誤了。 

  在檢視語料庫的偏誤時，以為是英語系的外籍生因為母語的遷移會出現

的偏誤，但實際上日本、韓國學生也有一樣的偏誤，我們認為可能是大部分

的日本人、韓國人都是先學英語再學中文，所以出現相同的偏誤。 

1.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偏誤 

   198.＊他雖然沒錢也沒有能吃的飯，但是他不是難過。[HSK動態作文語料  

        庫] 

   199.＊首先，這是我首次離開你們，學習獨立生活的日子…起初的確很不習 

        慣，很是寂寞。[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2.日本學生的偏誤 

   200.＊她是很年輕。（陳如靜、李平，2006 例句） 

   201.＊他的判斷能力不是正常。[HSK 動態作文語料庫] 

3.韓國學生的偏誤 

   202.＊如果聽這個歌曲是容易睡覺了。[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203.＊親愛的父親母親：我們每天在家裏見面，這樣給你們寫信的理由是簡 

        單，因為明天是5月8號父母親節。[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5.1.7.4 定語的偏誤  

  非謂形容詞受程度副詞修飾後做名詞的定語，必須在名詞前加「的」修

飾名詞。 

1.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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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度副詞「很」在形容詞前面當定語修飾名詞時，一般都要用加上「的」，

但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受到母語的遷移，常常容詞後面未加「的」直接修飾名

詞，如例句(204,205)，形成偏誤。 

   204.＊他們都是很好［］老師。[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205.＊＊再说我穿了很少［］衣服。[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2.日本學生的偏誤 

   大多數形容詞可以加上「的」用來修飾名詞，例句(206,207)日語的那麼

漂亮「あんなに きれいな」、這樣「こんな」都可以直接當定語。學生受

到母語的影響，漢語也未加「的」當定語產生偏誤。 

  206.＊在日本那麼漂亮［］衣服很貴。（楊德峰，2008 例句） 

  207.＊我也有這樣［］辭典。（楊德峰，2008 例句） 

3.韓國學生的偏誤 

  韓語的結構「很＋名詞＋이다（是）」這個名詞組可以直接受「很」「매우、

너무」的修飾，漢語程度副詞一般不能直接修飾名詞。學生雖然以「很」來

修飾形容詞，但並未加「的」修飾名詞，例句(208,209)： 

  208.＊綠色食品與饑餓問題仍然是當今社會很大［］問題。 [HSK動態作文  

     語料庫] 

  209.＊因為吃下去的糧食不完全是化肥和農藥組成的，還有「綠色食品」兩  

     種一起吃的話，健康不會出現很大的［］。[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5.1.7.5「很」與「了」搭配的偏誤  

  漢語「很」本身沒有已然的性質，「很」從根本上是排斥「了」。所

以在表現事務性質時，「很」不能與「了」同現。盧福波(2004）。 

1.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偏誤 

  例句(210)「你要來了」的「了」表示很快的將來會發生，是正確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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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英語的動詞過去式，以說話者說話的時間為參考點，表示說話以前所

發生的事，漢語的「了」只表示動作處於完成狀態，跟動作發生的時間無

關，因此「了」可以用於過去發生的事也可以用於即將發生的事。但例句

(210,211)中「很高興了」、「很快了」的「了」是多餘必須刪除，例句(229)

「3 個多月了」的「了」表示到目前為止的三個多月已經完成，時間可能繼

續增加「待在上海四個月…五個月…」。因為英語有時態的變化，學生常

常將「了」和表示過去、完成的語法範疇對應起來，也因為漢語有關「了」

的規則很多，本身就是語法的難點，學生難以完全掌握。 

   210.＊聽說你要來了，我真的很高興了。[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211.＊時間過得很快了，我到上海已經3個多月了。[HSK動態作文語料庫] 

2.日本學生的偏誤： 

   日語需以過去的時制的標記「た」來表示過去，在例句(212)日本學生

以為在過去的時間必須帶「了」。例句(213)學生認為凡是表示已實現的動

作行為，動詞後面也都要加上「了」。 

  212.＊昨天我感覺了很累。[HSK 動態作文語料庫]。 

  213.＊這次是我來中國以後第一次旅行，所以我很害怕了。[HSK動態作文 

    語料庫] 

3.韓國學生的偏誤 

  韓語是以動詞結尾的語言，「了」放在謂語的後面，結尾動詞的前面，

學生因為漢語「了」是語法的難點，容易發生偏誤。 

  214.＊剛剛來了中國的時候，我很努力了。（王有芬，1996） 

  215.＊其實我很努力了，可是我的成績不聽話怎麼辦？[HSK動態作文語 

   料庫] 

  透過以上對母語為英語、日語、韓語的外籍學生「很」的偏誤分析，

我們發現會出現偏誤有多方面的因素，母語的干擾是重要的因素，還有漢

語規則的過度泛化，甚至與教師的教學方式也存在著很大的影響。本文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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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反映外籍學生學習漢語程度副詞「很」中介語的全貌，但偏誤分析目

的是為了知道偏誤的發生原因並找出規律，以得到相對應的教學對策，指

導學生「很」正確的用法。 

  我們在教學中也隨時發現新的偏誤類型，因此我們補充了在語料庫及

學者分析中未提及的例句。從不同母語背景的語料，也反應出偏誤類型與

母語遷移有關，所以必須針對不同語系的中介語進行研究。外籍學生的偏

誤常常會引起教師們的語法研究的動機，我們認為偏誤分析的具體研究對

於整個教學活動，包括課堂教學設計、教材的編寫和測驗都提供了積極的

作用，對於教學與學習都有幫助的。 

 

5.2「很」的教學應用 

    目前語言中心的教材（如實用視聽華語、實用漢語、實用華語等）都

沒有把程度副詞列入主要的語法點，或進行系統的教學，通常只是教科書

上出現一個講解一個，影響到學生對各個程度副詞辨析能力，因此外籍學

生對於程度副詞「很」的偏誤也較多，到底什麼樣的動詞可用「很」修飾，

應該給外籍生清楚的說明。另外教材應該要把整個程度副詞作為主要的基

礎語法點，讓學生了解程度副詞跟動詞的搭配規則，幫助學生提升程度副

詞「很」的正確使用能力，教師在講解時除了讓學生了解漢語語法本體的

知識，也要進行學習語跟母語間對比的教學，才能有效地在教學的對策上

預防偏誤。 

  鄧守信(2009)並不認同「一本行遍天下」的通用教材，從相關性或針對

性的角度來看，語言教材應針對不同學習者的母語加以調整語法點的說明，

比方對英語母語者而言是個大難點的中文量詞，就需要對量詞的基本觀念多

加解釋。但日文、泰文同樣是有量詞系統的語言，對日、泰語的母語者，卻

是個相對簡單的概念，由於語言遷移教材上就不需要在量詞的問題上大做文

章了，也就是Teng (2004)所提出的「零教學」(zero instruction)的概念，教師

的教學是不必存在、不需要的，對於漢語的語法點教師也不需要特別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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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der (1973,1977)認為我們應該教人們一種語言，而不是教給他們關

於語言的知識。我們要培養的是使用語言的人而不是語言學家，是能用這

種語言講話的人 43，因此培養語言能力不單是讓學生造出合語法的句子，

更重要的語言能力還包括能恰如其分的使用的能力。 

  外籍生要通過語法學習才能掌握漢語，語法知識是輔助教學幫助理解的

辦法之一，有了語法的規則也就規範了句型，成年人依照規則可從語法講解

中獲益，去類推學習的語言，甚至事半功倍就能把外語學習好。但語法工具

書對語法功能的說明也不夠詳細，例如：《語法講義》中提到「程度副詞的

語法功能是修飾形容詞及少數動詞和述賓結構。」；《現代漢語八百詞》以

「很＋形容詞/動詞/助動詞」為規則；《現代漢語詞典》關於程度副詞的解

釋是，修飾或限制動詞和形容詞，表示範圍和程度等，而不能修飾或限制名

詞的詞。現今語法工具書的講解過於簡略，不能清楚交代程度副詞之間的用

法及差別，外籍生如果就根據這些解說，就會出現一些搭配不當、混淆使用

方面的偏誤。 

  趙金銘(1996)認為對母語為漢語的人講漢語語法，往往是先拿一個語法

形式，然後再說明它的語法意義，例如漢語中的一部分動詞可以重疊，這

是個語法「形式」，重疊後表示一種輕微、嘗試的「意義」。但外國人學

漢語，情形往往相反，一般是先產生要表達的意義，然後選擇適當的語法

形式，類似說話的人，要把頭腦中的意義，轉換成語言代碼，這是個由意

義到形式的過程。因此我們針對第二外語學習的外籍生在學習「很」時，

要先從語義出發，再講解語法結構。而且針對外籍生的教學語法不是為了

分析語法，是為了組裝句子，學生了解「很」的語義之後再根據語法結構

來組裝生成大量的句子，但是組裝的句子是否能被說漢語的人接受（合語

法），站在第一線的教師都得找出辦法說出理由來使學生理解，以便學生

掌握漢語。 

  鄧守信(2009)提出「教學語法是建立在理論語法的基礎上，指導語法教

                                                 
43 We ought to be doing is to teach people the language, not teach people about   
  the language. ….. .we are trying to turn out performers in the language rather  
  than linguists, people who can「talk the language」rather than「talk about the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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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理論架構」，如何呈現語法內容對學習者最有利，更是我們教師應該思

考的方向。魯健驥(1994)認為「教學是一個系統的過程。就語法教學來說，

教學中出現的語法項目，應是一個從易到難、由簡及繁、逐步深化和擴展的

系統。」 

  對外籍學生在學習漢語過程中進行「很」的教學語法，不是語法理論

教學，是語法用法的教學，說明「很」的使用條件，外籍生必須了解各種

語法現象的出現條件及限制，才能正確的使用。教科書裏一般都會提出語

法結構的公式，雖然語法公式有用，但在使用時並不是毫無條件限制的，

如果沒把搭配的框架交代清楚，外籍學生可能創造出符合這個公式，但母

語者沒有這樣的說法，像：「＊那隻雞很胖。」、「＊我很原諒他。」，

這種不符合實際使用的句子。 

    該如何教程度副詞「很」？我們認為外語教學應該先讓學生了解很的

語義，把詞類劃分清楚，再以結構為導向，告訴學生「很」與動詞的搭配

原則及限制，有了結構的框架再進行句型的練習（聽說讀寫），輔助語法

的解說（包括與學生母語的對比），語法說明要少而精，避免使用大量的

學術術語，以透過練習的方式讓學生掌握句型的規則和用法，另外句型的

練習也要多變化，例如：重複、交換、肯定句變否定句、擴展（逐步增加

句型的成分，使句子複雜化）、問答、翻譯等等。 

  Lakkis and Malak (2000)由於母語影響了第二外語的學習，他們的研究

結論是當母語（阿拉伯語）和學習語（英語）沒有相對應語的結構或語詞

時，教師應該以學生的母語向學生講解這些不同 44。魯健驥(2010) 也提出

「必要」時可以使用學生的母語教學，他認為當學習語很不容易講清楚的

時候，為了不影響學生的理解，應該使用學生母語教學。例如在學生初級

                                                 
44 they concluded that "an instructor of English,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Arabic, can 

use the students' L1 for structures that use equivalent prepositions in both languages. 

On the other hand, whenever there are verbs or expressions in the L1 and L2 that have 

different structures, that take prepositions, or that have no equivalent in one of the 

languages, instructors should point out these differences to thei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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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階段，需要準確地理解教師的指令，當學生的第二外語程度還不夠，就

可以使用學生的母語幫助教學順利進行。 

    我們認為以第二語言為漢語的教學，應該針對不同的母語學習者做不

同的語法解說，否則就是「盲目教學」45。而程度副詞「很」與動詞的搭配

關係對外籍的學生是個複雜的難點，偏誤也較多，教師應該清楚不同的母

語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會出現那些干擾，該如何階段性的加強說明。教學

中若語法點沒有充分的解釋，或教材編寫的不周全都可能引導學生發生偏

誤。 

  劉珣(2000)糾正學習者的偏誤，並不是有錯必纠的機械態度，對於語法

的偏誤應從嚴糾正，但在進行交際性練習時（如演講、對話等）則避免當

場纠錯，影響學習者的交際活動，應事後再給學習者指出。對第二語言的

學習者而言，同儕間的彼此學習固然很重要，不過讓一個國家的學生去糾

正另一個國家學生偏誤的作法就應該特別慎重，最好的辦法是啟發學生自

己發現並改正偏誤。鄧守信(2009)更好的糾正偏誤方法應該有針對性，日

本、美國學生的偏誤成因各不同，要針對偏誤的成因加以糾正，針對性的

運用，也是有效性(efficacy)的運用。 

  如何讓學生發現自己的偏誤呢？我們認為程度副詞「很」與狀態動詞（詞

性）搭配的規則就必須詳細的解說，教科書上也應該清楚標示詞類，提供學

生語法上的規則，但目前漢語詞類的劃分並無統一的標準，常讓直接面對教

學的教師無所適從。 

  趙金銘(1996) 則認為光分詞類還是不夠的，詞類不過是按詞的語法功

能所劃分的大類，大類之下還要再分類，才適合對外國人教學。趙並提出外

國人學習漢語到了中、高級階段，常出現搭配錯誤，正好說明應該加強對比

分析，特別是語義和用法的交叉與對比，教師在語法的大規則之下必需還要

補充說明細則或例外，要不然學生可能就根據大的規則犯了許多的偏誤。舉

例來說程度副詞「很」主要修飾狀態動詞，但「溫、醉、急忙、有空」等，

雖然是狀態動詞但不受「很」的修飾，教師按照學生的程度分階段的要講清

                                                 
45 鄧守信教授常用的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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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又如，「很、好、太、超」都是高量級的程度副詞，「天氣很好」、「天

氣好好」、「天氣太好」、「天氣超好」、句子結構都一樣，外籍生可能以

為這些句子沒什麼差別，事實上它們使用的語言環境是不同的，表達的感情

色彩也是不一樣的。教師除了語法與結構外，也應該把「很」這個句子只是

對客觀事實的一種陳述，跟「好、太、超」帶有較主觀的感情色彩，在實際

使用環境的差異跟學生說明，提高學生「很」的實際使用能力。 

  對我們教師而言，不僅要系統闡釋「很」的框架及所表示的語法意義，

使學習者瞭解「很」的詞性特徵，尤其要把那些容易發生偏誤的用法，作為

重點加以分析，為了有效地進行對程度副詞「很」的教學，更應該對學生學

習的狀況做到心中有數，並階段性的運用教學語法，從語義為起點，將語法、

語義、語用三個方面結合起來進行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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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研究結論與限制 

6.1 總結 

  本文從學者們對程度副詞的研究基礎上，以語義、句法、語用三個平面

來探討程度副詞「很」，囿於能力的限制，對程度副詞「很」的假設與推論，

還需接受各界的批判與指教。 

我們把結論分為以下幾點： 

1.語義 

(1)「很」是相對的客觀陳述，這點我們與其他學者的看法不同。 

(2)「很＋動作動詞」是較少學者討論的議題，「很」修飾動作動詞或帶數 

   量詞的動詞短語仍然具有程度義。且帶數量詞的「很」不能被其他的程 

   度副詞替代，但不帶數量詞的句型，可用其他的程度副詞替代。 

(3)「很是1」修飾動詞性的結構，更加強程度義表示程度高。「是」系詞有 

 確定的語義，隱含的語義是強化、肯定程度。「很是2」並不是「很是＋  

 名詞」的結構。是與名詞同現的句型，「很＋動詞（是）和名詞」，與名  

 詞同現的句型不能刪除「是」。 

(4)「很不」是高程度義的否定，語義是否定的。「不很」高程度義的減弱， 

   語義是肯定的。 

(5)「很」是高程度義的程度量級，是一個區間的模糊量，不是ㄧ個點或是 

   數字的量。 

2.語法 

    對於副詞可以修飾副詞嗎？我們認為副詞不可以修飾副詞。 

3.語用 

    禮貌讚美功能、間接委婉功能、強化程度功能、客觀評價功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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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語法化過程為：動詞 → 形容詞 → 副詞 →功能詞。 

4.偏誤與教學 

    區分語系（英語、日語、韓語）探討外籍生程度副詞「很」的偏誤，母

語的干擾是重要的因素，另外漢語規則的過度泛化，和教師的教學方式也存

在著很大的影響。 

 

6.2 研究限制與展望 

    在探討程度副詞「很」的過程中仍有些問題尚未完成，值得再繼續研究。 

1.現代漢語程度副詞「很」與其他程度副詞的比較，侷限於時間與篇幅限制， 

並未完全列舉完整呈現，本文僅比較（好、太、更、超）幾個，其他如： 

真、最、挺、巨、非常、稍微等都值得再加以探討。 

2.本文未檢測兩岸三地的教材，也未對「很」提出教學排序的方案，建議未

來研究者可以出練習的作業或是以測驗的方式，加強對教學的應用。 

3.「很」偏誤分析語料的來源仍顯不足，許多中介語料庫並未標示外籍生的

國籍，無法提供有效的語料研究。 

  我們希望本文能達拋磚引玉之效，對現代漢語動詞與形容詞的詞類劃分

取得共識。而「很」與形容詞的搭配框架中，我們主張以Teng (1974)提出

的「動詞三分」把漢語的動詞重新分類，形容詞歸於動詞的次類，整理「很」

的搭配規則，解決教師的教學問題及外籍生的學習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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