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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副詞「可」的篇章、語用研究

與教學應用 

摘要 

關鍵字：焦點敏感算子、範距、引導碼、情態、反預期 

本研究以 Halliday 的概念（ideational）、篇章（textual）、人際（interpersonal）

三大語言純理功能（metafunction）為分析架構，以真實語料為基礎，討論

現代漢語副詞「可」在語義、篇章、語用三大層面的語言現象及其聯繫。 

本研究之研究基礎為台灣地區書面語料 645 筆及口語語料 115 筆，共

760 筆語料，以此梳理了前人研究對「可」概念功能的解釋。在此基礎上，

本研究認為台灣地區的現代漢語副詞「可」只剩下疑問的語義。在篇章功能

上，關聯副詞「可」作為漢語的焦點敏感算子，具有承前逆接的銜接功能，

多作用於句內的層次範距，也常出現與其他副詞連用的情況，在篇章中表現

了對比的功能。在人際功能上，筆者以引導碼的角度切入，情態副詞「可」

表示了一定的說者態度，可以較快地引導聽者作出正確的推論，而其語用功

能核心為反預期，違反聽者預期的比例多於違反社會和說者預期的比例，體

現了「可」的交互主觀性。另外，「可」多與義務情態詞連用，表現提醒、

警告、規定、禁止等功能，其次為與認知情態詞的連用，表示其後判斷為真。 

由「可」的「疑問」義，進一步延伸到為語用的反詰用法，再從反詰用

法進一步作為反預期的語用功能，以此，再延伸到篇章的對比功能，構成了

語言三層面的一個連續體。筆者在此研究成果上，分析了四本台灣通行的華

語教材，並進行了針對中級以上英語母語學習者的教學安排與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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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ourse and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Adverb "Ke" 

with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bstract 

Keywords：focus-sensitive operator、scope、procedural encoding、modality、

counter-expectation 

The present thesis has appli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Halliday’s 

metafunctions (1985, 1994, 2004), ecompassing ideational, textual, and 

interpersonal functions. The author has explored the semantic, pragmatic and 

discourse aspects of the adverb Ke and their interrelatedness in this thesis. 

This study is substantiated by empirical data, composed of 645 written and 

115 spoken language data (760 in toallity)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also 

examines Ke’s ideational function from previous research, and finds that at the 

semantic level, the only propositional meaning that remains for the adverb Ke is 

its interrogative meaning. At the discourse level, Ke, as a correlative adverb and 

a focus-sensitive operator, functions as a backward cohesive device. A majority 

of the backward cohesive linking of Ke is located within the sentence scope, and 

it often occurs with other adverbs and expresses a contrastive function. At the 

interpersonal level, Ke, as a procedural encoder and modalilty adverb, 

represents the speaker’s attidude and can guide the addresse to reach an correct 

inference more effectively. Additionally, the core pragmatic function of Ke is 

counter-expect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finding in this thesis reveal that the 

frequency of occurrences for personal counter-expect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social counter-expectation, highly exhibiting the intersubjective function of Ke. 

Moreover, Ke most often collocates with denotic modal adverbs to express 

reminding, warning, regulation, and probibition. It also appears to co-occur with 

the epistemic modality adverb to corroborate one’s judgement.  

In terms of the interrelatedness of the three language metafunctions, it is 

argued in this thesis that the interrogative meaning of Ke at the semantic level is 

extended to rhetorical questioning at the pragmatic level, and finally to the 

contrastive function at the discourse level. At the pedagogical level, based on 

the multi-level linguistic analysis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has reviewed four 

major L2 Chinese textbooks, and devised a simple lesson plan targeted at the 

intermediate native English speaker Chinese lear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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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筆者於教學過程中，發現教材中甚少對副詞「可」加以解釋，亦未對

其相關用法多加交代。筆者兩名美國學生曾前後提出關於漢語副詞「可」

的問題。第一個美國學生使用的教材是《實用中文讀寫 2》（2010）。其中第

四課〈開車心情〉第四個定式練習為：「……可（就∕不能∕都） VP∕SV

（了）」。教材提供之練習及例句如例（1）~（4）所示： 

（1）他一上課就想睡覺，但是一聽到下課鈴聲，精神可1就來了。 

（2）老天下不下雨，可不能由我們決定。 

（3）他家____________________，朋友可都喜歡到他家玩了。 

（4）下了班就匆匆忙忙地去上課進修的人，生活可____________。 

（《實用中文讀寫 2》，2010：79） 

此位學生的問題是，以上句子若都刪去「可」也都可以理解，多加一個副

詞「可」的用意何在？ 

第二個美國學生使用的教材是《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

其中第五課〈我愛紅娘〉的語法點練習，第七個語法點「至於」，出現了這

樣例句：  

（5）他的收入很高，至於為什麼到現在還欠債，我可就不知道了。 

His income is quite high; I have no idea as to the reason why he is still in debt.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92） 

這位學生不了解在例（5）中的「可」是什麼意思，而相對應的英文解釋也

看不到任何線索。以上兩名學習者，皆不了解在這些語境下「可」的作用

為何。 

                                                      
1筆者將「可」加粗畫底線是為了讀者閱讀的方便性，實際的教材中並不這樣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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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區《現代漢語頻率詞典》（1986：202，662，1013，1123）指出，

「可」為副詞時，詞次2
810，頻率3

.06162；在「頻率最高的前 8000 個詞詞

表」中，「可」的頻率級次占第 206 位；在「報刊政論語體中前 4000 個高

頻詞詞表」中，「可」占第 372 位；在「生活口語中前 4000 個高頻詞詞表」

中，「可」占第 85 位。台灣地區《中文書面語頻率詞典》4（1994：112）提

出副詞「可」的詞序5為 61 位，百分比6為 0.17282。不論兩岸，副詞「可」

的使用頻率都算高，學習者有學習的必要性。但副詞「可」詞彙意義多樣，

語境語義豐富，是第二語言學習者的難點之一。 

針對副詞「可」的研究，筆者發現前人研究多流於單一語言表層的解

釋，鮮少論及篇章和語用層面。在研究方法上較傾向個人語感的單一判斷

標準。同時，也缺乏較全面性的理論探討架構，更難以應用在教學上，反

而易造成教師的混淆與學生理解的錯誤，實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 

第二節 研究方向與範圍 

本研究以 Halliday 的概念（ideational）、篇章（textual）、人際（interpersonal）

三大語言純理功能（metafunction）為分析架構，並以真實語料進行驗證，

討論現代漢語副詞「可」在語義、篇章、語用三大層面的語言現象，並嘗

試將各層面的語言現象進行聯繫。 

本研究首先從概念層次出發，從語義與句法兩方面對現代漢語副詞「可」

進行語義的分析與句法的整理。其次，在篇章層面，討論銜接方式、範距

                                                      
2「詞次」指在所統計語料內該詞出現的次數（英譯 Token）。 
3「頻率」指該詞的出現次數占全部語料總詞次的百分比。 
4《中文書面語頻率詞典》（1994）語料庫共計字數：14457534 字（characters），而語料來

源及其所占比例如下（除自由時報外，以上各報語料均不含文藝版）： 

1）中國時報 80、81 年新聞，共 4603128 字，佔 31.84%。 

2）自由時報 79、80 年新聞，共 8089887 字，佔 55.96%。 

3）聯合報 79 年新聞，共 1755632 字，佔 12.14%。 

  4）天下雜誌 79 年三篇文稿，共 8887 字，佔 0.06%。 
5即詞語使用頻率的高低順序。「可」的詞序為 61，表示「可」在語料庫中的出現率與其

他收錄的詞語相比，居第 61 位。 
6即詞語的出現頻率。頻率百分比的數值是經由以下公式獲得：詞語總共出現的次數∕語料

庫斷出的詞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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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信息焦點及與其他副詞的連用的問題等。最後，在語用層面，以「引

導碼」的概念切入，從預期與說者情感兩方面進行語用功能的討論。 

根據《現代漢語頻率詞典》（1986），將「可」分為「可 1」、「可 2」、「可

3」，分別為助動詞、副詞、連詞。其中，副詞「可 2」出現的詞次、頻率、

分布、使用度都高於助動詞「可 1」、連詞「可 3」。由此可知，相較於助動

詞及連詞用法，在現代漢語中，副詞「可 2」是最常使用的高頻詞。請參見

下表一-1 所示： 

表一-1：《現代漢語頻率詞典》（1986：202）「可」的出現頻率 

詞條 詞次 頻率 使用度7 

在各類語料中的詞次分布 

I II III IV 

詞次 篇數 詞次 篇數 詞次 篇數 詞次 篇數 

可(助動) 724 .05508 518 139   27 248   13 153   10 184   54 

可(副) 810 .06162 529 10     7 43    13 266   13 491   85 

可(連) 105 .00799 72 1      1  21     3 83    21 

助動詞「可 1」，同「可以」。請看以下例（6）~（8）： 

（6）我沒什麼可介紹的了，就說到這兒吧。（《現代漢語八百詞》，1999：334） 

（7）北京可遊覽的地方不少。                               （同上） 

（8）這個展覽會可看的東西真多。                           （同上） 

而連詞與副詞的差別，根據本研究所蒐集的 760 筆語料，歸納出幾個

判斷副詞與連詞的標準：無論是副詞「可」或是連詞「可」，都表示一種相

反的概念，為了體現這樣的語義功能，所以「可」通常位於複句當中。凡

是位於後一分句句首的「可」，且主語位於「可」後，「可」前也不能補入

主語者，則為連詞，反之則為副詞。試看以下例句（9）~（12）： 

  

                                                      
7是綜合詞次、類、篇三方面因素，按一定公式計算得出的壓縮了的詞次。從這個數值可

以看出該詞在語料中的使用程度和散布情況。使用度與詞次越接近，則該詞的次數分布

得越均勻，說明該詞使用面更廣，否則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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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媒體報導，與甘比亞建交，每年至少耗費台灣數千萬美金。以前台灣錢

淹腳目，為非洲貧窮國家盡點國際義務，綽綽有餘。可台灣今非昔比，繳不

起健保費學貸房貸的人多的是，咱們又何必打腫臉充胖子？   （聯合知識庫） 

（10）「這是個艱難痛苦的決定，可我認為別無選擇。就財政觀點，恕我直言：

底特律破產了。」                      （聯合知識庫） 

（11）學生走進來聽到什麼「五小」，問那不是小叮噹、小丸子、小王子、小

矮人、小飛俠嗎？果然有嚴重的世代差異！還有那一本一本厚厚的剪貼簿，

可是我辛苦把報紙社論與副刊佳文剪下貼上，而且工整地手抄一次，再寫出

心得感想。                      （聯合知識庫） 

（12）蘇貞昌若能咀嚼箇中道理，就不會在枝節裡繼續鑽牛角尖。政治人物

的算計，民眾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聯合知識庫） 

例（9）、（10）中，「可」皆位於後一分句句首，且主語「台灣」、「我」位於

「可」後，其前也無法再補入主語，故為連詞。例（11）、（12）中，「可」

也皆位於後一分句句首，但是主語「那一本一本厚厚的剪貼簿」、「民眾」位

於「可」前，故為副詞。關於副詞「可」與連詞「可」的分辨，於本研究

第二章第二節有更詳細的論述。 

「可」義項多元，本研究只限於討論副詞的用法，助動詞、連詞「可」

皆不在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內。再者，就研究的語言層面而言，目前已有的

研究成果缺乏將「可」作語義、篇章、語用三方面的分與進一步的整合、

聯繫，這一部分的研究也有補足的必要。最後，也需要將這些研究成果應

用於實際教學中，以幫助中文學習者的學習及老師的教學。 

此外，「可」的出現頻率是否有地域上的差別呢？孫薇（2002）認為北

方的使用頻率大於南方： 

具有強調對比意義的語氣副詞『可』在句中出現受到地域的限制……

『可』字在北方的使用頻率要明顯的高於南方。（孫薇，2002：108） 

是故，本研究鎖定以台灣為主，乃由於筆者只有自身生長環境的中文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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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分析其他地區的語料，為了避免產生解讀上的誤差，故設定此限制。

且大陸地區已有相關研究，台灣地區目前仍舊缺乏副詞「可」的相關研究。 

如上所述，有鑑於以往研究較缺乏篇章和語用層面的研究，也缺乏較

全面性的理論探討架構及不同語言層面之間的聯繫，更難以實際應用在教

學上，是故，本研究具體歸納為以下四個研究問題。 

第三節 研究問題 

根據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的研究問題主要為漢語副詞「可」的篇章

與語用功能，及其教學應用。本研究之四大研究問題如下： 

（一）副詞「可」的篇章功能為何？副詞「可」與其他副詞共現時，

篇章功能的互動如何？ 

（二）副詞「可」的語用功能為何？  

（三）副詞「可」的語義與篇章、語用功能如何聯繫？ 

（四）融合語義、篇章、語用三層面，如何將研究結果進一步實際應

用在教學上？ 

第四節 本文架構 

本研究共分六章：第一章為緒論，介紹本文研究動機、目的、範圍與

研究問題；第二章為文獻探討，檢視過去研究對漢語副詞「可」之探討，

整理語義、句法兩方面之文獻，並介紹相關篇章及語用理論；第三章為理

論架構及研究方法，說明本文所採取的理論架構，並介紹本文之研究方法；

第四章為結果分析與討論，針對語料進行統計、分析，並加以討論；第五

章為教學應用，從教學立場出發，以相關教學語法理論為依據，排出適當

的教學順序；第六章則為結論，說明本文之研究成果與未來研究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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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 Halliday 的「概念」（ideational）、「篇章」（textual）、「人際」

（interpersonal）三大語言純理功能（metafunction）為分析架構（Halliday，1985，

1994，2004）：「概念」功能描述主客觀世界中的各種事物，及各種事物的發生、

運動、變化的過程，當中涉及所有的概念以及與各種概念相關的屬性、動態等

等語義單位。因此，表示各種事物、參與者、屬性、動態過程、環境因素等等

的語言成分，就被稱為「概念成分」；「篇章」功能是結合特定表述環境，將各

種表述單位組合成篇章，也使得概念及人際功能得以實現。Halliday 將語言中

具有組篇作用的成分，如各種關聯成分、主位結構、信息結構等等，稱為「篇

章成分」；「人際」功能是反映作為語言使用者的交際雙方之間關係的功能，如

反映交際某一方的某種要求、表達說者對某種事物、情況出現可能性的估計、

反映交際雙方社會地位的高低以及相互關係的親疏等等。語言中用以表達上述

功能的成分，如語氣、情態成分、語調等等，稱為「人際成分」（鄭貴友，2002：

105-106；陳俊光，2010：108-109）。若將語義、篇章、語用的觀念與三大純理

功能相對照，「概念」功能即是語義功能，「語篇」功能即為篇章功能，「人際」

功能即是語用功能。 

本章包含四大部分，第一節探討前人對「可」的語義研究，回顧學者提出

的歷時、共時、核心語義研究；第二節為「可」的句法研究探討與整理；第三

節介紹「可」的篇章研究及相關篇章理論概念，第四節介紹前人對「可」的語

用研究及相關語用概念。 

第一節 「可」的語義研究探討 

本研究以副詞「可」為研究範圍。關於漢語「副詞」的定義，王力（1959）

提到：「凡詞，僅能表示程度，範圍，時間，可能性，否定作用等，不能單獨地

指稱實物，實情，或實事者，叫做副詞。」劉月華等（1996）指出：「副詞主要

用來修飾動詞或形容詞，以說明行為動作或狀態性質等所涉及的範圍、時間、

程度、頻率以及肯定或否定的情況。有時也用以表示兩種行為動作或狀態性質

間的相互關係。」呂叔湘（1980）則從句法功能出發，認為副詞主要是作狀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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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動詞、形容詞或整句。 

一、「可」的歷時語義 

一般在分析詞彙時有兩種方法：抽象分析法、多義分析法。「抽象說」

（abstraction）認為一個詞的多重用法乃是同一個抽象的核心意義的語境變體；

「多義說」（polysemy）則是以多重用法中的某一個為基本意義，其餘用法是派

生、引申出來的（Sweester，1986：528；畢永峨，1994：79）。以下，先以「多

義說」的觀點，檢視前人對「可」的研究，再採用「抽象說」的方法，探討副

詞「可」的核心語義。 

（一）歷時語義演變概念 

齊春紅（2006）指出，「可」在虛化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主觀性越來越強，

最初的動詞詞義也就越來越虛，換言之，「可」的虛化伴隨著主觀化，由表客觀

意義的動詞「許可」逐步虛化為表達說者的主觀態度的語氣副詞，語用推理和

推導意義的「固化」是其語義演變的最主要的動因。齊春紅（2007）也認為副

詞「可」屬於語氣副詞。單音節語氣副詞乃是由其他副詞虛化而來，而在虛化

過程中，句法位置並未發生變化，語境的影響是最重要的因素。語境的影響讓

這些單音節語氣副詞把話語形式的意義吸收到自身的詞義中，因而造成自身詞

義的擴張、泛化。綜言之，在單音節語氣副詞的虛化過程中，語境是最主要的

因素。齊（2007）認為：「語用環境的凝固化對單音節語氣副詞的形成起著至關

重要的作用。」齊春紅（2007）也進一步提出：「人的大腦的類推與重新分析，

是這些詞能吸收語境義的認知動因。」 

張旺熹（2006）也認為很多實詞的虛化都跟使用語境有大的相關性，但虛

化的先決條件是實詞自身的語義，其他如語境等因素只有在這個語義基礎之上

才能發揮作用。而實詞在虛化的過程中，往往遵循著語義相宜性原則，有什麼

樣的原始語義，就會朝著什麼樣的方向進行語法化，即以一定的詞彙語義為基

礎並沿著一定的路徑方向發展。以「可」為例，作為動詞的語義框架制約了後

起副詞語義功能的演變方向（張旺熹、李慧敏，2009）。以下整理前人文獻，說

明「可」的歷時語義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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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的歷時語義研究 

席嘉（2003）、齊春紅（2006）都是以歷時的角度，針對「可」的語義功能

進行探源，採多義說來解釋「可」語義的演變，主張「可」由原本動詞的基本

「許可」義引申為反詰、強調、轉折等不同語法功能。 

《說文˙可部》說明了「可」字的本義：「可，肎（肯）也」，而《廣韻》

也說明：「可，許可也」。由此可知，「可」本為動詞，表示許可、准許，為典型

的言語行為動詞。「可」由表許可義的動詞，在先秦虛化為表「可以」、「能夠」

的助動詞，如例（13）、（14）（劉利，1996；席嘉，2003）： 

（13）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論語˙子路》） 

（14）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  （《孟子˙公孫丑下》） 

劉利（1996：68）指出，例（13）「可言」、「可行」的「可」都是助動詞，表示

能夠。例（14）問句「可伐」的「可」也是助動詞，後句孟子的回答乃是因為

「可」後省略了動詞「伐」，故仍應視為助動詞。 

席嘉（2003）認為在先秦做助動詞使用的「可」，自漢代起，由於語境影響

產生表反詰的功能，唐代則進一步發展，引申出否定、疑問、強調語氣副詞的

功能，其中「可」表強調在語義轉折的特定語境影響下，引申出轉折功能。 

盛繼艷（2004）認為「可」至秦漢，語氣副詞明確產生。主要的語義有兩

種：表「約計及猜測語氣」、表「反詰語氣」，如例（15）、（16）： 

（15）章小女，年可十二。                             （《漢書˙王章傳》） 

（16）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慎乎！  

                                                             （《新論》） 

例（15）表約計及猜測語氣，可以譯成「大概、大約」等；例（16）表反詰語

氣，可以譯成「豈、難道」等8。 

席嘉（2003）認為「可」在先秦已產生助動詞、副詞用法。自漢代起，出

                                                      
8筆者將於第四章第二節進行更進一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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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了反詰義，相當於「豈」、「難道」。唐代以後，表反詰、否定的用法便很常見

了，功能也有所發展。六朝前常「可」、「不」連用，並常與句末語氣詞相配合。

唐代「可」表否定時已擺脫「不」和句末語氣詞。「可」在句子中的位置比以前

靈活，六朝時「可」表反詰主要出現在句首或主語前，唐代還經常位於句中，

出現在謂語或動詞詞組前。唐代大量產生新的副詞，原本的一些副詞也產生了

許多新用法，「可」也在唐代從反詰語氣出發，引申出三個方面的語法意義，如

「否定」、「疑問」與「強調」。 

席嘉（2003）主張，「可」表示反詰具備三個基本要素：「否定」、「傳疑」、

「強調」。「否定」是說者要表達的基本語義，是說者想要傳達的真實訊息；「傳

疑」是外在的表現形式，如說話中用疑問語氣，常用於疑問句式中，與疑問詞

形成組合等；「強調」是反詰的語用目的，以加強訊息傳達的效果。之後，再經

過詞義引申，「可」表反詰時的強調語氣進一步發展，疑問語氣弱化消失，進而

產生了「可」表強調的新義位，以例句（17）、（18）、（19）說明如下： 

（17）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李白《古風（之一）》） 

（18）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             （李商隱《辛未七夕》） 

（19）上帝無私意甚微，欲教霖雨更光輝。也知出處花相似，可到貧家影便稀。 

（李咸用《雪》） 

副詞「可」在疑問中的揣度、反在一定的語境中可以理解為強調，這種用法凝

固化後形成一種新的用法（齊春紅，2006），如例（17）、（18）。根據席嘉的說

法，例（17）、（18）的「可」皆表示強調9。席嘉認為唐代表強調的「可」是現

代漢語中語氣副詞「可」的來源，另外，「可」表轉折功能的產生與表強調功能

的出現密切關連。表轉折的「可」在唐代用例不多，且往往要通過句義是否存

在轉折來辨析表強調的「可」，如例（19）。上句說雪花出處相似，下句卻說落

到貧家「影便稀」，不「相似」了。但本文認為例（17）的「可」為助動詞用法，

表示「可以」；例（18）則表示反問，相當於「豈」，因此席嘉認為此二者為強

調乃過於牽強。再者，例（19）的「可」乃表示轉折，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可」

                                                      
9「強調」的說法較為模糊，不知所強調者或其內容為何，故本文的語料分析與討論中並不使

用該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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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為連詞，而非表示強調的副詞。 

席嘉（2003）、盛繼艷（2004）認為「可」的反詰語氣功能在唐宋時期產生

輻射式引申，從〔+否定〕、〔+傳疑〕、〔+強調〕三個語義特徵分別引申出一些

新的語義，而後兩項衍生出新的語氣副詞功能及相關例句，請參見下表二-1： 

表二-1：盛繼艷（2004：13）「可」的疑問、強調功能 

表

疑

問 

用於是非問句，表推測語氣，

唐初已出現 

馬師曰：「可有成壞不？」（《祖堂集˙索引》） 

用於正反問句，表詢問語氣，

可譯作「是否」，出現於宋元 

這裡可有賣香的？（《紅樓夢》四十三回） 

 

 

表

強

調 

加強肯定語氣，可譯作「正、

恰」 

殘愁猶滿貌，餘淚可沾襟。 

                （李端《長安書事寄盧綸》） 

轉折語氣，可譯作「卻」 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 

                  （《李太白集˙相逢行》） 

加強程度語氣，可譯作「更」 爭霸圖王事總非，中原失統可傷悲。 

                  （詹敦仁《勸王氏入貢》） 

加強祈使語氣，可譯作「千

萬、一定」 

爺爺，可救一命則個！ 

                  （《水滸全傳》四十七回） 

江藍生（2000）說明疑問語氣副詞「可」最早出現在唐五代的文獻，但是

用例較少，宋代的文獻裡也不多見。到明清白話小說裡，表疑問的「可」大量

出現，江也指出，「可」疑問副詞的用法來自「可」的反問用法。 

席嘉（2003）認為受語境影響，「可」由強調語氣發展出轉折功能。表強調

的「可」與表轉折的「可」，作為副詞，在句中的位置基本一致，且所具有的強

調語氣也大致相同。從表強調的「可」到表轉折的「可」的發展來說，由於表

強調的「可」位於詞組間、句子中或上下文銜接中的轉折位置，並在此位置起

加強語氣的作用，藉由強調其後詞組或後一分句，幫助傳遞轉折意義的表達，

而出現表轉折的義素。表轉折的「可」在轉折語境中有特定功能和使用需要，

所以使用頻率不斷提高，表轉折的功能和原有表強調的功能差別越來越大，進

而逐步獲得新的語法功能，形成新的義位。 



漢語副詞「可」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12 

齊春紅（2006）認為表強調的「可」在唐代開始出現，到明代用例大量出

現，是故，表強調的語氣副詞「可」在明代已經形成。表強調的語氣副詞「可」

是由表疑問的語氣副詞「可」引申虛化而來的。因為有些含有「可」的疑問句

在話語過程中本身就帶有揣度的性質，在一定的語境中，這種揣度可理解為強

調，這種用法就漸漸固定下來而形成一種新用法。表示疑問的「可」引申為表

示揣測的「可」，再進一步引申出表示強調的「可」。表反問的「可」在凸顯疑

問意義的語境，引申為疑問語氣副詞，再引申為強調語氣副詞。在轉折語境中

引申為表轉折的連詞或副詞。 

綜言之，「可」由動詞虛化為反詰語氣副詞，再虛化為疑問語氣副詞，進一

步虛化為強調語氣副詞。在特定語境下，又虛化出轉折語氣。表強調轉折語氣

的「可」用在後一分句的句首時，又形成轉折連詞10。「可」的歷時語義演變，

筆者整理如圖二-1： 

 

圖二-1：「可」的歷時語義演變 

上圖二-1 為「可」簡易的歷時語義演變圖，至於相關用法及例子，以出現

先後順序排列，請見下表二-2： 

  

                                                      

10齊春紅（2006）：「轉折連詞『可』最早出現在明代，正式形成於清代，到現代得到廣泛的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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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可」的歷時語義演變及舉例說明 

朝代 用法 例句 

先秦前 動詞，許可 N/A
11

 

先秦 助動詞，可以、能夠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論語˙子路》） 

秦漢 副詞，反詰 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

違，可不慎乎！                    （《新論》） 

秦漢 副詞，猜測 章小女，年可十二。         （《漢書˙王章傳》）                          

唐 副詞，否定 N/A 

唐 副詞，疑問 馬師曰：「可有成壞不？」   （《祖堂集˙索引》） 

唐 副詞，強調 殘愁猶滿貌，餘淚可沾襟。 

                   （李端《長安書事寄盧綸》） 

唐後 副詞∕連詞，轉折 上帝無私意甚微，欲教霖雨更光輝。也知出處花相

似，可到貧家影便稀。         （李咸用《雪》） 

從上表二-2 可清楚看見「可」歷代語義的演變，以及在古書中找到的相關

例句以茲證明。 

席嘉（2003）、齊春紅（2006）皆認為「可」的語義演變乃從反詰，到強調，

再至轉折的過程，另外，「可」的轉折語氣則依賴於語境之下。「可」的疑問、

轉折等功能需依賴於語境的呈現，在不同的語境下產生的功能就不同，如此一

來，是否有將之獨立細分的必要？筆者以例（20）、（21）進一步說明如下： 

（20）你去，我可不去。             （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21）你去，我不去。                                       （筆者修改） 

例（20），如果拿掉「可」，如例（21），因為語境給了充足的信息，還是可以得

知之間所暗含的轉折。既然可以從語義上的連貫（coherence）看出前後語境的

轉折語用功能，就不需要特別指明「可」的轉折功能。本研究不反對從多義說

的角度來解釋「可」語法功能的演變，但若能從抽象說的角度去看，找出「可」

                                                      
11表示文獻未加以舉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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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象核心語義，便能收提綱挈領之效。本研究將於本節第三部分，探討學者

們的看法，試圖找出副詞「可」的核心語義（core meaning）。 

二、「可」的共時語義 

（一）詞彙意義、語法意義 

就詞的語法功能來說，可以把詞分為實詞（content word）和虛詞（function 

word），在句子裡有各自不同的功能：實詞為實義詞，充當句子成分，具實在的

詞彙意義（lexical meaning），虛詞是功能詞，不能充當句子成分，主要表示語

法意義（grammatical meaning）。詞彙意義為實詞所具有之具體意義，語法意義

則通常由虛詞來承擔（錢乃榮 2002：165，劉月華等 1996：3）。根據陳滿華（2007：

142-143），詞彙意義可分為概念意義和附加色彩，附加色彩為具體情境中所產

生的特定效果或言外之意等語用義，如下圖二-2 所示： 

 

圖二-2：陳滿華（2007：142）詞義的分類   

綜合以上對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的定義，「可」各語義用法中，筆者認為皆

屬於語法意義。 

（二）「可」的共時語義研究 

本研究綜合兩岸六部辭典：大陸地區的《現代漢語八百詞》、《現代漢語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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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例釋》、《現代漢語虛詞詞典》、《古今漢語詞典》，及台灣地區的《國語活用辭

典》、中華民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路版），對副詞「可」的義項，

整理如下表二-3： 

表二-3：兩岸語法工具書對「可」的解釋 

 八百詞 虛詞例釋 虛詞詞典 古今漢語 活用辭典 國語辭典 

例句 

1.表示強調、肯

定語氣，「真

的」、「確實」、

「的確」。  

他漢語說得

可好啦！ 

這一下可把

小聚難住

了：不幹

吧，回家沒

有個幹的；

幹吧，實在

有點吃不

消。 

你可回來

了。 

他可來了。 你可明白

了。 

你可回來

了。 

2.加強反問語

氣，「豈」、

「哪」、「難

道」。 

都這麼說，

可誰見過

呢？ 

N/A 你不跟他說

一聲就走，

我可怎麼向

他交代。 

可誰見過

呢？ 

可堪芳草更

芊芊。 

蚤是傷春夢

雨天，可堪

芳草更芊

芊。 

3.加強疑問語

氣，「是否」、「是

不是」。 

一向可好？ 「先生可曾

為劉和珍寫

了一點什麼

沒有？」 

令尊大人一

向可好？ 

老伯，可是

那做正生的

錢麻子？ 

N/A 你可知道？ 

4.加強申辯語

氣。 

N/A 好！翻，咱

就翻，這可

是你叫翻

的…… 

N/A N/A N/A N/A 

5.表示祈使語

氣，「一定」、「千

萬」、「無論如

何」。 

你可不能粗

心大意啊！ 

同志們，頭

一炮可要打

響啊！ 

N/A 你可不能反

悔！ 

N/A N/A 

6.強調程度

高，有誇張意

味。 

N/A 媽媽，快拿

吃的，可餓

壞了！ 

N/A 這可是競技

場上零的突

破啊！ 

N/A N/A 

7.表示猜測語

氣，「大約」。 

N/A N/A N/A 潭中魚可百

許頭。 

飲可五六

斗，徑醉

矣。 

奪轡代之

御，可數百

步。 

8.表示轉折語

氣，「卻」。 

N/A 我嘴上說得

鎮定，心裡

面可像十五

個吊桶七上

八下。 

N/A 都這麼說，

可誰見過

呢？ 

可是相逢意

便深。 

你去，我可

不去。 

同樣的例句：「都這麼說，可誰見過呢？」《現代漢語八百詞》認為此句的「可」

為加強反問語氣，相當於「豈」、「難道」，而《古今漢語詞典》卻認為是表示轉

折語氣，相當於「卻」。由此可見，工具書對副詞「可」的義項分類不清、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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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精，可能基於自身語感而缺乏客觀論證。另外，筆者認為此句的「可」並非

副詞，應為連詞，判斷標準請見 20 頁。 

以上工具書，多以句式分類，再去討論句中「可」的意義，將語義與句法

兩層面混淆了。再者，本研究認為副詞「可」應從更長的上下文去體現本身的

意義，從單句去看「可」的意義，並不全面，此部分將於本研究第四章進行詳

細論述。但綜合以上看法，除了第七個義項「表示猜測語氣，『大約』」現代漢

語已不使用，可以得出語法書認為現代漢語副詞「可」的兩大義項為「強調」、

「轉折」，以下進一步討論說明。 

（三）「強調」、「轉折」造成的歧義現象 

羅曉英、邵敬敏（2006：105）認為副詞「可」的兩個基本義項為「強調」

與「轉折」，是故，「可」所處的句子會出現歧義現象。李善婧（2009：14-16）

亦認為在語句語義不自足的情況下，「可」會出現歧義現象，這種現象一般存在

於書面語中，可以通過句子重音消除。以下將以例（22）~（25）進行說明： 

（22）這下他可好了。                      （羅曉英、邵敬敏，2006：103） 

（23）他可不高興了。                      （羅曉英、邵敬敏，2006：104） 

（24）昨兒夜裡的風可大了。        （李善婧，2009：15 引自《現代漢語詞典》） 

（25）這魚可新鮮呢！                      （《現代漢語八百詞》，1999：334） 

羅曉英、邵敬敏（2006：103）認為例（22）的「可」重讀時，表示真的、

確實很好，強調「好」的程度高，屬於程度的強調；「可」輕讀時，表示「這次

對他來說好了」，強調的是「好」的變化，表示輕微的轉折，帶有意外的語氣。

例（23）重音如果落在「可」上，強調非常不高興，欲讓聽者確信這一事實；

如果「可」輕讀，則表示出乎意料之外，隱含的比較項為敘述者認為的「他不

應該不高興」。補足的語境可以是：「你這一說，（沒想到）他可不高興了。」（羅

曉英、邵敬敏，2006：103；李善婧，2009：14-16）。例（24）中，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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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 A：昨兒夜裡風大不大？ 

B：昨兒夜裡風可大了。                       （李善婧，2009：15） 

（24）b. A：是今晚的風大還是昨晚的風大？ 

       B：昨晚。你不知道，昨兒夜裡的風可大了。      （李善婧，2009：15） 

李善婧（2009：14-16）認為例（24）a 中，「可」重讀，句子的焦點為「大」；

例（24）b 中，「可」輕讀，句子的重音可以落在「昨兒夜裡」或「大」上，前

一種的隱含比較項是「今晚的風」，後一種的隱含比較項是「過去所經歷的風力」。

例（25）中，試比較： 

（25）a.這魚可新鮮呢！ 

（25）b.這魚可新鮮呢！ 

（25）c.這魚可新鮮呢！                            （李善婧，2009：15） 

李善婧（2009：14-16）認為例（25）a 的「可」強調魚的新鮮程度。例（25）b

中，隱含的比較項是其他的魚，補足的語義可以是：其他的魚不新鮮，這魚很

新鮮。例（25）c 中，隱含的比較項是魚的其他屬性（價格、大小等），補足的

語義可以是：別看這魚不大，可它很新鮮。∕別看這魚很貴，可它特別新鮮。 

李善婧（2009：16）也指出，通過研究發現，這類歧義句的句式多為「可+

（不）形容詞+了∕呢∕嗎∕啊」。這種歧義在實際語用交際中都可以通過句子

重音解決。 

三、「可」的核心語義 

屈承熹（2006）認為虛詞通常有一個最核心的意義或功能，只是在不同的

語言環境下和語言組織的不同層面上可以有不同的解釋。席嘉（2003）指出，

現代漢語語氣副詞「可」的核心、基本意義為「強調」。「強調」是指說者為了

使自己的思想被他人恰當地理解，有意突出自己欲側重的內容，從而達到準確

進行思想交流的目的。「可」的核心「強調」義，可以體現說者強烈的主觀情感。

警告、勸阻、反詰、確認、反駁等義都是由強調義引申而來的。但是，這樣的

說法，一來「強調」一詞過於空泛，二來「可」體現說者的主觀情感應屬於語

用層面，不屬於語義層面。李海霞（2012）也認為副詞「可」的核心意義及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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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功能為提醒性引起對方注意，並告知一定的新信息。但筆者認為「可」表加

強語氣，實際上是和語境有極高的依賴性，不應是「可」的語義。有關此部分，

將於第三章第一節進行進一步說明。 

羅曉英、邵敬敏（2006）認為「可」的核心語法意義主要有兩個：順承的

「可 1」表示程度的強化，逆承的「可 2」表示語氣的轉折，亦即「可 1」表示

強調，「可 2」表示轉折。但這些不同義項的共同概念，筆者認為即為表相反、

不同，只是在不同語境下，體現為不同的概念。 

張旺熹、李慧敏（2009）則認為副詞「可」的本義為「許可」，所謂「許可」

就是指說者滿足聽者的期望或聽者滿足說者的條件，故副詞「可」的語義框架

（semantic frame）為：〔說者〕+〔聽者〕+〔預期∕條件〕+〔滿足〕。「可」的

「說者」、「聽者」、「預期∕條件」、「滿足」四個語義要素所形成的語義框架。

關於副詞「可」的核心語義，本研究將於第三章第一節進行進一步的論述。 

四、小結 

筆者從歷時與共時兩方面，進行副詞「可」的語義探討。在歷時語義方面，

語法書認為「可」從動詞虛化助動詞，再從助動詞虛化為表示反詰語氣的副詞

和表示疑問語氣的副詞。在此基礎上，後來也作為表示強調語氣副詞，而在特

定語境下，強調語氣的功能又可以表現為轉折語氣。在共時語義方面，表示語

法意義的副詞「可」，表現為「強調」、「轉折」兩種用法。至於副詞「可」的核

心語義，張旺熹、李慧敏（2009）認為「可」的語義框架有「說者」、「聽者」、

「預期∕條件」、「滿足」四個語義要素。 

第二節「可」的句法研究探討 

本節將從前人文獻中探討副詞「可」的語法功能，說明副詞「可」與連詞

「可」的區分方法，以及副詞「可」的句法分布特徵。 

一、「可」的語法功能 

根據陳滿華（2007）的說法，詞義可分為詞彙意義和語法意義。在此，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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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認為「可」各語義用法中，皆屬於語法意義。以下，筆者將針對「可」的語

法意義進行進一步討論。 

蔣協眾、魏會平（2008）將「可」分為語氣副詞、程度副詞兩類。張雪平

（2005：26）將副詞「可」歸入三個次類：語氣副詞、關聯副詞、程度副詞。「可」

的三種功能意義之間的聯繫與對應關係如下圖二-3 所示： 

                          語氣副詞12──人際功能 

                 表語氣 

     副詞「可」           關聯副詞──篇章功能 

                 表程度──（主觀）程度副詞13──概念功能 

圖二-3：張雪平（2005：26）「可」的三種功能意義之間的聯繫與對應關係 

在篇章層面，張認為「可」為關聯副詞，這部分容後討論。在此，先討論概念

功能的程度副詞及人際功能的語氣副詞。 

劉珺瑩（2012：112）認為程度副詞是一類表示某一事物狀態的程度的詞，

用來修飾形容詞，如：「很」、「極」、「非常」等副詞，而語氣副詞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表達語氣和個人主觀態度。程度是從語義14上來說的，語氣則是從語用上來

說的（蔣協眾、魏會平，2008：112）。蔣協眾、魏會平（2008）認為若副詞「可」

在句子中重讀，則為程度副詞，在句中不可刪去；若副詞「可」在句子中輕讀，

則為語氣副詞，在句中刪去後，句子仍可成立。劉珺瑩（2012：111-112）歸納

前人研究15也有相同的看法，請參看下例（26）~（29）： 

（26）這個問題可把我難住了。                     （劉珺瑩，2012：111） 

（27）我可從來不會去做虧心事的。                 （劉珺瑩，2012：111） 

（28）小小笑起來，滿口的小牙可白可整齊啦。           （胡紅一《小小》） 

                                                      
12筆者將「可」的人際功能定位為較上層的情態副詞，而非較低階的語氣副詞，因為在不同句

式有不同的語氣表現，本研究暫不細談。 
13筆者將於本文 67 頁，從語言的三大層次來推翻文獻認為「可」為程度副詞的說法。 
14「詞義」又分為詞彙意義、語法意義，而「程度」屬於語法意義。 
15根據楊惠芬（1993）、《現代漢語虛詞例釋》、《現代漢語虛詞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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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他見到我們來了，可高興了！                 （劉珺瑩，2012：111） 

劉珺瑩（2012）認為例（26）、（27）若去掉「可」，也不會影響句子的原有

意義，因此「可」為語氣副詞；而例（28）、（29）若去掉「可」，讀起來就不那

麼通順，句子的意思也不完整。是故，例（28）、（29）的「可」皆為程度副詞。

另外，從上例（28）、（29）可以看出，副詞「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單用，

其後跟隨的修飾成分如「高興」、「白」、「整齊」都是心理動詞或形容詞，所以從

「可」後跟隨的詞語成分也可以判定是否為程度副詞。總而言之，劉認為判斷

「可」是否為程度副詞的方法有二：一為判定副詞「可」後的詞語成分；二為

去掉「可」後句子的意思否完整。蔣協眾、魏會平（2008：115）認為也可以根

據句末是否有語氣助詞「了」、「啦」等，來判斷「可」是語氣副詞還是程度副

詞：句末有語氣助詞時，「可」為語氣副詞。 

本研究不同意句子在刪除「可」影響了句子完整性，便自動將「可」視為

程度副詞，這樣的說法缺乏可信度，也過於主觀。筆者以為之所以句子不能省

略「可」，乃是因為句子會產生對比，如上例「白」、「整齊」和「高興」這兩個

狀態副詞會有對比，單獨不成句。語義（程度）、篇章（對比）層面不能混為一

談。例（28），不能去掉「可」跟韻律和對比有關，也不能證明其為程度副詞；

而例（29）在「可」後還可加程度副詞「非常」、「相當」（如：「可相當高興」），

根據語言經濟原則，一個句子只會有一個程度副詞，由此可知，「可」不是表程

度。「可高興了」的「了」是「了 2」，表狀態改變，跟「可」（表預期改變）一

致。除此之外，所謂的輕、重讀之區分也流於主觀，難以作為判斷標準。 

二、副詞「可」與連詞「可」的區分 

連詞與副詞的差別在於，連詞可以出現在主語前後邊，但是副詞只能出現

在主語後邊（呂叔湘，1999：514）。連詞與其他詞類相區別的一個很重要的特

點是它既可用在主語前邊，也可用在後邊（劉月華，1996：172）。可是這樣的

區分方法並不適用於分辨單音節副詞或連詞。而且，所謂連詞可以移位至主語

後，乃是指前一小句的連詞（如：「雖然」、「因為」等），而不是後一分句與之

搭配的連詞（如：「可是」、「所以」等）。 

連詞「可」和副詞「可」都可以表示轉折，但在句中位置有所區別，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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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也不盡相同。張雪平（2005）提出了界定副詞「可」與連詞「可」的標準，

凡具備以下標準之一的即為副詞「可」；反之，則為連詞「可」： 

1. 副詞「可」只能位於句中述語前； 

2. 副詞「可」雖能移位到句中主語前，但句法語用意義有變化的； 

3. 沒有主語的小句或句子中，能在其前很自然地添加上主語且添加後語

用意義不變的。                              （張雪平，2005：7） 

請看以下例句，說明如下： 

（30）a.嘴裡不說，他心裡可想著呢！         （《現代漢語八百詞》，1999：334） 

b.嘴裡不說，可他心裡想著呢！                        （筆者修改） 

（31）a.我嘴上說得鎮定，心裡面可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 

                                       （《現代漢語虛詞例釋》，1982：302）  

b.我嘴上說得鎮定，可心裡面像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     （筆者修改） 

例（30）a 的「可」在《現代漢語八百詞》被歸為連詞，表示轉折；例（31）a

的「可」在《現代漢語虛詞例釋》被歸為副詞，也表示轉折語氣。但若將「可」

移至主語前，如例（30）b、（31）b，雖然還是合語法的句子，但是句法語用意

義已經改變。移位後的句子語義範距已經改變，從原本只修飾述語部分，移位

後「可」的範距變為整個小句，且已失去修飾作用，只起關聯作用。另外，移

位後的「可」也失去了凸顯話題與焦點的功能。是故，例（30）a 的「可」並

非連詞「可」，而應為副詞「可」。 

至於連詞，根據張雪平（2005），凡具備以下標準之一的即為連詞「可」： 

1. 連詞「可」只能位於句中主語前； 

2. 連詞「可」雖能移位到句中述語前，但句法語用意義有變化的； 

3. 沒有主語的小句或句子中，能在其後很自然地添加上主語且添加後語

用意義不變的，或根本不能添加主語的。          （張雪平，2005：8） 

若遇到不能添加主語的句子，即視為副詞「可」；若遇到兩可的情況，則以張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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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第一個判斷標準為主，如例（32）及（33）： 

（32）「這是個艱難痛苦的決定，可我認為別無選擇。就財政觀點，恕我直言：底

特律破產了。」               （聯合知識庫）（例（10）重引） 

（33）而對自己，林懷民竟以「Fading Out（淡出）」總結體悟的人生哲理，「感

覺生命在慢慢的離開你，到了一個年紀就知道大概是這樣，可對於 Fading Out 也

不覺得難過，死掉也不難過，這些都是人生的必然，如今面對所有發生的事情，

我都接受，但絕不是什麼愈挫愈勇，或是立志怎樣，只是『逆來順受』」。 

（聯合知識庫） 

如例（32），連詞「可」只能位於句中主語前，如果移位到句中述語前，句法語

用意義都會產生變化。「可」將從連詞變為副詞，由反社會常態的預期變成反說

者自身的預期；而例（33），可以在「可」後補出主語「林懷民」，添加上主語

且添加後語用意義也不變，可見例（33）的「可」為連詞。 

《現代漢語虛詞例釋》（1982：299）指出，「該上船了，可彼此還依依不捨」

的「可」是連詞，相當於「可是」；「這可好啦」的「可」則是副詞。 

筆者綜合前人的分析，提出區分連詞「可」與副詞「可」的判斷：形式上，

凡是位於後一分句句首的「可」，主語位於「可」後，「可」前不能補入主語者，

則為連詞，反之則為副詞。 

屈承熹（2010：94-95）指出，連接子句的連接詞多半是由副詞轉化而來，

如「可（是）」，專用作連詞的極為少數，如「但是」、「而且」、「否則」等，一

般也把這些詞稱為連接詞，而非副詞，主要是因為它們只能出現在句首。反觀

大多數的多音節副詞，除句首外，還可以出現在句首的名詞組與動詞之間。但

當這個名詞組與動詞間有明顯的停頓時，這種副詞與連接詞的區分標準似乎就

不那麼清楚了，如例（34）a、（34）b。 

（34）a.老王可是很用功。                             （屈承熹，2010：95） 

b.可是老王很用功。                                       （同上） 

「可（是）」和英語的連接詞「but」在語意及功能上都沒有任何差異，但是因

為它可以出現在兩個位置（句首、主語和動詞間），所以屈主張例（34）a、（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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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的「可（是）」仍為副詞，而非連接詞16。 

在句中，常常可以看到「可」與「是」連用，如何分辨「可是」是連詞「可

是」，還是副詞「可」+「是」呢？筆者認為例（34）a 的「可是」為副詞「可」

加上「是」，在句末也可以補上「的」，如：「老王可是很用功的」，而構成漢語的

分裂句「是……的」句式，也不影響語義，而例（34）b 的「可是」則為連詞。

張健軍（2013）認為預期否定要借助轉折複句才能獲得外部演示，所以「可是」

常出現於後一分句，前一分句若出現「雖然」，也不能確定後一分句的「可」即

為「可是」的減省，以例（35）、（36）說明之。例（35）為連接詞，因其前不

能再加上連詞。例（36）為副詞，因為其前已有連詞「但」。「可」和「是」之

間還可以有語氣副詞「真」修飾，代表不是連詞「可是」，而是「可」+是字句，

如例（37）。 

（35）我雖然外貌沒大變，可八年的風吹浪打，已經使我有了一副男子漢的硬心

腸，得是個自己料理自己的男子漢。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36）這雖然是個遊戲，但可不是鬧著玩的。                      （google） 

（37）內行人也建議，在清真館吃牛肉麵，最好不要加酸菜，以免混淆原味。說

到臺式口味的牛肉麵，可真是琳琅滿目，在配料上，有的加入咖哩、沙茶、紅糟、

番茄醬、中藥和冬蟲夏草；有的則強調牛肉是「放山牛」，有的還放淡水魚丸或紅、

白蘿蔔。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三、「可」的句法分布 

張雪平（2005）提出，副詞「可」出現的句子有兩個特點：第一，定位性；

第二，動態性。所謂定位性是指「可」在句中只出現在述語前，而不在主語前17，

如例（38）；所謂動態性是指「可」與句子的其他語言成分之間的互動關係只能

是在動態的句子層面上，而不是靜態的短語層面上的組合，如例（39）。 

  

                                                      
16但根據筆者的判斷，（34）b 的「可」位於句首，即主語「老王」前，故為連詞。 
17袁毓林（2002：337）也提出：「單音節語氣副詞是不能位於句中主語之前的。」（轉引自張

雪平 20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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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我可不會說個話，當著那麼多人我說什麼呀！     （《編輯部的故事》） 

？可我不會說個話，當著那麼多人我說什麼呀！     （張雪平，2005 修改） 

（39）a.我們醫院裡遇上的這種事可太多了。       （陳建功、趙大年《皇城根》） 

b.*可太多了的事                              （張雪平，2005 修改） 

例（38）a 的「可」位於述語「不會說個話」之前，故為合乎「定位性」合法

句；而（38）b 的「可」位於主語「我」之前，違反「定位性」而形成病句。

另一方面，例（39）a 為合法句，因為「可」作用於「動態性」句子層面：「我

們醫院裡遇上的這種事」為主語，「可太多了」為謂語；反之（39）b 為病句，因

為違反了「動態性」的特色：「可」乃作用於靜態的短語層面，在句中為定語成

分，修飾其後中心語「事」。 

張誼生（2000：47-50）也提出，評注性副詞在句法分布上具備靈活性的特

點，即分布十分自由，絕大多數的雙音節評注性副詞都可以根據表達的需要，

位於句首、句中或句末，如例（40）： 

（40）a.他也不管自己的視野是不是狹隘，認為不管怎麼寫反正都為了革命的利 

益，自信心很強。            （嚴文井《印度，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你》） 

b.好，信不信都在你，反正我先告訴你，太太的神氣現在對你不太對，就是 

因為你，因為你同──                              （曹禺《雷雨》） 

c.這是怎麼回事？周華想。又想：不關自己的事，反正。 

                                             （王朔《愛你沒商量》） 

但是張誼生（2000：50）也指出，這種靈活性受到兩方面的限制。首先是

韻律節奏的限制：凡是單音節的評注性副詞，一般都只能位於句中，如例（41）

a 句，位於句首、句末都是病句，如 b 句、c 句。其次是評注轄域的限制：凡是

可以位於句中也可以位於句首的評注性副詞，大多是對整個命題進行全幅評注，

但有時也可以半幅評注；凡是只能位於句中的評注性副詞，只能對述題部分進

行半幅評注，半幅評注時，述題是新信息，句子的話題則為舊信息（張誼生 2000：

50），如例（42），「好差使」為新信息，話題「鞋匠」則為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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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a.「這可真是好心做了餵貓食啦！」奶奶自怨自艾地說。 （馬烽《劉胡蘭》） 

b.*可，這真是好心做了餵貓食啦！               （張誼生，2000：49） 

c.*這真是好心做了餵貓食啦，可！                           （同上） 

（42）不錯，鞋匠是不是個好差使。               （方方《七戶人家的小巷》） 

盛繼艷（2004：6-8）認為句法結構中「可」的分布和組合特點有四：第一，

較固定的句法位置；第二，常出現在複句當中；第三，常與「是」共現；第四，

常與語氣詞（如：「呢」、「啊」、「了」、「啦」等）共現，說明並舉例如表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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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4：盛繼艷（2004：6-8）句法結構中「可」的分布和組合特點 

句法結構特點 說明 例句 

較固定的位置 1.主語後，謂語前。（最常

見） 

2.位於句首。 

3.在補語裡。 

1.我可不喜歡什麼事都清楚地知道結局。 

（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2.可我敢說嗎？18（王朔《過把癮就死》） 

3.家珍那時候長得可真漂亮。 

                     （余華《活著》） 

常出現在複句

當中 

1.常出現於複句中。 

 

2.有時也可用於單句19。 

1.我可沒這麼說，你別往這套兒裡繞我。      

               （王朔《過把癮就死》） 

2.今天可不行。 （路遙《平凡的世界》） 

常與「是」共

現 

「是」具體有三種情況： 

1.判斷動詞 

2.表強調的語氣詞 

3.與「可」組成的雙音節副

詞20
 

請郎中可是要花錢的。 （余華《活著》） 

常與語氣詞共

現 

有四種常見的形式： 

1. ……可……呢。（？） 

2. ……可……啊！ 

 

3. ……可……了！（。） 

4. ……可……啦！ 

1.別看鳳霞聽不到，不會說，她可聰明呢。            

                      （余華《活著》） 

2.她對你可真是情意綿綿呀。 

      （王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3.走在這兒，我可實在撐不住了，想進來

取個暖。          （老舍《駱駝祥子》） 

4.雲芳，學壞可太容易啦！ 

      （劉恆《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 

張誼生（2000）、史金生（2003）指出，語氣副詞表現說者對整個句子的主

觀評價，是句中命題之外的成分，所以不能出現於定語小句，與其他副詞共現

時必須前置。 

                                                      
18原作者誤判，應為連詞。 
19盛繼艷（2004）也提出，出現在單句的「可」在表義上往往是不自足的，理解時須從上下文

的話語背景或人們的認知背景中提取相關的信息，以幫助理解該句子所欲表達的意義。 
20本研究不同意此說法，此處的「可是」應是「可」+「是」的詞組，而不是雙音節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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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薇（2002：110）也認為「可」常位於複句的句中，如例（43），有時也

出現在單句，如例（44）。但這個單句是不自足的，往往是由於語境的需要而隱

含了一個背景句，或是在特定條件下省略了聽說雙方共同認可的事實，出於經

濟原則或認知心理而說成一個簡單句。 

（43）你這說的過去，頭兒那可說不過去。         （王朔《我是你爸爸》） 

（44）你看你看這可怪不了我了。                              （同上） 

例（44）中，隱含的背景意義是：由於另一件事的出現或發生，聽者不能再將

這件事情的責任推到說者的身上。有可能在事件發生前，聽者常常將過錯歸到

說者的頭上，暗示說者對此是有些不滿的。孫指出，「這」要重讀，成為這句話

的焦點，並且和未出現的隱含句有一定的可比性。 

胡裕樹（1992）認為句子的語氣可以分為陳述、疑問、祈使、感嘆四種。

此外，句子也有種種的口氣，如：肯定與否定、強調與委婉、活潑與遲疑等等，

都用於思想感情方面的表達，副詞「可」在不同句式中有不同的語義及用法，

但這部分較為繁雜，本研究暫不細談。 

席嘉（2003）認為「可」有兩種用法，一為表示強調，一為表示轉折。表

強調的「可」在句法結構位置上比較靈活（複句中可處於前一分句，也可處於

後一分句），在語義上，出現的語境較自由，非一定需要前後意思相反或相對。

表轉折的「可」必須用於前後意思相反或相對（至少隱含相反或相對）的詞組

或分句中。如上文所言，「可」用來表示強調的說法過於籠統、模糊，筆者持保

留態度，詳見第三章第一節的說明。 

張旺熹、李慧敏（2009）指出，對話框架中「可」的功能是突顯聽者和說

者的預期，而句法的表現，筆者整理如下： 

第一，在陳述句中，「可」總是與第一人稱搭配，以表達個人的主觀傾向。 

第二，大量用於否定句，通過對比否定突顯預期。 

第三，在祈使句中多與估價助動詞「要、得」共現，乃是因為估價和人的

主觀期望密切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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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能出現於反覆問句和特指問句，不能出現於選擇問句和「嗎」字是

非問句，乃由於反覆問句和「嗎」字是非問句不帶有說者的傾向。 

以上，僅止於句法層面的文獻探討，以作為參考。「可」的句法分布並非本

研究探討重點，是故，本研究不作進一步討論。 

四、小結 

筆者認為副詞「可」在概念層面上，根據語言的經濟原則，「可」不該歸入

程度副詞，因為其後可以加上真正的程度副詞（如：「真」、「很」等）。另外，

區分連詞「可」與副詞「可」的判斷標準，筆者歸納為凡是位於後一分句句首

的「可」，亦即主語位於「可」後，或「可」前不能補入主語者，則為連詞，反

之則為副詞。最後，句法結構中「可」的分布有如下特點：常出現在複句當中，

位於句中主語後、常與語氣詞（如：「呢」、「啊」、「了」、「啦」等）共現、多與

第一人稱搭配，以表達個人的主觀傾向、多用於否定句，通過對比否定突顯預

期。 

第三節「可」的篇章研究探討 

所謂「篇章」，根據鄭貴友（2002：16），是一段有意義的，可以傳達一個

完整信息的言語作品，前後銜接、語義連貫，且具有一定交際目的和功能。許

餘龍（2002：203-204）也提到，篇章不是一連串句子的組合體，而是一個語義

上的統一體，換言之，一個構成語義上的整體，就可以稱為篇章。以下分兩部

分探討，先介紹相關的篇章理論，再介紹前人對副詞「可」的篇章研究。 

一、相關理論概念 

（一）焦點（focus）與話題（topic） 

Halliday（1967，1985）提出三種篇章功能：「信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

「主位結構」（thematic structure）、「銜接」（cohesion）。「信息結構」和「主位

結構」是句子內部的篇章組織功能，「銜接」則是句子之間的篇章組織功能。根

據 Halliday，信息結構和新、舊信息有關，通常都是遵循由舊到新的順序。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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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焦點」（focus）就是句子語義的重心所在，是句子內部信息強度最高的

部分，是聽者接收的新信息中最重要的部分（Halliday，1967；Rochment，1985；

湯廷池，1986；方梅，1995：279；陳俊光，2007：134-135）。全句的語調核心

一般落在句尾，稱為「句尾焦點」（end focus），但有時為了突出焦點信息，亦

可以將語調核心移至較前的部分，而形成「對比焦點」（contrastive focus）（Leech 

& Svartvik，1975：175）。方梅（1995）遵循焦點與預設的對應，認為如果句子

的預設是「有 X」，整個句子要說明這個 X，這時候，焦點成分屬於常規焦點；

如果說者預設聽者認為某事是 A，而實際應該是 B，說者說出這個句子的目的

在於指出「是 A 而非 B」，這時句子的焦點成分就是對比性的，屬於對比焦點。 

「主位結構」可以分為「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兩部分。「主

位」是雙方交際言談的基本出發點，「述位」則是句子講述的內容（Halliday，

1985：38）。當句子的已知信息和主位位置重疊，便形成「話題」（topic），句子

的其餘部分即稱為「述題」（Halliday，1970：12；許餘龍，2002：206；鄭貴友，

2002：102；陳俊光，2007：138）。「話題」通常是句子談論的對象，也∕或是

設定句子所在的框架（Chafe，1976：51；陳俊光，2007：134）。陳俊光（2007）

進一步舉例如例（45），「他說華語」為話題，「說得很好」為（句尾）焦點。 

（45）他說華語說得很好。                          （陳俊光，2007：135） 

孫薇（2002）指出，一旦在句中出現「可」字，「可」前一定要有人或事充

當話題成分，且不能省略；「可」後成分是焦點，是說者要表達的核心內容，同

樣也不能省略，如例（46）、（47）。羅曉英、邵敬敏（2006）也認為「可」在話

題結構中一般位於話題之後，句子表達重要信息的核心部分（即焦點）前，有

機地連接前後兩部分，如例（48）。 

（46）a.你可缺乏那部小說你的主人公吉米的勇氣。    （李國文《人生在世》） 

b.*可缺乏那部小說裡的主人公吉米的勇氣。        （孫薇，2002 修改） 

（47）媽喲，可了不得了，又要下雨啦，快收拾東西。     （老舍《龍鬚溝》） 

（48）小孟對他的朋友說，我可不像你們這麼沒出息。  （王朔《我是你爸爸》） 

例（46）中，「可」前一定要有話題成分（人或事），如（46）a。這些名詞性成

分不能省略，是故孫判斷 b 句為病句。例（47）中，孫認為焦點「了不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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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省，否則不成句。例（48）中，羅曉英、邵敬敏（2006）認為「我」為主

題，「沒出息」為焦點，「可」起著連接前後兩部分的功能。筆者不同意學者提

出的「可」後成分為該句的焦點，相關論述將於本研究第四章第一節進行論述。 

（二）銜接（cohesion）與連貫（coherence） 

鄭貴友（2002）指出，銜接（cohesion）屬於形式方面的概念，是篇章的有

形網絡，體現於篇章的表層結構上；而連貫（coherence）屬於語義方面的概念，

是篇章的無形網絡，處於篇章的深層結構裡。連貫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銜接手

段來實現，而銜接又常常可以看作是連貫的標誌。劉怡君（2007）認為「可」

作為形式上的銜接手段，起了修補上下文的功能，如例（49）： 

（49）人和的老闆劉四爺是已快七十歲的人了；人老，心可不老實。 

                                                    （老舍《駱駝祥子》） 

透過「可」外顯的銜接功能，得知這個句子在深層語義上必然有話語的連貫性，

從而補出關聯詞語「雖然」，最後得出「人雖然老，心可不老實」的完整語義。 

（三）焦點敏感算子（focus-sensitive operator） 

董秀芳（2003）認為「焦點（focus）是指一個句子中最為重要的信息，是

與預設（presupposition）21相對而言的。」徐烈炯（2005）進一步指出，同樣的

一句話可以有不同的焦點，如（50）a、b、c 三句，焦點可以是 Mary、John 或

to the movies。Rooth（1985）加上了 always 而成了（51）a、b、c 三句。 

（50）a. Mary took John to the movies. 

b. Mary took John to the movies. 

c. Mary took John to the movies.                    （徐烈炯，2005：22） 

（51）a. Mary always took John to the movies. 

b. Mary always took John to the movies. 

c. Mary always took John to the movies. 

                                 （Rooth，1985：244；徐烈炯，2005：23） 

                                                      
21
將於本章第四節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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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a~（50）c 句焦點不同，但真值條件都相同。只要其中一句為真，其他

兩個句子也必然為真；而（51）a~（51）c 句焦點與真值條件都不同。若 Mary

總是帶 John 去看電影，也帶 Tom 去看電影，那麼（51）b 句就是假的，（51）a、

（51）c 兩句可以是真的。因為焦點不同，而使得句子的真值條件不一（徐烈

炯，2005：23）。所以是否影響真值的關鍵在於句子裡有沒有 always 這類的成

分，而這類成分必與句中某個成分關聯（association），與它們相關聯的成分即

為句子的語義焦點，像 always 這類成分就稱為焦點敏感算子（徐烈炯，2005：

24）。 

至於哪些詞是焦點敏感算子則取決於語義，換言之，與焦點敏感算子關聯

的是句子的語義焦點，亦即語義焦點由焦點敏感算子確定（玄玥，2004）。Gundel

（1999：295）認為「語義焦點」（semantic focus）是一種關係性的概念，語義

焦點反映了句子信息內容的表達。而且，句子真值的評定方式會影響句子的真

值條件。換言之，語義焦點反映的是由句子表示的信息內容的表達方式和句子

真值的評定方式，會影響句子的真值條件，焦點位置不同句子的真值就會不同。

這類焦點一般會與焦點敏感算子（focus-sensitive operator）或焦點副詞（focusing 

adverb）產生關聯。而這一現象被稱作「焦點關聯現象」（association with focus），

指的是焦點對句子語義的真值條件所產生的影響（Jackendoff，1972；Rooth，

1985，1992，1996；徐烈炯、潘海華，2005），請看例（52）： 

（52）a.I only claimed that Carl likes [Herring]F.  

我只說過卡爾喜歡 Herring 啤酒。 

b.I only claimed that [Carl]F likes Herring. 

我只說過卡爾喜歡 Herring 啤酒。（Rooth，1985；徐烈炯、潘海華，2005） 

徐烈炯、潘海華（2005）認為例（52）a、b 兩句的「真值條件」不同。假設說

者表示自己像 Carl 一樣也喜歡 Herring 啤酒，則兩句中，（52）b 為假，而（52）

a 可以為真。在（52）中，a 和 b 的分別在於焦點位置的不同，但這兩個句子與

焦點敏感算子 only（只∕只有∕只是）共現時，其相應的語義真值條件也就不

同。由於（52）a 的焦點 Herring 與 only 關聯，所以其為真的條件是：Carl 喜歡

的只是 Herring 啤酒；而（52）b 與 only 關聯的是焦點 Carl，這樣其為真的條件

變為：只有 Carl 喜歡 Herring 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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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烈炯（2005：24-26）提出漢語中的焦點敏感算子，如「只、才、就、都、

不」等，多為副詞（張全生，2009：66）。焦點敏感算子在句中仍保有其自身的

句法功能和語法意義，在口語中不輕讀，其後的語言成分也不讀為對比重音22。

而焦點敏感算子的性質決定其語義的關聯對象，焦點敏感算子關聯的對象總是

處在其約束範圍內與之關係最密切的某成分，這個成分多半就是這個結構的焦

點成分（江美儀，2011：28-29）。 

徐烈炯（2005）指出，漢語語氣副詞「真的、居然、竟然」等都具有焦點

敏感（focus-sensitive）的特性，以「居然」為例： 

（53）a.居然老張在會上答應了。 

b.老張居然在會上答應了。 

c.老張在會上居然答應了。                    （徐烈炯，2005：26） 

例（53）a、（53）b、（53）c 的焦點分別是「老張」、「在會上」、「答應」。「居然」

出現在句中時，會與不同焦點相關聯，使句子的真值條件隨焦點位置的不同而

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在句法層面上，焦點敏感算子多為副詞，漢語中雙音節

副詞句法位置較為靈活，單音節副詞則較為固定；在篇章層面上，焦點敏感算

子透過與焦點的關聯而影響句子語義的真值條件，亦即焦點位置不同，賦予句

子的意義也不同。 

張全生（2009）指出：「焦點敏感算子一般都有一定的關聯方向」。英語的

焦點敏感算子可和對比重音互相配合，其關聯的對象往往是句中負載對比重音

的語義焦點，所以在句法規則允許的情況下，英語的焦點敏感算子關聯的對象

既可以出現在算子前，也可以出現在算子後，關聯方向往往是雙向的，如例（54）

a、（54）b。反觀漢語，雖然也可以用對比重音來標示語義焦點，但焦點副詞和

語義焦點的關聯往往在線性結構上呈現出來。受距離像似性的作用，焦點副詞

在句法上往往要求緊鄰其所關聯的對象，而各個焦點副詞在關聯方向上的表現

也各不相同。幾個焦點敏感算子的關聯方向整理例舉如下表二-5： 

  

                                                      
22這代表焦點敏感算子本身並不能表示焦點成分，但因在語義上常常與某些成分關聯，而這些

與之關聯的成分往往是句子的語義焦點，會影響到焦點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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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5：張全生（2009）各個焦點副詞在關聯方向  

關聯方向 例子 

雙向 也、還、又 

左向 都 

右向 只、不、沒 

請看以下例句，說明不同焦點敏感算子的不同關聯方向： 

（54）a.（他們划船，）我們也划船。 

b.（我們游泳，）我們也划船。                （張全生，2009：64） 

（55）a.每個人都看了一本書。 

b.這些書他都看過了。                          （蔣嚴，1998：12） 

（56）a.我認為卡爾只喜歡喝百事可樂。 

b.我認為只有卡爾喜歡喝百事可樂。           （張全生，2009：68-69） 

c.他只吃西餐。                              （任芝鍈，2007：77） 

由上例（54）、（55）、（56）可知，不同的焦點敏感算子，其語義關聯方向

不完全相同，語義約束的範圍也分大小。例（54）中，焦點敏感算子「也」可

以使「我們」或「划船」成為焦點。例（55）a、（55）b 兩句，「都」只能使左

向的「每個人」和「這些書」成為句子焦點。例（56）三句，「只」只能使右向

的「百事可樂」、「卡爾」、「西餐」成為句子焦點。任芝鍈（2007）進一步認為焦

點敏感算子「只」，在無標記的情況下，其作用的範圍是後面整個動詞詞組，如

例（56）c，即「吃西餐」，理論上動詞詞組中的每個成員都可能成為其語義關

聯的對象，但一般優先選擇句末的「西餐」。也就是說，根據句尾焦點原則，一

般優先選擇句末的「西餐」，但焦點敏感算子與不同成分發生關聯時會影響句子

的真值和預設意義，如「只」與「西餐」關聯，則隱含「他除了西餐外，不吃

中餐等其他菜餚」，如果與「吃」關聯，則隱含「他只吃，不做（西餐）」。 

玄玥（2004）提出焦點敏感算子的三大功能：第一，通過與焦點關聯進而

影響句子的真值條件；第二，區分焦點和話題23兩部分；第三，引出特定預設。

                                                      

23玄玥原文為「背景」，本研究乃根據 Partee（1991，1999）的說法，將「背景」更改為「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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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分點進行說明。 

第一，王正蓉（2012）指出，焦點敏感算子與不同的焦點結合會引起句子

真值條件的不同，同時也使得句子產生不同的語義解釋。先前已於例（52）舉

例說明，在此不再贅述。 

第二，焦點敏感算子可以引出一個三分結構。Heim（1982）提出下面的三

分結構（tripartite structure）：算子（operator），限定部分（restrictor）和核心部

分（nuclear scope），如下圖二-4： 

S（句子） 

 

Operator    Restrictor   Nuclear Scope 

（算子）  （限定部分） （核心部分） 

圖二-4：Heim（1982）焦點敏感算子的三分結構 

Partee（1991，1999）認為話題即為限定部分，焦點則為核心部分。如果句

子存在著焦點敏感算子，便可以帶出焦點敏感算子、焦點、話題三部分。所以，

焦點位置是決定三分結構一個重要的因素，焦點位置不同，形成不同的三分結

構，進而產生不同的語義解釋。換句話說，焦點敏感算子會與焦點結合，帶出

一個三分結構：算子、話題、焦點部分。張全生（2009）認為焦點敏感算子和

語義焦點之間的關聯結構都可以分析為三分的結構： 

（57） a.DOGS must be carried. 

MUST  （x be carried） （x=dogs） 

 b.Dogs must be CARRIED. 

MUST  （dogs be x） （x=carried）          （張全生，2009：66） 

（58）a.（他們划船，）我們也划船。 

也 （x 划船） （x=我們） 

b.（我們游泳，）我們也划船。 

也 （我們 x） （x=划船）                  （張全生，20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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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a.通常老張星期天打掃房間。 

通常 （x 星期天打掃房間） （x=老張） 

b.老張通常星期天打掃房間。 

通常 （老張 x 打掃房間） （x=星期天） 

c.老張星期天通常打掃房間。 

        通常  （老張星期天打掃 x） （x=房間）      （張全生，2009：69） 

上例（57）、（58）、（59）中，都呈現了清楚的三分結構：算子依序為「must」

「也」、「通常」，「x」則為焦點部分，其餘部分則為話題。 

孫薇（2002：112）認為「可」在特定的話語結構中充當話題突顯標誌，「可」

一般位於主題之後，句子表達重要信息的核心成分之前，「可」有機的連接起前

後主題與焦點兩部分，如下例（60）。例（60）中的兩個「可」前，皆為主題，

「可」後成分則為句子的焦點部份。 

（60）你可得正兒八經的，不能玩弄人家的感情，這可是我們同學的媽。 

（王朔《我是你爸爸》） 

第三，焦點敏感算子可以引出特定的預設。王正蓉（2012：16）以「倒」

為例，指出副詞「倒」與預設之間的關係是相聯繫的，請看例（61）。 

（61）鮑爾斯倒不特別擔心，因為他堅信蘇聯人奈何不了在 5 萬英呎高空高速飛

行的「空中黑小姐」。  （1997 年《作家文摘報》秋榮《「U-2 事件」後的騙局》） 

例（61）中，副詞「倒」所提示的預設因為句子焦點的變化，可能有兩種情況：

焦點位於「倒」後的謂語部分，則預設為「鮑爾斯本該特別擔心」；焦點位於「倒」

前的主語部分，則預設為「有人（不包括鮑爾斯）很擔心」。描述同一事件的句

子，由於焦點的移動，使得副詞「倒」的語義指向發生變化，因而副詞「倒」

所提示的預設也隨之改變。由此可見，副詞「倒」與句子焦點之間的關係十分

緊密，故副詞「倒」為一個對焦點敏感的算子。 

焦點敏感算子在句法上有一定的作用範距，在這個範圍內的所有語言成分

都有可能成為焦點。焦點敏感算子會與範距內的其中一個語言成分相關聯，這

個語言成分就是該句子的焦點，也是焦點敏感算子語義指向的核心。董秀芳

（2003）指出焦點敏感算子在句法上有一定的作用範圍，稱為「句法指向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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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actic target），在這範圍內的所有成分都有成為無標記焦點的可能性。在實

際語境中，焦點敏感算子會與句法指向範圍內的某一個成分在語義上產生最緊

密的聯繫，這樣的成分稱為焦點敏感算子的「語義指向核心」（semantic target），

也就是句子的焦點。在句法指向範圍之外的成分只能通過特殊重音，成為有標

記焦點。 

（62）他只認識張三。                              （董秀芳，2003：13） 

（63）只有他認識張三。                                        （同上） 

（64）你只能用放大鏡看這些細菌（不是那些細菌）。      （董秀芳，2003：14） 

例（62）中，焦點敏感算子「只」的作用範圍為其後的動詞詞組，即「認識張三」。

例（63）中，「只」的作用範圍為其後的名詞短語，即「他」24。「只」的句法指

向範圍之內的成分充當焦點時，是無標記的；反之，則是有標記的，必須有特

別強調的重音，如例（64）。 

（四）焦點標記與焦點敏感算子 

焦點標記與焦點敏感算子是兩類性質不同的焦點形式。方梅（1995）認為

漢語中的焦點標記詞（focus marker）有三項確認的方式： 

1.自身不負載實在的意義，因此不可能帶對比重音。 

2.標示其後成分的焦點身分，所以焦點標記後的成分總是在語音上凸顯

的成分。 

3.非句子線性結構中的基本要素，所以它被省略後句子依然成立。 

                                               （方梅，1995：281） 

方梅認為漢語中，只有「是」、「連」是焦點標記詞，如例（65）、（66）： 

（65）我是愛你才這麼說的。（不是出於其他原因）         （方梅，1995：282） 

（66）連這點小事都想不出辦法。                      （方梅，1995：283） 

                                                      
24董秀芳（2003）認為「有」為一輕動詞（light verb），為了滿足「只」須附在動詞性成分前

的句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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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芝鍈（2007：77-79）認為焦點標記詞和焦點敏感算子在焦點結構中各司

其職。焦點標記後的成分一般是結構的強制性焦點；焦點敏感算子在語義上關

聯的成分大部分是語義理解的一個重要部分，影響句子語義焦點的選擇，也影

響句子的真值與語義的解讀。在無標的情況下，焦點敏感算子關聯的對象往往

也是話語的焦點成分。兩種焦點合一的條件是，標記詞標示的焦點須與焦點敏

感算子語義關聯的方向、對象的性質一致（江美儀，2011：28-29）。江美儀（2011）

根據 Krifka（1997）的觀點，指出焦點敏感算子與焦點標記的差異： 

焦點敏感算子是與焦點短語相鄰，焦點包含在焦點短語之中，該焦點短

語也可以是焦點，而焦點標記則是直接與焦點相接。 

                       （Krifka，1997：270-271；江美儀，2011：31） 

董秀芳（2003）認為語言中可採用一些句法或詞法手段來標示焦點，如焦

點標記（如：「是」）或漢語的特殊句式（如：「是……的」）。另外，有一些語言

成分（如：「只」、「也」等）不能準確的標示焦點，但卻能影響句子的焦點選擇。

這樣的成分，Partee（1991，1999）稱為「焦點敏感算子」。 

玄玥（2004）亦指出，焦點標記詞後的成分為焦點。換言之，句中如果出

現焦點標記詞，句子的焦點就由焦點標記詞確定了。而焦點標記詞最主要的功

能就在於表明強式焦點，標示其後成分為焦點，「焦點標記沒有獨立於『焦點』

而存在的語法意義。」焦點敏感算子則有自身特定的語義核心功能，此一表達

功能與焦點無關。相對於焦點標記可以確定焦點，焦點敏感算子有時可以確定

焦點，但有時只可以確定關聯的焦點範圍。更精確地說，焦點敏感算子本身不

能準確地標誌焦點，但卻能影響句子焦點的選擇。下表二-6 乃是筆者根據前人

文獻整理出兩者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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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6：焦點標記詞與焦點敏感算子的不同 

 焦點標記詞 焦點敏感算子 

意

義 

自身不負載實在的意義，沒有獨立

於焦點而存在的語法意義。 

有自身的句法功能和語法意義。 

焦

點 

標示其後成分為焦點。 不能準確地標誌焦點，但卻能影響

句子焦點的選擇。 

例

子 

虛詞（particle），如「是」、「連」。 多為副詞（adverb），如「只」、「還」

等。 

二、「可」的篇章相關研究 

（一）「可」為關聯副詞 

張雪平（2005）認為「可」有假設和推論的用法。表假設結果的用法，和

關聯副詞「就」25相似，若離開語境，特別當沒有假設詞配合時，其承接功能表

現就不明顯。張雪平（2005）引自太田辰夫（1987：300）： 

副詞「就」原來是放在複句的後一分句使用的。光憑它也能表示意義，

但是非常模糊，前句和後句是僅有時間的先後關係呢，還是表示條件、

假定等關係，這是不明確的，只能根據上下文來判斷。 

                                      （張雪平，2005：40） 

表推論用法的「可」，是其表假設結果用法的引申，用在最後一分句中，表示在

前述原因之下推論出的結果，整個句子應屬推論因果關係。「可」起連接作用，

其意義也和關聯副詞「就」相當。在這兩種關係中，「可」都相當於現代漢語的

關聯副詞「就」，而「就」也是常用在有這兩種關係的句式中的，並且假設和推

論是相通的，都是以主觀的推理為依據的。 

張雪平（2005：50）引自卞覺非（1992：114），把「可」列入關係範疇中，

表示假設用法，常見的語法格式如：「要是∕如果……，那∕可∕就……。」、「假

                                                      
25李泉（2001：72）亦認為「就」為關聯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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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假若……，那可就……。」、「假使∕要不是（的話）……，那可更……。」。 

《漢語虛詞辭典》（2001）也把「可」在不同句類中的具體功能細分為「關

聯副詞」、「語氣副詞」、「疑問副詞」。綜合以上學者所論，可歸納出「可」在篇

章層面上為關聯副詞，在篇章中起關聯的作用。 

（二）「可」的銜接與連貫功能 

張誼生（1996）認為在篇章中，充當銜接的成分可以是連詞、代詞、插入

語，也可以是部分副詞。而從前後關聯的角度看，大多數的評注性副詞（如：「可」），

兼有表示各種評注及承上啟下的銜接、連貫功能。 

張雪平（2005）認為有的複句如果抽去「可」，整個句子就不夠連貫、順暢，

複句所表示的邏輯關係也相對模糊，比較（67）a、（67）b： 

（67）a.如果能盤下這麼一進院子，那可發了。  （陳建功、趙大年《皇城根》） 

 b.？如果能盤下這麼一進院子，那發了。          （張雪平，2005 修改） 

根據張誼生的說法，抽去「可」的（67）b 似乎也可以成立，只是語感上

不夠順暢自然26，且後一分句是否是表示某種推測性結果也不夠明確清楚（張雪

平 2005：16）。 

張雪平（2005）提出，「可」銜接的語言單位在結構形式上可以有四類： 

1.連接句子成分以組成單句。 

2.連接前後分句以組成複句。 

3.用於緊縮複句中。 

4.銜接一組句子以組成篇段。                （張雪平，2005：19） 

而就銜接方式來說，張雪平（2005：19）認為大約有四種： 

1.句中：「可」一般只出現在主語後述語前，有突出話題的功能，如例（68）。  

2.複現：「可」在句中重複出現，使得上下文語氣更一致，銜接更緊密，如

                                                      
26此可能為篇章上的問題，抽去「可」將造成前後句的關聯性不清。另一方面，亦可能是因為

韻律的關係，「那可發了」比「那發了」較為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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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69）。 

3.合用：「可」和相關連詞（如：「如果」、「要是」）互相配合使用，產生銜

接作用，如例（70）。 

4.連用：「可」與其他副詞（如：「就」）連用，使得句子的邏輯關係更加明

顯，如例（71）。 

（68）這可怎麼好，可怎麼好？                （陳建功、趙大年《皇城根》） 

（69）亂子出在孩子身上，根源可在你那兒。               （《我是你爸爸》） 

（70）如果能盤下這麼一進院子，那可發了。                                

                              （陳建功、趙大年《皇城根》）（例（67）重引） 

（71）要真是那樣，那你可就立功了。                 （《劇本˙大江東去》） 

張雪平（2005：15-17）認為「可」表假設結果，如例（70）、（71），及推

論結果，如例（72），無轉折對立的情況出現，是順接27；「可」表表轉折，如例

（73），及表讓步時，如例（74），前後語義為轉折或對比，是逆接。 

（72）「你會外語嗎？」「不會。」「計算機呢？能不能簡單操作？」「也不行。」

「哎呀，這可不好辦了……」                               （王朔《劉慧芳》） 

（73）慧芳笑：「又有他什麼事？」亞茹也笑：「他這個關心是完全無私的，你別

誤會。你老懸著，豈不等於總是在提醒他──你有羅？」慧芳笑：「我可沒這麼想，

你叫他也別老自個折磨自個。」                             （王朔《劉慧芳》） 

（74）就算你是好漢，黑旋風可也並不是好惹的！             （老舍《龍鬚溝》） 

張認為例（73）中，「可」能顯示前後內容之間隱含的對比：如果沒有「可」出

現在句中，只是一種客觀的描述而已，在沒有足夠上下文的情況下，很難體會

到「他這麼想」的對比前提。所以「可」可以表明前後內容的對比關係，也可

以將前後語義更好的銜接起來，使得上下文更連貫；而例（74），「可」用在複

句的後一分句，和前一分句表讓步的關聯詞語「就算」相配合。 

                                                      
27本研究結果並不支持這樣的看法，從筆者所蒐集的語料中可看出，在銜接功能上，「可」皆

為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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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為焦點敏感算子 

張誼生（2000）指出，評述性副詞在進行評述時兼有突出和強化焦點的作

用。盛繼艷（2004：21）認為大部分的語氣副詞，對句子焦點的表達都具有一

定的敏感性，也就是說，大部分的語氣副詞對句子焦點部分的表達發揮著不同

程度的突顯作用。總的來說，「可」具有焦點標誌性是無庸置疑的，可以使聽者

很快的捕捉到什麼是談話重點多加關注，什麼是舊信息而無需太留意。劉丹青、

唐正大（2001）指出「可」有強調28對比焦點的作用，如例（75）： 

（75）想死很容易，要活好了可是難上加難。  （劉丹青、唐正大，2001：29） 

劉丹青、唐正大（2001）指出，「可」強調的是話題焦點「要活好了」29，它與

句外的「想死」構成對比。劉丹青、唐正大（2001）以此認為漢語副詞「可」

為「話題焦點30敏感算子」（topical focus sensitive operator），並提出「可」出現

的基本環境，如下表二-7： 

表二-7：劉丹青、唐正大（2001）「可」出現的基本環境 

I             II             III             IV 

a.（NP1        VP1，）         NP2         ’Neg VP1 

b.（NP1        VP1，）         ’NP2        可 Neg VP1 

a 環境，如：「小王好，小張不好」，真值語義與 b 環境相同，如「小王好，小張可

不好」。不同的是，句子加上「可」之後，重音位置改變了，從原本「可」後的

「不好」，移到「可」前的「小張」。「可」的出現，要求 II 與 IV 相反，I 與 III

必須不同，而為了強調 I 與 III 的不同，III 讀為全句最重音。但是否有所謂「話

題焦點」的說法，本研究持保留態度，說明如下。 

張全生（2009）認為以〔-突出〕、〔+對比〕為特徵的話題焦點的說法不可

取，主要理由有二：第一，話題、焦點是從不同角度去看句子的。話題是話語、

信息的出發點，是句子的基本參照點；焦點是句子所傳達最突出信息在句法層

面的實現，換言之，焦點是與句子所傳達的最高強度的信息對應的在句法層面

                                                      
28如前文所言，本研究不使用「可」為「強調」作用的說法。 
29本研究認為此處的「要活好了」為對比焦點，而非為話題焦點。 
30本研究不採用「話題焦點」的說法，並於論文 41-42 頁提出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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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射。話題、焦點在一定的語境有重合的可能性，但兩者不應混為一談稱作

話題焦點（潘建華，2000：124-125；顧鋼，2001：78；張全生，2009：36；陳

俊光，2010：122∕139）。第二，〔-突出〕、〔+對比〕特徵的矛盾。屈承熹（1999：

8）提到，根據一般的研究，「突出」應是所有類型焦點的特點。而「話題焦點」

的〔-突出〕特徵便與焦點的特性相衝突。徐杰（2001：124）認為「對比」、「突

出」不應該是處於對立的狀態，而應該是因果關係。「話題焦點」的〔-突出〕

特徵已經從根本否定了它「相對重要」的焦點屬性。 

屈承熹（1999：8）建議把「話題焦點」稱為「對比話題」，以指明本句的

名詞詞組話題，與前一句形成對比焦點。總和前人看法，筆者認為「可」為焦

點敏感算子，其前的名詞組常常是句子的對比焦點。 

（四）「可」與其他副詞的連用或共現 

史金生（2003：20，29）指出，語氣副詞表達說者主觀情感認識，具有很

強的主觀性，這樣的特點決定了它在句子中通常處於最外層，換言之，「凸顯原

則」可以決定語氣副詞的連用順序。為了突出某個語言成分而選用特定的語序，

換言之，若想加強某種語氣，通常把表達該種語氣的語氣副詞前置。「可」在句

中和其他副詞（如：「就」、「真」、「別」、「不」、「千萬」、「太」、「是」、「把」、「得」

等）連用或共現時，一般「可」在其他副詞前（張雪平，2005），如例（76）、（77）、

（78）： 

（76）這年頭可別死心眼。                    （陳建功、趙大年《皇城根》） 

（77）方老師，我跟您說實話了，您可千萬不能因為我說實話就懲罰我。 

                                                （王朔《一點正經沒有》） 

（78）你要這麼說，那我可真就亂判了。              （王朔《我是你爸爸》） 

至於，這種語言現象的背後制約因素為何，張雪平（2005）提出三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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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轄域（discourse scope）31：語氣副詞的轄域比他類副詞寬。 

2.主觀化程度：有時「可」與其他語氣副詞一起出現時仍居前。史金生

（2003）指出，表示推測義、斷定義的語氣副詞（如：「可」）的主觀性

強於意志類語氣副詞（如：「千萬」） 

3.篇章連接功能：有時「可」與表示推測義、斷定義的語氣副詞（如：「真」）

一起出現時仍居前，因為「可」兼有篇章連接的功能。賴先剛（1994）

指出，副詞連用時，在全句表關聯和語氣的副詞一般排在最前面。 

                                           （張雪平，2005：10） 

筆者同意張提出的第一點及第三點判斷方法，至於第二點以主觀化程度判定副

詞共現的順序，落於個人主觀判斷，除非有所根據，否則便不客觀了，亦無法

作為判斷標準。 

張雪平（2005）認為副詞「可」在表示假設結果時，副詞「可」有時和副

詞「就」連用，如例（79），而「可」和「就」也可以只出現一個，句義仍然不

變，如例（79）a、（79）b： 

（79）要真是那樣，那你可就立功了。  （《劇本˙大江東去》）（例（71）重引） 

a.要真是那樣，那你就立功了。                 （張雪平，2005 修改） 

b.要真是那樣，那你可立功了。                             （同上） 

以上句子都可以成立，都是合語法的句子，語義一致，邏輯關係也不變。

由此可見，「可」和「就」都起著關聯的作用，但就語用層面來說，例（79）「可」

和「就」起承接作用，有帶著一點主觀推斷意味，顯出誇張的語氣，而例（79）

a 只是客觀表述，語氣平和；例（79）b 則有主觀評注性，略顯誇張（張雪平，

2005）。 

張全生（2009）認為焦點副詞單用時，所關聯的對象較易確定，但連用時，

因為各自關聯方向、範距大小不同，所以就會產生一些限制。算子之間範距是

不一樣的，信息結構也有一定的層次性，所以當句子中出現不只一個焦點算子，

只有佔據最廣範距的最外層算子相關聯的成分才是句子的焦點。 

                                                      
31文獻也常譯作「範距」、「管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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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善婧（2009）提出，當副詞「可」與多個副詞共現時，共現的順序為：

語氣副詞、程度副詞、否定副詞，這是由於不同種類的副詞語義轄域的不同造

成的，如例（80）、（81）、（82）： 

（80）房子倒了沒有關係，你的心可千萬不能倒了！    （李善婧，2009：34） 

（81）這個該死的叛徒，可真夠狡猾啊！                          （同上） 

（82）那氣派，那榮耀，那陣仗兒，她可都是見證人啊。            （同上） 

李善婧（2009：34）認為例（80）中，「可」和另一語氣副詞「千萬」及否定副

詞「不」共現，由於語義轄域相同，兩個副詞的順序可以互換，但是均在否定

副詞「不」前。例（81）中，「夠」是程度副詞，直接修飾「狡猾」，表示程度

高，「真」肯定了「夠狡猾」這個估價，又和此估價一起，受「可」修飾，構成

「可+語氣詞」感嘆句式，使整個句子的語氣更加強烈。例（82）中，「可」與

範圍副詞「都」共現，由於語氣副詞的語義轄域大於範圍副詞，所以「可」在

「都」前。 

三、小結 

總結前人看法，副詞「可」在篇章層面作為關聯副詞，具有焦點敏感算子

的功能，換言之，副詞「可」的出現，可以影響句子的真值條件，可以引出一

個三分結構（話題、算子與焦點），也可以引出特定預設。焦點敏感算子「可」

也跟其他焦點敏感算子一樣，有一定的關聯方向。此外，「可」在篇章中，起著

修補上下文的銜接功能及深層語義的連貫作用。最後，文獻認為副詞「可」表

示一定的語氣，所以「可」與其他副詞連用時，常常位於其他副詞之前。 

第四節「可」的語用研究探討  

一、相關理論概念 

筆者認為透過引導碼的角度切入「可」的語用層面，可以幫助我們更加了

解副詞「可」語用功能，是故以下介紹引導碼，還有與之相關的語用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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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導碼（procedural encoding） 

「引導碼」是與「概念碼」相對立的語言成分，「引導碼」這個術語由

Blakemore 在剖析連詞「but」的文獻中提出（1987：144）。有別於先前學者對

「but」以真值條件為主的研究框架，Blakemore 嘗試從一個新的角度，即關聯

理論和認知層面來分析這個連詞。 

Blakemore（1987）把語言形式所編碼的信息分為兩種：「概念信息」

（conceptual information）和「引導∕程序信息」（procedural information）。「引

導∕程序信息」主要指引聽者應該如何處理話語中的命題內容(即「概念信息」）。

當一個語言形式具有引導聽者重建出說者態度或命題之間關係的功能時，我們

就可以說它帶有引導意義。言談連接詞（discourse connectives）如 but、so、after 

all 等具備引導功能，指引聽者應該如何理解該話語，這些語言形式稱為「引導

碼」。  

說者藉由引導碼，可以限制聽者解讀話語的方向，引導聽者在語用推理的

過程中，更有效地解讀、重建說者所要傳達的語義32（Sperber & Wilson，1993：

12）。說者透過引導碼，也可以引導聽者推理出說者對命題內容所抱持的觀點和

態度，亦即說者意圖中的一些主觀性設定，例如：說者對話語的命題內容的主

觀評價（evaluation）、可能性或必然性判斷（possibility/necessity judgment）、聽

說雙方的等同∕親近性（solidarity），說者透過話語施行的言外行為（illocutionary 

act），以及說者設定的命題間的連接關係等等（江庭宜，2009）。Blakemore（1987）

語言編碼訊息的分類及特點，請見下表二-8： 

  

                                                      
32原文為：They do not contribute to the true conditions of utterance, but constrain the inferential 

phase of comprehension by indicating the type of inference process that the hearer is expected to go 

through. As the Blakemore points out, such expressions contribute to relevance by guiding the 

hearer towards the intended contextual effects, hence reducing the overall effort required.（Sperber 

& Wilson，199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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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8：Blakemore（1987）語言編碼訊息的分類33
 

 語言編碼訊息內涵  

概念

信息 

1.話語的真值命題內容 

2.語言形式編碼的主要部分 

3.名、動、形等開放性詞類，為人類對世界事物的概念在語言中的投射。 

引導

信息 

1.指引（indicate）該概念應該如何被運算的訊息。 

2.編碼程序訊息的語言形式，可作為引導碼。 

至於引導碼如何協助聽者建構出語境假設（contextual assumptions）呢？請

看 Wharton（2001）的例子： 

（83）Sheila is rich but she is unhappy.                （Wharton，2001：92） 

Wharton（2001）認為從例句（83）所得出的語境假設為「rich people are happy」，

這個語境假設並非透過「but」的編碼而來，而是透過「but」協助聽者推論說者

的話義，建構語境假設，也就是「but」是聽者選取推論方式的指標。當聽者靠

輸入系統、既有語境表徵內涵和演繹推論等方式推導出（83）的命題內容「Shelia 

is rich and she is unhappy」時，其認知環境同時受到「but」的刺激繼續搜尋其他

假設，聽者藉由「but」在話語中的功能得出「rich people are happy」的語境假

設。「but」本身並未內建語義，而是提供了一個信息，一個信號（signal），協

助聽者往「刪除某個認知環境中的既有假設」的推論方向前進，最後在關聯原

則下找到最高相關的語境假設，取得最適當的解讀，推論並取得說者的話義34。 

江庭宜（2009）指出，廣義而言，引導碼修飾（modify）話語所表達的真

值條件命題。這種概念投射到語言的結構層面時，便可說是一種「範距（scope）

在句子（以上）的修飾語（modifier）」與「被修飾對象（modified）」的關係。

這些修飾語可稱為廣義的副詞性成分（adverbial）。而引導碼和命題的關係投射

在句法結構的情況，如下圖二-5 所示：  

                                                      
33參考劉冠妙（2013：71）的說明。 
34參考彭玉琴（2009：64）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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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5：江庭宜（2009：62）引導碼與命題之修飾關係與在句法層面的投射 

彭玉琴（2009：111-112）以情態副詞「偏偏」為例，說明「偏偏」在漢語

中的功能，請參見下表表二-9： 

表二-9：彭玉琴（2009：111-112）引導碼「偏偏」的引導功能及說明 

引導圖示 舉例說明 

 

1.命題∕事實（即「p」）在說者的預料

之外 

2.說者不希望命題為真 

「他偏偏不喜歡我。」 

預料：他喜歡我 

評價：為他不喜歡我而感到意外 

情態：希望他喜歡我 

事實：他不喜歡我 

p 的發生不符合說者的心願和預料 

彭玉琴（2009：87）認為引導碼「偏偏」引導聽者將注意力放在「預期與

命題真值之間的落差」上，可以使聽者在不同語境中推論出說者當下所抱持的

態度和情緒。 

總而言之，基於命題與語境預設（contextual assumption）之間的關聯，聽

者在引導碼的指引下，對概念訊息進行處理。語境預設可能是話語中已經出現

的命題內容、對於客觀世界的一般預期（expectation）或是說者與聽者的心理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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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話語中的命題內容與這些語境預設產生什麼關聯，則是語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的結果。引導碼作為關聯理論中的一個概念，以下將介紹關聯理論。 

（二）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 

「關聯理論」（relevance theory）由 Sperber & Wilson（1986，1995）提出。

在關聯理論中，話語的意義（utterance meaning）可以分為兩個層面：顯義

（explicature）和隱義（implicature）。顯義是話語表面的語言形式在該語境中透

過解碼跟推理的過程所得到的意義，是話語的命題內容；隱義則是根據顯義，

完全靠認知推理∕語用推理而得到的結果（Carston，2002：134）。「引導碼」與

說者的主觀性有關，可以作用在話語的顯義與隱義兩層面。在關聯理論中，言

談交際的過程被視為是一種「明示─推理（ostension-inference）」的過程，說者

進行明白示意，聽者則選擇關聯度最大的認知假設進行推理。在解讀說者話語

時，無論是從語言形式經過解碼、推理而得的顯義，亦或是純由推理而引出的

隱義，「推理」都在聽者解讀話語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雖然進行「推理」

的是聽者，但為了促使聽者可以更省時省力地順利推理出說者所欲傳達的話義，

說者往往會運用引導碼的語言機制（devices），限制聽者推理的範圍，引導聽者

選取特定的推理方向（王俊仁，2010）。話語的意義的兩層面，筆者整理如下表

二-10： 

表二-10：關聯理論話語的意義兩層面的比較 

顯義（explicature） 隱義（implicature） 

從語言形式出發，根據語言形式所解碼（linguistically 

decoding）和推理（inferencing）兩種過程得到的意義 

根據認知推理∕語用推

理而得的言外之意 

次類 根據關聯原則的前提及

語境中的顯義進一步語

用推論所獲得的未出現

於語表的語境預設∕隱

含前提（implicated 

premise）或語境效果∕

結論（implicated 

conclusion）。 

基本顯義 

（basic explicature） 

較高層次顯義 

（higher-level explicature） 

說者表達的基本命題

內容（proposition 

expressed） 

說者對命題內容的態度

（speaker’s attitude）及實施的

言語行為（Wilson & Sperber，

1993：5-6；Carston，200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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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理論認為透過說者明示及聽者推理（ostensive inference），可以達到對

話語的正確理解，聽者可以了解說者真正的意圖。推導說者的真正意圖這一個

過程，需語境介入，一般須經過兩個步驟：先推導出第一個隱含意義，即「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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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即「隱含結論」（implicated conclusion）。換言之，隱義的取得必須經過隱

含前提到隱含結論兩個步驟、過程。以 Grundy（2000）所提供的對語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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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I just love long books.                       （Grundy，2000：112） 

想要恢復話語的隱含前提，除了依循關聯理論、語境之外，非語言成分（如背

景知識和社會知識）也是找出前提的一個方法，聽者可藉由非語言成分獲得隱

含前提，在例（84）中，即 Middlemarch 是一本書，以此為基礎推導出 B 的隱

含結論：「I love Middlemarch」。 

Blakemore（1992）提到明說意義的取得須以編碼內容為基礎，即在重建的

過程聽者著手進行假設（assumption）。當聽者收到信息的輸入刺激，會觸發聽

者建構所有說者可能欲表達的意涵，這便是聽者假設的過程。當聽者完成擴充、

填補命題語義以及假設後，聽者會依循著關聯原則找到最適當、最具有語境效

果的假設，聽者自動將這個擁有最大語境效果的假設作為最有可能的解讀內容，

即說者想要表達的明說意義。而在第二階段，聽者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繼續進

行推論，把第一階段裡得到的明說意義作為前提（premise），依舊依循著關聯

原則，推論出言外之意，即隱含35。 

關聯理論認為語境不是既有的（given），而是選擇而得的（chosen）。語境

也是動態的，在交際雙方的努力下不斷進行再創造。交際雙方要先假定正在處

理的信息具有關聯性，而後再選擇一種能發揮最大關聯性的語境（Sperber & 

Wilson，1995：142）。關聯理論提出了最佳關聯性的概念（Carston，1988：60），

如果話語可以刺激產生足夠的語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s），同時又只需為此付

出最小的處理努力（processing effort），該話語就具有最佳關聯性。說者通過言

語信息不斷改變聽者的認知語境，聽者則在語境假設與新信息間進行話語的推

                                                      
35參考彭玉琴（2009）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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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語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s）在引導碼作用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一個話語所帶來的新信息和已存在的語境假設∕預設（ contextual 

assumptions）互動後會產生幾種不同的結果，也就是產生 Sperber 和 Wilson 所

謂的「語境效果」（contextual effect），即 Blakemore 所說的「認知效果」（cognitive 

effect）（彭玉琴，2009：66）。話語的理解過程即是一個尋找話語關聯的過程，

聽者在接收信息並開始建構語境假設時，會有許多因素影響聽者建構的方式，

推論的過程中有許多符合語境和關聯理論要求的假設供他選擇，通常聽者會選

擇最易取得的或相關度最高的假設，而說者也致力使溝通能夠成功，以最小的

力達到最大的「語境效果」。話語提供的新訊息對聽者認知語境造成的改變，即

是「語境效果」（何兆熊，2000：203）。 

關聯理論的明示推理模式如下圖二-6 所示。根據關聯理論的明示推理模式，

筆者認為「可」的結論為背離預料的評價情態，此部分將於第四章第二節進行

論述。 

 

圖二-6：劉冠妙（2013：75）關聯理論的明示推理模式示意圖36
 

（三）情態（modality） 

Lyons（1977：451-452，787）指出，所謂「情態」的功能是表達說者對於

                                                      
36筆者將原圖進行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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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內容或情境所持的觀點與態度37。「情態」也是人類共有的邏輯概念，涉及

可能性（possibility）及必要性（necessity）。「情態」涉及了話語的主觀性，可

以說是說者主觀態度的語法化（Palmer，1986：16）。謝佳玲（2006b：1）指出，

「情態（modality）是語意範疇，指人類思維的某種概念類型，而表述這種語意

概念的詞彙稱為情態詞（modal）。」Lyons（1977）認為「情態」包含了「說者

的主觀態度」與「可能性或必要性的概念」兩大要素，故將「情態」分為「認

知情態」（epistemic modality）及「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兩大類。謝佳

玲（2006a，2006b）以此為依據，總結前人說法，按觀點或態度的類型，將漢

語情態詞分為「認知」、「義務」、「動力」、「評價」四類。 

謝佳玲（2006a，2006b）指出，「認知情態」（epistemic modality）乃是「針

對命題的真值（truth value）提出內在評估或外在證據」換言之，即對一個命題

是否為真的內在主觀「判斷」或外在客觀「證據」。前者如「可能」、「一定」，

後者如「聽說」、「好像」等等。「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乃是「表達是

否要讓事件成真的觀點或態度」，包括了「加諸他人的指令（directive）以及加

諸自身的保證（commissive）」兩套系統（Palmer，2001：70-73）。前者如「可

以」、「必須」、「要」、「得」、「別」，後者如「包準」、「保證」等等38。「動力情態」

表示是否要讓一個事件成真的「潛力」或「意願」，主語不限於有生（animate）

的主事（agent）39。前者如「能夠」、「無法」，後者如「願意」、「想」等等。「評

價情態」是說者表達對於已認定既定事實的命題所抱持的看法，囊括多項意義，

已遠超越可能性與必要性所能詮釋的範圍。並將評價情態（evaluative modality）

分為兩套子系統：預料（presupposition）系統、心願（wish）系統，又分別有

符合（convergence）與背離（divergence）兩種對立用法，如下表二-11 所示： 

  

                                                      
37原文為：opinion or attitude towards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sentence expresses o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proposition describes. 
38胡壯麟等（2008：120）提出「意態」的概念，似類「義務情態」，表現為「規定」和「禁止」。 
39謝佳玲（2006a：51）舉例如：「這股力量能幫助你過五關、斬六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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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11：謝佳玲（2006a，2006b）漢語評價情態下的次類劃分 

評價情態之次要分類 次小類 情態詞舉例 

預料： 

經驗或常理等客觀因素 

符合（預料） 「難怪」、「果然」 

背離（預料） 「反而」、「竟然」 

心願： 

個人主觀好惡 

符合（心願） 「幸虧」、「難得」 

背離（心願） 「可惜」、「偏偏」 

預料系統是根據「客觀的經驗或常理」等因素所建構的評價，即將命題的情境

與自身的預料作對比後給予的評價；心願系統是根據「主觀的個人好惡」表達

對命題訊息的評價，即將命題的情境與自身的心願作對比後給予的評價（謝佳

玲，2006a，2006b），如例（85）~（88）。 

（85）難怪他們時常退庭抗議。（符合預料） 

（86）反而部屬要替主管賣命。（背離預料） 

（87）難得你能如此關懷好友。（符合心願） 

（88）無奈時局變化得太快。（背離心願）           （謝佳玲，2006b：16） 

謝佳玲（2006a：52-53）指出，評價副詞是「對整個命題訊息的觀感」，用

來「表達對於已認定為既定事實的命題的看法」。評價副詞包括了單音節詞和雙

音節詞，其中單音節詞如王力（1987）在「語氣末品」提及的「可」、「倒」、「卻」、

「還」、「就」、「才」、「又」等等，具有篇章銜接功能，作連詞用。 

（四）預設（presupposition）、預期（expectation） 

「預設」（presupposition），又稱為「前提」，和「預期」（expectation）是兩個

不同的語用概念，預設指的是交際雙方共知的話語前提40；預期則是話語主體的

心理傾向性（張健軍，2013：458）。 

「預設」由 Frege（1892）為了區分意義和所指而提出，用來解釋語義邏輯

現象。Leech（1974：292）指出，當說者說出命題 X 時，即承認命題 Y 是真的，

命題 Y 就是命題 X 的預設。當 A 問 B：「你父親在家嗎？」A 的預設為「B 有父

                                                      
40方梅（1995：279）亦指出，預設是聽者和說者雙方都共知並認可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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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一個句子與其否定句都有同樣的預設，不會因為句子被否定而取消該預設。

假如 A 問 B「你父親不在家嗎？」A 的預設仍為「B 有父親」。後來的 Fillmore

（1985）、Lakoff（1987）等將預設融入認知語義學的理論架構中，預設便分為

語義預設和語用預設（何自然、冉永平，2009：120-121），也就是說，「預設」

由原本語義層面的概念，後來進入了語用層面。 

「語用預設」（pragmatic presupposition）是為了施行某種言語行為所需滿足

的恰當條件（Fillmore，1971），謝佳玲（2011）舉例如（89）。另外，也可以說

是溝通雙方共有的知識，又可以稱為背景知識（Jackendoff，1972），謝佳玲（2011）

舉例如（90）： 

（89）老王指控老李放水。（預設：放水是件壞事）   （謝佳玲，2011：131） 

（90）昨晚演唱會很精采。（預設：昨晚有演唱會）               （同上） 

謝也提出，這些定義間的共通點為「預設即說者在說話前所預想的已知訊息」。

在對話中出現的一組命題，說者假定聽者或知道，或相信，或在對話時將要認

同這些命題。預設與語境和交際雙方的共知密切相關，並不在話語表面顯示，

而是包含在話語之中。換言之，語用預設為根據命題內容推論出的已知信息。 

至於「預期」，是一種與人的認識、觀念相聯繫的抽象世界，通常與一定的

社會常規、言談事件中聽說雙方的知識狀態以及特定的話語語境（discourse 

context）密切相關（Heine et al.，1991）。唐敏（2009）認為「預期」體現的是

說者的立場、觀點或態度，並以例（91）說明如下： 

（91）演出雖然已經結束，人們還不願散去。 （《現代漢語八百詞》，1999：252） 

例（91）中，隱含的信息是演出結束了，人們應該散去。但是這樣的隱含信息

跟實際情況或說者觀點、態度相反，所以說者須通過否定這種隱含信息來表明

自己的「反預期」立場、態度、感情。 

從言談事件參與者的預期（expectation）角度來說，話語所傳達的信息可以

分為：預期信息、反預期（counter-expectation）信息、中性（neutral）信息三

種（Dahl，2000：26）。其中，反預期信息指的是與某個特定預期相反的話語信

息。言談事件中當說者針對語境中談及的某一事物或事態（the states of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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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種與他自己或聽者的預期相反或相背離的斷言、信念或觀點時，那麼該

說者就表達了一種反預期信息（Heine et al.，1991；Traugott，1999）。 

語言中有一些專門的語法手段來標示反預期信息，具有這類功用的詞語稱

為反預期標記（counter-expectation markers）。Heine 等（1991：192）認為反預

期標記的功能是表示一個陳述在某種方式上與特定語境中說者認為是一種與常

規相背離的情形。換言之，反預期標記具有兩種屬性：第一，它們的使用隱含

了被斷言的情形與特定語境裡被預設、預期的情形或者被認為是常規的情形形

成一種對比的關係。第二，前者與後者相背離，反預期標誌的主要功能是將這

個斷言與所預設或預期的世界以及常規聯繫起來。最常見的反預期標記為副詞、

連詞，如英語的「actually」、「but」、「however」……等（Blakemore，1987；Traugott，

1999；Heine et al.，1991），漢語的「倒」、「卻」、「可（是）」、「但（是）」、「其

實」等41。 

Heine（1991）認為反預期信息有一個參照的預期事理作為前提，這種預期

事理是指在社會文化常理的基礎上加入的說者或聽者的預期。前話語可以是明

確的命題形式，也可以隱含在相關的語句中，也可以是零形式。反預期的類型

可分為三種：第一，與聽者的預期相反；第二，與說者的預期相反；第三，與

特定言語社會共享的、常態的預期相反，包括聽說雙方在內。特定言語社會共

享的預期通常體現為某個言語社會普遍接受或認可的預設，它是人基於對客觀

世界的認識和經驗建立起來的一種常規。以下，將引用漢語的例子，加以進行

說明「可」的反預期。 

（92）陸小風道：「只可惜有人比我更聰明。」 

老實和尚道：「那個人並不比你聰明。」              （周小兵，1994） 

（93）現在他忽然覺得自己原來什麼都不是，哪也不比別人強。 

（李景田《悠悠歲月》） 

（94）我一笑。本來我就沒當真，在我心中去台灣不比上月球的機會多。 

（鄧友梅《新台幣、雲門舞集和韓舞麟》） 

                                                      
41參考吳福祥（2004：224）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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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2）中，第二個話輪中，表示與聽者（「陸小風」）的預期相反；如例（93）

中，與說者（「自己」）的預期相反，例（94）與一般常態的預期（去台灣比去

月球容易得多）相反。 

（五）副詞「倒」的反預期功能 

副詞「倒」在語用層面上，和副詞「可」有相同的反預期功能。Tsao〔曹

逢甫〕（1976：364）指出，副詞「倒」具有「反預期」（contrary to expectation）

的功能，如例（95），在句中常常用來作對比、比較，如例（96）。王正蓉（2012）

也有相似的看法，如例（97）： 

（95）家裡又沒菜又沒米，你還在下象棋，你倒真看得開。（Tsao，1976：364） 

（96）他雖然不怎麼聰明，倒還勤快。                 （Tsao，1976：365） 

（97）和孫吉人尚屬初交，真看不出來這個細長脖子的小腦袋裡倒懷著那樣的高

瞻遠矚的氣魄。                                         （茅盾《子夜》） 

例（95）的「倒」位在程度副詞（degree adverb）「真」及動詞之前，「家裡又沒

菜又沒米」，說者認為聽者應該沒有那個閒情逸致去從事任何休閒活動，但實際

上聽者卻在「下象棋」。例（96）的主語「他」不具備優良特質，所以「他」也

被預期缺乏其他像「勤快」這樣優秀的條件，但事實上他卻具有「勤快」的特

質，當預期被反駁時，說者便使用「倒」來表示反預期。例（97）中，若補入

「本不該懷著那樣高瞻遠矚的氣魄」的預設之後，完整的句子與預設如下圖二-7

所示，預設結果（本不該懷著那樣高瞻遠矚的氣魄）與實際結果（懷著那樣高

瞻遠矚的氣魄）形成落差： 

 預期    實際結果 

這個細長脖子的     本不該懷著那樣        倒        懷著那樣 

   小腦袋裡        高瞻遠矚的氣魄               高瞻遠矚的氣魄 

圖二-7：王正蓉（2012：20）副詞「倒」的反預期 

根據 Tsao〔曹逢甫〕（1976：366-367），因為副詞「倒」的反預期功能，所

以即使含有「倒」的小句單獨使用，還是可以看出句子的言外之意，如例（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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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被廣泛使用的反預期功能，副詞「倒」甚至可以用在一個非常微弱的連

結關係，如例（99）。 

（98）我自己倒沒注意到變胖了。                     （Tsao，1976：366） 

（99）我因為先生吃素倒想起一個笑話來了。           （Tsao，1976：367） 

一般來說，人會自己先察覺到自身的變化，但是例（98）用了「倒」，暗示別人

先注意到說者體型的變化，所以可以補足語境為：「我自己倒沒注意到變胖了，是

別人告訴我的」（Tsao，1976：366）。而例（99）說者的「先生吃素」，跟「笑話」

之間的關聯是間接的，並不明顯，也是聽說雙方可能沒有預料到的，但兩者的

關聯在此句透過副詞「倒」進行連結。 

王正蓉（2012：21）也提出，在無標的情況下，副詞「倒」的語義範距是

其後的述語成分，與其對述題的半幅評注性吻合（張誼生，2000）；在有標的情

況下，其語義範距會擴大，也包含了其前的主語部分，如例（100）： 

（100）內人很不放心，我倒沒怎麼慌張，修佛的人就有這樣好處，心裡老是暈暈

忽忽的，不著急，不發慌；佛會替咱們安排一切！       （老舍《四世同堂》） 

第二小句的主語「我」是小句的焦點所在，由於「我」添加了重音標記42，所以

副詞「倒」原有的語義範距發生了變化，將主語「我」也囊括進去（王正蓉，

2012）。 

李杰（2007）也對「倒」的反預期功能進行了相關論述。李認為不同類別

的語氣副詞擁有不同的語義結構，該結構的某一部分在一定的語境中可以隱含，

成為語氣副詞的預設。在狀語位置上的語氣副詞，常見的預設內容包括事實前

提、讓步前提、條件前提、判斷前提、對比前提、選項前提、原因前提等。其

中，對比類副詞使用的語境是，原先假設的情理或事實是一種情況，而實際的

情理或事實跟設想的正好相反。其語義結構是：〔A假設或實際存在的某種意念、

情理或事實〕+語氣副詞 B（與 A 相反的意念、情理或事實）。此類副詞成員有

「倒（是）、竟（然）、居然、原來、偏偏」等，如下例（101）、（102）： 

                                                      
42本文論文大綱口試委員高雄師範大學方麗娜教授提出，所謂的「重音標記」並無客觀標準，

而且可能是因為「倒」其後名詞的對比重音，而不是「倒」本身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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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妹妹倒比姐姐高。                （李杰，2007：110 轉引自《八百詞》） 

（102）你要是跟我說，我倒是願意幫這個忙。              （李杰，2007：110） 

例（101），預設是妹妹應該沒有姐姐高，但是實際上卻不是這樣，妹妹比姐姐

高；例（102）的預設是別人不幫忙，但是說者跟別人不一樣，願意幫忙。 

本文認為副詞「可」具有反預期的語用功能，是故，本研究將從「可」的

預設與心理預期出發，說明「可」的「反預期（counter-expectation）」語用功能。

此外，根據語言的「經濟原則」，副詞「可」與副詞「倒」在語用上應該有些微

差異，筆者將於第四章第二節進行初步比較。 

（六）說者的語用意圖 

陳俊光（2007）認為發話者對人、事、物的心理認同或高度興趣，便可稱

為「發話者投入（speaker involvement）」，反之，則為「發話者抽離（speaker 

detachment）」，如例（103）： 

（103）甲：對了，昨天你參加的校友會怎麼樣？ 

       乙：哦，那∕這個聚會很棒！                （陳俊光，2007：179） 

例（103）中，「那」、「這」都用來指過去的時間，前者「那」是一般語義的用

法，沒有牽涉到語用的概念，後者「這」則表「發話者投入」的語用情態功能。

如果說者仍陶醉在昨天的校友會時，便用「這個聚會」來表達發話者投入的語

用功能。反之，如果說者的情感已抽離了校友會的情景，回到了現實的情況，

便用「那個聚會」對過去事件來表達客觀的陳述。 

二、「可」的語用相關研究 

（一）「可」為情態副詞 

前人研究多將副詞「可」定位為「語氣副詞」，有的學者則認為副詞「可」

為「評注性副詞」、「評量副詞」或「情態副詞」。大部分的文獻都將現代漢語副

詞「可」歸為語氣副詞（王力，1982；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1957 語言班，1982；

楊惠芬，1993；呂叔湘，1999；李泉，2001；齊滬揚，2002；李曉琪，2005；

齊春紅，2006；楊榮祥，2007）。李泉（2001）將漢語副詞分為七類：程度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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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副詞、時間副詞、否定副詞、方式副詞、語氣副詞和關聯副詞，便將「可」

歸為語氣副詞。李給「語氣副詞」的定義為： 

表示對動作行為或所言內容的情感態度。可直接用在句中動詞前修飾該

動詞，但主要修飾全句，因而大都可以出現在句首……語氣副詞表示多

種語氣，主要有反問語氣（難道、究竟、到底），估量語氣（恐怕、大約、

也許），肯定語氣（的確、實在、必定），僥倖語氣（幸虧、幸而、好在），

轉折語氣（反倒、反而、卻、竟然）等。       （李泉，2001：80） 

席嘉（2003）、齊春紅（2006）指出，「可」從表示客觀義的動詞進一步虛

化為表達說者主觀態度的語氣副詞。但是「語氣」說顯得有些空泛，因為副詞

「可」出現在不同的句類，就有不同的語氣表現（張旺熹、李慧敏，2009：1），

故筆者不將副詞「可」定位為語氣副詞。 

語氣（mood）和情態（modality）在西方語言學有清楚的界定，語氣和動

詞的變化形式（to form distinct conjugation）有密切關係，常見的有陳述、條件、

祈使及假設語氣（Saeed，1997，2009），而情態多和情態動詞（modals）及副

詞有關。由於副詞「可」的虛化來自實詞，非假借義（趙誠，2006），以及漢語

缺乏形態變化特徵等因素，因此本研究不將「可」定位為語氣副詞，而將之定

位為情態副詞43。崔誠恩（2002）指出「可」是單音節典型性強的情態副詞，可

以表示真偽判斷，也可以表示發話行為。既可表示實然意義，又可加強說者的

主觀意識。 

張誼生（2000）將漢語副詞分為三大類：描摹性副詞、限制性副詞、評注

性（evaluative）副詞，張將「可」歸為評注性副詞。所謂的評注性副詞，說明

如下： 

評注性副詞在句法上可以充當高層謂語；句中位序比較靈活，可以在句

中，也可以在句首；主要是表示說者對事件、命題的主觀評價和態度的。 

                                           （張誼生，2000：21） 

                                                      
43參考林吟聯（2011：79）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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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斷的方法是：評注性副詞不能出現在是非問句中當作狀語，如例（104）、

（105）： 

（104）她仍然是一個標兵。她仍然是一個標兵嗎？    （張誼生，2000：21） 

（105）她畢竟是一個標兵。*她畢竟是一個標兵嗎？               （同上） 

例（104）的「仍然」可以在是非問句可以作為狀語，例（105）中的「畢竟」

就是所謂的「評注性副詞」，在是非問句中不可以充作狀語。 

台灣地區《中文書面語頻率詞典》（1994）指出，副詞「可」為表評價的副

詞，又可以分為三類： 

1.法相副詞。例︰也許、大概、一定。 

     推測用法。例︰也許、大概、可能、一定。 

     義務用法。例︰必須、可以、得。 

2.表示說者的評斷的副詞。例︰幸虧、果然。 

3.由「－起來」與述詞組成的評價詞。例︰這條路「看起來」很平直。 

                               （《中文書面語頻率詞典》，1994：310） 

《中文書面語頻率詞典》（1994：112）認為「可」為第一類法相副詞的義務用

法及第二類表示說者的評斷的副詞。 

屈承熹（2010）把「可（是）」列為「評量（evaluation）副詞」。根據屈的

說明，「評量副詞」通常表達說者的態度，所以它們都帶有說者的預設，有時候

甚至於帶有對聽者的某些想法的預設。「可（是）」雖是副詞，卻也具有連接的

功能。當它作為副詞時，用來表達的是與其前之（代）名詞的對比。是故，「可

（是）」在句首和在動詞前，語法功能不同，語義上也有差異，請看下例（106）、

（107）。 

（106）大家都喜歡古典音樂，可（是）我喜歡看電影。 （屈承熹，2010：90） 

（107）你們不喜歡看電影，我可（是）喜歡看電影。               （同上） 

兩句意思不同，例（106）的「可（是）」所傳達的對比意義是在後一分句的「我



漢語副詞「可」的篇章、語用研究與教學應用 

60 

喜歡看電影」和前一分句的「大家都喜歡古典音樂」之間；例（107）動詞前的「可

（是）」所傳達的對比意義是後一分句的主語「我」和前一分句的主語「你們」

之間。另外，屈承熹（2010：90）認為例（106）的「可（是）」的「是」有時可

以省略，如此一來，「可」就變成了一個單音節副詞，是「單音節副詞不能出現

在句首」的唯一例外，但筆者認為置於句首的「可」並非副詞而為連詞，是故，

例（106）的「可」也應屬於連詞，例（107）的「可」則為副詞。 

透過了解說者預料與心願間的關係，本研究期待能從情態副詞的角度分析

漢語副詞「可」的語用功能，及其在交際過程中對引導推論的影響。 

（二）「可」的反預期（counter-expectation）功能 

呂叔湘（1956）指出，「轉折」多半是因為甲事在我們心中產生一種預期，

但乙事卻軼出這個預期，在心理上產生一種轉折。張旺熹、李慧敏（2009：4-6）

以此說法，認為轉折與副詞「可」對預期凸顯有著必然的聯繫。張、李也認為

「可」之所以可以表達疑問、程度∕強調，也都與「可」對預期凸顯有著密不

可分的關係。根據洪慎杏（2008：37）提出，分句之間的轉折關係與溝通雙方

之主觀認定有關，是故，轉折關係實為一種情態的表現，屬於語用層面。洪將

「轉折」定義為連結的兩分句，如果後句的命題或預期可以否定前句的預期，

則兩分句為轉折關係。洪也認為 Blakemore（1987）提出「but」具有否定預期

（denial of expectation）的功能，是轉折之基本概念。張文賢（2009）認為轉折

的含義包含語用的對立，郭志良（1999）認為轉折說到底就是心理上的轉折，

即是否軼出預期。是故，反預期或轉折都屬於語用層面的概念。 

袁毓林（2008）認為反預期表現在按照常理應該實現的 P 卻沒有實現，倒

是出乎意料地實現了與之相反的 R。反預期指的是客觀實際背離主觀預期的情

況，換言之，反預期體現的是說者的看法或態度，是語言主觀性的表現。按照

Traugott（1999）的看法，反預期其實是說者觀點（point of view）的表現，因

而是語言「主觀性」（subjectivity）的表現。 

溫鎖林（2010）認為「並、可、又、才」等「並」類語氣副詞附著於句子

命題上，是用來表示說者情感態度的語用成分，而「預設相反」是共同的語用

背景，表達申辯口氣則是共同的語法意義，具有否定預設的共同性。所謂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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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口氣」是強調口氣的一種，強調口氣是說者在表述時對所述內容的肯定態度，

可再細分為釋因、歸結、申辯、確認等。申辯口氣這一個下位類型，指的是說

者著意強調其主觀認識時所流露出的申訴辯駁的口吻，常用的語氣副詞是「並、

可、又、才」。 

齊春紅（2006）採用了考察主觀量的方法對語氣副詞進行分類研究。齊將

內容合乎常情或預期的情況的話語稱之為「常態」，反之則為「異態」。她所歸

納的表異態主觀量的語氣副詞有「可」、「倒」、「並」、「又」等等（李善婧，2009：

2）。 

溫鎖林（2010）也指出，有的話語或語境存在某種預設信息，這個預設信

息也許在說者看來並不符合他所認定的事實，但說者不一定非得用「並、可、

又、才」等來表達，如例（108）： 

（108）周樸園：梅家的一個年輕小姐，很賢慧，也很規矩，…… 

 魯侍萍：可是她不是小姐，她也不賢慧，並且聽說是不大規矩的。 

                                                 （曹禺《雷雨》） 

對話中的魯侍萍並不認同周樸園表達的內容魯侍萍可採用一般的否定命題回答，

如例（108），也可以采用帶有申辯口氣的句子回答，如：「她並不是小姐，她也

並不賢慧」。對話中，魯侍萍並未使用這種主觀情感外顯的表達方式，而選擇了

否定性的命題，以局外人的口吻客觀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以避免用主觀感情色

彩明顯的申辯口氣說話造成暴露自己真實身分的尷尬（溫鎖林，2010：32）。 

（三）「可」的語用推理 

溫鎖林（2010）認為語氣副詞「可」的作用是提醒對方注意話語的預設與

說者認定的事實之間的對立與逆差，這是說者使用「可」的言語動機，而這種

言語動機的實質就在於表達說者的申辯口氣，請看以下對話，以了解「可」的

語用推理過程。 

（109）因拉慣了車，祥子很有些辨別方向的能力。雖然如此，他現在心中可有點

亂。                                               （老舍《駱駝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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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四鳳：老爺出門穿的皮鞋，您擦好了沒有？（拿到魯貴面前，拿起一只皮

鞋不經意地笑著）這是您擦的！這麼隨隨便便抹了兩下，──老爺的脾氣您可知

道。                                                   （曹禺《雷雨》） 

（111）她又問琴珠，琴珠是靠著跟男人鬼混掙錢的，不過琴珠也只是嘻嘻哈哈地

一陣笑，說：「你還太小，小孩子家不該什麼都問。」那就只好問寶慶了。不過，

要向爸爸提出這樣的問題，可不那麼簡單。             （老舍《鼓書藝人》） 

例（109）的預設為「祥子有辨別方向的能力」，而說者認定的事實是「他

現在心中有點亂」，言外之意表明事實恰好與預設不吻合，「可」通過說者認定

的事實中所蘊含的言外之意，正好構成了對預設的否定，意在表示申辯的口氣。

例（110）預設「魯貴應知道老爺的脾氣」，可事實是他只「隨隨便便抹了兩下」，

其中所表達的言外之意正好是四鳳預期的反面，所以四鳳才用「老爺的脾氣您可

知道」這樣帶有申辯口氣的話語來提醒魯貴的行為是不妥當的。針對（111）話

語的預設「小孩子問爸爸問題是簡單的事」，「可」不僅將這個預設凸顯出來，

而且通過轉折否定了這一預設，其否定的言語過程可以分解為：預設（向爸爸

提出這樣的問題簡單），可是，非預設（向爸爸提出這樣的問題不簡單）。說者

使用預設的否定，其言語動機就是要提醒和告訴聽者，說者認定的事實是預設

的對立面，所以「可」表達的主觀認識與態度是申辯性的。 

（四）「可」告誡提醒性的言語行為 

溫鎖林（2010）認為副詞「可」為提醒性申辯口氣成分： 

從轉折的角度明示了一個與預設相反的命題，語義的逆轉不僅包含了對

話語中預設的否定，而且還特意突出說者認定的事實與情理與話語的預

設對立，所以，「可」除了表達申辯口氣外，同時還施行了告誡提醒性的

言語行為。                               （溫鎖林，2010：36） 

因此，「可」出現的上下文中常伴隨有「告訴、警告、提醒、記住」等字樣，

如例（112）、（113）。此部分，本研究第四章將以「可」與情態詞共現的語言現

象，作更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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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陶副官壓低了嗓門：「記住，王司令可不是好惹的，小心著點。」   

                                                   （老舍《鼓書藝人》） 

（113）「您這兒沒人保護可不行呀！」方文玉又善意地警告。（老舍《且說屋裡》） 

「可」也常出現在肯定句中，但在肯定句中的「可」，申辯的意味有所減弱，

提醒的意味更加彰顯，乃是因為預設並沒有事先出現於語境中，僅是通過「可」

刺激的，如例（114）、（115）： 

（114）想想吧，家裡養著個能讀會寫的女孩子，那可就有得瞧的了。 

                                                    （老舍《鼓書藝人》） 

（115）「看樣子您不打算再添了──一分錢也不添了？」「我幹嘛該添呢？我今天

白幹了一天，你們可都拿的是滿份兒。您真不講理。」    （老舍《鼓書藝人》） 

溫鎖林（2010）對「申辯口氣」的說明如下： 

申辯口氣是說話者通過預設的否定而在話語中表露的申訴辯駁的主觀情

感與態度，它是客觀的話語背景、說話者的主觀認識和言語動機三者共

同作用的結果。三者當中，任何微小的差異都可能導致申辯口氣的某些

變化。特別是說話者對語境的主觀認識，更具有個體差異與多變的特點，

更容易形成話語動機的細微差別，從而產生了申辯口氣的內部差異。 

                                      （溫鎖林，2010：36） 

    溫鎖林（2010）以「並」、「可」、「又」、「才」為例，並以（116）a~d 進一

步說明如下：  

（116）a.他們說小明那孩子傻，其實他並不傻。 

 b.他們說小明那孩子傻，其實他可不傻。 

 c.他們說小明那孩子傻，其實他又不傻。 

 d.他們說小明那孩子傻，其實他才不傻呢！      （溫鎖林，2010：30） 

溫鎖林（2010）認為以上四句話的預設相同（小明傻），也都否定了這樣的預設，

但不同的是申辯的口氣。四句話的客觀語境都是一樣的，但是因為說者主觀認

識的差異，言語動機不同，所以所呈現出的申辯口氣也有些微不同。「並」的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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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口氣最弱，因為說者只是把「所認定的事實通過『並存』的方式明示出來，

其口氣是一種基於述實的申辯，主觀性較弱」，如例（116）a；「可」比「並」

的申辯口氣強，也更多地融入了說者的主觀性，溫鎖林指出，「說話者的言語動

機在於著意顯化逆轉性的事實與預設的反差，其口氣是提醒與告誡方式的申辯」，

如例（116）b；「又」的申辯口氣又比「可」強，「追加另一種命題以否定預設

中的邏輯事理來表達申辯口氣」，以論理為前提進行申辯，如例（116）c；「才」

的申辯口氣是最強的，因為「才」是「反駁性申辯，反駁比論理的主觀性更強」，

如例（116）d。溫鎖林（2010）認為四個副詞的選用，乃是根據說者的主觀性。

「並、可、又、才」的選用是說者的主觀性逐漸加強的過程，主觀性越強，申

辯的口氣也就越強，如下圖二-8： 

弱            中            強           最強 

 

並（述實）    可（提醒）    又（論理）    才（反駁） 

圖二-8：溫鎖林（2010：36）申辯口氣由弱到強的連續體 

（五）「可」的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 

「可」的「反預期」功能，指的是某一言語行為或言語事件與說者的預期

相反。而主觀性是反預期義形成的主因，漢語中有很多副詞體現說者的主觀態

度。Lyons（1977：739）指出，所謂「主觀性」（subjectivity）是話語中有些成

分含有說者自我表現的語言成分，表明說者在說這段話時的態度、立場和感情。

換言之，即說者的語言表達含有說者「自我」的表現成分。說者在說話時表明

自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從而在話語中留下自我的印記（Traugott，1999）。 

李善婧（2009）認為主觀性是整個語氣副詞必備的語義特徵之一。在傳情

達意時，「可」的出現意味著說者對所陳述的對象進行了主觀的、個人化的評注，

體現了說者的主觀態度，如例（117）： 

（117）他漢語說得可好啦！                 （《現代漢語八百詞》，1999，334） 

說者對「他」漢語水平的判斷是一個主觀過程，「可」更是對這種判斷的一種主

觀上的強調突出。本研究同意「可」的主觀判斷過程，但不贊同李所說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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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向後修飾以強調、突出的說法，詳細的討論請見本研究第四章第一節。 

Traugott（1999）認為「交互主觀性」是指說者用明確的言語形式表達對聽

者「自我」的關注，這種關注可以體現在認識意義上，但更多體現在社會意義

上，即關注聽者的「面子」或「形象需要」。張旺熹、李慧敏（2009）將「可」

的功能概括為關照交際雙方之間的主觀期望，即對說者某種期望的表達和對聽

者期望的回應。另外，副詞「可」往往出現在對話當中，用來凸顯交際雙方的

預期，「從而激活對話的交互性」。也就是說，副詞「可」的功能是用來關照聽

者∕說者之間的主觀期望，從而刺激、產生對話的交互性： 

副詞「可」與人的主觀預期密切相關，這種預期體現了交際過程中言者

與聽者之間的互動關係：言者有所陳述，表達交際意圖，而聽者必定要

有所回應。這種「你一言我一語」的交流過程是「可」最適宜的對話語

境。                                （張旺熹、李慧敏，2009：3） 

張旺熹、李慧敏（2009）認為只要句子出現副詞「可」，就強烈要求對話雙

方進行互動，如例（118）： 

（118）下回公安局有事我可找你們。          （張旺熹、李慧敏，2009：7） 

說者對聽者提出期望後，用了副詞「可」以表明「以後要是公安局有事我就找

你們，你們看著辦吧」，並要求對方作出明確的回應，這個回應一般就是強烈希

望對方答應說者的要求。 

三、小結 

副詞「可」在語用層面作為引導碼，引導聽者往事件的發生不符合說者的

預期上去理解，讓聽者可以更快速、正確地推理出說者所欲傳達的訊息與言外

之意。換言之，在語用層面上，「可」表現為聽說雙方間的反預期的功能，體現

為申辯的口氣。副詞「倒」根據前人研究，亦有相同的反預期語用功能。筆者

將副詞「可」在不同語言層面歸為不同的副詞次類：在篇章方面，「可」為關聯

副詞；在語用方面，則為情態副詞（評價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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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本章總結 

在概念層面上，本文從歷時與共時兩方面進行副詞「可」的語義探討。在

歷時語義方面，語法書指出「可」從動詞虛化為助動詞，再虛化為表示反詰語

氣的副詞和表示疑問語氣的副詞，後來也作為表示強調語氣副詞。在特定語境

下，表示強調語氣的功能又能體現為轉折語氣。在共時語義方面，「可」表現為

「強調」、「轉折」兩種用法。至於副詞「可」的核心語義，張旺熹、李慧敏（2009）

認為「可」的語義框架有「說者」、「聽者」、「預期∕條件」、「滿足」四個語義

要素。此外，根據語言的經濟原則，本文認為「可」不該歸入程度副詞，因為

其後可以加上真正的程度副詞（如：「真」、「很」、「非常」等）。 

在句法方面，區分連詞「可」與副詞「可」的標準，本文認為凡是位於後

一分句句首的「可」，亦即主語位於「可」後，或「可」前不能補入主語者，則

為連詞，反之則為副詞。在句法結構中，「可」的分布常出現在複句當中，位於

句中主語後、常與語氣詞（如：「呢」、「啊」、「了」、「啦」等）共現、多與第一

人稱搭配，以表達個人的主觀傾向、多用於否定句，目的在通過對比否定突顯

預期。 

在篇章層面上，副詞「可」作為關聯副詞，具有焦點敏感算子的功能。焦

點敏感算子「可」有一定的關聯方向，它的出現可以影響句子的真值條件，可

以引出一個三分結構（話題、算子與焦點），也可以引出特定預設。此外，「可」

起著修補上下文的銜接功能及深層語義的連貫作用。文獻認為由於副詞「可」

表示一定的語氣，所以「可」與其他副詞連用時，常常位於其他與之連用的副

詞之前。 

在人際層面上，引導碼「可」的作用為引導聽者往事件的發生不符合說者

的預期上去理解，讓聽者可以更快、更準地推出說者所欲傳達的訊息與言外之

意。換言之，「可」表現為聽說雙方間的反預期的功能，體現為申辯的口氣。副

詞「倒」根據學者的研究，亦有反預期的語用功能。最後，筆者將副詞「可」

在不同語言層面歸為不同的副詞次類：在篇章方面，「可」為關聯副詞；在語用

方面，則屬於評價情態的情態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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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介紹本文為達研究目的，將採用的研究架構及研究方法。本章第一節

首先說明本文所採用的研究架構，包含語義、篇章、語用三方面；第二節介紹

本文的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以下總結文獻中須待釐清之處，這些尚待釐清的觀念，可與本研究之前三

個研究問題相互呼應：（一）在篇章層面，「可」是否具有焦點敏感算子的特點

與功能？其修飾的方向與篇章銜接方向如何？與其他副詞共現的比例如何？之

間的互動又是如何？信息結構如何安排？（二）在語用層面，文獻以「語氣」

分析「可」，存在太多分歧，宜從引導碼的角度切入，檢視「可」的反預期與情

態功能。（三）在語義層面，「可」的語義過於繁雜，也未考慮語境涉入的因素，

亦即將概念及人際兩大語言層面搞混了，「可」的核心語義究竟為何？而「可」

的核心語義又與「可」的篇章、語用功能如何進行聯繫？基於前人文獻存留的

這些問題，本研究將於下提出研究架構和研究方法。 

一、「可」的語義分析 

文獻一般指出，「可」有兩種語義概念：強調、轉折。所謂強調，其內涵為

強調程度，因此，文獻也多將「可」視為程度副詞；所謂轉折，則已是進入語

用層面的反預期，不屬於「可」的語義範疇。 

筆者認為「可」非程度副詞，這可就三個語言層面來進行論證：在語義層

面上，基於語言的「經濟原則」（principle of economy）（Marinet，1964；Leech，

1983；陳俊光，2007：127）語言中不可重複功能相同之詞。換言之，一個句子

只可以有一個程度副詞，程度副詞的功能主要用來加強程度，請看例（119）~

（127）： 

（119）*他很真聰明。                                   （筆者自行造句） 

（120）*他非常真聰明。                                 （筆者自行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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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小弟弟，你可真是聰明啊，簡直就像小偵探一樣嘛！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122）今天街上的人可真多啊！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123）老公看他的暗示，我一點都無法體會，很擔心我一口氣就將那一盤給掃光

了，只好明說了：「你算算看這盤瓠瓜要多少錢？一定要多咀嚼一下，細細品嘗。」

對喔！這盤瓠瓜可真是價值不菲。                           （聯合知識庫） 

（124）「危爭空轉瞎耗，竊障卡亂活結，浪退惘惑弓丟飛。」沒想到黨同伐異，

黨內竟也伐異，這一波政治對峙，可真來勢洶洶啊！            （聯合知識庫） 

（125） 哎呀！我的朋友，您可太不幸了！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126）不管你是不是設計人，如此國際性的活動，不去參觀一下可就太可惜

了!                                                        （yahoo 搜尋） 

（127）萬聖節即將到來，想好怎麼嚇唬朋友、搗蛋整人了嗎？光是變變裝、弄個

南瓜帽戴頭上，可就太沒搞頭了啦！                           （yahoo 搜尋） 

例（119）中，由於句子 有兩個程度副詞「很」與「真」，例（120）中，有「非

常」、「真」兩個程度副詞，所以皆為不合語法的句子。副詞「可」後可以放真

正的程度副詞（如：「真」、「太」等等），如例（121）~（127）。有程度副詞「真」

與「太」，與「可」共現仍為合法的句子，是故，「可」非程度副詞，因為一個

句子不能同時出現兩個程度副詞。其核心語義不為「強調」，非向後修飾，而為

向前修飾表反預期語義的轉折副詞。 在篇章層面上，「可」的出現會產生不必

要的對比44；在語用層面上，反預期與程度也看不出聯繫。是故，筆者認為現代

漢語沒有表程度的「可」。 

再者，根據語言的「經濟原則」，一個詞不會既往前修飾又往後修飾，只有

一種修飾方向，請看例（128）： 

  

                                                      
44此部分將於本節第三部份進行進一步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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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我打算投靠於牛津大學攻讀博士的好友，但他在傍晚就要搭機赴溫哥華開

會，原本說好約在中午碰頭交接宿舍，這下子可說不準了。國際漫遊的通話費一

分鐘要 72 元，換言之每跟他通報一次就有一兩百的銀子嘩啦啦流去，然而跟沒了

落腳處相較之下，當然說什麼也得撥。                      （聯合知識庫） 

例（128）的「可」，反的是說者中午將與牛津大學攻讀博士的好友碰頭的

預期，表達相反的語義，也因此，「可」與表狀態改變的「了 2」搭配。換言之，

由於語義上的相反，體現於形式上則為與表變化的「了 2」的搭配。 

綜言之，筆者認為「可」出現的語義背景為： 

A. 存在某種現象或事實 

B. 對此一現象或事實，說者表明一種主觀態度 

C. 現象或事實的發展不符合說者、聽者或社會的預料 

請參看例（129）： 

（129）像天王劉德華的老婆朱麗倩，大家一般只知道她很會忍，24 年戀情愛得

很低調，但她可是來自大富之家。朱麗倩父母是出身馬來西亞數一數二的大家族，

舅舅更是有名的富豪，每年營收入都超過 200 億人民幣。    （Yahoo！娛樂爆） 

一般認為，平凡人家的戀情比較低調。副詞「可」的出現，乃是說者出於自己

主觀態度，為了反社會「朱麗倩低調的戀情乃是因為她來自一般的家庭」的預

期。至於，現代漢語「可」的語義，筆者根據語料的統計，目前只剩下疑問的

語義，此部分將於第四章第六節進行說明。 

二、「可」的篇章分析 

焦點敏感算子的功能有三：通過與焦點關聯進而影響句子的真值條件、區

分焦點和話題兩部分、引出特定預設（玄玥，2004），請看例（130）、（131）。 

（130）從小我就愛哭，但可別以為我既悲觀又柔弱喔！（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131）李文秀心中怦怦而跳，她只學了一招武功，可不知這一招是否當真管用。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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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30）及（131）的副詞「可」，只能使左向的「我」、「武功」成為句子

話題，句子除了「可」的其餘部分即為焦點部分，形成了句子三分結構。「可」

帶出的三分結構，可以使聽者很快捕捉到什麼是談話重點，什麼是舊信息而無

須太關注，由此語言的經濟效益達到最高值。例（130）的預設為「愛哭的人既

悲觀又柔弱」，（131）的預設則為「這一招武功應該管用」。反預期的語用功能45

又與左向關聯的焦點敏感算子功能相應，因此，筆者認為副詞「可」為左向關

聯的焦點敏感算子，在篇章中是起著關聯作用的關聯副詞。關於「可」為焦點

敏感算子，更多討論請詳見第四章第一節的第三部分。 

另外，筆者不支持「可」為程度副詞，也可以從篇章層面來進行驗證，如

例（132）： 

（132）老公看他的暗示，我一點都無法體會，很擔心我一口氣就將那一盤給掃光

了，只好明說了：「你算算看這盤瓠瓜要多少錢？一定要多咀嚼一下，細細品嘗。」

對喔！這盤瓠瓜可真是價值不菲。             （聯合知識庫）（例（123）重引） 

「可」若為程度副詞，在句中可省略而不影響基本語義。例（132）若將「可」、

及真正的程度副詞「真」刪除，則會造成狀態動詞「價值不菲」不必要的對比。 

三、「可」的語用分析 

本研究以「引導碼」的概念切入，引導碼可以縮小聽者解讀話語的方向，

引導聽者在語用推理的過程中，更有效地解讀說者所要表達的語義 （Sperber & 

Wilson，1993：12）。以引導碼為分析的理論架構，可以較好地了解副詞「可」

語用功能。另外，本文分析現代漢語情態副詞「可」的預期及情態兩大語用功

能。情態副詞「可」的反預期功能，可以表現為反說者預期，或反聽者預期、

反社會預期。此外，情態副詞「可」在不同的語境下，有不同的語境義，可以

是說者抽離，也可以是說者投入，如例（133）、（134）： 

  

                                                      
45將於下一部分進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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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有人想挨打在史上留名，我可不想。」迪奇說，一朗對比賽的態度讓人

印象深刻，包括球齡、耐力、續航力，他的精神不可能有第二人，四千安是讓人

不可思議的成就。                                         （聯合知識庫） 

（134）這盤瓠瓜真的要細嚼慢嚥，它可珍貴呢！              （聯合知識庫） 

例（133）為陳述句，在預設方面為反說者的顯性預設，在情態上體現的是

說者的抽離態度；例（134）為感嘆句，在預設方面為反聽者的隱性預設，在情

態上體現的是說者的投入情感。例（133）、（134）兩句隱含的預期分別為「我

想」、「它不珍貴」，顯現的話語是「我不想」、「它很珍貴」，將兩項關聯起來，進

行對比，突出話語與預期的對立，即「反預期」。受句式影響，兩句話所包含的

命題並不一樣，第一句為「我不想」（「p」），第二句為「它很珍貴」（「非 p」）。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現代漢語副詞「可」，在語義層面上非文獻所稱的為程

度副詞，在篇章層面上為關聯副詞，在語用層面上為情態副詞。本文之研究架

構如下圖三-1 所示：  

 

圖三-1：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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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方法 

在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方法之前，再回顧本研究的四大研究問題： 

（一）副詞「可」的篇章功能為何？副詞「可」與其他副詞共現時，篇章

功能的互動如何？ 

（二）副詞「可」的語用功能為何？ 

（三）副詞「可」的語義與篇章、語用功能如何聯繫？ 

（四）融合語義、篇章、語用三層面，如何將研究結果進一步實際應用在

教學上？ 

為了解決本文的四大研究問題，本研究以大量真實語料為研究基礎，以書

面語料為主，輔以少數口語語料，以對現代漢語副詞「可」進行較全面的掌握

與了解。以下將針對四個研究問題及相對應的研究方法說明如下： 

針對研究問題一，本研究從語料進行「可」銜接方式、範距、信息結構、

共現的副詞的量化統計；針對研究問題二，本研究藉由語料進行「可」說者投

入與說者抽離、反交際雙方或社會的預期比例的量化統計；針對研究問題三，

本研究以語料為根本，分析「可」的核心語義，並採用相關理論，將各層面連

結起來；針對研究問題四，筆者分析台灣現有教材，並進行教學設計。以下表

三-1 為本研究的研究問題，及所採取相對應的研究方法。 

表三-1：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及採取相對應的研究方法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   

（一）副詞「可」的篇章功能為何？副詞「可」

與其他副詞共現時，篇章功能的互動如何？ 

以 760 筆語料進行量化統計。 

（二）副詞「可」的語用功能為何？ 以 760 筆語料進行量化統計。 

（三）副詞「可」的語義與篇章、語用功能

如何聯繫？ 

分析「可」的核心語義，並採相

關理論將各語言層面進行聯繫。 

（四）融合語義、篇章、語用三層面，如何

將研究結果進一步實際應用在教學上？ 

分析教材，設計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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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語料蒐集 

本文蒐集的語料分為兩類：書面語料、口語語料。本研究以語料所訴諸的

媒介分成兩種，若訴諸於文字，如：書報、網站、簡訊等，則為書面語；若訴

諸聲音，如：新聞播報、電視節目、日常對話等，則為口語。本研究以書面語

料為主，一般的口語語料主要包括自然對話、現場 call in、訪談、演講，序位

越前為越口語。書面語料主要包括書本、雜誌、報紙、小說對話，序位越前越

書面。 

書面語料主要來源於台灣地區的兩個語料庫：聯合知識庫（UDN data）、中

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Chinese Word Sketch，CWS），另外還有台灣各大網站所

蒐集得來的語料。口語語料則為台灣地區電視節目，或 youtube 視頻網站，以

及筆者平日隨機蒐集之口語語料46。以下就語料來源分別介紹： 

（一）語料來源： 

1.聯合知識庫（UDN data） 

聯合知識庫屬於台灣地區的網路新聞語料的蒐集平台，提供聯合報系(包括

聯合報、經濟日報、聯合晚報、Upaper)。該報自 1951 年創刊至今，該系統以

漢字作為檢索方式，提供每篇新聞之完整語料，有助於本研究篇章功能的探討。

筆者採用日期檢索的方式，隨機選用了 33 天47的語料，一共 14124 則新聞，刪

除「可能」、「可以」義48、「可+V.
49」、「寧可」、連詞「可是」、成語類50、名詞

類51等不符合研究範圍的「可」後，共得語料 199 筆。 

                                                      
46為保持研究的客觀，筆者本身輸出之口語語料不納入蒐集範圍。 
47

2013/01/07、2013/04/08-14、2013/07/20、2013/07/27-29、2013/08/11-12、2013/08/22-29、

2013/09/07-12、2013/09/25、2013/11/14-17，共 33 天。 
48如：「即可、不可置信、非 VP 不可、怒不可抑、不置可否、不可原諒、密不可分、乏善可陳、

功不可沒、無利可圖、和藹可親、無可挽回、力不可擋、無可救藥、忍無可忍、不可開交、

無路可逃、機不可失、萬萬不可、情有可原、可說是」……。 
49如：「可望、可見、可愛、可怕、可笑、可惜、可成、可憐、可疑、可觀、可人、可口、可

期、可圈可點、可人兒」……。 
50如：「模稜兩可、無可厚非、不可思議、可圈可點、莫可奈何、高不可攀、炙手可熱、門可

羅雀、炙手可熱」……。 
51如：「可口可樂、史可法、柴可夫斯基、尼可拉斯凱吉、妮可基嫚、麥可傑克森、陳可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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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Chinese Word Sketch Engine，CWS）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之語料來源主要來自台灣，主要有兩個語料庫：中

文十億詞語料庫（Chinese Giga Word Corpus）和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5.0 版。

根據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之介紹，該系統為一個結合十四億字的 LDC Chinese 

Gigaword 語料庫的語法知識產生系統，提供了絕大部分中文詞彙實際使用的規

則性描述，可加以應用於辭典編撰、華語文教學、語言學研究等方面。該系統

也包含了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 5.0 版，平衡語料庫的語料分為哲學、科學、

社會、藝術、文學、生活等六類，以此系統查詢中研院平衡語料庫的好處在於

可以擴充上下文的查詢，而非只是破碎不完整的句子。此功能對研究篇章功能

有相當大的幫助。筆者於該系統擷取的樣本筆數為 15947 筆，刪除非本研究範

圍的詞，共得可分析語料 400 筆。 

3.各大網站：臉書、星座部落格、歌詞、鄉民評論，共得可分析語料 46 筆。 

4.日常生活對話語料：共得可分析語料 20 筆。 

5.電視節目、電影、戲劇、新聞、廣告：電視節目「康熙來了」、「綜藝大

熱門」、「食尚玩家」，網路節目「Yahoo！娛樂爆」，戲劇「惡作劇 2 吻」，國片

「天才小兵」等，共得可分析語料 95 筆。 

表三-2：本研究之語料蒐集來源及數量一覽表 

書面語來源 聯合知識庫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網站 合計 

書面語語料數 199 400 46 645 

口語來源 日常生活對話 新聞類 電視節目、電影、戲劇、廣告 合計 

口語語料數 20 37 58 115 

總共 760 筆 

（二）蒐集目的 

本研究以所蒐集的 760 筆語料，主要進行篇章與語用方面的分析，並進行

量化的統計，以例（135）為例： 

                                                                                                                                                                     

范可欽、席布可娃、貝達斯可、馬可音樂、可樂果、苗可麗、可頌、可麗餅、認可、許可、

可蘭經、立可白、迪斯可、麥可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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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2013 年 1 月 4 日，諧音「愛你一生一世」，這組愛情密碼使當天全國計有

2827 對新人登記結婚，光是在新北市，就吸引近 600 對新人選擇在那天完成結婚

登記，比起平日多達 8 倍；但是，「男士們，你以為過了 2013.1.4 愛你一生一世就

沒事了嗎？」網路流傳一則圖文並茂的「愛情密碼」，把數字諧音發揮得淋漓盡致，

因為今年的「好日子」可不只 1 月 4 日哦！有地方政府民政官員也表示，這些都

是今年鼓勵結婚生子的吉日。                              （聯合知識庫） 

在篇章層面，例（135）在銜接方式上，「可」為逆接，前指其前名詞詞組

（「今年的『好日子』」），範距為句內層次，信息結構則為由已知信息到新知信

息的排列。在語用方面，說者善意提醒，故為說者投入，反社會常態預期，表

達事實上「好日子」多著呢。 

二、教材分析 

本研究試圖將研究結果，實際應用於教學當中。先分析台灣四本教材：《實

用中文讀寫 2》、《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華語文

綜合讀本第二冊》。這四本教材為台灣各大華語中心或為華語相關科系所使用，

在台灣相當通行。分析完現有教材之後，再帶入本研究相關語義、篇章、語用

之語言本體研究之成果，轉化為教學內容，進行教案的設計，深入淺出地將副

詞「可」教給學習者。筆者根據《對外漢語語言點教學 150 例》（2009）中的方

法，把教學分成三個步驟，將於第五章進行詳細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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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章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以 Halliday（1985，1994，2004）的語言三大

純理功能，包括概念功能、篇章功能和人際功能為架構，以第三章之研究方法，

依序從第一節至第二節針對「可」的篇章、語用層面，及其與語義的聯繫進行

分析與討論，語料以書面語的討論為主，口語為輔，筆者以數據和實例說明「可」

的功能。第三節為本章小結。 

第一節「可」的篇章層面 

本節將依序就「可」的銜接方式、範距層次、信息結構與和副詞的共現情

形進行討論。 

一、「可」的銜接方式 

若以文獻提及的，認為「可」為強調義，則「可」在篇章的表現應為順向

銜接。但就筆者觀察所蒐集的書面及口語語料，發現所有語料皆呈現逆向銜接，

即下文正好是上文的逆向發展的變化（張誼生，2000：306）。以下自各語料來

源舉一例說明「可」的銜接方式： 

（136）兩年前我陪女兒做功課時，一時心血來潮，在旁邊做仰臥起坐，順便抬抬

腿、伸伸腰，沒想到短短的幾分鐘伸展，隔天居然腰痠背痛。後來我把這件事和

朋友們分享，大家都笑我是個「大遜咖」。我心想這下可不行，「腰痠背痛」顯然

是身體向我發出的訊號，它提醒了我該運動了。               （聯合知識庫）                                                                                                      

（137）當人們還為那些五彩繽紛的鸚鵡感到驚奇時，籠子裡的黑面琵鷺、犀鳥、

大嘴鳥，包準再讓你的眼睛一亮。因為這些鳥類可不是容易看到的，但在這公園

裡，只要你有時間，便能把牠們好好看個夠。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138）雖然 Rajon Rondo 今季仍然因傷未能上陣比賽，但關於他的新聞可不少，

其中有報導指紐約人有意通過交易將他帶到紐約~        （「籃球地帶」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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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請看護拿 ipad 幫忙拍合照） 

      A：她會拍嗎？ 

      B：她可會拍了！                                  （日常生活對話） 

在例（136）中，「可」連接其前的「這下」（即「大家都笑我是個『大遜咖』」）

和其後的「不行」。在此，「可」逆向銜接其前的「大家都笑我是個『大遜咖』」，

使「這下」與之前的情況形成對比。例（137）中，「可」連接逆向銜接其前的

「鸚鵡」及「黑面琵鷺、犀鳥、大嘴鳥」這些鳥類，其後成分則為「不是容易看到

的」。「可」把「這些鳥類」與其他一般常見的鳥類形成對比，都是說者對公園

的介紹。例（138）中，「可」逆向銜接其前的「他」，即「Rajon Rondo」，其後

成分為「不少」，都是說者對「Rajon Rondo」這個球季情況的說明。例（139）

中，「可」逆向銜接其前的「會拍」，其後成分亦為「會拍」，是針對說者 A 認為

看護不會用 ipad 的預期落差。由此可見，副詞「可」的存在是為了突顯所銜接

的事件或命題內容與預期結果或實情的落差、不一致，故屬逆向銜接。 

二、「可」的範距 

副詞「可」作為一個「逆接」的銜接標記，處於複句中。上一部分筆者主

要針對複句探討副詞「可」的銜接功能，而篇章針對的是跨句，是超句，在語

言中體現為主位結構、信息結構與銜接手段，以下將就範距為句內和跨句的副

詞「可」進行討論。 

張文賢（2009）認為連接可以分為兩種：局部連接、整體連接。局部連接

是指連接兩個相鄰的句子成分或者分句；整體連接是指連接語段或非相鄰的段

落，請見下面例句。 

（140）他的目標遠大但是不切合實際。               （張文賢，2009：2） 

（141）三清山植物資源十分豐富，森林原始覆蓋率達 86.7%，有植物 250 多科

2500 多種。但是，最近筆者發現，三清山梯雲嶺景區許多林木不知什麼原因患上

了病蟲害，有近 1/3 的樹木已被蟲害蛀蝕枯死，並繼續向四周山頭擴散蔓延。 

                                       （張文賢，2009 引自《人民日報》） 

例（140）中，「但是」連接的是前後兩分句（「他的目標遠大」和「不切合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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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41）中，「但是」連接的是前後兩個不同的語段，因此「但是」前以句號

斷開兩個不同的語段。張文賢的研究顯示「但是」的整體連接功能（40%+24%）

大於局部連接功能（36%）。 

若「可」作為兩個子句之間的篇章銜接標記，本文將其範距視為句內，即

張文賢所謂的局部連接。若「可」作為兩個句子之間的銜接標誌，其範距則視

為跨句，即張文賢所謂的整體連接。在書面語語料中，可以靠標點符號（即逗

號或句號）來判斷；在口語語料中，可以以說者的停頓或話輪的轉換來判斷。

筆者將具有逆向銜接功能的「可」分類52後，結果詳見表四-1：  

表四-1：「可」的篇章範距大小比例表 

 書面語 
書面語 口語 總數 

聯合知識庫 中研院語料庫 其他網站 

句

內 

168 

（84.4%
53） 

333 

（83.3%） 

31 

（67.4%） 

532 

（82.5%） 

70 

（60.9%） 

602

（79.2%） 

跨

句 

31 

（15.6%） 

67 

（16.8%） 

15 

（32.6%） 

113 

（17.5%） 

45 

（39.1%） 

158

（20.8%） 

在 760 筆語料中，範距為句內的局部連接共有 602 筆（79.2%），高出跨句

的整體連接 158 筆（20.8%）甚多。在書面語中的三個語料來源中，句內局部連

接的比例都明顯高過跨句的整體連接，顯示「可」在篇章上的整體連接功能較

低。 

在口語語料中，雖然句內的局部連接（60.9%）比例仍明顯高過跨句的整體

連接（39.1%）54。然就口語和書面語料兩者相比，「可」在口語上的整體連接

功能（39.1%）遠高過書面語兩倍以上（17.5%）。篇章標記「可」在口語的跨

句整體連接功能高於書面語的原因可能為：日常生活會話乃是兩人一來一往的

對話，屬於不同話輪55，故自然呈現跨句的銜接現象。而書面語多為一個人的敘

                                                      
52感謝指導教授陳俊光老師協助筆者進行分類。 
53本研究數據皆為小數點後兩位四捨五入進位。  
54由於口語取材料筆數有限（僅有 115 筆），遠低於書面語（645 筆），客觀性相對較低，將來

若能收集到更多的口語語料，「可」的整體連接的跨句現象可能會有更高的比例。 
55「話輪」（turn）：根據劉虹（2004）提出了兩個衡量話輪的標準：1.說者是否連續，即在

一個語法語義完成序列的末尾有無沉默。如有沉默，那麼說者的話就不只一個話輪；2.是否

發生了說者和聽者的角色互換。如果發生，就標誌著一個話輪的結束和下一個話輪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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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所以跨句的整體連接功能自然較少。 

筆者自各語料來源舉一例，說明「可」的範距。先舉範距為跨句（即整體

連結）的例子，如例（142）~（144）及圖四-1，再舉範距為句內（即局部連結）

的例子，如例（145）~（148）。 

（142）原先那支手機屬老式機型，傳簡訊要一個個輸入注音符號，對我這個已有

老花眼的歐巴桑來說，真是很吃力，所以只傳過幾次 10 個字以內的簡訊。現在可

不同了，竟然可以在螢幕上直接寫字，真是太方便了。         （聯合知識庫） 

（143）我要告訴你一個消息，下個月學校開運動會，現在已經開始報名了，你要

不要參加什麼比賽？∥好啊，我可以參加跳高或跳遠，不過，很久沒跳了，報了

名，我還得找時間多練習練習才行。∥要是你參加，我可以陪你，我的跳高跟跳

遠成績也不錯，說不定會贏你。∥那可不一定，好，為了不輸給你，我非參加不

可。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144）茱莉亞也知道自己現在超夯，還在網站上分享報導連結，驚訝自己竟然紅

到亞洲，其實在之前她就曾把中文字畫上脖子後背，大秀對中文的熱愛，配上一

身 muscle，戰鬥民族的美少女果然也比別人「強」。等等，韓國人這下子可不服

氣了，魔鬼筋肉蘿莉的始祖，其實是南韓著名健身教練池妍玉，早在之前她的照

片，就被網友們瘋狂轉載，並懷疑是 PS 合成的肌肉美女。   （Yahoo!娛樂爆） 

例（142）中，「可」位於的句子，為另一個主題的展開：前一段複句說明的是

「原先那支手機」，而「可」位於的複句說明的是「現在」手機，在此「可」回

指的對象為「原先那支手機」，回指前文的範圍為前一句，已經跨越句子。尚且，

「可」位於的複句前，出現句號，故「可」位於跨句的層次中。例（143）中，

為聽說雙方展開的對話。「可」位於另外一個話輪，回指的是對方認為自己會輸

的預設，換言之，「可」的預期在「可」所處的句子之前句，而非本句，故屬於

跨句層次。例（144）中，「可」位於的句子，為另一個主題的展開：前一段複

句說明的是俄羅斯女孩「茱莉亞」，而「可」位於的複句說明的是「韓國人」的

「肌肉美女」。尚且，「可」位於的複句前，出現句號，故「可」位於跨句的層

次中。接著，看一則臉書上的語料，如下圖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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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可」位於跨句層次的語料 

如圖四-1，為聽說雙方展開的對話。「可」位於另外一個話輪，回指一般人認為

小胖弟扭不起來的預期，故屬於跨句層次。以下接著說明範距為句內的例子。 

（145）2013 年 1 月 4 日，諧音「愛你一生一世」，這組愛情密碼使當天全國計有

2827 對新人登記結婚，光是在新北市，就吸引近 600 對新人選擇在那天完成結婚

登記，比起平日多達 8 倍；但是，「男士們，你以為過了 2013.1.4 愛你一生一世就

沒事了嗎？」網路流傳一則圖文並茂的「愛情密碼」，把數字諧音發揮得淋漓盡致，

因為今年的「好日子」可不只 1 月 4 日哦！有地方政府民政官員也表示，這些都

是今年鼓勵結婚生子的吉日。               （聯合知識庫）（例（135）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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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梅：哎呀，不會的啦，那個張太太是會頭，他自己還參加兩份呢！文：嗯，

人家那個張家搬來還不到一年，什麼底細都不知道，哦，你就這麼相信他啊﹖梅：

張太太雖然沒唸過什麼書，人家可一點也不含糊，能說善道的，什麼事都懂呢！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147）羅斯剛剛在這個賽季復出，左膝蓋十字韌帶傷愈，如今卻輪到了右膝蓋受

傷，上帝可真的是和羅斯開了很大的玩笑。             （「籃球地帶」臉書） 

（148）像天王劉德華的老婆朱麗倩，大家一般只知道她很會忍，24 年戀情愛得

很低調，但她可是來自大富之家。朱麗倩父母是出身馬來西亞數一數二的大家族，

舅舅更是有名的富豪，每年營收入都超過 200 億人民幣。    （Yahoo!娛樂爆） 

以上四例，皆為「可」處於句內層次的例子。例（145）中，「可」位於句

內連接前後兩個成分，即「今年的『好日子』」與「不只 1 月 4 日」，「可」回指

的是位於複句內的「今年的『好日子』」。例（146）中，「可」位於句內連接其

前成分「張太太沒唸過什麼書」，及其後「人家一點也不含糊」，「可」回指「張太

太」，所反的是前一子句，屬於句內層次。例（147）中，「可」位於句內連接前

後兩個成分，即「羅斯」與「上帝真的是和羅斯開了很大的玩笑」，「可」回指的

對象為位於複句內的主語「羅斯」。例（148）中，「可」位於句內連接前後兩個

成分，即「天王劉德華的老婆朱麗倩」與「來自大富之家」，「可」回指劉德華的

妻子「朱麗倩」，屬於句內層次。 

總的來說，「可」的篇章銜接層次之比例，如圖四-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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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2：「可」在不同語體的銜接範距比例 

副詞「可」在不同語體（書面語、口語）的銜接範距比例，有所不同，但是趨

勢大致相同，即句內的局部銜接比例大於跨句的整體銜接。在書面語中，句內

局部銜接的比例明顯高於跨句整體銜接（82.5%＞17.5%），前者是後者的五倍。

在口語語料中，句內局部銜接約為跨句整體銜接（60.9%＞39.1%）的一點五倍。

但是在口語的會話互動中，由於話輪的交替，自然有較多的跨句功能，而書面

語則多為作者或記者的個人敘述，所以跨句的層次自然較少。因此，篇章標記

「可」用於跨句的整體銜接時，在口語的比例遠高過書面語（39.10%＞17.5%），

前者為後者的兩倍。 

三、「可」的信息結構 

此部分有兩大重點，一為「可」作為焦點敏感算子的功能，二為其信息結

構的排列，從語料得出不同類型結構的比例，再進一步說明、討論。 

（一）「可」為焦點敏感算子 

玄玥（2004）提出焦點敏感算子的三大功能：第一，通過與焦點關聯進而

影響句子的真值條件；第二，區分焦點和話題兩部分；第三，引出特定預設。

82.50% 

60.90% 

79.20% 

17.50% 

39.10% 

20.80% 

書面語料 口語語料 書面+口語 

「可」的銜接範距 

句內 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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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例（149）為例，說明如下： 

（149）集結全台最優秀的水果蔬菜，梨山皇梨一顆可不便宜，稱之皇梨當之無愧

呀！                                          （電視節目「綜藝大熱門」） 

a.梨山皇梨一顆可不便宜。 

b.梨山皇梨一顆可不便宜。 

c.梨山皇梨一顆可不便宜。 

例（149）a，焦點位在「梨山皇梨」，預設為其他的水果很便宜，把「梨山

皇梨」與其他水果進行對比；b 句，焦點位在「一顆」，預設為「梨山皇梨」買

一箱會比較划算，把「一顆」皇梨跟一箱皇梨進行對照；c 句焦點位在副詞「倒」

後的「不便宜」，預設則為說者認為「梨山皇梨一顆」很「便宜」。從以上的預

設看來，假設「梨山皇梨一顆」很便宜，那麼三個預設都沒有意義；假設「梨

山皇梨」不管買幾顆，都比其他水果便宜，則 a、b 為真，c 為假，三句的真值

條件都不一樣，可見「可」作為焦點敏感算子，能與焦點產生關聯，從而影響

句子的真值條件。Partee（1991，1999）認為句子如果存在著焦點敏感算子，便

可以帶出焦點敏感算子、焦點、話題三部分。例（149）中，焦點敏感算子「可」

帶出了「梨山皇梨」為對比焦點（也是「可」回指的對象），「不便宜」為話題。

焦點敏感算子「可」本身不是句子的焦點，但與句子中的焦點產生密切的聯繫。

另外，例（149）中，焦點敏感算子「可」引出了梨山皇梨便宜的預設。 

至於焦點敏感算子「可」的關聯方向，張全生（2009）提出，焦點敏感算

子關連方向有兩類：左向、右向。筆者觀察語料，「可」的關聯方向皆為左向。

如例（150）、（151）、（152）。 

（150）蘋果公司負責全球行銷的資深副總裁席勒在新手機發表會上說：「半數的

智慧手機用戶並未設定密碼，Touch ID 使用起來比較容易，也更有趣。」「指頭

就是你的鑰匙，不論你走到哪裡，都會隨身戴著。」  

然而，安全專家對這套系統可不放心。Sophos 安全公司的霍斯表示：「指紋掃描

機一向都不太可靠，安全顧慮不少。」「而且，指紋並非機密，不論走到哪裡，都

會留下指紋，一旦心懷不軌的人取得複本，感應器就會被騙過。」（聯合知識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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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從小我就愛哭，但可別以為我既悲觀又柔弱喔！因為啊，我的哭法不是小

女子的啜泣，而是如黃河決堤般的濠淘大哭。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152）天蠍座生性敏感，鑽牛角尖，一旦遭到傷害，即立刻產生強烈的報復心，

但在感情上，天蠍男人對伴侶可就非常忠實。                  （其他網站） 

例（150）中，「可」關聯的是其前的名詞成分「這套系統」，即「Touch ID」，

為左向關聯。例（151），「可」關聯的是其前的話題成分「從小我就愛哭」，為左

向關聯。例（152），「可」關聯的是其前的話題成分「天蠍男人對伴侶」，亦為左

向關聯。「可」的左向關聯功能與其反預期的語用功能是互相聯繫的，關於「可」

的反預期功能將於第二節進行進一步說明。 

（二）「可」的信息結構 

副詞「可」前面的句子若是其前篇章中出現過的或可由語境推出的信息，

即為「已知信息」，反之，其前篇章中未出現過的或可不能由語境推出的信息，

即為「新知信息」。信息排列的次序組合一共有四種：「新知新知」、「已知

新知」、「已知已知」、「新知已知」。語料統合出的信息排列比例如表四-2

所示。 

表四-2：「可」的篇章信息結構比例 

 書面語 
書面語 口語 總數 

聯合知識庫 中研院語料庫 其他網站 

新知新知 
77 

（38.7%
56） 

125

（31.3%） 

15 

（32.6%） 

217

（33.6%） 

25 

（21.7%） 

242 

（31.8%） 

已知新知 
121 

（60.8%） 

269

（67.3%） 

30 

（65.2%） 

420 

（65.1%） 

90 

（78.3%） 

510 

（67.1%） 

已知已知 
1 

（0.5%） 

6 

（1.5%） 

1 

（2.2%） 

8 

（1.2%） 

0 

（0%） 

8 

（1.1%） 

新知已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學者普遍接受漢語的基本信息結構是從已知到新知的信息排例原則（湯廷

池，1986：437；陳俊光，2007：371），這乃是因為最有效的溝通方式是從雙方

                                                      
56
本研究數據皆為小數點後四捨五入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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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知的事情再開始擴展（Du Bois，1987；陳俊光，2007：371）。從語料分析的

統計中可以看出，副詞「可」在篇章中的信息結構主要是「已知新知」的類

型（占四種類型的 67.1%），符合一般信息的排列。「新知新知」次之（占四

種類型的 31.8%），「已知已知」的結構比例極低，「新知已知」的結構在本

文所蒐集的語料中並未出現。以下舉例說明副詞「可」出現的三種信息結構。 

    下例（153）至（155）皆為「已知新知」的信息結構例子。例（153）中，

「酒家」一詞，聽者可以推論出「酒家」裡有的就是「酒女」，視為已知信息，「可」

後「一點都不黑」為前文未提過的信息，故為新知信息。例（154）中，「可」前

成分「這一下」，出現定指名詞「這」，回指前面的「普瑞斯」因受傷而球季報廢

的情況，「可」後緊接著另一個信息「麻煩大了」，乃是前文未曾出現的信息，

為新知信息。以「可」來表達前後兩信息的對比。而例（155）中，「可」前成

分「我」為定指名詞，為已知信息，而「可」後成分為「犧牲情人節」，乃是對

話中沒有提及過的，故為新知信息。 

（153）有趣的是，黑美人大酒家，雖取名為「黑」美人，但裡頭的酒女可一點都

不黑，英文招牌為「ALL BEAUTY」，台語念起來，黑和 ALL 同音，因此取名為

黑美人，好聽又好記。                                     （聯合知識庫） 

（154）這一季開始克里夫蘭的戰績還稱得上不錯，如打到第九場時還是六勝三敗，

但不幸的是威廉受傷，不過沒有關係，最多讓藍斯和弗瑞多打一點好了。但打到

第十六場時普瑞斯又受傷，據醫師判斷這一季不能再打，這一下麻煩可大了。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155） A：學姊，你會去吃飯嗎？ 

        B：會阿，我想去摸彩。我希望我可以抽到時薪 double。 

        A：哈哈哈。 

        B：我可是犧牲情人節去的。                   （日常生活對話） 

下例（156）至（158）則為「新知新知」的信息結構例子。例（156）中，

話題圍繞著藝人利用媒體發布消息的功力，「可」前成分的「汪峰」（定指）雖

為藝人（泛指），但是前文未曾明確提及，而「可」後成分的「連輸兩輪」亦為

新知信息。例（157）討論四季的更迭，「可」前成分「秋天落葉」上文不曾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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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可」後成分的「觸及你的感傷」亦為新知信息。例（158）中，兩位主持人

正在介紹位於不丹的虎穴寺，「可」前成分為「這一路爬上去」的時程，「可」後

成分為「要兩三個小時」，皆為新知信息。 

（156）藝人現在流行在個人微博公開結婚、離婚、戀愛、在一起的訊息，這本屬

於藝人私領域，但選擇公開的時機對不對、好不好，這可就關係到藝人掌控媒體

的功力。而這近期以來，「中國好聲音」的導師汪峰可是連輸兩輪。（聯合知識庫） 

（157）如果你要滑雪，你不會期望它是炎熱的夏日，你期望的是：雪地冰天的峻

拔，一瀉千里的雄邁。而豔陽天是熱情奔放的，春意是萬物成長的契機。話說回

來，冬天的冰天雪地，壓蓋了大地的綠意，秋天落葉可曾觸及了你的感傷？從黑

暗面，你看到光明面；從光明面，你想起黑暗是母親的善意。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158）它就位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那個虎穴峰的懸崖上啦，而且這一路爬上去啊，

可要兩三個小時耶。                              （電視節目「食尚玩家」） 

至於比例極少的「已知已知」（1.1%）排列結構，以例（159）說明如下： 

（159）哎呀，那真是謝謝您了，警察先生。∥不要謝我，要謝謝這位小弟弟，

由於他的聰明機智，遇到可疑的人和事，能夠機警地記下車號，還不露痕跡地留

下可靠的證據，提供我們有力的線索，我們破案就容易多了。∥小弟弟，你可真

是聰明啊，簡直就像小偵探一樣嘛！我要謝謝你嘍！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例（121）重引） 

例（159）中為「已知已知」的信息結構排列，在前文已經提到「小弟弟」及

「他的聰明機智」，故皆為已知信息。以下將進一步以柱狀圖的方式呈現副詞「可」

的篇章信息結構排列比例，以作為此部分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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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3：「可」的篇章信息結構排列比例 

綜言之，筆者觀察語料得出「可」最常使用於「已知新知」的信息結構

類型（67.1%），亦即「可」前先提出一已知信息，再利用關聯副詞「可」來引

出一新知信息，以表對比。「新知新知」的信息排列則為次常用結構（31.8%），

兩信息在篇章中，亦有對比的功能。值得一提的是，「已知新知」與「新知

新知」的信息結構比例，不管是書面語料（65.1%＞33.6%）還是書面與口語加

總的語料（67.1%＞31.8%），比例相差不多，大約都是 2 倍。反觀口語語料中，

「已知新知」與「新知新知」的信息結構比例為 78.3%與 21.7%，大約為

3.5 倍（高於書面語與整體加總語料的 2 倍），可能的原因是，在口語中，聽說

雙方為了當下溝通的時效性，聽者需要快速理解說者的話意再給對方回應，而

在書面語中，讀者可以有較充裕的時間去理解。 

四、「可」與其他副詞的共現 

筆者觀察到，在篇章中，「可」與其他副詞共現的比例不少，值得進一步探

討。從語料可以發現，「可」最常與否定副詞（如「不」、「別」、「沒」、「非」等）

共現，占所有語料的 36.4%，次常見的為程度副詞（如「真」、「極」、「只」等），

33.60% 

21.70% 

31.80% 

65.10% 

78.30% 

67.10% 

1.20% 0% 1.10% 

書面語料 口語語料 書面+口語 

「可」的信息結構排列 

新知->新知 已知->新知 已知->已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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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所有語料的 6.7%，關聯副詞最少，占所有語料的 2.8%。「可」與其他副詞的

共現的比例，詳如下表四-3： 

表四-3：「可」與其他副詞的共現比例表 

 
否定副詞 程度副詞 

關聯

副詞 

不57
 別 沒 非 真 極 只 就 

聯 52 9 8 1 3 0 0 9 

中 110 33 15 2 43 1 1 3
58

 

其 5 4 1 0 3 0 0 4 

書 
167 46 24 3 49 1 1 16 

240（37.2%
59） 51（7.9%） （2.5%） 

口 
27 5 5 0 0 0 0 4

（3.5%） 37（32.2%） 0（0%） 

總 
194 51 29 3 49 1 1 20

（2.6%） 277（36.4%） 51（6.7%） 

（一）「可」與否定副詞的共現 

副詞「可」常與否定副詞共現，其共現頻率（36.4%）遠高於程度副詞（6.7%）

和關聯副詞（2.8%），這個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因為否定詞可以表現「可」核心

的語用功能，即「與預期相反」（counter-expectation）。當預期值（expected value）

和斷言值（asserted value）（Biq，1989）產生落差時，自然也會形成篇章上的前

後對比，如下例（160）、（161）。例（160）中「可」後的「不」用來表示相反、

對比，把獅座女人與其他星座的女人做對比，告知讀者向別人伸手過日子並不

是像他們所料想的那樣，是獅子座女生生活開銷的來源。在信息結構中，屬於

新知信息，符合「可」出現句子多數屬於從已知到新知的信息結構。例（161）

中，第三話輪的對比焦點「我」（即直樹）和「傳津」形成對比，直樹與傳津的

未來想進的科別不一樣。外科在當時可能是最好的科別，直樹用「沒」否定了

傳津認為他將來要當外科醫生的預想，給觀眾傳遞了一定的新知信息，亦即直

樹「沒打算要進外科」的事實，表現了對比的篇章功能。 

                                                      
57「不得了」為一狀態動詞，不包括在「不」裡。 
58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將「可就」視為一個單位，若單搜尋「可」並不能找出「可」和「就」

連用的語料。本研究所得到的 2 筆語料，乃是從蒐集到的語料前後文得到的。 
59小數點後第二位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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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不過，你大可放心的是，獅座女人多半都有良好的工作能力，賺取她所需

要的金錢，整天向你伸手可不是她喜歡過的日子，她可是一點氣都不能受的，就

算她花你的錢，你還得表現出無上光榮的樣子。                 （網站語料） 

（161）直樹：第二名，你還是第二名。 

       傳津：你等著看好了，我一定會成為第一名的外科醫生，第一名。 

       直樹：是嗎？我可沒打算要進外科。            （戲劇「惡作劇 2 吻」） 

（二）「可」與程度副詞的共現 

副詞「可」也出現一定的與程度副詞共現的比例（6.7%），程度副詞可進一

步加強「可」前後兩項的對比性，與「可」的對比焦點功能息息相關。例（162）

中，「可」與「真」共用，在此，程度副詞「真」用來加強在程度預期上的落

差，增強了信息值。「孟嘗君」認為自己「府上」可能還缺東西，但「馮諼」認

為對比焦點「府上」與其他地方相比，在物質方面什麼都不缺了，除了抽象的、

形而上的「仁義」之外。此外，「可」為句狀，「真」為動狀，所以「可」在前，

「真」在其後。「可」反原先的想法，「真」修飾後面的「什麼都有」。例（163）

中，作者認為這種「板書」的作弊手段，增添了考試時的許多樂趣，與一般人

預期考試時的無趣或不是那麼有趣出現差距，作出了趣味程度的對比，傳遞了

一定的信息量。由此亦可知，「可」後藉由程度副詞所傳遞的訊息，大部分為

新知信息。 

（162）孟嘗君很奇怪他怎麼這麼快就辦完了事，問他說：你給我買了什麼東西回

來？馮諼不慌不忙地回答：我給您買了仁義。仁義？到底是怎麼回事？臨走的時

候，您要我買點府上沒有的東西帶回來。我左想右想，府上可真是什麼都有了，

就差仁義，所以我一到薛國，就替您把租約當著大家的面兒燒掉了，他們對您一

輩子感恩不盡，從此府上不是就有了仁義了嗎？（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163）我中學時候，有位同學很會作「板書」。每次要考國文默寫，他就早早到

校，用鋼筆，一絲不苟的把整篇課文寫在桌子上。然後，他會站到桌子上踩，踩

上一片灰土，再用袖子輕輕拂一遍，使那些「板書」被掩在一層薄薄的灰土下面。

考試時，可精彩極了。考哪一段他就對準哪一段呵氣。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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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與關聯副詞的共現 

「可」也與一些關聯副詞（如「就」）連用。關聯副詞「可」與其他關聯副

詞合用，看似不合乎語言的經濟原則，但其實它們在篇章功能上各司其職。蔡

沂庭（2011）提出，逆承關聯副詞「可」與順承關聯副詞「就」在銜接、焦點

兩項篇章功能上，皆有不同的表現。副詞「可」承前逆承，副詞「就」承後順

承。此外，後一分句為語段的信息焦點（對比焦點）。以句型「C，（A）可就 B」

來說明，副詞「就」作為順承句內 A、B 兩成分的連接標誌，而副詞「可」則

為連接 C 與「（A）就 B」兩部分的逆承標誌。例（164）中，C 為「連續碰到幾

個好日子」，A 為「那個月」，B 為「慘了」。「可」承前逆承「連續碰到幾個好日子」，

「就」承後順承「慘了」，而「那個月」為該句的對比焦點，為一已知信息60。 

（164）台灣最普遍的就是結婚要送紅包，有時連續碰到幾個好日子（通常出現在

年終），那個月可就慘了，幾個不小的紅包讓人被炸得荷包大失血，「紅色炸彈」

的形容真是貼切極啦！結婚的紅包學問可不少，給長官、長輩的不能失了禮數，

給下屬、晚輩的也不能顯得太小器，至於同輩、同學、同事更得到處打聽，再參

考你來我往的紀錄，方才不失禮。光這番琢磨，保證把外國人搞得霧煞煞。 

                                                         （聯合知識庫） 

綜合以上的討論，副詞「可」最常與否定副詞共現（36.4%），因為否定詞

可以表現「可」反預期的語用功能，形成篇章上的對比。其次，副詞「可」與

程度副詞共現（6.7%），程度副詞加強「可」前後兩項的對比性。最後，「可」

也與一些關聯副詞（如「就」）連用（2.8%）。關聯副詞「可」與其他關聯副詞

合用，在篇章上也表現了一定的對比功能。綜上所述，「可」與其他副詞共現都

有背後的語言原因，或者功能相容，如例（160）~（163），或者各司其職，如

例（164），都是值得關注的語言現象。 

                                                      
60本研究亦發現兩個「反預期」標記「可」、「倒」一起出現的例句，如：「有線電視在九０年

代臺灣，正是百家爭鳴。至於能不能對媒體生態造成影響，靠的是觀眾手中的遙控器。『你要

擷取雙方面的精華，」我媽總是這樣不厭其煩地耳提面命：「把兩種文化各自的優點學起來，

缺點則摒棄。』唉！說得可倒容易。我也的確兢兢業業盡我所能地自兩個世界擷取精華。」（中

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至於兩者功能的異同和其相互範距大小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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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可」的語用層面 

本節以關聯理論「可」的引導碼功能為基礎，探討「可」情態與預期兩方

面語用功能。情態隨語境改變，可以是抽離，也可以是投入，但預期不隨語境

改變。 

一、引導碼「可」的語用分析61
 

副詞「可」在話語編碼中扮演的是「引導碼」的角色，引導聽者得知說者

尚有隱含預設存在，以驅動後續的相關推理機制。換言之，作為引導碼的「可」，

可以引導聽者對語段關係和說者意圖進行快速識別和準確理解。在整個推理過

程中，評價情態副詞「可」扮演「引導碼」的角色，能加強話語的關聯性，使

聽者能夠付出較少的處理心力（process effort）而得到較強的「語境效果」，亦

即使聽者可以在交際中較順利得知說者隱含在語表下的評價情態。「可」的出現

會讓聽者取消原本的蘊含或預期，如例（165）： 

（165）我回頭一看，原來是和我最要好的小螞蟻朋友皮皮。我看見皮皮，於是向

前走了過去，想跟皮皮握握手，沒想到……皮皮竟然爬到我的手掌上，用尖銳的

牙齒狠狠的咬了我一口，我疼得大叫，恨不得把皮皮捏得粉身碎骨！皮皮聽了，

跳到地上，插著腰，狠狠的說：「想把我這隻皮皮捏碎，可沒那麼容易！」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例（165）中，聽者可以有很多推理方向，如：捏死皮皮非常簡單、捏死皮

皮不是那麼容易、捏死皮皮有一點困難、捏死皮皮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等等，

當說者使用引導碼「可」，就限制了聽者的推理方向，亦即聽者應往與自己預期

相反的方向去推理。在此上下文中可得知，聽者是皮皮的小主人，一般來說，

一個人要捏死一隻螞蟻，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但小螞蟻皮皮用了引導碼「可」，

小主人就得往與自己預期相反的方向去推理，即捏死小螞蟻跟原本想的不一樣，

事實上並不容易，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說者情感。換句話說，引導碼「可」的

存在，說者讓聽者知道尚有隱含的預期存在，即說者預設聽者認為要捏死說者

                                                      
61感謝鄧守信老師於 2013 年 11 月提供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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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隻皮皮」）很容易，但之後引導碼「可」又會讓聽者取消捏死說者很容

易的蘊含或預期，是命題與預期之間的落差，表現為感到意外的態度評價。以

此，筆者歸納出現代漢語副詞「可」的引導過程，如下圖四-4。至於，「可」的

程序介紹及例句，詳如下表四-4。 

 

圖四-4：「可」的陳述性知識呈現62
 

表四-4：「可」的陳述性知識呈現63
 

程序介紹 例句 

可+命題∕事件說話者預期 

               說話者情態 

命題∕事件的發生不符合說者∕聽

者∕社會的預期 

預料：捏死皮皮很容易。 

評價：為不易捏死而感到意外。 

情態：說者抽離，說者反駁聽者預期。 

事實：捏死皮皮沒那麼容易/不容易。 

引導碼「可」讓聽者更快、更正確理解說者的話，再看例（166）、（167），

說明「可」的作用機制。 

  

                                                      
62參考彭玉琴（2009：111-112）的圖。 
63參考彭玉琴（2009：111-112）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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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文：啊！他們是什麼時候搬走的？ 

       陳：誰曉得呀！欸，大概是昨天半夜裡頭吧？ 

       文：啊，那張先生呢﹖有沒有到他公司去問過？  

       陳：問過啦，那家什麼公司，哼，早就關門大吉啦！ 

       梅：我辛辛苦苦存的幾個錢，就這樣泡湯了。 

       陳：可不是嗎！大夥兒啊，都損失慘重，叫苦連天的，尤其是林太太、高     

           小姐他們，哎呀，哭得好傷心哪！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167）林書豪在上周離開台灣後，隨即前往中國大陸繼續進行他的亞洲之旅行程，

在北京時接受採訪，他對大陸媒體表達，他期待與哈沃德一起合作打擋拆戰術，「我

尚未和他一起在休斯頓練球，所以我還不知道情況如何。」 

「但他真的很喜歡打擋拆，我也是如此，所以我希望能跟他合作在一起，彼此快

樂去學習。」這句話，透過美聯社報導，也傳播到美國本土，在全美各大運動媒

體做為焦點。 

針對林書豪這些話，今天雅虎運動專欄作家發表一篇文章，「哈沃德喜歡打擋拆？

這對他可是新鮮事！」這篇文章於今天上午一直置於雅虎運動 NBA 新聞頭條，

放上林書豪訪問大陸的照片，並說林書豪「錯誤解讀」哈沃德這個人。                                                                 

                                                         （聯合知識庫） 

例（166）屬於跨句層次的篇章範距，「可」用來銜接不同的話輪。聽者預

料為辛辛苦苦存的錢不會那麼快就消失殆盡，但是現實生活中，積蓄卻一夜消

失，「可」表現出因辛苦存的錢卻一下就泡湯的事而感到意外的評價，情態則表

現為說者投入，說者同意聽者的說法，而事實則為辛苦存的錢不一定容易留在

身邊的命題。例（167）亦屬於跨句層次的篇章範距，需要更長的篇章來輔助讀

者理解引導碼「可」的推理過程。哈沃德和林書豪雖然還沒有一起在休士頓練

球，但是林書豪知道哈沃德喜歡打擋拆戰術，也很期待以後跟哈沃德一起合作

打擋拆，但卻遭雅虎運動專欄作家的誤解，認為哈沃德根本不喜歡打擋拆。一

般人最清楚自己的好惡，所以聽者的預料為哈沃德知道自己本身喜歡打擋拆。

但事實卻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喜歡的籃球戰術，是出乎聽者意料之外的。從篇

章層面的已知信息（哈沃德）到新知信息（喜歡打擋拆的這個「新鮮事」）。表

現為連本人自己都不知道而感到驚訝的評價，亦表現為說者投入的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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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引導碼「可」在話語編碼過程中，引導聽者得知說者未明說的

預期，並驅動後續的語用推理機制，加強話語的關聯性，使得聽者可以在交際

過程中順利得知說者隱含在語言表面下的評價情態。 

二、引導碼「可」的心理預期 

Heine（1991）認為反預期的類型可分為三種：第一，與聽者的預期相反，；

第二，與說者的預期相反；第三，與特定言語社會共享的、常態的預期相反，

包括聽說雙方在內。筆者進一步針對所蒐集的 760 筆語料，進行量化統計，統

計反預期比例，詳如表四-5： 

表四-5：「可」反預期功能的各項比例 

 說者 聽者 社會 無 

聯 4 87 106 2 

中 24 290 84 2 

其 1 30 15 0 

書 29（4.5%） 407（63.1%） 205（31.8%） 4（0.6%） 

口 2（1.7%） 79（68.7%） 33（28.7%） 1（0.9%） 

總 31（4.1%） 486（63.9%） 238（31.3%） 5（0.7%） 

從上表四-5 可看出，「可」的反預期功能主要體現為「反聽者預期」（63.9%），

再來「反社會預期」（31.3%），最少比例「反說者預期」（4.1%）。另外，筆者

另立一類為「無」（0.7%），表示該語句出現的「可」乃是表示單純語義上的疑

問用法，無語用層面的反預期功能64，如例（168）、（169）： 

（168）不能免俗地向駐外人員詢問可有文化設施或古宅舊舍，利用餘暇參訪一下

雅加達。整個城市就是一個天然港口，是南太平洋與印度洋接壤的地方，除了有

豐富的海洋資源外，交通運輸歷來就是國際關係的第一要件。要不然荷蘭不會在

這裡治理了三百年左右，並且把屬於西方文明的建築、教堂或經商的經驗移植於

此。                                                   （聯合知識庫） 

                                                      

64論文口試委員曹逢甫教授、鄧守信教授（依姓氏筆畫排列）指出，例（168）、（169）中的「可」

並非單純語義上的表示疑問，亦有語用預設（pragmatic presupposition）。關於此例句的預設部

分，有待日後進一步研究以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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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吃完年夜飯，守歲到天明，就邁入了正月初一。但是你可知道在這新春的

第一天裡，你所踏出的第一步，卻關係到今年的運氣吉凶？如果想在初一外出拜

年的話，可得翻翻黃曆再出門吧！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例（168）的「可」，乃是純表語義疑問的用法，作者到雅加達旅遊，問當

地的駐外人員詢問是否「有文化設施或古宅舊舍」，不牽涉到語用層面上的反預

期功能。例（169）中，作者問讀者是否「知道在這新春的第一天裡，你所踏出的

第一步，卻關係到今年的運氣吉凶」？兩者皆為語義層面上的純疑問用法。 

就表四-5 可看出，「反聽者預期」（63.9%）之比例為最高。語料之所以呈

現如此分布，主要是因為「可」的「交互主觀性」（intersubjectivity）（Traugott，

1999）。張旺熹、李慧敏（2009）將「可」的功能概括為關照交際雙方之間的主

觀期望，即對說者某種期望的表達和對聽者期望的回應。副詞「可」往往出現

在對話當中，用來凸顯交際雙方的預期，副詞「可」的功能是用來關照聽者∕

說者之間的主觀期望，從而刺激、產生對話的交互性，以例（170）~（173）說

明如下： 

（170）我還在納悶著，二姊又說了：「告訴你一個秘密，中學那六年課業繁重，

爸媽又希望我們儘早熄燈睡覺。我可是打著手電筒、躲在床上讀完這些書的。」

哇，我是個有名的瞌睡蟲，怎能效法先進？很遺憾，那張書單在我中學畢業時，

完成不到一半，枉費了二姊一片苦心。不過，還是非常感謝她的循循善誘，讓我

能接觸文學名著，享受閱讀的樂趣。尤其日後每當面臨生活中無可避免的挫折時，

閱讀對我來說，就像個避風港。                             （聯合知識庫） 

（171）眾人在沙漠上生火做飯，休息了半天，霍元龍傳下號令：「誰發現白馬和

小女孩的蹤跡，賞黃金五十兩！」跟隨他來到回疆的，個個都是晉陝甘涼一帶的

江湖豪客，出門千里只為財，五十兩黃金可不是小數目。眾人歡聲呼嘯，五十多

人在莽莽黃沙上散了開去，像一面大扇子般。「白馬，小女孩，五十兩黃金！」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172）見過不變心的，可沒見過這麼不變心的。你還別說，一旦被天蠍男愛上了，

你可就放一百二十萬個心，要他變心，你可還得下點功夫不可。天蠍座強烈的責

任感和非凡的毅力，使他一旦確立目標就不會輕易改變。        （其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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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A：你談過姐弟戀嗎？ 

       B：我的經驗可多了。                           （日常生活對話） 

例（170）中，說者「二姊」告訴聽者「我」，當說者告訴聽者「爸媽希望我

們儘早熄燈睡覺」，聽者的預期為，因為爸媽的期待，所以說者也儘早上床睡覺

了，但是實際上卻不是，說者還「打著手電筒、躲在床上讀書」。在此，「可」為

說者對聽者期望、預料的回應，說者以此引導聽者往反其預期的方向去理解。

例（171）中，說者（作者，故事中的第一人稱）告訴聽者（閱讀這段文字的讀

者），現代的聽者對「五十兩黃金」換算成現在的錢是多少都沒有概念，可能覺

得也不多吧，但是事實上，「五十兩黃金」不少。說者用「可」來引導聽者的推

理過程，即反聽者預期，是說者對聽者預期的回饋。例（172）中，說者（敘述

者）告訴聽者（閱讀這段文字的讀者），不要以為男生都很容易變心，所以女生

要很擔心。但實際上跟聽者預想的剛好相反，「天蠍男」不是那樣的，而且想要

他變心，還不容易呢！整段話用了兩個「可」，作為給聽者的回應。例（173）

中，說者 B 對聽者 A 預期他的預期作出了回應，以「可」來幫助聽者 A 正確理

解話語。根據聽者 A 的預期，說者可能沒談過什麼姊弟戀（預期情形），結果

說者卻有很多次姊弟戀的經驗（實際情形）。 

從表四-5也可知，「反社會預期」（31.3%）之比例僅次於反聽者預期（63.9%）

之比例。語料之所以呈現如此分布，亦跟「可」的「交互主觀性」有關，只是

聽者擴大為一個社會群體或社會預期。以例（174）、（175）說明如下： 

（174）日前看 Discovery 及國家地理頻道，介紹台灣特戰部隊訓練過程，讓曾身

為軍人的我，同感驕傲；並確信台灣武力未必能勝過對岸，但是要吃下台灣，可

要小心會噎到。                                           （聯合知識庫） 

（175）現代的人都知道：太陽是恆星，地球繞著它自轉和公轉。自轉一周是一晝

夜，公轉一周是差不多一年。遠古時代的人可沒有這種科學觀念。他們每天早上

起來，看到一個大紅球從東方昇起，傍晚又看到它緩緩地向西方沉落。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例（174）中，社會常態的預期是台灣很小，很好拿下，但敘述者卻不這麼

認為。例（175）中，「現代的人都知道」這些「科學觀念」，是一般人都會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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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遠古時代的人」卻沒有這些觀念，「可」即敘述者引導一般人往反其預期

的方向去推理。 

另外，「反說者預期」的比例極低（4.1%）（亦可見「可」主要用來表達「交

互主觀性」），只發生在說者自言自語，或者將內心的思考訴諸於文字時才會出

現的情況，如例（176）： 

（176）李文秀奔過去撲在他的懷裡，叫道：「爺爺，他…他就是追我的惡人。」

計老人撫摸著她的頭髮，柔聲道：「不怕，不怕。他不是惡人。」李文秀道：「是

的，是的。他們幾十個人追我們，打我爸爸媽媽。」計老人心想：「白馬李三跟我

無親無故，不知結下了什麼仇家，我可不必捲入這是非圈子。」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例（176）中，「計老人心想」表示，以下接的一段文字都是他的所思所想，

以「可」用來反對預期自身會「捲入是非圈子」的預期。 

筆者在前一節指出，程度副詞與「可」的共現比例為 6.7%，因為「可」的

反預期功能並不會排斥與程度副詞「真」、「太」、「極」等詞語共現，如例（177）。 

（177）別看這是一家小客棧，人來人往的，生意可真興隆。天剛黑，就有趕著牲

口、背著行李的客商陸續地停下投宿。掌燈時分，大廳裡開飯，酒菜很豐富，又

餓又累的旅人狼吞虎嚥地飽餐一頓，然後就倒頭大睡。（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現象，有時副詞「可」會與表示疑問的詞語共

用（如：「怎麼辦」），根據語言的經濟原則，此處的「可」已非概念層面的疑問

語義，而是已經進入語用層面的反預期功能，如下例（178）： 

（178）遇到這種情形，他就會使出哭功，讓家裡都淹大水，而且這種鬼哭神號的

聲音，使玻璃差點破掉，老鼠、蟑螂全部死光光。我只好趕快安慰他，不然待會

兒鄰居跑來抗議，那可怎麼辦？                             （聯合知識庫） 

例（178）的「可」表示反聽者預期的功能，說者反駁聽者認為鄰居來抗議是小

事的預期，此處的「可」已非語義層面的「疑問」，而是已進入語用層面了。 

總而言之，在語用層面上，筆者將引導碼「可」視為表「反預期」的情態

副詞，最常用於「反聽者預期」，因為「可」具有的「交互主觀性」，「可」之「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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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預期」、「反說者預期」則次之。 

三、引導碼「可」的說者抽離與說者投入65
 

說者情感抽離代表的是說者對於聽者不置可否或不願表達想法的態度，表

達比較負面的、不屑的說者意圖；說者情感投入則是比較正面的，表示善意、

關心等，與聽者站在同一陣線。從 760 筆語料中，分析所得的下表四-6 可看出，

「可」比較常表現為說者「對聽者投入」（48.2%），但表現為說者「對聽者抽離」

比例也不低（39.2%）。說者不表投入或抽離，維持「中性」的比例只有 8.6%。

是故，「可」的出現，即表示了一定的說話者情感（87.4%）。 

表四-6：「可」說者態度比例表 

 抽離 投入 中性 無 

聯 80 105 10 4 

中 156 169 51 24 

其 20 23 2 1 

書 256（39.7%） 297（46%） 63（9.8%） 29（4.5%） 

口 42（36.5%） 69（60%） 2（1.7%） 2（1.7%） 

總 298（39.2%） 366（48.2%） 65（8.6%） 31（4.1%） 

上表四-6 將說者意圖分為四類：「說者抽離」、「說者投入」、「中性」、「無」。

中性表示看不出明顯投入或抽離，於是暫歸為中性一類。另外，若「可」的功

能為「反說者預期」，既然只是跟自己的預期相反，而非與他人互動（交互主觀

性），就無所謂「說者投入」或「說者抽離」的問題，便歸為第四類：「無」類。

以下將從說者抽離、說者投入、中性的順序，進行舉例說明。 

（179）在天兔颱風期間，瀑布暴漲，將長約 15 公尺，高約 150 公分的護攔全沖

毀，事發至今 2 個月的時間，護攔仍未修護，有當地居民擔心會有民眾闖入發生

意外，希望林務單位盡速修復。 

「掉進去可不得了。」當地王姓居民表示，潭水超過 2 公尺，又有暗流，不會游

泳的人掉進去，一定會發生危險，何況假日這麼多人，難保不會有人闖入戲水，

                                                      
65「說者抽離」的研究靈感，感謝姚瑜雯學姊於筆者 2012 年夏天任教於明德暑校時所給予的

啟發，也感謝指導教授陳俊光老師進一步協助筆者達成更完整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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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小孩進入更危險，不能掉以輕心。                    （聯合知識庫） 

（180）因為有科學家說，天山、祁連山的積雪融化成水後可以解決西北的乾旱問

題，物理書上又說黑色物質從太陽光中吸熱的本領最大（夏天可不要穿黑衣服）， 

於是便有人行動起來。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181）「同學你很煩惱、沮喪嗎？來跟我一起搖頭拉 K 尋找快樂刺激吧！」可別

以為這句話很遜怎麼會有人上當。屏檢指出，許多青少年踏入毒品常是一時無知

跟好奇，加上 K 他命易取得、價錢低，且被誤以為成癮性低，青少年因此被誘惑

吸食，致目前已成校園氾濫毒品。                         （聯合知識庫） 

（182）李太太：啊﹖為什麼呢﹖ 

張太太：郵局的利息才那麼一點兒嘛！太少啦！   

李太太：我們一向都把錢存在郵局，挺方便的，我先生說啊，那樣最可靠啦！  

 張太太：方便，可靠，嗯，這是沒錯啦！可是，利息太低呀，你會吃虧的啊！  

李太太：哎呀，反正我們也沒多少錢存，吃虧不了多少的。 

張太太：話可不能這麼說喲！今天吃虧一點，明天吃虧一點，合起來就多啦！喲， 

反正啊，存在郵局絕對不是好辦法。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183）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層紗。這道理人人明白，為了防止另一半婚

外情，許多先生娘可得「顧牢牢」，與先生辦公室的同事打好關係，精確掌握行蹤。

有些則要先生離開大醫院，開起診所，自己就當起櫃枱。      （聯合知識庫） 

（184）最古老的希伯來文聖經抄本（舊約）死海古卷，可是由「迷途的羔羊」所

發現的。1947 年，在死海附近庫姆蘭的一位牧羊人，為趕出躲入洞穴的羊隻，擲

石入洞卻意外打破裝有古卷的瓦罐，才使塵封的古卷出土。     （聯合知識庫） 

例（179）中，說者在態度上是關心的，怕人掉進去。例（180）中，說者

的目的為善意的提醒或警告，故兩例皆為正面的說者投入。例（181）中，說者

反聽者預期，反駁聽者，例（182）中，說者不同意聽者，故兩例皆為負面的說

者抽離。例（183）中，看不出特別的正或負面態度，例（184）中，僅陳述一

個事實，沒有特別的投入或抽離，故兩例皆為中性。 

此外，筆者也觀察到「可」的「反詰」用法，透過反問來表示肯定的話語

意義。「反詰」的「可」占所有語料的 1.3%，詳細的量化統計數據如下表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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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7：「可」的反詰用法比例 

 聯合知識庫 中研院語料庫 其他網站 書面語 口語 總數 

筆數 1 9 0 10（1.6%） 0（0%） 10（1.3%） 

筆者就「可」的「反詰」用法，以下例（185）說明： 

（185）車爾庫道：「你兒子前些時候殺死了一頭大灰狼。小小孩子，真是了不起，

將來大起來，可不跟老子一樣？父是英雄兒好漢。」蘇魯克不答腔，認定他是擺

下了什麼圈套，要自己上當，心想：「一切須得小心在意。」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上例（185）中，「車爾庫」的意思是，眼前這個小孩，以後長大，會跟父親一

樣，是英雄，是好漢。通過表層的問句（「可不跟老子一樣？」）表達肯定的語義。 

至於「可」的反詰用法，筆者認為可能是來自語境。以曹逢甫的例子「若

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來說66，「要」吸收了「若」的用法，所以後來出現了「要

是」一詞，含有「若」、如果的意思，使得本來的「要」多了一個新的義項、用

法。相同地，「可」的反詰用法也可能是因為語境因素。「可」吸收了「豈」的

反詰用法，使「可」產生了反詰義。「豈」與「可」連用如例（186）~（189）： 

（186）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恭儉

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孟子˙離婁上》） 

（187）大國不以禮命于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     （《左傳˙哀公七年》） 

（188）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         （《漢書˙史丹傳》） 

（189）論事者顧是非何如耳，豈可以人而移之？     （金，王若虛《五經辨惑》） 

本研究第二章第一節，對「可」進行了的語義探討，其中提到了「可」的

反詰用法，並以例（190）為例子。「可不慎乎」原本可能為「豈可不慎乎」，後

來「豈」脫離，它的意思被「可」吸入，便產生了「可」的反詰用法。 

  

                                                      
66引自 2014 年高雄師範大學許訓銘〈中文條件句的認知和語用研究：「要是」和「要不是」〉

的博士論文口試曹逢甫教授的講評，感謝當時亦擔任口試委員的陳俊光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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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出一美言善行而天下從之，或見一惡意醜事而萬民違，可不慎乎！                                                                  

                                               （《新論》）（例（16）重引） 

以下，總結「可」的心理預期與說者意圖的互動，請見圖四-5： 

  

圖四-5：「可」的心理預期與說者態度比例 

由於「可」的交互主觀性，「反聽者預期」的比例高達 63.9%（「反社會預

期」次之，占 31.3%），說者態度的表達（包括投入與抽離）占了所有語料的 87.4%

（39.2%+48.2%）。另外，「反說者預期」占所有語料的 4.1%，既然違反說者自

身的預期，就沒有說者投入或抽離的說者情感功能，是故在所有語料中，無說

者態度的比例亦為 4.1%。 

四、引導碼「可」與情態詞的共現 

筆者認為「可」具有表反預期的特性，亦即表示個人想法、預料與事實、

命題所產生的，因此可從評價情態探討。在這一部分，筆者將探討評價情態副

詞「可」與其他情態詞共現之語言現象及其背後的原因。 

筆者從蒐集到的 760 筆語料中，「可」最常與義務情態共現，占所有語料的

42.8%（包括否定副詞的 36.4%和義務情態助動詞的 6.3%），認知情態則占了

4.10% 

63.90% 

31.30% 

0.70% 

說者 聽者 社會 無 

反預期功能 

39.20% 

48.20% 

8.60% 

4.10% 

抽離 投入 中性 無 

說者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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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動力情態的比例最低，只有 1.3%。詳如下表四-8： 

表四-8：「可」與各情態詞共用的比例67
 

 義務情態 認知情態 動力情態 

否定副詞 

（不、別、沒、非） 

助動詞 

（得、要 1） 

繫詞 

（是 1） 

助動詞 

（會） 

書 
240 

（37.2%） 

40 

（6.2%） 

105

（16.3%） 

8 

（1.2%） 

口 
37 

（32.2%） 

8 

（7%） 

40 

（34.8%） 

2 

（1.7%） 

總 

277 

（36.4%） 

48 

（6.3%） 
145 

（19.1%） 

10 

（1.3%） 
325（42.8%） 

上表四-8，共出現三類情態詞與評價情態的「可」共現，比例多寡依序為：

義務情態、認知情態、動力情態，以下方兩部分討論。 

（一）「可」與義務情態詞的共用 

「可」與義務情態詞共用的比例，詳如下表四-9。其中，「要」可分為義務

情態助動詞的「要 1」（must）68，及非情態詞的動詞「要 2」（need）69。筆者只

將非情態詞的動詞「要 2」的筆數標明出來，但因其並非本研究討論重點，所以

在此並不作細部討論。 

  

                                                      
67在此標註「要 1」和「是 1」，乃因有「要 1」和「要 2」，「是 1」和「是 2」分屬於情態詞和

非情態詞的區別。 
68如：「告訴你啦，這個虎穴寺齁，可是世界知名的溜，全世界蓋在懸崖上的寺廟才不超過三

間，你們兩個齁可要給我撐著點嘿。」（電視節目「食尚玩家」） 
69如：「它就位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那個虎穴峰的懸崖上啦，而且這一路爬上去啊，可要兩三

個小時耶。」（電視節目「食尚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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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9：「可」與義務情態詞共用的比例 

 義務情態 非情態詞 

否定副詞 助動詞 動詞 

不 別 沒 非 得 要 1 要 2
70 

聯 52 9 8 1 9 8 0 

中 110 33 15 2 17 1
71

 0 

其 5 4 1 0 2 3 0 

書 
167 46 24 3 28 12 0 

（0%） 240（37.2%） 40（0%） 

口 
27 5 5 0 1 7 1 

（0.9%） 37（32.2%） 8（7%） 

總 
194 51 29 3 29 19 

1 

（0.1%） 
277（36.4%） 48（6.3%） 

325（42.8%） 

1.1 否定義務情態副詞（36.4%） 

如上文所提，由於副詞「可」的「反預期」功能，使其與否定副詞（「不」、

「別」、「沒」、「非」）共現的比例相當高（36.4%）。從情態的角度來看，否定副

詞屬於「義務情態」，表示規定、禁止等，故「可」自然也常與這類表警告類的

否定詞共用，表示禁止，亦可以表示警告、提醒，提醒聽者不知道，忽略的，

未注意到的或不會去做的，這些都跟「可」的「反預期」語用功能相關，如例

（191）： 

  

                                                      

70語料中唯一的一筆語料為：「它就位在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那個虎穴峰的懸崖上啦，而且這一

路爬上去啊，可要兩三個小時耶。」（電視節目「食尚玩家」） 
71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將「可要」視為一個單位，若單搜尋「可」並不能找出「可」和「要」

連用的語料。本研究所得到的 1 筆語料，乃是從蒐集到的語料前後文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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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梅：張太太雖然沒唸過什麼書，人家可一點也不含糊，能說善道的，什 

           麼事都懂呢！ 

      文：你呀，就是被她花言巧語給騙住了。 

      梅：哼，才不呢，人家張先生是一家公司的經理，哦，他會看上我們這幾 

          個錢呀﹖ 

      文：嗯，這可說不定喔！ 

      梅：仲文，我可警告你喲，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哦！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例（191）中，第一個話輪，「可」與「不」共用。第四個話輪，「可」表示

反預料的評價。「才不呢」為預期值，而「說不定」為斷言值，「可」表示反預期

標記，是預期值和斷言值相反的標記。第五個話輪，說者「梅」對聽者「仲文」

做了警告的言語行為，警告的內容為「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哦！」。 

1.2 義務情態助動詞（6.3%） 

我們再看義務情態助動詞一類（如「得」、「要」等），表示規定、禁止、警

告、提醒等情態功能，如下例（192）~（196）： 

（192）之前洪仲丘案撼動軍檢體系促成改革，這次部長關說疑案，能不能讓日趨

「行政化」的檢察體系走回正軌，主政者要把這場風暴拿來當鬥爭工具，或是改

革利器，可得好好思考。                                  （聯合知識庫） 

（193）位在佛羅里達州好望湖的黃金橡社區，成為全球唯一依傍迪士尼樂園的住

宅區。社區占地近 120 萬坪，總計有 450 戶住宅。 

不過，想入住這個渡假勝地般的社區，可得先掂掂自己的荷包，因為這些住屋要

價 170 萬至 700 多萬美元（約台幣 5031 萬至 2 億 7000 萬元），而還得支付額外的

財產稅，也得付出每年 1 萬 2000 美元（約台幣 35 萬 5000 元）的費用。 

                                                        （聯合知識庫） 

（194）因為多數獅座女子的外表看來總是比實際精明多了。不過，你也不要以為

所有甜言蜜語都會管用。粗俗的奉承，她嗤之以鼻，深怕接這樣讚美會降低自己

的格調。因此，你的修辭可得有一些創意。                  （星座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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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日前看 Discovery 及國家地理頻道，介紹台灣特戰部隊訓練過程，讓曾身

為軍人的我，同感驕傲；並確信台灣武力未必能勝過對岸，但是要吃下台灣，可

要小心會噎到。                                          （聯合知識庫） 

（196）每個人一生都一定有一次轉變型男帥哥的機會，大家可要好好把握呀！          

                                                      （Yahoo！娛樂爆） 

例（192）、（193）、（194）為「可」與「得」共用的例子，例（195）、（196）

為「可」與「要」共用的例子。「得」與「要」表達了指令、規定、保證、禁止

等義務情態功能。如例（192），「得」表示警告或提醒的情態，提醒聽者（「主

政者」）沒有未注意到的，或者不會去做的（「好好思考」），希望聽者現在要注

意、要思考。例（193）、（194）的義務情態「得」，也都表示了這樣的語言功能。

例（195）中，「要」為表示警告、提醒的義務情態，提醒聽者（「對岸」）沒有

未注意到的（「吃下台灣會噎到」），希望聽者現在要小心。例（196）的義務情態

「要」，也表示了這樣的語言功能。 

由上述的討論顯示，「可」與義務（denotic）情態詞的共現比例最高，達

42.8%，高於認知（epistemic）和動力（dynamic）情態。這正是因為「可」的

「反預期」（反聽者或反社會常態）語用功能，與義務情態（如禁止、警告、提

醒）的表達，是相通或互為表裡的。 

（二）「可」與認知情態詞與動力情態詞的共用 

「可」與認知情態詞與動力情態詞共用的比例，詳如下表四-10。其中，「是」

可分為認知情態的判動動詞「是 1」，及非情態詞的焦點虛詞「是 2」。筆者僅標

出非情態詞的焦點標記詞「是 2」的筆數，但因其非本研究的討論重點，所以在

此並不作細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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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10：「可」與認知情態詞、動力情態詞共用的比例 

 認知情態

繫詞 

非情態詞

焦點標記詞 

動力情態

助動詞 

是 1 是 2 會 

聯 51 11 2 

中 45 7 6 

其 9 7 0 

書 
105 

（16.3%） 

25 

（3.9%） 

8 

（1.2%） 

口 
40 

（34.8%） 

10 

（8.7%） 

2 

（1.7%） 

總 
145 

（19.1%） 

35 

（4.6%） 

10 

（1.3%） 

副詞「可」與認知情態繫詞「是 1」的共現比例高，去掉非情態詞的焦點標

記詞「是 2」（4.6%），占所有語料的 19.1%
72。繫詞「是」屬於認知情態，藉由

判斷的過程反駁對方的想法，表示判斷其後為真，如例（197）~（199）： 

（197）雖然整天浸在工地，但對安頓家人可是一點不馬虎，小向進城揚第二年，

了解公司的企業經營理念後，非常認同，決定人生第一間房子就是要買城揚蓋的

個案，早早就進駐美術館園區最精華地段，讓家人無後顧之憂。今年，小向進城

揚滿十年，這十年間，他成家、立業，還重新進學校讀書，完成文藻西班牙語大

學學歷，他立下另一個願望，希望能夠在這一棟自己親手監督的博愛案，買下一

間更大的房子。                                           （聯合知識庫） 

（198）除了結婚，更大攤的接續上演。除夕是中國人最重視的團圓日子，也是最

讓小孩子期待的日子。記得小時候吃完圍爐，焦急地吞下幾個水餃元寶，就眼巴

巴地望著時鐘，等待那指針指向十二；好不容易在睡眼朦朧、哈欠連連之下，爸

媽端坐在客廳沙發上，手上拿著一疊紅包，我們兄弟姊妹依序向爸媽磕頭，歡喜

領賞。雖然第二天壓歲錢就得交給媽媽保管，當下卻覺得好滿足、好快樂，因為

這可是一年裡最富有的時刻。                               （聯合知識庫） 

                                                      
72文獻中認為「可」為強調，也可能是因為「可」其後的認知情態的部分，但此功能並非來自

在「可」，而是其後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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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Krispy Kreme 甜甜圈為了想保留 Q 彈鬆軟，入口即化的口感，光是製作、

發酵、油炸、淋糖漿可是要花費不少時間~       （臉書 Krispy Kreme Taiwan） 

例（197）中，對於「整天浸在工地」的「小向」，一般人的預期是，他對自

己家人的安頓就不在意了。但是，敘述者用「可」來反駁這樣的社會常態預期，

其後的成分「是」則判斷之後緊接的命題為真，即「對安頓家人一點不馬虎」的

命題為真。例（198）中，敘述者認為聽者可能以為壓歲錢都交給媽媽保管，因

而覺得不開心，所以使用「可」來反駁這樣的聽者預期，其後的成分「是」則

判斷之後緊接的命題為真，即「一年裡最富有的時刻」為真。例（199）中，一

般人的預期是，做一個甜甜圈很快，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但敘述者用「可」

來反駁這樣的社會常態預期，即「要花費不少時間」的事實為真。 

副詞「可」與動力情態助動詞「會」（will）共現的比例雖然低，只占所有

語料的 1.3%，但是筆者認為還是值得探討，以求較全面地了解評價情態「可」

與其他情態詞連用的情況，以下例（200）說明： 

（200）想吃鰻魚飯，未來可會越來越貴！由於台灣鰻苗日漸稀少，影響台灣鰻

魚產業與消費，農委會漁業署公告，未來每年 3 月至 10 月，距離海岸三海浬內海

域、潮間帶、河口區域禁止捕撈鰻苗，但花蓮縣、台東縣不在禁令內。若學者要

進行學術研究，應該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才可研究調查，違者可依漁業法處 3

至 15 萬元罰鍰。                                          （聯合知識庫） 

例（200）中，動力情態助動詞「會」表示「想吃鰻魚飯，未來越來越貴」的事件

即將成真的潛力及可能性，與「可」的反預期功能不衝突，所以可以共現。 

總而言之，「可」最常與義務情態共現（42.8%），包括否定副詞的 36.4%和

義務情態助動詞的 6.3%，表現為提醒、警告、規定、禁止等語言功能；其次則

為認知情態詞（19.1%），藉由判斷其後事件為真的過程，表達反預期的功能；

動力情態的比例最低，表示事件成真的潛力與可能，與「可」的反預期功能並

不相斥。 

五、引導碼「可」與「倒」的對比 

以下，因前人已有針對同為引導碼的副詞「倒」的語言環境、反預期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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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研究結果，筆者就這兩方面，與本研究之成果進行進一步的比較與討論。 

（一）語言環境 

林慧敏（2009：133-134）提出，「倒」的上文常出現表揣測、估計的主觀

推測或感覺的詞語，如：「似乎」、「覺得」、「看起來」、「聽起來」等，並以例（201）、

（202）、（203）為證： 

（201）這個威特拉先生似乎倒是個挺好的人，而且人家婚姻又很美滿。  

                                                        （聯合知識庫） 

（202）我覺得聽音樂也可以用「玩」的，跟小孩子「一起玩」，倒不一定要告訴

他多少音樂知識。可以跟著音樂講故事，或是發明一些遊戲，像是隨著音樂敲打，

或是玩找出主題的遊戲。                                    （聯合知識庫） 

（203）啊，這個名字聽起來倒是很熟悉的。                 （聯合知識庫） 

從例（201）~（203）中，「倒」上文出現「似乎」、「覺得」、「聽起來」這類表

達說者對事件不確定的主觀推測、判斷或感覺。相對地，「可」表達的是說者對

事件確定的主觀推測、判斷或感覺，如下例（204）~（206）： 

（204）以印度人來說，特別是老一輩婦女都非常重視擁有的黃金數量，它是婚姻

生活是否幸福的象徵，而馬來女子更把黃金當成人生不可缺少的裝飾，即使是一

個菜販，她全身套戴的可不會比買菜的顧客少。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 

（205）章妮娜：湘琴，下課啊我就帶你去看看我們的帥哥直樹，他可是本校的名 

              勝耶。                             （戲劇「惡作劇 2吻」） 

（206）馬  可：黃師父，你好。我知道今天是獅王大賽。 

       黃飛鴻：是。 

       馬  可：我也是來參加獅王爭霸的。今天藉著這個難得的機會，想跟你們 

               這個中華的這個文化交流一下，參加這個獅王爭霸。 

       黃飛鴻：馬可先生，雖然我們現在是不會拍電影，但是如果講到舞獅的話， 

              這舞獅可是我們中華文化最精深的一部分。 

                                                     （電視節目「瘋神無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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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04）、（205）、（206）中，表達的是說者對事件或命題確定的主觀推測、判

斷或感覺。例（204）中，說者主觀推測，且說者對這樣的推測是十分有把握的，

因為「馬來女子把黃金當成人生不可缺少的裝飾」，所以說者可以肯定自己的推論

是對的，即「一個菜販，她全身套戴的不會比買菜的顧客少」。例（205）及（206）

中，說者經過判斷，認為「帥哥直樹是本校的名勝」、「舞獅是中華文化最精深的一

部分」，前提乃是根據上文，全校的人都認為「帥哥直樹是本校的名勝」，世界各

地不同國籍的人也都知道「舞獅是中華文化最精深的一部分」，所以說者都可以做

這樣的主觀判斷。 

（二）反預期 

屈承熹（1991：76；1998：102-107；2006：82-85）指出，不可移位的單

音節副詞，很多是用來表達情態，而且常常形成組（set），這些組裡的語言成員

有相似也有不同的方面。屈指出，「並、倒、也」表示命題的內容與預期相反，

（on the contrary），認識情態73（epistemic modality）都表示「語假設相反」，但

說者對該事件或情景的態度卻不同，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不同。換言

之，辭典裡所謂加強或委婉語氣，都跟與意料相反有關，何種語氣可從該副詞

的基本意義，再加上句子本身的意義引申出來，如下例（207）： 

（207）從台北到美國去，坐飛機並∕倒∕也不貴。     （屈承熹，2006：82） 

「倒」表示一種合意的事件或情景，在屈承熹的情態架構中的義務性上的情態

意義與其他「並、也」不同，但都有與預期相反的意思。由於此部分的重點在

「倒」與「可」的對比，在此處就不細談「並、也」與「倒」的個別差異。 

陳俊光（2010b）指出，相較於「卻」的有較多「逆常」的現象，「倒」則

較多「違反內心預期」的語用功能，如下例（208）、（209）： 

（208）所以我希望慈濟人戒菸、戒檳榔。聲調輕柔，不賭博，第二：是聲色柔和。

現代社會，大家的知識水準雖然提高，禮節卻較差；要倡導禮節，就必須聲色柔

和，穿著整齊樸素。一個社會的形象，在於人的穿著和聲色。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73本論文採用「認知情態」的中文譯法（謝佳玲，2006a，200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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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這現在啊，我年老了，幹不了了，也得、也得了半身不遂了，就退休，這

得感謝共產黨的好處。要不然我有六個也得死了。我醫藥費一月一報多少錢啊！

現在我是在[ai1]心的感激共產黨啊，要不然我早完了。我們是做我們這行業的人，

而在不到三十歲的時候我就想，哎，明兒將來我也是死在馬路上。哎，沒想到我

倒現在我倒享、享晚年的幸、享晚年的幸福了我倒是，我萬萬、萬萬我也沒想到

啊！我說，我三十來歲時候，國民黨要完還沒完時候，糧食也是一天長好幾回價

兒啊，還買不著。                               （中文詞彙特性速描系統） 

例（208）為「逆常」的情況，由於「大家的知識水準提高」，依照常理來說，

禮節應該是越來越好，但「禮節卻較差」，此為違背常理，為「逆常」的狀況。

例（209），說話者原先的預期是「明兒將來我也是死在馬路上」，但現今他已享晚

年的清福了，因此是違反了說話者內心的預期。筆者在本節第二部分已針對「可」

的反預期功能進行討論，量化統計語料的結果為：「違反內心預期」為 68%
74，

比例多於「逆常」的 31.3%。是故，在反預期這方面，引導碼「倒」和「可」

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總結以上兩點，「倒」和「可」都呈現了相當的比例，都表示「違反內心預

期」，包含違反說者和聽者個人的預期，不同的是，「倒」表示說者對事件較委

婉主觀推測、判斷或感覺，所以「倒」的上文常出現，如：「似乎」、「覺得」、「看

起來」等表揣測、估計的主觀推測或感覺的詞語。相對地，「可」表示的則是說

者對事件較強烈的主觀推測、判斷或感覺，上文極少出現表揣測、估計的主觀

推測或感覺的詞語，綜上所述，筆者歸納出副詞「可」和「倒」語用層面的異

同，如表四-11： 

表四-11：副詞「可」和「倒」語用層面的異同 

 相同 相異 

「可」 都可表示

「違反內

心預期」。 

表示說者對事件較強烈的主觀推測、判斷或感覺。 

上文極少出現表揣測、估計的主觀推測或感覺的詞語。 

「倒」 表示說者對事件較委婉的主觀推測、判斷或感覺。 

上文常常出現表揣測、估計的主觀推測或感覺的詞語。 

                                                      
74「違反內心預期」包含：反聽者預期 486 筆（63.9%）和反說者預期 31 筆（4.1%），相加一

共 517 筆，占所有語料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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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例（210）、（211）說明如下： 

（210）民國的民倒不怎樣，民國的官和兵可了不得！（老舍《我這一輩子》）75 

（211）有線電視在九０年代臺灣，正是百家爭鳴。至於能不能對媒體生態造成影

響，靠的是觀眾手中的遙控器。「你要擷取雙方面的精華，」我媽總是這樣不厭其

煩地耳提面命：「把兩種文化各自的優點學起來，缺點則摒棄。」唉！說得可倒

容易。我也的確兢兢業業盡我所能地自兩個世界擷取精華。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例（210）中，「倒」和「可」皆表示反聽者預期，是反個人內心的預期，即「民

國的民」可能不錯，「民國的官和兵」可能一般般的心理預期。但是就語言環境

來說，「倒」表示說者不是很有把握的推論，於是說者用「倒」來告知聽者，其

實他自己也不是很確定「民國的民」到底怎麼樣。「可」則用來表示說者確定的

推論，說者用「可」來告知聽者，雖然不能確定「民國的民」怎麼樣，但是可確

定的是，「民國的官和兵」是非常好的。例（211）中，「可」、「倒」都用來表示

反個人內心的預期，即反聽者預期，反「我媽」認為的做起來挺容易的，但是

事實上，說者認為說比做容易多了，做起來一點都不像媽媽說的那麼簡單。另

外，根據語言的經濟原則，兩者皆表示反個人內心的預期的副詞，沒有必要連

用，原因就在於兩者的語言環就不同。「可」表示的是說者認為說比做容易多了

的推論，因為根據社會常態，知易行難，所以說者可以確認這樣的推論無誤。

另一方面，「倒」表示說者不是很篤定的推論，他不確定的是媽媽說的這些話到

底容不容易，因為媽媽必須先有這方面的知識（即雙方面各有精華的事實），然

後才有這樣的思想，也才可以說出告知說者要懂得擷取兩世界的精華。 

六、「可」的語義、篇章、語用之聯繫 

席嘉（2003）認為副詞「可」在唐代引申出三個方面的語法意義，如「否

定」、「疑問」與「強調」。從本研究的 760 筆語料來看，現代漢語「可」只剩下

「疑問」的語義，語用層面為表示「反詰」以及「反預期」的轉折，篇章層面

                                                      
75本研究以台灣地區的語料分析為主，但目前沒有蒐集到「倒」與「可」分別出現在前後分句

的例子，但為了說明上的方便，此例句符合筆者本身台灣人的語感，故採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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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表現為「對比」功能。 

從古漢語到現代漢語，「可」的語義只剩下「疑問」義，如下例（212）所

示。語用方面，則是從疑問語義進一步延伸到語用的反詰用法，如例（213）。

再從反詰用法進一步使用為反預期的語用功能，如例（214）。篇章方面，由語

用的反預期進而延伸到篇章的對比功能，如例（215）。相關說明已於前面章節

交代，在此不再贅述。 

（212）吃完年夜飯，守歲到天明，就邁入了正月初一。但是你可知道在這新春的

第一天裡，你所踏出的第一步，卻關係到今年的運氣吉凶？如果想在初一外出拜

年的話，可得翻翻黃曆再出門吧！（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例（169）重引） 

（213）車爾庫道：「你兒子前些時候殺死了一頭大灰狼。小小孩子，真是了不起，

將來大起來，可不跟老子一樣？父是英雄兒好漢。」蘇魯克不答腔，認定他是擺

下了什麼圈套，要自己上當，心想：「一切須得小心在意。」 

                              （中文詞彙特性素描系統）（例（185）重引） 

（214）見過不變心的，可沒見過這麼不變心的。你還別說，一旦被天蠍男愛上了，

你可就放一百二十萬個心，要他變心，你可還得下點功夫不可。天蠍座強烈的責

任感和非凡的毅力，使他一旦確立目標就不會輕易改變。         

                                           （其他網站）（例（172）重引） 

（215）台灣最普遍的就是結婚要送紅包，有時連續碰到幾個好日子（通常出現在

年終），那個月可就慘了，幾個不小的紅包讓人被炸得荷包大失血，「紅色炸彈」

的形容真是貼切極啦！結婚的紅包學問可不少，給長官、長輩的不能失了禮數，

給下屬、晚輩的也不能顯得太小器，至於同輩、同學、同事更得到處打聽，再參

考你來我往的紀錄，方才不失禮。光這番琢磨，保證把外國人搞得霧煞煞。 

                                          （聯合知識庫）（例（164）重引） 

此外，在語用層面上，「可」為引導碼，可以引出特定隱義，而焦點敏感算

子的出現也可以引出特定預設，兩個概念在不同語言層面上是相容的。總結三

個語言層面之聯繫，現代漢語「可」在語義方面，為純表疑問的疑問副詞，在

語用層面，作為情態副詞的引導碼「可」表示「反詰」以及「反預期」的轉折，

篇章層面，作為關聯標記的「可」則表現為「對比」功能，如下圖四-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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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6：副詞「可」三層面之聯繫圖 

第三節 本章總結 

本文總結第四章的研究結果，簡要回應研究問題如下： 

（一）副詞「可」的篇章功能為何？副詞「可」與其他副詞共現時，篇章

功能如何？ 

在篇章中，副詞「可」表現為承前逆接的銜接手段，多位於句內的範距層

次，且較常出現在「已知新知」的信息結構中，其次為「新知新知」的信

息結構。「可」在篇章中，常可以與其他副詞（如：「不」、「是」、「真」、「就」

等）共現，或者功能相容，或者各司其職。副詞「可」表現為對比的篇章功能，

「可」前成分為該句或該語段的對比焦點。 

（二）副詞「可」的語用功能為何？  

作為引導碼的「可」，表現為前後句的轉折關係。引導碼「可」可以引導聽

者往命題或事件的發生不符合說者、聽者或社會常態的預期方向去推理。副詞

「可」也表示一定的說者情感，或是抽離或是投入，則須依照語境決定。另外，

「可」其後最常與義務情態詞共現，表示警告、提醒或規定、禁止。最後，副

詞「可」與副詞「倒」皆呈現了一定比例的反個人內心預期的功能，不同的是，

副詞「可」表示說者確定的推論，而「倒」表示說者不是很篤定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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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副詞「可」的語義與篇章、語用功能如何聯繫？ 

現代漢語「可」在語義方面，為純表疑問的疑問副詞。在語用層面，從疑

問語義進一步延伸到語用的反詰用法，作為情態副詞的引導碼「可」除了可以

表示「反詰」外，還可以表示「反預期」的轉折。篇章層面，作為關聯副詞的

「可」則由語用的反預期進而延伸到篇章的「對比」功能。 

下一章將針對第四個研究問題，將以上的研究結果進一步實際應用在教學

上，進行教學排序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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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環生（2011）認為學生學習「可」產生偏誤的原因主要有：（一）本體研

究的不足；（二）語際遷移；（三）語內遷移；（四）教師、教材影響；（五）交

際策略（如：迴避）影響。高環生（2011）也指出，學生在使用「可」時，不

論是實際交流，還是寫作，往往採用迴避策略，或者以相近的簡單句式代替，

或者使用了但總是用得不對。 

進行「可」的教學初探時，筆者將從臺灣及海外現行使用率較高、通行之

華語教材出發，綜向探討各教材中「可」的呈現。筆者分析之教材包括《今日

台灣：中級漢語課程》、《實用中文讀寫 2》、《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華語文綜

合讀本第二冊》，四本教材皆為台灣代表性的華語教材。接著，以較科學、客觀

的方式，為不同層面的副詞「可」進行適當的教學排序與教案設計。 

第一節 現行教材中「可」的呈現 

在分析筆者所選定的四本台灣通行華語教材之前，先看三本在中國或美國

通行的教材對副詞「可」的呈現與說明。三本教材的出版訊息，詳如下表五-1： 

表五-1：中國、美國通行之三本華語教材 

出版年 教材名稱 主編 出版者 

2004 基礎漢語 40 課 陳綏寧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8 中文聽說讀寫 2 姚道中 波士頓劍橋出版社 

2009 新的中國 周質平、楊玖、張家惠 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李海霞（2012）發現大部分的對外漢語教材，對「可」的解釋為：副詞，

強調說話的語氣，具有程度意義，如《基礎漢語 40 課》（2004）的第二十九課

〈周末生活〉。而李海霞（2012）對留學生的觀察是，華語學習者使用副詞「可」

的頻率很低，學過這一課之後，學生也不太會使用。 

筆者觀察到的還有《新的中國—現代漢語中級讀本》（2009）的第二課〈給

媽媽打電話〉。課文裡的句子為：「去了北京，條件又那麼好，要是再學不好中文，

可就沒有藉口了。」（《新的中國》，2009：14）教材語法點部分對「可」的用法

做了如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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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is used as an emphatic word meaning “surely,”“certainly,”or“finally.”It is 

often followed by particles such as 了，呀 or 啦 to make the sentence an 

exclamation.                           （《新的中國》，2009：14） 

在大陸地區，一般的華語教材對「可」的解釋多為表示強調，但是這樣一

來，學生就容易與其他表示強調的詞（如：「真」、「太」、「很」等）混淆。一旦

產生混淆，學生在語言輸出過程中就很有可能迴避使用副詞「可」。 

再者，《中文聽說讀寫 2》的第 13 課〈談體育〉，第 8 個生詞為「可不是」，

英文解釋為「Isn’t that the truth?」（《中文聽說讀寫 2》，2008：274）這個「可」

教材裡並沒有多加解釋。第 18 課〈槍枝與犯罪〉，第 1 個語法點「萬一」的練

習裡，出現了這樣的句子：「別玩火柴，____________，可不是開玩笑的。76」

教材仍沒有多作解釋。到了第 19 課〈動物與人〉，第 2 個語法為「THE ADVERB

可 IN 你可別後悔」（《中文聽說讀寫 2》，2008：414）教材對副詞「可」的解釋

如下： 

In imperative sentences,可 denotes caution or admonition, and is often 

followed by such modal verbs as 要,能,不能,不要, and 應該, and a particle 

of mood. In 你可別後悔, the 別 is another way of saying 不要. 

                                   （《中文聽說讀寫 2》，2008：414） 

《中文聽說讀寫 2》說明了「可」與其後情態詞（義務情態）共現的功能，

表示提醒或警告，筆者認為這樣的呈現方式較符合本研究的研究成果。 

第二語言學習者對於漢語副詞的掌握不夠準確，大部分的原因是因為他們

習慣使用母語來解釋漢語中的副詞，因而在語言的輸出中產生偏誤。副詞「可」

還有一項難點，即在英文中，沒有相對應的翻譯。屈承熹（2010：95）認為「可

（是）」大致相當於英文的 but、however，而且 however 跟「可（是）」都是副

詞。《遠東漢字三千字典》（2003：25）認為「可」可以譯為 but、in fact、able、

permissible。但是其中的「able」、「permissible」非副詞，「able」大致相當於詞

                                                      
76空格部分為學生的練習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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綴的「可」，如「recyclable」（可回收），而「permissible」則如「可行」、「可租」

等。語義方面可以大致對等，但在語用層面的用法卻又不容易畫上等號，可能

也是成為學生學習難點的原因之一。筆者選出台灣通行四本華語教材，相關出

版資訊如表五-2，並加以進行分析，探討各教材如何呈現該語法點。 

表五-2：本研究分析之四本華語教材 

出版年 教材名稱 主編 出版者 

2010 實用中文讀寫 2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國語教學中心 

正中書局 

2008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正中書局 

2004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 鄧守信、孫珞 東海大學華語中心 

1998 華語文綜合讀本第二冊 國立編譯館 南天書局 

一、《實用中文讀寫 2》 

在《實用中文讀寫 2》（2010）中，教材並不對副詞「可」作用法上的解釋，

而是直接提供定式練習，讓學習者練習其後的搭配成分，如「就」、「不能」、「都」

等。第四課〈開車心情〉第四個定式練習為：「……可（就∕不能∕都） VP∕

SV（了）」，並提供以下例句及練習，見例（216）~（219）： 

（216）他一上課就想睡覺，但是一聽到下課鈴聲，精神可就來了。 

（217）老天下不下雨，可不能由我們決定。 

（218）他家____________________，朋友可都喜歡到他家玩了。 

（219）下了班就匆匆忙忙地去上課進修的人，生活可____________。 

                     （《實用中文讀寫 2》，2010：79）（例（1）~（4）重引） 

例（216）為副詞「可」與副詞「就」的搭配，學習者須了解「可」與其搭配的

副詞之篇章功能。課文中所出現的句子為「一談到開車，哥哥的興致可就來了。」

（《實用中文讀寫 2》，2010：66）主要也是希望學習者可以先學到「可」的篇

章功能；例（217）為「可」與義務情態詞「不」的搭配，學習者須了解「可」

相關的語用功能；例（218）中學習者則須了解「可」反預期的語用功能，才能

正確填出空格的文字，同時，學習者也須了解「可」與其後範圍副詞「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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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例（219）中，學習者須了解「可」反預期的語用功能。從教材中的四個

例子來看，可以說是比較完整地概括了「可」的語用及篇章功能。但就教材的

呈現而言，學習者對副詞「可」本身的用法了解可能不足，需要教師另外補充、

說明，學習者才有較大的機會正確理解副詞「可」的用法。 

二、《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第八課〈你也打工嗎？〉，其中第二個語法點「可」，

教材的說明為「used to emphasize the tone of the speaker」，並舉例如下： 

（220）你今天可真大方！ 

       You really are generous today! 

另外，教材將「可」進一步分為四種用法，並以中文、英文說明如下： 

用法說明：多用於口語，放在副詞、動詞、助動詞、SV……等前面，表

示強調語氣。可以表示 a.不以為然，b.強調程度，一般有感嘆的意味。

句末常有語氣助詞，如啊、呢、了、啦等。SV 之前可以有真、太等副

詞。c.必須如此，有勸導或期盼的語氣。d.事情好不容易完了。 

Explanation: This is used more often in informal speech. It is placed in front 

of an Adverb, a V, a SV, etc, to express a stronger tone. It is used to indicate a. 

disagreement with the previous speaker, b. to emphasize degree, usually 

indicating a tone of exclamation. Modal particles like 啊、呢、了、啦 are often 

used at the end of the sentence, however, if 可 is used with a SV, the adverbs

真 or 太 are often placed before the SV. c. the thing must be done in this way, 

with a tone of advice or expectation, or d. to show that that matter is very 

difficult to resolve.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221） 

教材開宗明義地說「可」表示強調語氣，並不符合本研究之研究成果。之

後又再細分為四種用法，這樣的做法是否有助於學習者的學習，筆者暫持保留

態度。教材的練習部分，提供了相當充足的練習，並把先前提到的四個類別都

化為例句，這樣的作法是比較具體的。以下呈現教材中的練習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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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我等了那麼久，你來了。 

I’ve waited so long. You’ve arrived. 

我等了那麼久，你可來了。 

I’ve waited so long. You’re finally here.（《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221） 

（222）張：怎麼辦？我寫好的報告丟了。（麻煩） 

Chang: What should I do? I’ve lost the report that I finished. 

李：那可麻煩了。 

Li: What a pain!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222） 

（223）張：在加油站打工，小費一定很多。（不一定） 

李：那可_____________，得看哪一區。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222） 

（224）李文德大學畢業一年多，一直找不到工作。有一天在路上碰到一個以前的

同學。這個同學在補習班教英文，他願意去跟老闆說，讓李文德也到他們的補習

班工作。李文德就這樣教起書來了。他很高興不必再跟父母要錢，可以自己賺錢

生活了。因為他的教法不錯，很受學生歡迎，課越來越多。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

除了吃飯、睡覺以外，連生病都不休息。錢雖然越賺越多，可是身體越來越壞，

後來就病倒了。看醫生，把賺來的錢都用光了還不夠。李文德現在才明白，健康

比什麼都重要，以後不敢再這樣：只知道賺錢，不管身體了。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3》，2008：223） 

練習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希望學習者可以正確地知道「可」在

句中的位置（主語後，謂語前），如下例（221）。第二部分為完成對話，教材提

供了回答時所需要有的實詞（如例（222）的「麻煩」），學習者不需要了解「可」

反預期的語用功能也可以正確填答，但是句末要不要加「了」才是這部分練習

的重點。教材中舉的例子是需要加「了」的，但練習題中，有的不需要加「了」，

如下例（223）。這樣一來，便模糊了練習的焦點，筆者認為不甚妥當。而且這

樣填空似的練習，學習者之學習成效也可能不大。第三部分，教材提供一段故

事，見例（224）。例（224）中，這一段故事請老師先念一次，學生聽完以後，

老師再分句或分段再念一次，讓學生用「可」說出自己的看法。此外，也要求

教材中提供「可」的四種用法，每種都應使用到。但是筆者以為，這樣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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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夠明確，不僅老師可能不能理解，學習者更是無所適從，這樣一來，就難確

保學習者的學習成效了。 

三、《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中，沒有正式介紹副詞「可」，但是

在語法點練習中的例句，出現了三次，分別於第五課〈我愛紅娘〉、第十課〈女

強人〉、第十三課〈台灣的族群與語言〉的語法點練習出現，如例（225）~（227）。 

（225）他的收入很高，至於為什麼到現在還欠債，我可就不知道了。 

       His income is quite high; I have no idea as to the reason why he is still in debt.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92） 

（226）想吃什麼就儘管拿，你可千萬別客氣。 

       Make yourself at home and eat what you’d like.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209） 

（227）這不過是件小事，你可別把問題複雜化了。 

       This is not a serious problem; don’t make it more complicated. 

                                 （《今日台灣：中級漢語課程》，2004：270） 

以上三例，分別在語法點「至於」、「儘管」、「–化」出現，重點都不在副詞「可」。

然而，例句中都出現了「可」，但未加以解釋，相應的英文翻譯也無法相對應，

需要華語教師進一步解釋，學生才易理解。 

四、《華語文綜合讀本第二冊》 

根據編者，這套教材主要適用於中上程度的外籍學生與華僑子弟，學習者

一般會話與白話文閱讀能力已有相當基礎。在教材的第十七課〈七情六欲─雨

過天青〉，主要練習「這下可好了」這個句子，並提供定式如：「這下可好了+CI」、

「CI+這下可好了」。課文會話部分節錄如（228），句構分析部分，說明請見（229），

例句請看（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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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艾蓮：糟了！我忘了我在煮咖啡。 

       狄力：一股臭味，聞起來好噁心。 

       艾蓮：哦，燒乾了，我看到亮亮的黑色結晶。 

       狄力：心不在焉，這下可好了。 

       艾蓮：大不了（了不起）我重新燒一壺。 

                             （《華語文綜合讀本第二冊》，1998：132） 

（229）這下可好了：（IE/Colloquial
77） 

       預想不好的情況終於發生時，所用的習慣口語。 

       Then it happened after all so how do you handle it? 

                                 （《華語文綜合讀本第二冊》，1998：144） 

（230）甲：真的打翻了。 

       乙：這下可好了，不聽我的勸告，怎麼樣。 

                                 （《華語文綜合讀本第二冊》，1998：144） 

（231）甲：我把鑰匙留在屋子裡了。 

       乙：糟了！這下可好了，我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 

                                 （《華語文綜合讀本第二冊》，1998：144） 

除了練習「這下可好了」之外，教材也在該句的說明之下提供了相似用法的

例句，如：「這下可慘了」、「這下可糟了」、「這樣一來可不好了」、「這樣一來看你怎

麼辦」、「這可怎麼辦」（《華語文綜合讀本第二冊》，1998：144）。教材如果還有

這些例句的呈現，筆者認為還是有必要在教材中說明副詞「可」的相關用法。 

總而言之，目前台灣通行的教材，缺乏副詞「可」的篇章與語用說明，《新

版實用視聽華語 3》所說的「強調」用法，跟本研究研究結果不符。《華語文綜

合讀本第二冊》以習慣用語的說法介紹了「這下可好了」的語用反預期功能，儘

管教材的呈現方式還有改善的空間，但算是比較切中副詞「可」的語用核心功

能了。 

                                                      
77

IE=Idiomatic Expression，即習慣用語∕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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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可」的教學排序與設計 

此部分將就第四章的研究成果及前面對教材的檢視，筆者將為副詞「可」

安排教學排序，以此排序下，設計可以實際實行的教案，供華語教師參考。 

針對台灣通行教材 TOCFL 華語詞彙通78中的斷詞系統，將副詞「可」定位

於進階級（L）及高階級（S）詞彙。筆者依此，亦將副詞「可」安排於以英語

為母語的中級以上的學習者。李海霞（2012）發現，已經進入中高級的學習者，

儘管學過副詞「可」的相關用法，但是還是很少能自如的使用副詞「可」。 

筆者認為，「可」的教學排序應從陳述性知識的說明到程序性知識的練習，

即先告知學生副詞「可」的出現表示事實的發生不符合說者、聽者或社會常態

的預期。之後，老師可以引導學生進行練習，或學生自行練習。    

鄧守信（2009：153）認為所謂「語法點」就是「只要是對第二語言學習者

而言需要說明、解釋的語言成分或語言現象，都是語法點的範圍。」並認為可

以從「話義」這一方面79來對語法點進行分類。所謂「話義」是說者和聽者間交

談的互動義，「通常跟情態（modality）的用法有關，也就是說者透過這個語言

成分，表達他對事件的看法或評價。」其中副詞，在教材中不能只是解釋語義，

第二語言學習者因為缺乏語感，很難正確運用於話語中（鄧守信，2009：156）。

為了幫助學習者培養語感，筆者於本節進行教學的排序與設計。 

一、排序原則 

在進行教學排序之前，筆者採用較客觀的方式，為不同層面（概念、篇章、

人際層面）的副詞「可」進行排序。鄧守信（2009）融合第二語言習得領域各

家的說法，定出對外漢語教學語法難易度評定及排序依據，語法點排序的標準

簡述如下： 

                                                      
78是由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共同研發的華語線上學習工具。

TOCFL將語言水平一共分為六級：（1）入門級 、（2）基礎級、（3）進階級、（4）高階級、（5）

流利級、（6）精通級。 
79除了「話義」這一方面以外，鄧守信（2009：154）認為還可從「語言的結構」、「語義」來

為語法點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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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頻率（frequency count）：包括字頻、詞頻、結構頻率。頻率越高者應

該越先教。 

二、語法點難易度（syntactic difficultness）：包括結構複雜度、語義複雜度、

跨語言差距、是否有話義等等。 

三、結構間的依存性（structure-dependent sequencing）：有些語法結構涵蓋

了另一語法結構，包孕在大結構之內的小結構先教。如教「一……就……」的

句式之前，需先教副詞「就」。 

本研究主要討論出現頻率及難易度兩項，雖然副詞「可」有時與其他關聯

詞語（如：「不」、「是」、「真」、「就」等）搭配，但從目前教材的呈現來看，可

以和副詞「可」搭配的詞語，其教學順序都優先於副詞「可」之教學，因此與

其他關聯詞語之搭配不影響副詞「可」之排序。 

（一）排序原則一：頻率 

以下討論，筆者把語義層面表疑問的「可」稱為「可 1」，語用層面表示反

預期功能的「可」稱為「可 2」，表示反詰用法的稱為「可 3」，篇章層面表示對

比功能的「可」稱為「可 4」。以筆者所蒐集的 760 筆語料為基礎，出現頻率比

例如下表五-3： 

表五-3：不同層面副詞「可」之出現頻率 

 可 1 可 2 可 3 可 4 

語言層面 語義 語用 語用 篇章 

語法功能 疑問 反預期 反詰 對比 

語料比例 0.7% 99.3% 1.3% 99.3% 

教學排序 3
80

 1 3 1 

以頻率為基準，副詞「可」的教學先後順序應為：「可 4」（99.3%）＝「可

2」（99.3%）「可 3」（1.3%）＝「可 1」（0.7%）。 

                                                      
80筆者認為「可 1」、「可 3」的出現頻率比例都極低，之間的差距也相當低，故教學排序排為

同一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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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排序原則二：難易度 

鄧守信（2009）提出評定語法點難易度的五大原則如下（鄧守信，2009：

303-308）： 

原則一：結構越複雜，困難度越高。 

原則二：語義越複雜，困難度越高。 

原則三：跨語言差距越大，困難度越高。 

原則四：越不易類化者，困難度越高。 

原則五：語用功能越強，困難度越高。 

筆者以上述五個原則中的原則一、原則三及原則五作為判斷準則，原則二、

原則四對於安排副詞「可」之教學排序功用較小，較看不出不同層面的明顯區

別。以下就三項原則，排列出不同層面副詞「可」（概念層面的疑問「可」、人

際層面的反詰「可」與反預期「可」、篇章層面的對比「可」）的教學順序。 

A. 結構複雜度 

以結構複雜度而言，筆者從蒐集到的語料中，整理出不同層面副詞「可」

之搭配限制，如表五-4。 

表五-4：不同層面副詞「可」之搭配限制 

語法點 搭配限制 

可（疑問） 可……（嗎）？ 

可（反詰） 可+（不）……（嗎∕呢）？ 

可（反預期） 可+（不∕別∕是∕得∕要 1）…… 

可（對比） 可+（就∕倒∕不∕別∕真）…… 

人際層面的反詰「可」結構最為複雜，不僅要考慮其後是否有副詞成分，

也得考慮句末的疑問詞。其次是人際層面的反詰「可」與反預期「可」，需考慮

其是否有副詞成分，如果副詞成分，要選用哪項副詞成分。比較容易的是概念

層面的疑問「可」，只需考慮句末是否加上疑問詞。由此可推知，依據結構複雜

度，副詞「可」的教學先後順序應為：「可 1」「可 2」＝「可 4」「可 3」。 

B. 跨語言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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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跨語言差距的方面來說，Prator（1967）為跨語言難易度訂出等級，其等

級模式由易至難依序分成零級到五級。 

零級：兩語言中具備相同成分，學習者在學習過程可以產生正遷移，不會

產生困難。如：英語與華語的「動詞+賓語」的詞序。 

一級：在第一語言中不同的兩個項目，在第二語言中合而為一。學習者可

以忽略在第一語言中為分開的兩個項目，慢慢習慣在第二語言中合併後的項目。

如：英語中第三人稱代詞有 he 和 she，但是在華語中皆讀為 tā。 

二級：第一語言中存在的語言項目，在第二語言中卻不存在，學習者必須

避免使用。如：英語語音有[θ]，華語沒有。 

三級：在第一語言中的語言項目，在第二語言雖有相應的項目，但是論形

式、分布、使用卻有差異，學習者必須把它作為目的語的新項目，重新習得。

如：華語、英語皆有被動句，但是華語中的被動句大多為無標記的被動句，少

數有由「被」、「讓」、「叫」等有標記的表示被動義。 

四級：第二語言中的某個項目在第一語言中無相對應的項目，學習者在習

得這些新項目時，會產生阻礙性干擾。如：華語的把字句。 

五級：第一語言中的語言項目在第二語言中分成兩個或兩個以上的項目，

學習者需要克服使用第一語言的習慣，逐項加以區別。如英語的 visit 可對譯成

華語的「參觀」、「訪問」、「探望」。 

人際層面反預期「可」與篇章層面的對比「可」，在英語中可以對應為

「however」、「but」、「actually」、「in fact」，相當於 Prator（1967）跨語言難易度

的三級。至於概念層面的疑問「可」、人際層面反詰「可」則屬於四級，第二語

言中的「可」在英語中無相對應的項目。由此可推知，依據跨語言差距，副詞

「可」的教學先後順序應為：「可 4」＝「可 2」「可 1」＝「可 3」。 

C. 語用功能 

以語用功能而言，人際層面的「可（反預期）」、「可（反詰）」，相對於非人

際層面的「可（疑問）」、「可（對比）」自然是比較困難的。以語用功能為依據，

副詞「可」的教學先後順序應為：「可 1」＝「可 4」「可 2」＝「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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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項判斷標準：結構複雜度、跨語言差距、語用功能，得出語法點副詞

「可」本身的難易度如下表五-5。 

表五-5：語法點副詞「可」的難易度教學排序 

判斷標準 先後順序 

結構複雜度 「可 1」「可 2」＝「可 4」「可 3」 

跨語言差距 「可 4」＝「可 2」「可 1」＝「可 3」 

語用功能 「可 1」＝「可 4」「可 2」＝「可 3」 

綜合上述三項判斷語法點副詞「可」的難易度標準，筆者將各項評定結果，

加以彙整，得出結果為：「可 4」「可 1」「可 2」「可 3」，如表五-6： 

表五-6：語法點副詞「可」的難易度總排序表 

 可 1 可 2 可 3 可 4 

結構複雜度 1 2 4 2 

跨語言差距 3 1 3 1 

語用功能 1 3 3 1 

積分 5 6 10 4 

排序 2 3 4 1 

綜合頻率與難易度兩項評定原則，可以得出語法點副詞「可」的教學總排

序：「可 4」「可 2」「可 1」「可 3」，如下表五-7： 

表五-7：語法點副詞「可」的教學順序總排序表 

 可 1 可 2 可 3 可 4 

頻率 3 1 3 1 

難易度 2 3 4 1 

積分 5 4 7 2 

排序 3 2 4 1 

「可 4」與「可 2」實際上可以進一步合併成一個教學階段，原因是「可 2」

的反預期功能，亦需要透過的上下文的對比焦點而呈現出來。是故「可 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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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的反預期和對比焦點乃是一體兩面81，故本研究的教學排序為「可 4」∕「可

2」「可 1」「可 3」三個階段。以此結果，以下將依照鄧守信（2009）教

學語法的排序性和累進性的原則，排出以下累進性的教學階段，以供華語為第

二語言的教師參考。 

二、教學排序 

按之前的討論，副詞「可」的教學排序應為：「可（對比）」、「可（反預期）」

「可（疑問）」「可（反詰）」，以下將對此排序進行說明。 

（一）階段一：「可 4」∕「可 2」 

從副詞「可」的承前逆接的銜接功能及對比功能切入，再介紹副詞「可」

多為句內層次的範距，其次為跨句。另外，副詞「可」出現時多為「已知新

知」的信息結構分布，其次為「新知新知」的結構。最後，介紹副詞「可」

與其他副詞共現的篇章功能。 

1.要說服他可不容易。 

2.你再不努力一點，我可就不幫你了。 

副詞「可」的使用代表了一定的呈現了說者意圖，不管是說者投入還是抽

離的功能。接著，介紹副詞「可」與其他情態詞共現的情況，最多與義務情態

詞搭配，表示警告、提醒、規定或禁止，其次為認知情態詞，表示其後的判斷

為真。最後，比較副詞「可」與副詞「倒」兩者在語用上的異同。相同的都具

有反個人、非常態的內心預期功能，不同的是語言環境，副詞「可」表示說者

確定的推論，而「倒」表示說者不是很篤定的推論。 

3.我可是天才！ 

4.你可別忘了來看比賽。 

（二）階段二：「可 1」 

介紹現代漢語副詞「可」表疑問的語義，並區分副詞「可」的語義及語用

                                                      

81感謝論文口試委員曹逢甫教授和指導教授陳俊光老師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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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層面，即當漢語副詞「可」與表疑問的詞語共用時，此時的副詞「可」已進

入語用層面的「可」。 

5.你可想過？ 

6.你可曾看過他？ 

（三）階段三：「可 3」 

反詰乃是以疑問句式表現肯定語義的語用功能。 

7.可不是？ 

8.他可算得上什麼天才呢？ 

三、教學設計 

針對教材中對現代漢語副詞「可」的說明部分，筆者認為應該精簡地呈現，

即應切中現代漢語副詞「可」最核心的功能：反預期。筆者依據鄧守信（2009：

163-164）的用法描述架構（function、structure、usage），建議「可」在教材中

的可能呈現如下：  

1.Function 

By using the adverb 可, the speaker intends to present a counter-expectation 

statement as well as personal emotional stance. Such use of 可 is similar to “in 

fact/actually” in English. For example, in the dialogue 「A：太好了，妳可以去

考試。B：我可不想考試。」The speaker assumes that the hearer/addressee is happy 

to take an exam, but the hearer/addresse thinks otherwise, and uses 可 to present a 

counter-expectation statement  

2.Structure 

a.可 only follows the subject, e.g. 他可是非常有名的老師。 

b.In “可 X”, X can present either a positive or negative emotional stance, e.g. 

妳可別去。∕他可真聰明。 

3.U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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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ialogues, 可 is used as a reminder or warning to something that the 

hearer/addressee may have overlooked. It is often used together with 不, 別, 沒 etc. 

For example,「你去，我可不去」can be uttered to express the speaker’s true 

intention of not going, which counters the hearer’s/addressee’s false assumption; 

可 here is used as a counter-expecation marker. 

於此，筆者試圖將副詞「可」陳述性知識的說明呈現為程序性知識的練習。

筆者根據《對外漢語語言點教學 150 例》（2009），將教學過程分成三大步驟：

語言點導入、操練及開放式活動。語言點的導入主要以問答式導入，因為語言

就是一種溝通行為，希望可以以有意義的內容導入。第二步驟為操練，包括句

子轉換、完成句子、回答問題、對話式問答、完成對話等形式。第三步驟為開

放式活動，可以是角色扮演、小組討論、辯論等方式。以下，筆者將學習者設

定為明德暑校三年級（中級語言水平）的學生，針對本研究教學排序第一階段

副詞「可」的反預期功能，及篇章的對比功能，作教學內容的安排。 

（一）步驟一：語言點導入（板書：「（Sentence），S+可+V。」） 

      老師：很多佛州人想到台灣買房子，在台灣養老。對嗎？ 

  學生：對。 

  老師：為什麼？ 

  學生：因為天氣很像，台灣也很方便，而且我覺得房子應該比較便宜。 

  老師：台北的房子不便宜，比佛州的房子貴得多。台灣的房子便宜嗎？    

       （老師指著黑板上的定式） 

  學生：台灣的房子可不便宜。∕台灣的房子可比佛州的房子貴得多。 

（二）步驟二：操練─句子轉換   

  1.這本書沒有你想的重。這本書可不重82。 

  2.我們雖然是雙胞胎，但是其實我跟姐姐是很不一樣的人。 

  我們雖然是雙胞胎，但是我跟姐姐可是很不一樣的人。 

 

                                                      
82底線部分為學生應填答的部分，文字部分則為筆者預想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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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你覺得她愛你，實際上，她一點都不愛你。 

    你不要覺得她愛你，她可一點都不愛你。 

（三）步驟三：操練─完成對話 

  1.A：我很喜歡吃速食，所以每天都吃。 

    B：你可別吃太多速食，這樣對身體非常不好。 

      2.A：我覺得她應該會參加你的晚會，因為她明天晚上有空。 

    B：那可不一定∕我可不這麼覺得，我剛剛跟她吵架了。 

  3.A：她是誰？為什麼飛飛看到她那麼高興？ 

    B：你不知道她是誰？她可是飛飛最好的朋友。 

  4. A：他可真聰明，才一下子就把這麼難的問題解決了。 

 B：可不是嗎？再難的問題他都可以解決。    

  5.A：現在幾點了？ 

    B：現在已經七點五十分了，你可得快一點，你快遲到了。 

  6.A：到台灣以後，對台灣的想法有什麼改變？ 

    B：我以為台灣的食物很難吃，但是台灣的食物可真棒。 

（四）步驟四：開放式活動─角色扮演 

  請學生兩人一組，扮演情侶、朋友或家人之間發生爭執83。 

在步驟一的語言點導入中，主要導入的重點為「可」的篇章對比及語用反

預期功能。步驟二、三則帶入「可」的篇章對比，及反預期、反詰、說者投入

∕抽離，與情態詞的搭配等功能。最後步驟四，教師可依學習者的輸出為基礎，

加入副詞「可」與「倒」的對比，或者更進一步的反詰功能練習。筆者的教學

設計、安排，在實際教學時，需有更細膩的過度或鋪墊，這些細節還需要教師

                                                      
83參考句子：「我是你的男朋友，我可不是你的僕人。」、「你自己去吧，我可不想去。」、「我

可沒這麼說過。」、「我可不這麼認為。」、「我可沒偷看那個女生。」、「我倒不覺得她比妳漂

亮。」、「我可沒罵妳。」、「我可不想幫你出錢買那麼貴的洋裝。」、「這件事可不是你說的那

樣。」、「你欠的債可多了。」、「你花的錢可多了」、「你可別離開我。」、「這些日子你可有多

少改進？」、「你再說，我可就要生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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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不同學生、不同性質的課程再作更仔細的計畫。 

第三節 小結 

本章以台灣現有之通行教材為基礎，分析四本教材的優點及尚待改進之處，

再配合本研究之研究成果，針對中級以上的英語母語學習者，作了相適應的教

學安排與設計，依據「可 4」∕「可 2」「可 1」「可 3」，期望能由淺至深的

把副詞「可」的語法，較完整地介紹給學習者，也給第一線的華語教師一些實質

上的參考與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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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基於前五章的分析與結果，本章分為兩節進行討論。第一節為研究總結，

第二節說明本研究之研究限制以及未來展望。 

第一節 研究總結 

本文於第一章中提出的四項研究問題如下： 

（一）副詞「可」的篇章功能為何？副詞「可」與其他副詞共現時，篇章

功能的互動如何？ 

（二）副詞「可」的語用功能為何？  

（三）副詞「可」的語義與篇章、語用功能如何聯繫？ 

（四）融合語義、篇章、語用三層面，如何將研究結果進一步實際應用在

教學上？ 

筆者從語料中，釐清了現代漢語副詞「可」只剩下疑問的語義，副詞「可」

在現代漢語中，篇章功能與語用功能是相對使用頻率較高的兩層面。針對第一

個問題，在篇章層面，副詞「可」作為承前逆接的銜接手段，多位於句內的範

距層次，且較常出現在「已知新知」的信息結構中。另外，「可」常可以與其

他副詞（如：「不」、「是」、「真」、「就」等）共現，或者功能相容，或者各司其

職。副詞「可」表現為對比的篇章功能，「可」前成分為該句或該語段的對比焦

點。 

關於第二個問題，在語用層面，「可」可以引導聽者往命題或事件的發生不

符合說者、聽者或社會常態的預期方向去推理，是故，副詞「可」也表示一定

的說者情感，至於是抽離還是投入則須依語境來決定。另外，「可」其後可與情

態詞共現。副詞「可」最常與義務情態詞共現，表示警告、提醒或規定、禁止。

最後，把副詞「可」與副詞「倒」的語用功能相比較，相同的是，兩者皆呈現

了一定比例的反個人內心預期的功能，不同的是，副詞「可」表示說者確定的

推論，而「倒」表示說者不確定的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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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第三個問題，在語義方面，現代漢語「可」為純表疑問的疑問副詞，

進而與語用層面產生聯繫。在語用方面，從疑問語義進一步延伸為語用的反詰

用法，作為情態副詞的引導碼「可」除了可以表示「反詰」外，還可以表示「反

預期」，兩功能皆與篇章層面上的「對比」功能進行聯繫。 

針對最後一個問題，在教學方面，融合語義、篇章、語用三層面的研究成

果，加上對台灣現有的通行教材分析，依據教學語法的排序性原則，設計了與

中級以上英語母語學習者相適應的累進性教學順序與課程安排，期望能給予第

一線的華語教師一些實質上的幫助。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展望 

首先，台灣與大陸交流日益頻繁，雖然本研究之研究內容以台灣為主，但

是仍然避免不了大陸語言的影響。其次，書面語和口語的語料數量不平衡，也

是可以改善的空間。再者，本研究尚未探討可與句末助詞、語氣詞（如：「了」、

「啦」、「呢」等）的搭配，未來可以進行後續的研究。最後，可針對教學設計

作進一步做實際教學，以得知教學設計部分的恰當性。亦可先針對學生作學習

難點測試，可以幫助教學設計的適切性。 

本研究只針對台灣地區進行研究，期待未來能對兩岸語言現象進行進一步

的對照。筆者私下詢問台灣地區的華語母語者，覺得說起「『可』+SV+了∕呢

∕啦」這樣的句子（如：「台灣的天氣可熱了」），會覺得彆扭，這也值得進一步

驗證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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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部分語料） 

● 聯合知識庫 

1. 「親」劇劇情進入高潮，天心、李銘順互尬演技「火藥味」愈來愈濃，兩人演到

激動處眼淚源源不絕，李銘順笑著說：「因為天心給我很多回饋，眼淚才可以一直

掉，我把 2 天的眼淚都擠出來了。」天心笑說：「那以後如果有呼巴掌的戲，我可

要打真的喔。」李銘順毫不猶豫答應。 

2. 颱風天懶得出門，外送服務需求跟著大增，這可苦了外送員。壽險業者表示，工

作風險較高的上班族，可透過投保意外險，加強保險防護網。 

3. 爺爺奶奶最大興趣是登高望遠、漫步山間享受森林浴；爸爸媽媽想著優閒度假、

運河上划槳泛舟好不愜意；弟弟妹妹蹲在地上，心思早已隨著招潮蟹、彈塗魚神

遊而去……可別以為只有花大錢出國才能得到如此快樂旅程，10 月 5 日跟著 La 

new 用腳愛台灣的腳步，新北微風運河走一圈，山水河相逢，玩什麼都有！ 

4. 雖然是農曆鬼月，但年輕人可「沒在怕」，台灣科學教育館昨天舉行第一屆「科學

玩意節」，其中真人密室逃脫遊戲，玩家要在地下實驗室，50 分鐘內解出 12 道科

學問題，才能逃過活屍團追殺。 

5. 書中也提出許多對農業的反思。例如，因為全球化帶來的便捷，現代人很容易在

超市貨架買到各國食材，有些還遠渡重洋，坐飛機、輪船來到台灣，更因蔬果處

理儲存技術的進步，讓這些採收已久的食材看起來一樣新鮮，讓人垂涎三尺。但

當許多都市人要吃日本蘋果、紐西蘭奇異果、美國杏桃，一點都不困難時，可曾

想過，要吃一口當季的食物、要吃到季節的美味，其實早已不是那麼容易。 

6. 2001 年，也就是 12 年前，第一屆「世界廁所高峰會」在新加坡舉行，同一年，

成立「世界廁所組織」（World Toilet Organization，WTO）成立。這個組織可不自

卑，因為它的簡稱 WTO，與「世界貿易（Trade）組織，WTO」的簡稱相同。 

7. 女廁則有可能遇到一種狀況。女孩上廁所，常結伴而行，當女生甲和女生乙在不

同間廁所時，有時會你一句我一句的聊天，此時萬千萬要提醒自己，勿在廁所說

「女生丙」壞話，說不定，「女生丙」剛好就在另間廁所裡，那可就尷尬了。 

8. 「不用，我可以的。」我說。人行道上有一大堆學生在那裡晃來晃去，我可不要

讓他們看到我上七年級的第一天還要媽咪帶我走進教室裡。 

9. 蝸牛動作遲鈍，輕易手到擒來，但小粉蝶會飛，我可不會飛，昆蟲夾完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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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備有長桿網子，但就算捕到小粉蝶，我也不敢碰，標準都市佬的我，從無古書

或國畫裡「輕羅小扇撲蝶螢」的小女兒情趣，童年時，只曾有被蝴蝶咬鼻子（天

知道那隻怪蝶啥毛病，不吃花倒吃我？）的恐怖經驗。 

10. 這次比賽本來報名 60 多人，但只來了一半，市長黃定和說，因為跟亞洲賽撞期，

暑假假日雪隧易塞車，加上外縣市大雨，選手以為宜蘭也在下雨才沒來，他提醒

大家「飆車只能飆搖控車，在真實世界，可不要飆車喔！」 

11. 針對林書豪這些話，今天雅虎運動專欄作家發表一篇文章，「哈沃德喜歡打擋拆？

這對他可是新鮮事！」這篇文章於今天上午一直置於雅虎運動 NBA 新聞頭條，

放上林書豪訪問大陸的照片，並說林書豪「錯誤解讀」哈沃德這個人。 

12. 她說，當年因為薪水少所以她拚命「撈本」，所謂的撈本可不是濫用公司資源，而

是拚命學習，別人做不來或是不想做的事，就算跟她沒關係，她都樂於出手幫忙

且不求回報，這為她帶來好人緣，並且迅速提升自己的能力。 

13. 梁珈綺是眾人的開心果，不過做起事情可是絕不馬虎。她說，自家是手工藝品店，

所以從小就接觸木工，也會自己做玩具，一直都想把自己的想法化為實際，參加

活動化理論為現實，因此除海端國小樹屋，她另外參加富山國小的涼亭建築。 

14. 台灣電子業幫人打工做代工，靠降低成本、規模經濟，已走到了毛利率「毛三毛

四」的極點。台灣，只有 2300 萬人口，沒有發展內需自有品牌至少 5000 萬人口

的基本門檻，多年來發展代工，自然沒有發展行銷、品牌人才。但現在，進入網

路時代，市場可不限於本土，台灣電子業挾其研發、製造優勢，台灣許多廠商嚐

試從代工跨出向自由品牌。代工、品牌兩條不同的路 ，意見更是分歧，但就如美

國的詩句：「在兩條木麻黃的分叉點上，我選擇人煙稀少的那一條，因此，我的風

景而有了不同。」誰的在新興產業路上，搶下新局？各界拭目以待。 

15. 提及「球王」的無麩質飲食，納達爾可是一點不認同，沒有必要讓大家都去學習，

「在一天裡，所有小事都能幫助你，我老生常談的理論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快樂

就好，以全新的心態去享受你所做的事。」 

16. 之後，住在偏遠鄉間的南靖土樓民宿，狹窄的空間、潮濕的浴室，房間就在走道

旁，人來人往，聲息可聞，甚至有團員興奮得聊天聊到夜裡十一點多，旁人被吵

得睡不著，我可樂了，好像有人陪伴，這一覺只醒過一回。 

17. 「以前夢想 55 歲退休，到處去玩，但現在要多做一點公益，退休延後了！」許德

安說，以前當兵時，與同袍決定，等自己 55 歲，孩子長大，工作自立了，就要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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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但現在早過了 55 歲，可要再賺點錢，幫助多點人，退休？再說吧！ 

18. 「依颱風行進情況來看，東海岸首當其衝，已請當地學校特別注意風雨。」教育

處表示，開學雖然重要，但學生以及教師們的安危更重要，「少上 1 天課可以設法

補回來，但少了 1 個人可是永遠都補不回來」，所以希望各校要掌握學生情況，適

時彈性調整。 

19. 人人都知道運動的重要性，但要如何維持，可是門大學問。外交部拉丁美洲及加

勒比海司司長吳進木笑著說，只要營造一個舒適的環境、找到一個能一起進行的

人，運動的習慣「想戒都戒不掉！」 

20. 經過一個用心雕琢、以繁富為美的秋季系列，吳季剛(Jason Wu)的春裝系列在紐

約時裝周第二天登場，改走輕鬆風格，輕盈、流動，ease 至上。他可不是貪輕鬆，

因為輕鬆並不比繁富容易。 

● 中研院中文詞彙速描系統 

1. 以前，我們的世界是多麼美好，青山綠水，一片原野，風吹拂在我身上，似乎感到

有一股花香撲鼻而來，那股涼意，代表我們的世界多麼有朝氣呀！你可知道嗎？現

在，遍地不再是青草，而是一堆堆又臭又噁心的垃圾。 

2. 微風徐徐吹來，花兒朵朵可愛，令人心情想不好也難。這一玩，就玩到快傍晚才準

備回家。這次我可沒那麼呆了，我事先找了一根特別粗的大木棒，準備棒打惡犬，

給那些臭狗一個教訓。喲！真巧，又讓我遇到了。 

3. 電扇大聲罵道：你雖然強冷，但也不是十全十美，一定有什麼缺點，所以請你以後

批評別人的時候，先想想自己好嗎？旁邊的矮電扇也過來說：你的缺點可嚴重了，

不但耗電量非常大，而且常常滴水。這還不算什麼，倒是你那強冷的冷媒，破壞了

大氣層，害人類受到紫外線的照射，得了皮膚癌而死，想想你這最大的缺點！ 

4. 比賽開始，槍響後，兔子和烏龜各自跑開，他們不知跑了幾天幾夜，兔子眼看烏龜

走得又累又喘，而且還差自己一大截，覺得怪無聊的，於是老毛病又犯了，他趁著

烏龜把頭和腳縮進去休息時，回頭把他當飛盤玩，誰知這一丟，可把烏龜甩到終點

去了，哈哈哈哈！這一次又是烏龜勝利了。 

5. 香菸裡，尤其是紙捲菸裡，攙有猛烈的火藥！你相信嗎？這絕不是在故意危言聳聽

喔，那小小的紙捲菸裡，攙有猛烈的火藥，可是千真萬確的事呢！ 

6. 在空氣中溼度過高的地方，如東亞、西歐等，若不在菸草的碎片裡放進極少量的硝

石，就會因菸草過分潮溼，而影響香菸，使它燃燒不良。所以，香菸裡不得不攙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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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硝石，幫助它的燃燒。因此，可別以為大人們吸菸的姿態好神氣，就想模仿。

其實，他們是在不知不覺中吸入了火藥，對身體的健康是有莫大的危害的。 

7. 快點啦！上學快遲到了，你如果再不起床，我就要打下去嘍。弟弟又在賴床了，每

次趕他起床，一定得費十八般武藝，就算你用古人的一哭二鬧三上吊，也未必奏效，

由此可知，一個負責的姊姊，可不是好當的。 

8. 輪到小弟了，他捲起了袖子卻不敢打針。媽媽一直好言相勸，小弟還是不敢打。這

可把媽媽給惹火了，媽媽用很凶的語氣逼他。可是小弟還是不敢打。 

9. 俗語說：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們學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學校的面積雖

小，但建築可是最新穎，是最壯觀，每位到學校參觀的貴賓，一定都會讚不絕口。 

10. 您還告訴我一些小笑話，每次都讓我笑得前俯後仰的，到現在我還記得，只是，只

是我再也笑不出來了。您常常帶我到百貨公司去購物，每次回來都提著大包小包的

東西，裡面可都是我需要的物品。 

11. 這次暑假過得真快樂呀！全家到印尼的峇里島、爪哇島自助旅行二十二天。好帥耶！

在這些日子裡，我可真是大開眼界，皮影戲、慶典、廟宇、繪畫、歌舞，樣樣充滿

民俗風味。 

12. 上了嶺頭直達陽明山公園，沿途比較平緩的就是熔岩臺地，比較陡的就是熔岩斜坡

了。如果早在數十萬年前，走一趟仰德大道，就得要走在熱烘烘的岩漿流上，如同

鐵板燒一般，可會燙傷你的腳呢！ 

13. 可是人體不是機器，不能像機器般立刻作轉換，在從錐狀細胞轉到桿狀細胞的過程

中，至少需要１０１５分的時間，尤其，如果想在黑暗的環境中完全看清楚，可得

經過３０分鐘。相反的，如果從黑暗走到明亮的地方，眼睛可以立刻看見，這是因

為眼睛從特別的系統轉到一般系統，只需要短短的時間即可。 

14. 在花蓮機場下飛機時，就看著靠山邊有著一大片烏雲，偶爾還飄下一兩滴雨點。可

是呢，我往東邊一看，喲！靠太平洋的方向卻又是晴空萬里，花蓮的天氣可真是特

別呀！ 

15. 以重量而言，ＣＢＲ９００ＲＲ的重量是１８５公斤，只比４００ｃｃ的機車重１

０幾公斤，但是馬力卻增加了一倍（一般４００ｃｃ機車的最高馬力是５９匹），

如果是騎慣一般車種的騎士，可能會被它強勁的加速性嚇一跳呢！當然，對於賽車

場上的賽車手來說，它可是難得一見的戰馬喔！ 

16. 地面上的水蒸發，在天空中浮游的小水滴，越積越多後，雲伯伯終於支撐不了，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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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成一滴一滴的水珠，那就是我們所知道的雨。雨的好處可多呢！待我介紹。 

17. 記不清楚誰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他說：「父母親能給子女的最珍貴財產之一，就是

他們之間那分深厚的愛。」可不是嘛！還有什麼能比夫妻用心經營一個「媽媽愛爸

爸，爸爸也愛媽媽」的家，可以帶給子女更多的幸福與快樂呢！ 

18. 但是現在流行的「愚不可及」，和孔子當初的意思已經不一樣了，如果你當著別人

的面說他一句：「你真是愚不可及！」就是在罵他笨得不得了，那可得小心惹來一

頓臭罵，甚至挨一記拳頭喔！ 

19. 這一天，巫婆興奮的站在教堂內，準備取心。教堂大門打開了，第一個…走進來了。

接著大批市民也跟著擁入，將巫婆推出教堂外。這女巫可氣炸了！心，她是取到了，

可是，第一個踏進的竟是隻獅子而不是人！ 

20. 「大胖豬！你怎麼會在這裡？」豪豪一聽聲音就知道是瘦皮猴吉吉。「要你管，我

來運動不行嗎？」「運動？那可是天大的消息，大胖豬會來運動，太不可思議了吧！」 

● 其他網站 

1. 有誰在愛台灣？政府！財團！可別搞錯囉！就是他們讓我們，荷包縮水，導致我們

生活痛苦指數，在這全世界排名前幾名，現在我發現一件大事啦，完全在幫我們省

荷包，是誰呢？XYZ，但他又是誰？跟你我有關嗎？我能肯定，你我都需要他，

不信，你去他網站看看。 

2. 主任請您繳交三未來三年計畫的授課表，格式如附件。請於明天中午寄給五電子檔

可好？ 

3. 她打的人可多囉~還不停轉移焦點，真是可恥！ 

4. 不過，天蠍座男人都蠻有定力的，他誘惑別人很容易，別人想誘惑他可沒那麼容易

呢！ 

5. 一旦他認定了你，就是想要天長地久，你偶爾得讓他吃些小醋（可別太過火，因為

他是會報復的），證明你仍有點魅力，也讓他沒心思搞鬼。 

6. ONE NIGHT IN BEIJING 你可別喝太多酒  不管你愛與不愛 都是歷史的塵埃 

7. 「鬼之切入」可是名不虛傳的！「鬼之切入」再現！！Manu Ginobili 中路突破防

守飛身單手入樽 

8. 糟了，以後可得用力強迫自己遠離信義區>////<   

9. 我的天天天阿！！這下可悲劇了 XDD 去影印店忘記登出臉書  結果慘遭…… 

10. 記住，只要你能笑，就笑吧。這可比藥便宜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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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天蠍男的感情其實很脆弱，只要有一點背叛的苦頭，蠍男就會神經失常，還不一定

是到男女親密朋友之間的背叛，或是跟第三者交往。如果你突然違反承諾，或是跟

他的對頭走得比較近，也或者是沒替他保密，還有跟男生走太近，都會…。甚至，

當著他的面拼命誇獎另一個比他強的人，他雖表面強裝鎮定，內心可是翻攪不已。 

12. 公開場合上看起來都是我男友（天蠍）在讓我，其實啊~天蠍也不是好惹的，私底

下可有原則的很呢！ 

13. 見過不變心的，可沒見過這麼不變心的。你還別說，一旦被天蠍男愛上了，你可就

放一百二十萬個心，要他變心，你可還得下點功夫不可。天蠍座強烈的責任感和非

凡的毅力，使他一旦確立目標就不會輕易改變。對於敢愛敢恨的蠍子來說，一旦變

心那也意味著他對你不再有愛。所以愛上蠍子的姐妹們，好好珍惜這鋼鐵般堅固的

愛吧。 

14. 獅子座在追求期間可是個大謀略家，不太想承受失敗的他們，在每一步行動中可是

試探再試探、推敲再推敲。 

15. 可能連身邊的朋友都看不下去了才會有所動作。但是在一起之後，獅子可是蠻霸道

的，什麼小事最好都要俱細靡遺和他說清楚，否則一但他覺得不被尊重，那副火爆

脾氣可是叫人吃不消哪！ 

16. 您倆正是地王（獅子）鬥天王（蠍子）的格局，或可解釋為陽王（獅子）和陰王（蠍

子）；星座個性和主導性都是最強的，彼此若能惺惺相惜，那威力可是所有星座組

合中最強的。只不過，要小心有隨時爆炸的危險。 

17. 但另外一方面，工作經歷較少的人可能相對的較不容易展現其績效以及能力，因此

在英文履歷表裡要善加使用「successfully」、「effectively」等有衝擊性的形容詞來

強調你對工作的企圖心及熱誠，不過，要注意你的英文用字遣詞要到什麼深度，必

須衡量個人真正的能力。千萬不要為了表現英文能力而硬擠出過於艱澀的文章，不

然到時候面試時若露出馬腳，那可就糗了！冏！ 

18. 老兄，您可混得真好。 

19. 台胞證作為在大陸境內最重要的旅行證件，要是不見了該怎麼辦呢？許多在大陸旅

遊的民眾可能會遭遇扒手或是因為自己一時疏忽而搞丟了台胞證，這時要是沒有儘

快補辦台胞證，可就是件令人驚慌的事了。 

20. 不過，你大可放心的是，獅座女人多半都有良好的工作能力，賺取她所需要的金錢，

整天向你伸手可不是她喜歡過的日子，她可是一點氣都不能受的，就算她花你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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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還得表現出無上光榮的樣子。 

● 口語語料 

1. 陳  怡：你把名字後面是不是還沒有刮清楚。 

寇乃馨：刮開了沒？ 

15  號：喔，還有。 

寇乃馨：天哪，15 號，你這一張可不能不刮完阿。 

2. 蔡康永：可是我可不敢畫趙哥的臉喔。 

陳漢典：喔，真的，那…… 

蔡康永：所以你替他畫吧。 

3. Julie  ：憲哥，還有一個就是說，賣出不能退貨。 

吳宗憲：當然阿。 

陳漢典：當然阿，這可是真的。 

4. 不是萬歲牌，我可是不吃的哦。 

5. 阿祥：前面這個跳得太用力了，害我們江同學的力氣費得非常的大。女生抓穩，幫

忙江同學，抓穩了，跌倒了，這下跌得可慘了。 

6. 說真的啦，我們來到不丹這麼多天，最愛吃的就是這個餐餐都有的起司炒辣椒，阿

聽我們那個導遊索南說啊，不丹人可是把這一道菜當成蔬菜在吃，沒有人在怕辣的

耶。 

7. 來了，來了，幕後花絮的時間又來了，我們在拍攝不丹的羚牛的時候，我們的食尚

玩家團隊可是做了一件很開心的事情喔，大家請看。 

8. 這次來不丹有幾個事情讓我們真的印象很深刻啦，其中有一個就是不丹人的笑容，

尤其是小朋友啊，感覺上這裡的小朋友可是一點都不怕陌生人耶。……小朋友的笑

臉可是徹底的融化了噗嚨共團隊的心。 

9. 標準的薰衣草控可別錯過這裡。 

10. 為了降低機車的意外，交通部打算未來要考機車駕照得先來駕訓班報名上課，才有

考試的資格，只是這個做法可被不少機車族罵翻了。 

11. 廖慧珍：7100 買三公斤值得啦！ 

吳宗憲：各位，但是當事人可不一定把這一台機器就賣給你了，你不要喊得很爽人 

家還不賣呢。 

12. 以金曲高王為首，歌唱團體咻比嘟嘩，小鐘可是團員之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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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櫃子旁邊還有一盆誰也不准碰的開運竹，如果不小心碰到的話，可是會讓鍾欣怡大

發雷霆的呢。 

14. 天氣格外美好，假期格外稀少，童年可不能停格。還好有格上租車，人車合一，服

務，獨樹一格。 

15. （A 把包包放在 B 的行李上）B：這可不是給妳放的。 

16. 可別小看他們，最厲害的舞蹈對決開打啦。 

17. A：某某也不喜歡他。 

B：是嗎？ 

A：不喜歡她的人可多了。 

18. 想再得獎，挑戰可不小。 

19. 讓大家都猜錯的小里，可是百分之百的女生唷。 

20. A：你談過姐弟戀嗎？   

B：我的經驗可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