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 
 

 

 

 

 

漢語可能構式「V得／不C」

之探究及其教學應用 
On Mandarin Potential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V de/bu C” and it’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for TCSL 

 

 

 

 

 

指導教授：蕭惠貞博士 

研 究 生：林倩如  撰 

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六月 





 

 

i 

漢語可能構式「V得／不C」

之探究及其教學應用 
 

中文摘要 
 

關鍵字：可能構式、構式語法、可能補語、V 得／不 C、華語教學 

 

「V 得／不 C」，一般稱為可能補語，相關研究不多，傳統上多將其視

為「VC」結構插入「得／不」的擴展，且僅以「能／不能」描述其語義，

解釋力不足，實際應用於華語教學更是捉襟見肘，教師、學生無不將此視為

難點，迫切需要進一步的相關研究來輔助教學。 

基於此，本研究旨在從構式語法的角度重新探討漢語之可能構式「V 得

／不 C」的類型，並定義出各類「可能構式」的結構、語義以及其組成成分

之間的選擇限制。本文以構式語法為基礎，輔以語料庫的實際語料分析與「頻

率」統計，找出可能構式的基礎中心句式義與多義連結，並根據研究結果，

評估現有華語教材，提供編輯與教學建議。研究結果發現可能構式可分為兩

大類：「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達「施事執行動作達成目標的可能性」，此

構式的選擇語義限制主要是「施事的自願性」與「結果的可預期性與合理性」；

「中動可能構式」的主要意義為表達「對象的固有特質」，此特質會影響動

作的結果。在教學應用方面，研究發現，現有教材多將「V 得／不 C」視為

單一語義，且對於其結構及用法說明普遍不足。未來在教材編輯上必須區分

不同構式，並強調其結構及用法上的不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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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Mandarin Potential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V de/bu C” and it’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for TCSL 

Abstract 
 

Keywords ： Potential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Construction Grammar, 

Potential Complement, “V de/bu C”, TCSL 

 

In this thesis,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CG). I 

investigated the types, structures, meanings, and semantic constraints of the 

potential complement (PC)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V de/bu C” used to be 

considered as an expansion of resultative compounds (VC) by adding an infix 

“de” or “bu” in previous studies. However, some issues remain unsolved. 

Adopting a corpus-based approach and taking type/token frequency into 

consideration, I claim that the central meaning of the PC construction is 

“Goal-achiev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PC 

constructions. One is “Goal-achievability construction”, which expresses “the 

potentiality of achieving the goal by carrying out the action”. The other subtypes 

of PC constructions are related to the main type via polysemous or instance links. 

The semantic constraints of the construction include “volitionality of the agent” 

and “predictability and reasonability of result”. The other kind of PC is 

“middle-type” (Adjectival) PC”, which describes the trait of the theme, the trait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As for the application for TCSL, 

teaching material nowadays consider“V de/bu C” as an monosemous structure, 

and don’t have enough explanation as to it’s structure and usage. I propse that 

future teaching materials shoud clearfy different potential complements 

constructions and put emphasis on the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functions of “V 

de/bu C” constr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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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章將先闡述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提出研究問題、界定研究範圍、

定義本論文所使用的專有名詞，最後說明本文組織架構。 

 

  研究動機與目的 第一節

動詞後置成分1（陳怡靜，2004）的可能式「V 得／不 C」，如「看得

見」、「吃不飽」等，本文簡稱「可能式」，一般被視為可能補語（劉月華、

潘文娛、故韡，2001）或結果複合動詞（Li & Thompson, 1981），是漢語中

表達可能（potential）語義的形式之一。相對於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的動結式

「VC」（如「吃飽」、「洗乾淨」），可能式「V 得／不 C」的相關研究

卻不多。受生成語法觀（Chomsky, 1965）的影響，傳統學者多將可能式「V

得／不 C」，視為由「VC」結構插入「得／不」轉換而成，且認為「V 得

／不 C」的語義就是「能／不能 VC」（趙元任，1979；丁聲樹，1961；朱

德熙，1982）。這種分析一是無法解釋為什麼有些「VC」與「V 得／不 C」

無法相互轉換，如「*餓得病」、「*哭不瞎」；同樣地，「來得及」和「來

不及」也不能簡化為「*來及」；二是無法說明其可能語義的來源，前人將

其可能（potential）語義歸於「得」與「不」，但這只是特定情境的循環論

證，「得」與「不」表示「可能」及「不可能」的意義，在別的語境下卻完

全不存在。因此，以生成語法的觀點來分析漢語的動詞後置成分可能式「V

得／不 C」並不合理。 

另一方面，吳福祥（2002a；2002b）探討了「V 得／不 C」的語法化歷

程，認為表可能的「V 得／不 C」是由表事實的「V 得／不 C」語法化而來，

在這個過程中，發生變化的是「V 得／不 C」整個結構的語義，而非其組成

成分（component）的語義功能，再次證明可能式「V 得／不 C」並非源於

「VC」中插入「得／不」。 

                                              
1
 即一般學術界所謂的「補語（complements）」，詳細說明請見本章第四節的名詞釋義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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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華語教學上，這個語法結構對以漢語為外語的學習者來說一直是一

個難點。許多教師直接以「能」與「不能」來解釋「V 得／不 C」，且未進

一步說明其功能和適用情境。學生因無法掌握其語義和功能，會將這一規則

泛化為「V 得／不 C」只是能願動詞的另一種形式，而忽视其語義上的特點

與使用上的限制條件，造成表達時常用「能／不能 VC」來取代「V 得／不

C」，在使用上也常採取回避策略，或過度泛化的現象（趙雪蓮，2009；張

先亮、孫嵐，2010）。而李妍（2008）的研究也證實了這一點，她比較了母

語者的語料以及漢語學習者的中介語語料，其研究發現學習者該使用「V 不

C」，卻錯用「不能 VC」的偏誤率非常高，且高級程度的學生對此結構的

掌握也未較初、中級學生具優勢。可見生成語法的分析不但無法突顯「V 得

／不 C」的語義，而且對於華語教學的幫助也非常有限。 

根據 Goldberg（1995, p4）的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如果

一個語言形式，它的形式、意義或功能的某些方面不可由其組成成分預測，

就是「構式」。本文主張漢語可能式「V 得／不 C」的可能語義無法由其個

別組成成分預測， 而是由「V 得／不 C」整個「構式」表達的。目前，漢

語研究中已有以構式語法來重新看待「動結式2」的研究，並稱其為「動結

構式」，例如 Huang （2008）和趙琪（2008，2009）（詳見第三章第三節）。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目的為：(1)根據前人之動結構式分類（Huang，2008；

趙琪，2008，2009）為基礎，結合現有研究的成果，提出「可能構式」的分

類與界定，進而發展教學語法；(2) 探討各類「可能構式」與動詞的語義互

動及選擇限制，為「VC」及「V 得／不 C」之間無法隨意轉換的問題提供

合理的解釋；(3) 統計各類「可能構式」在語料中所占比例，進而定出各類

可能構式的中心語義，以作為未來教學排序之參考。 

 

                                              
2動結式是動補結構「VC」兩個主要類別中的一類（另一類為「動趨式」） ，由表動作

的動詞加上表示結果、狀態的補語構成（趙琪，2008，2009）。另有學者稱之為「結果

複合動詞（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constructions）」，認為是由兩個動詞結合而成，表

一個致使事件和一個結果事件（Huan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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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問題 第二節

本論文探究漢語「可能構式」（參見 p5）之類別與其語法、語義之限

制，研究問題包括： 

1. 「可能構式」分成哪幾類？各類「可能構式」的次分類為何？ 

2. 各類「可能構式」的中心語義為何？多義連結為何？ 

3. 各類「可能構式」的句法結構為何？選擇限制為何？ 

4. 目前的教科書如何呈現「可能構式」？如何將可能構式之研究結果

應用於華語教學？ 

 

  研究範圍界定 第三節

本論文的研究內容為具「可能（potential）」語義，形式為「V 得／不

C」之「動詞後置成分的可能式」。根據陳怡靜（2004）的定義，「可能式」

是動詞後置成分中「動作動詞（action verbs）」、「狀態動詞（state verbs）」、

「變化動詞（process verbs）」三者的可能變式，也就是傳統語法中的「動

詞＋得／不＋結果補語／趨向補語」（劉月華等，2001）；但是，有兩類形

式不同或不具可能語義者皆不在本文的研究範圍之內。第一類為劉月華等

（2001）所提，可能補語的另一個形式「V＋得／不得」（如：馬虎不得），

但其形式、語義皆與本文研究內容不同，因此上述之可能補語例句不在本文

的研究範圍之內。此外，第二類為吳福祥（2002a）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帶形

容詞補語的「V 得 C」，這類「V 得 C」在現代漢語中除能表示可能性之外，

也能表示已實現的事實，修飾動作事件的程度，例如「兩隻老虎跑得快」、

「做得好！」等，因其不帶「可能語義」，否定式為「V 得不 C」，非「V

不 C」，亦非本研究之研究內容。 

在本研究研究範圍的可能式中，彼此間的異質性很大，從完全固定的習

語（idioms）到可自由組合的非習語都有。其中形式上、語義上皆完全固定

的習語，如「來不及」、「對不起」、「搞不好」，還有俗語，如「摸不著

頭緒」、「扯不上關係」；具另一層的引申義，如「『放不下』工作／孩子

／心」，和詩詞，如「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等，雖將列入語料統計（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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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習語類」），但並非本文的主要研究內容。 

而本論文最主要探討的內容是句子層次非固定習語的「可能構式」，探

究動詞、論元與構式之間的互動關係，例如「我學不會日語」的動詞「學」、

動詞後置成分「會」；論元「我」、「日語」；以及可能構式「Subj V 得

／不 C Obj」之間的互動關係。 

由動詞後置成分的角度來看，只要是合語法的、非上述固定習語，所有

的動詞後置成分組成的可能式，基本上都是屬於本文的研究範圍。但其中有

少數動後成分，其所組成的可能構式能產性非常低，已有習語化的傾向時，

我們將會在論文中提出討論，並確定其歸屬。而某些動詞後置成分，因其語

義虛化，其與搭配動詞、論元、可能構式之間的互動就變得十分複雜，或許

將其獨立視為一個可能構式的次類單獨討論，才能對「可能構式」家族有更

清楚的認識。有關這部分進一步說明與討論，請見參照第三章。 

 

  名詞釋義 第四節

為避免混淆，本文先行定義經常使用之名詞，如下所示： 

1. 動詞後置成分（post-verbal components） 

陳怡靜（2004）指出，「補語」這個學術名詞的含意，目前尚未有清楚

的定義，幾乎所有動詞後的非賓成分都可以通稱為補語，但不同類型的成分

在語義及功能上差異很大，統稱「補語」實在過於籠統。此外，漢語語言學

對於「補語」的概念也和英語的“complements”，不管在語義上或是功能上

都不同，使用「補語」這個詞容易產生干擾。因此，陳怡靜用「動詞後置成

分」或簡稱「動後成分」來指稱置於動詞之後的這些成分（賓語除外），以

避免名稱所帶來之干擾與誤導3。本文認同陳怡靜的看法，也用此名稱。 

 

 

                                              
3
 此概念源自於鄧守信老師於師大華語文研究所所開之「漢語語法學」課程，但鄧守信老

師因教學工作繁忙，一直未將此想法化為文章，僅出現於眾多所指導的碩士論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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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可能式「V得／不C」 

動詞後置成分的可能式「V 得／不 C」，為一動詞組，例如：「吃得飽、

打不破」，本文簡稱其為「可能式」。傳統語法上另有「可能補語」、「潛

能補語」（potential complement）、補語可能式、能性述補結構等其他名稱。

詳細討論請見第二章第一節。另本文統稱可能式「V 得／不 C」中的「V」

為「動詞」而「C」為動後成分。 

 

3. 可能構式（“potential conplement” construction） 

「可能構式」為本文根據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 Goldberg, 

1995）分析而定出之內含「V 得／不 C」結構之構式，簡稱「可能構式」。

在漢語中從習語（idioms）層次到句型（sentence）層次都有不同的「可能

構式」，本文主要討論的是句型層次，包含論元結構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中動可能構式」以及「存現可能構式」。詳細討論請見第四章第一節。 

 

4. 動結結構（verb-resultitive structure，VC）  

「動結結構」即為傳統語法學中的述補結構或動補結構

（verb-complement structure），補語包括結果補語以及趨向補語（朱德熙，

1982），表達動作及其結果，亦稱結果複合動詞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Li & Thompson，1981），例如：吃飽、打破。 

 

5. 動結構式（verb-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此名稱為趙琪（2008，2009）根據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

定義出包含論元結構句型層次的構式。Huang（2008）也有類似的發現，他

稱之為「結果複合動詞構式」，詳細討論請見第三章理論架構第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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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架構 第五節

本文將於第二章回顧與「可能式」的相關重要文獻，由結構、語義、語

法化歷程、形成條件等方面來回顧相關文獻，並對於「可能構式」的語義進

行推論。第三章說明本論文的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理論架構部分主要包括

「構式語法」的介紹與其在英、漢語動結構式的研究上的應用，以及「以使

用為基礎的語言理論」，並對「可能構式」的分類方法及論元結構進行推論。

第四章介紹本論文的主要研究結果「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內容包括對於各

層次「可能構式」的介紹、論證「可能構式」的存在；「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的語義及其選擇限制；「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次類；「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的語料統計；「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中心語義及連接。第五章介紹本論文

的另一個重要研究結果「中動可能構式」，內容包括對於其語義及其選擇限

制的討論及其次類的介紹。第六章則根據本論文的文獻回顧以及研究結果，

對於現有教科書進行分析評論，提出「可能構式」語法點的教學排序建議以

及教科書編輯或教學上的「可能構式」語法點說明要點，並提供一部分的教

科書編輯範例。第七章則為結論及未來的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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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主要回顧的文獻包括三大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與漢語可能式「V 得

／不 C」相關的研究；第二部分是關於「中動結構」，我們認為中動結構與

可能式有結構及功能上的相似之處；第三部分是關於可能式偏誤研究。我們

將先在第一節簡介漢語的可能式「V 得／不 C」，再依序於之後三節分別回

顧上述三個部分文獻。 

 

  漢語「V 得／不 C」的簡介 第一節

先行研究對「V 得／不 C」4的看法，長久以來一直以來都無定論。在

詞性方面，雖然大部分的學者一致認為「V」和「C」為動詞與形容詞，但

對於「得」和「不」的看法卻各異，有的學者認為在「V 得／不 C」結構中

的「得」是助詞或結構助詞（朱德熙，1982 ；李曉琪 1985；呂叔湘等，1999），

也有學者認為「得」是「能願動詞」或「助動詞」（王力，1985），或是介

詞（黎錦熙，1992），亦或是中綴（趙元任，1979）;而「V 得／不 C」結

構中的「不」同樣也有學者認為其為「助詞」（李曉琪，1985；呂叔湘等，

1999）和「中綴」的看法（趙元任，1979），也有人視之為「否定副詞」（郭

志良，1980）。另外比較特殊的是 Ross & Ma (2006)，他除了將「得／不」

視為潛能中綴（potential infix）之外，還認為「C」是「結果後綴」（resultative 

suffix），將「V 得／不 C」結構分析為「動作動詞+潛能中綴+結果後綴」

（i.e. action verb + potential infix + resultative suffix）。 

而在語類方面，比較常見的看法有三種，大部分的學者視之為「補語」，

或將之歸為補語的一個獨立次類（劉月華等，2001；Yip & Rimmington, 2004），

或認為它並非補語的一個獨立次類，而是「VC」結構的「可能變式」（丁

聲樹，1961；屈承熹，1999）；另外有一部分學者原本就將不認為「C」是

補語，將「VC」視為「複合詞」，因此也認為「V 得／不 C」也是複合詞

                                              
4可能式「V 得／不 C」，還有「可能補語」、「潛能補語」、「補語可能式」、「動結

可能式」、「能性述補結構」等等不同的名稱，嚴格來說，帶有「補語」二字的名稱指

的是動詞「V」之後「得／不 C」的部分，但學術上為了方便，常以之來稱呼整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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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式（擴展） （趙元任，1979； Ross & Ma, 2006; Li & Thompson, 1981）。

另外還有一些學者的看法與以上三種稍有不同，分別整理如下： 

朱德熙（1982）也稱「V 得／不 C」為「可能補語」，他認為補語是動

詞之後的謂詞性成分，作用在於說明動作的結果或狀態。帶補語的述補結構

從形式上以帶「得」或不帶「得」分為「黏合式述補結構」和「組合式述補

結構」兩類，補語直接黏附在述語後面的例如「寫完、說清楚、走回去」為

「黏合式述補結構」，而像描述結果的「寫得很清楚」和本文討論的對象「V

得／不 C」則屬於「組合式述補結構」。朱德熙（1982）認為「V 得／不 C」

中的「得」是一個獨立的助詞，出現於動詞及補語之間，不屬前亦不屬後。 

張旺熹（1999）則以認知語法的象似性理論（iconicity）為基礎，將「VC」、

「V 得／不 C」、「V 得（很）C」三種結構看成是動補結構的典型式，其

中「VC」是基礎式，「V 得／不 C」、「V 得（很）C」是擴展形式。張將

「V 得／不 C」結構看作是「VC」結構表可能的擴展式，是結果範疇在「或

然（可能性）」這個表達層面投射的結果。 

此外陳怡靜（2004）反對以「補語」這個名稱來概括可附加於動詞之後

種種語義功能各異的結構，而以「動詞後置成分」稱之。陳認為「V 得／不

C」之語義並非動作和其後成分直接相加，而是外加可能語義，只能算是一

種表「可能」的變式。因此將之定義為「動詞後置成分」中「動助詞」、「時

相」、「結果語」5的可能式。 

繆錦安（1990）的看法比較特別，他並不認為「V 得／不 C」是一種補

語，而認為是動詞的可能語氣，「得／不」使得原先的結構上附加了一層可

能或不可能的意思，其可能性是依賴整個結構而存在的。而「V 得／不 C」

的結構問題，繆錦安（1990）認為有兩種可能。一種是將「得／不」視為「中

綴」，整個「V 得／不 C」仍是單詞。另一種是將「V C」如「打倒」視為

離合詞，「打倒」是單詞，「打／得／倒」，「打／不／倒」是三個詞組成

的詞組。 

                                              
5
 「動助詞（verb particles）」表客體（theme）離開起點後與終點的關係；「時相（phase）」

表動作的時間結構；「結果語（resultative）」表動作的結果。（陳怡靜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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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認為「V 得／不 C」本身就是一個內部成員異質性極大的結構，

有像「看得／不到」、「吃得／不完」這種常用且衍生能力強的；有像「裝

得／不像」、「炒得／不乾」等不常用，臨時組成的；也有「合得來」、「合

不來」這種已經詞彙化，其中成分不可置換的；還有本身組合能力強，但是

其「VC」形式卻不存在的，如「買得／不起」，「*買起」。衍生能力強，

有「VC」形式存在者，以「補語可能式」解釋十分合理，但已經詞彙化或

是沒有「VC」形式存在者就無法以「補語可能式」來解釋，反而是視為「複

合詞」較合理，因此無論視「V 得／不 C」為何種結構，均有其優點與不足

之處，因此本文將不在此多著墨，而是以構式語法重新將各種性質相異的「V

得／不 C」結構，視為不同層次的「構式」來探討其語義。 

 

  漢語「V 得／不 C」相關研究回顧 第二節

本節回顧可能式「V 得／不 C」的相關研究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可

能式的語法化」，將籍由可能式的語法化歷程及其動因來討論以「構式語法」

分析可能式「V 得／不 C」的適切性。二為動後成分「C」的語義相關研究，

將說明本論文所採用的「C」語義分類方式。三為「可能式的語義」，除了

回顧不同學者對於「V 得／不 C」語義的看法之外，亦指出其矛盾之處，並

籍此推論「可能構式」可能的分類及其語義。四為「可能式的形成條件」，

主要討論各學者所提出的形成條件的合理性及該條件是否足以明確區分合

語法與不合語法的可能式。 

 

  可能式「V 得／不 C」語法化 一、

在此小節，本文將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整理「V 得／不 C」語法化歷程

及動因的相關研究，並由歷史語言學的角度討論以「構式語法」來分析「V

得／不 C」的適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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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化歷程 (一)

「V 得 C」和「V 不 C」的語法化來源不同，語法化完成度也不同步（吳

褔祥，2002a）。「V 得 C」的產生與「得」的虛化關係密切，「得」本為

「獲得」之義，如例句(1)，先虛化為表動作完成的時貌，如例句(2)，功能

類似現代的「了」，最後虛化成為表實現的補語標記，如例句(3)中的「搜

得盡」表示「搜盡了」之義。（楊平，1990；蔣紹愚，1994；吳褔祥，2002a） 

 攻得十城（先秦兩漢） (1)

 便謂菩提已可證得（漢魏六朝） (2)

 野外狐狸搜得盡（唐）       （(1)－(3)引自吳褔祥，2002a) (3)

而「V 不 C」則是來自表示實際之結果的「V 不 C」、「VO 不 C」，

如例句(4)中的「不成」，為現代漢語「沒成」之義。「V 不 C」的語法化

發展較「V 得 C」來得早。在唐代「V 不 C」除了表實現之外，如例(5)中的

「飛不遠」不帶可能義，表示「沒飛遠」，亦出現表可能的句子，如例(6)

中的「燒不盡」，帶可能義，表示「無法燒盡」，而到了宋代「V 不 C」已

幾乎限於表可能，不再表實現。（吳褔祥，2002a） 

 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史記．項羽本紀》） (4)

 幽鳥飛不遠，客行千里間（唐） (5)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唐）  （(4)－(6)引自吳褔祥，2002a） (6)

但同樣在宋代，「V 得 C」仍可表達實現與可能，請看例句(7)中的「尋

得遍」是「尋遍了」之義，而 (8)中的「識得破」則表示「能看破」。不過

表實現的「V 得 C」在形式上開始標記化，如例(9)的「說得盡」，後面出

現表實現的「了」。（吳褔祥，2002a） 

 到得宸京討得眼兒穿，三十六條巷尋得遍，都不見那情人面。（宋） (7)

 但仔細自看，自識得破。（宋） (8)

 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宋） (9)

                  （(7)－(9)引自吳褔祥，200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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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元明時期「V 不 C」已完全語法化為可能式，如(10)，而「V 得 C」

則呈現補語不同，語法化程度不同的狀態。當補語為結果動詞時，「V 得 C」

通常只表可能，有些雖表實現，但後面幾乎都加了「了」。但是，當補語為

形容詞或趨向動詞時，仍具表現實現與可能兩種語義。直至清代「V 得 C」

帶趨向補語表實現才逐漸消失，至清末才完全語法化成可能式。但「C」為

形容詞的「V 得 C」，則至現代漢語仍同時表實現也表可能，例如(11)中「跑

得快」為「跑得很快」之意並不具可能義，而(12)中的「跑得快」則表「跑

快」的可能性，帶可能義。（吳褔祥，2002a） 

 我是個蒸不爛、煮不熟、搥不扁、炒不爆、響鐺鐺一粒銅豌豆。（元）(吳(10)

褔祥，2002a) 

 兩隻老虎跑得快。 (11)

 他這麼老了，還跑得快嗎？ (12)

 

  語法化動因 (二)

關於語法化動因，吳褔祥（2002a，2002b）認為是原表實現的「V 得／

不 C」用於敍述未然事件的語境裡，就逐漸變成表示具有實現某種結果或狀

態的可能性。也就是說「V 得／不 C」的可能語義是由表示實現的「V 得／

不 C」派生出來的，是一種依靠語境才存在的語境義。唐宋以後，表達可能

義的「V 得／不 C」逐漸擺脫對語境的依賴，最終語法化為本身即可表達可

能義的結構。 

沈家煊（2005）對於肯定式「V得C」語法化動因的看法與吳福祥（2002a，

2002b）相同，但沈並不認為否定式「V 不 C」是因為使用於未然語境，語

法化而獲得可能義。他認為表實現的結果式「V 不 C」於原已然語境中即隱

含「不可能實現」之義，以現代漢語來說就是當人們聽到「他沒聽懂」時很

容易根據常識推論原因是「他聽不懂」。隨著表實現的結果式「V 不 C」中

「不可能實現」的意義由隱含義成為固定語義，結果式「V 不 C」也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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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化6」的過程形成可能式「V 不 C」。表實現的結果式「V 不 C」語法化

成可能式之後，仍蘊含實現之義，且信息量大於結果式「V 不 C」。也就是

「V 不 C」在語法化之後，原本可表達之結果義並沒有消失，還多了可能義，

例如當說話者說了一段話之後得到聽者的反應是「我聽不懂」，說話者可知

剛才他說的話聽者都「沒聽懂」，也就是說「聽不懂」的語義中還包含了「沒

聽懂」之義。但結果式「V 得 C」在已然語境中，並未隱含可能義，沈家煊

（2005）認為一般人不會從「結果已然實現」推導出「結果可能實現」，也

就是說當人們聽到「他聽懂了」的時候不會去想「那是因為他聽得懂」，因

此只有當使用於未然語境時，結果義才可能重新分析為可能義。 

 

  小結 (三)

從前面對於「V 得／不 C」語法化歷程以及動因的回顧，我們都可以發

現，無論其獲得可能語義的原因是來自於使用於未然語境（吳褔祥，2002a，

2002b），亦或本身即帶有隱含的可能語義（沈家煊，2005），語法化都是

發生在整個結構上，而不是其中的組成成分「得」或「不」語法化而獲得「可

能義」，因此吳褔祥（2002a，2002b）並不認同多數學者將「V 得／不 C」

的可能語義視為由中綴「得／不」表達（趙元任 1979，房玉清 1992 等），

他認為「V 得／不 C」的可能語義應該是整個「結構」表達，並非由其個別

部分體現。這與構式語法的基本概念相合，構式語法（Goldberg, 1995）將

整個結構視為一個整體，其語義來自整個「構式」，而不是來自於其組成成

分，因此以構式語法來重新審視「V 得／不 C」是十分合理的。 

 

  動後成分「C」的語義相關研究 二、

漢語語言學中關於動後成分「C」的分類與研究不勝枚舉，最廣為引用

的應是劉月華等（2001）對於「補語」的分類7，其中可形成可能式「V 得

                                              
6
 指「主觀性」從無到有或程度加深的過程。所謂「主觀性」是指說話人在表述一個命題

時同時對這個命題表明自己的認識、態度或情感（沈家煊，2001）。 
7劉月華等（2001）所說的補語即為本文統稱的動後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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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C」的有「結果補語」以及「趨向補語」。劉月華等區分結果補語與趨

向補語的標準並非語義，而是動後成分「C」是否為「趨向動詞」8。 

「結果補語」與「趨向補語」這個分類雖然清楚，但「趨向補語」除表

趨向義外，大部分也表結果義（劉月華，1998），如「把繩子接上了」的「上」

表「接」的結果。也有學者認為「結果補語」並不必然描述動作結果，有些

描述的是動作「V」的動作階段，例如「完」表示動作的完成；「著」、「到」

表示動作達到目標；「住」表示動作的制止；「好」表示完成動作「V」所

代表的工作（Li & Thompson，1981）。Teng（1977）提出「動助詞（verb particle）」

的概念，認為這些語義已虛化，表客題（theme）離開起點後，與終點的關

係的動後成分「C」應獨立成類。此外還有研究將出現於動詞之後，揭示動

詞的時間結構的語法範疇獨立成一類，稱為「時相」（莊舒文，2002：26） 

陳怡靜（2004）綜合 Teng（1977）及莊舒文（2002）等研究的看法，

以語義虛化程度為標準對動後成分進行分類，可形成可能式「V 得／不 C」

的動詞後置成分包括「動助詞（verb particle）」、「時相（phase）」、「結

果語（resultative）」，其中的「結果語」即為語義未虛化者，無論是否為

趨向動詞。陳怡靜所分的三類充任成分及語義分別整理如下表： 

表 二-1 動助詞（陳怡靜，2004） 

 語義 

上 
接觸 contact 

客題與標的物、終點接觸 

到 表客題向終點接近，進而達到終點 

掉 

分離 separation 

表客題向終點接近，進而達到終點 

開 表客題脫離起點，或離開說話者或主語 

走 表客題離開起點，而施事者與客題同行 

下 表客題離開起點，並進入說話者與主語領域 

住 固定 immobility 客題從真實的或者可能性的移動後固定不動了 

起 

顯露 emergence 

客題出現在說話者或主語的領域（早已存在） 

客題與說話者或主語阻隔，斷絕接觸。（限於閉合類動

詞） 

出 客題出現在說話者或主語的領域（由無到有） 

 

                                              
8趨向動作如「來、去、上、下、進、出、回、過、起、開、到」，或是這些趨向動詞的

組合（劉月華等，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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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2 時相（陳怡靜，2004） 

 語義 

起來 指動作狀態開始並有繼續之意 

下去 指已進行、存在的動作狀態或中斷的動作將繼續 

下來 指動作狀態從過去繼續到現在 

過 指動作行為實現，或已經發生過 

完 指動作行為的完成、結束 

好 指動作行為完成了，且達到完善 

 

表 二-3 結果語分類（陳怡靜，2004） 

語義 充當成分 

動作的達成 動詞：中、著、成、見、引申義的趨

向動詞。 

動作的狀態：動作的時間、速度、狀

態。 

形容詞：早、晚、輕、重、慢、快、

遲、久、緊。 

施事者的變化：生理上的變化、施事

者的趨向及心理上的感受。 

狀態動詞：飽、醉.. 

變化動詞：慣、膩.. 

趨向動詞 

受事者的變化：受事者的趨向、狀態

的變化。 

狀態動詞 

變化動詞 

趨向動詞 

 

從以上簡單的回顧可看出漢語的動後成分語義十分複雜，不同的學者站

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標準對其進行分析就會出現差異。而本研究並不打

算深究這個問題，對「C」語義的討論主要採用陳怡靜（2004）的觀點。 

 

  可能式「V 得／不 C」的語義相關研究 三、

先行研究中，學者多以「（不）能」來解釋「V 得／不 C」，例如朱德

熙（1982）說明「V 得／不 C」的語義表示可能性，「看得見」的意思是「能

看見」，「看不見」的意思是「不能看見」；丁聲樹（1961）也說「V 得／

不 C」是動補結構表達可能性的一種方式，「走得開」就是「能走開」；「說

不完」是說「不能說完」；「想不起來」是說「不能想起來」。有些學者甚

至認為「V 得／不 C」中的「得」表示可能， 「不」表示不可能（趙元任，

1979；黎錦熙，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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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劉月華（1989）指出「V 得／不 C」的語義並不能簡單以「能／不能

VC」來解釋，兩者之間尚存不少差異。以「V 不 C」來說，劉月華（1989）

發現大多數「V 不 C」是不能換成「不能 VC」的，如(13)；或是換了之後

語義改變，由不可能變成了禁止的意思，如(14)，只有極少數可以換成「不

能 VC」而語義不產生改變，如(15)。 

 a.那家店買不到防水外套。           （劉月華等，2001） (13)

b.？那家店不能買到防水外套。 

 a.我，說不出來，爸。（曹禺）          （劉月華，1989） (14)

b.我，不能說出來，爸。 

 a.在沙漠裡養不出牡丹來。（老舍）        （劉月華，1989） (15)

b.在沙漠裡不能養出牡丹來。 

此外劉月華（1989）統計六本現代漢語的文學作品，發現 VC 表示不可

能的語義時，使用「V 不 C」的總共有 1211 筆，但是使用「不能 VC」只有

4 筆。也就是說，要表達做了某動作「V」之後，某種結果「C」不可能實

現時，「V 不 C」是唯一的表達形式。而「不能 VC」則主要表達禁止義。

屈承熹（1999）也持相同的看法，認為「不能」通常解釋作「不應該」、「不

可以」或「禁止」的意思。它所表達的是說話者認為允許與否，與客觀狀況

比較沒有關係，因此「V 不 C」與「不能 VC」無法互換。 

至於「V 得 C」的語義是否與「能 VC」相同，屈承熹（1999）的看法

和劉月華（1989）不太一樣。屈承熹（1999）指出「能 VC」傾向於強調施

事者執行一項行動的能力，而「V 得 C」則傾向於強調外在環境是否允許執

行者做這件事情。請看下面例句： 

 這件襯衫我們洗得乾淨。 (16)

 這件襯衫我們能洗乾淨。 (17)

 這件襯衫洗得乾淨。 (18)

 ？這件襯衫能洗乾淨。 (19)

例句(16)和(17)都有施事者「我們」與受事者「襯衫」，因此可以用「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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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乾淨」來強調襯衫的客觀狀況，也可以用「能」來強調施事者「我們」的

能力。但當句中施事者未出現時，如(18)，用「V 得 C」表示襯衫的客觀狀

況，就比使用「能」(19)來得適當。 

而劉月華（1989）認為「V 得 C」的語義大體上與「能 VC」相當。一

般「V得 C」都可換成「能 VC」或「可以 VC」如(20)。 

 眼神中看得出抑鬱、不滿、怨恨。         （劉月華，1989） (20)

眼神中能看出抑鬱、不滿、怨恨。 

眼神中可以看出抑鬱、不滿、怨恨。 

從以上學者對於「V 得／不 C」與「能／不能 VC」語義是否相同的討

論，可知「V 得／不 C」不能直接等同於「能／不能 VC」，其並非僅是表

達「能／不能 VC」的另外一個形式。本文將相關的先行研究對於可能式的

看法，統整為「表達目標達成的可能性」與「描述性質」兩個部分分別進行

回顧。 

 

  表達目標達成的可能性 (一)

Li & Thompson（1981）、劉月華（1989）與張旺熹（1999）對於可能

式「V 得／不 C」的語義看法較類似，都與施事有意願要達成某目標及其達

成的可能性有關。 

Li & Thompson（1981）認為「V 得 C」表示肯定的可能，而「V 不 C」

表示否定的可能語義。例如： 

 他跳得過去。            （Li & Thompson, 1981, p56） (21)

 他跳不過去。            （Li & Thompson, 1981, p56） (22)

他認為以英文的 can 和 cannot 來翻譯「V 得／不 C」，並不能完全表達

其語意。「V 得 C」表示「V」的動作或過程可以獲得「C」所表示的結果。

否定式「V 不 C」則表示該動作不能獲得該結果，用 achievable（可達到）

跟 unachievable（達不到）來表示比較妥當。上例(21)表示「他跳而且可達

成越過的結果」，(22)表示「他跳但未能達成越過的結果」。achievable（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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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跟 unachievable（達不到）指的是「得／不」後面的部分，非前面的

部分， 例如(21)及(22)皆明白表示主語起跳的動作。因此如果主語是斷了腿

而完全不能跳，就無法用(22)來表示這種「無能為力」，而必須用「不能」，

如(23)。 

 他不能跳過去。                   （Li & Thompson, 1981, p57） (23)

劉月華（1989）則認為「V 得 C」的語義表示「主、客觀條件容許實現

某種動作的結果或趨向」，如(24)。 

 拉到地點，祥子的衣褲都擰得出汗來。（老舍)    （劉月華，1989） (24)

在(24)中，祥子必定是拉車拉得滿身大汗，從而判斷他的衣褲必也吸滿

了他的汗水，因此若擰其衣褲，擰出汗來的結果是可能實現的。而「V 不 C」

表示「由於受主、客觀條件的限制，不能實現某種結果或趨向」，也就是「非

不願也，實不能也」的意義，像例句(25)，意思是攙了，但因為被攙的人不

願意，所以達不到目標。 

 高夫人只是謙遜，不肯答應，可是又攙不起來，十分為難。（姚雪垠) （劉(25)

月華，1989） 

此外，張旺熹（1999）以實際語料的統計為基礎，僅針對「V 不 C」結

構實現的語義條件進行了研究，發現「V 不 C」有典型和非典型之分。典型

的「V 不 C」的語義為：施事者想以某動作 V 來達成某目標 C，但由於某些

客觀原因，目標無法實現，也就是「願而不能」之意，如(26)－(28)。 

 仔細瞧瞧，岩石上好像沒有別的生命，也許在岩縫裡有幾株細小的野草，(26)

但我看不清。                                   （張旺熹，1999） 

 趙丹說出了我們一些人心裡的話，想說而說不出來的話。（張旺熹，1999） (27)

 我跟他坦白了心裡的話，無論如何我再也享受不到他們“說山”的樂趣了。 (28)

（張旺熹，1999） 

張旺熹（1999）指出這類「V 不 C」前面往往有強調「V」是主觀上願

意執行的成分，如(26)中的「仔細瞧瞧」；或前面有明確表示企望的詞語，

如(27)的「想」；亦或前面使用表示強調意義的詞組，如(28)的「無論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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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詞語都明白地表示出施事者自願從事該行為，因此張旺熹（1999）主張

這類典型的「V 不 C」，同時表達希望實現某種目標的「企望義」和無法達

成的「可能義」。 

 

  描述性質 (二)

杉村博文（1982）則提出不同的觀點，他認為「V 不／得 C」無論語義

或功能都接近「形容詞」，用來描述客觀狀態，例如(29)。 

 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 (29)

依杉村博文（1982）的看法，「離不開」是表示「分離」是不可能的事，

沒有選擇離或不離的餘地，說的是兩者的關係如魚和水，是割不開、切不斷

的。也就是說「離不開共產黨」描述「革命群」無法離開共產而活的特性。 

而張旺熹（1999）雖然主張典型的「V 不 C」同時表達「企望義」和「可

能義」，但也提到的語料中出現另外 33%非典型的「V 不 C」，只具有對性

質狀態進行描述的意義，也就是只表「可能義」。這類語義出現的第一種狀

況是「V 不 C」作修飾性定語時，例如(30)。第二種情況是作描述性謂語，

常用於「是…的」和「像…似的」等結構中，如(31)。兩種都有描述性質的

功能。 

 這是一種捉摸不住，講說不清，難以言傳，而又排遣不開的感情。 (30)

 這四句裡沒有提到風，風景是看不見的，又無所不在。 (31)

 

  小結 (三)

從上述有關「V 得／不 C」之文獻回顧，我們可以看出先前研究的看法

分歧，有些甚至互相矛盾，例如杉村博文（1982）的例句 (29)「革命群眾離

不開共產黨」，從 Li & Thompson（1981）、劉月華（1989）、張旺熹（1999）

的觀點來看，「離不開」應該是表示「想離開卻無法達成」，而不是如杉村

博文（1982）所說兩者的關係如魚和水般無法分割 之語義。可見，若無明確

語境，我們無法用句中任一組成成分來說明這個句子歧義的來源。也就是說

若脫離語境，雖然仍可確定「V 不 C」結構表「可能義」，但張旺熹（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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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的「企望義」應該不是由「V 不 C」結構所表達的，否則應該不會出現

上述歧義。 

本論文主張上述歧義與矛盾產生的原因應該是相同的組成成分進入了

不同的「可能構式」所產生的結果。當這些成分進入了表達「目標達成的可

能性」的可能構式時，就帶有劉月華（1989）所談的「願」、張旺熹 （1999）

所說的「企望」等語義，而當相同成分若進入了主要功能為「描述性質」的

可能構式時即帶有像杉村博文（1982）所說的類似形容詞的功能（類似中動

結構，詳請參見本章第三節）。 

 

  可能式「V 得／不 C」的形成條件 四、

在第一章的研究動機中，已經談過並非所有的「V 得／不 C」都有相對

應的「VC」結構，也並非所有合語法的「VC」都可進入可能式「V 得／不

C」，但要符合什麼樣的條件，才能組成合語法的「V 得／不 C」？我們將

現行研究的研究結果整理如下三點： 

 

  施事者的限制 (一)

關於「V 得／不 C」的形成條件，有許多研究認為是施事者的「意願」，

例如 Li & Thompson（1981），他們認為因為「V 得／不 C」帶有〔±可達

成〕achievability的語義，涉及主語所做的主動行為或努力，因此某些「VC」

因違反主語意願，是無法進入可能式的，例如(32)－(34)，因為人們通常不

會努力去達成像「生病」、「錯」、「衰」等等的反面狀態。 

 a.他餓病了。 (32)

b.？他餓得病。            (Li & Thompson 1981，p84)  

 a.我走錯了教室。 (33)

b.？我走不錯教室。 

 a. 他看衰這段婚姻。 (34)

b.？他看得/不衰這段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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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增霞（1999）認為可能式總是與人的目標願望相關聯，「C」表示

的是人心目中的理想目標，在一般的情況下，人們通常把褒義形容詞表示的

狀態當作理想目標，但是在特殊情況下，貶義形容詞表示的狀態也可當作理

想目標，所以「搞得差」等也可能表可能義。 

而黃曉琴（2005）也提出類似的看法，指出構成「V 不／得 C」的客觀

條件是結果語語義的褒貶，但也受說話人主觀意願的影響，也就是說話者是

否希望該結果發生，例如下例(35)和(36)： 

 a.打破自己的鼻子。 (35)

b.？打不破自己的鼻子。 

 a.打破紀錄。 (36)

b.打不破紀錄。 

(35)和(36)都是「打破」，「破」是貶義詞，所以以其客觀條件來說是

無法構式可能式的，但(36)的結果「破紀錄」卻是說話人的主觀意願，可以

進入可能式。因此黃曉琴（2005）主張，關於能否構成可能式，其決定性因

素是說話者的主觀意願。例如(37)是說話人希望聽話人丟掉壞習慣，而(38)

是說話人希望並設法使樹幹長歪。 

 說了多少次了，這些壞習慣怎麼就丟不掉呢?   (37)

 這盆景的枝幹太直，需要把花盆放倒才長得歪。 (38)

另外，駱錘煉（2007）的看法也類似，他引用馬真、陸儉明（1997）對

於述補結構「VC（C 為形容詞）」的語義歸類，將「VC（C 為形容詞）」

可表達的語義分為以下四種：（i） 實現預期結果，如晾乾、洗乾淨；（ii） 

出現非理想結果，如洗破、搞壞；（iii） 出現自然結果，如長高、變紅；

（iv） 偏離預期結果，如挖淺、買貴。駱錘煉（2007）指出可形成可能構

式的述補組合是第一類「實現預期結果」，而絕對不可能構成可能式的是第

四類「偏離預期結果」，而第二種和第三種則都有可能成為可能式，若是像

「洗破」、「割痛」是說話人想得到的結果時，邏輯上也是可以構成可能式

的。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以上學者（Li & Thompson, 1981；高增霞，1999；黃曉琴，2005；駱錘

煉，2007）以「施事者的意願」來說明「V 得／不 C」的形成條件，筆者認

為這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是行得通的，但是我們很容易找到反例，例如前面談

過的「魚離不開水」就是一個例子，「魚」應該是沒有意願要「離開水」的，

但是這個句子依然合法；「罐頭食品放不壞」也是，一般人也不會想要「放

壞」罐頭食品。會出現這種解釋力不足的問題，我們認為是因為先行研究並

未對語義不同的「可能構式」加以區分的緣故，根據前一小節的討論，我們

認為致少有兩種「可能構式」，一種表達「目標達成的可能性」，帶有「願」、

「企望」等語義，以上學者所舉的例子，都表達此語義，因此當「C」違反

施事者意願時，就無法進入構式。而我們所舉的兩個反例，「V 不／得 C」

則都是描述主語性質功能類似形容詞，是另一個類似中動結構之「可能構

式」。 

 

  「V」及「C」的限制 (二)

另外有些學者則分別從「V」及「C」本身必須符合的條件來討論「V

不／得 C」的形成條件，例如張旺熹（1999）研究「V 不 C」，認為表示「願

而不能」的這類「V 不 C」，其結構實現（形成）的條件是「V」必須具有

「自主性」，而「C」必須具有「目標性」。而高增霞（1999）則提出，「V」

必須為「動性強的自由動詞」，表示關係、屬性、狀態等動詞不能構成可能

式，李劍影（2007）也提出了相同的看法，他認為以上這些表示關係、屬性、

狀態等動詞屬於靜態動詞，不容易引起狀態變化。他們的看法基本上與張旺

熹（1999）認為「V」必須具有「自主性」的看法相符。而關於「C」，高

增霞（1999）認為在所有的形容詞中必須是可以描寫狀態變化的「動態形容

詞」如「高、遠、懂、飽」等才能構成可能式，而像「通紅、雪白」等形容

詞都是對一種已然狀態的描寫，是靜態的，無法構成可能式。 

張旺熹（1999）認為「C」須具「目標性」，但卻沒有說清楚其所指的

「目標性」是指「C」本身語義具「目標性」，亦或如上一小節所討論的，

是對於「施事者」來說具「目標性」（也就是有意願）。如果是前者，那麼

張旺熹（1999）的理論就無法解釋包含相同動後成分的「VC」結構，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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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形成可能式，有些不行，以「V 到」為例，與(39a)相對的(39b)合語法，

但與(40a)相對的(40b)在語義上卻很怪異。 

 a.我買到水果了。 (39)

b.我買不到水果。 

 a.我切到手了。 (40)

b.？我切不到手。 

而且根據張旺熹（1999）的統計，「V」具「自主性」，而「C」具有

「目標性」只能解釋 67%的「V 不 C」語料，當「V」及「C」符合上述條

件時，其組成的「V 不 C」就表「願而不能」。而另外 33%的「V 不 C」，

張旺熹認為當「V」和「C」不同時具有自主性及目標性時，「V 不 C」的

語義會發生偏向，變成只具有對性質狀態進行描述的意義，只表「可能義」。

也就是說，根據張旺熹看法，「V 不 C」的語義是由「V」和「C」的性質

決定的，不過就如同前面(39)及(40)的例子，我們無法光從動後成分「到」

的語義來得知它是否具「目標性」，反而是以上一小節所討論的「施事者的

意願」較能解釋(39)及(40)。 

另外有關張旺熹（1999）、高增霞（1999）、李劍影（2007）對於「V」

的看法，我們基本上是同意的，具有這些性質的動詞，屬於 Teng（1974）

漢語動詞分類中的「動作動詞」。而關於高增霞（1999）認為能進入可能式

的形容詞必須是可以描寫狀態變化的「動態形容詞」，我們亦同意，以 Teng

（1974）的動詞分類來看，必須是可作「變化動詞」使用的「狀態動詞」才

能形成可能式。 

 

  可能構式的次類－中動結構 第三節

在前一節提到，我們提出有一類的「可能構式」，其主要功能為「描述

性質」，帶有像杉村博文（1982）所說的類似形容詞的功能。而世界上的語

言中普遍存在一種結構，稱為「中動結構」，我們認為具描述功能的「可能

構式」也是一種類似「中動結構」的句式。因此，本節將先回顧「中動結構」

的相關文獻，以了解中動結構的「語義特徵」及其「選擇限制」；再介紹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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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的中動結構；最後討論「可能構式」與「中動結構」之間的相似性。 

 

  中動結構介紹 一、

「中動（middle）」原本是用來稱呼一種介於「主動（active）」與「被

動（passive）」之間的語態（voice），這種句子的主語並非動詞邏輯上的

主語，而常是動詞邏輯上的賓語，但其動詞卻仍是主動語態而非被動語態。

但是「中動（middle）」後來則成為一種語意結構的名稱（Goldberg, 1995; 

Taylor, 1998），下例(41)－(42)是英語典型的中動結構： 

 The baggage transfers efficiently.           （Stroik, 1992） (41)

 This book reads easily.              （Fagan, 1992, p52） (42)

先行研究對於中動句的定義分歧，本文在此採取 Fagan（1992）等學者

的看法，將中動句視為一種語義結構，其形式、適用泛圍與選擇限制在各語

言中或許不同，但具有相同的語義特徵與功能。 

以下本文將根據 Goldberg（1995）的理論架構，將中動結構視為一構式，

整理文獻中有關中動結構的「意義」及「選擇限制」的相關資料。因構式語

法認為所見即所獲，不主張表層結構來自深層結構的轉換，因此有關以生成

語法分析中動結構之來源的文獻，將不在本文的回顧範圍中。 

 

  語義特徵 (一)

本文根據先行研究，以「描述性（descriptive）」、「隱藏施事的任指

性（generic implicit argument）」、「情態性（modality）」、「非事件性

（noneventive）」等四個面向來整理先行研究的中動結構的語義特性。 

 

i. 描述性（Descriptive） 

中動結構描述表層主語的狀態、屬性，Kemmer（1993: 147）指出當人

們覺得事件的施事相對於受事而言，不夠明確或不太重要時，施事在語用上

被弱化了（pragmatically deemphasized），這種情況下通常使用中動結構。

以何文忠（2005）的話來說也就是，中動結構的功能是聚焦（focus）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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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動參與者對事件發生所發揮的積極作用，弱化（defocus）主動參與者

對於事件的發生所發揮的作用。 

中動句的主語具備影響動作結果的特徵，例如(43)可改寫成(44) 。

（Stalmaszczyk, 1993） 

 This book reads easily. (43)

 It is easy, for everyone, to read this book because of its certain properties. (such (44)

as large print or clear style, etc.). 

 

ii. 隱藏施事的任指性（Generic implicit argument） 

在論元結構上，中動結構具有隱含的論元，通常是動詞本身指派的施事

論元，但在結構中不出現，這是其與作格（ergative case）結構及非賓格

（unaccusative）結構的區別，作格結構與非賓格結構並沒有隱含的施事論

元，因此句子可加「all by itself」修飾，如(45)及(46)，表示完全不需外力，

但中動結構不行，如(47) (Keyser & Roeper, 1984)。因為「不需外力」的概

念與作格結構、非賓格結構無施事者的語義相符，但中動結構有隱藏的施事

論元，與「不需外力」的概念相衝突，因此無法共現。（Fagan, 1992, p.52） 

 a.The glass broke. (45)

b.The glass broke all by itself. 

 a.the train departed. (46)

b. the train departed all by itself. 

 a.This ice cream scoops out quite easily. (47)

b.*This ice cream scoops out quite easily all by itself .  

雖然中動結構的動詞指派施事論元，但在結構中必須是隱藏的，不可出

現，不像被動結構可以在「by」所帶出的介詞組中出現，例如(48)合法，但

(49)不合法。（Stalmaszczyk, 1993） 

 The book was read by everyone.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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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book reads well by John. (49)

此外，Fellbaum（1986）指出中動結構隱藏的施事論元具有泛指性

（generic），表示任何施事者皆可執行該動作並獲得相同的結果，無論什麼

人皆可成為施事者，該結果的產生與施事者無關。 

 

iii. 情態性（Modality） 

典型的英語的中動結構描述表層主語的性質，具有表達「能力（ability）」

或「可能（possibility）」的情態義，英語的中動句可加入「can」，且語義

不變，如(50)。（Fagan, 1992） 

 a. It nails easily. It cuts easily. (50)

b. It can be nailed easily. It can be cut easily. 

 

iv. 非事件性（Non-eventive） 

根據 Keyser & Roeper（1984），使役句和進行式都與「動作」有關，

都是描述「事件」的，英語的中動結構，並非描述現實事件，無法與時間詞

共現，例如(51)，也無法構成使役句，如(52)，或是使用進行式，如(53)。（Keyser 

& Roeper, 1984） 

 ？Yesterday, the mayor bribed easily, according to the newspaper. (51)

 *Bribe easily, bureaucrat! (52)

 *Bureaucrats are bribing easily. (53)

曹宏（2004）也有類似的看法，他從句子的情狀類型（situation type）

來看，認為中動句不是陳述具體事件的，而是描寫某種事物的性質（attribute）

和狀態（state）的；也就是說，中動句具有狀態性（stative），也就是非事

件性（non-even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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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限制 (二)

先行研究對於中動結構的選擇限制的研究繁多，何文忠（2007）指出選

擇限制是中動研究中的難題，以往文獻提出了各種規則來說明，但多數僅是

由語料歸納出的形式上的原則，缺乏對於其認知動因和功能的考慮，因此往

往顧此失彼，無法對中動構句的選擇限制作出一個統一的解釋。 

何文忠（2007）認為若由中動結構認知動因的角度出發，實際上只需要

兩個條件來制約中動句，一是規範中動動詞，二是規範主語。以下本文針對

這兩點進行文獻整理。 

 

i. 動詞的自主性 

中動結構的動詞必須具自主性（Stalmaszczyk, 1993）。Fellbaum（1986, 

p.15）指出表示感知、理解、懷疑、情感等諸如此類的動詞都無法構成中動

結構，如(54)。 

 *Beggars sympathize easily. (54)

Fagan（1992, p.68)）將 Vendler（1967）的動詞分類運用於對中動結構

的分析中，發現可進入中動結構的動詞與可使用現在進行式（V-ing）的動

詞類型相同，也就是只有動作動詞（activity）(55)和完成動詞（accomplishment）

(56)才可以進入中動結構，而狀態動詞（state）(57)和達成動詞（achievement）

(58)則不可以。 

 The car drives easily . (55)

 This book reads easily .  (56)

 *French acquires easily .  (57)

 *The answer knows easily . (58)

而何文忠（2007）則採用 Langacker（2001）的分類，把動詞分為完成

類（Perfective）和未完成類（Imperfective）兩類, 分類標準是前者可以用進

行式，後者不行。何文忠認為只有完成類的動詞可進入中動結構，雖然採用

的動詞分類標準不同，但與 Fagan（1992, p.68）的看法基本上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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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主語的致使性 

並非所有賓語都可轉成中動結構的主語，較早期的文獻中指出，可轉成

中動結構的賓語通常必須是動詞「被影響的內部論元（affected internal 

argument）」，因此(59)－(60)不合法。（Stalmaszczyk, 1993） 

 *Old English learns with pain. (59)

 *The answer realizes without difficulty. (60)

但根據 Ackema & Schoorlemmer（1994; 1995），很多中動結構的主語

其實並不是受事，它們具有跟典型的受事主語中動結構完全相同的語義特徵。

中動結構的主語可以是工具、方位等論元角色（thematic roles）充當。如： 

 This pen writes well. (61)

 The blackboard writes smoothly. (62)

Chung（1996）指出中動句的主語必須具備「(The properties of) X cause 

the V-ing (of X) to be Adj」的特徵，意即中動句的主語的性質必須是導致該

結果發生的主要原因。何文忠（2007）的看法也類似，他認為中動句的主語，

雖然是被動參與者但卻必須對事件的發生負責，亦即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具有認知突顯性。比較以下例句(63)和(64) 

 This kind of book sells easily (63)

 *This kind of book buys easily.  (64)

例句(63)可以解釋為書的內在特性（如內容有趣）使得銷售它們十分容

易。但例(64)卻不能解釋為書的內在特性使得購買它們十分容易。 

除了「動詞的自主性」和「主語的致使性」這兩個必要條件之外，何文

忠還提到中動句的可接受性還受到世界的百科全書知識的影響。這種人類對

於所生存世界的認識，對於我們確認一個語言結構是否合適、是否可解讀，

甚至是否符合語法至關重要。以中結構來說就是所構成的句子中謂語部分是

否表述主語的一種典型屬性。例如例句(65)－(67)，三個句子在邏輯上都符

合前述選擇限制，但在接受度上(65)高於(66)，而(67)就較難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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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食吃起來比葷菜舒服。 (65)

 ？素食嚼起來比葷菜舒服。 (66)

 *素食消化起來比葷菜舒服。 (67)

這其中的差別不是動詞的性質所造成，而明顯是語義的原因, 即句子的

謂語是否表述了主語的一種典型屬性。 

 

  漢語的中動結構 二、

關於漢語的中動結構不同的學者看法不盡相同，有以形式來定義的Ting

〔丁仁〕（2006），也有由語義來定義的學者，如曹宏（2004a；2004b；2005）

和何文忠（2005；2007）等學者。 

 

 由形式定義－「Obj＋V C＋了」 (一)

其中 Ting （2006）是站在生成語法的角度，完全從形式來定義中動結

構，他認為所謂的中動結構，就是「受事論元並未出現在賓語位置而出現在

主語位置，但動詞仍為主動語態」的結構。因此他認為劉月華等（1983/2001）

等所定義的「意義上的被動句」即為漢語的中動結構，如下例(68)－(70)： 

 衣服洗好了。 (68)

 障礙排除了。 (69)

 敵人打退了。 (70)

 

 由語義定義－「NP＋V＋起來／上去／著＋AP」 (二)

曹宏（2004b）以構式語法的概念看中動結構，認為漢語的中動結構其

形式為 NP+VP+AP，可用「起來／上去／著」，如以下例句(7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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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P        VP       AP 

 那件大衣   穿起來    很合身。 (71)

 那塊石頭   摸上去    冰涼冰涼的。 (72)

 那種小說   看著      太乏味了。 (73)

而何文忠（2005，2007）的看法與曹宏（2004a；2004b；2005）類似，

但他認為在形式上，漢語的中動結構主要以[NP+V+起來+Adj]格式呈現，如

(74)，但是[被動參與者+情態動詞+動詞]的句式亦可表達相應的語義，如

(75)。 

 這支筆寫起來很流暢。 (74)

 這張劃花了的光碟還能播放。 (75)

但必須要注意的是何文忠（2005）認為並不是所有符合[NP+V+起來+Adj]

格式的都是中動結構，他認為邏輯主語為「感事（experiencer）」的不能歸

入中動結構，。何文忠如此主張的原因有二：一是從跨語言來看，中動結構

的施事主語必須是「施事」，表示感知、理解、懷疑、情感等諸如此類的動

詞都無法構成中動結構（Fellbaum, 1986, p15）。二是「聽起來、看起來、

想起來、說起來」都可以前移，如(76)－(78)，而大部分中動結構不行，如

(79)－(80)。 

 看起來這個問題挺複雜的。 (76)

 說起來這件事情還蠻有趣的。 (77)

 聽起來這主意還不錯。 (78)

 *解決起來這個問題很簡單。 (79)

 *賄賂起來官員挺容易。 (80)

在選擇限制方面，曹宏（2004a；2005）指出這種中動句的構式式意義

包含通指性特點，要求 V 這種動作是可以人為控制的，也就是 V 必須是自

主動詞。同樣，由於 AP是描述 NP 的狀態的，因而要求表示這種狀態的形

容詞成分 AP 必須在語義上指向受事性成分 NP。換句話說曹宏認為漢語中

動結構的主語位置的論指角色是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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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忠（2005）則由意義及功能來定義中動結構，因此所提出的漢語中

動結構所表達的語義與英語基本上是相同的，在選擇限制方面也類似，比如

漢語的中動結構同樣不允許狀態動詞，如(81)，以及達成動詞9，如(82)。亦

不允許修飾語具有自主性，例如(82)及(84)「起來」之後所接的形容詞「沈

著」、「認真」都具自主性，因此不合法。 

 *這個答案知道起來很容易。(狀態詞項) (81)

 *山頂到達起來很容易。(達成詞項) (82)

 *這種局面控制起來很沉著。 (83)

 *小孩教起來很認真。 (84)

但在主語的論指角色方面，何文忠（2005）與曹宏（2004a；2005）的

看法不同，他認為漢語中也能找到不少主語並非動詞的受事論元的句子，例

如(85)的主語「雅虎即時通」是「工具」；(86)的主語「這麼小的孩子」是

目標；(87)的主語「這張床」是方位。 

 雅虎即時通聊起來經濟方便。 (85)

 這麼小的孩子教起來可真麻煩。 (86)

 這張床睡起來很舒服。 (87)

 

 中動結構與可能式「V 得／不 C」之相似性 三、

站在將中動結構視為一種語義結構這個角度，根據文獻探討，我們認為

漢語的中動結構在形式上，除了曹宏（2004a；2004b；2005）和何文忠（2005；

2007）提到的幾類之外，「可能構式」亦能表達中動語義，例如「魚離不開

水」具情態義，表可能性，主語「魚」的性質是「離不開水」的主要原因，

謂語「離不開水」是描述「魚」無法離水過活的特性，此句表達的主語「魚」

的特徵，完全符合中動結構的語義，因此我們認為「可能構式」中有一類表

中動語義，我們暫且稱之為「中動可能構式」（進一步的分析請參見第五章）。 

                                              
9
 即 Teng（1977）的分類中的「變化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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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式偏誤研究 第四節

除了與「可能式」相關的文獻之外，在華語教學建議方面，必須進一步

了解華語學習者學習「可能式」的相關偏誤研究。這方面的研究並不多，以

下我們分為「偏誤類型」與「偏誤原因」兩部分來整理相關文獻。 

 

  偏誤類型 一、

根據華語學習者在可能式學習上的偏誤研究（劉月華，1989；吳麗君等，

2002；李妍，2008；趙雪蓮，2009；張先亮、孫嵐，2010），可能式常見的

偏誤類型主要有下列五種： 

 

i. 以能願動詞取代可能式 

無論學生的母語是英語或日語，或是其他語言，所有可能式相關的偏誤

研究中都提到學生最容易出現的偏誤是以「不能」取代「V 不 C」（劉月華，

1989；吳麗君等，2002；李妍，2008；趙雪蓮，2009；張先亮、孫嵐，2010），

如以下(88)－(91)： 

 *南京的風景很美，到過那儿的人都不能忘了。（劉月華，1989） (88)

 *一邊兒著急，一邊兒寫的文章，一定不能寫好文章。（日本）（吳麗君等，(89)

2002） 

 *因為那本書告訴我“不選擇的話，你不能抓住機會”。(韓國)（李妍，2008） (90)

 *這個桌子太大, 我一個人不能搬出去。（張先亮、孫嵐，2010） (91)

除了「不能」以外，吳麗君等（2002）對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所做

的調查還發現，有些學生出現以「不會」或「不可能」來取代「V 不 C」的

情形，例如： 

 *張老師講課時說話太快了，連我們班水平最高的學生也不會聽懂。（吳麗(92)

君等，2002） 

 *他覺得可怕，所以不可能下車。（吳麗君等，2002）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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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搭配錯誤 

搭配錯誤可分三種，一種是選擇的動後成分和動詞不配，例如吳麗君等

（2002）對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所做的調查發現，留學生常常造出一些

母語者並不使用的可能式，其中以「V 不了」為多。 

 *但是瑞恩說：「我離不了我的朋友。」 (94)

 *中國早晨的風景在日本看不了的事情很多。 (95)

 *兩軍的士兵嚇破了膽，一時什麼也做不起。 (96)

 *除了小青這樣小的身材以外，誰也進不出。 (97)

另外一種是狀語及其他句型與可能式的搭配。劉月華（1989）指出，包

含可能的句子，動詞前可以加修飾整個謂語的狀語，例如時間、處所、範圍、

物件等。但不可加用以表示動作者動作時的心情、態度以及修飾動作的描寫

性狀語。但學生多無法掌握這一點，於是就出現如(98)的偏誤。（張先亮、

孫嵐，2010） 

 *我高效地幹得完這項工作。（張先亮、孫嵐，2010） (98)

第三種是可能式與其他句型之間的搭配錯誤，像在可能式後加上表動作

完成的「了」，如(99)－(100)（趙雪蓮，2009）。或是將可能式使用在「把」

字句或「被」字句中（張先亮、孫嵐，2010），如(101)－(102)。 

 *昨天老師上課講的我都聽得懂了。 (99)

 *那時候我還小，爬不上去了那梯子。 (100)

 *這件衣服太髒, 我把這件衣服洗不乾淨。 (101)

 *自行車被修得好了。 (102)

 

iii. 錯用或該用未用可能式 

吳麗君等（2002）指出，日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有時會出現該用動結

式（VC 結構）時，卻錯用了可能補語的情況。 

 *不過，我 20歲的時候還是考不上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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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得上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我想起來了中國的那些運動。 (104)

張先亮、孫嵐（2010）從留學生的作文中發現很多回避使用可能式所產

生的偏誤。 

 *你這樣做事不做好。 (105)

 

iv. 錯序偏誤 

趙雪蓮（2009）發現，學生使用可能式時，常常不清楚賓語應該放在哪

裡，而出現下列病句。 

 我看這本書得懂。  (106)

 屋裡太暗了，照像不了。  (107)

 爬不上去山。 (108)

 

  偏誤原因 二、

以上五類偏誤，每一類偏誤出現的原因都不單純，目前的文獻尚無較深

入且客觀的研究，而學者對於可能式偏誤原因的推論，大致上可歸納為以下

幾點： 

 

i. 受母語負遷移影響 

例如在英語中沒有與可能式相對應的形式，在學生的認知裡漢語表示可

能意義的能願動詞與英語表示可能意義的情態動詞相對應, 只要表達可能

性時就會習慣性地使用「能／不能」（趙雪蓮，2009；張先亮、孫嵐，2010）。 

 

ii. 學生的回避策略 

第二語言學習者在對某一語音、詞彙或句式甚至某一話題感到沒有把握

時，就儘量避免使用。回避的方法可能是保持沉默不願開口，或採取替代的

辦法，以簡單的句式代替複雜的句式（張先亮、孫嵐，2010）。學生以能願

動詞（能／可以）取代可能式，或該用可能式時未用，可能就是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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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目的語的規則泛化 

學生把他所學到的有限的、不充分的目的語知識，用類推的辦法套用在

目的語上，造成了偏誤。留學生在學完可能式後，就按照句法格式進行類推，

忽略了可能式在使用上的限制和語境要求（張先亮、孫嵐，2010），比如上

述「搭配偏誤」與「錯序偏誤」，可能就是來自於此。 

 

iv. 老師教授方法不得當 

教師以「能／不能」來解釋可能式的語義，學生很自然地就認為兩者語

義相同，可互換（劉月華，1989；趙雪蓮，2009）。 

此外現有的教科書多缺乏對於可能式的使用限制和語境要求進一步的

說明，而現職的華語教師也多缺乏這方面相關的知識，本論文將在第六章再

針對此點進行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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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理論架構與研究方法 

本章主要討論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過程中需用的理論架構。我們將

在第一節介紹本研究的主要理論「構式語法」；第二節回顧英語及漢語中以

「構式語法」所進行的「動結構式」的相關研究，並討論其中可為本研究借

鏡之處；第三節介紹「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理論」，說明其基本假設及其對

於語言學習的看法；最後於第四節介紹實際語料統計之方法。 

 

  基礎理論架構：構式語法 第一節

以下將分為「構式語法簡介」、「構式的類型」、「動詞和構式的互動」、

「構式之間的關係」四個部分來介紹構式語法。 

 

  構式語法簡介 一、

構式語法是在認知語言學的基礎上產生、發展起來的，是認知語言學的

一個分支。Goldberg（1995）提出了「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 CG）

的理論。構式語法的發展與 Fillmore（1975, 1977b, 1982, 1985a）的框架語

義學（Frame Semantics）及 Lakoff（1977, 1987）體驗為基礎的語言研究法

（Experientially-based Approach to Language）關係密切。 

構式是形式與意義的對應，構式本身具有意義，且該意義並非來自句子

中的詞語。Goldberg（1995）對「構式」下了以下的定義： 

當且僅當 C 是一個形式-意義的配對< Fi , Si >，且形式（Fi）的某些方面或意

義 （Si）的某些方面不能從 C 的構成成分或從其他已有的構式中得到完全的

預測 , C 便是一個構式10。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語言形式，它的形式、意義或功能的某些方面是不

可由其組成成分預測的，就可稱之為「構式」。Goldberg（2003, p220）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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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 or some aspects of Si is not strictly predictable from C’s component parts or from other 

previously established constructions . （Goldberg, 1995,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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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個例子： 

 He sneezed his tooth right across town. (1)

若根據傳統以動詞為中心，句法是詞彙意義投射的觀點，動詞 sneeze

應該是不及物動詞，不可帶賓語，但例(1)中的 sneeze卻帶了賓語「his tooth」。

這有兩個可能的解釋，一是句子的致使移動語義並非完全來自動詞 sneeze，

二是 sneeze 是多義詞。但若將 sneeze 分析為多義詞，除了不及物之外，也

有及物、致使移動的語義，就會碰到特例解釋（ad hoc.）的問題，這個及物

義項的 sneeze 只有在此句型中才出現。因此，接受第一個解釋，認為「結

構本身也含有意義且可指派論元」這個概念是是比較合理，而且也比較經濟

的。構式語法認為上面的例句(1)是動詞論元結構（verbal argument structure）

與構式論元結構（constructional argument structure）融合的結果。構式語法

能夠維持動詞論元的單純性，避免不合情理的詞義，而且對於類似(1)中動

詞論元誤配（mismatch）的情形有強大的解釋力。 

另外 Goldberg（2006, p5）指出：「只要有足夠的出現頻率，即使格式

是完全可預知的，那麼格式也能作為構式而存儲。」亦即任何格式只要是高

頻率的，都可以成為構式。 

構式除了是形式與意義的綜合體，其語義無法完全由其組成成分推知之

外還有下例特性（陳滿華，2009）： 

 

i. 重視特異性（idiosyncrasy）和邊緣現象（periphery） 

傳統的生成語法注重語言研究的理想化（idealization），只研究所謂「核

心（core）」的語言形式，認為慣用語（idiomatic expressions）是邊緣現象，

不值得研究，而 Langacker（2004, p411）的認知語法的理念認為語言是常規

性和特異性（regularity and idiosyncrasy）的混合體，研究語言不應忽視語言

的特異性。Goldberg（1995, p7）也談到構式語法學家試圖描述語言中所有

類型的結構，而不侷限於「核心語法」中所定義的結構，認為通過研究非核

心結構可以使我們對語言有更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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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在句法研究上採取「所見即所獲」的模式。 

構式語法採用語言運用為基礎的模式（usage-based model），是「非轉

換的」，不主張不同句式之間有相互轉換的關係。構式語法是「單層次的語

法理論」，認為語言並沒有所謂的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之區別。主張構式是

「學會的」，不是推導出來的。Goldberg（1995, p7; 2003, p219）  

 

iii. 主張構式具有習語性（idiomaticity） 

Fillmore et al.（1988）將習語分為實質習語（substantive idioms or lexically 

filled idioms） 和形式習語（formal idioms or lexically open idioms），前者

的詞彙是固定的，如「answer the door」、「blow one’s nose」等等；後者是

部分開放的，即部分內容是可替換的，例如「the more…, the more…(the Xer 

the Yer)」。他們提出一個特殊語法構式（special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就是一個形式習語（formal idiom）。後來 Goldberg（2003）明確提出任何

具有高頻度的表達式都是「構式」，其中也包括實質習語。 

 

iv. 主張句法和詞彙之間沒有截然的分界 

傳統的語言學家認為語法和辭彙涇渭分明，語法是規律的，可以用規則

來預測，是沒有語義的，而詞彙則是性質各異具意義的項目。但在構式語法

中句法、詞彙等成分的分類是不存在的，二者都是形式和意義的配對，語法

和詞彙之間有其共通性，其間的界線是模糊的。（Goldberg, 1995, p7） 

 

  構式的類型 二、

廣義的構式存在於語言的各個層面，只要它的形式或功能之中有某部分

是無法由其組成或由其他已知的構式預測的都可稱為構式（Goldberg 2003, 

p219）。Goldberg 界定的「構式」範圍非常廣，包括最低層的語言單位詞

素（morpheme）到最高層傳統語法中的句型（sentence pattern）。他列舉了

八類大小和複雜性各異的構式 , 並提供了實例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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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 構式的類型實例（Goldberg, 2003, p220） 

構式 Construction 形式 Form/實例 Example 功能 Function 

詞素 Morpheme e.g. anti-, pre-, -ing  

詞 Word e.g. avocado, anaconda, and  

複合詞 Complex word e.g. daredevil, shoo-in   

實質習語（完全固定） 
Idiom (filled) 

going great guns  

形式習語（部分固定）
Idiom (partially filled) 

jog <someone’s> memory  

越…越… 

Covariational-Conditio

nal construction 

形式：The Xer the Yer  

例句：The more you think 

about it, the less you 

understand. 

語義：連結自變項和依

變項。 

雙賓句 

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形式：Subj [V Obj1 Obj2]  

例句：He gave her a Cole; He 

baked her a muffin. 

語義：轉移（transfer）

（有意或事實） 

被動句 

Passive construction 

形式：Subj aux VPpp(PPby) 

例句：The armadillo was hit by 

a car. 

篇章功能：使受事者成

為主題，並／或使施事

者脫離主題的位置。 

 

  動詞和構式的互動（Interaction） 三、

構式具多義性（constructional polysemy），構式並非只有一個固定不變

的、抽象的中心意義意義，而是通常包括許多像家族一般密切聯相關的意義，

這些意義是構式中心意義與特定類型的動詞互動而產生。各種意義與構式中

心意義的關係是約定俗成的，而且是不可預測的（Goldberg, 1995, p31）。 以

下將先說明動詞與構式各自的語義表述，再討論動詞與構式的融合。 

 

  動詞的參與者角色（participant roles） (一)

Goldberg（ 1995, p43）指出動詞語義的一部分包括參與者角色

（participant roles）的限定，動詞的詞彙意義決定哪些參與者角色必須得到

測重（obligatorily profiled），一般在最短且語義完整的小句裡強制必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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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的參與者角色即是受到測重11。以「rob（搶）」和「steal（偷）」來說明。

rob和 steal 這兩個詞看起來幾乎是同義的，但在句法上卻有不同的表現： 

 Jesse robbed the rich. (2)

*Jesse robbed a million dollars. 

 Jesse stole money. (3)

*Jesse stole the rich. 

(2)與(3)之間的差異可通過語義側重（profile）的差別來解釋，rob 側重

的是「搶者」和「被搶者」而 steal 側重的則是「偷者」與「被偷物」，rob

與 steal 的參與者角色表示如下，粗體表示受到側重。 

  rob  〈thief  target  goods〉 (4)

（搶  〈搶者  被搶者  被搶物〉） 

  steal 〈thief  target  goods〉 (5)

（偷  〈偷者  被偷者  被偷物〉） 

側重上的差別決定了參與者角色句法表現的不同，因為受側重的參與者

角色必須與構式的論元角色（argument roles）融合。 

 

  構式的論元角色（argument roles） (二)

在構式的論元中，每一個聯接到直接語法功能項（direct grammatical 

funtions，如：主語、賓語）的論元角色在構式中都得到側重。也就是說，

直接語法功能項選擇側重某些特定角色，這些角色在語義或篇章上是突出的。

例如雙及物構式（如：Chris baked Pat a cake.）可表述如下： 

  CAUSE-RECEIVE 〈agt    rec    pat〉 (6)

（致使－收到  〈施事 接受者 受事〉） 

 

                                              
11

 Profiled participant roles are those roles which are normally obligatorily expressed in finite 

clauses. （Goldberg, 1995,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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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詞參與者角色與構式論元角色的融合（fusion） (三)

構式必須規定動詞以哪些方式與其整合，如果一個動詞是與構式相關的

某類動詞的成員，那麼該動詞的參與者角色就可以在語義上與構式的論元角

色融合。參與者角色與論元角色的融合由以下兩個原則決定： 

 

i. 語義一致原則（The Semantic Coherence Principle） 

只有語義一致的角色可以融合。例如 kick（踢）中的 kicker（踢者）可

以與雙及物構式中的施事角色融合，因為 kicker（踢者）是一種施事者。 

 

ii. 對應原則（The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每一個詞彙上受側重的參與者角色必須與構式中受側重的一個論元角

色融合。但若動詞有三個受側重的參與者角色，那麼其中之一可與構式中未

被側重的一個論元角色融合。以雙及物構式為例，構式的表述如下： 

 

 

上圖直接與構式相關的意義是「CAUSE-RECEIVE〈agt   rec  pat〉」

（致使－收到〈施事 接受者 受事〉）。「PRED（謂詞）」是一個當構

式與某個動詞融合時，可由動詞填充的變項。構式規定哪些構式角色必須與

動詞的角色融合，構式角色和動詞的參與者角色之間的實線表示這些角色必

須融合。而不必與動詞角色融合的構式角色，亦即可由構式單獨提供的角色

則以虛線表示。構式還規定動詞以何種方式整合進構式中，由 R 表示是動

詞與構式是哪一種關係。例如(7)中的「mail」本身的語義有「致使－收到

（CAUSE-RECEIVE）」之意，因此它與雙及物構式的關係是「實例」（R: 

instance）。而(8)中的「kick」並沒有「致使－收到」之意，而是使「致使

R: instance, 

   means 

Fusion 

of roles 

雙及物構式（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 

 
Sem CAUSE-RECEIVE  <  agt   rec    pat  >                                                                                                    

          R 

PRED       <                   > 

 

 

Syn        V             SUBJ  OBJ  OBJ2 

 

圖 三-1 雙及物構式（Goldberg,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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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發生的方式，因此它與雙及物構式的關係是「方式」（R: means）。 

 Paul mailed me a letter. （R: instance） (7)

 Joe kicked Bill the ball. （R: means） (8)

構式受側重的論元角色與動詞受側重的參與者角色在融合時，並非總是

一一對應的，而這種情況稱之為「角色誤配」（mismatches of roles），常見

的角色誤配有「側重誤配（profiling mismatches）」與「角色數量誤配

（mismatches in the number of roles）」。 

上例(7)中的「mail」有三個參與者角色，其中只有兩個是被側重的，表

述如(9)，而雙及物構式（如上圖三-1）卻有三個論元角色被側重，兩者融合

時就會發生「側重誤配」。一般來說，如果一個動詞的參與者角色與一個受

側重的論元角色融合，該參與者角色承繼（inherit）被側重的狀態。 

 Paul mailed a letter. (9)

mail 〈mailer  mailed  mailee〉（〈寄者 被寄物 收者〉） 

構式與動詞融合時必須遵守「對應原則（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要注意的是，對應原則僅適用於一個方向，也就是說構式必須容納所有被側

重的參與者角色，但構式的每一個論元角色不必一一對應於的參與者角色。

構式可以增加並非由動詞提供的角色，這種情況就是「角色數量誤配」。例

如上例(8)中的「kick」，其參與者只有「踢者（kicker）和被踢物（kicked）」，

而雙及物構式的論元是「施事」、「受事」和「接受者」，雙及物構式提供

了「接受者」角色，該角色與動詞的參與者角色沒有關係。 

 

  構式之間的關係（Inheritance and Motivation） 四、

Goldberg（1995）說：「語言中的構式不是一個無序的集合，構式與構

式之間是有其組織原則的12。」她提出了四個語言組織的心理原則。 

 

                                              
12

 The repertoire of constructions is not an unstructured set. There are systematic 

generalizations across constructions. （Goldberg, 1995,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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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趨動最大化原則（The Principle of Maximized Motivation）：如果

構式 A 和構式 B在句法上有關係，那麼除了與其本身相矛盾的特

性之外，構式 A 會承繼構式 B 所有的特性13。 

2. 無同義原則（The Principle of No Synonymy）：如果兩個構式在句

法上不同，那麼他們在語義上或語用上必定不同14。 

3. 表達能力最大化原則（The Principle of Maximized Expressive 

Power）：為了達到交際目的，構式的數量是最大化的15。 

4. 最大經濟性原則（The Principle of Maximized Economy）：不同構

式的數量應盡可能最小化16。 

Goleberg（1995）認為構式之間的關係也有內部結構，受以上四個心理

原則趨動，構式靠繼承連接而組成一個階層性的網絡，按層級關係相互聯係。

承繼連接方式主要有四種，分別是：多義連接（polysemy links）、子部分

連接（subpart links）、實例連接（instance links），和隱喻擴展（metaphorical 

extension links），分別以 IP、IS、II、IM代表其連接方式。 

 

  多義連接（polysemy links） (一)

多義連接描述構式的某個特定中心語義和以該語義為基礎的擴展語義

之間的關係。比如說，英語的「雙及物構式」的中心語義是「X 使 Y 收到 Z」，

如(10)，而其他以這個中心語義為基礎的語義家族，如(11)－(14)，就是雙及

物構式中心語義的擴展，也就是其多義聯接。以(13)為例進一步說明，「refuse」

這一類表示拒絕的動詞，也可進入「雙及物構式」，但此時「雙及物構式」

的語義受到與之融合的動詞語義的影響，由原本的「X 使 Y 收到 Z」擴展

                                              
13

 If construction A is based on construction B, then A inherits all of B’s properties that do not 

specifically conflict with its own specifications. （Goldberg, 1995, p67） 
14

 If two constructions are syntactically distinct, they must be semantically or pragmatically 

distinct. （Goldberg, 1995, p67） 
15

 The inventory of constructions is maximized for communicative purposes. （Goldberg, 1995, 

p67） 
16

 The number of distinct construction is minimized as much as possible. （Goldberg, 1995, 

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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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X 使 Y 收不到 Z」。這種情況構式語法就將(10)和(13)之間的關係視為

「多義連接」。 

 Joe gave Sally the ball. （X使 Y收到 Z） (10)

 Joe promised Bob a car. （條件的滿足表示 X使 Y收到 Z） (11)

 Joe permitted Chris an apple. （X使 Y能收到 Z） (12)

 Joe refused Bob a cookie（X使 Y收不到 Z） (13)

 Joe baked Bob a cake. （X有意使得 Y收到 Z） (14)

 

  子部分連接（subpart links） (二)

當一個構式是另一個構式固有的一個部分並且獨立存在時，該連接稱為

子部分聯接。例如例句(15)的致使移動構式，其語義就包含了例句(16) 非及

物移動構式的語義，而且非及物移動構式是獨立存在的，也就是說非及物移

動構式是致使移動構式的子部分連接。 

 Bill rolled the ball down the hill. (15)

 The ball rolled down the hill. (16)

 

  實例連接（instance links） (三)

當一個構式是另一個構式的特殊實例時，該連接稱為實例連接。例如例

句(17)的英語動結構式的中心語義是「X 使 Y 產生 Z 的變化」，而 drive 的

一個「把人逼瘋」的特別意義只出現在英語的動結構式中。drive 的這個意

義把結果論元的意義限制為「發瘋（crazy）」，例如(18)，可做為結果的詞

語像「mad」、「over the edge」等都與「發瘋（crazy）」相關。構式語法

將(17)與(18)這兩個構式之間的關係稱為「實例連接」，也就是說構式(18)

是構式(17)的一個特例。 

  < agt    V     pat   result-goal > (17)

 “He  wiped  the table  clean.” 

    X            Y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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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 drive (18)

< agt    drive  pat   result-goal (+crazy) > 

“Chris  drove  Pat   crazy / mad / over the edge.” 

 

  隱喻擴展（metaphorical extension links） (四)

當兩個構式通過一個隱喻映射相連時，該連接稱為隱喻擴展連接。例如

Goldberg（1991b）認為英語動結構式中的結果（result），表示「物體改變

的最終狀態」，與致使移動構式的目標（goal）表示「物體移動的最終目標」

在概念上有相通之處，因此他認為可將「結果」視為「目標」的隱喻。因此，

英語的動結構式本身也可以看作是致使移動構式的隱喻擴展。 

  < agt    V         pat      result > （動結構式） (19)

“Pat  hammered  the metal    flat.”  

  < agt   V       pat        goal > （致使移動構式） (20)

“Pat  threw   the metal   off the table.” 

 

  從構式語法看動結式 第二節

到目前為止，尚未有學者從構式語法的角度來分析可能式「V 得／不 C」，

但與其相關的「動結構式」在英語中已有廣泛的研究，而在漢語中亦已出現

了一些。了解英語及漢語的動結構式，可提供我們作為界定可能構式句法結

構及論元結構的參考。 

 

  英語動結構式 一、

Goldberg 對於英語動結構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的看法與其表示

方法，隨著時間的推移也產生了一些改變。Goldberg（1995）將英語的動結

構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視為致使－移動構式（ caused-motion 

construction）的一個隱喻擴展，但 Goldberg & Jackendoff（2004）則進一步

將這兩個構式都視為動結構式「家庭」中的一員。而在構式的描述與標示方

面，Goldberg（1995）以「參與者角色（participant roles）」來描述動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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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但 Goldberg & Jackendoff（2004）則是以與構式相同的「論元角色

（argument roles）」來討論動詞的語義。 

Goldberg（1995）以方框和虛實線來表示構式與動詞之間的融合，如下

圖所示： 

 

 

英語動結構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有「施事（agent）」、「受

事（patient）」、「結果－目標（result-goal）」三個論元，施事論元是動作

的「發動者（instigator）」；「受事」論元則經歷狀態變化，而狀態變化是

由動詞所造成的；「結果－目標（result-goal）」論元表示狀態變化的結果。

構式的施事論元與動詞的施事參與者角色（participant roles）融合（以實線

表示），而除了「結果－目標」論元由構式提供之外，「受事」論元亦可由

構式提供（以虛線表示）。 

以英文「wipe」和「talk」來說明構式與動詞參與者角色之間的融合，

在下例(21)中，動詞「wipe」是擁有兩個參與者角色的及物動詞，兩個參與

者角色分別是「wiper（擦者）」和「wiped（被擦者）」，兩者分別與構式

的「施事」及「受事」論元融合，實現成為句子中的「主語」和「賓語」，

而構式的「結果－目標」論元則未與任何動詞的參與者角色融合，直接以形

容詞片語（adjective phrase）的形式實現在句中。構式表述如下圖所示： 

 wipe 〈wiper wiped〉 (21)

He wiped the table clean.（中譯：他把桌子擦乾淨了。） 

R: instance, 

   means 

Sem    CAUSE-BECOME   <  agt   pat  result-goal  >                                                                                                    

              R 

    PRED     <                        > 

   

 

Syn             V             SUBJ  OBJ  OBLAP/PP 

動結構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圖 三-2 動結構式（Goldberg,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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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下例(22)中，動詞「talk（說）」是不及物動詞，只有一個「talker

（說者）」的參與者角色，該角色與構式的「施事」論元融合，實現成為句

子中的「主語」，而構式的「受事」論元與「結果－目標」論元則未與任何

動詞的參與者角色融合，直接實現在句中成為「賓語」及「形容詞片語」，

也就是說(22)句子裡的「賓語」及「形容詞片語」完全由構式單獨提供。構

式表述如下圖所示： 

 talk 〈talker〉 (22)

He talked himself blue in the face.（中譯：他說到臉色發紫。） 

 

 

  

Goldberg & Jackendoff（2004）使用了構式之間彼此關連形成家族的概

念，並使用數個標準來描述這個家庭中成員之間的異質性。描述「動結構式」

的大標準包括：結果語（resultative phrase, RP）是形容詞組（AP）或是介詞

組（PP）、結果語表性質（property）亦或空間結構（spatial configuration）、

及物（transitive）或不及物（intransitive）三個。另外還有幾個小標準，例

動結構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talk 

Sem    CAUSE-BECOME   <  agt   pat  result-goal  >                                                                                                    

              means 

    TALK       < talker                 > 

 

Syn             V             SUBJ  OBJ  ADJ/PP 

 

動結構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wipe 

Sem    CAUSE-BECOME   <  agt   pat  result-goal  >                                                                                                    

              means 

    WIPE       < wiper  wiped           > 

 

Syn             V            SUBJ  OBJ  ADJ/PP 

 圖 三-3 動結構式+ wipe（Goldberg, 1995） 

圖 三-4 動結構式+ talk（Goldberg,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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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及物（transitive）類構式的受事包含指派（selected
17）和非指派（unselected）

兩類，而非指派類還包括正常（normal）和假反身代詞（fake reflexive
18）。

所有的標準總結如(23)，而(24)－(27)為其應用實例。 

 a. RP = AP  vs.  RP = PP (23)

b. RP = property  vs.  RP = spatial configurationd 

c. Intransitive  vs.  transitive 

     i. Within transitive: selected  vs.  unseleted 

          (i) Within unselected: normal  vs.  fake reflexive  

 Herman hammered the metal flat.（RP = AP, property; transitive; selected） (24)

 Bill rolled out of the room.（RP = PP, spatial; intransitive） (25)

 They drank the pub dry. （RP = AP, property; transitive; unselected） (26)

 We yelled ourselves hoarse. （RP = AP, property; transitive; unselected; fake (27)

reflexive） 

除此之外，Goldberg & Jackendoff（2004）也不再使用方框及虛實線來

說明構式與動詞之間的關係，而是以「次事件」來說明。英語「動結構式」

的語義包含兩個各別的次事件，分別是動詞次事件（verbal subevent）與構

式次事件（constructional subevent），動詞次事件是由動詞所決定的，而構

式次事件是由構式所決定的。以(28)為例，動詞次事件是「Willy watered the 

plants」，而構式次事件是「Willy made the plants flat」。但例(28)句子的語

義並非僅是兩個次事件相加，其語義並不只是表示 Willy 做了「made the 

plants flat」和「watered them」兩件事，而是這兩個次事件是相關的，動詞

次事件「water the plants」是構式次事件的「方法（Manner）」。 

 句子：Willy watered the plants flat. (28)

語意：WILLY CAUSE [PLANTS BECOME FLAT] 

 方法：WILLY WATER PLANTS 

                                              
17

 The object is independently selected by the verb.（Goldberg & Jackendoff, 2004, p537） 
18

 The fake reflexive is a reflexive object that cannot alternate with other NPs. （Goldberg & 

Jackendoff, 2004, p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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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8)的句子分析中還可看出兩個次事件的論元分布，兩個次事件的施

事論元都是「Willy」，而受事論元都是「the plants」，而「flat」則是構式

次事件的「結果」。將(28)中各論元以代號表示，可轉寫為(29)，也就是使

役性質動結構式（Causative property resultative）。 

 

 使役性質動結構式（Causative property resultative） (29)

句法：NP1 V NP2 AP3 

語義：X1 CAUSE [Y2 BECOME Z3] 

   方法：[動詞次事件] 

 

Goldberg & Jackenoff（2004, p547）認為動詞論元和構式論元必須要遵

守 Full Argument Realization（FAR）:「為了達到 well-formedness 所有動詞

所指派的論元和所有構式所指派的論元必須同時實現在句法中，必要時分享

同一個句法位置。19」例如上例(28)，這個句子有兩個次事件。構式次事件

有三個論元，分別是：施事論元「Willy」；受事論元「the plants」和謂語

「flat」。而動詞次事件有兩個論元，分別是：施事論元「Willy」；受事論

元「the plants」。施事論元與受事論元是兩個次事件分享的。 

Goldberg ＆  Jackenoff（2004）將英語的動結構式以類似家族成員

（family resembles）的方式呈現，每一個次構式都有其獨立的語法及語義。

除了(29)的使役性質動結構式（Causative property resultative）之外，英語動

結構式還有以下三類： 

 非使役性質動結構式（Noncausative property resultative） (30)

句法：NP1 V AP/PP2 

語義：X1 BECOME Y2 

   方法：[動詞次事件] 

例句：The pond froze solid. 

                                              
19

 “All of the arguments obligatorily licensed by the verb and all of the syntactic arguments 

licensed by the construction must be simultaneously realized in the syntax, sharing syntactic 

positions if necessary in order to achieve well-formedness.” （Goldberg & Jackenoff, 2004, 

p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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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使役路徑動結構式（Noncausative path resultative） (31)

句法：NP1 V PP2 

語義：X1 GO Path2 

   方法：[動詞次事件] 

例句：The ball rolled down the hill. 

 

 使役路徑動結構式（Causative path resultative） (32)

句法： NP1 VNP2 PP3 

語義： X1 使 [Y2 走 Path3] 

   方法：[動詞次事件] 

例句：Bill rolled the ball down the hill. 

 

  漢語的動結構式 二、

動結式「VC」是動補結構兩個主要類別中的一類20，由表動作的動詞

加上表示結果、狀態的補語構成（趙琪，2008，2009）。另有學者稱之為「結

果複合動詞（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constructions）」，認為是由兩個動

詞結合而成，表一個致使事件和一個結果事件（Huang, 2008）。趙琪（2008，

2009）及 Huang（2008）兩位學者雖然對「VC」有不同的界定，但兩者的

研究內容主題相同，所提出的構式分類結果也類似，為方便起見，本文一律

以「動結構式」稱之。Huang（2008）分類動結構式的標準有二，一是構式

主語與動詞所指派之主語是否相同，二是結果語 C 的語義歸屬（semantic 

host），動結構式分為以下四類： 

 

  賓語指向（object-oriented）動結構式 (一)

賓語指向動結構式是動結構式中最常見的一種，其構式的主語與動詞邏

輯上的主語是相同的，而結果語的語義都指向賓語（Huang, 2008）。構式

標示如下： 

 

                                              
20

 另一類是動詞加上趨向補語的「動趨式」（趙琪，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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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結構：[ Subj  V   Comp  Obj] 

論元結構：〈AGT  ACT  RESULT  PAT〉 

構 式 義：X causes Z to become Y by Ving 

例句： 

 他擦乾了桌子。  (Huang，2008) (33)

 他吃壞了肚子。  (趙琪，2008) (34)

 他哭紅了眼睛。  (趙琪，2008) (35)

此動結構式的意思是：X 通過執行 V 動作，或是通過作用於 Z 或 Z 之

外實體的 V 動作，使 Z 變成 Y（趙琪，2009）。構式中，動詞可指派施事

（AGT）與構式的施事論元融合，但動詞不一定指派受事（PAT），受事論

元有時由構式單獨提供（趙琪，2008）。例如(33)的受事「桌子」是動詞指

派的，動詞所指派的受事與構式受事論元融合。但(34)的「肚子」並非可食

之物，不是「吃」的受事，「他」必定是「吃」了什麼不好的東西，使得「肚

子」不舒服「壞了」，「肚子」是單獨由構式所提供的受事。而(35)的動詞

「哭」非及物動詞，受事「眼睛」非動詞所指派，也是構式提供的，「眼睛」

是因為「哭」的動作而產生了「紅了」的變化。 

 

  主語指向（subject-oriented）動結構式 (二)

主語指向動結構式其構式的主語與動詞邏輯上的主語是相同的，但結果

語的語義指向主語，而非賓語（若有賓語的話）（Huang, 2008）。構式標

示如下： 

 

句法結構：[ Subj      V    Comp   (Obj)] 

論元結構：〈AGT-PAT  ACT  RESULT  THM〉 

構 式 義：X becomes Y by Ving 

例句：  

 他學會了日文。 （改自趙琪(2008)：他學會了兩首歌） (36)

 他跑累了。       (Huang，2008) (37)

 他醉倒了。    (Huang，2008)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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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動結構式的意思是：X 通過執行 V 動作，或通過執行作用於 Z 的 V

動作，X 變成 Y（趙琪，2009）。構式中，構式的主語同時是施事及受事。

例如(36)的賓語「日子」是動詞所指派的「目標」，結果語語義並非指向賓

語，而是指向主語「他」，「他」是「學」的施事以及「會」的「受事」。

而(37)和(38)雖然結果語「累」和「倒」，一個是狀態動詞，一個是變化動

詞，但主語「他」同樣同時是動詞的施事、結果語的受事。 

 

  準被動（pseudo-passive）動結構式 (三)

Goldberg & Jackendoff（2004）認為「The metal was hammered flat.」是

被動構式與動結構式組合的結果。而 Cheng & Huang（1994, 轉引自 Huang, 

2008）也認為就像是被動句，此類動結構式來自賓語指向動結構式，因此稱

之為「準被動動結構式」。 

準被動動結構式的兩個特徵是：主語並非動詞所指派的主語，而結果語

語義是指向主語的（Huang, 2008），構式標示如下： 

 

句法結構： [ Subj  V   Comp ] 

論元結構：〈PAT  ACT  RESULT〉 

構 式 義：X becomes Y by sb Ving 
 

例句： 

 桌子擦乾了。  (Huang，2008) (39)

 肚子吃壞了。  (趙琪，2008) (40)

 眼睛哭紅了。  (趙琪，2008) (41)

 

此類動結構式意思是通過某人執行 V 動作，或執行作用於 X 或 X 以外

實體的 V 動作，X 變成 Y。主語為受事論元，可能由動詞提供，或由構式

提供。例如(39) 的主語「桌子」是動詞「擦」指派的受事，但(40)和(41)的

主語「肚子」、「眼睛」並非動詞所指派的論元，完全是由構式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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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序致使（inverted causative）動結構式 (四)

逆序致使動結構式顛覆了我們認為主語必須是動詞所指派的論元的既

定印象，此構式的兩個特徵是：主語並非動詞所指派的主語，而結果語語義

是指向賓語的（Huang, 2008），構式標示如下： 

 

句法結構：[ Subj   V    Comp   Obj] 

論元結構：〈THM
21

  ACT  RESULT  PAT〉 

構 式 義：X causes Z to become Y by Z(~Z) Ving X 
 

例句： 

 這種藥會吃死人。  (Huang，2008) (42)

 這瓶酒醉倒了張三。  (Huang，2008) (43)

此類動結構式亦可稱為「倒置動結構式」（張翼，2009），意思是通過

Z或 Z以外(~Z)的實體執行作用於X的動作V，X使 Z變成Y（趙琪，2009）。

構式的主語可能是動詞指派的受事，但與構式的對象（THM）論元結合，

或由構式提供，而賓語則是由構式提供的受事，通常是動詞的施事。這一類

動結構式的能產性遠遠低於前兩類，是動結構式中的有標記構式。此類構式

不強調造成某種結果的方式（動詞），而是突顯了導致變化的原因。（趙琪，

2008，2009） 

例句(42)的動詞是及物的動作動詞，主語「這種藥」是動詞「吃」的受

事，而賓語「人」則是動詞「吃」的施事；而例句(43)的主語「這瓶酒」既

非動詞「醉」的論元，亦非結果語「倒」的論元，完全由構式提供。 

 

  由英漢「動結構式」推論「可能構式」的分類標準 三、

英語及漢語的動結構式的文獻回顧中，Goldberg & Jackendoff（2004）

描述英語「動結構式（Resultative Construction）」這個家庭中成員之間的異

                                              
21

 此處的 THM(theme)「主題」，趙琪（2008, 2009）是指動詞所指派的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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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時所依照的主要標準包括了結果語（RP）的形式是形容詞組（AP）還

是介詞組（PP），語義是表性質（property）亦或空間結構（spatial configuration），

以及動詞「V」的「及物性」，而漢語的動結構式研究並未包括動後成分為

趨向動詞的部分，其分類標準主要根據動後成分「C」的語義指向。 

第一個標準「結果語（resultative phrase）的形式是形容詞組（AP）還

是介詞組（PP）」並不適用於漢語的可能構式，因為動後成分「C」雖然成

員組成複雜，但一般來說都是動詞。 

第二個標準「語義是表性質（ property）亦或空間結構（ spatial 

configuration）」則可應用於漢語可能構式，雖然漢語的動後成分「C」可

表達的語義類型遠不只「性質」和「空間結構（即趨向義）」，但我們認為

將區分「趨向義」與「結果義22」仍是有必要的。因為部分表示趨向義的動

後成分所組成的可能式，在使用上高度依賴「語境」，才能保持其語義的完

整（請參考第四章第一節及第六節的說明），因此「C」表「趨向義」及「結

果義」的可能構式，不該畫分為同一個次類。        

第三個標準「動詞 V 的及物性」在漢語可能構式中也不適用。在英語

中，動詞「V」的「及物性」與其結果語（Resultative phrase, RP）的語義指

向有完全相對應的關係，也就是當動詞「V」為及物動詞時，其結果語的語

義必然指向該動詞的賓語，而當動詞「V」為不及物動詞時，其結果語的語

義必然指向該動詞的主語。例如(44)和(45)，當動詞「roll」為及物時，「out 

of the room」的語義指向「the ball」，如(44)，而當動詞「roll」為不及物時，

「out of the room」的語義指向「Bill」，如(45)。 

 Bill rolled the ball out of the room. (44)

 Bill rolled out of the room. (45)

但漢語卻沒有這種絕對的對應關係，例如例句(46)的動詞「吃」是及物

動詞，但動後成分「飽」的語義卻指向主語「他」。而例句(47)亦同，動詞

「聽」也是及物動詞，但是動後成分「懂」的語義也是指向主語。 

                                              
22包括所有時相、動作階段、客體與參照點關係（動助詞）等等廣義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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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飽飯了。 (46)

 他聽懂你的話了。 (47)

因此，在「可能構式」次類的分類標準上，相對於以動詞「V」的「及

物性」的分類，參考漢語動結構式的分類標準，動後成分「C」的語義指向

更為重要。不過除了「賓語指向」與「主語指向」之外應再增加「動詞指向」

一類。理由是因為前述的漢語動結構式，其研究對象只包括動後成分表狀態

改變的結果語，但劉月華等（2001）、Li & Thompson（1981）和陳怡靜（2004）

都提到，除了語義指向主語或賓語，表示其狀態改變的動後成分之外，還有

其他動後成分只「說明動作」，沒有「使動」意義，表達「動作的達成」和

「動作的狀態」，例如「到」。本文將這些描述動作的動後成分的語義指向

定為「動詞指向」。 

 

  由英漢「動結構式」推論「可能構式」的結構 四、

試著將 Goldberg（1995）與 Goldberg & Jackendoff（2004）對於英語動

結構式的分析方法套用在漢語可能構式上分析表達「目標達成可能性」的句

子，例如下例(48)－(50)。 

 他推不動那張桌子。 (48)

 他看不懂那本書。 (49)

 他找不到朋友。 (50)

(48)－(50)三個「可能構式」的句子，雖然也和英語動結構式相同，有

兩個可以名詞填充的論元，而且主語位都是「施事」，但不同之處是只有(48)

的賓語是經歷狀態變化的「受事」論元，而(49)和(50)都不是，可見表達「目

標達成可能性」的可能構式並非單一構式，而是類似 Goldberg & Jackendoff

（2004）所談英語動結構式，是一個構式「家庭」（參見第四章第七節）。 

此外，與 Goldberg（1995）的「結果－目標（result-goal）」論元在語

義上相對映的漢語結構是動後成分「C」。英語的「結果－目標」論元是形

容詞或介詞組，但漢語的動後成分「C」多數卻是「動詞」。除了(50)的「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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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已虛化之外，(48)的「動」是變化動詞，而(49)的「懂」是狀態動詞，

各自有其指派的論元。既然動後成分「C」也是帶論元結構的動詞，參考

Goldberg & Jackendoff（2004），可將例句(48)的可能構式語義拆分成三個

各別的次事件，分別是動詞次事件「他推桌子」、結果語次事件「桌子動」、

構式次事件「執某動作（動作次事件）無法達成某目標（結果語次事件）」。

因此將動後成分「C」視為由構式提供的論元似乎不甚合理，我們認為「可

能構式」應該是構式分別和動詞「V」及動後成分「C」的融合。 

再來，試著將漢語四類動結構式的第一個例句轉成可能式會出現以下結

果： 

 他擦乾了桌子。（賓語指向動結構式） (51)

→他擦不乾桌子。                   

 他學會了日文。（主語指向動結構式） (52)

→他學不會日文。 

 桌子擦乾了。（準被動動結構式） (53)

→桌子擦不乾。 

 這種藥會吃死人。（逆序致使動結構式） (54)

→這種藥吃不死人。 

在例(51)－(52)中，兩句轉換成可能式後，其句子語義分別表示施事者

無法達成「擦乾桌子」及「學會日文」的目標，而(53)則是描述桌子「擦不

乾」的性質， (54)則是描述這種藥具有「不會致人於死」的固有特性。 

對比漢語動結構式例句以及可能式例句(51)－(54)，我們可以推測表達

「目標達成可能性」的可能構式，其句法結構及論元結構相當類似賓語指向

動結構式或主語指向動結構式，而類似「中動結構」的可能構式則類似準被

動動結構式及逆序致使動結構式。 

但我們將四類動結構式中由構式單獨提供受事論元的例句轉成可能式

會出現以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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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壞了肚子。（賓語指向動結構式） (55)

→*他吃不壞肚子。                   

 他的肚子吃壞了。（準被動動結構式） (56)

→？他的肚子吃不壞。 

從例句(55)可看出「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應該不存在由構式單獨提供的

受事論元，這可能是因為當構式單獨提供論元時，就表示結果並不在預料之

中，也就是說這樣的結果並非「目標」，與「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語義是

相衝突的。而(56)或許在真實語言中不容易見到，但它可以是「中動可能構

式」形容「他的肚子」是「鐡胃」，是「吃不壞」的。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

以看到若要談可能式「V 得／不 C」的實現條件，不能不考慮它是屬於哪一

種構式。而我們在前面第二章第二節回顧有關可能式實現條件的文獻時，先

行研究彼此之間缺乏共識、相互矛盾的原因就是因為沒有注意到不同的「可

能構式」表達的語義不同，因此其選擇限制，或說實現條件也就不同。 

 

  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理論 第三節

（The Usage-Based Theories of Language） 

構式語法與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觀關係密切，構式語法許多基本假設都

建立在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觀之上，而以使用為基礎的理論也認同構式語法，

認為構式就是內部成分可變動的語塊（chunk），是一套神經傳導程序

（neuromotor routines），是經由練習而形成的語言單位（Bybee，2002）。

因此本文將在此節簡介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理論，說明其與對語言學習的看

法及影響。 

 

  以使用為基礎語言理論的基本假設 一、

Barlow & Kemmer（2000）指出所有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理論都具有以

下的共同特徵與基本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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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言結構基於語言使用。 

2. 強調頻率的重要性。 

3. 理解和產出趨動內在語言系統的形成。 

4. 聚焦於學習與經驗對於語言學習的重要性。 

5. 內在的語言表徵是生成的，而非原本就存在的。 

6. 在理論建構方面非常重視實際語言資料 

7. 認為語言的多元性與變異性都與使用有密切關係。 

8. 語言系統和非語言認知系統的運作是相同的。 

9. 語言系統的運作上情境扮演重要的角色。 

總的來說，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理論不認同語言是一套既存的系統運作

的結果，而認為語言與其他非語言行為的認知運作是相同的。以使用為基礎

的語言理論認為語法來自體驗和使用，把語法視為個人語言經驗的認知組織

(cognitive organization)（Bybee, 2006），語言使用者會分類並組織所經驗的

語言，建立一個連結語音、語義和語用的網路，而語言使用頻率對這個網絡

的建立起重要作用（Bybee, 2008），因此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理論非常重

視真實語料的研究。 

頻率可分為「條目頻率（token frequency）」和「類型頻率（type frequency）」。

條目頻率是指一個語言單位出現的次數，例如「的」在某篇文章中出現 30

次，其條目頻率就是 30。而類型頻率指的是某一語言形式（pattern）中有多

少不同的條目（items），例如文章中出現 3 種形式為「～化」的詞，分別

是「自動化」2 次，「美化」1次，「綠化」5次。「～化」類型頻率就是 3，

而條目頻率則是 8。 

「條目頻率」的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保存效應（conserving effect），

例如高頻使用的不規則過去式 kept, slept 並未規則化為 keeped, sleeped，保

存了下來；二是自動效應（autonomy），即高頻率使得序列自動化，如兒童

習得 gimme是整體習得的，不知它是 give + me構成。三是刪減效應（reducing 

effect），即重複導致成分重疊和刪減，如 I am going to 讀成[aimən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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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類型頻率」則決定結構的能產性。當一個結構容許大量不同的成員

進入時，通常也就比較容易接受新成員，不過這個新成員必須具備與其他可

進入的成員類似的特質。例如「～族」，在現代漢語中只要是某群人具有相

同的特性或生活方式都適用，因此像某些外來語或新概念就很容易被吸收進

來產生新詞，如「頂客族」、「御宅族」、「低頭族」等等。 

 

  以使用為基礎語言理論與語言學習 二、

以使用為中心的觀點認為認為語言與其他非語言行為的認知運作相同，

其學習過程也相同，語法知識其實就是一種自動化行為（automatized 

behavior），是經由長時間的練習而形成的語塊（chunk），而且很難分解，

大部分的母語者甚至對其組成為何毫無意識。而這些「語塊」就是構式語法

所說的「構式」。 

Casenhiser & Glodberg（2005） 發現對於學習一個具能產性的構式，條

目頻率與類型頻率都很重要，他們教一群 5-7歲，英語為母語的孩子一個新

的構式和五個可用在這個構式中的新動詞。一組孩子接受的刺激強調類型頻

率，三個新動詞出現兩次，而另外兩個只出現一次，而另一組孩子則是一個

新動詞出現四次，另外四個則只出現一次。他們發現後面這一組的孩子學得

比較好。Casenhiser & Glodberg 指出這是語言經驗表徵化的特性，一個類別

中的高頻成員會被視為典型。因此讓學習者接觸大量不同的例子十分重要，

但提高其典型用法的出現頻率，使學習者熟悉該結構也非常重要。 

這個實驗還可看出孩子的學習模式和大人的語言使用模式都與認知分

類過程（categorization）有關。一個語言結構在環境中，頻率高的成員成為

其語義中心，這些成員較易習得，語義較廣，也較易由記憶中提取。孩子學

習時，高頻接觸讓他們建立一個具中心義的語言結構概念，而當大人使用語

言時，語義適用泛圍較廣的，較易提取的，就較常使用（Bybee, 2008）。 

以使用為中心的觀點來看二語習得，Bybee（2008）認為，二語學習者

很難接觸到與母語者相同的語言環境，不過在自然情境中高頻語料通常在語

言學習材料中也會高頻出現，但接觸低頻的語料就較為困難，因此要確保他

們能接觸到足夠的實例，而語言實例的呈現要盡可能地類似自然語言。語言

http://zh.wikipedia.org/zh-hant/%E5%BE%A1%E5%AE%85%E6%97%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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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構式成千上萬，且其組成很可能是約定俗成的，因此選擇用來教給學生

的構式應取決於他們在篇章中的自然分佈，出現頻率高的應儘早教給學生。 

此外，因為以使用為中心的觀點認為認為語言與其他非語言行為的認知

運作相同，其學習過程也相同，並非在二語學習上特別不利。為讓二語學習

者有效率的學習，應該盡早高頻地呈現一個構式的中心成員，並建立其相關

延伸。但必須特別注意的是「石化（fossilization）」現象，當學習者不斷重

複使用一個錯誤的模組，當其自動化之後，就很難改正了（Bybee, 2008）。 

 

  研究方法 第四節

本研究以 Goldberg (1995, 2006)所提出之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為分析架構，主要是通過文獻回顧推論可能構式的類型、語義及

結構，配合實際語料分析驗證或修正推論結果。再透過類型頻率的統計，了

解各構式的能產性，確定其中心語義與多義連結。最後根據鄧守信（2009）

的教學語法提出教學建議。 

 

  語料來源與處理 一、

語料來源主要為「中研院平衡語料庫」（Sinica Corpus）。從語料庫中

搜尋單音節及雙音節，特徵為「述補結構的補語（vrr）」的語料，語料庫

會篩選出所有形式為「V__C」的語料，如(57)，共 3900 筆。去除形式非「V

得／不 C」的語料，如(58)，或是形式為「V 得／不 C」，但可分解成更小

的語義單位，不具可能義者，如(59)。剩下即為本文的主要語料分析內容。 

 在魔幻主義的框框下，再也寫不出新的作品來。 (57)

 她之後便用報紙將彼此隔了開來。 (58)

 三分鐘的通話時限內講不到幾句話，….  (59)

真實的語料必來自篇章之中，因此句型結構並不單純，例如下例(60)，

必須先將其簡化為(61)，再去除與論元結構無關的修飾語，並還原因「連」

而移位的論元，成為單純的句子，例如(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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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音鄉公所每年發給垃圾場附近居民十罐殺蟲劑，一位八十多歲老先生 昨(60)

天指責公所發的殺蟲劑連蚊子都殺不死，要求將款項撥下，由村辦公處自

行購買，公所從善如流，並將為住戶裝設紗窗紗門。 

 公所發的殺蟲劑連蚊子都殺不死。 (61)

 殺蟲劑殺不死蚊子。 (62)

此外，當論元為零代詞所取代時，簡化句子的過程中必須將其還原，例

如(63)，「爭取不到」的施事主語為零代詞，回指「有一位女士」，因此此

句簡化時不但必須還原主題化的賓語，還必須還原主語，成為(64)。 

 有一位女士為了她的婚姻與子女掙扎著，非常痛苦。她對於不負責任 的丈(63)

夫已經絕望，決心離婚，又怕子女的監護權爭取不到，所以陷入嚴重的矛

盾與痛苦，每天活在怨憎裡，又處於愛別離的威脅。她已經坐困愁城，無

法可想了。 

 有一位女士爭取不到監護權 (64)

 

  語料分類依據與步驟 二、

處理語料時，我們先把所有語料中屬於「習語（idiom）」的部分劃分

出來，本文採用 Fillmore et al.（1998）的定義，「實質習語（filled idiom）」

是其詞彙是完全固定的，不可替換；而「形式習語（partially filled idiom）」

的部分內容是可以替換的。例如「來不及」、「對不起」為「實質習語」，

而(65)中的「V 得／不 起」、(66)中的「V 得／不 下」以及(67)中的「V

得／不 下去」則是「形式習語」。 

 他買不起車。 (65)

 他的車坐得下五個人。 (66)

 我真的讀不下去了。 (67)

將習語分出後，再將其他的語料先依其語義分為表達「目標達成的可能

性」和表達「影響動作結果的固有特性」（即「中動語義」）兩類，例如(68)

「爭取到監護權」是目標，但無法達成，屬於「目標達成的可能性」，而(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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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不死蚊子」是形容「殺蟲劑」沒有效，屬於「影響動作結果的固有特性」。 

 有一位女士爭取不到監護權。（重引例句(64)） (68)

 殺蟲劑殺不死蚊子。（重引例句(62)） (69)

接著再依其動後成分「C」為「結果義」亦或「趨向義」分為兩類。例

如(70)中「聽得懂」的「懂」並非趨向動詞，屬於「結果義」。另外再看(71)

和(72)的「起來」雖然都是趨向動詞，但(71)中的所表達的是「起來」的原

本的上升之意，未虛化，屬「趨向義」，而(72)中的已虛化成表示客體顯露

之意，屬「結果義」。 

 我聽得懂她的意思，卻不同意她的理由！（結果義） (70)

 好累、好累，好疲倦，連飛都快飛不起來了，…（趨向義） (71)

 李元禮左看右看，就是想不起這個孩子是那個老朋友的兒子。（結果義） (72)

最後針對「C 的語義指向」進行分類。「C」的語義指向分為「賓語指

向」、「主語指向」、「動詞指向」三類，例如(69)的結果語「死」是指向

「殺」的賓語「蚊子」，標為「賓語指向」；(68)的結果語「到」是描述達

到動作目標，語義指向「動詞」，標為「動詞指向」，而(70)的結果語「懂」

是指向主語「我」，標為「主語指向」。 

 

  論元結構的界定 三、

分類及標注完成後，根據語料及構式語法，並參考漢語動結可能構式界

定出可能構式的句法結構及論元結構，例如賓語指向動結構式如下A.所示，

因此推測賓語指向可能構式的結構應如 B.所示，再透過檢視真實語料，進

行調整，進而探究各類構式的選擇限制。相關詳細討論請見本章第三節。 

 

A. 

句法結構：[ Subj  V   Comp  Obj] 

論元結構：〈AGT  ACT  RESULT  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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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Comp  Obj] 

論元結構：〈AGT  ACT      RESULT  PAT〉 

以構式語法分析可能構式，在談論構式的結構時，則必須對其論元角色

加以說明。而討論構式的選擇限制時，必會談到動詞的性質，釐清哪一類的

動詞可進入構式。因此，本文在此先將分析時所採用的動詞分類理論與論元

角色定義說明如下： 

 

  動詞分類 (一)

本文採用 Teng（1974）的動詞分類，他將動詞分為「動作動詞（action 

verb）」、「狀態動詞（state verb）」、「變化動詞（process berb）」三類，

其定義分別如下所示： 

 

i. 動作動詞（action verb） 

動作動詞是動作者（施事者）有意識、自主地進行的動作，大部分為身

體活動，但也包括心智活動，可能是及物或是不及物，例如：賣、吃、哭、

考慮、學、背等。動作動詞具動態性（dynamic），可與表「完成」的「了」

及表「進行」的「在」同現，可以「不」及「沒」否定。 

 

ii. 狀態動詞（state verb） 

狀態動詞描述性質及狀態，狀態動詞的主語（受事）對於該性質或狀態

沒有控制權。一個人能決定去「學」一個語言，但無法決定去「會」一個語

言。「會」一個語言是一種狀態，是學習的結果。和動作動詞相同，狀態動

詞也可能是及物，像「喜歡」；或是不及物，例如「貴」。其如「高、愛、

知道、會、有、是」等都是狀態動詞。狀態動詞是靜態的，不可與表「完成」

的「了」及表「進行」的「在」同現，只能以「不」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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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變化動詞（process verb） 

變化動詞描述狀態與狀態之間的變化，例如變化動詞「死」指的是由有

生命到無生命的狀態變化。變化動詞同樣可能是及物，如「破了一個洞」，

或是不及物，如「沉」。變化動詞同時具有瞬間的動態性與變化發生後的靜

態性，所以與動作動詞相同，可與表「完成」的「了」共現，但與狀態動詞

相同，無法與表「進行」的「在」同現。其他常見的變化動詞還有：死、破、

沉、走（離開之意）、病、醒等等。 

 

  論元角色定義 (二)

在語言學界，對於論元角色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和定義，本文在此

僅介紹本研究所採用的定義，並將之與目前學術界最普遍的定義做一簡單比

較。本文主要採用 Teng（1975）的看法，對於漢語論元角色的定義如下： 

 

i. 施事（Agent） 

「施事」為有意識地進行活動者，動作引發者，具自主性，在句中通常

位於「主語」的位置，動作動詞無論及物與否，都規定帶「施事」。（Teng, 

1975；Saeed, 2009） 

 

ii. 受事（Patient） 

「受事」定義為非意願的受影響者，可能是及物動作動詞的賓語，經歷

了狀態的改變，如(73)中的「雞」。Teng（1975）認為狀態動詞及變化動詞

無論及物與否，都必須帶「受事」，在句中通常位於「主語」的位置，例如

(74)和(75)狀態動詞「愛」、「高」的主語「小明」、「那棵樹」，以及(76)

中變化動詞「死」的主語「狗」。 

 媽媽殺了一隻雞。 (73)

 小明很愛他哥哥。 (74)

 那棵樹很高 (75)

 狗死了。 (76)



漢語可能構式「V 得／不 C」之探究及其教學應用 

 

 64 

語義學者一般也將伴隨著狀態改變的動作結果接受者定義為「受事」，

但將有意識無而無自主性的狀態動詞及變化動詞的主語定為「經驗者

（experiencer）」（Saeed, 2009）。而其他無意識也無自主性的主語，一般

定義為「客體（theme）」。 

 

iii. 目標（recipient） 

「目標」說明動詞性質的終端點，也就是動詞的承受者，不經歷狀態改

變，因而不出現在把字句中。帶「目標」的動作動詞與帶「受事」的動作動

詞最大的不同是後者可以進入把字句，如(77)，而前者則不行，如(78)。（Teng, 

1975） 

  張三把李四殺了。      (殺帶「受事」) (77)

 *張三把李四打了。      (打帶「目標」) (78)

帶「目標」論元的動作動詞通常都可接「到」，「到」有目標標記的功

能，是「成功」標記，可與「好不容易」連用，如(79)。但當「到」與「受

事」同現，它表示「意外」，可與「不小心」連用，例如(80)。（Teng, 1975） 

 他好不容易才找到書。 (79)

 他不小心他割到手指。 (80)

 

iv. 客體（theme）:被動作移動，或位置被說明者（Saeed, 2009）。如：球飛

出去了。 

 

v. 處所（locative）:即位置、方位。如：他在餐廳吃飯。 

 

vi. 工具（instrument） 如：他用洗衣機洗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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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料統計 四、

在語料統計方面，若「可能構式」有次分類，根據 Barlow & Kemmer 

（2000）及 Bybee（2006）以使用為基礎的觀點（the usage-based view of 

frequency），透過類型頻率（type frequency）的統計以決定構式的中心語義，

並據此推定各類可能構式的中心語義及其多義連接。我們打算統計各次分類

的「結果語類型頻率」、「可能式的類型頻率」，假設可進入某一次分類的

結果語有「見」、「到」兩個，「見」與動詞的組合有「看得／不見」及「聽

得／不見」兩種，而「到」與動詞的組合有 10 種，則該可能構式次分類的

「結果語類型頻率」為 2，而「可能式的類型頻率」為 12。統計出各次分類

的頻率後，類型頻率高者表示其能產性高（Goldberg, 1995），為構式原型

（prototype），定為中心語義。 

由平衡語料庫中，共取得單音節及雙音節標示為「vrr」的語料共 3900

筆，刪除了非可能式及重複的語料，一共得到可能式語料 3273 筆；一共出

現 64 種動後成分，出現比率最高的前三名分別是：「到 33.6%、出（包括

出去、出來）15.5%、住 5%」（所有動後成分的出現頻率與所佔百分比請

見附錄一）。 

3273 筆語料中，「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有 2463 筆，佔 75% ；「中動

可能構式」有 379 筆，佔 11%；「存現可能構式」有 133 筆，佔 4%；另外

其他習語有 303 筆，佔 9%。 

與先行研究（劉月華，1989；石毓智，1992）結果一致，全部 3273 筆

語料中，否定與肯定出現的比率差異非常大，否定為 2738 筆，佔 84%，肯

定則只有 535 筆，佔 16%。若將不同可能構式分開統計（請見下表），發

現「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否定與肯定所佔比率分別為 83%和 17%，與全部

語料的統計結果差不多；而「中動可能構式」也差不多，為 84%，而肯定

稍低，為 16%。但大體來說不同的「可能構式」否定與肯定的比例都大約

是 5：1，並未出現明顯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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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2 各類可能構式肯定與否定之統計 

 否定可能式 肯定可能式 全部可能式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2083（83%） 431（17%） 2514 

中動可能構式 435（85%） 77（15%） 512 

其他習語 220 27 247 

總數 2738（84%） 535（16%） 3273 

 

雖然不同的可能構式差異不大，但我們在語料的統計中卻發現不同的動

後成分，差異就十分明顯。若統計語料 30 筆23以上的動後成分，否定佔比

最高的是「掉」和「清」，都有 98%，此外「來、清楚、好、完、過、著」

等動後成分，否定可能式也都佔該動後成分 90%以上。而「懂」和「見」

則是否定語料佔比例最低的兩個動後成分，「懂」的否定可能式只有 68%，

而「見」則是 74%（請見附錄二）。 

  

 教學建議 五、

最後根據對可能構式的研究結果，以鄧守信（2009）的教學語法為原則，

分析目前教科書對於可能構式的呈現、說明以及教學排序，討論現有教科書

中的說明及解釋是否能夠幫助學生充分了解可能構式，並進一步提出改善建

議。預定分析的教科書為目前市面上使用最為廣泛的教材：實用視聽華語、

遠東生活華語以及中文聽說讀寫。另外在教學建議方面，本文將參考各可能

構式的頻率、難度以及與其他語法點的結構依存性，提出教學排序的建議，

並由功能、結構、用法三方面對於可能構式的說明提供建議。 

 

 

                                              
23
 因語料若過少在統計上容易出現極端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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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漢語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本章主要是透過文獻探討、語料分析與實際語料歸納所得之表示「目標

達成的可能性」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而另一個主要功能為「描述性質」

的「中動可能構式」則在第五章討論。本章第一節先細談各層次的可能構式，

說明本論文第四章及第五章探討的重點；第二節由語料庫中的語料論證可能

構式的存在；接著由第三節開始到第七節分別討論在語料中佔 75%的「目

標達成可能構式」，第三節討論其結構；第四節討論其選擇限制；第五節及

第六節則依其動後成分表「結果義」或「趨向義」分別介紹「目標達成可能

構式」的次分類。最後於第七節透過語料統計找出「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

中心語義，並呈現其多義連結的關係。 

  

  各層次的可能構式 第一節

Goldberg（2003, p219）提到廣義的構式存在於語言的各個層面，從最

低的語言單位「詞素」到帶有篇章功能的「句型」，只要它的形式或功能之

中有某部分是無法由其組成或由其他已知的構式預測，都可稱為「構式」。

動後成分的可能式「V 得／不 C」相關的結構中，具不可預測性而可視為構

式的結構，從完全固定的「習語」到篇章層次的「語義框架」都有，如下表： 

表 四-1 漢語各層次的可能構式類別 

層次 例子 

短語 V 得／不 C （連接動詞與結果表可能義） 

習語 Idiom 搞不好、看不上、來不及、摸不著頭腦…等等。 

習語 Idiom（partially filled） V 得／不起（表主觀上能否負擔） 

V 得／不下（表能否容納） 

句型24 Subj  V 得／不 C （Obj）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中動可能構式 

篇章 （原因、企望等語境）＋目標達成補語可能構式 

（如例句(8)） 

                                              
24「句型」在構式層面的介定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直接將整個句式視為構式（例如：“V

來 V 去”，參見張群，2007），另一種是探究論元與構式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文所指為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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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後成分可能式「V 得／不 C」本身即為一動詞短語層次的構式，連接

動詞與其結果，帶有可能語義，其可能義來自整個結構，無法由其組成成分

解釋。為避免混淆，我們暫不以「構式」名之，還是稱它為「可能式」，是

其他可能構式的子部分連接，其他不管是習語層次亦或句型層次的可能構式，

都包含帶可能義的「V 得／不 C」。 

漢語中有一部分的「可能式」已成為固定的「習語（idiom）」，例如

「說不定」、「搞不好」，如例(1)－(2)： 

 他說不定不會來了。 (1)

 他搞不好不會來了。 (2)

 他大概不會來了。 (3)

例(1)中的「說不定」和(2)的「搞不好」，其用法與「應該、大概」等

副詞(3)相同，已虛化為表示可能性的「副詞」，句法功能與其他充任句子

主要動詞的「可能式」不同。在語義上表示「對情況的推測」，與其組成成

分「搞」、「好」、「說」、「定」亦無直接關聯。因此「搞不好」、「說

不定」可視為「習語」層次中一個獨立的構式。其他類似的例子不少，例如：

「對不起」為道歉用語；「看不上」表示不中意；「來不及」也已虛化成「副

詞」，表示無法及時做某事，例(4)；「沾不上邊」表示無關，例(5)。這個

部分的習語可能構式本文將不多加著墨。 

 我今天來不及去買書。 (4)

 他和政治根本沾不上邊。 (5)

除了完全固定的「習語」（idiom）層次的構式之外，也有主要動詞部

分可以代換的「習語」（partially filled idiom）層次的構式。例如表示「能否

負擔」的「V 得／不 起」，例(6)。和表示某個空間「能否容納」的「V 得

／不 下」，例(7)： 

 a. 很多家庭付不起私立大學的學費。 (6)

b. *很多家庭付起了私立大學的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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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這輛車坐得下五個人。 (7)

b. *這輛車坐下了五個人。 

從(6b)和(7b)可知這兩個結構沒有相對應的「動結」結構。有學者以「起」

和「下」的多義性來解釋這兩個結構的語義。「起」表示「主觀上是否有承

受」（劉月華，1998）；「下」表示「有地方容納」（朱德熙，1982，p138）。

而陳茵珮（2011）雖然有較為不同的看法，認為「下」並非實際上具有容納

的基本語義，而是「高度代容量」的轉喻引伸意義，但仍無法解釋這個語義

對於「可能式」的高度依存性。不管是「起」的「主觀上是否有承受」或是

「下」的「有地方容納」都只出現在「可能式」這樣的結構中，無法使用於

其他語境，因此我們認為將這兩個結構直接視為一個形式與語義相結合的構

式更合理，也較為貼近一般的語言使用經驗。我們認為這兩個結構是第二章

第三節所談到表達「中動語義」的可能構式－「中動可能構式」的「實例連

接」，我們將在第五章中動可能構式部分再做進一步的討論。 

除了習語層次的「可能構式」之外，可能構式與篇章結構之間亦有互動

關係，張旺熹（1999）指出：「V 不 C」結構的前段或後段，或有對「企望

義」進行表述的語句，或有對其「原因」進行表述的語句，有的甚至兩重意

義同現。也就是說「V 不 C」所出現的典型語言環境是由「企望＋原因」所

構成的語義框架25。 

雖然對於大部分的「可能式」來說，典型語境的使用與否並無強制性，

但部分「可能式」的使用，卻高度依賴其語境。例如由複合趨向動詞「進來、

出去、起來…」等所組成的可能式，就常出現這種情形。請看以下例句(8)。 

 小李的勁兒小，想搶小張手裡的那封信，可是搶不過來。（劉） (8)

例句(8)中的可能式「搶不過來」在單句層次，只能容納一個施事論元，

我們可將「搶不過來」以零代詞呈現的主語還原成為「…，可是小李搶不過

來。」，但是小李想搶的目標物「那封信」就無法像主語一樣還原放進單句

中。也就是說在單句層次的句子結構沒有賓語的位置，但「搶不過來」必須

                                              
25張旺熹（1999）所談的「語義框架」指的是前後文所組成的「篇章語境」，而非一般語

言學中所談的「句式框架（semantic f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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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的論元卻有「施事」以及「目標」兩個論元，因此為了表達在單句層次

無法完整表達的論元，其使用必須在更大篇幅的語境中。有關「可能構式」

論元不足的現象及其與語境的關係，我們將在第六節詳細討論。 

而本章最主要要討論的是句子層次的「可能構式」。由第二章的文獻探

討可知「可能式」（V 得／不 C）使用在句子中時，整個句子所帶之「企

望義」、「目標達成義」並不存在於 「可能式」（V 得／不 C）的結構中，

因此「革命群眾離不開共產黨」這個句子才會有歧義出現。從以下的第一節

我們將先對於句子層次的「可能構式」存在的理據進行討論。 

 

  可能構式存在的理據 第二節

以下，我們將從「避免動後成分 C 的多義」與「避免可能式「V 得/不

C」的多義」兩方面來證明「可能構式」的存在。 

 

  避免動後成分「C」的多義 一、

陳宜靜（2004）談到構成「可能式」的動後成分為「時相（phase）」、

「動助詞（verb particle）」以及「結果語（resultative）」三類，而其中的

「結果語」可再依語義分成(I)動作的達成、(II)動作的狀態、(III)施事者的變

化、(IV)受事者的變化26四類，但是我們從實際的語料分析中發現，並非所

有動後成分「C」都可以單就詞彙義來分類；有些動後成分的語義，必須另

外配合動詞「V」的語義，甚至是整句，才能較確定其語義，例如(9)－(11)

中的補語「好 2」： 

 剛開始他進故宮做研究，雖然做不好但興趣很濃。  （平衡語料庫） (9)

 ……，違背良心說話，夜裡就睡不好覺。      （平衡語料庫） (10)

 …忽然長了人面瘡在膝上，遍找名醫都醫不好。   （平衡語料庫） (11)

                                              
26

 第(III)項即為本文之「主語指向」，而第(IV)分類等同於本文所謂的「賓語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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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的「好 2」，指的是對動作完成後所產生的結果的評價，屬於「動

作的達成」，但(10)中的「好 2」指的是「睡」這個動作的品質，屬於「動

作狀態」，而(11)中的「好 2」則是指「病」經過「醫」的動作而消失，或

是「身體」經過「醫」的動作而變好，屬於「受事者的變化」。動後成分「好

2」兼「動作的達成」、「動作的狀態」、「受事者的變化」三類。 

另一個例子為補語「清」、「清楚」可兼任「動作的狀態」與「施事者

的變化」，例如(12)的「清」指的是「看」的動作狀態模糊不清楚，是「動

作的狀態」。但(13)中的「清楚」則是指施事者不明白、不懂的意思，是「施

事者的變化」。 

 我看不清她的眼睛，但我有一種預感，她有話要對….   （平衡語料庫） (12)

 這到底算扒還是算搶？我都搞不清楚了。       （平衡語料庫） (13)

而補語「高、遠」則可兼任「施事者的變化」、「受事者的變化」兩類。

例如(14)的「高」和「遠」指的都是施事者，屬於「施事者的變化」，但在

(15)中指的是受事「新球」，屬於「受事者的變化」。 

 … ，壓得子女喘不過氣，抬不起頭，跳不高，也飛不遠，（平衡語料庫） (14)

 球員都說這種新球打不高也打不遠，所以最近全壘打才會這麼少。 (15)

若將動後成分「好 2、清楚、清、高、遠」等的語義指向視為其語義的

一部分，則這些動後成分都是多義詞，但這實屬武斷(arbitrary)，缺乏認知

理據。我們認為動後成分的語義指向，是當其進入可能構式時，因所進入的

構式不同，而產生了不同的語義指向，而非其本身的語義。因此，若從構式

語法的觀點出發，我們可將上述之不同的語義指向來源歸於不同語義指向的

「目標達成補語可能構式」。這樣的解釋將更符合人類認知。 

 

  避免可能式「V 得／不 C」的多義 二、

在文獻探討的部分（參見第二章），我們已經提過「革命群眾離不開共

產黨」這個句子中的「離不開」為歧義句；此句可闡釋為「想離開卻無法達

成」，也可表示「兩者的關係如魚和水般無法分割」，而「可能構式」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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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解釋這種歧義比較客觀合理的方法。在語料庫的實際語料中我們也找到

不少類似的例子： 

 人牆太厚，看不見大字報寫的是什麼，…       （平衡語料庫） (16)

 湖邊還有許多人在釣魚，湖面上卻看不見任何垃圾，表示這裡的人很愛乾(17)

淨。                   （平衡語料庫） 

 小時候因為人小吃不完一碗麵，還被陳老闆兇了一下，…（平衡語料庫） (18)

 雞肉、鴨肉、牛肉一大堆尚且吃不完，何必還要再去吃野生動物呢？（平(19)

衡語料庫） 

例句(16)意指「想看大字報但卻做不到」，但(17)的意思是「湖面上沒

有垃圾」，不能解釋為「？想看見垃圾卻做不到」。(18)可以解釋成「試著

吃完一碗麵卻失敗」，但(19)指的是雞肉、鴨肉、牛肉還有很多，在本句中

並沒有「？試圖吃完」之意。 

回溯先前研究張旺熹（1999）認為典型的「V 不 C」，同時表達「企望

義」和「可能義」，「V 不 C」結構實現的條件是「V」必須具有自主性，

而「C」必須具有「目標性」。而當「V」和「C」不同時具有自主性及目

標性，其語義發生偏向時，會變成只具有對性質狀態進行描述的意義，也就

是只表「可能義」。但是，在上面的例子中，(16)與(17)的「看不見」及(18)

與(19)的「吃不完」是完全相同的形式，「看」和「吃」的確是具有自主性

的動作動詞，但光看補語「見」和「完」我們卻無法判斷它們是否具有「目

標性」。因此，以「V」和「C」是否同時具有自主性及目標性來解釋(16)

－(19)中可能式的歧義並不合理。「可能構式」的存在可解釋以上的歧義，

亦即「看不見」以及「吃不完」是因為進入了不同的「可能構式」，進而產

生句義上的差異。 

接下來我們將從第三節到第七節分別討論「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結構、

選擇限制、次分類、中心語義及其多義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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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結構 第三節

參考先行研究（趙琪，2008，2009；Huang，2008）所提出之動結構式

的結構，及語料的分析，將「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句法結構及論元結構定

義如下：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C   （Obj）] 

論元結構：〈 AGT ACT     RESULT  (ARG)〉 

 

無論進入構式的 V 與 C 的組合為何，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可由名詞填充

的位置最多只有兩個，其中一個必為施事論元，在句法中實現為主語。而賓

語位置的論元結構則與進入構式的「V」和「C」有關，例如(20) 的動後成

分「動」表結果義，語義指向賓語，賓語「車子」就是「受事」論元；而例

句(21)的動後成分「出」表趨向義，賓語「迷宮」為「處所」論元；例句(22)

動後成分為表趨向義的複合趨向動詞時，在句法結構上則不允許賓語存在。

請細請見本章第五節及第六節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次類。 

 哥哥推不動車子。 (20)

 他走不出迷宮。 (21)

 他站不起來。 (22)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動結構式」在論元角色上最大的差異就是，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不單獨提供論元，但動結構式可以。這也是部分動結

結構無法轉成「可能式」之原因，請看以下例句： 

 他吃壞了肚子。 (23)

 他哭紅了眼睛。 (24)

 我吃不完一碗飯。 (25)

 他聽不懂日本話。 (26)

例句(23)是「賓語指向動結構式」的例句，句中的賓語「肚子」並非動

詞「吃」所指派，而是完全由構式提供；例句(24) 中的動詞「哭」並非及

物動詞，賓語「眼睛」也是由構式提供。而由構式所提供的賓語論元多屬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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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結果，如例「眼睛」(23)、「肚子」(24)所示，則不能進入「目標達

成可能構式」。在筆者所搜尋的語料庫中，所有表達目標達成可能性的語料，

若有賓語，必為動詞所指派，無法由構式單獨提供，例如(25)的「一碗飯」

是動詞「吃」的受事論元（patient），而(26) 的「日本話」為動詞「聽」的

目標論元（recipient），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中的論元結構與其動詞的論元結

構必須完全相同。為什麼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在論元結構上有這樣的選擇限制

呢？我們認為這與其構式語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本論文將在下一節「目

標達成可能構式的選擇限制」中對此進行進一步討論。 

語料中所有表「目標達成的可能性」的句子絕大多數都符合以上的討論，

但仍有兩個較為特殊的句法結構，一個是「V 得／不 C+Obj+來／去」，另

一個是「V 得／不 C +來／去+Obj」，這兩個結構是否為「構式」，分別討

論如下： 

 

  V 得／不 C+Obj+來／去 一、

除了「出」以外，極少數表示趨向語義的趨向動詞，可進入「V 得／不

C+Obj+來／去」這個結構，且多與肢體動作有關，例如「抬不起頭來」、

「彎不下腰去」、「轉不過身來」等等，用法十分固定，幾無能產性，我們

一般不說「？抬不起桌子來」或「？轉不過車子去」，因此本文以習語視之。 

只有「Subj V 得／不 出 Obj 來」較具能產性，在由平衡語料庫所收

集的語料當中，出現 9個動詞搭配，一共 32筆。其中有近半數 17筆是「說

不出話來」而其他 15 筆，其動詞與賓語都有「產出方法」與「產出物」的

關係，而且賓語通常是簡短的泛指名詞，如例句(27)－(28)。 

 甘茂回到家裡，想了又想，實在想不出辦法來，… （平衡） (27)

 一筆在手，心有旁騖，哪裡還寫得出東西來？（平衡） (28)

例句(27)中的「想」是產出「辦法」的方法，而「辦法」是「想」的產

出物，(28)中的「寫」和「東西」的關係亦同。 

總的來說，「V 得／不 C+Obj+來／去」並不是一個一般性的構式，它

的能產性僅見於「出來」為動後成分時，且其賓語必須為動詞的「產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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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麗，陳克健，黃居仁（2000）將這種論元角色定為「漸生題旨」（incremental 

theme﹙ITHM﹚）。因此本文將「Subj V 得／不 出 Obj 來」更名為「漸

生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為「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一個實例連接，

其結構、語義定義我們將在第六節的「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部分再

繼續做進一步的討論。 

 

  V 得／不 C +來／去+Obj 二、

能進入「V 得／不 C +來／去+Obj」這個構式的「V－C」組合並不多，

語料中出現較多的是「起來」與表記憶類的動詞如「想、記」等，以及「出

來」搭配感觀類的動詞例如「看、聽、吃、認」等，賓語通常是由句子充任，

如例句(29)－(30)。 

 我去找他，他問我：“你要我證明什麼？”他說他已經想不起來我被劃成(29)

右派的事了。（北大語料庫） 

 好幾屆的校友一起合辦。光從外表看不出來參加的人是老師或同學（平衡(30)

語料庫） 

從語料中可以找到兩個表達內容完全相同，但一個使用「目標達成可能

構式」的基本結構，而另一個使用「V 得／不 C +來／去+Obj」的句子： 

 睡眼惺松的古應春，一時想不起是誰。（北大語料庫） (31)

 只見燈下坐著一個人，且是女人；背影苗條，似乎很熟，卻一時再也想不(32)

起來是誰？（北大語料庫） 

例句(31)和(32)畫線部分，沒有語義或語用上的差異。根據 Glodberg

（1995）的無同義原則，如果兩個構式在句法上不同，那麼它們必定在語用

上或是語義上有不同之處，但「V 得／不 C +來／去+Obj」並沒有這樣的功

能。 

此外，Glodberg（1995）的構式語法認為若一個結構的使用頻率很高，

亦可視為一個構式。我們再從使用頻率的角度，再次檢視此結構。統計發現

這類語料十分稀少，於平衡語料庫所得 3273 筆的語料當中，只有動後成分

「出來」出現這種語序，其搭配動詞只有 5 個，共 13 筆，只佔全部語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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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再進一步查詢平衡語料庫及北大語料庫中所有「看不出」及「看不

出來」的語料做了統計。平衡語料庫共得 120筆，其中有 9筆為「看不出來

+Obj」，只佔 7.5%；而北大語料庫則是取前 200 筆語料，刪除重複，共得

188 筆，其中只有 2 筆是這種語序，僅 1%。兩個語料庫中使用「目標達成

構式」基本結構的還是佔絕大多數。 

通過以上的討論，可以說無論從語義或是從頻率上來看，「V 得／不 C 

+來／去+Obj」都不適合畫分成一個構式次類。前述「看不出（來）」的統

計結果中，台灣平衡語料庫的出現頻率是北大語料庫的 7.5 倍，我們猜測台

灣在語言使用上「看不出來」可能出現了詞彙化的現象，但這方面的討論非

本文研究範圍，因此我們在此先將此結構視為例外，不做進一步的分析。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選擇限制 第四節

在上一節有關「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論元結構的討論中，我們已知「目

標達成可能構式」在論元結構上有必與其動詞的論元結構完全相同的選擇限

制，構式無法單獨提供論元，所有進入構式的論元必須由動詞提供。這個在

論元結構上的選擇限制與「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語義有關。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語義為「表達目標達成的可能性」，想要達成目

標，主語自然必須主動從事某種動作以達成目標，就像Li & Thompson (1981) 

所說的要達成目標必定「涉及主語所作的主動行為或努力」，也就是說目標

達成可能構式的施事主語必須是「自願的」（＋volitional），也必須是有意

的（+intentionality）去執行動作來達成目標27，例如(33)必須理解為「您」

所指涉的對象是有意地進行「看」的動作，但無法達成看完的目標，而不能

理解為「您」所指涉的對象不打算「看」所以無法達成目標，也不能理解為

「您」所指涉的對象因為被禁止而無法達成目標。 

 …，即使在館內待一天，您也看不完所有的東西。 (33)

                                              
27此處的討論並不包括當主語為自然力時，如「風吹不倒樹」之類的句子，本研究在此階

段暫不討論。（感謝口試委員徐東伯老師的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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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是一組通常不會有人有意去做的動作及目標進入此構式，則該動作

會被理解為有意的，例如(34)，平常若是在日常生活中聽到這樣一句話，聽

話者應該會好奇地問：「老王為什麼要摔盤子？」亦即「摔」被理解為老王

自主的、有意識去做的動作，而非無意、不小心的動作，如(35)。比較例句

(36)及(37)，我們可以發現「不小心」等表非主語意願的狀語無法與「目標

達成可能構式」共現，而必須使用對主語沒有「自願性」的限制的「可能」。

這為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施事主語具有自願性提供了佐證。 

 老王摔不破那個盤子。 (34)

 老王不小心摔破了盤子。 (35)

 *老王不小心摔得破盤子。 (36)

 老王可能不小心摔破盤子。 (37)

施事的「自願性」也為上述之「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論元結構上的選擇

限制提供了合理的解釋。以(23)和(24)為例，如果加上了表示施事意願的能

願動詞「想」會出現如(38)及(39)這樣違反常理的句子，但(40)和(41)卻沒有

這種問題。也就是說當賓語是由構式單獨提供時，代表了施事是非自願的，

這與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施事的自願性相衝突，因此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不可

能出現由構式單獨提供的論元。  

 ？他想吃壞肚子。 (38)

 ？他想哭紅眼睛。 (39)

 我想吃完一碗飯。 (40)

 他想聽懂日本話。 (41)

施事的「自願性」也可解釋為何本身語義較為負面的動後成分如「破、

壞、爛」等通常可進入「中動可能構式」如(42)，用來描述主語性質，但很

少進入「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否則就會解釋為有意的，例如(43)。亦即人

們通常不會有意地進行某動作來達到負面的結果（Li & Thompson，1981）。 

 這個杯子摔不破。 (42)

 他摔不破這個杯子。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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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旺熹 (1999) 認為「V 不 C」的「C」必須具有「目標性」，但是否

具有目標性則無法單單由動後成分的語義來判斷。本文認為更精確的說法應

該是「對於施事來說具有目標性」較為合理，也就是說「C」必須是「V」

合理的結果，而非不合理或是意外的結果，例如(44)和(45)，因為不合理或

是意外的結果都不可能成為施事的「目標」。 

 ？他寫不高這個字（不合理結果） (44)

 ？他寫不錯這個字（意外結果） (45)

換言之，當對一般人來說意思較負面的動後成分對施事來說具目標性時，

亦可進入構式，例如(46)： 

 獵人在開槍前也是異常小心的，一槍打不死牠，牠…   （平衡語料庫） (46)

雖然「死」是負面動後成分，但對於施事「獵人」來說殺死該動物是他

的目標，他是有意地要打死這隻動物的，因此，此時「死」可進入此構式，

但以下例句(47)就不合語法： 

 *他太忙了，兩天忘了補飼料，（他）餓不死小狗。 (47)

(47)因為從前句的「忘了」可以看出來他並不是有意要「餓」小狗，對

主語「他」來說，小狗「死」並不是他的目標，與後句「餓不死」施事的自

願性相矛盾，句子因此無法成立，但若同樣的「餓」與「死」進入「中動可

能構式」用來描述小狗沒那麼容易死的特質，如例(48)，因「中動可能構式」

沒有施事須具自願性的選擇限制，句子便可成立。 

 才一兩天忘了補飼料，小狗餓不死的。 (48)

最後張旺熹（1999）也談到「V 不 C」的動詞「V」需具備「自主性」。

由施事的自願性來看，可推知動詞當然必須是能受意識支配的動作，依 Teng

（1974）的漢語動詞分類，「V」必須是「動作動詞」，若非動作動詞，進

入構式中也會受構式誘迫(coercion)，轉為「使 V」之意，例如例句(49)，其

中的「餓」屬於狀態動詞，單看動詞並不具有「自主性」，但進入構式後，

受構式誘迫（coercion），轉成「使（蟑螂）餓」的意思。 

 你餓不死蟑螂的。      （Google）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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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得來說，有關於「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選擇限制，總的來說因其語

義表達目標達成的可能性，因此在其論元結構上限制所有論元皆需由動詞指

派，而不能由構式單獨提供；其施事論元須具有自願性（volitionality），因

此進入構式的動詞通常是動作動詞，即便非動作動詞進入此構式，也會受構

式誘迫轉成「致使義（cause）」。另外，而進入構式的「動後成分」對於

施事來說必須具有目標性。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次分類－C 表結果義 第五節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會依進入的組成成分不同而產生語義上及結構上

的差異。我們將依「動後成分（C）」表「結果義」或「趨向義」，分為兩

部分討論。動後成分表「趨向義」的部分本文將在下一節討論，而本節將先

討論動後成分表「結果義」的部分，包括非趨向動後成分如「到、懂、動」

等等，以及語義虛化表結果義的趨向動後成分如「（考）上」、「（留）下」、

「想（起）」、「看（出）」等。表結果義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次類，依其

語義指向主要可分三大類，分別是「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主語

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以及「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分述如下： 

 

  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一、

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在篇章中，其論元多因承前省略而以零代

（zero anaphor）型式出現，如(50)，將其論元還原並刪去不相關的連接詞、

時間詞，可將句子簡化為(51)，(52)也可簡化寫成(53)。 

 小時候因為人小吃不完一碗麵，還被陳老闆兇了一下，…（平衡語料庫） (50)

 我吃不完一碗麵。 (51)

 獵人在開槍前也是異常小心的，一槍打不死牠，牠和牠的整個群體都要衝(52)

來，誰不怕…               （平衡語料庫） 

 獵人打不死牠。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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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的動後成分「完」語義指向賓語「一碗麵」，(53) 的動後成分「死」

語義也指向其賓語「牠」。這類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參考賓語指向動結構式，

將其句法、論元結構定義如下：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C   Obj] 

論元結構：〈AGT  ACT      RESULT  PAT〉 

構式語義：施事使用某方法 V 能否達成使受事成為 C的目標 

方法：動詞次事件 [施事（AGT）對受事（PAT）執行某動作 V] 

目標：動後成分次事件 [受事（PAT
28）成為 C] 

 

「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達施事者以某方法 V 使受事變成 C

的可能性，句子由三個次事件融合而成，構式次事件表達「以某方法能否達

成某目標」，方法是由「動詞次事件」表達，而目標由「動後成分次事件」

表達，構式中可由動詞填充的變項有兩個，第一個表示方法，在句法中呈現

為動詞（V）；第二個表示目標，在句法中呈現為動後成分（C），構式的

施事論元即為動詞的施事論元，而受事論元則必須同時是動詞指派的受事論

元，也是動後成分指派的受事論元，以(54)「哥哥推不動車子」為例，其結

構如下： 

 

 哥哥推不動車子。 (54)

句法結構： 哥哥   推   不     動    車子 

論元結構：〈AGT  ACT      RESULT  PAT〉 

構式語義：[哥哥推車子]無法使[車子動]  

方法：動詞次事件 [哥哥推車子] 

目標：動後成分次事件 [車子動] 
 

例句(54)的語義是「哥哥」使用「推」的方法無法達成「車子動」的目

標，方法是動詞次事件「哥哥推車子」，目標是動後成分次事件「車子動」， 

                                              
28

 一般語法書將此論元定義為經驗者（experiencer），本文參考 Teng(1975)針對漢語所制

定的格語法（case grammar），將非意願的受影響者皆定為「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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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推」是動作動詞，提供兩個論元，分別是「哥哥」和「車子」，「哥

哥」是施事，「車子」是受事。動後成分「動」是變化動詞，只提供一個受

事論元「車子」，構式的施事論元與「推」的施事論元相融合，而構式的受

事論元則與「推」及「動」的受事論元相融合。 

 

  主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二、

主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其動後成分語義指向主語，如(55)－(57)： 

 我聽得懂她的意思，卻不同意她的理由！      （平衡語料庫） (55)

 工廠其他工人看不慣他的「與眾不同」、「悶不吭聲」 （平衡語料庫） (56)

 到現在還有很多的人每天吃不飽。         （平衡語料庫） (57)

例(55) 的動後成分「懂」語義指向主語「我」，(56) 的動後成分「慣」

語義指向主語「工廠其他工人」，(57) 的動後成分「飽」語義也指向主語

「很多的人」，本文將(55)－(57)這類可能構式，參考主語指向動結構式，

將其句法、論元結構定義如下：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C     Obj] 

論元結構：〈AGT-PAT  ACT     RESULT  (ARG)〉 

構式語義：施事能否通過 V 達成使施事自身成為 C 的目標 

方法：動詞次事件[施事（AGT）執行某動作 V] 

目標：動後成分次事件 [受事（PAT）成為 C] 
 

「主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達施事者透過 V 使自身變成 C 的可

能性，句子由三個次事件融合而成，構式次事件表達「透過某方法能否達成

某目標」，方法是由「動詞次事件」表達，而目標由「動後成分次事件」表

達，構式中可由動詞填充的變項有兩個，第一個表示方法，在句法中呈現為

動詞（V）；第二個表示目標，在句法中呈現為動後成分（C），構式的施

事論元必須同時是動詞的施事論元，也是動後成分的受事論元，而構式賓語

的論元角色則如同原始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完全視動詞而定，以(58)「我

聽不懂日本話」為例，其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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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日本人，聽不懂她的日本話。        （平衡語料庫） (58)

句法結構：    我   聽    不     懂    日本話 

論元結構：〈AGT-PAT  ACT       RESULT  REC
29〉 

構式語義：[我透過聽]無法[懂日本話]  

方法：動詞次事件  [我聽日本話] 

目標：動後成分次事件  [我懂日本話] 
 

例句(58)的語義是「我」透過「聽」無法達成「懂日本話」的目標，方

法是動詞次事件「我聽日本話」，目標是動後成分次事件「我懂日本話」， 

動詞「聽」是動作動詞，提供兩個論元，分別是施事論元「我」和目標論元

「日本話」。動後成分「懂」是狀態動詞，也提供兩個論元，一個是受事論

元「我」，另一個也是目標論元「日本話」。構式的施事論元與「聽」的施

事論元以及「懂」的受事論元相融合，成為構式的主語，而「聽」及「懂」

的目標論元則直接進入構式成為構式的賓語。 

 

  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三、

除了「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主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之外，還有許多動後成分語義並非指向賓語或主語，而是指向動詞的可能構

式，例如(59)－(62)。 

 還有大雨。碰到塌坊，你就去不成蜂桶寨了。    （平衡語料庫） (59)

 我瞧不見針尾，你說該當怎樣拔才好？       （平衡語料庫） (60)

 剛開始他進故宮做研究，雖然做不好但興趣很濃。  （平衡語料庫） (61)

 美玲一歲多還站不穩，二歲多還不會走路      （平衡語料庫） (62)

「動詞指向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賓語指向以及主語指向的可能構式

最大的不同是該構式所要達成的目標並非使其主語或賓語產生改變，例如

(59)所要達成的目標「去成蜂桶寨」並不會使主語「你」或賓語「蜂桶寨」

                                              
29

 Recipient (目標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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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任何改變。 

出現在這類句子中的動後成分，大致上與陳怡靜（2004）分類中的「動

作的達成」與「動作的狀態」一致。但仔細分析發現當動後成分為「成」、

「了」進入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時，其語義中的目標達成就指的就是動詞本身

的執行，整個構式的語義變成了「執行動作的可能性」（potentiality of carrying 

out the action），與其他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不同，因此我們將在(一)

中先討論典型的，表達「達成動作目標的可能性」的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

構式，接著在(二)討論動後成分為「成」、「了」，表達「執行動作的可能

性」的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此外動後成分「C」為表時相的「下去」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如「我

看不下去了」，表達動作持續的可能性，「C」語義亦指向動詞，與「動詞

指向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在語義上有連接關係，故在(三)一並討論。 

 

  表達成動作目標的可能性（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一)

這裡所指的達成動作目標可能是「達成接觸目標」、「達成目標評價」

或「達成目標狀態」。其句法、論元結構定義如下：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C     Obj] 

論元結構：〈AGT  ACT     GOAL  (ARG)〉 

構式語義：施事執行的動作 V 達成動作目標 C的可能性 

方法：動詞次事件[施事（AGT）執行某動作 V] 

目標：動作 V 達成目標 C 
 

「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達施事者執行 V而達成其動作目標 C

的可能性，因其動後成分語義指向動詞本身，句子只能拆分成兩個次事件，

構式次事件表達「執行某方法能否達成某目標」，方法是由「動詞次事件」

表達，而目標並不是一個可獨立存在的次事件，而僅是由動後成分表達的動

作目標。 

雖然構式中可由動詞填充的變項仍然有兩個，第一個表示方法，在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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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呈現為動詞（V）；第二個表示目標，在句法中呈現為動後成分（C），

但因為動後成分（C）並非獨立次事件，不指派論元，所以構式的論元角色

只與動詞的論元結合，以(63)「我射不中山豬」為例，其結構如下： 

 

 跑的山豬。快射！快射！起初我老是射不中，後來練習的次數多了，就每(63)

次都能射中。－＞我射不中山豬（平衡語料庫） 

句法結構： 我  射  不  中   山豬 

論元結構：〈AGT  ACT       GOAL   REC〉 

構式語義：我執行「射」達成「射中山豬」的可能性 

方法：動詞次事件[我射山豬] 

目標：射中山豬 
 

例句(63)的語義是「我」執行「射」無法達成「射中山豬」的目標，方

法是動詞次事件「我射山豬」，目標是「射中山豬」， 動詞「射」是動作

動詞，提供兩個論元，分別是施事論元「我」和目標論元「山豬」。動後成

分「中」是變化動詞，不提供論元。構式的施事論元與「射」的施事論元相

融合，成為構式的主語，而「射」的目標論元直接進入構式成為構式的賓語。 

常見「達成接觸目標」的動後成分有除了「中」以外還有「見」、「著」，

例如(64)、(65)；常見「達成目標評價」有「好」、「對」，例如(66)、(67)；

常見「達成目標狀態」的動後成分有「穩」、「準」、「清」、「清楚」，

例如(68)－(71)。這些動後成分都與施事、受事的變化無關。 

 行走在九如路上的人們不僅看不見「綠色」，也看不見「希望」。（平衡(64)

語料庫） 

 爸爸挑選許久找不著一雙合適皮鞋。        （平衡語料庫） (65)

 很多人都在做溝通的工作，但卻做不好溝通，…  （平衡語料庫） (66)

 學也學不會怎樣抓著你的胃，寫也寫不對這篇愛情的作業。 （Google） (67)

 一個大浪把船身晃得厲害，鮑小姐也站不穩，…   （平衡語料庫） (68)

 …大任於斯人也」的形象，恐怕也抓不準民眾的「口味」。（平衡語料庫）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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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人站在鏡子面前，竟看不清自己的臉。           （平衡語料庫） (70)

 有時候他聽不清楚，下了課就借同學的筆記回去看，   （平衡語料庫） (71)

 

  表達成執行動作的可能性（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二)

「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是「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一

個實例連結，這個可能構式，動詞的執行本身就是施事所要達成的目標。這

與其他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有很大的差異，前面談的所有可能構式，動詞的執

行都是被允許的，無限制的，例如前例(63)「射不中」，「射」的動作是可

以執行的，只是無法達到想要的結果。但「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

達的卻是該動詞執行的可能性。能進入此構式的動後成分主要是「成」與「了」，

另外還有趨向動詞「來」、「去」。其句法、論元結構定義如下：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C   (Obj)] 

論元結構：〈AGT  ACT     GOAL  (ARG)〉 

構式語義：施事達成執行動作 V 的可能性 

目標：動詞次事件[施事（AGT）執行某動作 V] 
 

「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達施事者執行該動詞 V 的可能性，

為達成目標所採用的「方法」並不存在，句子只能拆分成兩個次事件，構式

次事件表達「能否執行某動作」，目標是由「動詞次事件」表達。構式中可

由動詞填充的變項仍然有兩個，第一個表示要執行的目標動作，在句法中呈

現為動詞（V）；第二個動後成分（C）為「成」或「了」，動後成分（C）

並非獨立次事件，不指派論元，所以構式的論元角色只與動詞的論元結合，

以(72)「小孩子讀不成書」為例，其結構如下： 

 

 其實大陸有很多小孩子讀不成書，他們沒有錢，…  （平衡語料庫） (72)

句法結構：小孩子  讀    不     成     書 

論元結構：〈AGT  ACT       GOAL  REC〉 

構式語義：小孩子不能達成[讀書]的目標 

目標：動詞次事件 [小孩子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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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72)的語義是「小孩子」無法達成「讀書」的目標。目標是動詞次

事件「小孩子讀書」，動詞「讀」是動作動詞，提供兩個論元，分別是施事

論元「我」和目標論元「書」。動後成分「成」是變化動詞，不提供論元。

構式的施事論元與「讀」的施事論元相融合，成為構式的主語，而「讀」的

目標論元直接進入構式成為構式的賓語。 

但此處要注意的是「成」及「了」不只能進入「表達執行動作的可能性」

的構式中，如(73)的意思是「無法談」、(75)的意思是「無法吃」。也可進

入前述「表達成動作目標的可能性」構式中，例如(74)表達通過會談無法產

生結果、(76)表達無法吃完。「談不成」及「吃不了」語義上的歧義現象並

非來自「成」和「了」，而是因為進入了不同的可能構式的緣故。 

 人都沒來，看來是談不成了。 (73)

 在這裡，如果沒有喝酒談生意，很難談得成。    （平衡語料庫） (74)

 口腔潰瘍，牙齦發炎，現在所有牙都活動了。有時疼得吃不了飯。（北大(75)

語料庫） 

 有的州縣，送的酒席多到上百桌。別說隋煬帝吃不了那麼多，就連他帶的(76)

宮紀太監、王公大臣一起吃，也吃不完。（北大語料庫） 

另外「來」、「去」也常與趨向動詞「上、下、進、出、過、起、回」

等搭配進入「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請看下例(77)： 

  那一天三重大拜拜，進不去也出不來… (77)

例句(77)中的「來」和「去」並非動作執行後所產生的結果，而只是標

示了動作進行的方向是趨進說話者亦或遠離說話者，句中「進不去」並非表

示執行「進」而無法得到「來」的結果，而是「無法進」的意思；「出不來」

亦同，是表達「無法出」的意思，與「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語義相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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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三)

陳怡靜（2004）談到動後成分「時相」中，只有表示動作繼續的「下去」

可進入可能式「V 得／不 C」，表示施事能否使動作 V 持續下去。如以下

例句(78)(79)： 

 …，她再也說不下去，立刻撲進他的懷中。    （平衡語料庫） (78)

 …學生無糧可帶到學校去，書也就讀不下去了。  （平衡語料庫） (79)

我們將這一類的可能構式定為「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其結構、

語義如下所示：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下去   ] 

論元結構：〈AGT  ACT      ASP
30

 〉 

構式語義：施事達成持續執行動作 V 的可能性 

目標：動詞次事件[施事（AGT）持續執行某動作 V] 
 

「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達施事者持續執行該動詞 V 的可能

性，為達成目標所採用的「方法」並不存在，句子只能拆分成兩個次事件，

構式次事件表達「能否持續執行某動作」，目標是由「動詞次事件」表達。

構式中可由動詞填充的變項只有一個，表示要持續執行的目標動作，在句法

中呈現為動詞（V）；動後成分「下去」語義指向動詞本身，並非獨立次事

件，不指派論元，所以構式的論元角色只與動詞的論元結合，以(80)「我聽

不下去」為例，其結構如下： 

 

 …，我實在聽不下去了，…  （平衡語料庫） (80)

句法結構： 我   聽    不     下去      

論元結構：〈AGT  ACT        ASP〉 

構式語義：我無法持續執行「聽」這個動作 

目標：動詞次事件 [我聽] 

                                              
30

 Aspect，「下去」在此表持續義（+ continuation），為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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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80)的語義是「我」無法持續執行「聽」這個動作。目標是動詞次

事件「我聽」，動詞「聽」是動作動詞，提供兩個論元，分別是施事論元「我」

和目標論元「某事物（出現於前面的篇章中）」。構式的施事論元與「看」

的施事論元相融合，成為構式的主語，而「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構

式本身無賓語論元，因此若動詞「V」除了施事論元之外還指派其他論元，

這個多出來的論元就必須出現在前面的篇章中，這與下一節要討論的「複合

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在形式上是相同的，詳細請見下一節有關「構式論

元不足現象」的討論。  

而關於「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其他「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之

間的關係，我們認為它是「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實例連接，也是

「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隱喻連接。 

從語義上來看，「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動詞指向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的實例連接「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非常類似，兩者的動

後成分都指向動詞本身，表示動作執行的狀態。因此我們亦視之為「動詞指

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實例連接。 

而從形式上來看，「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之後要討論的「複

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完全相同，但其與語義卻與「趨向」沒有直接關

係。陳茵珮（2011）從隱喻延伸以的角度探討了「下」的語義，他認為可以

從「時間如流水」隱喻來了解「下」，「下來」表示動作從過去繼續到現在，

或持續到現在說話的時間，如(81)；「下去」表示動作的繼續，或從說話的

時間繼續進行，如(82)。 

 這是我們中國人本身一直流傳下來的習俗。（陳茵珮，2011） (81)

 台灣獼猴應該能夠在島上快樂的生活及繁衍下去。（陳茵珮，2011） (82)

因此，我們將「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視為「複合趨向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的隱喻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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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次分類－C 表趨向義 第六節

本研究於第三章第一節，已經討論過「來、去、上、下、進、出、回、

過、起、開」等趨向動詞充作動後成分時，除了表達趨向語義之外，大部分

還可表結果意義。表「結果義」的趨向動詞與「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之間的

互動與其他表結果義的非趨向動詞的動後成分相同，本文僅在第一部分就這

個部分進行簡單的陳述。接下來則進入本節的重點，在第二部分討論表「趨

向義」的動後成分與「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互動時可能出現的「構式論元不

足」現象。接下來分別介紹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次類(i)「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

式」和(ii)「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最後探討構式的選用原則。 

 

  表結果義的的趨向動詞 一、

表示「結果義」的趨向動詞，與物體在空間中的移動無關，可直接進入

前一節的「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和「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例如語義引申為「分離」或「內移」的「下」31、語義引申為「顯露」的「出」

和「起」32可進入「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請看例句(83)－(86)。 

 我怎麼樣都撕不下那些貼在門上的的貼紙。 (83)

 她特別固執，你留不下她。            （劉月華，1998） (84)

 就算你可以彈得了鋼琴，也不見得寫得出曲子。    （平衡語料庫） (85)

 她幾乎想不起與孟家大少爺相處那幾年的具體情景了。 （平衡語料庫） (86)

(83)中的「下」表「分離」，語義指向賓語「貼紙」，字面上表示施事

者「我」想以「撕」的方法使「貼紙」與「門」分離，但無法達成；(84)中

                                              
31「下」的結果義基本語義特徵是「分離（separation）」（鄧守信，1977；呂叔湘，1980；

劉月華，1998；黃琡華，2004；陳茵珮，2011），指「客體與源點分離，進入主語（subject）

或說話者（speaker）的範圍」（Teng, 1977）。陳茵珮（2011）由認知語言學的角度分析，

她認為「下」的結果義可分為「分離」以及「內移」兩個概念。 
32

 劉月華（1998）認為「出」的結果語義為「從無到有、從隱蔽到顯露」。黃琡華（2004）

也將「出」的語義定為「顯露（emergence），表示客體從主語或說話者未知到已知領域

的動作勢力，也就是客體經由主語的施動，從抽象的隱蔽空間出現。而有關「起」的結

果義，黃琡華認為也是顯露義（emergence）表客體出現，如：想起、憶起、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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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表「內移」，即留在主語（或說話者）的範圍，不離開。「下」的

語義指向賓語「她」，表示施事者「你」無法使「她」留在「你」的範圍內，

不離開；(85)中的「出」表示「顯露」，也就是「出現」或是「從無到有」，

語義指向賓語「曲子」，表示施事者「你」不見得能以「寫」的方法使「曲

子」從無到有；(86) 中的「起」也表示「顯露」，但非「從無到有」，而

是由「隱蔽」而「顯露」，語義指向賓語「與孟家…情景」，表示施事「她」

無法透過「想」使得那些「情景」由「隱蔽」而「顯露」。 

而語義引申為「接觸」和「達成」的「上」及「到」33可進入「動詞指

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如例(87)－(89)。 

 …，但他真的聯絡不上華茜。            （北大語料庫） (87)

 壓力、挫折來自於學業方面，擔心考不上好的學校。  （平衡語料庫） (88)

 她找不到水，就不敢回家去。            （平衡語料庫） (89)

(87)中的「上」表示「接觸」，語義指向「聯絡」，表示施事「他」所

做的「聯絡」這個動作無法接觸目標「華茜」。(88)中的「上」表示「達成」，

語義指向「考」，其目標是成為「好的學校」的學生，說話者擔心自己「考

（參加升學考試）」這個動作無法達成進入「好的學校」的目標。(89) 中的

「到」表示「接觸」亦表「達成」，語義指向「找」，表示施事「她」所做

的「找」這個動作無法接觸目標「水」。 

雖然表示「結果語義」的趨向動詞，因與物體在空間中的移動無關，不

指派處所論元，可直接進入第五節所討論的賓語指向和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

能構式，但表趨向語義，指派處所論元的趨向動詞，與「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互動時就會出現我們接下來要討論的「構式論元不足現象」。 

 

                                              
33鄧守信（1977）認為「到」表示客體（theme）離開起點（source）後，與終點（goal）

接觸，將其歸納為「接觸義（contact）」，其語義為「客體與終點接觸，而到達終點」。

當其所到達的終點為施事的「目標」時，「到」就像一個「成功」的標記，表達「達成

動作目標」的語義。（鄧守信，1984；黃琡華，2004；邊琯植，2006）。「上」的基本

結果是「接觸（contact）」（鄧守信，1977；黃琡華，2004）。並可再進一步分為「接觸

義」、「達成義」。（黃琡華，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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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式的論元不足現象 二、

Goldberg 和 Jackenoff（2004）認為動詞論元和構式論元必須要遵守 Full 

Argument Realization（FAR），也就是所有動詞所指派的論元和所有構式所

指派的論元必須同時實現在句法中。但是在觀察可能式的語料時筆者卻發現，

漢語中，當動後成分為表「趨向義」的趨向動詞時，會出現違反 Full Argument 

Realization（FAR）的現象。在此，我們先將這種構式本身的論元不足以與

所有動詞強制必須表達的論元融合的現象稱為「構式論元不足」現象。當這

種情況出現時，構式必須與其他構式融合以獲得更多論元來容納動詞的論元，

或在篇章中透過與其他已容納該論元的句子連結，來補足構式本身因論元不

足而產生的語義表達不完整。以下我們將進一步解釋這個現象。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可由動詞填空的變項有兩個，而構式本身有兩個

論元可與動詞的論元融合。在前一節當「動後成分」表「結果義」時，構式

可容納所有「動詞」及「動後成分」所指派的論元，遵守 Full Argument 

Realization（FAR）。但當「動後成分」是表「趨向義」時情況便有所不同。 

表趨向語義的趨向動詞一般除了指派產生移動的對象「客體」論元之外，

還指派「處所」論元。例如「來、去、進、回、上、下」可指派「終點」論

元，如(90)；而「出、下」可指派「起點」論元，如(91)；而「過」也可指

派處所論元為動作的參照點，如(92)。 

 他走來我家／我跑去公園／他跳進泳池／他走回家／他跳上車／他跳下(90)

水。 

 他走出房間／他跳下車。 (91)

 他走過小橋。 (92)

當表趨向語義的趨向動詞進入「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時就可能出現論元

不足現象，拿例(93)為例： 

 他把車開出車庫。 (93)

「動詞」為「開」，「動後成分」為「出」，兩者結合語義完整所需的

論元包括「施事」－「他」、「客體」－「車」及「起點」－「車庫」三個

論元，在表達事實時可用「把」字句來容納這三個論元。但「目標達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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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式」最多只能容納兩個論元。因此可能構式必須與其他句型結構結合，例

如「連字句」，才有足夠的位置來容納所有必須表達的論元，如例(94)。或

讓必須表達的論元出現在前面的篇章中，如例(95)。 

 他連車都開不出車庫。 (94)

 他想把車開出車庫，可是開不出去。 (95)

因此表「趨向義」的趨向動詞充任動後成分時，必須考慮篇章結構。但

因本文的研究範圍主要是句型層次的「可能構式」，暫不觸及篇章問題，因

此以下介紹的「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都先就單句層次加以討論。 

 

  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三、

「C」表結果義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構式所指派的論元角色與進入

構式的動詞「V」，所指派的論元角色完全相同，但當動後成分「C」表趨

向義時，情況便有所改變，請看下例(96)－(100)： 

 我哥哥要结婚了，我趕不回家了，想錄一段 DV…     （Google） (96)

 你邁不過這條溝就別想上山。          （劉月華，1998） (97)

 像登高，不由山腳一步步往上走，是攀不上巔峰的。 （平衡語料庫） (98)

 要不是學長好心扶我、、我都走不下樓了啦！       （Google） (99)

 他在裡面繞來繞去，就是走不出這個迷宮。     （平衡語料庫） (100)

表「趨向義」的趨向動後成分「C」指派的「處所」論元是主要動詞「V」

沒有的，因此當其進入「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時，會改變構式的論元結構，

原本賓語位置的論元為趨向動後成分所指派的論元所取代，成為如下所示之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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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C      PW] 

論元結構：〈 AGT  ACT       DIRECTION
34

   LOC〉 

構式語義：施事執行某方法 V 能否達成產生以「PW」為參考點的位移

目標 
 

「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達施事以某方法 V 相對於某參考點（處

所）產生位移的可能性。構式中可由動詞填充的變項還是有兩個，第一個表

示方法，在句法中呈現為動詞（V）；第二個表示位移方向，在句法中呈現

為動後成分（C），構式的施事論元即為動詞的施事論元，而處所論元則是

動後成分指派的處所論元，是移動的參考點。 

單句層次，未與其他構式結合，或與篇章互動的「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

式」其語義指向施事者，產生位移的客體可能是施事本身，進入構式的動詞

「V」為表示「自動」（施事自身移動）的動詞，例如：跑、走、飛…等。

表示「使移動」的動詞（如：推、拉…等），因帶「施事」與「客體」兩個

論元，再加上「動後成分」所指派的「處所」論元，須強制表達的論元超過

兩個，構式無法容納，出現構式論元不足現象。 

以下我們以(101)「他走不出迷宮」為例，來看「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

式」與「動詞」和「動後成分」融合的情形，其結構如下： 

 

 他走不出迷宮。 (101)

句法結構：   他    走    不     出      迷宮 

論元結構：〈AGT ACT       DIRECTION  LOC〉 

構式語義：他使用「走」的方法無法使自身達成產生「出迷宮」的位移

目標 
 

例句(101)的語義是「他」以「走」的方法，無法達成「出迷宮」的目

標，方法是動詞次事件「他走」，目標是動後成分次事件「他出迷宮」， 動

詞「走」是動作動詞，只提供一個論元，是施事論元「他」。動後成分「出」

                                              
34

 為 RESULT 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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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趨向動詞，提供兩個論元，一個是移動的客體論元「他」，另一個是處所

論元「迷宮」。構式的施事論元與「走」的施事論元以及「出」的客體論元

相融合，成為構式的主語，而「出」的處所論元則與構式的處所論元融合，

成為構式的賓語。 

 

  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四、

當動詞「V」不指派受事，而表趨向語義的動後成分「C」未指派處所

時，不可使用上例「趨向動詞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而必須使用帶有「來／去」

的「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請看以下例句： 

 完成任務，不過這時大家也累得站不起來了。 (102)

*大家也累得站不起了。 

 由於下層生土板結，根鬚伸展不下去。 (103)

*根鬚伸展不下。 

例句(102)中的動詞「站」只指派施事論元「大家」而動後成分「起」

表示客體離開起點後向上移動，所指派的客體論元也是「大家」，並未指派

處所論元，此時動後成分必須使用複合趨向動詞「起來」，而不能說「大家

站不起」。例句(103)和中的「下」亦未指派終點，此時動後成分必須使用

複合趨向動詞「下去」，而不能說「*根鬚伸展不下」。 

也就是說當無論元可與「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處所」論元融合

時，動後成分就必須改用複合趨向動詞，也就是必須使用「複合趨向目標達

成可能構式」，而構式結構如下所示：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C  ] 

論元結構：〈 AGT ACT       DIRECTION 〉 

構式語義：施事使用某方法 V 能否達成產生位移的目標 
 

「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達施事以某方法 V 產生位移的可能

性。構式中可由動詞填充的變項還是有兩個，第一個表示方法（V）；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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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表示位移方向（C），構式的施事論元即為動詞的施事論元。 

如同「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未與其他構式結合，或與篇章互動的

「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其語義指向施事者，產生位移的客體是施事

本身。我們在這裡先以客體即是施事的語料為例，來看「複合趨向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與「動詞」和「動後成分」融合的情形，以(104)「大家站不起

來」為例，其結構如下： 

 

 大家站不起來。 (104)

句法結構：   大家   站   不    起來 

論元結構：〈AGT ACT      DIRECTION〉 

構式語義：他使用「站」的方法無法使自身產生「（起）向上移動」的

目標 
 

例句(104)的動詞「站」是動作動詞，只提供一個施事論元「大家」。

動後成分「起」是趨向動詞，也只提供一個客體論元「大家」。構式的施事

論元與「站」的施事論元以及「起」的客體論元相融合，成為構式的主語。 

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有一實例連接，也就是在前面第三節討論過

的「漸生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其結構、語義如下所示：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出    Obj  來] 

論元結構：〈 AGT ACT       RESULT   ITHM
35

   〉 

構式語義：主語（AGT）能否以方法 V 達到產出賓語（範圍）的目標。 
 

「漸生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達施事主語以某方法產出某物的可能性，

構式中可由動詞填充的變項只有一個，填入的動詞語義必須具有產出的語義，

例如「說、寫、想」等，以(105)「他說不出話來」為例，其結構如下： 

 

 

                                              
35
 Incremental theme（漸生題旨 incremental theme）：表示經歷該事件後產生之結果物，

像是「烤蛋糕、擺棋譜、綁蝴蝶結、紮辮子」。（張麗麗，陳克健，黃居仁，2000） 



漢語可能構式「V 得／不 C」之探究及其教學應用 

 

 96 

 他說不出話來。 (105)

句法結構：[  他     說   不    出   話 來] 

論元結構：〈AGT ACT       RESULT  範圍   〉 

構式語義：他用無法以「說」達到產出「話」的目標 
 

例句(105)的語義是「他」執行「說」的動作，但無法達成產出「話」

的目標，動詞「說」是動作動詞，提供兩個論元，分別是施事論元「他」和

範圍論元「話」。構式的施事論元與「說」的施事論元「他」相融合，成為

構式的主語，而構式的範圍論元與「說」的範圍論元「話」相融合，成為構

式的賓語。 

 

  趨向義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選用原則 五、

我們從真實語料的觀察中發現，「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複合趨

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之間並非完全無關的。在某些篇章中，當「處所」論

元未出現於前面篇章中時使用「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如(106)；而當

「處所」論元已出現於前面篇章中時則必須使用「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

式」，如(107)。 

 他爬不上桌子。 (106)

 桌子，他爬不上去。 (107)

我們在分析語料中發現，大部分構式使用在篇章中時，若其中的某論元

在前述篇章中已表達，構式中的論元通常會以零代詞「ψ」的形式呈現，以

(108)為例： 

 滔滔的洪水流進了大街，沖倒了一家古董店。珍貴的古董沈落在水底，從(108)

此再也沒人看得見ψ。 

(108)中「看得見」的賓語為零代詞，回指「珍貴的古董」。但當動後

成分是表示趨向語義的趨向動詞時，出現一個現象，已出現在前面篇章中的

處所論元，不能直接以零代詞呈現，如例句(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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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請問洗衣機搬不進後陽台，如何處理？（Google） (109)

b.*我家的後陽台太小，洗衣機搬不進ψ 

例句(109)使用了「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融合「主題結構」，可容

納「施事」、「受事」以及「處所」三個論元，在此分別是「ψ（說話者）」、

「洗衣機」和「後陽台」。若改變敍述，使處所「後陽台」出現在前句中，則成

為不合語法的(109)。我們可在語料中找到語義類似(109)，而且合語法的句子

(110)： 

 昨天沙發來送貨，但是因為門口走廊狹窄，沙發搬不進來。(Google) (110)

不同於(109)，(110)的動後成分是「複合趨向動詞」，使用了「複合趨

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融合「主題結構」。 

在觀察語料的過程中，除了表趨向義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在使用上受篇

章影響，會出現以上現象之外，某些表結果義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若動後

成分為虛化的動後成分，也會出現在形式上選用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的情形，但有關這個部分的討論，牽涉層面太廣，已非本論文在現階段可解

決。因此，在此僅針對所看到的現象加以描述。 

「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C」為表結果語義的趨向動詞，如

「出、起、下」，在使用構式的選擇上也出現當賓語已出現於前時，在形式

上選用「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現象。例如(111)－(113)  

 不讓我彈琴，曲子當然是怎麼樣都寫不出來。    （平衡語料庫） (111)

 我忘記了一個東西，一個很簡單卻又很重要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呢？我想(112)

不起來了。                    （Google） 

 最近想要幫NDSL換一下新的保護貼，但是今天搞了一下午就是撕不下來。                       (113)

（Google） 

但這以乎並不像表趨向義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並無強制性，我們仍找

到了如(114)的語料。 

 寶麗板上的貼膜時間久了撕不下，有沒什麼辦法去掉貼膜？（Google）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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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結果語義的趨向動詞，例如

「上」一般皆未出現上述現象，如(115)。 

 一轉眼，烏龜已爬到前面去，兔子追趕不上。 (115)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多義連接 第七節

本節是根據 Barlow & Kemmer （2000）及 Bybee（2006）以使用為基

礎的觀點（the usage-based view of frequency），透過類型頻率（type frequency）

的統計以決定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中心語義，並據此推定其多義連接。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中心語義 一、

Goldberg（1995）認為構式通常包括許多密切聯系的意義，而這些意義

共同構成一個家族，以上所述「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家族而論，其中心意義

為何呢？為釐清這個問題，我們分別從類型頻率（type frequency）與條目頻

率（token frequency）來觀察句式分佈，統計語料庫中各「目標達成可能構

式」次類，計算進入各次類的動後成分的類型頻率、可能式的類型頻率以及

條目頻率。在下表二中，動後成分的類型頻率表示出現在該類的動後成分總

數，而「可能式」的類型頻率表示與其搭配動詞的類型頻率之總數，比如說，

若出現動後成分「好 2」，其搭配的動詞有「醫」和「治」，也就是其可能

式有「醫得／不好」和「治得／不好」兩種，其動後成分的類型頻率計為 1，

而「可能式」的類型頻率則計為 2。統計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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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2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頻率統計表 

語義分類 動後成分類型頻率 

Type frequency of 

 “C”  

(佔總數%) 

可能式的類型頻率  

Type frequency of 

“V de/bu C” 

 (佔總數%) 

條目頻率 

Token frequency of 

“V de/bu C” 

(佔總數%) 

(1) 

賓語指向 

27 

（31%） 

217 

（30.9%） 

572 

（22.8%） 

(2) 

主語指向 

17 

（19.5%） 

45 

（6.4%） 

229 

（9.1%） 

(3) 

動詞指向 

23 

（26.4%） 

279 

（39.7%） 

1392 

（55.4%） 

(4) 

動作執行 

4 

（4.6%） 

26 

（3.7%） 

70 

（2.8%） 

(5) 

處所 

4 

（4.6%） 

12 

（1.7%） 

10 

（0.4%） 

(6) 

複合趨向36
 

10 

（11.5%） 

98 

（13.9%） 

190 

（7.6%） 

(7) 

漸生 

1 

（1.2%） 

9 

（1.3%） 

32 

（1.3%） 

(8) 

動作持續 

1 

（1.2%） 

17 

（2.4%） 

19 

（0.8%） 

總數 87 703 2514 

       （詳細動後成分及其頻率統計資料，請見附錄三） 

由頻率（type frequency）來看，可發現除了「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

式」與「主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之外，其他構式次類無論是單看動後

成分的類型頻率、可能式的類型頻率，或條目頻率都較這兩類低得多，可見

其能產性（productivity）相對較低，因此皆不可能是「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的中心意義。 

而「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以及「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若單看動後成分的類型頻率，兩者差異不大（分別佔總數 31%、26.4%），

但由可能構式的類型頻率部分差別稍大，「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217，

佔總數 30.9%）沒有「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279，佔總數 39.7%）

來得高。但若再考慮條目頻率，差異就十分明顯，前者（572，佔總數 22.8%）

遠低於後者（1392，佔總數 55.4%）。而且根據前幾節的討論，「動作執行

                                              
36以形式為準，將表結果語義，但形式上選用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亦例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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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都是「動詞指向目標

達成可能構式」的實例連結。也就是說「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不但

能產性高，而且在實際語言使用上也較為頻繁，而且在語義上還是另外兩個

構式次類的核心；而賓語指向補語可能構式雖然能產性不低，但較少使用。

因此，本文認為將「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語義定為「目標達成補

語可能構式」的中心意義，而將其他構式次類視為其多義連結（polysemy 

links）、實例連結（instance links）較為合理。 

此外，由上表的統計資料可發現，「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在語料中

出現的頻率非常低，這可能與我們的語料來源多為書面語有關。而上表中「複

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統計是以句法為主，並未區分動後成分是表趨

向語義或是結果語義。為了解表趨向語義的動後成分進入構式的情況，並釐

清「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之間的關係，

本文單獨統計所有表「趨向語義」的動後成分進入構式的類型頻率與條目頻

率，其結果如下表所示： 

表 四-3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動後成分表趨向語義）的頻率統計表 

語義分類 動後成分類型頻率 

Type frequency of 

“C” 

(佔總數%) 

可能式的類型頻率 

Type frequency of 

“V de/bu C” 

(佔總數%) 

條目頻率 

Token frequency of 

“V de/bu C” 

(佔總數%) 

處所 4（40%） 12（32%） 10（21%） 

複合趨向 6（60%） 26（68%） 37（79%） 

總數 10 38 47 

     （詳細動後成分及其頻率統計資料，請見附錄四） 

由上表的統計可知若單看趨向語義的語料，可發現用「複合趨向目標達

成可能構式」的語料無論是動後成分的類型頻率（佔總數 60%）、可能式

的類型頻率（佔總數 68%）、條目頻率（佔總數 79%）都遠高於「處所目

標達成可能構式」。這與日常生活的經驗是相符的，例如當我們想把一張桌

子搬進房間，卻發現桌子太大，搬不進去時，終點論元「房間」在對話情境

中是已知信息，在場的人都知道，因此，可能出現的對話是「搬不進去，怎

麼辦？」，而不太可能是「搬不進房間，怎麼辦？」。因此，我們認為可將

「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視為「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多義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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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內部結構關係 二、

依 4.8.1 的結論，我們將前述「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語義定

為「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中心語義，並將其他構式的語義視為其連接，如

下圖所示：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中心語義為「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表「施事執行動作達成動作目標的可能性」（A）。其多義連接包括「賓語

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語義為「施事執行動作達成使受事改變的可能性」

（B）、「主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語義為「施事執行動作達成使本

A.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我看不到山。 

 

B.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我推不動車子。 

C.主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我學不會日語。 

D.動作執行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 

e.g. 我讀不了書。 

。。 

實例連接 

多

F.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我走不回家。 

 

多義連接 

實例

連接 

多義連接 

G. 漸生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他說不出話來。 

 

多義連接 

實例連接 多義連接 

H.動作持續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 

e.g. 我看不下去。 

。。 

實例

連接 

隱喻

連接 

E.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他站不起來。 

圖 四-1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內部結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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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改變的可能性」（C），以及「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式」（E），表「施

事執行動作產生位移的可能性」。還有一實例連接，也就是當「成、了、來、

去」進入構式時，「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語義引伸為「施事達成執

行動作的可能性」（D）。此外，「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E）還

有一多義連接為「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F），表「施事執行動作使受

事或自身相對於某參照點（處所）產生位移的可能性」，而「複合趨向目標

達成可能構式」也有一個實例連接，為「漸生目標達成可能構式」（G），

表「施事主語以某方法產出某物的可能性」。而「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

式」（H）則是分別通過「實例連接」與「隱喻連接」分別與「動詞指向目

標達成可能構式」及「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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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漢語中動可能構式 

在第五章中，我們將探討功能類似「中動結構」的漢語「中動可能構式」，

我們先籍由語料庫中所得之語料，證明「中動可能構式」的存在，然後於第

二～第四節中討論其結構、選擇限制、與主題結構的差異等相關問題；第五

節討論中動可能構式次類的實例連接；第六節呈現其統計資料。最後在第七

節提供其他與可能構式相關的統計資料。 

 

  中動可能構式存在的理據 第一節

可能構式能表達中動語義嗎？根據文獻探討，中動結構描述表層主語的

性質，表達「能力（ability）」或「可能（possibility）」的情態義（Fagan，

1992）。我們在語料庫中找到的可能式語料亦有相同功能，請看下列兩個例

句(1)和(2)： 

 工作服常洗，字又常寫，所以我的外賣服總也洗不乾淨，…（北大語料庫） (1)

 理事長蔡松平表示，玻璃的技法發掘不完，如：吹製、…（平衡語料庫） (2)

(1)中的「洗不乾淨」是描寫「我的外賣服」，指衣服「很髒」，怎麼

洗都沒有用。而(2)中的「發掘不完」描寫「玻璃的技法」，指技法「很多」，

多到怎麼發掘都沒有發掘完的一天。而「洗不乾淨」及「發掘不完」是可能

式，本身就表「可能」的情態義。 

再根據何文忠（2007）所提的中動結構認知動因，中動結構的施事者並

不明確，而事件的發生就好像是由被動參與者引發的，是因為被動參與者的

固有特性而發生的。(1)及(2)中，都沒有明確的施事者，「洗不乾淨」是因

為衣服原本就有「太髒」的特質，而「發掘不完」是因為技法「太多」，都

是固有特質，是非事件性、慣常性的恆時特徵，而不是暫時的特徵。從以上

的推論可知，(1)及(2)完全符合中動結構的語義特徵，將之視為中動結構是

合理的，因此「可能式」能表達中動語義，換言之「中動可能構式」的存在

是有可能的。以下各小節將各別分析其結構及語義、選擇限制、其與主題結

構的差異、其實例連接、進入此結構可能式的主要類型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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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動可能構式的結構 第二節

「中動可能構式」表達其所描述的對象（theme）的固有特性，而此特

性為影響動作結果主要原因，其句法結構及論元結構如下：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C    （Obj）] 

論元結構：〈  THM   ACT     RESULT  (ARG)〉 

構式語義：THM 具有影響動作結果的特質 
 

構式中可由動詞填充的變項有兩個，第一個表示動作，在句法中呈現為

動詞（V）；第二個表示結果，在句法中呈現為動後成分（C）。以(3)「玻

璃的技法發掘不完」為例，其結構如下：  

 

 理事長蔡松平表示，玻璃的技法發掘不完，如：…    （平衡語料庫） (3)

句法結構：玻璃的技法   發掘    不     完  

論元結構：〈  THM      ACT          RESUL〉 

構式語義：玻璃的技法具有發掘不完的特質 
 

例句(3)的描述對象「玻璃的技法」是動詞「發掘」的受事，以「發掘

不完」來表達玻璃的技法非常非常多的特質。 

「中動可能構式」所描述的對象，不必然是動詞的受事，如(4)，常出

現的還有「工具」例如(5)，甚至是說明情況的短句，如(6)。而當描述的對

象不是動詞的受事時，動詞可帶進其他賓語，如(7)，賓語「人」是動後成

分「死」的受事。 

 不用看啦，我的心病都醫不好了，怎能治身病？   （平衡語料庫） (4)

 並不是說西醫治不好，中醫就管用。        （平衡語料庫） (5)

 沒有光看不見。 (6)

 泥巴製成的假胡椒吃不死人               （Googl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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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動可能構式的選擇限制 第三節

「中動可能構式」的選擇限制從語料上來看，與「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不盡相同，其隱而未顯的施事論元，不需具「自願性」，例如下例(8)，人

們也不太可能有意地「摔壞液態鏡頭」。所以像「壞、破、爛」等這些本身

具有負面語義的動後成分，一般情況下多出現在「中動可能構式」中，描述

「摔不壞」、「打不破」等正面的特質，而不太可能進入「目標達成可能構

式」。 

 「液態鏡頭」摔不壞，顯微、廣角一鏡搞定                （Google） (8)

另外，與「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相同，進入中動構式的動詞通常必須是

動作動詞，而「C」必須是「V」「合理的非意外結果」，另外就是其所組

合所表之語義必須符合人類知識的百科全書，例如例句(10)，在西方人眼中，

「漢語」十分「困難」，而此特質是造成「學不會」的主要原因。由選擇限

制上來看「V」與「C」也都符合。但在人類一般的知識中，認為「學不會」

的主因多來自於人的個別差異。例句(10)不付合人類知識的百科全書，因而

在邏輯上令人較難以接受。 

 魚離不開水。 (9)

 ？漢語學不會。 (10)

 

  中動可能構式與主題化的目標達成可能第四節

構式 

平衡語料庫中，有大量可能式其邏輯上的賓語位於主語位置上，但與前

述中動可能構式的的定義比較，這些句子並非中動可能構式，例如以下例

(11)： 

 有一天，老師叫他起來念一段書。他一個字一個字的認，認出來再念，一(11)

段書念了半天還念不完。           （平衡語料庫） 

例句(11)的「念不完」並非意指那「一段書」很多，佔主語位置的動詞

邏輯上的賓語，非事件的原因，不是引發者，因此(11)不是中動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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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陳俊光（2007），主題通常被認為是句子談論的對象，設定句子所

在的框架。它所攜帶的必為已知或舊信息，賓語前置的主題結構如(12)： 

 這些樓梯我過去一向用掃把掃＿＿。  (12)

畫底線的賓語名詞組被移位到句前，變成句子的主題，利用賓語前置位

移的方式，達到凸顯信息的目的或設定句子所在的框架，亦即主題化會改變

句子的信息結構，但不影響其語義。根據第四章「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討

論，側重施事論元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達施事主語達成目標的可能性，

例句(11)可在前句找到施事「他」，句子可回復成「他念不完一段書」，表

示「他」無法達成「念完一段書」的目標，可見(11)雖然佔主語位置的是動

詞邏輯上的賓語，但其語意與施事為主語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並無不同。

因此，上例(11)是主題化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而非「中動可能構式」。 

歸納以上的討論，「中動可能構式」在句子的組成上，可能與施事主語

為零代詞的主題化了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完全相同，但語義不同。中動

可能構式中「對象」的性質即為影響動作結果的原因，而施事主語為零代的

主題結構則否。以「衣服洗不乾淨」為例，可能是「中動可能構式」，表示

衣服很髒，如(13)，也可能是主題化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如(14)。這

個例子再次證明了「可能構式」的存在。 

 衣服洗不乾淨就丟了吧！別堆在櫃子裡佔空間。 (13)

 我們家的瑪莉亞實在不怎麼樣，衣服洗不乾淨，飯也做得不好吃。 (14)

 

  中動可能構式的實例連接 第五節

我們在前面第一節談部分可以代換的「習語」（partially filled idiom）

層次的構式時曾初步討論過表示「能否負擔」的「V 得／不 起」，如(15)，

以及表示某個空間「能否容納」的「V 得／不 下」，如(17)。兩者皆不存

在相對應的「動結」結構，其語義是由整個結構「V 得／不 C」所表示，而

非僅來自其中的組成成分。 

 很多家庭付不起私立大學的學費。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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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養個惹禍的兒子，媽媽真是丟不起人啊！（google） (16)

 這輛車坐得下五個人。 (17)

先看表「能否負擔」的(15)和(16)，(15)是對於「家庭」負擔能力的描述，

而不是表達「家庭」執行「付」這個動作，但是無法達成目標；而且像(16)

中的「丟人」不可能是主語「媽媽」自願要做的事，違反了「施事者自願性」

這個選擇限制，所以此結構不是「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再看(17)，其語義

是對於「這輛車」容納空間的描述，而非某施事者從事「坐」的動作卻無法

達成目標，因此這個結構也不是「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我們認為從語義上

來看這兩個構式與中動可能構式同樣具有性質描述的功能，因此我們將這兩

個構式視為中動可能構式的實例連接，分別命名為「表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

式」與「表容納義之中動可能構式」，以下分別討論其結構。 

 

  表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一、

「表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表達其所描述對象（theme）的對於某事

件的負擔能力，其句法結構及論元結構如下：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起     Obj] 

論元結構：〈  THM   ACT     RESULT  (ARG)〉 

構式語義：THM 有無負擔某事（V-Obj）的能力 

負擔事件：動詞次事件（V-Obj） 
 

構式中可由動詞填充的變項只有一個，表示動作（V），構式的對象

（theme）為動詞的施事論元，而賓語的論元角色則完全視動詞而定，以(18)

「他買不起車」為例，其結構如下：  

 他買不起車  (18)

句法結構：   他   買    不    起   車 

論元結構：〈 THM   ACT           (ARG)〉 

構式語義：他沒有負擔「買車」這件事的能力 

負擔事件：買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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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句(18)的描述對象「他」是動詞「買」的施事，以「買不起車」來表

達「他」不具「買車」的能力，他在經濟上無法負擔「買車」這件事。動詞

「買」提供兩個論元，一個是施事「他」，一個是目標「車」，分別進入構

式成為主語和賓語。「負擔能力中動可能構式」的客體論元雖多為「人」，

但亦可是事物，如(19)。 

 有一種愛經不起等待，有一種愛經不起傷害（google） (19)

「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可依其負擔事件的語義屬性再分為兩小類，

一類構式語義為「客體有無負擔該事件的經濟能力」，其負擔事件必須是需

要花錢才能從事的事件時，如「上大學、吃大餐、買名牌」等，例如「上不

起大學」指的是經濟上無法負擔上大學的花費，而非指體力或其他能力上無

法負擔，而不用花錢就能從事的事件則進不了此構式，如(20)。 

 *他走不起路 (20)

另一類構式語義為「客體有無能力承擔該事件以及其後果」，與經濟能

力無關，負擔事件為非施事自願從事的事件且後果嚴重，如「丟人、擔責任、

耗時間」等，。例如上例(16)中的「媽媽丟不起人」指的是母親在身心上無

法承受「丟人」這件事發生在她身上，無關經濟能力。 

 

  表容納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二、

「表容納義之中動可能構式」表達其所描述的對象（theme）的容納能

力，其句法結構及論元結構如下：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下     Obj] 

論元結構：〈THM1   ACT     RESULT  THM2〉 

構式語義：THM1能否容納 THM2 

 

構式中可由動詞填充的變項只有個一個，表示 Obj 進入該空間的方式

（V），構式的描述對象（THM1）為具有容納空間的名詞，而賓語（THM2）

則為進入該空間的名詞，常帶數量修飾語，以(21)「這個盒子放得下三塊餅

乾」為例，其結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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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盒子放得下三塊餅乾  (21)

句法結構： 這個盒子 放  得 下 三塊餅乾 

論元結構：〈 THM1   ACT         THM2〉 

構式語義：這個盒子能容納三塊餅乾 
 

例句(21)的主語「這個盒子」是容納賓語「三塊餅乾」的空間，動詞「放」

表示「三塊餅乾」藉由這個動作進入「這個盒子」。 

進入這個構式的動詞 V 必須具有使客體置於某空間的語義，也就是可

進入「V 在 PW」的動詞，基本上就可以進入此構式。例如「坐」可以進入

「V 在 PW」，如(22)，也就可以進入此構式，如(23)。 

 他坐在椅子上。 (22)

 這張椅子坐不下兩個人。 (23)

除了「坐」以外，其他常用的動詞包括描述置身某處的動詞如「站、躺、

睡、住」等，或將某物置於某處的動詞如「放、掛、吊、裝、擺」等。 

 

  表存在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三、

「中動可能構式」的第三個實例連接是「表存在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如以下例句(17)： 

 湖邊還有許多人在釣魚，湖面上卻看不見任何垃圾，表示這裡的人很愛乾(24)

淨。                （平衡語料庫） 

例句(17)的意思是「湖面上沒有垃圾」，不能解釋為「？？想看見垃圾

卻做不到」，所以就如同我們在前面第四節討論過的，這個句子無法以主題

化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來解釋其語義。此句語義描述湖面狀態，與「中

動可能構式」的主要功能「描述性質」是類似的，因此，本文視之為「中動

可能構式」的實例連接。以下我們將先簡介漢語的「存在句」，並指出「存

在義之中動可能構式」與其功能上的相似之處。 

漢語中有一種結構統稱為「存現句」，學者多認為其語義表示某個處所

存在著某個人或事物、或某個處所有某個人或事物出現或消失（劉月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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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p719；邵敬敏，2001：p225）。其句型結構為： 

 

處所詞語（A 段）＋動詞（B段）＋客體名詞（段 C）（范方蓮，1967） 

桌上      有     一本書。 
 

形式上，存現句的句首為表示處所的詞語，如「桌子」，而表示存在、

出現或消失的人或事物，如「一本書」，總是位於謂語動詞後。 

李臨定（1986）認為存現句可再分為「存在句」及「隱現句」。例如(25)

－(26)為存在句，而(27)－(28)為隱現句。 

 桌上放了／著書。（存在） (25)

 台上坐著主席團。（存在） (26)

 前面來了幾個人。（出現） (27)

 他們家跑了一隻貓（消失） (28)

 

而陳俊光（2007）則歸納整理出四類存現句，分別是：存在句 、隱現

句、姿態/位置句以及氣象句，如以下(29)－(32) 

 桌上有一本書。（存在句） (29)

 前面走來了一個人。（隱現句） (30)

 床上躺了一個人。（姿態/位置句） (31)

 昨天下了一場大雨。（氣象句） (32)

「存在義之中動可能構式」功能與「存現句」中的「存在句」類似，請

看下例句(33) 

 典禮開始之後，便開始頒獎，領到獎的人看不到半絲笑容，沒有領到獎的(33)

人也沒笑容，可見大家是多麼的傷心！（平衡） 

在例句(33)中「看不到」的施事者並不是「領到獎的人」，而應該是當

時在場包括作者在內所有的人，我們雖然可以把「領到獎的人看不到半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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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這個句子還原成「（我們）看不到領到獎的人半絲的笑容」，也就是「目

標達成可能構式」，但若這麼做，此句與其平行的後句「沒有領到獎的人也

沒笑容」，語義上的連接就會變得十分突兀。因為「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傳

達了施事者「（我們）」無法達成「看到笑容」這個目標的語義，但後句的

「沒有笑容」卻只是表達「笑容」不存在，與能否達成目標完全無關。這兩

個平行的句子分別描述「領到獎的人」與「沒有領到獎的人」的狀況，其語

義功能應該是相同的，因此我們認為將「領到獎的人看不到半絲笑容」分析

為「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並不合理，此句中的「看不到」應與後句中「沒」

的功能相同，也就是表達賓語不存在。 

「存在義之中動可能構式」表達「某事物的存在與否」。再拿例句(34)

為例，這個句子要表達的並非某一個人在「蘇聯國度裡」找「完整的俄文棒

球規則和棒球專有名詞」，可是無法達成目標，而是「在蘇聯國度裡『沒有』

完整的俄文棒球規則和棒球專有名詞」。這個句子籍由「找不到」來表達「完

整的俄文棒球規則和棒球專有名詞」在「蘇聯國度裡」不存在。 

 在蘇聯國度裡找不到完整的俄文棒球規則和棒球專有名詞。（平衡語料庫） (34)

「存在可能構式」的結構、語義如下所示。在這個構式中，占據主語位

置的通常是表地方的名詞（PW），或是「在」的介詞短語，而賓語位置的

則是「客體（THM）」。構式表達客體（THM）在某地（PW）是否存在。 

 

句法結構： [ Subj  V 得/不   C    Obj] 

論元結構：〈PW  ACT      GOAL   THEM〉 

構式語義：某地（PW）是否存在著客體（THM）在 
 

以上例(34)為例，構式表達在「蘇聯國度裡」（PW）不存在「完整的

俄文棒球規則和棒球專有名詞」（THM）。 

存在義之可能構式的「C」最主要是「到」，但除了「到」之外，表達

接觸到目標的「見」、「著」，以表達顯露的「出」亦可進入，如例句(35)

－(37)。而能進入此構式的動詞「V」有限，語料庫中出現的除了前述的「看」、

「找」之外，常用的還有「聽、買」，其例句分別如下(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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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位於義大利西南方的島嶼時，卻看不見滿街的教父與殺手，有的只是(35)

南歐亮麗的的陽光、熱情的民風、湛藍的地中海與豐富多元的文化…。 

 在權威裡找不著道德，甚至當權威是神時亦然。          (36)

 任何國家建設計畫都有理念、發展目標，但國建六年計畫看不出任何國家(37)

發展理念，只是狹隘的經濟建設。          

 「我家就是你家」這句話幾乎到處聽得到。       (38)

 在比較大的夜市裡，連金魚、兔子、狗這樣的小動物都買得到。 (39)

例句(35)－(37)取自平衡語料庫 

 

  中動可能構式的內部結構關係 四、

「中動可能構式」的內部結構關係，如下圖所示： 

 

 

 

「中動可能構式」為中心語義，表「客體的性質」（A）。有三個實例

連接，包括「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語義為「客體有無負擔該事件的經

濟能力」或「客體有無能力承擔該事件以及其後果」（B）；以及「容納義

之中動可能構式」，語義為「客體能否容納（某個數量）之另一客體」（C）；

以及「存在義之中動可能構式」，語義為「某地是否存在著某事物（D）。 

 

B.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e.g. 我買不起車子。 

  愛經不起傷害。 

D.存在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e.g.湖面上看不到垃圾。 

實例連接 A.中動可能構式 

e.g. 這個杯子打不破。 

 

C.容納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e.g. 這輛車坐得下五個人。 

實例連接 
實例連接 

圖 五-1 中動可能構式語義的內部結構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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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動可能構式的頻率統計 第六節

我們同樣以類型頻率（type frequency）與條目頻率（token frequency）

來看看最常出現在「中動可能構式（中心義）」中的「動後成分」是哪些37。

我們將語料庫中出現的所有出現在「中動可能構式」中的可能式列出，依其

動後成分的語意指向分成「賓語指向」、「主語指向」、「動詞指向」三大

類，計算所搭配動詞的類型頻率標示於其後的括弧中，其結果如下： 

 

表 五-1 中動可能構式（中心義）的頻率統計表 

語義分類 動後成分類型頻率 

Type frequency of 

“C” 

(佔總數%) 

可能式的類型頻率 

Type frequency of 

“V de/bu C” 

(佔總數%) 

條目頻率 

Token frequency of 

“V de/bu C” 

(佔總數%) 

(i) 

賓語指向 

26 

（51%） 

85 

（59%） 

185 

（51%） 

(ii) 

主語指向 

12 

（24%） 

16 

（11%） 

58 

（16%） 

(iii) 

動詞指向 

13 

（25%） 

42 

（29%） 

120 

（33%） 

總數 51 143 363 

     （詳細動後成分及其頻率統計資料，請見附錄五） 

 

從上表四的統計數字，我們可以看出「中動可能構式」中「賓語指向」

的動後成分有 26筆，佔總數 51%，「賓語指向」的可能式有 85筆，佔 59%，

條目頻率為 185 佔 51%。而「主語指向」及「動詞指向」的動後成分類型

頻率分別為 12（24%）、13（25%），可能式的類型頻率分別為 16（11%）、

42（29%），而條目頻率則分別為 58（16%）、120（33%），都較「賓語

指向」低，可見進入「中動可能構式」的動後成分以「賓語指向」為主。 

而中動可能構式的三個實例連接的類型頻率與條目頻率統計如下表所

示： 

 

                                              
37
 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容納義之中動可能構式、存在義之中動可能構式不例入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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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2 中動可能構式實例連接的頻率統計表 

語義分類 可能式的類型頻率 

Type frequency of 

“V de/bu C” 

(佔總數%) 

條目頻率 

Token frequency of 

“V de/bu C” 

(佔總數%) 

(i)表負擔義 5 5 

(ii)表容納義 6 11 

(iii)表存在義 10 133 

     （詳細動後成分及其頻率統計資料，請見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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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教材評量與編寫建議 

本章主要是以鄧守信（2009）的教學語法為原則，根據先前第二章的文

獻探討以及第四章、第五章的研究結果，關於「可能構式」及其相關語法點，

對現有教材進行評量，並提出未來的編寫及教學建議。本章包括第一節對現

有教材進行評量；第二節討論「可能構式」語法點的教學排序建議；第三節

詳述各「可能構式」的語法說明以及教學重點；第四節則是教材編寫範例及

該部分的教學活動建議。 

 

  現有教材評量 第一節

此節將先簡介評量的依據，再針對現在台灣華語中心及國外大學廣泛使

用的三本教科書：新版實用視聽華語（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2
nd

 

edition）、遠東生活華語（Far East Every day Chinese）、中文聽說讀寫

（Integrated Chinese 3
rd

 edition），其中與「可能構式」有關的語法點教學，

依據各評定參數（鄧守信，2009），進行評量。除此之外，亦將檢視與「可

能構式」相關的語法點，如動結結構（VC）及趨向動詞與「可能構式」在

教學上的配合。 

 

  教材評量依據 一、

教學語法的評量可作為評量教材的客觀依據，鄧守信（2009）定出了七

項教學語法的評定參數，包括： 

1. 完整性（exhaustiveness）：檢視語法結構的介紹是否完整，是不

是每一個次結構都介紹到了。 

2. 通盤性（generalization）：檢視說明語法點的規則中是否包含了該

語法點最基本、最主要的屬性，這個規則最好能涵蓋這個語法點

98%或 97%的屬性，若只有 70%或 80%就沒有達到通盤性目標。 

3. 系統性（systematicity）：分析語法點的方法必須要有其理論依據，

教學語法必須有分析的理論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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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致性（consistency）：理論架構必須一致，若決定使用某理論架

構，就得確實使用該理論，務必避免對一個語法點的解釋在不同的

單元或階段出現相互矛盾之處。 

5. 簡易性（simplicity）：術語越簡單越好。教科書應避免使用抽象、

艱澀、難以理解而且容易誤導的術語，應盡量選用與一般經驗接近、

不需特意學習，有助於充分理解語法規則的術語。規則越少、越能

整合、類別越少越好。 

6. 相關性（relevancy）：也就是必須具有針對性。真正理想的教材，

應該要針對學習者的語言背景編寫，針對他們的長處或缺點加以考

量。 

7. 有效性（efficacy）：要從學習者的表現來看，教學語法對學習者

的習得是否有效，是否能有效地協助學習者習得，或是能否有效地

糾正偏誤。 

鄧守信（2009）所提出的的教學語法評定參數，本文將其稍加整理，根

據其評定的參數重新調整為三大面向： 

i. 理論架構層面 

包括「系統性（systematicity）」及「一致性（consistency）」，檢視其

語法點的分析是否有其理論依據，比對不同部分對同一語法的解釋是否出現

矛盾之處。 

ii. 語法點層面 

包括「完整性（exhaustiveness）」及「通盤性（generalization）」，判

斷該教材中包括了哪幾個「可能構式」，是不是還有哪個「可能構式」沒有

交代清楚。語法點的解釋是否完整。 

iii. 說明及編排層面 

包括「簡易性（simplicity）」、「相關性（relevancy）」、「有效性（efficacy）」，

檢視教材的語法點說明是否容易理解，是否針對目標學習者編寫，是否能有

效地協助學習者習得，或是能否有效地糾正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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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本文將先對於新實用華語、遠東生活華語、中文聽說讀寫三本教的

編排進行簡單的說明，再依據以上這三個面向的評定參數，進行評量。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二、

  教材編排簡述 (一)

新版的實用視聽華語（以下簡稱「新視華」）在第二冊第 6課教了趨向

複合詞（Directional Compounds  (DC)）38之後，「可能式（V 得／不 C）」

與「動結結構（VC）」的教學混合在一起，都出現在第 9 課的「結果複合

詞（resultative compounds）」的教學當中。此書將「動結結構（VC）」視

為「結果複合詞（resultative compounds）」的「實現型（actual form）」，

而將「可能式（V 得／不 C）」視為其「可能型（potential form）」。在「實

現型（actual form）」語法的說明中指出： 

實現型的結果複合詞（actual resultative compounds）意指結果達成了。其結果

詞尾（resultative endings）可以是趨向複合詞、形容詞或是作用動詞（functive 

verbs）39。 

而在「可能型（potential form）」的說明中指出： 

這種形式意指動作的結果能或不能達到。不可與「把」字句共現40。 

但在接下來說明趨向詞尾「directional endings」亦可用作結果詞尾時

「resultative endings」時，說明中卻出現了「補語（complements）」這個術

語： 

「來、去、上來、進去」等趨向補語（directional complements）可用作結果補

語（resultative complements），而且其原義並不會改變。此外，在可能型中，

「來、去」等詞尾不發輕聲41。 

                                              
38

 即本文所談的「趨向動詞」。 
39

 Actual resultative compounds indicate that the result has been attained. Resultative Endings 

(RE) can be directional compounds, stative verbs or functive verbs.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2，

p218） 
40

 This pattern indicates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can or can not be attained. Sentences using the 

把 construction cannot use this form.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2，p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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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新視華給了一個表幾乎列出了所有表「趨向義」的趨向動後成分的

「可能式（V 得／不 C）」，本文取其第一格舉例如下： 

 

表 六-1 新視華結果複合詞表格舉例 

上 

下 

進 

出 

過 

回 

得／不 
來 

去 
can / can’t 

come 

go 

up 

down 

in 

out 

over 

back 

 

但這個表中還混合陳列了三個「動助詞」（本文中歸納為表結果義的動

後成分）的可能式，分別是「走」、「上」、「開」，課本給的例句如下： 

 沒有鑰匙，別人開不走我的汽車。 (1)

 這張紙不好，寫不上字。 (2)

 那個窗戶壞了，開不開了。 (3)

接下來新視華分別介紹了幾個趨向動後成分的延伸用法（Some 

Extended Uses of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as Resultative Complements），其

中與「可能式」相關的包括「下（the capacity of the topic）」、「起（be able 

to afford to）」、「出來（to make out by seeing, hearing , eating , smelling, etc.）」、

「想 得／不 起來」等等。 

而在下一課第 10 課，新視華又一口氣介紹了形容詞用作結果詞尾

（stative verbs used as resultative endings），如「好、清楚」等等；接下來又

介紹動作動詞用作結果詞尾（action verbs used as resultative endings）的部分，

如「見、懂、到、著、完、了、動」等；另外還有助動詞用作結果詞尾（auxiliary 

verb used as resultative ending），例如「會」。 

 

                                                                                                                                    
41

 Directional complements 來，去，上來，進去, etc. can be used as resultative complements, 

and their original meaning will not change. In addition, in the potential form, the ending 來 or 

去 is not pronounced neutral tone.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2，p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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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架構層面評量 (二)

總結新視華在「可能式」方面的教學，他們基本上將可能式視為「複合

詞」，但在部分語法說明中又用了「補語」這個術語，明顯自相矛盾，可見

新視華在這個部分語法點的編排雖然有理論依據，也就是具「系統性」，但

缺乏「一致性」。 

不過，新視華所依據的理論，多為硬套英語語法架構，在語法點的分類

上不但無助於學習，反而容易使學習者更加困惑。舉例來說，新實用視華將

「VC」和「V 得／不 C」兩種結構視為複合詞的兩種形式，學生很容易誤

會所有的「VC」都有「V 得／不 C」的形式，以為兩者的關係類似英語的

「現在式」和「未來式」。 

此外，新視華依「結果詞尾」為「趨向詞」、「形容詞」、「動作動詞」

及「助動詞」分類來來介紹，很明顯是引用了英語的分類。本文在第三章也

討論過英語的「動結構式」，其「結果」可能是「方向介詞」或是「形容詞」，

連帶的其構式的結構也不同。但拿這個分類硬套在中文上，就會出現同一類

的「結果詞尾」在其可能式的使用上卻完全不同，而不同類的「結果詞尾」

在其可能式的使用上卻相同的現象。比如說新實用視華將「走（away）」

與其他表趨向義的「出去、上來」等列在同一類「趨向詞」中，但是「V 得

／不走」後可直接接賓語，如(4)，但「V 得／不出來」卻不行，如(5)： 

 他開不走我的車。 (4)

 *他開不出來我的車。 (5)

此外，新視華將「懂」同列在「動作動詞」這一類中，但「會」卻列在

「助動詞」一類中介紹，但從本文第四章有關「主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的討論中可知「懂」和「會」都指向主語，在可能構式的使用上完全相同，

如例句(6)(7)： 

 我聽不懂英文。 (6)

 我學不會英文。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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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點層面評量 (三)

新視華對於「可能式」語義的介紹只有一句話：「這種形式意指動作的

結果能或不能達到」，用「can」與「can’t」來翻譯，在用法方面，除了明

確指出不可與「把」字句共現之外什麼都沒說明。由本文對於「可能構式」

的研究中可知這樣的語法說明明顯過於簡易，嚴重缺乏「完整性」以及「通

盤性」，而單純用「can」與「can’t」來翻譯，再加上新視華在第一冊第 7

課對於「能」的翻譯也是「can」，完全沒有其他說明，不難想見學生就會

理所當然地以為「可能式」的語義就是「能」兩者可以互相代換。 

 

  說明及編排層面評量 (四)

新視華基本上是以英語為母語的華語學習者所編的，從本文第三章的討

論中，可知英語雖然也有「動結構式」但其與漢語的「動結構式」有很大的

不同，而「可能構式」這種語法結構在英語中更是完全不存在，但新視華卻

在第二冊 9 和 10 短短的兩課中，將這兩個語法點混在一起教，而且在中級

第三第四冊都未再複習，例句也都交錯羅列，缺乏針對性不說，根據筆者多

年來使用這本教科書的經驗，學生囫圇吞棗的結果就是偏誤居高不下，永遠

似懂非懂，甚至避免使用，也就是說新視華在這個語法點方面的編排不但不

具「相關性」亦不具「有效性」。 

 

  遠東生活華語 三、

  教材編排簡述 (一)

與新視華將「VC」與「V 得／不 C」打包起來一塊兒教完全相反，遠

東生活華語（此後簡稱生活華語）則是將這幾個相關的語法點分散在各課中。

先在第一冊第 7課出現「趨向動詞（DV）」，接下來在第 12課介紹了「V+RVE」

結構（即本文的動結結構 VC），同課並介紹兩個 RVE「開」和「起來」；

接著在第二冊中，第 2課介紹 RVE「完」和「見」；可能式「V 得／不 C」

第一次出現是在第二冊的第 4 課，並介紹 RVE「到」，練習只包括「V 得

／不到」；第 7 課介紹「V 得／不了」、「想（得／不）起來」；接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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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在第 8 課、11 課、16課、17 課、21 課、22課、23 課分別介紹 RVE「懂」、

「會」、「成」、「斷」、「著」、「起」、「下」、「回來」，練習中也

包含可能式。最後 22課中還介紹了形容詞用作 RVE 的情況。 

生活華語在語法觀點上與視華相同，都將「VC」與「V 得／不 C」結

構視為複合詞，將「VC」視為其肯定型（actual type）而「V 得／不 C」為

其可能型（potential type），但生活華語提供了較為詳細的說明，其對於

「V+RVE」的說明如下： 

V+RVE是一個複合動詞，表示一個動作完成後的結果。漢語的動詞單只表示

動作，並未說明緊接而來的結果。因此，必須加一個「結果詞尾（RVE）」來

表示結果，使得詞義或句義更加完整。RVE是某個動作的結果，只有 V或 SV

可當 RVE。此外，RVE和其動詞之間的搭配並不是隨意的，例如可與「飽」

搭配的動詞為「吃、喝、睡」。其肯定形式為「V+RVE 了」，而其否定形式

為「沒 V+RVE」42。 

而對於其可能型－可能結果複合動詞（ potential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的說明如下： 

之前在第一冊介紹的是結果複合動詞的「事實型」，而這一課要介紹的是其可

能型。（並不是每個結果複合動詞都有兩種型）如果動詞與其詞尾間以「得」

連接，那就是其肯定式「V+得+RE 」；而當以「不」連接時，就是否定式。

這種複合動詞意指情況是否能使主語達到（achieve）結果詞尾所述之結果43。 

                                              
42

 V+RVE is a compound verb expressing the result(s) of a certain completed action. Chinese 

verbs can only represent a single action, and at the same time do not explain the following 

result. Therefore, a RVE (resultative verb ending) must be added after the verb to indicate the 

result, thus making the meaning of the phrase or sentence fully clear. RVE is the result of a 

certain action, and only V or SV may act as a RVE. Furthermore, every RVE has a set meaning 

or message and cannot be randomly combined with just any verb. For example, verbs that can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飽” include: “吃”, “喝”, “睡”. The affirmative form is “V+RVE

了”, while the negative form should be “沒 V+RVE”. （遠東生活華語 1，p247） 
43

 The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introduced in the first volume was the actual type. The type 

being introduced here is the potential type. (Not every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can have both 

types.) if the verb and ending are connected by “得”, it is the affirmative potential type (V+得

+RE); when the verb and ending are connected by “不”, it is negative. This kind of verb 

compound indicates wheth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ubject can or cannot achieve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indicated by the ending. （遠東生活華語 2A，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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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架構層面評量 (二)

生活華語在語法理論方面，基本上與新視華相同，將可能式視為「複合

詞」，而且雖然高度分散，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具基本的「系統性」和「一

致性」。此外雖然仍套用「實現型（Actual type）」與「可能型（potential type）」

的概念，但附註「並不是每個結果複合動詞都有兩種型」，避免學生誤會，

生活華語在這一點上較新視華來得好。 

 

  語法點層面評量 (三)

生活華語對於「可能式」語義的介紹是「情況是否能使主語達到（achieve）

結果詞尾所述之結果」，就是本文「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語義，以「achievable」

取代「can」來解釋，是這本課本較進步的地方，但除此之外付之闕如，同

樣過於簡易，嚴重缺乏「完整性」以及「通盤性」。  

 

  說明及編排層面評量 (四)

生活華語在解釋「V+RVE」結構時其實談到了一點漢語與英語間的差

異，也就是漢語的動詞詞義中並不包含結果，但並沒有與學生的母語對比，

並舉例說明。而且單單點出這一點是不夠的，根據筆者的經驗，若學生沒受

過專業語言學的訓練，基本上是無法了解這段文字說明的含義的，而且生活

華語除了這一段說明以外，針對這一點，在學生可能產生偏誤的部分並未加

強說明，並給予足夠的範例和練習。例如本書對於動後成分「到」的解釋如

下： 

「訂不到」是一個可能結果複合動詞，「到」表示動作達到目的，或有了結果，

已學的動詞中可用於此結構中的動詞包括：訂、租、等、見、買、叫、拿、請、

送、用、找、領、看、聽、走44。 

                                              
44

“訂不到”is a potential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 “到”indicated the action reaches the goal 

or has the result. The verbs already studied that can be used with this structure are as follow：訂、

租、等、見、買、叫、拿、請、送、用、找、領、看、聽、走。（遠東生活華語 2A，p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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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也沒有提供任何例句及翻譯來幫助理解，只有五題的填空練習，

學生需將列在最底下的五個「V 得／不到」填入正確的句子中。根據筆者的

經驗，若無教師另外舉例解釋，學生根本無法理解課本中對「到」的語義解

釋。而填空練習，雖然學生可依前後文語境，找到正確答案，但確無助於學

生自行產出，因為學生還是不懂什麼時候必須這麼用，也不明白它和母語之

間的相對關係為何。 

雖然生活華語將一個龐雜的語法點切分成小部分，降低學生的負擔，而

且透過不斷重複能有效提升學生對於該語法點的熟悉度，但「需受過語言學

訓練才看得懂的說明」、「沒有例句」、「沒有系統且用意不明」的練習是

這本課本最大的問題。特別是某些沒給選填答案的練習，學生在做答時根本

無所適從，例如某些練習學生必須靠前後文，完全自己判斷該填肯定型還是

實現型，填肯定或否定。當句子是直述句時還不算難，但碰到某些較特殊的

句型時，例如反問句，例如(8)，課本中其實沒有先教教過學生肯定形式的

可能式常用在反問句中，表達否定的意義，學生自然無法做答。 

 時間這麼短，怎麼＿＿＿＿＿＿＿？ (8)

綜合來說雖然生活華語簡單解釋了一下漢語的特殊性，並讓語法點反覆

出現，但不管是「針對性」、「簡易性」還是「有效性」，都還是不合格的。 

 

  中文聽說讀寫 四、

  教材編排簡述 (一)

中文聽說讀寫中，「V 得／不 C」結構與與之相關的「VC」結構和趨

向動詞，都分別在 Level 1 和 Level 2 中各出現了一次。中文聽說讀寫，將

動後成分視為「補語（complements）」，先在 Level 1 的第 12 課教「結果

補語 resultative complements」，接著在第 13課再複習，並介紹更多補語。

第 16 課教「可能補語（potential complements）和「趨向補語（directional 

complements）」。而這三個語法點又分別在 Level 2 的第 5 課，第 7課，和

第 8課分別又出現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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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聽說讀寫認為「可能補語（potential complements）」是在動詞與

其結果補語或趨向補語之間置入「得／不」來表示某結果能否實現45。提供

了例句及其翻譯之後，課本還針對「V 得／不 C」較常使用否定形式，而肯

定形式多出現於疑問句及其回答等特性提出說明，並點出可能式在漢語語法

中的獨特性與不可取代性，解釋「V 得／不 C」與「不能 VC」在語義上的

差異，其說明如下： 

可能補語是漢語的一個重要特色。當要表達因缺乏某種條件，使得某結果無法

達成時，使用可能補語是唯一的方式。可能補語的功能無法以「不能 VC」的

結構取代，例如「做不完」的意思是「無法做完」，但「不能做完」則有「不

可以做完」的意思46。 

而在中文聽說讀寫 Level 2 中，在可能式的部分，中文聽說讀寫介紹了

兩類的可能補語，一類是 Level 1 介紹過的「動詞＋得／不＋結果補語或趨

向補語」，另一類是「動詞＋得／不＋了」。在說明第一類的結果補語時，

中文聽說讀寫不但再次說明其語義表達「因某種主觀條件或客觀條件，而無

法實現某種結果47」，並也再次舉例說明其否定式不可以「不能」取代。但

接下來補充說明肯定式可以以「能」取代，並可與「能」共現48。最後說明

「能+動詞＋補語」比「動詞+得+補語」來得常用49。 

 

                                              
45得 or 不 is placed between a verb and a resultative or directional complement to indicate 

whether a certain result can be realized or not.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1 Part2，p173） 
46

 Potential complements are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Chinese. They are often the only way to 

convey the idea that the absence of certain conditions prevents a result from being achieved. 

Potential complements have a unique function that cannot be fulfilled by the “不能+ verb + 

resultative/directional complement” construction. For example, 做不完 means “not able to 

finish,” while 不能做完 conveys the idea of “not allowed to finish.”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1 Part2，p174） 
47

 This kind of potential complement expresses inability to realize a certain result due to 

subjective conditions or external circumstances.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2 Part1，p230） 
48

 Note that the affirmative form of potential complements, however, can be replaced with 能+ 

verb + directional complement/ resultative complement. one can even put 能 in front of the 

complement.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2 Part1，p231） 
49

 In affirmative statements 能＋ verb + complement is much more common that verb + 得 

+ complement. （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2 Part1，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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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論架構層面評量 (二)

中文聽說讀寫對於可能補語的說明完全與劉月華（1989）的分析相同，

而在結果補語與趨向補語的教學上也完全依照劉月華（1989）的架構，具有

非常好的「系統性」以及「一致性」。 

 

  語法點層面評量 (三)

若以劉月華（1989）的研究為基礎來檢驗，中文聽說讀寫的教學內容十

分完整，包含了劉所提的三個次結構中的前兩個，只有「V+得／不得」（如

這件事「說不得」）沒提到，但這個結構偏書面，日常生活很少使用，未將

其包含進來是合理的。 

而劉月華（1989）中所提到的重點如：「否定式與肯定式不平衡」、「否

定式不可以『不能』取代」、「較常使用肯定式的語境」、「肯定式可以『能』

取代，並且較為普遍」等可能補語在使用上須注意的地方，中文聽說讀寫幾

乎都做了通盤的說明並提供清楚的例句解釋。 

所以，若單就劉月華（1989）的研究資料來看，中文聽說讀寫的完整性

及通盤性具佳。但教科書的編輯僅取一家之言似乎有所不足，已有研究指出

並非所有「V 得／不 C」的語義都符合劉月華（1989）的解釋（張旺熹，1999；

杉村博文，1982）。中文聽說讀寫所描述的可能式的語義，與本文的「目標

達成可能構式」較為類似，但是「中動可能構式」的概念並未出現。此外，

將「V 得／不 C」視為「VC」插入「得／不」亦是較為不適當之處。 

 

  說明及編排層面評量 (四)

中文聽說讀針對學生最容易犯的錯誤－用「不能」來取代否定的可能式，

做了很清楚的說明，而且不只在Level 1，在Level 2又更深入地解釋了一次，

這對於預防這方面的偏誤是很有效的。 

而在簡易性方面，中文聽說讀寫的語法點說明大多清楚明確，給的例句

及翻譯也多是恰當的。唯一較為抽象的是對於可能式語義的解釋，例如 Level 

2 中的語義說明「This kind of potential complement expresses inabilit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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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e a certain result due to subjective conditions or external circumstances.」，

學生大多不太清楚此處所謂的「subjective conditions or external circumstances」

是指什麼，而且例句中有時也包括本文定位為「中動可能構式」之實例連接

的「表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與「表容納義之中動可能構式」，以「inability 

to realize a certain result」來概括其語義實在有點牽強。 

 

  小結 五、

上述各教材教材的優缺點重點整理如下表： 

表 六-2 現有教材優缺點表 

 優點 缺點 

新版實 

用視聽 

華語 

無 1. 將「可能式（V 得／不 C）」與「動

結結構（VC）」，不分難易，在初

級後段的短短兩課中全部一起教，造

成學生吸收困難。 

2. 理論架構缺乏一致性，同時使用「複

合詞」與「補語」這兩個的語法概念。 

3. 硬套英語語法架構，使得類似結構

被分開教，相異結構卻被放在一起。 

4. 用「can」與「can’t」來翻譯可能式。 

5. 在用法方面，除了明確指出不可與

「把」字句共現之外什麼都沒說明。 

6. 「中動可能構式」的概念並未出現。 

遠東生 

活華語 

1. 分散教學，降低學生負擔。 

2. 理論架構一致。 

3. 以能否達到（achieve）來說

明可能式的語義。 

1. 除了語義之外，在用法方面的說明

幾乎付之闕如。 

2. 部分說明可能需要受過語言訓練才

看得懂。 

3. 沒有例句。 

4. 練習沒有系統且用意不明。 

5. 「中動可能構式」的概念並未出現。 

中文聽 

說讀寫 

1. 語法典在 Level 1 和 Level 2

重複出現，有效複習。 

2. 理論依據、語法架構明確。 

3. 以能否達到（achieve）來說

明可能式的語義。 

4. 用法說明詳盡明確，提供恰

當的例句及翻譯。 

1. 將「V 得／不 C」視為「VC」插入

「得／不」。 

2. 「中動可能構式」的概念並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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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本教科書各有優缺點，但整體來說，因為目前的教科書都未引入

構式的概念，未對於語義不同的可能構式加以區分，但由本文第四章第一節

中對於不同層次的可能構式的討論中可知，可能構式的家族成員眾多，且各

有特色，因此要對「V 得／不 C」提供一個單一的通盤解釋是不太可能的，

這也就是為何目前我們所回顧的教科書對於其語義的解釋不是過於簡化就

是過於抽象，學生也因此無法明確掌握其語義，常出現避而不用的情形。 

另外一點所有教科書都有改善空間的是在於教導學生如何使用可能式

這一點上。可能式「V 得／不 C」只是一個動詞組，母語人士會將其大量使

用在各類句型結構中，但對於一個尚無法明確掌握可能式的華語學習者來說，

要舉一反三非常困難，初學者多只能直覺地將其套入漢語的基本直述句

「Subj V Obj」中使用，但有時候是行不通的（如：*他搬不出去那張桌子）。

我們必須要教學生如何將可能式靈活地使用在他們已學過的句型中，例如與

「一點兒也＋V（Neg）」結合，可以說「你說的話我一點也聽不懂」等等，

學生才能自行產出更自然的語言。 

 

  語法點排序 第二節

此節本文將根據鄧守信（2009）的語法點排序原則對於「可能構式」這

個語法點提出教學內部排序，以及與其他相關的語法點配合的外部排序建議。

同樣的我們將先就語法點排序理論做一簡單介紹，接著談外部排序建議，最

後討論內部排序。 

 

  語法典排序理論依據 一、

鄧守信（2009）將語法點的排序分為「內部排序」以及「外部排序」，

「內部排序」指的是將具有多重意義的詞項或是語法結構的各語義特性加以

排予。而「外部排序」是將無特別關連的結構或句型加以排序。本文所要進

行的主要是「可能構式」的內部排序，但可能構式是一個結構依存度高的語

法點，其結構中內嵌了其他的語法結構，鄧守信認為在教母結構前必須先行

教授被嵌入的結構，因此本文也將就與「可能構式」相關的語法點相對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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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構式」的教學排序上建議。 

鄧守信（2009）指出語法點的排序還必項考慮「頻率」以及「難度」。

「頻率」是較為客觀的標準，頻率高的應該先教，但「難度」的判斷便較為

複雜，本文由鄧守信（2009，p101）所提出之難度評定準則中整理出本研究

參考的難度評定標準如下50： 

1. 結構困難度高者，困難度高51
 

非典型結構困難度高 

搭配限制嚴格，困難度高 

2. 語義複雜度高者，困難度高 

語義具多重詮釋，困難度高 

語義具引申義，困難度高 

語義具寬廣性，困難度高 

3. 跨語言差距大者，困難度高 

結構差距 

語義差距 

4. 不容易類化者，困難度高 

 

  分級、排序參考標準 二、

一般語言教學以「初、中、高」為學生的目標語程度分級，並依此開發

教材、設計課程。但是這個標準並不客觀，不同的學校、不同的教材，會有

不同的標準。因此，本文將採用 Top 測驗的分級標準分成「入門、基礎、

進階、高階、流利」五級，並參考其所提供的詞彙表為詞彙難度判定依據。

Top測驗的分級標準如下所示： 

                                              
50

 原文共有六大項，第五大項為「語用功能強者，困難度高」，本研究的範圍不包含各

類可能式的語用功能，因此刪除此項評定標準。而第六大項為「口語結構困難度低，文

體結構困難度高」，本文為語法點內部排序，各次類間沒有這種差異。 
51

 另有「層次結構困難度高」以及「母語無對應結構時，困難度高」兩個標準，但本文

為語法點內部排序，各次類間沒有層次結構的差異，也沒有母語對應結構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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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3  Top 測驗的分級標準 

TOP 程度 

入門 具備 500 個詞彙量及能掌握簡單語法、最基本的句型。 

基礎 具備基本語法及 800 個基礎詞彙量。 

進階 具備 1500 個詞彙量。 

高階 具備 5000 個詞彙量。 

流利 具備 8000 個詞彙量。 

         （詳細分級能力描述請見附錄七） 

 

  可能構式語法點外部排序 三、

從整體的語法點教學排序上來看，「可能構式」是一個結構依存度很高

的語法點，要學習「可能構式」之前，學生必須先了解漢語的基本語序；掌

握一定數量的「動作動詞」、「狀態動詞」、「變化動詞」、「趨向動詞」

的語義及使用方法；知道漢語基本的能性語義的表達方式；和漢語的「動結

結構（VC）」。因此「可能構式」在教學編排上，出現於基礎級，並在進

階、高階不斷加強、複習較為適合。 

但某些在客堂上使用機會極多的可能式，如「看（聽） 得／不 懂」

和「看（聽） 得／不 到」，可當成一個固定的片語（phrase）在「入門」

級先教。經過一段時間的使用，讓學生先熟悉這個結構，當正式學時，學生

就會比較容易進入狀況。 

此外「可能構式」的教學必須與「VC」結構的教學緊密地相互配合。

進入「可能構式」的「V-C」組合，絕大多數也可進入「VC」結構。兩個

語法點在「動詞」與「動後成分」的關係上，有很多的共通點，許多「V-C」

組合的基本原則是一樣的，因此我們認為教科書對於「可能構式」的介紹，

必須後於「VC」結構，並在此後的教學中相互配合。例如在兩個結構都已

介紹過後，當新介紹一個動後成分時，就必須同時教學生這個動後成分與兩

種結構之間的互動情況，不可只教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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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構式語法點內部排序 四、

  可能構式語法點教學分組 (一)

根據第四章的研究結果，我們先將漢語的可能構式依構式語義、動後成

分特性分組，再進行排序，但固定習語52部分，可視為詞彙，本文在此將暫

不討論。分組如下表所示： 

 

表 六-4 「可能構式」語法點分組 

Ⅰ Ⅱ Ⅲ Ⅳ 

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 

C 表 

結果義 

(A) 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我看不到黑板。 
C=到（見、著） 

(B) 動詞、主語、賓語指向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C 語義未虛化者） 

e.g. 他吃不完一碗麵。 

狀態動詞：飽、

懂、好...等 

變化動詞：完、

動...等 

(C) 動詞、主語、賓語指向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C 語義虛化者） 

e.g. 小明考不上大學。 

上、下、出、起、

住、走、開...等 

(D) 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我沒鑰匙，進不去。 
C=來、去 

(E) 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我們去不成了。 
C=成、了 

C 表 

趨向義 

(F) 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包括漸生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他站不起來。 

  他想不出辦法來。（漸生） 

C=DV
53

+來／去 

(G) 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他走不出迷宮。 
C=DV 

C 表 

時相義 

(H) 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我看不下去了。 
 

  

                                              
52

 例如「對不起」、「來不及」等。 
53

 Directional Verb (DV)，包括上、下、進、出、過、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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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動 

可能構式 
 

(I) 中動可能構式（中心義） 

e.g.這個杯子打不破。 
 

(J) 表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經濟

負擔能力） 

e.g. 我買不起名車。 

 

(K) 表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負面

事件的承受能力） 

e.g. 他擔不起這個責任。 

 

(L) 表容納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e.g. 這輛車坐得下五個人。 
 

(M) 表存在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e.g. 湖面上看不到垃圾。 
 

 

上表的語法點分組共有四個層次，第一個層次（Ⅰ）依本論文對於可能

構式語義的研究分為「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和「中動可能構式」兩大類。「目

標達成可能構式」第二個層次（Ⅱ），依所表之語義分為「結果義」、「趨

向義」、「時相義」三類。第三層（Ⅲ）則主要依本論文所分出來的各個可

能構式分類，但根據教學上的考慮做了一些調整。第四個層次（Ⅳ）則是各

組中高頻的動後成分。 

在此所做的調整包括：第一，將「到」為動後成分的「動詞指向目標達

可能構式」列為單獨一組。原因在於，其在語料庫中共出現 937 筆，接近全

部語料 3273 筆的三分之一，其中否定式為 761 筆，大約是肯定式 176 筆的

4倍。也就是說因為以「到」為動後成分的「動詞指向目標達可能構式」因

其在語言中使用的頻率遠高於其他可能式構式，而 Goldberg（2006）認為當

一個結構使用頻率非常高時，就算其語義可完全由其組成來解釋，還是可視

為一獨立構式，因此我們將它獨立出來。 

第二個調整是，「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中「賓語指向」、「主語指向」、

「動詞指向」三類並未各自獨立，而是依其動後成分語義是否虛化分為兩組。

原因在於關於動後成分語義指向的相關概念，可能構式與「VC」動結結構

是相同的，應該編入動結結構的教學當中，而在教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時就沒

有必要重複了。但是，當動後成分語義已虛化時，當其進入構式，整個構式

的語義相對來說也較難掌握，因此在教學上應與其他未虛化的動後成分分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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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調整是，將「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依 C 為「來、去」

或是「成、了」分，除兩者之間頻率差異之外，兩者在難度上亦有很大的差

異，詳細討論請見(三)排序的 v。 

第四個調整是，「漸生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未獨立分組，而是列於「複

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中。原因在於「漸生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複

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最明顯的差異是語序，但學生不容易搞清楚兩者

的適用範圍，最好同時教並進行比較。 

「中動可能構式」則完全依本論文之構式分類分組。 

 

  排序原則 (二)

此處排序的主要考慮鄧守信（2003，2009）所提的「頻率」以及「難度」，

另外在「難度」這個項度中加入「搭配詞彙的難度」為排序參考標準，以

Top測驗所提供之詞彙表為詞彙難度判定依據。 

列入「搭配詞彙的難度」為排序參考標準的原因是，一個可能構式，若

其本身難度低，但其搭配的「V」或「C」卻多數出現在較高級的程度，若

在初級程度教這個構式，就會出現無詞可搭的情形。根據 Bybee（2008），

「類型頻率」對於構式的學習十分重要，因此我們認為此時在初級可將此構

式視為「詞彙」進行教學，例如直接教「忍不住」而非「V 不住」，到高級

再進行整個構式的完整的教學。 

在第一和第二層次的大分類的教學排序上以「頻率」為先決條件，因前

兩個層次頻率高的分類，代表該類是可能構式的基本結構、中心語義。依以

使用為基礎的語言理論，對二語學習較有效的方法是在自然語言中頻率高的

應盡可能先教，並使其如同自然語言一樣高頻出現，也就是學習應自最為典

型的結構學起（Bybee, 2008）。而第三層次，也就是上表(A)-(M)的分組，

以及組中特定動後成分的教學順序，在不同標準出現不一致的結果時，以「難

度」為先決條件，因為在同一個大分類中的結構，語義概念都類似，由容易

的學起較有利，而且一個結構若沒有足夠可與其搭配的詞彙，學生很難真正

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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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構式語法點排序 (三)

i.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先於「中動可能構式」 

由下表可知「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中動可能構式」在語料中所佔比

例分別為 77%、16%，前者遠遠高於後者。可見「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是典

型結構，在教學上必須優先，再來才是「中動可能構式」。 

 

表 六-5 可能構式頻率統計表 

構式 頻率 百分比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2514 77% 

中動可能構式 512 16% 

其他習語 247 8% 

總數 3273 100% 

 

ii.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教學應先教「C 表結果義」，再教「C 表趨向義」，

最後教「C 表時相義」 

為了解「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中各類構式的教學排序，我們依上述分組

做了次數統計，請見下表： 

 

表 六-6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各次類條目頻率統計表 

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 

C 表 

結果義 

(A) 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C=

到、見、著） 
1067 

2263 

(B) 動詞、主語、賓語指向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C 語義未虛化者） 
449 

(C) 動詞、主語、賓語指向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C 語義虛化者） 
677 

(D) 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C=

來、去） 
48 

(E) 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C=成、了） 
22 

C 表 

趨向義 

(F) 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包括漸生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222 

232 

(G) 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10 

C 表 

時相 
(H) 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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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為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各次類（依教學分組）的條目頻率（token 

frequency）統計表，由上表可看出各教學分組(A)-(H)在語料庫中的出現頻

率，例如(A)組「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C=到、見、著）」在語料庫

中總共出現 1067 筆，而(G)組「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則只出現 10 筆。

此外由上表亦可看出 C 表「結果義」、「趨向義」、「時相義」這三個大

分類的「目標達可能構式」出現的頻率分別為「2263」、「232」以及「19」。 

依上表的頻率統計結果，「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教學應由「C表結果

義」的教起，再教「C表趨向義」的，最後才是「C表時相義」。且由難度

考慮，「C表結果義」的構式句型結構與漢語的基本句構「S-V-O」是一致

的，在結構困難度上較「C表趨向義」的低。 

 

iii.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教學由「到」為動後成分的「動詞指向目標達可

能構式」（A 組）切入 

我們將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A)－(E)各組中高頻的動後成分列出並

統計其出現頻率，結果如下表： 

表 六-7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高頻動後成分條目頻率統計表 

(A) 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到 937 

見 84 

著 46 

(B) 動詞、主語、賓語指向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C 語義未虛化者） 

懂 107 

完 44 

清 43 

好 42 

清楚 25 

動 20 

通 17 

(C) 動詞、主語、賓語指向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C 語義虛化者） 

出 284 

住 144 

上 114 

掉 45 

開 31 

下 26 

起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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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來 24 

去 24 

(E) 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成 18 

了 4 

 

由上表可看出「到」為動後成分的「動詞指向目標達可能構式」在語言

中使用的頻率遠高於其他動後成分的目標達成可能式構式，可視為一獨立構

式。根據 Top 詞彙表，動後成分「到」在入門級就出現了，而在入門及基

礎級，學生已經學到了不少能與其搭配的動詞如「看、聽、買、學、拿、找、

吃」等等。再者，根據前一節教科書的分析，當學生第一次接觸到「可能構

式」這種結構式，一次若同時介紹太多動後成分，學生是很難完全理解並吸

收的。因此我們認為在編輯教科書時，可以先從「到」為動後成分的「動詞

指向目標達可能構式」切入，先幫學生建立基本概念之後，再加以延伸是較

好的選擇。而與「到」語義類似，有時可相互代換的「見、著」可一並教。 

 

iv.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動後成分語義未虛化者先於虛化者 

語義已虛化的動後成分，當其進入構式時，整個構式的語義相對來說語

義複雜度較高，困難度也相對較高，因此在教學上還是應以後成分語義未虛

化者優先。 

不過這兩組所包含的動後成分眾多，彼此間的異質性大，進一步教學順

序的整理請見以下 v 與 vi。 

 

v.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動後成分語義未虛化者（B 組）－於基礎級出現，

進階或高級增加其他動後成分並複習 

B組高頻的的動後成分在 Top 詞彙表的分級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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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8 未虛化的動後成分 Top分級 

動後成分 Top 詞彙表分級 

懂 入門 

完 入門 

好 入門 

清 進階 

清楚 基礎 

通 進階（unimpeded）／高階（understand thoroughly） 

動 基礎 

慣 高階 

飽 入門 

 

由上表可知，B組的教學排序可出現於「基礎級」，可於此次教學中一

起出現的動後成分為「懂、完、好、清楚、動、飽」，其中可在細分為兩組，

狀態動詞如「懂、清楚、飽、好」可分為一組，而變化動詞「完、動」則是

另一組。 

而 B 組中的「清、通、慣」則建議到「進階」或「高階」教到時再附

帶回頭複習 B組語法。 

 

vi.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動後成分語義未虛化者（C 組）－基礎可教「C=

出、掉」；高階再教「C=住」，其他則可先列入詞彙教學 

C組高頻的的動後成分在 Top 詞彙表的分級整理如下： 

 

表 六-9 虛化的動後成分 Top分級 

動後成分 Top 詞彙表分級 

出 無 

住 高階（記住／忍不住／站住） 

上 基礎（關上）／高階（趕上／關上／碰上） 

開 高階（睜開）／流利（張開） 

下 無 

起 無 

掉 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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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詞彙表多未將語義虛化的動後成分視為詞彙獨立列出，而是將其部

分「VC」結構視為詞彙列出，因此除了「掉」，我們無法光從 Top 詞彙表

來定出其教學排序，還是必須進一步參考本論文的統計資料。 

由上 0 的統計中可以，「出」是僅次於「到」，在語料中使用頻率第二

高的動後成分。「出」可進入「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示施事能

否透過某動作使客體顯露。可搭配的賓語類型非常廣泛，只要具有能使客體

出現的動詞均可進入構式。使用頻率較高的有「提交」類、「找查」類動詞、

「產出」類動詞、「分辨」類動詞、「感知」類動詞。整理歸納如下表： 

 

表 六-10 可能構式中常與動後成分「出」搭配的動詞 

動詞類型 實例 

提交類 付、提、發、舉、派、繳 

找查類 找、挑、查、問、測、搜 

產出類 長、做、想、說、答、寫、畫、創造、設計、培養 

分辨類 分、比、認、辨 

感知類 看、聽、聞、吃、感覺 

 

其中「感知類」的「看、聽、吃」；「產出類」的「做、想、說、寫、

畫」等都是入門或基礎級的詞彙。因此我們認為動後成分為「出」的「目標

達成可能構式」可以在基礎級就出現，搭配動詞建議先教「感知類」和「產

出類」。 

而動後成分「住」，雖然其頻率也不低，但其頻率較高的搭配動詞幾乎

都是高階、流利或以上的詞彙，以語料庫中出現三筆以上的動詞為例，「支

持、忍（忍受／忍耐）、把握、控制、擋」為高階級詞彙；而「把持、招架、

按奈」則是流利級（或以上）的詞彙；只有「留」是基礎級。而 Top 詞彙

表也是在高階才出現「記住、忍不住、站住」。因此，我們建議動後成分為

「住」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應該到高階再教。 

其他虛化動後成分「上、開、下、起」之高頻搭配都很少，並不適合當

作語法點教。例如虛化的動後成分「上」，高頻的搭配動詞只有 5 個，在

Top詞彙表中的分布為：跟（進階）／趕、追趕（高階）／幫（入門）／考

（入門）／選（高階）。而虛化的動後成分「開」的高頻組合只有「睜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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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開」54，Top 詞彙表「睜開」出現在高階。另外虛化的動後成分「下」的

高頻組合只有「吃得／不下」55；虛化的動後成分「起」的高頻組合只有「想

得／不起」56。 

從以上分析可知，動後成分為虛化的「上、開、下、起」的「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高頻組合並不多，先將它們當「詞彙」教可能要比當「語法點」

教來得有效率。總合來說 C組語法點，其中「出、掉」可在基礎教，而「住」

則到高階再教，其他則可先列入詞彙教學，到高階再來總複習。 

 

vii. 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D 組基礎、E 組高階 

動後成分表「結果義」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中，我們認為在教學上

應該獨立出來的是「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因其構式語義中要達成

的目標並非其動後成分，而是動作的執行本身，與其他「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不同。其中 D 組的「V」和「C」為趨向動詞，Top 詞彙表出現在入門與基

礎級，因此 D 組可在基礎級教。 

至於 E 組，根據本文在第四章第五節中的討論，「V 得／不 成」和「V 

得／不 了」都可能因為進入了不同的可能構式，而表達不同的語義，也就

是其語義具多重詮釋，複雜度較高，困難度也較高。再加上「成」在 Top

詞彙表的「高階」才出現，「了」詞彙表上沒有，且根據上 0，在整個語料

中只出現 4筆，頻率非常低，因此建議同樣到「高階」再教。 

 

viii. 複合趨向及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F 組、G 組）－進階 

動後成分表「趨向義」的「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F組）」及「處

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G 組）」，在使用頻率上也遠不如動後成分表「結果

                                              
54虛化的動後成分「開」多進入中動可能構式（請見下面中動可能構式部分），或是習語

如「放不開」、「想不開」等。 
55虛化的動後成分「下」多進入「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及「表容納義之中動可能

構式」，還有習語「放不下（心）」、「拉不下臉」、「嚥不下這口氣」。 
56虛化的動後成分「起」，也常進入「表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如「我買不起車」；

或習語，如「扶不起（的阿斗）」、「抬不起頭（沒面子或羞愧之意）」、「爬不起來

（起不了床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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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且其中的「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G 組）」

在語料庫中的出現頻率極低，只有 0.4%，因此教學重點應該放在「複合趨

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F組）」上。 

這兩組可能構式，根據本文第四章第六節（p.100）的討論，因容易出

現構式論元不足現象，常必須結合其他結構或配合前文使用，也就是說其構

式在使用上與前後文的篇章連接有很大的關係，因此學生在學習這兩個構式

前，必須先學會大多數的基本句型，並開始學習篇章表達，因此我們建議 F

組、G 組應該在「進階」時教較適當。 

 

ix. 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H 組）－進階 

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H 組）可搭配的動詞很多，只要是可持續

的動作，基本上都可進入此構式。雖然有很多入門或基礎級的詞彙可用（如：

看、聽、說、走...），但我們還是建議到進階級再教這個構式，原因在於這

個構式與常與表達「狀態改變」的「了 2」搭配使用，而「了 2」原本就是

漢語中十分困難的一部分。此外與前面的「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相

同，構式本身未提供賓語論元，其語義的完整表達也與篇章脫不了關係。 

 

x. 中動可能構式－I、J、L、M 組：進階；K 組：高階 

我們將各「中動可能構式」(I)－(M)各組出現頻率統計如下表： 

表 六-11 中動可能構式頻率統計表 

中動可能構式 

(I) 中動可能構式（中心義） 363 

(J) 表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經濟負擔能力） 

2 

(K) 表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負面事件的承受能力） 

3 

(L) 表容納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11 

(M) 表存在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133 

 

因使用頻率上的差異，應該在學生掌握了「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之後，

再介紹「中動可能構式」，中動可能構式整個家族中，I 組為其中心義且頻

率高，必須先教。而其中的 K 組，因其較高頻的搭配動詞如「負擔、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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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待」等與負責相關的詞彙多高階才出現，因此 K 組建議到高階再教。 

另外 J、L、M 組都沒有高頻搭配動詞難度較高問題，因此同樣列在進

階級中，其相對教學順序可視實際需要調整，但本文依其困難度，提出其相

對教學順序為 M→J→L，理由如下： 

M 組「存在義之中動可能構式」，除出現頻率高，因其主要功能是在

於增加文章表逹方式上的多變性，在很多語言中都可以找到類似以「看不到」

或「找不到」來表示「不存在」的表達方式，可見其誇語言差距很小，比如

「Morality cannot be found in authority」而且其結構與「有」字句完全相同，

學生只要代換中間的動詞為適當的「V 得／不 C」即可，因此學生很容易類

化。根據鄧守信（2009）的難度評定標準，M組是最容易的。 

再來是 J 組，表經濟負擔能力的「表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雖然其

在結構困難度與語義複雜度上與 L 組沒有明顯的差別，但在跨語語差距方

面，J組卻叫 L 組來得小。以英語為例，英語中的「can/cannot afford」，只

要是關於經濟能力，在中文中都可以直接轉換成「V 得／不 起」，而且句

型結構也是相同的，學生要做的只是找到一個搭配的動詞。因為 J組與學生

母語之間的對應關係單純，跨語言差距很小，對學生來說也就容易類化，容

易學習。 

再來是 L 組，，雖然其在結構困難度與語義複雜度上與 J 組沒有明顯的

差別，但在跨語語差距方面，L 組卻不像 J組與英語之間存在單純的對應關

係。例如雖然「這個房子住得下五個人」，英文說「This house can house 5 

people」，但表達其他「V 不下」等空間不足的概念時，英文口語多直接說

「There is no enough space for....」。 

 

xi.  總結 

總結前面的討論，我們將「可能構式」語法點的內部教學排序整理如下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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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六-12 語法點的內部教學排序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中動可能構式 

基

礎 

(A) 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C=到（見、著） 

↓ 

(B)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C=懂、清楚、飽、好（狀態動詞） 

  C=完、動（變化動詞） 

↓ 

(C)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C=出  

  V=看、聽、吃（感知類） 

  V=做、想、說、寫、畫（產出類） 

   

  C=掉 

↓ 

(D) 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V=進、出、上、下、過、回、起  

    C=來／去 

 

進

階 

(F) 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他站不起來。 

↓ 

(G) 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他走不出迷宮。 

↓ 

(H) 動作持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g. 我看不下去了。 

 

 

 

 

 

 

 

 

 

 

(I) 中動可能構式 

e.g.這個杯子打不破。 

↓ 

(M)存在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e.g. 湖面上看不到垃圾。 

↓ 

(J) 表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經濟負擔） 

e.g. 我買不起名車。 

↓ 

(L) 表容納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e.g. 這輛車坐得下五個人。 

高

階 

(E) 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C=成、了 

(B)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C=清、通、慣 

(C)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C=住 

C=出、上、下、開、起、掉 

     （總複習） 

(K) 表負擔義之中動可能構式  

   （承受能力） 

e.g. 他擔不起這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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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法點說明及教科書編寫建議 第三節

本文因受限於篇幅，無法將上述各部分的教學說明一一列出，只能點出

語法點教學的重點內容，並提出編寫建議。同樣的在此將先談理論依據，也

就是鄧守信（2009，p158）所提出的語法點描述原則。 

 

  語法點描述理論依據 一、

本文將依照鄧守信（2009，p158）所提出的語法點描述原則來檢視教科

書對於「可能構式」的描述，並提出建義。鄧守信指出描述語法點時，應該

涵蓋功能、結構和用法三方面的內容。 

1. 功能 

句法功能（grammatical function）：描述詞類及語類。 

語義功能（semantic function）：描述信息結構、論元角色（不需使用

專門述語） 

交際功能（communicative function）：描述語用功能。 

2. 結構 

基式結構（basic structure）：說明語法的基本形式。包括在句中出現的

位置、前面後面接什麼、能不能帶賓語等等。 

變式結構（derived structure）：說明一個語法點的否定形式、疑問形式

或強調形式如何呈現。 

變形機制（transformation）：指重複、省略、插入、前移、後移等變化

或移位形式。 

3. 用法 

對於在什麼情況下要用，什麼情況不能用，用的時候要注意什麼等等加

以描述。必要時可與其他的結構或詞彙做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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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構式語法點說明建議 二、

根據本文第二章的文獻探討與第四章的研究結果，以及本章第一節對於

現有教材待改進之處的分析，關於『比較「不能 VC」與「V 不 C」的差異』、

『「V 得 C」與「V 不 C」使用上的不平衡』、『「把字句」及「被字句」

與「可能構式」不可共現』、『狀語（副詞）上的搭配限制』這些教學重點，

劉月華（1989）已多有著墨，而現有的教科書《中文聽說讀寫》也多已包含，

再者本研究也尚未從構式語法的角度進一步探討這幾點。因此，在此節中，

關於這幾點的教學就不再重述，而將重點放在與本研究相關，「可能構式」

本身的語義、結構、用法三方面。 

 

  語義 (一)

在語義方面，必須引入構式模組的概念，明確指出可能構式並非單一語

義的語法點，而是具有兩個語義功能，一是可表達「目標達成的可能性」（目

標達成可能構式），二是描述「主語特質」（中動可能構式），如此才能解

釋為何「離不開」可以表示「想離開但無法達到目的」，也可以形容主語「非

常需要某事物，沒有不行」。若學習者的母語為英語，可以「看不見」為例，

「看不見」除了可以表示「can’t see what somesone want to see」（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之外，也可以表示「invisible」（中動可能構式）。如此更加精

確的說明可讓學生更明確地掌握可能式的語義，也就能更明確地了解「V 不

C」與一般表示「禁止」的「不能 VC」語義上的差別，進一步降低以「不

能 VC」取代「V 不 C」所造成的偏誤。 

此外，除了以上兩個基本的語義，可能構式還有延伸語義（可能構式次

類），像「談不成」除了可表達「談了，可是無法獲得結果」（動詞指向目

標達成可能構式）之外，也可表達「無法談」（動作執行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這些都必須籍由構式的觀點才得以更適切地解釋，僅從動詞及動後成分的語

義是無法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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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 (二)

而在結構方面，現有的教科書多未對可能構式的結構多做說明，特別是

關於構式賓語的位置。因此學生就會出現類似「我看這本書得懂」這種「錯

序偏誤」（趙雪蓮，2009）。而且根據本文研究，各可能構式次類不只在語

義上有差異，結構上也各有不同，表結果義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結構較

單純，基本上與漢語的基本結構「Subj + V + Obj」相同，也就是與進入構

式的 V 一樣，原動詞 V 的賓語是什麼，「V 得／不 C」的賓語就是什麼。 

但是表趨向義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就完全不同，進入構式的動詞 V

的賓語，通常不能接在「V 得／不 C」之後。例如「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

構式」，「來／去」之後不可接任何東西，而「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V 得／不 C」之後接的是動後成分所指派的「處所」。進入構式的 V 如

果有賓語，就必須放在篇章語境中，不能與「V 得／不 C」塞在同一個句子

裡，例如我們可以說「我釣到了魚，可是拉不上來」，不能說「*我拉不上

來魚」。此外，教師必須特別注意像「說不出話來」、「想不起來他是誰」

等語序，根據語料庫的分析，出現頻率都非常低，顯示其並非通則而是特例。

像「說不出話來」這種語序，只有在動後成分為「出」時較有能產性（漸生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因此教學上切勿過度強調這兩種語序，以免學生誤將

其視為典型，產生過度類推（overgeneralization）的偏誤。 

除此之外，多加強說明可能構式與其他句型搭配使用時，兩個結構相結

合而產生語序上的改變也很重要，幫助學習者，將「可能構式」靈活運用於

各種句型中。 

而呈現例句說明結構時，可參考以使用為基礎的語言觀，提高最典型的

出現頻率，讓學生先熟悉結構，再提供大量其他應用，幫助學生活用。例如

「表容納義之中動可能構式」，其結構為「PW + V 得／不 下 Obj」，表

某物的名詞常帶數量修飾語。最典型常用的搭配動詞是「放」和「裝」，可

用這兩個動詞先加強練習，讓學生熟悉其結構。之後再介紹其他同樣具有能

使人或物置於某空間語義的動詞，例如描述置身某處的動詞如「站、坐、躺、

睡、住」等，或將某物置於某處的動詞如「掛、吊、擺」等（可用「V 在

PW」句型的動詞基本上都可進入此構式），以加強學生活用此構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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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法 (三)

最後有關用法部分，我們認為教科書應該介紹可能構式常使用的情境，

讓學生了解何時該用可能構式。張先亮＆孫嵐（2010）提到學生對於「可能

構式」的回避使用的情況，但李妍（2008）的習得研究中確發現學生一旦習

得後，使用上的偏誤率並不高。筆者的教學經驗亦類似，幾個出現頻率很高

的「可能構式」，例如「聽不懂」、「看不到」，學生多能正確使用，但對

於其他較不熟悉的則是能免則免，曾有個學生很明白地跟我說，因為不清楚

何時使用，「可能構式」通常不是他組織句子時的選擇。可見學生回避「可

能構式」的癥結其實很大一部分是在於無法掌握其使用情境。 

而張旺熹（1999）提到典型的「V 不 C」（即本文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常出現在表「企望」或「原因」的篇章語境中，張所說的「企望」，更精確

的說應該是對於施事者意圖從事某行為的描述。張旺熹整理出了很多常與其

搭配使用的副詞、句型，可提供我們教學上參考57。若能進一步介紹「目標

達成可能構式」常使用於表達「原因」或「意圖」的情境中，並給予大量完

整的長句為例句，應可改善學生回避使用可能構式的情況。 

 

  教材可能構式語法點編輯範例 第四節

此節，我們將以「目標達成可能構式（C=到）」為例，製作英語母語

者為對象的教材編輯範例，此構式為「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典型，其他「可

能構式」的教材編寫皆可以此為基礎加以延伸。範例內容包括：語法點說明、

例句、練習、教學活動。語法點說明部分主要是清楚說明構式的語意、結構、

用法，幫助教師與學習者建立清楚的概念，再以長例句幫助理解；練習分「短

語層次」及「句子層次」，前者目的是讓學生熟悉其基本結構與其語義，後

                                              
57 張旺熹（1999）典型「V 不 C」（即本研究之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語義框架（即篇

章語境）包括：(1)對於所從事動作的描述；(2)表企望詞語，如:想/願/擔心/怕/生怕/害怕/

恐怕/試圖..等；(3)表示強調意義的副詞(連詞)，如：怎麼也/誰都/實在/一點也/哪個也/連...

也.../根本/終於/無論如何/什麼都/再也/萬一/如果/既然/總也/竟然/往往/哪個也/依然/終

究…等；(4)前句或後句直接有表達原因的句子或短語；(5)處於「得後補語」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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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目的是讓學生做出完整的句子；最後的教學活動部分目的是訓練學生將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使用在語境中，讓學生試著將原因或結果與「目標達

成可能構式」連接，陳述完整的事情經過。 

 

Goal-achievability construction  

 

S V  得／不  C O 

我 看   不   到 黑板 

 

The “Goal-achievability construction” expresses that a certain goal (result) is 

achievable or not when the subject takes action. As with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which we learned in the previous lesson, Chinese expresses 

“action” and “result” separately. “看” in Chinese only means “look” or “watch”, 

and only if you add a “到” to address 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can you express the 

complete meaning “see” in Chinese, which is “看到”. Imagine a situation where 

you take a look at something but you cannot see what you want to see. This is 

the circumstance in which we use the negative form of the “goal-achievability 

construction”, “看不到”, where “不” is  after “看” to indicate that while there 

is no problem carrying out the action itself, one is still unable to achieve the 

intended result.  

 

More examples: 

 

S V     得／不     C O 

我 

I 

他 

He 

小明 

Xiaoming 

老王 

Laowang 

拿      不      到 

reach out    unable  to   get 

找   不   到 

search      unable  to  find 

買   不   到 

intend to buy   unable  to  get 

借   不   到 

intend to borrow  unable to  get 

那本書 

that book 

皮包 

briefcase 

蛋糕 

cake 

錢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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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 

The negative form of the “goal-achievability construction” is the only way to 

convey the idea that when you take an action certain conditions prevent the goal 

(result) from being achieved. This unique function cannot be fulfilled by using 

the “不能+V+C”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不能” often means “not allow”, the 

same as “不可以”. While “看不到” means “unable to see”, the phrase “不能看

到” does not even exist in Chinese. To say “你不能看到” is as weird as saying 

“Don’t see!” in English because “看到” and “see” are not actions which you can 

fully control. 

Note that while “V不 C” cannot be replaced by “不能 VC”, there is not this kind 

of limitation between “V 得 C” “能 VC”.  Both “我看得見黑板” and “我能看

見黑板” are correct. 

 

Question Form: 

There two ways to form questions using the “goal-achievability 

construction”.  You can either use “嗎” or use the affirmative/negative forms 

consecutively. 

嗎 Form 

S V  得／不  C O QW 

你 看   得   到 黑板 嗎？ 

 

Affirmative/Negative Form 

S V  得  C V  不  C O 

你 看  得  到 看  不  到 黑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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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ffirmative form of the “goal-achievability construction” is used much less 

often in a statement than the negative form. The affirmative form is more often 

used in a question or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A：你看得到黑板嗎？ 

B：看得到。 

 

Dos and Donts: 

The “goal-achievability construction” can never be used together with a “把” 

construction. 

The “goal-achievability construction” often goes with a sentence which 

expresses reasons or intentions, or comes after words which indicate 

speculations, like “一定”, “應該”, “大概”, “可能” etc. 

Examples: 

坐在我前面的同學長得太高了，所以我常常看不到黑板上的字。 

現在店都關門了，買不到衣服了。 

你坐在教室的最後面，聽得到老師說話嗎？ 

我想看看老師在黑板上寫了什麼，可是看不到。 

我在家附近找了一天，還是找不到我的狗。 

我希望自己每天都做一個小時的運動，可是常常做不到。 

要是你想借書，就去國家圖書館吧！一定借得到。 

我的錢包是三天以前不見的，現在應該找不到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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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 

Finish the sentence with “V不到” or “V得到” to fill in the blank. 

 

1. 如果我＿＿＿＿＿＿她想吃的東西，我女朋友就會生氣。 

2. 這附近的燈太亮了，所以＿＿＿＿＿＿星星。 

3. 這裡很吵，我＿＿＿＿＿＿你說什麼。 

4. 今天看電影的人這麼多，我們＿＿＿＿＿＿票嗎？ 

5. 有些有名的書，想借的人很多，所以我常常＿＿＿＿＿＿。 

6. 東西用了以後要放回去，以後需要的時候才不會＿＿＿＿＿＿。 

7. 他是個聰明的孩子，我想這件事他應該＿＿＿＿＿＿。 

8. 對不起，我＿＿＿＿＿＿書架上的書，你可以幫我拿嗎？ 

 

Fill in the blank with a sentence that contains “V 不到” or “V 得到”. 

 

1. 你知道老師去哪兒了嗎？＿＿＿＿＿＿＿＿＿＿＿＿＿＿＿＿＿＿。 

2. 天黑了，開燈吧！要不然＿＿＿＿＿＿＿＿＿＿＿＿＿＿＿＿＿＿。 

3. 他正在聽音樂，所以＿＿＿＿＿＿＿＿＿＿＿＿＿＿＿＿＿＿＿＿。 

4. 我們學校的圖書館沒錢，很少買書，所以＿＿＿＿＿＿＿＿＿＿＿。 

5. 哈哈！你說你以後每次考試都要考 100 分！我覺得＿＿＿＿＿＿＿。 

6. 我想吃北京烤鴨（Beijing duck），＿＿＿＿＿＿＿＿＿＿＿＿＿＿？ 

                            （a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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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y: 

Please examine the following “V 不 C”construction and determine its 

cause or effect, then use 2 to 3 sentences to describe the entire matter. (Example: 

房間太黑了，我什麼都看不到，所以不小心碰到了桌子。The room was too 

dark, and I couldn't see a thing, so I ran into the desk.) 

 

V不 C 原因／結果 句子 

買不到   

找不到   

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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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論 

本研究應用構式語法（Goldberg 1995）理論，探究漢語「可能構式」，

本章將根據研究問題提出研究總結並檢討研究限制，提出未來研究建議。 

 

  研究總結 第一節

先前研究對於補語可能式「V 得／不 C」語義的看法分歧  (Li & 

Thompson, 1981； 劉月華，1989；張旺熹，1999)，亦無法解釋為何相同的

結構在不同的情境中為何出現不同的語義。本文認為「可能式」所產生的歧

義，是因為進入不同的構式，而非其組成成分補語的歧義。以下為本文四個

研究問題： 

 

1. 「可能構式」分成哪幾類？各類「可能構式」的次分類為何？ 

我們進一步定義出兩個可能構式，一為「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另一為

「中動可能構式」。「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達「施事執行動作達成目標的

可能性」，而「中動可能構式」的主要意義為表達「對象的固有特質」，此

特質會影響動作的結果。「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可依其動後成分語義分成表

「結果義」與表「趨向義」兩大類，表「結果義」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還可依其語義指向分為「賓語指向」、「主語指向」和「動詞指向」三類；

而表「趨向義」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則可依其結構再分成「處所目標」

及「趨向目標」兩類。而「中動可能構式」並無次分類，僅存在幾個屬於形

式習語的實例連接。 

 

2. 各類「可能構式」的中心語義為何？多義連結為何？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中心語義為(i)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表達

「施事執行動作達成動作目標的可能性」。「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另有三種

多義連接，分別是(ii)賓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iii)主語指向目標達成可

能構式、。此外，還有一個實例連接「動作執行補語可能構式」。而其中的

(iii)複合趨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還有一多義連接(v)處所目標達成可能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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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實例連接(vi)漸生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另外，還有一個 (vii)動作持續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i)動詞指向目標達成可能構式及(iv)複合趨向目標達成

可能構式分別具有實例連接及隱喻連接的關係。 

至於「中動補語可能構式」，表達「對象（Theme）的固有特質」，此

特質會影響動作的結果。「中動補語可能構式」有三個實例連接，分別表「負

擔義」、「容納義」以及「存在義」。 

 

3. 各類「可能構式」的句法結構為何？選擇限制為何？ 

「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基本結構為：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C   （Obj）] 

論元結構：〈 AGT ACT     RESULT  (ARG)〉 

 

施事論元與動詞的施事論元相融合，其他論元則視動詞而定，構式並不

單獨提供論元，不同次類在結構上有部分差異。「目標達成補語可能構式」

在論元結構上限制所有論元皆需由動詞指派，不能由夠式單獨提供，亦即其

結果必須是合理且為預期中的。其施事論元具有「自願性」之必要條件，因

此進入構式的動詞通常是動作動詞，而進入構式的動後成分對於施事來說必

須具有目標性。 

「中動補語可能構式」的基本結構為： 

 

句法結構：[  Subj    V 得/不   C    （Obj）] 

論元結構：〈  THM   ACT     RESULT  (ARG)〉 

 

對象（Theme）常見的是動詞的受事論元及工具論元。「中動補語可能

構式」的動詞選擇限制沒有「目標達成補語可能構式」那麼嚴格，但其動詞

主要仍必須是動作動詞，而其結果語仍須是合理的結果，但其隱而未顯的施

事者不須具備「自願性」，動後成分對於施事者也不須具「目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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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的教科書如何呈現「可能構式」？如何將可能構式之研究結果應用

於華語教學？ 

目前的現有的教材都將可能式「V 得／不 C」視為單一語義結構，說明

常過於簡化，而在結構及用法方面的解釋亦嚴重不足。我們認為在未來的教

材編輯上，必須區分不同「可能構式」不同的語義、不同的結構，並介紹常

使用的情境與句型搭配。 

 

  研究限制與建議  第二節

本文根據構式語法理論所提出的「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中動可能構

式」已能初步解釋可能式「V 得／不 C」語義歧義問題，但其中仍有許多研

究限制與未解之處有待後續研究。 

本論文的研究限制，在語料及其統計方面，所採用的語料庫為「中研院

平衡語料庫」，語料較偏書面，與真實語言還是有一定的差距，且在語料統

計上未採用推論統計，在證據力上稍嫌不足58。而有關可能構式的理論建議

方面，本文並未將「V 得 C」與「V 不 C」分開視為不同的構式來討論，但

統計上顯示這兩者的頻率差異很大，將兩者分開視為不同構式，也是種可能
59。此外，因為篇幅限制，本文並未對虛化的動後成分（動助詞）所組成的

可能式，在語義、論元結構及其使用上做更深入的探討。而由表趨向義動後

成分所組成的可能式，在結構以及使用上本研究也僅僅做了初步的探討，許

多看法並未進行進一步的論證，例如「構式的論元不足現象」與「趨向義目

標達成可能構式的選用原則」目前都還是模糊的概念，仍為語料觀察與現象

描述的層次。中動可能構式的部分，幾個實例連接的定義及與中心語義之間

的關係亦不甚明確60，尚需更多語料來支持假設。最後在教學應用方面，本

研究亦尚未對「可能構式」的學習進行實做研究，此理論對於二語學習是否

有幫助仍不得而知。 

                                              
58

 感謝口試委員徐東伯老師的建議。 
59

 同上 
60

 感謝口試委員蔡美智老師的建議。 



漢語可能構式「V 得／不 C」之探究及其教學應用 

 

 154 

對於未來的研究，我們認為由「動助詞」及「時相」組成的可能式仍有

進一步探討的必要，其語義是否能完全以本研究所提出之「目標達成可能構

式」及「中動可能構式」概括，亦或還有更複雜的隱喻延伸？而由「趨向動

詞」所組成的可能式，本研究所觀察到的「構式的論元不足現象」，是否能

在篇章層次才能找到更好的解釋。另外，關於「趨向義目標達成可能構式的

選用原則」，似乎也與篇章結構有關。最後，關於「目標達成可能構式」與

「中動可能構式」之間的關係、「V 得 C」與「V 不 C」的不平衡現象、「可

能式」與「能願動詞」之語義比較、華語學習者對於「可能構式」的學習以

及偏誤，應該也都是未來值得研究的議題。本研究期望後續研究能以此為基

礎，繼續對漢語「可能構式」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以對日後跨語言分析或華

語教學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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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動後成分 次數 百分比 動後成分 次數 百分比 

到 1099 33.6% 通 27 0.82% 

出（包括出去、出來） 507 15.5% 動 26 0.79% 

住 165 5% 回 22 0.67% 

上（包括上去、上來） 162 4.9% 慣 18 0.55% 

見  145 4.4% 飽 15 0.46% 

懂 115 3.5% 盡、走 12 0.37% 

開 113 3.5% 倒 11 0.34% 

下（包括下去、下來） 95 2.9% 大、定 9 0.27% 

完 83 2.5% 準、穩 8 0.24% 

好 79 2.4% 會 6 0.18% 

起（包括起來） 72 2.2% 斷、死 5 0.15% 

著 61 1.86% 了、平、透 4 0.12% 

過（包括過去、過來） 58 1.77% 
中、取、活、穿、高、

暖、攏 
3 0.09% 掉 53 1.62% 

清 48 1.47% 

清楚 39 1.19% 
光、直、乾、滿、遠、

齊、贏、熟 
2 0.06% 去 35 1.07% 

成 33 1.01% 

來 30 0.92% 白、牢、明白、空、

乾淨、脫、散、圓、

碎、厭、對 

1 0.03% 進 28 0.86% 

了、平、透 4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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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否定 肯定 總數 

掉 52（98%） 1（2%） 53 

清 47（98%） 1（2%） 48 

來 29（97%） 1（3%） 30 

清楚 37（95%） 2（5%） 39 

好 73（92%） 6（8%） 79 

完 76（92%） 7（8%） 83 

過 53（91%） 5（9%） 58 

著 55（90%） 6（10%） 61 

去 31（89%） 4（11%） 35 

成 29（88%） 4（12%） 33 

開 99（88%） 14（12%） 113 

起 61（85%） 11（15%） 72 

下 80（84%） 15（16%） 95 

住 138（84%） 27（16%） 165 

出 422（83%） 85（17%） 507 

到 899（81%） 210（19%） 1099 

上 129（80%） 33（20%） 162 

見 108（74%） 37（26%） 145 

懂 78（68%） 37（32%） 115 

 

 

 



附錄 

 

 

163 

附錄三 

（）中的數字代表能式與該動後成分搭配的動詞的數量。 

語義分類 動後成分 

(1) 

賓語指向 

完 2
61（17）、動（12）、好 2（2）、通（3）、清（2）、倒（2）、

死（1）、斷（1）、平（2）、乾淨（1）、散（1）、乾（1）、暖

（1）、飽（2）、齊（2）、活（1）、攏（2）、光（1）。 

下（3）、出（77）、起（5）、住（31）、走（4）、掉（18）、

開（12）、回（7）、去（3） 

(2) 

主語指向 

慣（7）、懂（5）、清（3）、清楚（2）、通（3）、遠（1）、暖

（1）、會（1）、明白（1）、贏（1）、透（2）、飽（1）、高（1）、

熟（1）。 

下（1）、掉（6）、開（8） 

(3) 

動詞指向 

好 2
62（16）、成（3）、著（7）、清（8）、清楚（5）、準（4）、

見（4）、動（4）、定（3）、中（2）、穩（1）、熟（1）、牢（1）、

直（1）。 

下（1）、上（20）、到（132）、住（34）、進（1）、過（7） 

(4) 

動作執行 

成（11）、了（4）、來（6）、去（5） 

(5) 

處所 

進（3）、過（4）、來（1）、去（1） 

(6) 

複合趨向 

下去（3）、下來（12）、上來（2）、出來（46）、起來（9）、

進去（5）、進來（2）、回來（11）、過去（4）、過來（4） 

(7) 

漸生 

出來（9） 

(8) 

動作持續 

下去（17） 

 

 

 

 

 

                                              
61完 2表動作使得受事者產生終止之結果的結果補語，如「把飯吃完」（莊舒文，2002）。 
62「好 2」對動作完成後所產生的結果的評價（徐芝潁，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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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中的數字代表能式與該動後成分搭配的動詞的數量。 

語義分類 動後成分 

趨向 進（3）、過（4）、來（1）、去（1） 

複合趨向 上來（1）、出來（8）、起來（6）、進去（5）、進來（2）、回

來（4） 

 

 

附錄五 

（）中的數字代表能式與該動後成分搭配的動詞的數量。 

語義分類 動後成分 

(i) 

賓語指向 

完（21）、盡（8）、動（4）、通（5）、倒（4）、好 2（2）、

死（2）、活（1）、滿（1）、圓（1）、平（1）、空（1）、乾

（1）、穿（1）、透（1）、碎（1）、斷（2）、光（1）、出(來)

（6）、起（2）、住（4）、掉（2）、開（9）、去（2）、來（1）、

進（1） 

(ii) 

主語指向 

懂（2）、大（1）、高（1）、厭（1）、贏（1）、透（1）、脫

（1）、起（2）、掉（1）、開（3）、去（1）、來（1） 

(iii) 

動詞指向 

清（4）、成（3）、清楚（3）、好 2（1）、見（3）、著（4）、

動（2）、穩（1）、準（2）、白（1）、上（3）、到（12）、住

（3） 

 

 

附錄六 

（）中的數字代表能式與該動後成分搭配的動詞的數量。 

語義分類 動後成分 

(i)負擔義 起（5） 

(ii)容納義 下（2） 

(iii)存在義 到（7）、見（1）、著（1）、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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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TOP CEFR 能力描述 詞彙量 

入門  在對方說話緩慢且清晰，並隨時準備提供協助的前

提下，能簡單地互動。能使用熟悉的日常用語與詞

彙。簡單說出與個人生活密切相關的信息或提供他

人所需的簡單資訊，如住在哪裡、認識何人及擁有

什麼事物等，並能掌握日常生活中簡單制式的應

對。在有視覺協助及可重複閱讀時，能掌握基本數

字、詞彙及簡單的短語並能大體理解句子內容。能

抄寫或書寫與個人信息或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簡

單詞語或不連貫的簡短句子。 

具備 500 個詞

彙量及能掌握

簡單語法、最

基本的句型。 

基礎 A2 聽力：當言語清楚且緩慢的情況下，對於簡短的言

談，能理解內容與掌握重點 

閱讀：當文章簡短，且多為日常生活或工作的常用

詞彙時，能理解內容。 

具備基本語法

及 800 個基礎

詞彙量。 

進階 B1 聽力：當談話內容為與工作、學習、娛樂相關的熟

悉話題，且講話人的口齒清晰、語音標準時，能了

解內容大意和重要細節。 

閱讀：能讀懂個人感興趣的主題或與專攻領域相關

的文章；前提是文章以淺白、平鋪直敘的方式寫作

而成。 

具備 1500個詞

彙量。 

高階 B2 聽力：對於具有一定篇幅且以標準語表達的談話內

容，包括專攻領域的技術性討論，不論內容抽象與

否，都能聽懂要點大意。 

閱讀：閱讀具有相當大的自主性，懂得為了不同目

的，採用不同方法和速度閱讀不同的文章，並能選

擇適合使用的參考書。具備廣泛且可隨時提取的閱

讀詞彙，但對於不常見的慣用語，可能有理解上的

困難。 

具備 5000個詞

彙量。 

流利 C1 聽力：能聽懂各種抽象或複雜主題的話語內容，即

使話語結構或關聯性可能不夠清楚、明確；但在不

熟悉說話人口音的情況下，可能需要特別確認部分

細節。 

閱讀：在有機會重新閱讀困難部分的情況下，不論

主題是否與個人專攻領域相關，都能讀懂長篇複雜

文本的各項細節。 

具備 8000個詞

彙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