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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共現詞於多義句末助詞「吧」與「呢」

的語義分析及教學語法 

中文摘要 

關鍵字：多義句末助詞、共現詞、語料庫、計量、教學語法 

本文提出一個兼具質化分析與量化計算的方法，研究現代漢語句末助

詞「吧」與「呢」。以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前期五百萬詞資

料為文本，觀察句末「吧」與「呢」表達的情態意義或語用功能後提出假設：

句末「吧」應區分為表說話者懷疑的「吧 1」、表祈使的「吧 2」與表說話

者自述主觀意向的「吧 3」；句末「呢」應區分為彰顯疑問的「呢 1」、表

事態不尋常而且值得注意的「呢 2」與延續上文而針對主題提問的「呢 3」。 

依上述假設將文本所有含句末「吧」或「呢」的小句分為「吧 1、吧 2、

吧 3、呢 1、呢 2、呢 3」六個電子檔，輸入鄭錦全（2011）編寫的共現詞親

疏計量程式，各以句末助詞為關鍵詞，分別計算小句內共現詞的親疏引得並

排序得出「吧 1、吧 2、吧 3、呢 1、呢 2、呢 3」的高關聯共現詞。分析各組

共現詞的內部語義句法關聯後發現：「吧 1」的共現詞「大概、也許、或許、

應該」等都與認知情態「表說話者懷疑」相關；「吧 2」的共現詞有使役動

詞「請、讓」及動作動詞等，與祈使句相關；「吧 3」的共現詞則常組成「算

了吧、好吧、(就)這樣吧」等構式表達說話者觀點或意向。三類句末「吧」

共現詞的語義特徵各符合其句末助詞的假設定義。「呢 1」的共現詞「為什

麼、怎麼、什麼」等都與非是非疑問相關；「呢 2」的共現詞「還、才、真」

常用於陳述不尋常事態以引起注意；「呢 3的共現詞「那、那麼、萬一」則

用於標記主題提問。三類句末「呢」的共現詞也與其句末助詞的假設語義相

合。句末「吧」與「呢」的多義假設因共現詞分析結果相符而得到支持。 

共現詞分析不僅支持句末「吧」與「呢」的多義假設，也可應用於句

末助詞教學。除了提供具體的語義範疇與句法框架，用於建構句末助詞的教

學語法與教學策略；以關鍵詞搭配共現詞檢索數位語言資源，也能供教師查

詢教學實例或使學習者自修泛讀，體現「針對一詞，廣泛閱讀」的學習理念。 



 

ii 

 



 

iii 

Applying Collocation Analysis on the 
Interpretation and Pedagogical Grammar of the 
Mandarin Polysemic Final Particles BA and NE 

Abstract 
Keywords ：  polysemic final particles, collocation, corpus, computation, 
pedagogical grammar  

 

This thesis analyzes two Mandarin final particles BA（吧）and NE（呢）

with processes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using the 5-million-word 

corpus data of Academ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 The 

research starts with a hypothesis that BA and NE are polysemic and bot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variants in terms of modality or function. The three BA 

variants are the dubitative BA1, the imperative BA2, and the self-declaring BA3 

while the three NE variants, the interrogative NE1, the highlighting NE2, and the 

comment-requesting NE3. To support the hypothesis, proof must be drawn from 

language facts. Hence, clauses attached by a BA or NE are retrieved from the 

corpus and grouped into six files which are run through a computer program 

compiled by Cheng (2011) to rank and list the collocates for each variant of BA 

or NE. With the semantic connections of the collocates analyzed and the 

concordance of senses between the collocates and the final particle variant 

observed, the hypothesis of BA and NE as polysemic particles can be supported.  

To apply the results of the collocation study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he pedagogical grammar of the final particles 

BA and NE can use the collocates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so that each variant of BA and NE is properly learned as a separate final particle 

with specific modality or function. To achieve word-focused extensive reading 

in teaching or leaning final particles, teachers as well as students, can use the 

final particle as the keyword and its collocates as guidance when retrieving 

sentence examples from digital language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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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論 

1 

第一章 導論 
句末助詞，或稱語氣詞，是漢語與其他漢藏語系語言特有的語言成份。

雖然形式簡單：多數是單音節、一般是輕聲，句法分布規律、大多位於句末，

但卻承載多種多樣、不易捉摸的句法、語義、語用功能，向來是母語中無此

功能詞之外國人士的華語學習難點。Prator（1967）曾依外語與學習者母語

間的差異與正、負遷移等概念，將學習外語的難度區分為零至五級六個等

級。句末助詞對於母語中無此語言項目的學習者（如以英語為母語者）而言，

困難度高居第四級（見陳俊光，2007）。尤其是「吧」與「呢」更是如此。

例如以下華語學習者的病句，都因誤用句末助詞造成：「*請把證明給我看

一下，要不然我不相信你在中國郵報有工作吧」、「*你聽得出來那首歌的

高潮在哪裡呢」、「*明天下午你有沒有空幫我嗎」（摘自鄧守信，2006）。

句末助詞「吧」與「呢」之所以複雜難解、不易定義，是因為它們都具有多

義性：共用同一書寫形式，看似同一句末助詞，其實在不同的語境中卻賦予

所附著句子不同的意義或功能。然而詞典、傳統語法書及相關文獻，對句末

助詞「吧」與「呢」各種意義或功能之間的區別解釋仍然不夠明確，因此有

進一步研究與討論的必要。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以往對句末助詞「吧」與「呢」的研究，有的根據作者的個人語感或只

依據少量的自造例句分析（如 Chao, 1968；Alleton, 1981；Li and Thompson, 

1981；胡明揚，1993；陸儉明，1984；邵敬敏，1996）。有的則雖根據小說、

劇本或口語對話等語料為本，但仍不脫主觀分析的本質（如 Lee-Wong, 

1998；齊滬揚，2002；徐晶凝，2003；張小峰，2003；Wu, 2003；Li, 2006；

Lu, 2005）。上述兩類研究方法不是缺乏足量的證據，就是流於主觀的論說，

因此無法完整而客觀地分析句末助詞的意義或功能。為了能完整而客觀地分

析句末助詞「吧」與「呢」的意義或功能，本文藉由語料庫與計量分析的研

究方法，從共現詞推衍出句末助詞「吧」與「呢」的意義或功能，進而應用

此分析結果於「吧」與「呢」的二語教學。 



應用共現詞於多義句末助詞「吧」與「呢」的語義分析及教學語法 

2 

首先，以語料庫中含有句末助詞「吧」與「呢」的批量句子為文本，大

量觀察句子後，假設「吧」與「呢」可依其情態意義或語用功能各區分為三

類，即「吧 1、吧 2、吧 3」及「呢 1、呢 2、呢 3」。其次，將語料庫中所有

句末帶有助詞「吧」與「呢」的句子，就上述假設的多義句末助詞類別進行

分類，各分為「吧 1、吧 2、吧 3」句子與「呢 1、呢 2、呢 3」句子。然後在

同一類的「吧」或「呢」句子中，以句末助詞「吧」或「呢」為關鍵詞，計

算其共現詞的親疏關係並依數據排列成高關聯共現詞候選表。再分別觀察各

類「吧」或「呢」共現詞的內部語義關聯，作為分析「吧」句子與「呢」句

子語義特徵的依據。 

此外，為了客觀驗證「吧」與「呢」的多義性，本文也分別將未經分類

的「吧」與「呢」句子作共現詞的計量與排序，再以未分類的「吧」與「呢」

句子對比主觀分類的三類句子的「吧」與「呢」句子，觀察其共現詞排序結

果的差異，即對比「吧」句子與「吧 1、吧 2、吧 3」句子的高關聯共現詞候

選表，以及比較「呢」句子與「呢 1、呢 2、呢 3」句子的共現詞計量結果。

對照比較分類前後的「吧」與「呢」句子的共現詞差異，一方面可以驗證「吧」

與「呢」分類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說明如果不作分類時，句末「吧」

與「呢」的共現詞將呈現何種樣貌。 

將句末助詞「吧」與「呢」各區分為三類變體之後再作共現詞計量與分

析的研究方法，除了能更完整而客觀地描述所有句末「吧」與「呢」的意義

或功能，也能於二語教學時，將共現詞搭配各類句末「吧」與「呢」以具體

說明各類句末「吧」與「呢」的意義與示範構句，此即應用「吧」與「呢」

的共現詞於語法教學。 

在語音形式上，雖然助詞一般都出現於完整的語調單位（intonation unit）

之後（Tao, 1996），然而基於助詞之前句法單位形式上的差異，本文將「吧」

與「呢」各區分為句中與句末助詞。除了字形相同之外，句中與句末「吧」

與「呢」的語音形式也相近。然而兩者分別位於句末與句中，位置不同，作

用的句法層面也不同。句中「吧」與「呢」常位於詞、詞組或條件小句末尾

等不完整的句法結構之後，句末「吧」與「呢」則無論用於疑問或陳述，通

常位於完整的小句之末。此語助詞的句法之別尤其適用於書寫形式的語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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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因為檢索句末「吧」與「呢」的共現詞時，是以句末助詞之前的小句作

為範圍，而非以關鍵詞的左右若干字數跨距（span）為範圍。句中「吧」與

「呢」因為位於小句之中，在句中助詞之後、小句範圍之內，往往有一標點

符號穿插其中。此標點符號將造成文本檢索時不易判定小句範圍。此外，句

中「吧」與「呢」的意義功能也與句末「吧」與「呢」有所不同（張伯江和

方梅，2005），因此本文特意將句末與句中「吧」與「呢」加以區隔，只探

討其句末形式而暫不討論同形的句中「吧」與「呢」。以下列出的例句，都

包含句中「吧」與「呢」，這類句中助詞是本文暫不收錄與討論的。 

 

(1) 有的商品市場穩定，比如說手錶吧，我們在倫敦就有發貨倉庫。 

(2) 大陸這些畫畫的人吧，嚴格的說，基本功都挺好的。 

(3) 王維林說：你說共產黨不好吧，共產黨可火大了，他們心想，我哪一點不

為國為民，今天要不是我們共產黨撐著，這個國還成一個國家嗎？ 

(4) 我正要跟你商量這件事情。大家的意思呢，是免了。 

(5) 那草原上的天鈴鳥呢，也是唱得更加嬌柔動聽了。  

(6) 社會進步了，交通發達了，而我們這條路呢，卻一直沒有拓寬。以前呢，

一天難得看見一部大卡車。 

 

以下第二、三、四節將回顧詞典、參考語法書及相關文獻對句末助詞「吧」

與「呢」的分析並加以評論。第五節將回顧語料庫語言學應用於漢語的相關

搭配研究。第六節將回顧語言數位典藏於對外華語教學之應用。第七節將回

顧多義詞分析或近義詞辨析等文獻並加以評論。第八節則列舉三篇句末助詞

的搭配研究，作為本文應用共現詞計量於句末助詞分析的借鏡。第九節則為

第一章導論的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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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辭典上的分類與定義 
本節所討論的辭典定義來自兩個來源，一是線上辭典，有一個是教育部

國語推行委員會編纂的《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以下簡稱《國語辭

典 》 ， 網 址 為 ： http://dict.revised.moe.edu.tw/ ； 另 一 個 是 取 自 網 址

http://fawen.cn/hanyu-zidian.html 的《漢語大詞典》。比較兩部線上辭典所列

舉與分類的句末「吧」與「呢」，發現定義間多有重疊，區別也不夠清楚；

分類的類別也不足以涵蓋所有句子，因此都不利學習者理解與套用。另外一

個來源是紙本《現代漢語詞典》（中國社會科學院，2006），其句末「吧」

與「呢」的定義雖然相對較周嚴，仍有分類與定義的問題。以下分別評論。 

 

一、句末「吧」的分類與定義 

兩部線上辭典有關句末「吧」的定義與例句先後說明如下。線上《國語

辭 典 》 的 句 末 「 吧 」 定 義 與 例 句 摘 錄 自 以 下 網 址 ：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A7a&pieceLen=
50&fld=1&cat=&ukey=-895220439&serial=1&recNo=6&op=f&imgFont=1。 

 

表 一-1、線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句末「吧」的定義與例句 

分類 定義 例句 

1 表示商量、請求等語氣 給我吧！ 

2 表示指使 快走吧！ 

3 表示同意 好吧！ 

4 表示推測 明天該不會下雨吧？ 

5 表示感嘆 算了吧！ 

  

《國語辭典》句末「吧」的分類與定義都有問題。五個分類中，只有第

四類的「表示推測」能妥善定義並提供符合定義的適當例句。其餘四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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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類不恰當，有的則定義不正確。第二類句末「吧」的定義「表示指使」

與第一類定義「表示商量、請求等語氣」，其實都屬於祈使句的功能，因此

沒有必要分為兩類。第三類「吧」的定義「表示同意」應來自於「好吧」的

言外功能（illocutionary acts）之一。言外功能是以說某句話即可達成的行為

（an act performed in saying something）（Austin, 1962）。說話者以「好吧」

表示同意。然而，僅以「表示同意」作為「好吧」的功能，甚至以之作為「吧」

的定義並不正確，因為「好吧」的言外功能不僅限於只能「表示同意」。例

如「你明天早一點來，好吧？」，以上「好吧」的言外功能即是「要求確認」

或「與對方商量」；而「好吧，那就只好聽你的吧」中的「好吧」，則是「表

示讓步」。隨著語用因素的變化，「表示同意、要求確認、表示讓步」等都

可以作為「好吧」的言外功能。如果將以上「好吧」適用的各類言外功能都

作為「吧」的定義，那麼句末「吧」的分類將不僅只是「表示同意」而已。 

又如第五類「吧」的例句「算了吧」也不是感嘆。感嘆句是帶有強烈情

感的句子，但不限於何種情感或言外功能。而「算了吧」更確切的說，適用

於表示說話者讓步、決定、勸阻等各種言外功能。因此，僅以「感嘆」不能

說明「吧」句子在「算了吧」代表的意義或功能，更不能作為該類「吧」的

定義。因此《國語辭典》的句末「吧」，不僅分類有問題，定義解釋也不具

涵蓋性。 

再看線上《漢語大詞典》對句末「吧」的定義與例句，於網址：

http://fawen.cn/hanyu-zidian.html 輸入詞條「吧」後，可得到以下檢索結果： 

 

表 一-2、線上《漢語大詞典》句末「吧」的定義與例句 

分類 定義 例句 

1 表示懇求、提議、請求、

命令等語氣 

派六個人不夠吧，我的意見派十個人。 

你說給大家聽聽吧！ 

2 表示同意、認可的語氣 好吧，我一定去。就這樣執行吧！ 

3 表示疑問語氣，帶有揣度

的意味 

他現在贊同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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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弄通了吧？ 

4 表示估量、推測語氣 他自己總該知道吧。 

老王會到這邊來吧。 

 

線上《漢語大詞典》將句末「吧」分為四類，第一類「吧」的定義是「表

示懇求、提議、請求、命令等語氣」。此四項都是祈使句的言外功能，因此

等於把第一類「吧」定義為「用於祈使」。第一類「吧」在分類上沒有問題，

但是兩個例句卻有一個是錯的。第一個例句「派六個人不夠吧」的句末助詞

不是第一類「吧」，因為這個例句不是祈使句。第二個例句「你說給大家聽

聽吧」才是祈使句，句末的「吧」才是第一類「吧」。「派六個人不夠吧」

的「吧」其實表達的是「推測語氣」，應屬於第四類「吧」的定義。 

《漢語大詞典》的第二類「吧」定義為「表示同意、認可的語氣」，與

《國語辭典》中第三類「吧」的定義、例句均相似，上文已對此作過評論，

不再贅述。《漢語大詞典》句末「吧」的第三類定義「表示疑問語氣，帶有

揣度的意味」與第四類定義「表示估量、推測語氣」其實同屬一類，差別只

在於前者預期聽話者回應而後者不預期回應。當說話者提出揣測，又預期聽

話者確認或反駁時，此類「吧」句子即是疑問句。如果說話者只是單純推測，

不預期對方回應，那麼該句子就僅是陳述句，不是疑問句。帶有懷疑語氣的

「吧」句子用作疑問或推測皆可，不過是言外功能不同而已，定義上無須再

作疑問與推測的區分。兩類「吧」句子的共同點在於說話者的不確定態度。

因此，第三與四類「吧」可合併為一類。至於「好吧，我一定去」和「就這

樣執行吧」這類「吧」的定義，將留待第二章再詳細討論。 

由以上討論可知，《國語辭典》與《漢語大詞典》兩部線上辭典對句末

「吧」的分類與定義都不夠完備。學習者如果僅根據這兩部辭典的分類與定

義，想完整理解與有效習得句末「吧」的正確用法殊非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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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句末「呢」的分類與定義 

再比較《國語辭典》與《漢語大詞典》中有關句末「呢」的分類與定義。

線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句末「呢」的定義與例句摘錄自網址：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newDict/dict.sh?cond=%A9O&pieceLen=
50&fld=1&cat=&ukey=-895220439&serial=2&recNo=3&op=f&imgFont=1。 

 

表 一-3、線上《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句末「呢」的定義與例句 

分類 定義 例句 

1 表示疑問的語氣 怎麼辦呢？ 

那狀元夫人又是怎麼件事呢？ 

何以還有人信服他呢？ 

2 表示加強、確定的語氣 撐把傘，外面正下著雨呢！ 

 

《國語辭典》僅將句末「呢」簡單分為兩類，以「疑問」與「加強、確

定」為定義，因為前一類「呢」都位於疑問句末，而後一類「呢」則位於陳

述句末。以句式區別兩類句末「呢」看似可行，但僅以「表示疑問的語氣」

作為涵蓋所有疑問句末「呢」的定義過於籠統。原因有二，一是因為有些用

於疑問的「呢」句子，去除「呢」之後並不影響疑問語氣。例如「怎麼辦呢」

與「怎麼辦」同樣都是疑問句，有無「呢」不影響疑問信息。然而，「他不

去，那你呢」如果去掉「呢」，則不但不成為問句，還造成不合句法的病句。

因此，疑問句末「呢」的複雜性，遠超過《國語辭典》上的簡單分類與定義。

此外，《國語辭典》雖描述了句末「呢」所分布的句式，卻未解釋其意義或

功能。僅以「表示疑問」與「表示加強、確定」作為說明，無助於學習者理

解「呢」的意義或功能，更無法提供「呢」的使用方法與規範。 

再看線上《漢語大詞典》對句末「呢」的定義與例句，於網址： 

http://fawen.cn/hanyu-zidian.html 輸入詞條「呢」後，可得到以下檢索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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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4、線上《漢語大詞典》句末「呢」的定義與例句 

分類 定義 例句 

1 用在疑問句末，表示疑問 你怎麼知道呢？ 

2 用在反問句末，加強反問 這件事誰不知道呢？ 

3 用在陳述句末，表示對事

實的確認或強調 

他們都要求比賽呢。 

4 用在陳述句末，表示動作

或情況正在繼續 

他學習呢。 

 

《漢語大詞典》基本上也是將句末「呢」分為疑問句與陳述句兩類，不

過卻將疑問句末「呢」再細分為「表示疑問」和「加強反問」兩類；也將陳

述句末「呢」也區分為兩類「對事實的確認或強調」與「表示動作或情況正

在繼續」。然而，這樣不必要而過細的分類仍然未能解決分類的問題。 

第一與第二類「呢」的定義「表疑問」和「表反問」其實沒有區別的必

要。反問句是一種間接語言行為，功能上是強烈否定，形式上則仍是疑問句

（張伯江，1996）。真問句或反問句由語用因素決定，兩者形式相近，僅有

少數區別標記，這些標記並不包括句末助詞「呢」。例如將第一類與第二類

「呢」的例句分別去除句末「呢」之後，成為「你怎麼知道」與「這件事誰

不知道」，兩個問句仍然可作疑問句與反問句。此現象顯示「呢」不負載疑

問或反問功能，只是常與疑問句或反問句共現而已。因此，以「表示疑問」

作為「呢」的定義並不恰當，因為「呢」雖不能「表示疑問」，卻可以「加

強疑問」，更突顯原本疑問的意味。而「加強反問」也與「加強疑問」類似，

也是更突顯原本反問的意味，因此無須另外區分為兩類，只要將「加強疑問」

與「加強反問」合為一類，定義為「加強疑問或反問」即可。 

此外，疑問句末的「呢」與是非問句末的助詞「嗎」，兩者之間的互補

分布現象應予說明。《漢語大詞典》僅以「表示疑問」作為第一類「呢」的

定義並不完整，應再說明「呢」與「嗎」的不同：「嗎」只用於是非問句末，

如「你知道嗎」，但是「呢」則與「嗎」互補分布，只用於是非問句以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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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句末尾，如用於特指問句「你去哪裡呢」、選擇問句「你去還是他去呢」

或正反問句「你去不去呢」這三類問句末。 

《漢語大詞典》中，第三類句末「呢」的定義為「表示對事實的確認或

強調」。此定義雖大致符合例句的語氣。因為對比加與不加「呢」的兩個句

子「他們都要求比賽呢」、「他們都要求比賽」，前者命題內容較後者更能

引起聽者注意。第四類句末「呢」的定義「表示動作或情況正在繼續」似與

時貌相關，但是若將此類例句併入第三類句末「呢」定義也不衝突。因為當

問題是「張三在北京做什麼？」時，比較兩個回答「他在學習呢」與「他在

學習」，相形之下，前者較強調所言內容，具有引人注意的作用；後者則語

氣較平淡，僅回答問題，不具引人注意的功能。此外，「他在學習呢」也暗

示說話者認為「張三正在學習」是一個不尋常的事態，因而想要以此內容引

起對方注意。根據以上推論，第四類句末「呢」無需另分一類，只要將其併

入第三類即可。總之，《漢語大詞典》中對句末「呢」的四種分類，有些有

過度分類的問題，如疑問與反問之別；有些卻是應區分而未加區分，如疑問

句末必要與非必要的「呢」。 

紙本《現代漢語詞典》上「吧」與「呢」的定義，雖然比以上兩部線上

辭典周全些，但是因為現今學習者常習於由線上取得資源，因此有必要針對

線上辭典上的「吧」與「呢」定義加以評論缺失。以下將討論紙本《現代漢

語詞典》上的「吧」與「呢」定義，為方便討論，茲將例句合併為一個表。 

 

表 一-5、紙本《現代漢語詞典》「吧」與「呢」的定義與例句 

吧 定義 例句 

1 用在祈使句末，使語氣變得較為舒

緩 

咱們走吧。 

幫幫他吧。 

2 用在陳述句末，使語氣變得不十分

確定 

他是上海人吧。 

你明天能見到他吧。 

3 用在疑問句末，使原來的提問帶有 這座樓是新蓋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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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測、估計的意味 您就是李師傅吧？ 

呢 定義 例句 

1 用在疑問句(特指問、選擇問、正反

問)的末尾，表示疑問的語氣 

這個道理在哪ㄦ呢？ 

你學提琴，還是學鋼琴呢？ 

2 用在陳述句的末尾，表示確認事

實，使對方信服(多含誇張的語氣)

收穫不小呢。 

晚場電影八點才開呢。 

3 用在陳述句的末尾，表示動作或情

況正在繼續 

她在井邊打水呢。 

別走了，外面下著雨呢。 

 

《現代漢語詞典》將句末「吧」與「呢」各分為三類。對句末「吧」與

「呢」的定義雖然較為詳細，如第一類「呢」所附疑問句種類的說明，但在

分類上仍有不周之處。例如「吧」的第二、三類有過度分類的問題。兩類「吧」

的例句，只要互換句末標點符號即可互通，可見並無必要將其分為兩類。「呢」

的第二、三類也有過度分類的問題。理由與《漢語大詞典》的相關批判相似，

不再複述。 

綜合本節的討論，三部辭典都支持句末「吧」與「呢」可以表達多種意

義或功能，因此「吧」與「呢」都是多義詞。然而辭典上對句末「吧」與「呢」

的分類與定義仍然不夠周全，所以都還有再加釐清的必要。 

 

第三節 語法書上的分類與定義 
本文回顧四本較常被語言與教學研究引用的漢語參考語法書，分別是

Chao（1968）、Li and Thompson（1981）、呂叔湘（1999）、與劉月華、

潘文娛、故韡（2001）。為方便比較，以下將四本參考語法書對句末「吧」

與「呢」的定義整理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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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6、四本參考語法書對句末「吧」與「呢」的定義 

 句末「吧」 句末「呢」 

Chao(1968) 1. 勸告性語助詞   

2. 是否式的問話   

1. 某個情況下的問話  

2. 特別側重某一點的問話 

3. 溫和的警告 

4. 繼續的狀況 

5. 等於級的肯定 

6. 發現額外的消息有意思 

Li and Thompson 
(1981) 

徵求同意 說話者對聽話者信仰的反應 

呂叔湘(1999) 1. 用在祈使句末，表示命令、請求、催

促、建議等 
2. 用在問句末，有揣測的語氣 

3. 用在“好、行”等後面，表示同意 

4. 用在“V 就 V”句末，表示「沒關係」、

「不要緊」 

1. 表示疑問， 用於是非問 

  句以外的問句 

2. 指明事實而略帶誇張 

3. 表示持續的狀態   

劉月華等(2001) 緩和語氣 1. 緩和語氣  

2. 表示動作進行  

 

四本參考語法書中，最貫徹「單一語氣義」理念的是 Li and Thompson 

（1981）。他們的分析結果顯示，即使句式不同，句末「吧」與「呢」都各

只有一個語氣義：「吧」表示說話者徵求聽話者的同意（solicit agreement），

「呢」則顯示說話者對聽話者信仰的反應（response to expectation）。 

Li and Thompson（1981）分析句末「吧」所用的情境與例句是：當有人

頻頻敬酒而說話者想求饒時，適合用「我喝半杯吧」，而不用「我喝半杯」，

因為「吧」使句子有徵求聽者同意的作用。Li and Thompson（1981）還以

「他不會做這樣的事」及「他不會做這樣的事吧」兩個句子為例，對比說明

「吧」添加了說話者「徵求聽話者同意」的委婉語氣，也帶有徵求對方同意

自己陳述的功能。但是他們給「吧」的定義「徵求同意」，卻無法涵蓋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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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使句末的「吧」。有些帶有「吧」的祈使句，例如用於命令這類言外行為

時，「你滾吧」的力度雖然較「你滾」弱些，但前者卻不比後者更加委婉，

而且兩者都沒有徵求對方同意的意味。可見所有句末「吧」的意義不能僅以

「徵求同意」普遍涵蓋。 

Li and Thompson（1981）也認為所有的「呢」都表達同一語氣義，「說

話者對聽話者信仰的反應」。帶有「呢」的陳述句與疑問句都是說話者在預

設對方認知的情況下作出的回應，只是回應的方式不同，因而有陳述句或疑

問句末「呢」的分別。例如「他們有三條牛呢」表示說話者認為對方不預期

「他們有三條牛」，因而以此提醒聽者注意。句末的「呢」暗示此回應內容

是與對方預期相反的。他們也提到「呢」句子限於會話中使用，而且不適合

用於會話的起頭，除非說話者對聽話者的想法已有預設。Li and Thompson

（1981）還認為，陳述句末「呢」的分析，也適用於疑問句末的「呢」。因

此，包含以下兩種疑問句末的「呢」，「他要吃什麼呢」與「A: 他明天去

學校/B: 你呢」，都具有「基於對方預期發言」與「不適合用於會話起頭」

兩種特性。然而，事實並非如此。句末帶有「呢」的特指問句，其實可以出

現在篇章或話輪的起始位置。見以下網路搜尋所得的例句。 

 

(7) (http://www.pollster.com.tw)在 2012/2/24 就針對民眾快樂指數相關問題進

行網路民調。首先詢問「你認為你的快樂指數是多少呢？」調查結果顯示

約七成的民眾表示其快樂指數有達到 5 分以上… 

(2012 年 3 月 30 日，取自   

http://www.nownews.com/2012/03/28/327-2798911.htm#ixzz1qaJitMQn) 

(8) 昨日，華西都市報記者第一時間趕赴溫州，專訪溫州市金融辦辦公室主任

張震宇。“為什麼會選擇溫州呢? 因為溫州人天生喜歡投資，如果手上有

兩塊錢，溫州人會向別人再借兩塊去投資。＂張震宇跟記者開起了玩笑。  

(2012 年 3 月 30 日，取自

http://big5.ce.cn/xwzx/gnsz/gdxw/201203/30/t20120330_232025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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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兩個帶有「呢」的問句先後出現在民調與專訪的起始位置，可見 Li and 

Thompson（1981）認為所有「呢」必定不能用於起始位置的分析並不正確。 

以上 Li and Thompson（1981）對句末「吧」與「呢」的定義，都嘗試

擺脫句式的限制，以單一語氣義解釋兩個句末助詞的意義或功能。然而，「徵

求同意」與「說話者對聽話者信仰的反應」這兩個定義，都不能涵蓋解釋所

有句末「吧」與句末「呢」的句子所表達的非單一意義或功能。 

劉月華等（2001）則雖區分疑問句、祈使句與陳述句三種句式以定義

「吧」，但綜合各句式末尾的「吧」所表達的語氣義之後，最終卻仍以「緩

和語氣」作為「吧」的主要作用。對於句末「呢」，劉月華等（2001）也將

之統合定義為「緩和語氣」。果真如此，具有相同作用的「吧」與「呢」這

兩個句末助詞又該如何區分？ 

總之，僅以單一語氣義涵蓋分析「吧」或「呢」的意義，往往不是如

Li and Thompson（1981）所提議的，僅以「徵求同意」與「說話者對聽話

者信仰的反應」對所有「吧」或「呢」作以偏概全的解釋；就是像劉月華等

（2001）以過於模糊空泛的「緩和語氣」說包含「吧」或「呢」。這些單一

語氣義，對不同句式、句義或語境下的各類「吧」或「呢」句子，解釋力都

不足。此外，這些單一語氣義也缺乏實用性，因為學習者將很難由這些不具

普遍性或解釋力的定義去理解句末助詞的意義或功能，更無法在語境中套用

規則以正確使用。 

另一方面，主張句末「吧」與「呢」有多種意義的 Chao（1968）與呂

叔湘（1999）則以列舉法分析出兩個句末助詞的分類與定義。其中有些定義

可能受句子當下的句義或言外功能的影響而適用性不足，難以涵蓋同類句末

助詞的用例。例如 Chao（1968）分析的第三，四，五類「呢」（又寫作「吶」）

即是如此。其分類定義及例句如下（Chao, 1968）。 

 

表 一-7、Chao（1968）分析的句末「吶」（「呢」） 

分類 定義 例句 

3 溫和的警告 這倒很危險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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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繼續的狀況 還沒有到時候吶!  

5 等於級的肯定 有一百尺吶! 深的很吶!  

 

Chao（1968）的第三類「呢」定義應來自該句子在特定語境下的言外功

能。例如有人提議颱風天去衝浪時，「這倒很危險呢」的確可以作為「溫和

的警告」。但是如果句義稍微改變，如將句中的詞語由「危險」置換成「有

趣」，則同樣語境下，帶有「呢」的句子「這倒很有趣呢」就不再是「溫和

的警告」，而是「表示附和或贊成」。因此，不能僅依句子當下的句義或言

外功能即列舉一類「呢」定義，否則句末「呢」的類別與定義，將遠多於

Chao（1968）所分析的五種。 

類似的問題也見於呂叔湘（1999）的句末「吧」分類。如果按其分類，

第三類「吧」因為用於「好、行、可以」之後，即為「表示同意」，那麼用

於其他句子之後的「吧」，也將依句義變化而表達不同的作用。「算了吧」

表示放棄、「這樣吧」表示決定。如此一來，句末「吧」的意義將隨句子命

題內容影響而變化。按此方式作分類與定義，學習者將難以掌握語氣義如此

錯綜而言外功能如此零散的句末助詞「吧」，因為它既可用於「表示同意」，

又可用於表示「放棄、決定」等各種彼此間少有意義關聯的言外功能。因此，

不宜僅列舉少數例句即根據句義或該句子在特定語境下的言外功能作為句

末助詞的定義。少量例句與主觀分析的方式，將難以涵蓋多義句末助詞的所

有用例，也無法客觀分析出普遍適用的意義，更無助於二語學習者領會各類

句末助詞的核心功能與用法。應改變研究句末助詞的方法，觀察大量語料並

應用更客觀的方式歸納其意涵與規則。 

 

第四節 句末助詞「吧」與「呢」的傳統分析 
本節以兩小節回顧句末「吧」與句末「呢」的文獻。為便於討論，以下

先將相關文獻與論點整理成表，再分別評論「吧」與「呢」的各類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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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句末「吧」的文獻 

句末「吧」的文獻大致可分兩種：一種是將所有句末「吧」都當作同一

個助詞，然後用意義較寬泛的單一「核心性能」涵蓋所有用法；另一種則分

析出句末「吧」的多種意義，主要根據句子的句式，如疑問句或祈使句來決

定其不同意涵。綜觀各文獻後發現，主張句末「吧」為單一義者居多，認為

句末「吧」有多義者較少。見下表： 

 

表 一-8、相關文獻對句末「吧」的兩種分析 

 主張「吧」為單一義 主張「吧」有多義 

朱德熙(1982)  1.  表疑問   2. 表祈使 

陸儉明(1984) 表「疑信之間的口氣」  

胡明揚(1993) 對說話內容「不肯定的口氣」  

陳妹金(1995)  1. 主要用於非疑問句 

2. 低疑問程度，非專用於疑問

邵敬敏(1996) 降低句子的信度，削弱肯定語氣  

劉月華等

(2001) 

緩和語氣  

齊滬揚(2002)  1. 揣測語氣  2. 祈使語氣 

徐晶凝(2003) 對命題內容作出推量， 

並要求確認 

 

Lu (2005) 表示說話者懷疑對方相信 

自己所言命題內容 

 

盧英順(2007) 削弱，降低語氣  

張小峰(2007) 表現說話者「不確定」的 

疑信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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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承熹(2008) 說話者遲疑  

周士宏(2009) 表「不確定」情態 

緩和助詞，削弱句子的肯定性 

 

 

支持句末「吧」僅有單一語氣義的學者甚多，有陸儉明（1984）、胡明

揚（1993）、邵敬敏（1996）、徐晶凝（2003）、Lu（2005）、盧英順（2007）、

張小峰（2007）、屈承熹（2008）、周士宏（2009）等。單一義分析法以一

個抽象的「核心義」涵蓋同一漢字所代表的各類句末「吧」用法。整理上表

中分析句末「吧」所得的單一核心義大致可分兩種：「表疑信之間」與「緩

和語氣」。然而這兩種定義都不足以涵蓋所有句末「吧」的用法。 

屈承熹（2008）認為「吧」的核心性能是一種情態功能，表「說話者遲

疑」（speaker’s uncertainty），屬於認知情態。Palmer（1986, 2001）將情態

分為認知情態（epistemic modality）、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與動力

情態（dynamic modality）三類。認知情態與說話者的認知或信仰相關，顯

示說話者對句子命題真值的承諾程度，涉及可能性（possibility）。義務情

態與指令、保證等道義責任相關，涉及允許（permission）與要求（obligation）。

動力情態則涉及潛力（capacity）與意願（volition）。謝佳玲（2006a、2006b）

則為漢語情態多加了一類：評價情態（evaluative modality），指說話者對於

命題的預料或心願給予的評價。 

屈承熹（2008）認為句末「吧」具有表「說話者遲疑」的認知情態功能，

然而此分析僅適用於陳述句末的「吧」，較不適用於祈使句末的「吧」。因

為祈使句因力度不同而可用於命令、指示、商量或請求等各種言外功能。祈

使的力度強弱與說話者使用句子的目的有關，與說話者的「認知情態」，即

對命題的相信程度或確定不確定無關。雖然說話者確定或不確定可對應的言

外功能為「斷言」與「推測」，兩者之間也有陳述力度的強弱之別，然而「斷

言」與「推測」的力度強弱與「認知情態」的變化密切相關；「命令、指示」

與「商量、請求」則否。因此，祈使句加上「吧」雖可弱化多數祈使句，使

命令、指示變為商量、請求，此言外功能力度的弱化作用與陳述句末「吧」

認知情態的弱化不同，不能合而為一。用於祈使句末的「吧」大多能舒緩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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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句的強度，用於陳述句末則用於降低說話者對命題真值的確定程度。兩者

作用的範疇不同，僅以「弱化」一言以蔽之固然容易理解，卻無法以之涵蓋

所有用例。有些帶有句末「吧」的句子，既不用作「商量、請求」，也不作

「推測」，因此不是弱化的言外功能。例如「好吧」不是「好」的弱化，「我

老實告訴你吧」也不比「我老實告訴你」語氣緩和，這些句末「吧」又該如

何定義？因此，「說話者遲疑」或「緩和語氣」都不能作為所以句末「吧」

的單一語氣義。 

Lu（2005）認為「吧」標示說話者「個人是否認可某事件的狀態」，用

於陳述句末時，表「說話者不確定對方相信自己所言」；用於祈使句則表「說

話者不確定對方想要完成自己所提的要求」。Lu（2005）的解釋乃是試圖

要連結陳述句與祈使句末「吧」之間的關係。然而 Lu（2005）的定義也無

法解釋為何「好吧」、「我老實告訴你吧」等這類語氣堅決的句子，並無「說

話者不確定某事件的狀態」之意。可見 Lu（2005）的單一義解釋不能涵蓋

所有句末「吧」的意義。 

徐晶凝（2003）也試圖將祈使句末的「吧」與陳述句末的「吧」納入同

一情態義。她認為祈使「吧」來自於推測「吧」的情態義「對命題內容作出

推量，並要求確認」。此情態義用於祈使句時，因「語意語用化」而弱化為

「單純表委婉口氣」。但是即使將表認知情態義的「吧」與弱化祈使強度的

「吧」解釋為同一個句末助詞「語意語用化」的前後差異，她的分析仍然不

能涵蓋解釋為何命令句這類未經弱化的祈使句，也能以「吧」結尾。因此，

以「表疑信之間」作為句末「吧」的語氣義不夠完備，僅能描述陳述句末的

「吧」，不能涵蓋命令句末的「吧」或是具有堅決語氣的句末「吧」。 

劉月華等（2001）以「緩和語氣」作為「吧」的語氣義，以之涵蓋陳述

句和祈使句末的「吧」，因為加上句末「吧」之後，可以使陳述句具有「不

確定」語氣，是一種較委婉的陳述。而大多數祈使句加上「吧」之後，也比

不加「吧」時語氣更委婉，因此「吧」可以「緩和語氣」。然而，僅用「緩

和語氣」作為句末「吧」的功能，卻難以區隔「吧」與其他句末助詞，因為

劉月華等（2001）曾提到「啊、嗎、吧、呢」都具有「緩和語氣」的功能，

但「由於每個語氣助詞可以適用的句子類型不同，表達的語氣也有細微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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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劉月華等，2001：411），所以各有不同。然而，他們卻未清楚說明

各句末助詞間的差別究竟為何。因此，僅以「緩和語氣」作為句末「吧」的

單一語氣義不免流於模糊空泛、缺乏解釋力。 

另一方面，支持句末「吧」為多義句末助詞的學者，如朱德熙（1982）、

陳妹金（1995）、齊滬揚（2002）等，分析「吧」意義的種類時，不外乎區

分為疑問（或猜測）與祈使兩類。而且都有一個共同的問題：都只是基於個

人語感作主觀分析，僅以自造句子或摘錄少量文本句子作為分析對象，缺乏

足夠數量之語料或其他客觀證據支持，因而易受批評或質疑不具客觀性。為

避免重蹈覆轍，本文嘗試以批量語料為本，採用量化數據作為分析之依據，

期能更客觀地解釋句末「吧」的意義或功能。 

 

二、句末「呢」的文獻 

句末「呢」的文獻分析結果大致也分兩種：單一義與多義。以下列表整

理前人對句末「呢」的分析。 

 

表 一-9、句末「呢」的相關文獻 

 主張「呢」為單一義 主張「呢」有多義 

Chao (1968)  1. 溫和的警告 

2. 繼續的狀況 

3. 等於級的肯定 

4. 發現額外的消息 

Alleton (1981) 引起聽者的注意、促使聽者介入、

回答或同意 

 

邵敬敏(1989) 追究的語氣  

Lee-Wong (1998) 降低提問的強度及拉近談話者雙

方的社會距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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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逢甫(2000)  1. 表達未變狀態  

2. 表達未定或疑問 

3. 刪節問句的疑問詞 

4. 表對方所言並非定論

劉月華等 (2001) 緩和語氣  

齊滬揚(2002) 疑問語氣  

范開泰和張小峰

(2003) 

篇章連貫  

Li (2006)  1. 評價情態標記 

2. 主題標記 

屈承熹 

(2006、2008) 

對比上文，延續對話  

李軍華和李長華 

(2010) 

強調部分信息，提請聽話人注意   

  

Chao（1968）、曹逢甫（2000）與 Li（2006）的研究都主張「呢」為多

義，但是他們對「呢」的分析結果不盡相同。Chao（1968）在分析「呢」

的語氣義時，因為受到列舉例句的句義或言外功能的影響，提出句末「呢」

表示「溫和的警告、繼續的狀況、等於級的肯定、發現額外的消息」等幾種

不同意義（Chao, 1968）。曹逢甫（2000）曾評論這類列舉式分析法的缺點

是「語意共同成份太狹隘、很容易找到反例」。本文同意此評論，因為這些

經由列舉式分析所得到的定義，如「有一百尺呢！」的「呢」表達「等於級

的肯定」（Chao, 1968），不過是將句子的各類言外功能當作「呢」的定義，

一旦脫離語境或句義改變時，句末「呢」即不再具有這些意義。因此，Chao

（1968）對「呢」的定義有過度分類的問題，其適用性低，也不符合自然語

言的學習規律。 

曹逢甫（2000）把句末「呢」的用法分為四種，他認為其中三種用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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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歷經語法化而自第一種用法的意義「未變的狀態」衍生而來。他也提出各

種句末「呢」可能具有多義詞的關係，而其多義性是從語義演變而來。由「表

達未變狀態」的意義引申出「表達未定或疑問」，再延伸為「表對方所言並

非定論」，因而造成多義助詞「呢」的共時存在。曹逢甫（2000）指出的四

種「呢」用法中，疑問與非疑問句各有兩類。他將刪節問句從疑問句中另獨

立出來，把陳述句末的「呢」分為「未變狀態」與「對方所言並非定論」兩

類。他以語法化的不同階段解釋各類「呢」之間的關係，認為「呢」由「未

變狀態」語義延伸為「未定或疑問」，再延伸至「表對方所言並非定論」。

因此這幾個「呢」都是基於相同語義基礎的語義變遷過程，此為語法化觀點

的分析。「呢」的多義性與語義變遷過程的關係必須仰賴更多的歷時語法考

證才能確定。本文無意就句末「呢」的歷時演變作深入討論，但相信經由觀

察與分析語料中各類共時句末「呢」的共現詞，也能證實「呢」的多義性。

此外，由共現詞的語義語句法關係中，也能整理分析出句末助詞「呢」的共

選意義或功能。 

Li（2006）主張「呢」有兩種功能：標示評價情態與標示主題。整理其

定義與例句如下： 

 

表 一-10、Li（2006）分析的多義「呢」 

分類 定義 例句 

1 評價情態標記 甲：有什麼新聞？ 

乙：香港最近下雪了呢。 

2 主題標記 甲：我知道他明天來，你可能會去。 

乙：要是明天他不來呢？ 

 

Li（2006）以 Cinque（1999）提出的「評價語氣」（evaluative mood）

為基礎，主張「呢」有一種標示情態的功能，表示說話者認為命題內容不尋

常（ the speaker considers the content conveyed by the utterance to be 

extraordinary）（Li, 2006：12）。因此，「呢」可以用來提高命題的信息強

度。Li（2006）所說的「呢」表達的「評價語氣」，似與謝佳玲（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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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b）所說的四類漢語情態之一「評價情態」（evaluative modality）相關。

因為評價情態指說話者「對一個已認定為既定事實的命題所抱持的看法」。

評價情態包含兩小類：預料（presupposition）與心願（wish）。預料又分為

符合預期與違反預期兩類（謝佳玲，2006b：52）。帶有「評價語氣」的句

末「呢」所附句子的命題內容，經常是違反預期的事態，因為違反預期的事

態最容易引起聽話者的注意。因此，句末「呢」能用來表達評價情態。這類

「呢」句子常具有提醒、警告、感嘆等言外功能。如 Li（2006）所舉的例

句「香港最近下雪了呢」。正因為命題內容「香港下雪」是一個出人意表的

不尋常事態，所以才適用句末「呢」。除了違反預期的事態，有些句子也適

於在句末加上「呢」，如感嘆句「要畢業真不容易呢」、「他可真辛苦呢」。

這些句子的命題內容表述的也是說話者認為不尋常的事件。因此，這些例句

都符合 Li（2006）所定義的表「評價語氣」的句末「呢」。 

Li（2006）認為「呢」還有另一種標示主題的功能，即是「主位問句」

（thematic questions）末的「呢」（Wu，2005, 2006）。「主位問句」通常

是一個名詞組、動詞組或條件小句之後加上「呢」。此即曹逢甫（2000）所

說的刪節問句。句法結構的不完整說明了「主位問句」末的「呢」與句中語

氣詞的同源關係。Li（2006）即主張「主位問句」末的「呢」與句中語氣詞

關係密切，都用於標示主題（或主位）。Li（2006）以下列句組比較兩者。 

 

(9) 爸爸呢，他乾脆就不理你。 

(10) 甲：爸爸呢？ 

乙：他乾脆就不理你。 

(11) 老王呢，他來不來都沒關係，有你在就行。 

(12) 甲：老王呢？ 

乙：他來不來都沒關係，有你在就行。 

 

 對比上下兩組句子，可知其命題內容一致，都是針對主題「爸爸」、「老

王」而言，只不過上句是評論，而下句則是提問。上句在主題之後以句中助

詞「呢」區隔其後的評論，下句則是一問一答，在問句末用「呢」標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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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要求對方就此主題提供評論作為回應。兩種「呢」的作用都是標示主題，

只不過話語功能不同。句中「呢」標示主題以引出評論；句末「呢」則就主

題發問，並期待對方回應。就信息結構而言，「主位問句」針對雙方已知的

舊信息提問，必須在有上文或具雙方共識的前提之下才能用，因此不適於始

發。又因為聽說雙方已有共識，句法形式也可以刪略而不妨礙理解。「主位

問句」的使用的語境是受限的，必須要有上文或具備雙方共識時方能提問。 

本文贊同 Li（2006）將「主位問句」獨立，與其他問句末的「呢」區隔，

作為「呢」的功能之一。但不同意 Li（2006）主張的：特指問句、正反問

句與選擇問句末的「呢」與陳述句末的「呢」同屬一類，都用於表達「評價

情態」。本文認為如此分類並不恰當，因為這類問句末的「呢」，如「他什

麼時候來呢」、「他明天會不會來呢」、「他來還是你去呢」，即使具有引

起聽話者注意的作用，命題內容卻無任何不尋常之處。對比陳述句末「呢」

的例句「香港最近下雪了呢」，該句子以句末「呢」表達了主觀評價情態，

因為說話者對「香港下雪」一事，具有強烈預設而且暗示此事態極不尋常。

然而，以上三個帶有「呢」的問句，提問者對問題內容或對方答覆都是沒有

預設或主觀評價的。因此，不應將此類問句末的「呢」，與標示評價情態的

陳述句末「呢」合為一類。 

另一方面，將「呢」分析為單一核心義的研究也有問題。曹逢甫（2000）

曾對這類統合式分析提出評論。他認為有些統合式分析得出的定義「太虛

泛、難以證明為非」，也「無法解釋特定句式與某些『呢』語意高度相容的

關係」。本文同意此評論，因為統合式分析，如屈承熹（2006、2008）以「標

記與上文的關聯」作為「呢」的核心功能；劉月華等（2001）認為「呢」的

主要作用是「緩和語氣」；Alleton（1981）、李軍華和李長華（2010）等以

「引起聽者的注意」作為所有句末「呢」的語氣義，這些單一義都過於空泛，

雖具統合性卻不具解釋力。單一核心義無以區別疑問句末和陳述句末「呢」

的不同。例如，疑問句「他為什麼不理你呢？」與陳述句「他才不理你呢！」，

前者為無預設疑問，後者表反預設否定，卻都以「呢」為句末助詞。 

此外，將所有句末「呢」都分析為「標記與上文的關聯」、「緩和語氣」

或「引起聽者的注意」，也無法清楚區隔「呢」與其他句末助詞，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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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喔」等之不同。例如「吧、啊」也都具語境的關聯性（Chu, 2002；屈

承熹，2008）、「吧」具有「緩和語氣」的功能（劉月華等，2001；Li, 2006；

盧英順，2007）、「喔」也可以引起聽者注意（Wu, 2003）。如此將造成各

句末助詞間意義或功能重疊不彰。 

本文認為統合式分析句末「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以偏概全」。因

為那些所謂的統合分析出的單一語氣義，往往只解釋了部份句末「呢」的用

法而忽略了其他「呢」句子。齊滬揚（2002）考察了「呢」的歷時分析與

74 萬字的現代漢語文本後，主張以占大多數的疑問語氣作為「呢」的最主

要功能。本文觀察語料庫也發現疑問句末的「呢」與陳述句末的「呢」的比

例可謂懸殊，約為 4:1。然而，「呢」在陳述句與疑問句末尾的功能不同，

不宜以其使用比例較小即忽略不計，應就語言事實分別說明其差異。此外，

用於疑問的「呢」也不都同屬一類。上文討論過 Li（2006）與 Wu（2005）

所定義的「主位問句」，句法形式刪略不完整，與完整問句形式，即特指問

句、正反問句、選擇問句末的「呢」不同。前者對語境的要求嚴苛，必須延

續上文或就雙方共識、針對主題或特定範圍提問，因而不適於始發句；後者

則無此語篇限制。因此，以「疑問」作為所有句末「呢」的統合義也不妥當。 

總之，「呢」的單一義分析與「吧」的問題相似，不是以偏概全，就是

模糊空泛。只強調「呢」的疑問用法或非疑問用法而忽略兩者並存是以偏概

全；只以模糊的「關聯性」或「緩和語氣」作為「呢」的定義或功能則又過

於空泛，缺乏解釋力，無以區別「呢」與其他句末助詞的差異。因此，應將

疑問句或非疑問句末的「呢」視為兩個不同意義的句末助詞，再加上自句中

語氣詞演變而來的主位問句末的「呢」，則至少應有三個意義與功能皆不同

的句末助詞「呢」。 

 回顧文獻至此，本文認為分析句末「呢」與「吧」時，不應以少數例句

作主觀直覺式的分析，而應根據大量文本，再佐以客觀數據以分析其意義或

功能，否則不僅使句末助詞的定義解釋不明，也造成華語學習與對外華語教

學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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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應用語料庫語言學於漢語語言學 
 應用共現詞於語義分析與詞語學習是本文研究句末助詞的重要方向，因

此本節將回顧語料庫語言學應用於漢語的相關搭配研究，針對漢語的搭配研

究與句末助詞分析兩方面作相關文獻探討，再回顧三篇分析漢語句末助詞與

其共現成份的文獻，試圖由前人的相關研究中汲取經驗並加以評論，作為本

文的研究起點。 

語言的數位典藏是將語料庫的文本數位化並建置為電子資料庫。許多語

言相關的研究得以利用這類可檢索文字檔形式的語言數位典藏資源，從事計

量與歸納分析，從而獲得研究所需的數據與例證。例如「詞涯八千」（鄭錦

全，1998a）的結論，即是來自於應用中央研究院的數位化二十五史文本於

語言認知的研究。「詞涯八千」是指以中文為母語者，其語言符號（或字種）

數目的上限是八千。因為縱觀漢語歷代作品，各書所用字種至多只有八千個

左右，不會隨著歷代字書的字種數目遞增至數萬而按比例提高。「詞涯八千」

的理論不僅適用於中文，也適用於英文（Cheng, 2002）。因為統計兩百本

英文作品後，即便各書總詞數高達十幾萬，基本詞形的詞種也不超過八千。

上述研究即是應用語言數位典藏於語言計量研究的實例。可見數位化的語料

庫對於語言研究能提供極大方便性與重要性。 

 中文因為詞的界線不明顯，不同的詞類之間又無形式之別，因此分詞與

詞類標記，對中文的語言數位典藏尤為重要。若無正確的詞界劃分，檢索得

到很有可能不是想查詢的字串（鄭錦全，2007）。例如，想檢索「口服心服」

的「心服」，如果語料庫的文本沒有經過分詞處理，則可能誤將「熱心服務」

的第二、三字當作「心服」而加入檢索結果。此外，中文的詞類標記於數位

語料庫也很重要，例如作介詞的「把」與作量詞的「把」，如不能妥善作詞

類的區分，檢索時將無法分開處理以下兩句中意義完全不同的兩個「把」：

「把故事告訴他們」、「花大把鈔票」（鄭錦全，2007）。 

由以上分析可知分詞與詞類標記於中文語料庫的重要性。此外，中文的

同音詞眾多，一詞多義現象很常見。例如，以「光」為關鍵詞，檢索「北京

大學現代漢語語料庫」網路版（網址：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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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得到許多含有「光」字的句子。但是索引得到的結果卻把以下四種詞類

與詞義皆不同的用法並列於「光」的例句中。 

 

(13) 吳瓊打扮得很時髦，酒吧光線幽暗，適合於談心，也適合談情說愛。 

(14) 一般人都只看到我們風光的那一刻，並沒看到我們受苦的時候。 

(15) 空氣乾燥，畫家村的地面一直積著厚厚的冰，樹枝光禿禿的。 

(16) 那些學表演的，學唱歌的，光是專業學院的，每年就有一大批。 

 

包含這幾個句子的語料庫，因為沒有提供詞類區分來查詢，所以無法根

據詞類作分類檢索，讀者必須以人工方式逐一判讀詞義，處理語料費時費

力。具備足夠語言知識的母語者固然能區別，以華語為外語的學習者則可能

不易分辨其差異。然而，如果先將各詞語加以標記詞類，則可以依標記的詞

類作過濾檢索。 

以「全球華語文數位教與學資源中心」（鄭錦全等，2005）網站為例，

（網址：http://elearning.ling.sinica.edu.tw/）由於以具有詞類標記的「中研院

平衡語料庫」（黃居仁和陳克健，1995）為檢索來源，因而可以用關鍵詞附

加詞類標記作為索引詞串，以此篩選包含特定詞類關鍵詞的句子。例如，檢

索時鍵入「光(Da)」，以此字串查詢語料庫所有包含「光」作「數量副詞」

的句子，即可濾去內含名詞或形容詞的「光」，得到如下摘錄的句子： 

 

(17) 可是 事實 上，光 有 理念 卻 是 不行 的， 因為 我們 常 看到 或 做

出與 我們 的 正面 價值 相反 的 行為。 

(18) 誤會 的 反應 的確 令 小趙 難堪，光 是 抬頭紋 就 加深 了 兩 條。 

(19) 辛辛苦苦 抓 幼蟲，不 光 是 為 了 計算 密度 指數，同時 還 指望 養

成 成蚊 後，再 做 病毒 分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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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使用具有準確分詞及正確詞類標記的數位語料庫，對於應用語料

的相關研究殊為重要。有了具備分詞與詞類標記的語料，再配合適當的搜索

引擎，不僅可以提供語言學研究之應用，更可以作為語言教學或自學的資源。 

本文先使用「全球華語文數位教與學資源中心」網站（鄭錦全等，2005）

的檢索功能，從「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的語料中以句末助詞「吧、

呢」為關鍵詞檢索例句，得出分類的理念。然後由台灣師範大學向中央研究

院取得使用授權，以「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中的語料為文本，檢索出所有

句末帶有「吧、呢」的句子，然後以鄭錦全（2011）的電腦程式分別計算不

同種類句子的共現詞親疏引得以得出共現詞排序表。然後依排序表中共現詞

間的共同語義關聯歸納分析其與句末助詞的共同語義特徵，再以其各別不同

的語義特徵證明句末「吧、呢」為多義助詞，各具有三種不同的意義或功能。 

 

第六節 應用語言數位典藏於對外華語教學 
應用數位語料庫於語言學習或語言教學是一個新趨勢。「針對一詞，廣

泛閱讀」（鄭錦全，1998b；Cheng, 2004；Cheng et al., 2004；鄭錦全，2007）

的理念即是應用數位語料庫於語言學習的範例。鄭錦全（1998b）認為，習

得詞語的方式，「除了語言交際之外，需要廣泛閱讀」。因此，利用語料庫

文本的關鍵詞檢索句子並閱讀這些來源廣泛的真實語言用例，可以「針對個

別詞，大量閱讀該詞在文章裡出現的語境和跟其他詞與搭配的情形」，以此

「形成綜合性的語感」（鄭錦全，1998b）。此方式尤其適用於以漢語為第

二語言的成人學習者，因為在其詞語學習過程中，難以短時間內累積大量足

夠的語言交際經驗以獲知詞語的典型用法，也經常發生無法區別相似詞語的

困擾。如果學習者能利用數位語料庫，以所欲學習的詞語為關鍵詞檢索語料

庫，即可從中便捷地獲得學習標的詞語的大量用例。經由廣泛閱讀這些具有

上下文語境的語言實例，學習者即可不需經過耗費時日的浸淫語言情境，即

能有效率地從文本句子中歸納詞語的意義與用法。此方式不僅可用於以華語

為外語的學習者自學，也適合語言教師利用，作為教學資源（鄭錦全，2007）。 

例如，在區別「豐富」與「豐盛」兩詞的差別時，檢索含有兩詞的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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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可大量閱讀兩個近義詞的例句，便於歸納與比較，以此得知「豐富」修飾

的名詞類別與意義範圍比「豐盛」廣。以下先後列出包含「豐富」與「豐盛」

的例句： 

 

檢索「豐富」所得的句子： 

(20) 溫和 的 氣候 使 他們 舒適，美麗 的 景色 使 他們 快樂，豐富 的 物

產 使 他們 滿足 。 

(21) 所以 他 應該 是 一 個 感情 很 豐富 的 人，因為 情歌 好聽 不 好

唱，更 不 好寫。 

(22) 你 絕對 不會 做出 和 現實 生活 脫節 的 想法，儘管 你 的 感性很 

豐富，卻 不會 淪於 空泛 的 理想 主義。 

(23) 不知不覺 間 她 會 把 她 的 音樂 知識、處世 態度 和 自助 旅行的 

豐富 經驗 都 掏出來 跟 你 分享。 

(24) 北投 豐富 的 硫磺 和 觀光 資源 全 遭 市府 和 相關 單位 漠視，連 

建商 都 鮮少 到 當地 來 大興土木。 

(25) 每 個 人 都 有 口頭禪，它 就 像 生活 中 的 潤滑劑，使 語言 世界 

增加 豐富 的 色彩 。 

(26) 最後，預祝 本 次 研討會 順利 成功，各位 來賓、女士、先生 都 有 豐

富 的 收獲。 

(27) 人力 的 潛在 的 開發，往往 需要 用 我們 豐富 的 想像 來 挖鋤。 

 

檢索「豐盛」所得的句子： 

(28) 此時 我 倒 對於 我們 桌 上 的 豐盛 佳餚 有些 難為情。 

(29) 除了 豪邁 的 飲食 習慣 外，大量、豐盛 的 食物，也 是 德國 美食 的 

特色 之 一 。 

(30) 這 段 話 的 意思 是：「不要 追求 吃 得 太 豐盛、住 得 太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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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如果 佐 茶 的 糕點 餅 派，豐盛 繁多，足以 替代 正餐 的 功能，就 

是「高 茶」。 

(32) 見到 您 很 高興，張 經理 今天 專門 為 我們 準備 了 這麼 豐盛 的 

宴席，十分 感謝。 

(33) 晚間，如果 是 豐盛  晚宴 之後，他 喜歡 中國 茉莉 花茶，可以 清

淨 腸胃。 

(34) 可是 想到 中午 有 豐盛 的 午餐，就 加緊 腳步 向 前 走。 

(35) 小明 點 得 還 真 豐盛，有 漢堡、雞塊、炸雞、可樂、奶昔，小明 光 

看 就 已經 流 口水 了。  

 

「豐富」與「豐盛」雖然句法功能相似，都是狀態動詞，可以作述語也

以修飾名詞。但仔細觀察例句中，與「豐盛」搭配的詞語大都與食物有關。

其中動詞有「吃、點(菜)」，名詞則有「佳餚、糕點、餅派、宴席、午餐」

等。另一方面，與「豐富」共現的被修飾名詞則語義種類多樣，包含抽象與

實體名詞，如「物產、感情、感性、經驗、硫磺和觀光資源、色彩、收獲、

想像」。因此，以「豐富」與「豐盛」為關鍵詞搜索語料庫，再由所得句中

的共現詞分析其共同語義，即可歸納出兩者在搭配使用上的差異：「豐盛」

用於指食物；「豐富」則少用於描述食物。以上為適用大多句子的一般準則，

文本中偶而也會出現以「豐富」描述食物的例子，但因為只是少數，並不影

響通則。 

 

(36) 解析 威基基 海灘 之所以 盛名 不 墜 的 原因，想來 除了 和煦 的 

陽光、蔚藍 的 海水、潔淨 的 空氣 及 豐富 的 美食 外， 這裡 的 氣

氛 充滿 了 未婚 者 對 浪漫 的 憧憬；新婚 者 對 盟約 的 信守；已

婚 者 對 舊愛 的 再續，才 是 主因 吧！ 

 

即使有以上例外，「豐富」與「豐盛」仍然有前述描述差異的規則：後

者修飾的名詞語義限於食物類，前者修飾的名詞語義種類較不受限。對比「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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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與「豐盛」兩個近義詞各別共現詞的共同語義傾向，即可得出兩者在搭

配上的差異。這種觀察句共現詞以歸納比較語義異同的方法，也適於語言學

習。只要有妥善建置的數位語料庫以及有效的搜索引擎等條件配合，即能應

用於大多數詞語學習。因此，建置完善的數位語料庫與搜索工具，將可提供

語言學習或語言教學更為便捷有效率的資源。 

 

第七節 共現詞與語義分析 

利用共現詞以分析現代漢語詞彙語義的研究，主要應用於近義詞的辨析

或多義詞的區分，本文也應用共現詞以區別多義句末助詞「吧、呢」，因此

本節將回顧相關多義詞分析或近義詞辨析文獻並加以評論。 

張誼生（1996）將多義副詞「才」，按照其固定句式與搭配，區分為三

種意義不同的「才 1、才 2、才 3」。「才 1」表示說話者對時、量、差距等

具有「傾向性的主觀情態」，「才 2」用以「強調排他性的邏輯關係」，而

「才 3」則用於表「申辯性的語氣」。張誼生（1996）的分析固然以小說為

文本，不根據主觀造句，但他所參考的僅為少數抽樣代表，並非大量語料文

本。即使歸納出「才」的各類用法，句數與涵蓋範圍仍然有限，有可能無法

窺得所有副詞「才」用法的全貌，因此不具代表性。張誼生（1996）的搭配

研究若能根據更多文本，以量化數據為證，再加上質化分析，則將更具說服

力。 

再舉幾個應用共現詞的近義詞研究，如肖奚強（2007）曾觀察「的確」

與「實在」這兩個近義詞，與時態助詞「了、著、過」共現的差異以及與否

定式、感嘆形式「太…了」的搭配情形，得出兩詞之間的語用差異：「實在」

用於強調本句的表述內容，「的確」則有「回應上文的銜接作用」。肖奚強

（2007）的研究是根據 430 萬字的當代作家作品所作的文本，但是他並未引

用任何量化的數據以支持他的分析，殊為可惜。 

彭利貞和劉翼斌（2007）也曾分析多義情態詞「應該」所表達的兩種情

態，分別與兩類時體（aspect）標記共現，並且呈現互補分布的現象。表達

認知情態的「應該」（如「他應該已經回家了」）通常與表達「現實」情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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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了 1、過、著 1、正」時體標記共現；而表義務情態的「應該」（如「他

應該要出席這次的會議」）則與「非現實」情態的「了 2、著 2、起來、下

去」時體標記共現。彭利貞和劉翼斌（2007）的分析以共現句法與詞彙搭配

為理據，但是也未使用量化數據以強化立論，因此客觀性不足。以上文獻雖

然都根據文本的語言事實分析，但因為缺乏量化數據佐證，因而削弱了說服

力。 

另一方面，既根據語料文本，又能佐以計算數據的研究則較為客觀而具

說服力。例如張誼生、鄒海清和楊斌（2005）曾比較「總是」與「老是」與

其他副詞共現的差異，得出兩者具有不同的語用功能：「總是」用於「客觀

判斷」而「老是」則用於「主觀評價」。張誼生等（2005）發現在「北京大

學現代漢語語料庫」中，兩個近義詞的出現頻率依次約為 8.5 比 1。但是比

較不同類文本中的「總是」與「老是」兩個詞的詞頻卻有不同。在小說類口

語色彩較重的文本中，「總是」與「老是」的詞頻比例較接近，為 3.47 比 1；

然而在語言表達較精確客觀的科普文章中，兩者的比例卻極懸殊，約為 34

比 1。經由他們分析，所得的結論是：「總是」適用於客觀判斷，而「老是」

則適用於主觀評價。因為有了量化數據，才能佐證文本類型造成的影響，支

持「總是」與「老是」在語用功能上用於「客觀判斷」與「主觀評價」的差

異。 

張誼生（2008）分析「透頂」與「絕頂」的句法分布、詞類歸屬和搭配

關係，發現兩者除了句法上前者是副詞兼區別詞，後者兼具副詞、名詞與形

容詞等多功能的差異之外，其與褒貶義詞語共現的情形也不同。因為高度習

用化，如「絕頂聰明」和「聰明絕頂」兩種固定搭配（兩者共佔全部文本句

子的 78%），「絕頂」與褒義詞的共現率高達 88%。以此數據說明為何一

般辭典或個人語感均認定「絕頂」較常與褒義詞共現。然而張誼生（2008）

也根據文本統計所得，發現原本預料應常與貶義詞語共現的「透頂」，與褒

義詞的共現率也有迅速增多的趨勢。以上研究顯示文本統計的結果，不一定

支持未經語言事實驗證的母語者語感。張誼生（2008）的研究符合 Sinclair

（2004）與其他語料庫語言學家的宏旨：相信文本（Trust the text）。也就

是說：語言研究必須根據文本觀察與計量所得的事實，不能一味相信語感，

因為語感不一定符合語言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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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嘉馡和黃居仁（2004）曾以中央研究院平衡語料庫的 500 萬詞為資

料，統計詞頻與搭配成詞的數目，分析「聲」與「音」兩詞素的不同。他們

根據語義概念與觀察「聲」與「音」與其他詞素構詞共現時所呈現的差異，

發現「聲」的構詞多與「發聲來源、器具、動作等」語義相關（占所有搭配

詞的 89%），如「馬達聲、談笑聲」；而「音」的構詞則多與「接收器、(接

收)動作等」語義相關（占所有搭配詞的 60%），如「走音、鄉音」。因此，

他們歸結兩個近義詞詞義的差別是：「聲」強調「聲音的來源」，「音」強

調「聲音的接收」。這種根據語料計算與分析，觀察近義詞素的共現構詞以

區別詞義概念的研究，因為有客觀量化數據的支持，所以能提高結論的可信

度。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與上述研究相似，不過因為觀察的語言形式是小句

層面的句末助詞，因而使用的文本的語言單位是句子，計算工具也更複雜些。 

蔡美智（2010）統計語料庫中「相同、一樣、同樣」的句法分布與詞語

共現情形（與定語、謂語、狀語搭配的比率），得出三個近義詞的差異主要

為不同的指稱功能。「相同」表「個體彼此間的相似性」，因為具「互指功

能」，所以適合與表逐指的「各」共現；「一樣」用於「比較每個個體的相

似性」，因此適合與表遍指的「都」共現；而從「相同、一樣」複合而成的

「同樣」則與「相同」一樣可用於互指，又跟「一樣」可用於外指，但在共

現詞的搭配上仍然與兩者不盡相同。蔡美智（2010）的研究因為有語料庫文

本的搭配率為依據，所以在近義詞辨析的相關研究中較具客觀性與全面性。 

由以上相關文獻的回顧可知，詞彙語義分析如果能全面地觀察足量的語

料，從搭配的共現詞或其他各種相關現象中計算、歸納與分析，要比按研究

者的主觀語感分析更客觀可信。因此，對句末助詞的分析也不宜純以主觀語

感出發或僅列舉少量語料例句即作討論分析；應根據大量文本，以句中共現

詞的搭配現象為觀察重點，再以計算統計數據與結果作為分析的對象，方能

得出客觀的分析結論。 

 

第八節 句末助詞的搭配研究 

本節列舉三篇句末助詞的搭配研究，作為本文應用共現詞計算於句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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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分析時的借鏡。有的研究針對句子的主語與其標記的禮貌度統計各句末助

詞間的差異（齊滬揚和朱敏，2005），有的比較各類語氣成份同現與交替使

用時造成的語氣強弱差異（齊滬揚，2006），有的則統計語氣助詞與句末助

詞的共現情形，以此聯繫兩者與主觀量成度強弱的關係（齊春紅，2007）。 

齊滬揚和朱敏（2005）以劇本與作家文集為語料，分析祈使句末的助詞

「吧、啊、嘛」與搭配的主語人稱之間的關係。他們發現句末助詞的分布與

主語人稱的標記性有關。肯定式祈使句的人稱標記性，隨禮貌度由低而高遞

增時（零形式主語、你(們)、我(們)、您），句末「吧」的共現率也隨之提

高。然而句末「嘛」則相反，其共現率卻隨禮貌度的提高而降低。因此，祈

使句的句末助詞與主語的搭配具有某種選擇性。也就是在祈使句末時，「吧」

的使用頻率與禮貌度成正比，而「嘛」的使用頻率則與禮貌度成反比。研究

發現，祈使句末使用「吧」要比用「啊、嘛」的禮貌度為高。此結果頗符合

母語者的語感，用「吧」於祈使句末比用「啊」或「嘛」更禮貌或客氣。然

而，他們計算不同人稱祈使句時，統計依據的文本語料字數不盡一致，語料

庫總字數有的較大有的較小。統計祈使句的人稱時，用的是一百萬字語料；

統計以「您」為主語的祈使句時，用的語料為 1,633 萬字；計算「咱們、我

們」為主語的祈使句時，語料庫字數又變為五百多萬字。語料庫大小不一，

易造成某些較小文本的統計頻率過低與代表性不足。文本間的差異，將影響

統計結果的客觀性。如果要觀察祈使句的主語搭配句末助詞的共現率，應根

據大小相同及性質近似的文本，才不至於因語料類型差異的變數影響數據的

信度。 

齊滬揚（2006）以詞典與兩部現代作家的文集為文本，觀察各類語氣成

份，如語氣詞「呢、啊」、語氣副詞「到底、究竟」、助動詞「會、能」以

及歎詞「啊、哎」等在同一句子中同現與交替使用的情形。他發現在表達語

氣強弱程度上，兩種以上語氣成份共現時，最能強化句子的語氣。然而單獨

使用時，語氣副詞的功能最強，助動詞次之，語氣詞的功能最弱。然而，因

為僅有文本而缺乏統計數據，這些結論的客觀性不足。 

齊春紅（2007）曾以北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現代漢語語料庫（網

路版）為文本，統計語氣助詞與句末助詞的共現情形，得出隨著語氣副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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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量」語句末助詞的關聯。主觀量增強，即是說話者提高「對句子命題

的主觀評價、推斷和態度」。語氣副詞的「主觀量」由弱到強的代表詞語如

下：（最弱）到底、究竟，（次弱）大概、也許，（次強）似乎、好像，（最

強）當然、根本。根據齊春紅（2007）的觀察與統計結果，句末助詞「的」

或「了」的共現率隨主觀量增強而提高。另一方面，句末助詞「呢」的共現

率則隨主觀量提高而降低。句末「吧」的共現率與主觀量的關聯則介於「的、

了」與「呢」之間。齊春紅（2007）的統計為句末助詞的研究提供了一個新

視角：以量化研究的方法觀察語氣副詞與句末助詞共現的情形並聯繫兩者與

主觀量強弱的關係。然而此研究的不足處在於僅觀察出不同語氣副詞與句末

助詞共現程度的關聯性，卻未深入解釋各別句末助詞的差異。而且僅憑「主

觀量」似乎也無法清楚說明某些句末助詞所表達的意義或功能。本文觀察帶

句末「吧」與「呢」的文本句子，意在發掘共現詞間的句法、語義、語用關

係，以之說明共現詞與句末助詞間的關聯。 

 

第九節 小結 

以往雖然已經有文獻應用搭配研究於句末助詞等語言成份的意義分

析，如主語人稱或語氣副詞與句末助詞的搭配或選擇性，或以不同構詞、詞

彙，甚至句法結構的共現現象區別近義詞的語義等。但是礙於語料取樣的適

切性或分析的完整性等問題，還未見有相關研究能從句末助詞的共現成份中

具體分析出意義者。因此，本文將運用語料庫與語言計量分析於多義句末助

詞的研究，以期達成更客觀而全面性的分析。 

本文第二章與第三章將分別針對句末助詞「吧」與「呢」，收集語料庫

中帶有句末「吧」與「呢」的句子，先根據句子表達的意義或功能進行分類，

再將各類句子輸入共現詞親疏計算程式，得出與各類句末「吧」與「呢」搭

配的高關聯共現詞。最後分析各類句末「吧」與「呢」與其共現詞之間的語

義特徵，支持「吧」與「呢」分類的正確性，以此客觀語言事實證明「吧」

與「呢」均為多義句末助詞。 

第四章將討論句末助詞「吧」與「呢」的教學語法語教學策略。共現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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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詞義可輔助意義較抽象模糊的句末助詞，彌補傳統教學的缺點，有效引導

「吧、呢」的學習與教學。因此應用句末助詞「吧」與「呢」的共現詞分析

結果，將有助於建立多義句末「吧」與「呢」的教學語法並對教學策略提出

對策，作為未來教材語法說明與語法教學之參考。共現詞的研究成果，也可

應用於句末助詞「吧、呢」的教與學，以之體現「針對一詞，廣泛閱讀」（鄭

錦全，1998b；Cheng, 2004；Cheng et al., 2004；鄭錦全，2007）的詞語學習

模式。以共現詞提供詞彙語義或句法結構，用於查詢例句，由閱讀各實例歸

納語感。最後，以第五章作為結論，歸納本文的結論並提出未竟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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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多義句末助詞「吧」共現詞分析 
有別於以往分析句末助詞的主觀方法，本章以量化與質化兼具的方式，

客觀地分析多義句末助詞「吧」。將採用以下步驟進行研究： 

 

(一) 收集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黃居仁和陳克健，1995）

前期五百萬詞文本中所有含有句末「吧」的句子。觀察文本中的「吧」

句子後，歸納區分出三類語義不同的「吧」變體作為假設。 

(二) 依假設的三類「吧」意義，將所有文本的「吧」句子分為三類。 

(三) 將三類「吧」句子分別輸入鄭錦全（2011）建立之共現詞親疏引得

計量程式，以「吧」為關鍵詞，計算同一小句中的共現詞親疏引得

並依引得排序得出依序排列的三類「吧」句子的高關聯共現詞。 

(四) 分析三類「吧」共現詞內部的語義關聯及共同語義特徵。 

(五) 將分類之前的所有「吧」句子也輸入程式計算親疏引得，得出其高

關聯共現詞。 

(六) 比較未分類「吧」與三類句末「吧」之間的共現詞差異，以支持「吧」

分類的必要性。 

(七) 總結三類句末「吧」的定義或功能。 

 

以下分三節敘述研究過程與分析結果。第一節將說明如何於步驟一與二

由觀察語料中歸納出三類多義句末「吧」的假設。首先以中央研究院前期五

百萬詞的「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為文本，檢索以句末助詞「吧」結尾的小

句。觀察文本中的所有「吧」句子及其上下文後，假設句末「吧」有多義。

句末助詞「吧」雖然共用同一書寫形式，但表達的情態意義或語用功能並不

相同，可暫分為三類。然而此為主觀分析之結果，只能作為假設，應根據批

量語料與計量數據等客觀語言事實加以論證，方能支持「吧」為多義句末助

詞之假設。第一節中也將說明「吧」句子主觀分類的依據。 

第二節作為本章的主要論證，將說明步驟三與四，詳述三類「吧」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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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輸入程式的計量過程與結果。以「吧」為關鍵詞，計算得出三類「吧」

的共現詞候選排序表。逐一審視各類「吧」共現詞間的語義類別或關聯後，

再檢視這些共現詞與其句末助詞假設定義之間的共同語義特徵。此共同語義

特徵又稱為「語義韻」（衛乃興，2002），就是 Sinclair（1991）所說的 semantic 

prosody，指共現詞因為高頻共現而使全句「瀰漫某種語義氛圍」（衛乃興，

2002）或共現詞共同營造出的特定意涵(consistent aura of meaning with which 

a form is imbued by its collocates)(Sinclair, 1991: 74-75)。其實「語義韻」一詞

較難望文生義，不如「共同語義特徵」清楚易懂，因此本文中仍以後者名之。 

第三節則呈現步驟五與六的比較結果。除了將未經分類的所有句末「吧」

也輸入程式，計算與觀察其共現詞排序結果，以此排序結果對比三類句末

「吧」的共現詞排序。如果不分類句末「吧」的共現詞內部語義混雜多樣，

難以得出與句末助詞假設語義相關之共同語義特徵，則顯示「吧」不分類的

謬誤。即可以此支持多義句末「吧」分類的必要性。因為經分類後，如果三

類句末「吧」的共現詞均各自具有不同的語義特徵，則這些語義特徵可以支

持本文假設的三個句末「吧」分類是正確的，三者之間為同音詞關係。最後

再以各類句末「吧」表達的意義或功能以及其共現詞描述總結本章的討論。 

 

第一節 多義句末助詞「吧」的分類 

以句末助詞「吧」為關鍵詞，檢索中央研究院的「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

前期五百萬詞文本，共得到 1,948 個含有助詞「吧(T)」的句子。助詞「吧」

可分為句末與句中兩類。顧名思義，句末助詞位於一完整小句結束處，句中

助詞則常位於句首成份之後，用於標記主題（Tsao, 1979）或主位（張伯江

和方梅，2005），是說話人用以「劃分句子重要信息跟次要信息心理過程的

外部表現」（張伯江和方梅，2005：39）。本文以人為判讀方式，篩除含有

句中助詞「吧」的句子後，得出 1,872 個含有句末「吧」的句子。觀察這些

句子之後，依照句子命題以外所表達的情態意義或言外功能，假設句末「吧」

可分為三類。判斷分類時，除了細察上下文以理解句義與功能，更應由語境

觀察得知「吧」句子的情態意義或言外功能。分類時以作者的語感判斷為主，

少數判別曾與幾位母語者討論。為方便討論起見，以下先簡單定義三個句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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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詞，稱之為「吧 1、吧 2、吧 3」。    

 

吧 1：表說話者存疑 

吧 2：用於祈使句末 

吧 3：表說話者宣示觀點或意向 

 

三類句末「吧」句子的統計數據如表二-1。以下分三小節說明人工判讀

與分類「吧 1、吧 2、吧 3」句子的原則。 

 

表 二-1、三類句末「吧」句子數與百分比 

 吧 1 吧 2 吧 3 總計三類句末吧 句中與句末吧 

總數 

句子數 906 678 288 1,872 1,948 

百分比 48.40% 36.22% 15.38% 100%  

 

一、「吧 1」句子的分類原則 

在平衡語料庫中辨識「吧 1」時，有時可以依外顯的形式特徵區別，有

時則必須憑藉更多的語境信息方能確定。有書寫形式可供參考時，標點符號

可以提供一部分表層線索。例如以問號結束的「吧」句子通常表示提問，因

此可以確定是「吧 1」句子。但是也有些「吧 1」句子是以句號、驚歎號或

逗號結束的，這些是「吧 1」的陳述句用法。 

表說話者存疑的「吧 1」，可以用於「提問」或「推測」。前者是說話

者因懷疑而提問，而且預期對方給予回應以解答其疑惑，因此是有疑而問

（interrogativity）。後者則僅表示說話者因不確定而作出推測或假設，但未

向對方提出問題，因此也不預期對方回應，此時僅是表懷疑（dubitativity）

的陳述（Lyons, 1995: 192-193）。「提問」與「推測」兩者共用同一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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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句子。因此，只要「吧」句子命題中透露出說話者懷疑或不確定，則

可以確認其句末「吧」是「吧 1」。以下出自語料庫的句子，雖然句中有的

不一定出現像「應該」這類表示「說話者不確定」的副詞，但是因為上文明

確出現動詞「問」或「反問」，因此可以斷定是提問，句末必然為「吧 1」。 

 

(1) 上 了 飛機，我 身旁 的 旅客 放低 了 聲調，問 我 說：「你 是 中國 民

航 公司 的 領導 吧？」 

(2) 人們 問 我︰「還是 美國 好，對吧？」 

(3) 公子錦 心 裡 自個 盤算，看 了 向 燕子 姑娘 問 道：你 比 我 聰明，

應該 記得 了 一些，對 吧？ 

(4) 他 考慮 了 一下，卻 反問 我：「你們 東方人 應該 都 相信 投胎 吧？」 

 

陳妹金（1995）曾指出，「吧」除了用於非疑問句（即祈使句）之外，

也可以表「低疑問程度」，但「非專用於疑問」。齊滬揚（2002）將非「祈

使語氣」的「吧」定義為「揣測語氣」。本文則認為區別句末「吧 1」時，

不應以句子是否提問或聽話者是否回應作為分類原則。疑問句末的「吧」固

然是「吧 1」，位於陳述句末，表示說話者揣測的「吧」，雖然不具疑問功

能，也屬於本文所分類的「吧 1」。再看以下例句，「吧」句中因為有「我

想」，因此可知是說話者推測，不是提問。即使不是提問，作為推測或假設

的陳述句末「吧」仍是「吧 1」，因為此類「吧」句子也表達說話者存疑。 

 

(5) 在 日常 生活 中，我們 也 常 看到 很多 人 急 著 趕車，急 著 上學，

急 著 上班，急 著，匆匆忙忙 做 事 的 人 太多 了，我 想 大家 都 明

白 早起 的 鳥兒 有 蟲 吃 的 意思 吧！ 

(6) 我 想，那 位 車夫 絕對 沒有 看 過 宋史 吧！ 

(7) 我 想，可能 是 因為 政權 的 不同，改變 了 人民 本性 吧。 

(8) 我 想 不 可能 吧，對 不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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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吧 1」表達的是說話者「存疑」或「不確定」的認知情態，

「吧 1」句子不一定用於提問，也可能是表推測的陳述句。「我想」是表說

話者推測的詞串之一，如果句末帶有「吧」的陳述句中出現其他詞語，如「我

認為、我猜、可能、大概」等，也能表示說話者推測。因此，「吧 1」不是

疑問句專用的句末助詞。經人工判讀與過濾所有含有句末「吧」的句子後，

總計得到 906 個含有「吧 1」句子的用例，占句末「吧」總句數的 48.40%。 

 

二、「吧 2」句子的分類原則 

「吧 2」用於祈使句末，因此文本中歸類為「吧 2」的句子都不以問號結

束。「吧 2」常用於籲請、協商或請求，也可用於指示或命令。以上各言外

功能雖有力度強弱之別，卻都是祈使功能，其命題內容為說話者對聽話者提

出的要求或請求，具有影響對方行為之意圖。祈使句一般可由搭配的週邊

詞，如主語、述語動詞等表面形式觀察得出。判別祈使句末的「吧 2」時，

可以觀察句子的主語及述語形式。「吧 2」句子的主語具有以下形式特徵： 

 

1. 常為第二人稱代詞的「你、妳、您」或「你們、大家」等。 

2. 指聽話者，但為零形式。 

3. 可用第一人稱複數「咱們」或「我們」，包含聽話者和說話者雙方。 

 

「吧 2」句子的述語動詞具有以下特徵： 

 

1.  用兼語動詞「請」表示請求者的禮貌或疏遠態度。「請」之前省略

的主語指說話者，「請」之後省略的賓語指聽話者。 

2.  用使令動詞「讓」表示請求或建議時，其前的主語常為零形式，指

聽話者或無所指。 

3. 述語的主要動詞通常是非已然狀態的動作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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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2」句子出現兼語動詞「請」時，即成為「述行句」（performatives），

因為「請」之後句子的其餘部分即是一個祈使句。祈使句的對象總是聽話者，

因而「請」之後的賓語通常是「你、您、大家、你們」等第二人稱代詞，有

時「請」的主、賓語也可能都省略不現。見例句： 

 

(9) 您 懂得 事情 一定 比 我們 多，請 您 給 我們 評評理 吧。 

(10) 現在 請 大家 推選 幾 個 人 吧。 

(11) 思東，請 到 飯廳 吃飯 吧。 

 

用作祈使句的「吧 2」句子也常見使令動詞「讓」，此時句子的主語可

能指聽話者，但是經常被省略。有時，「讓」省略的主語也有可能無所指。

這類含有使令動詞「讓」的「吧 2」句子常用於籲請對方一起行動。見例句： 

 

(12) 我 家 對面 有 一 所 房子 出租，好像 還 沒 租出去 呢，你 讓 他 來 

看看 吧。 

(13) 你們 提出 的 單價 比 我們 的 價格 高出 一百 美元，讓 咱們 各 讓 

一半 吧。 

(14) 孩子，讓 我們 一起 勇敢 的 站 起來 吧！ 

 

「吧 2」句子的述語通常是非已然狀態的動作動詞，以上所舉的「吧 2」

句子，述語動詞都是未然狀態的動作動詞，因為在祈使句中，說話者一般要

求聽話者做的動作都還沒完成。雖然「吧 2」祈使句中，偶而也會出現進行

或持續狀態的動詞，見以下例句： 

 

(15) 看 著 吧，我 並 不 是 你 想像 的 那麼 孱弱 無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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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要 說 不幸，還 輪 不 上 我，你 等 著 看 後面 那 一 位 吧。 

 

根據語料庫例句觀察，第二人稱主語、述語的「請、讓」等動詞與非已

然狀態的動作動詞，均可作為識別「吧 2」的形式特徵。這些形式特徵都與

祈使句有關。因此，分類識別「吧 2」句子時，關鍵應在與祈使句相關的句

法形式或語義關聯。換言之，凡是祈使句末的「吧」即是「吧 2」。以人工

判讀後，總計得到 678 個含有「吧 2」的句子，占句末「吧」句子總數的 36.22%。 

 

三、「吧 3」句子的分類原則 

雖然「吧 3」與「吧 2」句子的述語動詞有相似之處，都常見非已然狀態

的動作動詞，但是兩者的語用功能截然不同，因此有必要加以區別。「吧 2」

句子用於祈使，以影響聽話者為目的；「吧 3」句子則不具此功能或目的，

主要用於陳述說話者自己的觀點或未來的意向。「吧 3」是表達強烈主觀性

的句末助詞，因為句子命題總涉及說話者當前、最近或最終的觀點，或表明

其意向或決定。「吧 2」與「吧 3」形式上的不同，可由主語人稱的不同來

作初步的判別。「吧 2」因為是祈使句，因此主語為第二人稱；「吧 3」句

子的主語若未經省略而出現時，通常是第一人稱「我」或「我們」，指說話

者方。見例句： 

 

(17) 他 說，我 一 個 人，左 看 也 沒有 人，右 看 也 沒有 人，我 還是 回 

台灣 吧！ 

(18) 慢 走，我們 送 你們 到 門口 吧。 

(19) 我 把 它們 修理好 再 回去 吧！ 

(20) 那麼，我 還是 到 外頭 去 印 吧。 

 

漢語句子的第一人稱主語經常隱而不現。觀察語料時發現，理應以說話

者，第一人稱代詞作為主語的「吧 3」句子，其主語脫落者超過 90 例，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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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吧 3」句子總數的 30%。「吧 3」句子的主語多指說話者，其主語若為

零形式時，常不易與也可省略第二人稱主語的「吧 2」句子區分，必須從上

下文推測才能分辨「吧 3」與「吧 2」句子。見以下「吧 3」句子（括號中的

主語「我」並非語料原有，是作者根據上下文推測後加上的）。 

 

(21) 張良 想，撿 都 撿 了，好人 做 到 底，(我) 就 給 他 穿上 吧。 

(22) 你 可以 介紹 朋友 來 陪 我，可 要 像 你 這麼 通情達理 的 人，要

不然 就 不 要，(我) 只 等 你 回來 吧！ 

(23) 不 跟 你 打 啞謎 了，(我) 告訴 你 吧，我 是 一 座 由 日本 開發 出

來 的 導盲 機器。 

(24) (我) 還 是 一 針 刺死 了 自己 吧，也 免得 遭 強人 的 凌辱。 

 

有些被省略的「吧 3」句子主語可復原為「我們」，表示說話者連結自己與

一般人，即以常人的觀點作為其表述觀點。見以下例句： 

 

(25) (我們) 就 以 十幾二十 年 前 的 台灣 來 說 吧，那 時代 的 樸實 與 

真切，和 今天 的 繁華 與 浮濫，恰恰 是 兩 個 世界。 

(26) (我們) 就 拿 漢字 來 說 吧，漢字 的 歷史 很 短，至多 有 五千 年 

左右，現在 可以 看到 的，文字 是 甲骨文，離 現在 不過 三千多 年，

是 商朝 的 東西。 

 

主語如果是「我們」時尤需小心判別，因為「吧 2」和「吧 3」句子主語

都有可能是「我們」。但是「吧 2」的主語「我們」指的是說話者與聽話者

雙方，而「吧 3」的主語「我們」卻不包含聽話者。此外，「吧 2」和「吧 3」

句子的功能也不同：前者是祈使句，有影響對方的意圖；後者則只表達自己

的觀點或意向，沒有影響對方的作用。比較以下兩個句子末尾的「吧」，前

者是「吧 2」，後者是「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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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們 再一次 各 讓 一半 吧，這樣 差額 就 可 除，生意 也 做成 了。 

(28) 我們 從 下 往 上 的 來 講 吧，雙足 要 與 肩 一樣 寬，張 太 開，

有點 俗氣 不雅觀，太 窄 又 顯得 小氣。 

 

由於「吧 3」句子主語常有脫落或不易辨識的現象，造成句子分類時不

易識別，再加上述語部分又很相似，都是非已然狀態的動作動詞。因此區別

「吧 3」與「吧 2」句子時，應根據句子的言外功能。「吧 3」句子不具影響

他人的功能，作用的範圍僅及於說話者，不是祈使句。「吧 2」句子都是祈

使句，其言外功能無非請求、籲請、協商、命令等。還有些句構因為高頻使

用，經語用化而形成固定的構式，如「好吧、算了吧、(就)這樣吧」等。這

些後附「吧」的構式所表達的情態義，經觀察後發現，既不表疑問、推測，

也不表祈使，卻較近於「說話者宣示觀點或意向」，因此將其歸類為「吧 3」

句子。例如： 

 

(29) 東尼 想 了 一 想，慨然 道：好 吧！ 

(30) 好 吧，父親 最後 屈服 了 對方 的 要求，如果 事情 如此 急迫，我 明

天 就 回來，再見。 

(31) 最後 我 終於 對 她 啟齒 說道：我 看，我們 還是 算了 吧。 

(32) 羅 先生 有 一 位 上 小學 的 兒子，在 父親 暫時 走開 時，有模有樣 

地 下麵，問 他 將來 要不要 像 父親 一樣 賣 麵，他 的 回答 是「算

了 吧！」 

(33) 可以，不過 現在 不行，這樣 吧，下午 我 去 找 您。 

(34) 就 這樣 吧，晚上 見！ 

 

根據上述幾項原則，經人工判讀分類後，總計由句末「吧」句子中區分

出 288 個含有「吧 3」的句子段落，占「吧」句子總數的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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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說明如何根據三類句末「吧」的形式特徵作為判斷標準，將語料庫

的所有「吧」句子區分為「吧 1、吧 2、吧 3」三類：「吧 1」表說話者懷疑、

「吧 2」表祈使、「吧 3」表說話者自述觀點或意向。這三類「吧」句子的

情態意義與語用功能都是截然不同的。然而，僅根據觀察「吧」句子的形式

判別與分類，仍主主觀假設，不足以支持句末「吧」為多義的假設，因此將

以客觀證據作為佐證。下一節中，本文將以分類過後的三類句末「吧」語料，

分別輸入計量程式，計算各類「吧」句子的共現詞親疏引得，以得出各類「吧」

句子的高關聯共現詞排序。再各分析三類句末「吧」共現詞內部的語義關聯

以及共現詞與句末助詞間的共同語義特徵，以之印證三類句末「吧」假設定

義的正確性。最後再對比已分類「吧」與未分類「吧」句子的共現詞計量排

序結果，以其差異解釋句末「吧」分類的必要性。 

 

第二節 三類句末「吧」的共現詞親疏計量與分析 

由「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與料庫」中取得的句子，均已經過分詞處理，

而且各詞語之後都附有詞類標記。為減省空間與簡要呈現例句，只保留各詞

之間因分詞而隔開的空間，省略了各詞後原有的詞類標記。例如以下「吧」

句子在原始語料中的形式： 

 

(35) 思東(Nb) ，(COMMACATEGORY) 請(VF) 到(P) 飯廳(Nc) 吃飯

(VA) 吧(T) 。(PERIODCATEGORY) 

 

句末的「吧」被標示為(T)，表示「助詞」。其餘的「思東、飯廳」各

標記為(Nb)與(Nc)，分別表示「專有名稱」與「地方詞」。動詞「請、吃飯」

之後的詞類標記(VF)與(VA)則表示「動作謂賓動詞」與「動作不及物動詞」；

而「到」則標示為(P)，指「介詞」。這些詞類標記都與句子一同輸入程式，

以便統計各詞語的共現率時，除檢索詞彙之外，也根據其詞類之別。各種詞

類標記的總表請參見文後的附錄一。 

此外，輸入計算「吧」句子時，也有特定之標準作為句子的範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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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指的句子常有不同的範圍，可以是句號、驚嘆號和問號結束的詞串，也可

以是逗號結束的詞串。本文採用的句子範圍是以逗號、句號、問號、驚嘆號

結束的詞串作為句末助詞研究的單位，稱為小句或句子。例如，以下例句各

以逗號、句號、問號、驚嘆號結束，這些都是本文所謂的「吧」句子。 

 

(36) 就 這樣 吧，晚上 見！ 

(37) 那麼，我 還是 到 外頭 去 印 吧。 

(38) 你 是 中國 民航 公司 的 領導 吧？ 

(39) 我 把 它們 修理好 再 回去 吧！ 

 

上一節中曾描述如何將所有語料庫中的「吧」句子分為三類的判別原

則，也曾列舉例句說明「吧 1、吧 2、吧 3」句子的形式特徵。本節則依照句

子的分類結果，將三類「吧」句子的電子檔分別輸入程式，計算各類句末「吧」

的共現詞親疏關係，將輸出的共現詞排序列表，以便分析共現詞間的關聯。

最後以三類句末「吧」各與其共現詞之間具有的各別語義特徵支持「吧」區

分為三類句末助詞的多義假設。 

本節採用的共現詞親疏計量程式，由鄭錦全（2011）以 Delphi 語言編

寫。該程式在輸入一個關鍵詞及所要檢查的電子文本檔案後，即可算出每個

帶有關鍵詞的小句中所有共現詞與關鍵詞之間的親疏引得。計量後輸出之共

現詞候選表按 C.C.Cheng Index 排序。此引得數值代表個別共現詞與關鍵詞

出現的緊密程度。其計算方式是以 LogDice 值除 14 後乘 100。因為 LogDice

最高值是 14，除出來的值乘 100 後，最高值為 100，較符合一般預期的百分

比基準。其中 LogDice 值（Rychly, 2008）的計算公式如下： 

 

 

 

公式中的 fxy 稱為共現詞頻，是共現詞在所檢查的文本中與關鍵詞出現在同



應用共現詞於多義句末助詞「吧」與「呢」的語義分析及教學語法 

46 

一小句中的次數；fx稱為共現詞全頻，是共現詞在語料庫所有文本中出現的

次數；fy稱為關鍵詞全頻，是關鍵詞在語料庫所有文本中出現的次數。比較

兩個不同共現詞 A 與 B 的 C.C.Cheng Index 值，若共現詞 A 比共現詞 B 之

C.C.Cheng Index 值增加 100/14(≒7.14)，則代表共現詞 A 與關鍵詞出現的緊

密程度是共現詞 B 與關鍵詞出現的緊密程度的 2 倍。 

    根據 Rychly (2008)的分析，LogDice 值雖然比 T-score, MI-score, 

MI3-score, Minimum Sensitivity, Dice coefficient, MI lof Freq 等共現詞計量公

式出現較晚也較少被普遍應用，卻具有兩項優點。此兩項優點是不受語料庫

大小影響及更能合理呈現關鍵詞與共現詞的關係。此外，在決定採用

LogDice 之前，本文曾經比較 LogDice 的計量結果與 T-score, MI-score, 

MI3-score 的計量結果，發現前者得出的共現詞候選表較具內部語義關聯。

因此決定選用 LogDice。 

以下將分別列出三類「吧」句子經計量後，以 C.C.Cheng Index 數值排

序前 30 位之共現詞表。僅取排序前 30 位作為觀察目標是因為 30 位以後，

通常 C.C.Cheng Index 的數據偏低，漸趨於 40，因而較不具參考價值。將排

序前 30 位之共現詞列為候選表後，再觀察分析各表中的共現詞與句末助詞

間的語義關聯。如果三類「吧」句子輸出之共現詞計量與分析結果，顯示各

類句末「吧」與其共現詞之間具有共同的語義特徵，而三類「吧」句子的語

義特徵又各別不同，則可支持句末「吧」的多義性假設。其次再對比分類後

與分類前「吧」句子的共現詞親疏計量結果，如果未分類前「吧」句子的共

現詞與句末「吧」之間不能得出單一語義特徵，則可以間接支持「吧」句子

分類的必要性。以下分三小節討論「吧 1、吧 2、吧 3」句子分別輸入程式後

所得的共現詞親疏計量結果。 

 

一、「吧 1」的共現詞親疏計量與分析 

本文假設「吧 1」表「說話者懷疑或不確定」。將語料庫中分類所得的

906 筆帶有「吧 1」的句子輸入鄭錦全（2011）的共現詞親疏計量程式後，

以「吧」為關鍵詞，檢索得出共現於句末為「吧 1」小句中的所有詞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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句範圍以逗點、句點、驚嘆號或問號為結束。為了顧及完整語境的呈現，本

文引用語料庫的句子為例時，將一併摘錄句子的上下文。但是計算共現詞

時，只計算關鍵詞所在小句範圍內詞語的共現次數。以下將選取引得排序前

30 位的「吧 1」共現詞列成表二-2 以便觀察討論。 

 

表 二-2、「說話者不確定」的「吧 1」共現詞親疏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68.50 大概(D) 60 678 1872 9.59 

2 63.84 總(D) 38 667 1872 8.94 

3 61.35 也許(D) 33 936 1872 8.59 

4 60.53 或許(D) 27 616 1872 8.47 

5 60.13 應該(D) 49 2823 1872 8.42 

6 56.97 該(D) 23 1123 1872 7.98 

7 56.95 不會(D) 34 2563 1872 7.97 

8 55.97 算是(VG) 16 423 1872 7.84 

9 55.27 太(Dfa) 31 2885 1872 7.74 

10 54.79 可能(D) 36 3916 1872 7.67 

11 54.13 了(T) 78 11499 1872 7.58 

12 53.53 夠(Dfa) 12 310 1872 7.49 

13 52.50 您(Nh) 18 1742 1872 7.35 

14 51.25 恐怕(D) 10 396 1872 7.17 

15 49.78 是(SHI) 327 83666 1872 6.97 

16 49.58 一定(D) 15 2129 1872 6.94 

17 48.76 對(VH) 17 3036 1872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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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48.70 你(Nh) 66 17291 1872 6.82 

19 48.28 可能(VH) 8 547 1872 6.76 

20 48.27 你們(Nh) 12 1760 1872 6.76 

21 47.42 這麼(D) 9 1087 1872 6.64 

22 47.28 請求(VF) 6 127 1872 6.62 

23 46.34 不錯(VH) 7 684 1872 6.49 

24 46.00 這(Nep) 94 33592 1872 6.44 

25 45.96 想(VE) 20 5706 1872 6.43 

26 45.85 也(D) 82 29520 1872 6.42 

27 45.83 沒(D) 10 1965 1872 6.42 

28 45.80 未免(D) 5 52 1872 6.41 

29 45.54 大約(Da) 6 496 1872 6.38 

30 45.53 好像(D) 8 1287 1872 6.37 

（D:副詞，VG:分類動詞，Dfa:動詞前程度副詞，Nh: 代名詞，VH: 狀態不及物動

詞，VF: 動作謂賓動詞，Nep: 指代定詞，VE: 動作句賓動詞，Da: 數量副詞) 

 

上表第一列起即按引得數據作共現詞的親疏排序。第一欄為排序號。第

二欄的 C.C.Cheng Index 為引得數據，顯示各共現詞與關鍵詞出現的緊密

度。第三欄是共現詞及其詞類標記，第四欄是該共現詞在「吧 1」句子中的

共現詞頻，第五欄是共現詞在語料庫中的全頻，第六欄是關鍵詞「吧」(T)

在語料庫中的全頻，第七欄則是按公式計算相關數據所得之 LogDice 值。 

第六欄的關鍵詞全頻採計的範圍是整個平衡語料庫而非僅包含「吧 1」

句子的次語料庫，因此關鍵詞全頻是 1872 而非 906。選用此採計範圍的原

因有三：一是為求與共現詞全頻採計範圍一致；二是為了後續對比未分類

「吧」與三類「吧」的共現詞候選表時統一基準。第三個原因則是因為試用

「吧 1」句子的次語料庫為關鍵詞全頻採計範圍的共現詞計量結果，相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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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語料庫為採計範圍的計量結果，後者的共現詞所呈現的內部語義關聯較

前者更具明確語義關聯。前者的共現詞候選表較後者更常出現毫無語義關聯

的詞語，如人名或外來語等。因此，以下的所有計量都將統一以全語料庫作

為採計範圍。以各類「吧」或「呢」句子的次語料庫作為採計範圍的計量結

果雖暫不採用，本文仍將該六個共現詞候選表置於附錄二中供參考比較。 

以下試舉一例詳細說明共現詞候選表的內容。表二-2 中，共現詞親疏引

得排序第一位的詞是「大概」，其詞類標記為(D)，按中研院平衡語料庫的

詞類標記分類（參見附件一），是副詞。「大概」在「吧 1」句子中出現的

共現詞頻是 60，在平衡語料庫中的全部詞頻是 678。雖然「大概」的共現詞

頻低於排序第 11 的句末助詞「了」的共現詞頻 78，但是「大概」的引得數

據排序卻先於「了」，這是因為「了」的在平衡語料庫中的全部詞頻是 11,499，

遠高於「大概」的全部詞頻。因此「大概」的 C.C.Cheng Index 數值 68.50

高於「了」的 54.13，而「大概」的親疏程度比「了」高約 4 倍。 

下表依語義類別整理「吧 1」句子排序前 30 位的高關聯共現詞，括號內

的數字為該共現詞的排序。排除排序 30 位以後的共現詞，除了因為考量其

引得數據過低之外，也為其語義關聯鬆散。例如排序第 31 至 35 的共現詞分

別是「記得、差不多、厲害、好、知道」,與排序前 30 位以內的共現詞較無

語義關聯。 

根據「吧 1」句子的共現詞親疏計量結果，可將排序前 30 位共現詞的內

部語義關聯分為三個類別：「表存疑」、「可弱化表存疑」與「無語義關聯」。

也就是說，排序前 30 位的高關聯共現詞中，有 22 個共現詞直接或間接與「表

存疑」相關。「表存疑」類共現詞是指可用於表達說話者對命題真值存疑的

認知情態詞，如「大概、總、也許、或許、應該、該、算是、可能、恐怕、

未免、好像、大約、想」。「可弱化表存疑」類共現詞則是指那些原來並無

表存疑義（甚至有確定義），但卻因搭配句末「吧 1」或其他表「不確定」

的認知情態詞，因而表達對命題真值存疑的詞語，如「不會、太、是、一定、

對、可能、這麼、不錯」。「無語義關聯」類，是指那些暫時看不出和關鍵

詞句末「吧 1」之間有任何語義關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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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3、表「說話者不確定」的「吧 1」句中的共現詞語義類別 

語義類別 共現詞與排序 

表存疑 大概(1)、總(2)、也許(3)、或許(4)、應該(5)、該(6)、算是(8)、

可能(10)、恐怕(14)、想(25)、大約(29)、好像(30) 

可弱化表存疑 不會(7)、太(9)、夠(12)、是(15)、一定(16)、對(17)、可能(19)、 

這麼(21)、不錯(23)、未免(28) 

無語義關聯 了(11)、您(13)、你(18)、你們(20)、請求(22)、這(24)、也(26)、 

沒(27) 

 

「表存疑」類共現詞中，除了「算是」與「想」之外，其餘都是副詞。

查詢《現代漢語八百詞》（呂叔湘，1999），得到幾個「表存疑」類共現詞

的定義如下： 

 

大概： 表示對情況的推測；可能。 

總：   表示推測、估計，多用於數量，常和「大概」連用。 

也許： 表示猜測或不很肯定。 

或許： 表示不很肯定；有可能。 

應該： 估計情況必然如此。 

該：   估計情況應該如此。 

可能： 表示估計；也許；或許。  

好像： 彷彿，似乎。表示不十分確定的推測判斷或感覺。 

大約： 用於推測情況較少，多見於書面。 

算：   推算、推測。 

想：   料想、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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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詞「大概、也許、或許、應該、該、可能、好像、大約」與動詞「算

(是)、想」都與「不確定」、「推測」、「估計」等表存疑義的認知情態相

關。以下「吧 1」句子，各含有一個「表存疑」類共現詞。 

 

(40) 他 曾經 聽 人 談到 過 寶石，但是 從來 沒有 看見 過，不 知道 寶石 

是 什麼 樣子，他 想 這些 美麗 的 小 石頭 大概 就 是 寶石 吧。 

(41) 你 總 不 忍心 掃 大家 的 興 吧？ 

(42) 申請 國宅 不易，但是 申請 貸款 自購 住宅 也許 是 無 殼 蝸牛族 的 

一 項 福音 吧！ 

(43) 或許 這 也 可以 是 她 學習 獨立 的 開始 吧！ 

(44) 但是，資源 平均 分配，應該 可行 吧？ 

(45) 那 是 我 孝敬 的，加上 親友 共 五 桌，你 又 該 跟 我 乾杯 了 吧！ 

(46) 堀逃憲二：基本 上 的 原因，我 想 可能 是 因為 日本人 多半 比較 保

守 吧！ 

(47) 像 他 這麼 一 個 只 會 喊 萬歲 的 人，能 割據 國土，恐怕 無 人 能 

信 吧？ 

(48) 而 教育 的 目的 好像 也 不 是 在 教 我們「適應」吧！ 

(49) 飄 的 通俗 與 大眾化，另 一 主要 原因 大約 是 它 的 愛情 吧！ 

 

以上例句中的 10 個副詞都與認知情態「說話者對命題真值不確定」有

關，與句末「吧 1」高關聯共現顯示兩者具有共選的語義特徵。其他「表存

疑」類共現詞還有分類動詞「算(是)」以及動詞「想」，尤其是後者與主語

「我」搭配時，都表示說話者推測。見例句： 

 

(50) 這 算是 語言 的 障礙 引起 的 誤解 吧！ 

(51) 他 是 班 上 唯一 去 過 大陸 探親 者，我 想 他 大概 對 出外 旅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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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食髓知味」了 吧！ 

 

以上「吧 1」句子都因含有「表存疑」類共現詞而使說話者降低對命題

真值的確定程度。這 12 個「表存疑」類共現詞都與句末「吧 1」具有共選

的語義特徵「表說話者不確定」。 

為證明「表存疑」語義類共現詞與句末「吧 1」之間存在共選之情態語

義「表說話者不確定」，可比較以下句組。只要將(a)句中黑體字部分的「表

存疑」類共現詞與句末「吧 1」同時去除，(b)句即成為語氣確定的陳述句。

如果只刪除兩者之一，則無論保留「表存疑」類共現詞或是保留句末「吧 1」，

(c)句仍可保有推測語氣。可見「表存疑」類共現詞所負載的語氣義與句末

「吧 1」相同，都是「表說話者不確定」。 

 

(52) (a)我 會 對 客人 說：你 該 不會 生氣 吧！ 

(b)我 會 對 客人 說：你 不會 生氣。 

(c)我 會 對 客人 說：你 不會 生氣 吧！ 

 

(53) (a)而 教育 的 目的 好像 也 不 是 在 教 我們「適應」吧！ 

(b)而 教育 的 目的 也 不 是 在 教 我們「適應」。 

(c)而 教育 的 目的 好像 也 不 是 在 教 我們「適應」。 

 

(54) (a)在 百貨公司 買 東西 真 方便，價錢 方面 算是 很 合理 吧！ 

(b)在 百貨公司 買 東西 真 方便，價錢 方面 很 合理！ 

(c)在 百貨公司 買 東西 真 方便，價錢 方面 算是 很 合理。 

 

(55) (a)我 想 大家 都 明白 早起 的 鳥兒 有 蟲 吃 的 意思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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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大家 都 明白 早起 的 鳥兒 有 蟲 吃 的 意思。 

(c) 大家 都 明白 早起 的 鳥兒 有 蟲 吃 的 意思 吧！ 

 

至於「可弱化表存疑」類共現詞，本身雖不具「表存疑」的認知情態義，

卻因搭配句末「吧 1」而降低了說話者對命題真值的確定程度。因此，這類

詞語是因為認知情態由「確定」被弱化為「不確定」因而成為高關聯共現詞

的。例如「不會、太、一定」這些認知情態副詞，與句末「吧 1」搭配後，

其認知情態即被弱化，因而產生「說話者不確定」的情態義。比較以下句組，

刪除(a)句末的「吧 1」而成為(b)句後，說話者對命題的確定程度即明顯提高。 

 

(56) (a)像 秦王 那麼 威風 的 人，我 也 敢 在 大庭廣眾 之間 罵 他，我 藺

相如 就 是 再 不 中用，也 不會 單 怕 一 個 廉 將軍 吧。 

(b)像 秦王 那麼 威風 的 人，我 也 敢 在 大庭廣眾 之間 罵 他，我

藺相如 就 是 再 不 中用，也 不會 單 怕 一 個 廉 將軍。 

 

(57) (a)一 位 歌迷 說：「天堂 裡 一定 也 有 很多 她 的 歌迷 吧！」 

(b)一 位 歌迷 說：「天堂 裡 一定 也 有 很多 她 的 歌迷。」 

 

(58) (a)這 兩 句 話 太 過於 吹噓 了 吧！ 

(b)這 兩 句 話 太 過於 吹噓 了。 

 

含有「不會、一定、太」的句子，表示說話者對所言命題真值的確定程

度高，句末加上「吧 1」之後，即可降低說話者對命題的確定程度。有時在

話語進行過程中，基於禮貌或是其他交際需求，說話者可以在句末補上「吧

1」，即可即時降低對命題真值的確定程度，使不客氣的斷定變為較禮貌的

推測。連原本即用於「委婉否定」的副詞「未免」（呂叔湘，1999），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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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1」之後，句子的語氣也會愈加弱化。試比較以下兩個句子。 

 

(59)  (a)由 眾 所 厭嗤 變成 烈士，這 一 轉變 也 未免 太 勢利 了。 

(b)由 眾 所 厭嗤 變成 烈士，這 一 轉變 也 未免 太 勢利 了 吧。 

  

因此，凡是在陳述句末加上「吧 1」，即可降低或弱化說話者對命題真

值的確定度，即使句中沒有與認知情態相關的副詞或動詞，加上句末「吧 1」

即可顯示說話者對命題真值確定程度減弱。再比較以下句組。 

 

(60) (a)當 你 到 天文臺 參觀，看到 巨大 的 天文 望遠鏡 時，會 感到 十

分 壯觀 吧！ 

(b)當 你 到 天文臺 參觀，看到 巨大 的 天文 望遠鏡 時，會 感到 十

分 壯觀。 

 

(61) (a)這 一 場 人 蚊 大戰，人類 要 想 戰勝，還 有 好 長 一 段 路 要 

走 吧。 

(b)這 一 場 人 蚊 大戰，人類 要 想 戰勝，還 有 好 長 一 段 路 要 

走。 

 

由以上討論的共現詞句子可知，「吧 1」適於搭配「表存疑」的認知情

態詞，如「大概、也許、我想」等同現，也可以單獨於陳述句末達成弱化認

知情態的功能。因此，即使與「是、對、這麼、不錯」這些與認知情態表達

無關的詞語共現時，句末加上「吧 1」也能達成弱化句子認知情態的功能。

然而，位居排序第 12 的副詞「夠」，卻是例外。「夠」搭配「吧 1」成為

「夠 X(了)吧」構式時（X 為任一狀態不及物動詞），表面雖因句末「吧 1」

而似有「徵詢對方意見」的推測之意，其實說話者對命題真值的確定度不但

未降低，反而變為斷定。見以下例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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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如今 先生 在 大陸 工作，太太 女兒 臺北、臺中 跑，兒子 在 美國，

親戚 說「一 家 分 三 地，夠 嗆（夠 紅）了 吧！」 

(63) 例如 想 向 左 看 時，可以 把 頭 向 右 轉 兩百七十 度，夠 嚇人 了 

吧。 

(64) 像 美術 老師，被 我們 氣 得 快 發瘋 了，於是，下 學期 馬上 換訓

育組長 來 上課 了，夠 厲害 了 吧！ 

(65) 冷冷 的 冬天 也 是 台灣 黑熊 的 睡覺 季節，睡 它 個 幾 星期 幾 

個 月 的，連 吃 喝 拉 撒 都 可以 等 睡飽 後 再 解決，夠 懶 了 

吧！ 

 

根據呂叔湘（1999）的定義與例句，「够」一般作副詞，表「達到一定

標準」，如「別接了，繩子已經夠長了」。「够」又有「表示程度很高」之

意，如「老大爺待我們夠好了」（呂叔湘，1999）。「夠」的後一種語義與

程度副詞「很」相似。然而，「夠 X(了)吧」句末的「吧 1」卻沒有降低說

話者對命題的確信程度，因為此固定構式已形成修辭問句，表面上像是提出

問題讓對方回應，其實說話者早有定見，並不需要對方回答。「夠 X(了)吧」

因反覆使用於特定語境而語用化，形成「規約隱涵」（conventional implicature, 

參見 Levinson（1983）），表達說話者對命題真值的斷定。此語用化造成反

義，取代「吧 1」弱化命題確定度的作用。 

共現詞「够」雖然在「吧 1」句子的語用上並未被弱化，在字面語義上

也只能暫時歸入「可弱化表存疑」類共現詞，所以在「吧 1」共現詞的語義

關聯上不具代表性。但「夠」為特例，不應影響句末「吧 1」表「表說話者

不確定」的普遍意義。由以上討論可知，帶有句末助詞「吧 1」的句子，除

了少數像「夠 X(了)吧」這類特殊構式，都能傳達「說話者不確定」的情態

義。此情態義不僅可由認知情態副詞搭配句末「吧 1」表達，也可由句末「吧

1」單獨表達。從共現詞親疏計算程式的計量結果來觀察，可以證實多數共

現詞與句末「吧 1」之間具有共同語義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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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前 30 名內的「吧 1」共現詞中，屬於「無語義關聯」類「了、您、

你、你們、這、也、沒」。這幾個詞語多是大部份句式中常見的功能詞，既

不與「表存疑」認知情態相關，也不因「可弱化表存疑」而共現，因而與假

設的「吧 1」定義「說話者不確定」無關。以下將繼續觀察分類後的「吧 2」

與「吧 3」句子的共現詞親疏計量排序結果，找出分別與「吧 2」與「吧 3」

兩個句末助詞具有共選語義關係的共現詞並分析其語義特徵。 

 

二、「吧 2」的共現詞親疏計量與分析 

以「吧 2」為關鍵詞，輸入「吧 2」句子以計算共現詞親疏。得出以下排

序前 30 位的「吧 2」共現詞，相關分析在表二-4 之後。 

 

表 二-4、「表祈使」的「吧 2」共現詞親疏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60.76 請(VF) 46 2272 1872 8.51 

2 58.76 快(D) 21 425 1872 8.23 

3 58.30 讓(VL) 74 6595 1872 8.16 

4 58.22 回去(VA) 20 433 1872 8.15 

5 57.64 走(VA) 31 1909 1872 8.07 

6 56.45 你(Nh) 140 17291 1872 7.90 

7 55.66 去(VCL) 26 1971 1872 7.79 

8 55.34 趕快(D) 14 262 1872 7.75 

9 54.72 去(D) 47 5741 1872 7.66 

10 54.09 您(Nh) 21 1742 1872 7.57 

11 54.04 你們(Nh) 21 1760 1872 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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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54.02 先(D) 25 2459 1872 7.56 

13 53.67 等(VC) 14 638 1872 7.51 

14 52.93 一起(D) 15 1017 1872 7.41 

15 52.39 咱們(Nh) 10 158 1872 7.33 

16 52.37 還是(D) 18 1790 1872 7.33 

17 52.01 我們(Nh) 95 18148 1872 7.28 

18 51.82 談(VE) 13 916 1872 7.26 

19 51.52 來(D) 49 8952 1872 7.21 

20 51.37 去(T) 12 817 1872 7.19 

21 50.11 再(D) 33 6489 1872 7.01 

22 49.96 進來(VA) 8 183 1872 7.00 

23 49.74 看看(VC) 9 492 1872 6.96 

24 49.63 妳(Nh) 12 1313 1872 6.95 

25 49.55 就(D) 116 29154 1872 6.94 

26 49.47 來(VA) 18 2980 1872 6.93 

27 49.41 好好(VH) 9 567 1872 6.92 

28 49.37 吃(VC) 16 2481 1872 6.91 

29 49.11 喝(VC) 10 919 1872 6.88 

30 49.08 拿(VC) 10 927 1872 6.87 

（VF: 動作謂賓動詞，D:副詞，VL: 狀態謂賓動詞，VA: 動作不及物動詞，Nh: 代

名詞，VCL: 動作接地方賓語動詞，VC: 動作及物動詞，VE: 動作句賓動詞，VH: 

狀態不及物動詞) 

 

 觀察以上的計算排序結果，可以歸納出四類「吧 2」共現詞的句法或語

義關聯：(一)泛第二人稱代詞 (二)使役動詞與動作動詞 (三)修飾動作動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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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副詞 (四)導引動作順序的相關副詞。下表整理四類共現詞並註明其排

序數於括號中。 

 

表 二-5、表「祈使」的「吧 2」句中的共現詞語義類別 

語義類別 共現詞與排序 

泛第二人稱代詞 你(6)、您(10)、你們(11)、妳(24)、咱們(15)、我們(17) 

使役動詞與 

動作動詞 

請(1)、讓(3)、回去(4)、走(5)、去(VCL)(7)、等(13)、 

談(18)、進來(22)、看看(23)、來(26)、吃(28)、喝(29)、

拿(30) 

因動作動詞而附帶出

現的相關詞語 

快(2)、趕快(8)、去(D)(9)、先(12)、一起(14)、還是(16)、

來(19)、去(T)(20)、再(21)、就(25)、好好(27) 

 

先討論有關人稱代詞類的高關聯共現詞。下表列出第二與第一人稱代詞

在「吧 1」、「吧 2」與「吧 3」句子的共現親疏統計結果，代詞後括號內的

數字為共現親疏排名順序。 

 

表 二-6、三類句末「吧」的人稱代詞共現親疏計算比較 

 第二人稱代詞 第一人稱代詞 

吧 1 您(13)、你(18)、你們(20) 不在排序前 30 名中 

吧 2 你(6)、您(10)、你們(11)、妳(24) 咱們(15)、我們(17) 

吧 3 你們(22) 不在排序前 30 名中 

 

比較後可以看出泛第二人稱代詞在「吧 2」句子的共現情形與其餘兩類

「吧」句子有很大不同。「泛第二人稱」代詞包括典型的第二人稱代詞「你、

妳、您、你們」或「大家」、第二人稱零形式主語以及包含說話者與聽話者

的第一人稱複數「咱們」。觀察上表得知，第二人稱代詞「你、您、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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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分別位居「吧 2」共現詞排序的第 6、10、11 與 24 位，而可能包括聽

話者與說話者雙方的代詞「咱們」與「我們」也位居第 15 與 17 位。相較之

下，兩類人稱代詞在「吧 1」與「吧 3」排名前 30 位內的共現詞數量及排名

順序兩方面都明顯不及「吧 2」。此現象顯示人稱代詞，尤其是泛第二人稱

代詞，與「吧 2」的共現親疏程度較「吧 1」與「吧 3」高。 

此外，主語形式為「泛第二人稱代詞」的「吧 2」句子所占比例也很高。

統計各第二人稱代詞主語形式的「吧 2」句子數為下表： 

 

表 二-7、「吧 2」句子主語形式統計與百分比 

主語 第二人稱 零形式 大家 咱們 四類總計 吧 2 句子總數

句子數 187 274 11 12 484 678 

百分比 27.54% 40.35% 1.62% 1.77% 71.28% 100% 

 

上表數據顯示累計四類以「泛第二人稱代詞」為主語形式的「吧 2」句

子，共得 484 例，占「吧 2」句子總數的 71.28%。如果再加上未列入計算的

零星非代詞第二人稱，如人名、頭銜或稱謂這類直接稱呼聽話者的主語形

式，如「先生、爸爸、媽媽、朋友、同學們」，則累計句子數已將近「吧 2」

總句數的四分之三。由共現詞計量排序結果與上述的統計數據可推知，以「泛

第二人稱代詞」為主語形式是「吧 2」句子的重要特徵，此點與「吧 2」句

子為祈使句關係密切。 

再看「請」和「讓」這兩個分別高居親疏計算排名第 1 和 3 位的共現詞。

這兩個動詞與使役語義相關，也與祈使功能關係密切。「吧 2」句中高頻共

現的動詞「請」是祈使句的標記之一。使役動詞「讓」雖有「使令」和「致

使」兩種語義範疇（郭姝慧，2004；鄧守信，2005），但是「吧 2」句中的

「讓」都是「使令」義，因此也標示祈使句。作為祈使句重要標記的「請」

與「讓」成為「吧 2」句子的高關聯共現詞，顯示「吧 2」句子與祈使句關

係密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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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共現詞中有多達 10 個動作動詞，位居排序前 30 名以內，分別是

「回去、走、去、談、進來、看看、來、吃、喝、拿」。此現象顯示動作動

詞與句末「吧 2」之間也具有某種語義關聯，此語義關聯也來自祈使句，因

為祈使的目的經常是促使對方行動。見以下含有動作動詞類共現詞的「吧 2」

例句： 

 

(66) 我們 回去吧，上車 我 再 告訴 你。 

(67) 剛剛 歇下來 的 那 女孩 說：你 就 多 帶 一點 福氣 走吧，好 走 遠

路 呵。 

(68) 楊 太太：現在 太晚 了，明天 上午 再 去吧。 

(69) 好 好 好，你們 談吧，我 洗臉 去 了 喔！ 

(70) 對 對 對，你 去 叫 他們 進來吧。 

(71) 我們 到 那邊兒 去 看看吧。 

(72) 這 裡頭 很 複雜 吶，趕快 來吧。 

(73) 他 對 俾士麥 說，來，你 選擇 你 的 武器，我們 一起 吃吧！ 

(74) 親愛的 爸 媽，你 說 了 這麼多 一定 很 累 了；那 我 已經 知道 我 

錯 了，麻煩 你 停下來 喝 口 茶吧！ 

(75) 你 這 個 紙 箱子 好像 很 重，讓 我 來 幫 你 拿 吧！ 

 

排序 13 的動詞「等」雖然不是動作動詞，也常用於祈使句，例句如： 

 

(76) 這 是 他們 哈薩克人 自己 族 裡 的 事，咱們 不用 理會，在 外面 等 

著 他們吧。 

(77) 彭雅玲 說，「慢慢 等 吧，他們 會 越 來 越 有 看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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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動作動詞而出現的副詞「快、趕快、去(D)、先、一起、還是、來、

再、就、好好」以及助詞「去(T)」，都因修飾動作動詞而附帶成為「吧 2」

句子的高關聯共現詞。這類詞語與句末「吧 2」的語義關係是間接的。見以

下「吧 2」句子中的狀態副詞如何搭配動作動詞於祈使句。 

 

(78) 你 快 去 找 你 的 中華 文化 書籍 吧！ 

(79) 最後，首領 說話 了：不要 再 跳 了，趕快 回去 吧！  

(80) 她 說：「陪 我 去 跳舞 吧！」 

(81) 當 您 想 去 改變 對方 時，不妨 換 個 方式，先 學習 去 適應 吧！ 

(82) 老伯伯，咱們 一起 騎 馬 逃 吧，再 遲 便 來不及 了。 

(83) 東尼 搖搖頭 說：「不要 把 事情 看 得 太 簡單，還是 安心 在 家鄉 做 

英雄 吧！」 

(84) 所以，你 應該 閃到 一 邊 去，讓 我 來 為 主人 服務 吧！ 

(85) 如果 想 在 初一 外出 拜年 的話，可 得 翻翻 黃曆 再 出門 吧！ 

(86) 對，反正 我 不 看 您 的 證明，就 這麼 寫 吧！ 

(87) 讓 我們 好好 愛護 我們 的「靈魂 之 窗」吧！ 

(88) 得 啦，你 回去 審 你 的 犯人 去 吧。 

 

上述「吧 2」的三個高關聯共現詞語義類別「泛第二人稱主語」、「使

役動詞與動作動詞」以及「因動作動詞而附帶出現的相關詞語」都聚焦於祈

使句，因而印證了「吧 2」表祈使的假設定義，也支持「吧 2」句子的分類

是合理的。 

 

三、「吧 3」的共現詞親疏計量與分析 

 將分類後的「吧 3」句子，以句末助詞為關鍵詞，輸入計量程式後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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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現詞親疏計算與排序結果如下： 

 

表 二-8、「說話者宣示觀點或意向」的「吧 3」共現詞親疏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57.57 算了(VH) 16 93 1872 8.06 

2 55.45 好(VH) 66 8089 1872 7.76 

3 52.09 明天(Nd) 11 427 1872 7.29 

4 51.00 再(D) 36 6489 1872 7.14 

5 48.37 這樣(VH) 20 4128 1872 6.77 

6 46.31 還是(D) 10 1790 1872 6.48 

7 45.42 再見(VB) 5 125 1872 6.36 

8 44.22 等(P) 5 370 1872 6.19 

9 43.58 就(D) 65 29154 1872 6.10 

10 43.50 先(D) 9 2459 1872 6.09 

11 43.44 吃(VC) 9 2481 1872 6.08 

12 43.24 說(VE) 43 19332 1872 6.05 

13 41.98 談(VE) 5 916 1872 5.88 

14 40.62 試試(VC) 3 36 1872 5.69 

15 40.61 來(D) 17 8952 1872 5.69 

16 40.47 拿(P) 3 64 1872 5.67 

17 40.42 留給(VD) 3 73 1872 5.66 

18 40.26 告訴(VE) 5 1423 1872 5.64 

19 40.10 做(VG) 4 804 1872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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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9.69 看(Di) 3 216 1872 5.56 

21 39.64 拿(VC) 4 927 1872 5.55 

22 39.25 你們(Nh) 5 1760 1872 5.50 

23 38.96 那(Dk) 5 1866 1872 5.45 

24 38.54 下(Nes) 4 1241 1872 5.40 

25 38.17 例(Na) 3 549 1872 5.34 

26 37.89 以後(Nd) 3 615 1872 5.30 

27 37.80 等(VC) 3 638 1872 5.29 

28 37.68 去(D) 9 5741 1872 5.28 

29 37.19 決定(VE) 4 1679 1872 5.21 

30 36.60 直說(VE) 2 7 1872 5.12 

（VH: 狀態不及物動詞，Nd: 時間詞，D:副詞，VB: 動作類及物動詞，P:介詞，

VC:動作及物動詞，VD: 雙賓動詞，VE: 動作句賓動詞，VG: 分類動詞，Di: 時

態標記，Nh: 代名詞，Dk:句副詞，Nes: 特指定詞，Na: 普通名詞)         

 

將「吧 3」與「吧 1、吧 2」句子排序前 30 位共現詞的引得數據作比較。

「吧 1」排序前 30 位的共現詞引得數據約介於 68.5 與 45.5 之間，「吧 2」

的共現詞引得數據分佈範圍與「吧 1」的差距不大，大約介於 60.8 至 49 之

間。但是根據「吧 3」句子的計量結果，排序前 30 位的共現詞引得數據明

顯較「吧 1、吧 2」低得多，大約介於 57.6 至 36.6 之間。引得數據偏低顯示

共現詞與關鍵詞的親疏程度較低，所以分析「吧 3」句子的共現詞語義關係

時，應排除引得數據過低的共現詞，只觀察排序前 18 位，引得數據高於 40

的共現詞即可。下表整理「吧 3」排序前 18 位的共現詞，可依其語義類別，

分為「終極義」、「言說義」、「未然或時序義」與「動作義」四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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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9、表「說話者宣示觀點或意向」的「吧 3」句中共現詞語義類別 

語義類別 共現詞與排序 

終極義 算了(1)、好(2)、這樣(5)、還是(6)、就(9) 

言說義 說(12)、談(13)、來(15)、拿(16)、告訴(18) 

未然或時序義 明天(3)、再(4)、再見(7)、先(10) 

動作義 等(8)、吃(11)、試試(14)、留給(17) 

 

「吧 3」句中共現詞的語義類別之一為「終極義」，共 5 個。其中四個

共現詞「算了、好、這樣、就」在「吧 3」句中的共現親疏排序很高，各居

排名第 1、2、5、9。這四個共現詞因為用於組合「好吧、算了吧、(就)這樣

吧」這些用於表達說話者最終結論或最後決定的構式，因此被歸於「終極義」

這個語義類別。「終極義」與「吧 3」語法化之前的前身，實詞「罷」具有

的「終結義」相合（如罷休、說罷便走），因此具有「終極義」的共現詞適

於搭配句末助詞「吧 3」。見例句： 

 

(89) 好 吧 好 吧，待會兒 吃 過 飯 以後 我 去 跟 她 道 個 歉 就是 了。 

(90) 羅 先生 有 一 位 上 小學 的 兒子，在 父親 暫時 走開 時，有模有樣 

地 下麵，問 他 將來 要不要 像 父親 一樣 賣 麵，他 的 回答 是「算

了 吧！」。 

(91) 就 這樣 吧，我們 接受 你們 的 數量，就 增加 六千 塊。     

 

位居共現詞排序第 6 的副詞「還是」也與「終極義」相關，因為「還是」

除了可以「表類同」，例句如「跟去年一樣，今年還是新稻種產量高」（呂

叔湘，1999），還有一種「表非類同」用法，可以用來「表示說話人比較思

量後所形成的主觀態度」（周娟，2005），因而也具「終極義」。「吧 3」

句中，除了「還是」，也可同時搭配其他具有「終極義」的詞語，如以下例

句中的「最後、終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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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他 說，我 一 個 人，左 看 也 沒有 人，右 看 也 沒有 人，我 還是 回 

台灣 吧！ 

(93) 那麼，我 還是 到 外頭 去 印 吧。 

(94) 最後 我 終於 對 她 啟齒 說道：我 看，我們 還是 算了 吧。 

 

另一方面，「吧 3」句子的高關聯共現詞還有另兩類語義關聯：一與「言

說義」動詞有關，一與「未然義或時序義」相關。言說義動詞，包括「說、

談、告訴」，分別位居共現親疏排序的第 12、13、18 名。「言說義」動詞

與句末「吧 3」的關聯來自於「吧 3」句子的功能。當說話者宣示其觀點或

意向時，適於用言說義動詞達成「以言述行」的目的，因此，含有「言說義」

動詞的「吧 3」句子是一種「述行句」。見例句： 

 

(95) 等 吃完 了 新鮮 的 螃蟹 再 說 吧！ 

(96) 現在 我們 談談 這 批 貨 的 ＦＯＢ 交貨 條件 吧。 

(97) 不 跟 你 打 啞謎 了，告訴 你 吧，我 是 一 座 由 日本 開發 出來 的 

導盲 機器。 

 

共現詞「拿」與「來」乍看似與「吧 3」句子的功能無直接語義關係，

但觀察句子則不難了解兩者與言說義的關聯來自構式「拿…來說/談吧」。

此構式正是以「吧 3」結尾的「述行句」。見以下例句： 

 

(98) 就 拿 漢字 來 說 吧，漢字 的 歷史 很 短，至多 有 五千 年 左右，

現在 可以 看到 的，文字 是 甲骨文，離 現在 不過 三千多 年，是 商

朝 的 東西。 

(99) 再 拿 感冒 來 說 吧。 

(100) 就 以 轟動一時 的 電影「阿瑪迪斯」為 例 來 談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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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類「吧 3」共現詞與「未然義或時序義」相關，即「明天、再、再

見、先」，排序依次為第 3、4、7、10。因為說話者在宣示其意向時，常提

及未來事件或預告事件的順序。觀察以下句子即可看出「未然或時序義」類

共現詞如何在「吧 3」句中預示說話者意向。 

 

(101) 我們 最 遲 在 今天 晚上 可以 算出來，明天 上午 給 你 吧。 

(102) 現在 太晚 了，明天 上午 再 去 吧。 

(103) 小 水滴 說：高山，再見 吧！稻田，再見 吧！ 

(104) 何 先生：等 貴 公司 設廠 好 了 再 說 吧，我們 外行人 需要 有 人 

說明。 

(105) 好，先 適應 聽 中國話 吧！ 

 

至於「等、吃、試試、留給」四個共現詞，在「吧 3」句子中多用於述

語，表述說話者即將執行的動作，因此將四者歸於「動作義」一類。例句如

下： 

 

(106) 我 要 說 的 話，等 下 次 見面 再 說 吧！ 

(107) 爺爺 和 奶奶 互瞟 了 一 眼，做 了 個 眼色，然後 說：就 吃 肉片 

吧。 

(108) 濟公 想 了 一 想 說：我 試試 看 吧，不過…不過 什麼 呢﹖ 

(109) 反正 就 當 個 朋友，其餘 的 就 算 是 留給 自己 吧。 

 

以上所分析的四類「吧 3」共現詞，各具「終極義」、「言說義」、「未

然或時序義」與「動作義」。這些詞語中，有的本來即具有「終極義」，因

而適合與「吧 3」共現，有的則因組合成構式以宣示說話者觀點或描述其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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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決定或未來動作，因而共現於「吧 3」句子。這些詞語都與「吧 3」的語

義「說話者自述觀點或意向」有直接或間接的關聯，因而能成為共現詞。 

 

第三節 小結 

 上文根據假設，將句末助詞「吧」區分為三種不同意義或功能的用法。

再將語料中所有含有句末「吧」的句子分為「吧 1、吧 2、吧 3」三類，分別

輸入共現親疏計算程式，各以「吧 1、吧 2、吧 3」為關鍵詞，計算三類「吧」

句子的共現詞親疏引得。分析三類「吧」句子共現詞之間的語義關係以及共

現詞和句末助詞間的共同語義特徵後，發現「吧 1、吧 2、吧 3」句子的共現

詞，各如同假設的「吧 1、吧 2、吧 3」定義，分別具有三種不同語義特徵。 

為支持句末「吧」分為三類的必要性，以下將把包含「吧 1、吧 2、吧 3」

三類句子而未經分類的所有「吧」句子也輸入共現親疏計算程式。觀察其排

序前 30 名以內的共現詞，以此比較前一節中所討論的「吧 1、吧 2、吧 3」

句子共現詞計量結果。如果未經分類的「吧」高關聯共現詞內部語義關聯也

顯現單一的語義特徵，則句末「吧」沒有分類的必要。然而，如果未分類「吧」

的高關聯共現詞之間，呈現多種內部語義關聯，甚至顯現混合上述三類「吧」

語義特徵的現象，則顯示本文所假設句末「吧」的三個分類是必要的。 

下表為將所有「吧」句子輸入計量程式並以未經分類的句末「吧」為關

鍵詞，計量得出的高關聯共現詞排序結果。此舉等於先不假設句末「吧」為

多義詞，也不假設「吧」可分為三類，而將所有句末「吧」當作同一關鍵詞，

作共現詞計量與排序，以此觀察其共現詞所呈現的內部語義關聯。改變原有

假設，僅以單一義、不分類句末「吧」作為假設，以之計量得出的共現詞候

選表對比多義假設的出的三類「吧」句子的共現詞候選表，其計量結果應有

顯著差異。如此方可以支持句末「吧」多義假設的客觀性，印證將句末「吧」

分為三類是合理且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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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0、不分類「吧」的共現詞親疏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68.50 大概(D) 60 678 1872 9.59 

2 63.84 總(D) 38 667 1872 8.94 

3 61.41 請(VF) 49 2272 1872 8.60 

4 61.39 你(Nh) 226 17291 1872 8.59 

5 61.35 也許(D) 33 936 1872 8.59 

6 60.73 您(Nh) 40 1742 1872 8.50 

7 60.53 或許(D) 27 616 1872 8.47 

8 60.15 你們(Nh) 38 1760 1872 8.42 

9 60.14 快(D) 24 425 1872 8.42 

10 60.13 應該(D) 49 2823 1872 8.42 

11 59.51 還是(D) 36 1790 1872 8.33 

12 59.36 讓(VL) 82 6595 1872 8.31 

13 59.34 算了(VH) 19 93 1872 8.31 

14 58.89 走(VA) 35 1909 1872 8.24 

15 58.87 好(VH) 92 8089 1872 8.24 

16 58.73 回去(VA) 21 433 1872 8.22 

17 58.57 再(D) 75 6489 1872 8.20 

18 58.34 先(D) 38 2459 1872 8.17 

19 57.90 去(D) 64 5741 1872 8.11 

20 57.83 該(D) 25 1123 1872 8.10 

21 57.80 去(VCL) 32 1971 1872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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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56.95 不會(D) 34 2563 1872 7.97 

23 56.74 就(D) 233 29154 1872 7.94 

24 56.58 明天(Nd) 17 427 1872 7.92 

25 56.26 等(VC) 18 638 1872 7.88 

26 56.05 趕快(D) 15 262 1872 7.85 

27 55.97 算是(VG) 16 423 1872 7.84 

28 55.91 來(D) 75 8952 1872 7.83 

29 55.85 吃(VC) 30 2481 1872 7.82 

30 55.74 談(VE) 19 916 1872 7.80 

（D:副詞，Nh: 代名詞，VF: 動作謂賓動詞，VA: 動作不及物動詞，VH: 狀態不

及物動詞，VL: 狀態謂賓動詞，VCL: 動作接地方賓語動詞，VC:動作及物動詞，

VG: 分類動詞，VE: 動作句賓動詞) 

 

為方便比較不分類句末「吧」與「吧 1、吧 2、吧 3」的共現詞排序結果，

將四個候選表整理為表二-11。表中的一至三欄依序列出前 30 位不分類「吧」

的共現詞排序、共現詞與其共現詞頻，其後再分別列出該詞在「吧 1、吧 2、

吧 3」候選表中的排序及詞頻。如果該詞在排序 30 位之外，則標示為＞30，

其後再列出詞頻。如果該詞從未與「吧 1、吧 2、吧 3」其中一者共現於同一

小句，則排序與詞頻以橫線「--」標示，表示無相關數據。 

例如，位居所有「吧」句子排序第一的共現詞「大概」，其詞頻為 60。

「大概」在「吧 1」句子的共現詞排序也是第一，共現的詞頻也是 60。另一

方面，「大概」因為在「吧 2」與「吧 3」句中從未出現，所以排序與共現

詞頻都無數據。以上示範的數據顯示，共現詞「大概」在「吧」句子中共出

現 60 次，而且全部都只出現於「吧 1」句子。 

又例如排序第 9 位的共現詞「快」，在所有「吧」句中的詞頻為 24。

「快」在「吧 1」句中的共現詞頻為 3，在「吧 2」句中為 21，在「吧 3」句

中為 0，表示「快」與「吧 3」從未共現。這表示「吧」句中約有 87.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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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出現於「吧 2」句子。也就是說，「快」之所以成為不分類「吧」句

子的高關聯共現詞，大多是因為「快」出現在帶有句末「吧 2」的祈使句。 

如果根據詞頻作為判斷共現詞的「主要出處」，則設定凡是不分類「吧」

句子的某共現詞也出現於三類「吧」句子中，而且在該類「吧」句中的共現

詞頻達到其在不分類「吧」共現詞頻的三分之二者，即將該類「吧」句子視

為該詞的「主要出處」。以上所定義的「主要出處」即代表未經分類而輸入

程式計量得出的「吧」句子共現詞，與經分類後的「吧 1、吧 2、吧 3」句子

共現詞對比得出的關係。如果沒有「吧 1、吧 2、吧 3」句子的共現詞可供對

比，僅觀察未經分類「吧」句子的共現詞計量與排序結果，將難以由排序前

30 位的共現詞候選表與語義關聯分析中看出單一語義特徵，因為各共現詞

之間的語義關聯不只一種。如此意義紛雜的共現詞候選表，將無助於句末

「吧」的語義分析。然而對比「吧 1、吧 2、吧 3」句子的共現詞候選表之後，

即可看出不分類「吧」句子共現詞各與「吧 1、吧 2、吧 3」中哪一類相關。 

下表中以不同顏色的欄位表示「吧」句子共現詞的主要出處。主要出處

為「吧 1」句子的共現詞以藍色標示，主要出處為「吧 2」句子的共現詞以

黃色標示，綠色則用於主要出處為「吧 3」句子的共現詞。標示紅色的欄位

則表示該共現詞的共現詞頻較平均分散於三類「吧」句中，因而無法判定主

要出處者。 

 

表 二-11、不分類「吧」與三類句末「吧」的共現詞排序與詞頻比較 

吧 1 吧 2 吧 3 排序 共現詞 共現 

詞頻 排序 共現詞頻 排序 共現詞頻 排序 共現詞頻 

1 大概(D) 60 1 60 － － － － 

2 總(D) 38 2 38 － － － － 

3 請(VF) 49 ＞30 1 1 46 ＞30 2 

4 你(Nh) 226 19 66 6 140 ＞30 20 

5 也許(D) 33 3 33 － － － － 

6 您(Nh) 40 13 18 10 21 ＞30 1 

7 或許(D) 27 4 27 － － － － 



第二章 多義句末助詞「吧」共現詞分析 

71 

8 你們(Nh) 38 20 12 11 21 22 5 

9 快(D) 24 ＞30 3 2 21 － － 

10 應該(D) 49 5 49 － － － － 

11 還是(D) 36 ＞30 8 16 18 6 10 

12 讓(VL) 82 ＞30 8 3 74 － － 

13 算了(VH) 19 － － ＞30 3 1 16 

14 走(VA) 35 ＞30 3 5 31 ＞30 1 

15 好(VH) 92 ＞30 24 ＞30 2 2 66 

16 回去(VA) 21 － － 4 20 ＞30 1 

17 再(D) 75 ＞30 6 21 33 4 36 

18 先(D) 38 ＞30 4 12 25 10 9 

19 去(D) 64 ＞30 8 9 47 28 9 

20 該(D) 25 6 23 － － ＞30 2 

21 去(VCL) 32 ＞30 3 7 26 ＞30 3 

22 不會(D) 34 7 34 － － － － 

23 就(D) 233 ＞30 52 25 116 9 65 

24 明天(Nd) 17 ＞30 1 ＞30 5 3 11 

25 等(VC) 18 ＞30 1 13 14 27 3 

26 趕快(D) 15 － － 8 14 ＞30 1 

27 算是(VG) 16 8 16 － － － － 

28 來(D) 75 ＞30 9 19 49 15 17 

29 吃(VC) 30 ＞30 5 28 16 11 9 

30 談(VE) 19 ＞30 1 18 13 13 5 

 

為更清楚呈現不分類「吧」各共現詞與三類句末「吧」的關係，整理上

表為表二-12。由表二-12 即可得知排序前 30 位的不分類「吧」共現詞之中，

有 8 個共現詞的主要出處為「吧 1」句子，有 12 個主要來自「吧 2」句子，

只有 3 個共現詞主要來自「吧 3」句子。另外有 7 個共現詞則是因為出現在

三類「吧」句中的詞頻差距不顯著，因而無法判定主要與哪一類「吧」共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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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2、不分類「吧」共現詞在三類「吧」句子出現的情形 
主要出處 共現詞 個數

吧 1 句子 大概(1)、總(2)、也許(5)、或許(7)、應該(10)、該(20)、 
不會(22)、算是(27) 

8 

吧 2 句子 請(3)、快(9)、讓(12)、走(14)、回去(16)、先(18)、 
去(D)(19)、去(VCL)(21)、等(25)、趕快(26)、來(28)、 
談(30) 

12 

吧 3 句子 算了(13)、好(15)、明天(24) 3 

不確定 你(4)、您(6)、你們(8)、還是(11)、再(17)、就(23)、吃(29) 7 

 

檢視表二-11，由不分類「吧」共現詞的排序與詞頻判別哪些共現詞與

特定「吧」句子具有「專屬關係」。此專屬關係便於從詞語搭配的視角來定

義三類句末「吧」。專屬關係判別的標準是，如果某詞語只出現於特定某類

的「吧」句子，在其餘兩類「吧」句中都完全不出現，則該共現詞專屬於該

類「吧」句子，可稱之為該類「吧」的「專屬共現詞」。此外，如果某詞語

只出現在某一類「吧」句中，在其餘兩類「吧」句中雖然出現，但其排序都

在 30 名以外，且詞頻在 4 以下，則稱其為某類「吧」的「幾近專屬共現詞」。 

「專屬共現詞」與「幾近專屬共現詞」的標準是觀察此標準內詞語的語

義後所訂定的，可作為判別詞語與特定類別「吧」句子共現親疏關係的重要

指標。只要「吧」句中出現任何一個屬於上述兩類共現詞的詞語，即能確認

句末「吧」屬的類別。根據以上判定標準計算整理後發現，在 30 個不分類

「吧」共現詞中，共有 7 個詞語是「吧 1」句子的專屬共現詞，另有 1 個詞

語是「吧 1」句子的幾近專屬共現詞。另外，還有 6 個「吧 2」句子的幾近

專屬共現詞與 1 個「吧 3」句子的幾近專屬共現詞。 

下表與表二-11 幾乎完全相同，只不過顏色標示的內容略有不同。為求

一目了然，表中藍色的欄位為「吧 1」句子的專屬共現詞與幾近專屬共現詞；

黃色與綠色的欄位則分別為「吧 2」句子與「吧 3」句子的幾近專屬共現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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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二-13、不分類「吧」與三類句末「吧」的共現詞排序與詞頻比較 

吧 1 吧 2 吧 3 排序 共現詞 共現 

詞頻 排序 共現詞頻 排序 共現詞頻 排序 共現詞頻

1 大概(D) 60 1 60 － － － － 

2 總(D) 38 2 38 － － － － 

3 請(VF) 49 ＞30 1 1 46 ＞30 2 

4 你(Nh) 226 19 66 6 140 ＞30 20 

5 也許(D) 33 3 33 － － － － 

6 您(Nh) 40 13 18 10 21 ＞30 1 

7 或許(D) 27 4 27 － － － － 

8 你們(Nh) 38 20 12 11 21 22 5 

9 快(D) 24 ＞30 3 2 21 － － 

10 應該(D) 49 5 49 － － － － 

11 還是(D) 36 ＞30 8 16 18 6 10 

12 讓(VL) 82 ＞30 8 3 74 － － 

13 算了(VH) 19 － － ＞30 3 1 16 

14 走(VA) 35 ＞30 3 5 31 ＞30 1 

15 好(VH) 92 ＞30 24 ＞30 2 2 66 

16 回去(VA) 21 － － 4 20 ＞30 1 

17 再(D) 75 ＞30 6 21 33 4 36 

18 先(D) 38 ＞30 4 12 25 10 9 

19 去(D) 64 ＞30 8 9 47 28 9 

20 該(D) 25 6 23 － － ＞30 2 

21 去(VCL) 32 ＞30 3 7 26 ＞30 3 

22 不會(D) 34 7 34 － － － － 

23 就(D) 233 ＞30 52 25 116 9 65 

24 明天(Nd) 17 ＞30 1 ＞30 5 3 11 

25 等(VC) 18 ＞30 1 13 14 27 3 

26 趕快(D) 15 － － 8 14 ＞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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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算是(VG) 16 8 16 － － － － 

28 來(D) 75 ＞30 9 19 49 15 17 

29 吃(VC) 30 ＞30 5 28 16 11 9 

30 談(VE) 19 ＞30 1 18 13 13 5 

 

比較不分類「吧」與三類「吧」的共現詞異同後，將三類「吧」句子的

專屬共現詞與幾近專屬共現詞兩項數據相加，依序得出表二-14，其中「吧

1、吧 2、吧 3」各有 8 個、6 個與 1 個能與其他兩個句末「吧」彼此區別的

專屬共現詞與幾近專屬共現詞。 

 

表 二-14、三類「吧」的專屬共現詞與幾近專屬共現詞 

專屬類別 專屬共現詞 幾近專屬共現詞 總數 

吧 1 大概(1)、總(2)、也許(5)、或許(7)、

應該(10)、不會(22)、算是(27) 

該(20) 8 

吧 2  請(3)、快(9)、走(14)、 

回去(16)、去(VCL)(21)、

趕快(26) 

6 

吧 3  算了(13) 1 

 

這些經過對比不分類「吧」與三類「吧」的共現詞候選表之後發現的專

屬與幾近專屬共現詞，可有效提供二語學習者辨識同形異義句末「吧」的類

別。例如，只要看到「吧」句中出現「大概」，即可確認句末的「吧」是「吧

1」，表示說話者存疑。而學習者想要表達對某事態不確定時，用「大概…

吧」則可正確造句。同樣地，「請…吧」的組合必能無誤地形成祈使句，而

「算了吧」則可直接套用，表達說話者宣佈自己的決定。通過專屬性共現詞

的引導，即能輔助學習者藉由詞語搭配或構式來建構特定意義的句子。 

另一方面，由不分類「吧」的共現詞各與三類「吧」句子語義特徵都相

關的現象，也顯示這些共現詞的內部語義關聯分歧，難以由這些共現詞歸納

出句末「吧」的單一語氣義。如果不將「吧」句子先分為「吧 1、吧 2、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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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類，則難以應用共現詞分析出句末「吧」表達的三種不同意義。因此，想

要應用共現詞於三類句末「吧」的語義分析，先區分「吧」的不同類別以正

確分類「吧」句子是必要的。因此，分別計量已分類的「吧」句子，方能得

出各類「吧」的共現詞，並由之分析得出上一節所描述的「吧 1、吧 2、吧 3」

個別表達的意義。 

句末「吧 1」表達的認知情態義為「表說話者存疑」，此義為「吧 1」特

有，「吧 2、吧 3」雖與「吧 1」同形，但表達的意義截然不同，因為有 8 個

共現詞「大概、總、也許、該、或許、應該、不會、算是」，幾乎只用於「表

說話者存疑」的「吧 1」句子。因為「吧 1」的共現詞有以上顯著不同，因

此應先獨立為一類，與「吧 2、吧 3」另作區別。「吧 2、吧 3」雖然有 7 個

共同的共現詞「還是、再、先、就、等、來(D)、吃」，卻仍有各自不同的

共現詞，如「請、快、走、回去、去、趕快」幾乎只與「吧 2」共現而「算

了」則多與「吧 3」搭配，因此「吧 2」與「吧 3」仍應區分。 

本文在第二章曾分析「吧 2」與「吧 3」為不同的句末助詞。比較「吧 3」

與「吧 2」句中的人稱代詞，在數量和排序上有很大差異。「吧 3」排序前

18 位的共現詞中完全不見人稱代詞，而「吧 2」排序前 18 位共現詞中卻有

五個泛第二人稱代詞「你、您、你們、咱們、我們」。此人稱代詞差異反映

出「吧 3」與「吧 2」句子言外功能的差異。「吧 3」表達說話者的主觀觀點

與意向，因為只涉及說話者，很少影響對方，所以較少用第二人稱代詞。「吧

2」句子都是祈使句，主要功能就是影響對方，因而句中多見泛第二人稱代

詞。此外，根據表二-13，「吧 2」與「吧 3」依序也有 6 個與 1 個幾近專屬

共現詞，可以證明這兩個句末助詞確有不同。上述共現詞的差異，都支持「吧

3」與「吧 2」為兩個功能不同的句末助詞。 

然而，「吧 2」與「吧 3」並非毫無關聯，兩者之間共同的幾近專屬共現

詞多達 7 個也不是偶然。因為「吧 2」與「吧 3」句子的述語常有相似之處，

都常出現非已然狀態的動作動詞。以上現象可能與「吧 2」與「吧 3」的一

段共同歷時演變有關。根據歷史語法學家（太田辰夫，1984；孫錫信，1999；

齊滬揚，2002）的分析，表達說話者主觀觀點或意向的「吧 3」所以成為句

末助詞，來自於一語法化過程。追溯歷時文本發現，「吧 3」乃是由「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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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義的實義動詞「罷」虛化而來。因為歷經主觀化，「罷」由實詞虛化

為為帶有說話者觀點的句末助詞，用以表示「說話者以所言事態為最終結局」

的主觀決斷語氣是語法化的結果。用於祈使的「吧 2」與主觀表述的「吧 3」

在語法化的途徑上原是有關聯的（齊滬揚，2002）。由動詞「罷」虛化而來

的「吧 3」，因有「終結義」，經主觀化而成為表述說話者最終或最近觀點、

決定的助詞，此情態義的指向為說話者。然而當句子主語變為第二人稱時，

句末「吧」的情態義「最終或最近的決定」則導向第二人稱主語所指的對方，

造成祈使功能。此類句末「吧」因而與祈使功能產生語用連結。 

總之，「吧 3」與「吧 2」雖然同源，前者為說話者導向（speaker-oriented）

而後者為主語導向（subject-oriented），兩者的言外功能不同。「吧 3」句子

用於說話者單方表述觀點或意向，不影響對方；「吧 2」句子用於交際互動，

以對方為作用對象。兩者因言外功能不同而有差別，仍然應該加以區分。只

不過「吧 3」與「吧 2」的不同，不如兩者各與「吧 1」的差異大。「吧 1」

與「吧 3、吧 2」之間的差異，由三者的共現詞比較即可察覺。 

「吧 3」與「吧 2」的相關性還可從某些構式看出來。例如「算了吧」在

主語為零形式時，用於表達說話者決定放棄，句末用的是「吧 3」。然而，

如果把「算了吧」的主語換作「你」時，則句末「吧」的情態由說話者轉而

導向主語，變成要求對方放棄的意思，就成了祈使句。試比較以下兩個例句

的句末助詞，前一句為「吧 3」，後一句則是「吧 2」。 

 

(110) 算了 吧，我 條件 又 沒 妳 好。 

(111) 我 說，你 放 他們 走，算了，這 個，這 個，百十來 塊 錢 呢，你 這 

個，我 說，你 就 算了 吧 你。 

 

以下統整「吧 1、吧 2、吧 3」的定義並列舉各類句末「吧」的高關聯共

現詞與構式作為本章的結論。 

 

「吧 1」表說話者存疑。表達「推測、懷疑、尋求確認、提問」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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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1」句子的高關聯共現詞共同的語義與認知情態有關。最常見的共現詞

為表達「說話者對命題真值不確定」的情態副詞與情態動詞。另外，其他

表「說話者對命題真值確定」的認知情態詞，因為可被句末「吧 1」弱化，

因此也常共現。還有一些固定組合的詞串或構式，也常用於「吧 1」句子。

以下列舉「吧 1」的共現詞與構式： 

 

(一) 表達「說話者對命題真值不確定」的認知情態副詞：大概、總、也許、

或許、應該、該、可能、恐怕、未免、好像、大約 

(二) 表達「說話者對命題真值不確定」的認知情態動詞：猜、想、覺得、相

信、算是 

(三) 表達「說話者對命題真值確定」的認知情態副詞：不會、太、一定 

(四) 構式：夠…了吧、不會吧、是吧、對吧、(還)可以吧 

 

「吧 2」用於祈使句末，表達「請求、籲請、協商、命令」等功能。 

「吧 2」句子的高關聯共現詞分五類：泛第二人稱代詞主語、使役動詞、動

作動詞、因動作動詞而附帶出現的副詞或時序副詞。還有一些固定組合的

構式也可與「吧 2」共現。以下列舉「吧 2」的共現詞與構式： 

 

(一) 泛第二人稱代詞：你、妳、您、你們、大家、咱們、我們 

(二) 使役動詞；請、讓 

(三) 動作動詞：回去、走、去、談、進來、看看、來、吃、喝、拿 

(四)  附帶動作動詞共現詞語：快、趕快、一起、去、好好、先、再、就 

(五) 構式：去吧、走吧、來吧、說吧 

 

「吧 3」用於宣示說話者觀點或意向，表達「評論、決定、讓步」等功能。 

「吧 3」句子的高關聯共現詞分別具有三類語義：終極義、言說義及未然或

時序義。這些語義都與說話者自述觀點或意向、決定有關。也有一些構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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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表達說話者的決定、讓步或評論的態度、觀點。以下列舉「吧 3」的共現

詞與構式： 

 

(一)  終極義共現詞：算了、好、就、還是 

(二) 言說義動詞：說、談、告訴 

(三) 未然或時序義詞語：明天、再、再見、先 

(四) 構式：好吧、(就)這樣吧、算了吧、拿…來說吧 

 

 以上列出各類「吧」的共現詞中，有些初看似與句末助詞的意義或功能

無直接關聯，這是因為有些共現詞是與其他共現詞連用而間接、附帶地成為

高關聯共現詞的。整理與分析三類句末「吧」的高關聯共現詞與構式，除有

助於支持多義假設與說明各類句末「吧」的意義或功能，也能應用於以華語

為外語的學習與教學，提供建構教學語法、規畫教學策略之參考。此外，也

可應用於數位語言學習，體現以關鍵詞搭配共現詞檢索語料庫的語言學習方

法。句末「吧」的共現詞將有助於以華語為外語的學習者理解句末助詞的意

義或功能，以詞彙搭配建構語義句法框架，方便學習者記憶與套用。這些相

關應用將於第四章中詳述。 

本章採用語料庫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收集文本語料中含有句末「吧」的

所有句子，先依假設之分類原則，將句子按其句末助詞的意義或功能分為三

類，然後將三類句子分別輸入共現詞親疏計量程式，各得出三類句末「吧」

的高關聯共現詞排序。再觀察三類句末「吧」共現詞的語義關聯以及與句末

助詞之間形成的的共同語義特徵。結果發現三類句末「吧」的共現詞分別與

搭配的句末助詞具有各別的語義特徵。以此客觀事實支持主觀假設，即是本

文有異於以往研究之處，以此客觀方法，即可有力支持句末助詞「吧」為多

義，而且印證先前假設的三類「吧」的定義是成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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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多義句末助詞「呢」共現詞分析 
本章延續上一章分析句末助詞「吧」的方法與步驟，檢視現代漢語中的

另一個多義句末助詞「呢」，期以客觀之語言事實支持「呢」為多義句末助

詞，也驗證本文假設的三類句末「呢」定義的正確性，進行研究步驟如下： 

 

(一) 收集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黃居仁和陳克健，1995）

前期五百萬詞文本中所有帶句末「呢」的句子。觀察文本的「呢」

句子後，歸納出三類語義不同的「呢」作為假設。 

(二) 依假設的三類「呢」意義，將所有文本的「呢」句子分為三類。 

(三) 將三類「呢」句子分別輸入鄭錦全（2011）建立之共現詞親疏引得

計量程式，依引得數據高低排序，得出三類「呢」句子的共現詞候

選表。 

(四) 分析三類「呢」共現詞的內部語義、句法關聯。 

(五) 將未分類前的所有「呢」句子也輸入程式計算親疏引得，也得出其

高關聯共現詞。 

(六) 比較未分類「呢」與三類句末「呢」之間的共現詞差異，以之支持

「呢」分類的必要性。 

(七) 總結三類句末「呢」的定義或功能。 

 

以下分三節敘述研究的過程與分析結果。第一節說明步驟一與二得出的

句末「呢」多義假設。以「呢」為句末助詞，檢索中央研究院前期五百萬詞

的「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文本句子。觀察句子後，假設「呢」為多義且按

其表達之意義或功能暫分為三類。然而此主觀分析仍有待批量語料與計量數

據支持。本文假設的三類「呢」句子分類依據將於第一節中說明。第二節為

本章的主要論證，將描述步驟三的過程並解釋步驟四的分析結果。三類「呢」

句子輸入程式計量後，將各得出其共現詞排序。逐一檢視三類「呢」的共現

詞，區分其語義關聯後，即可分析得出共現詞與其句末助詞之間的共同語義

特徵。第三節則實現步驟五與六，分析比較不分類句末「呢」與三類句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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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現詞排序結果，以此支持多義句末「呢」分類的必要性。也以三類句末

「呢」各與其共現詞具有的不同語義特徵，印證三個句末「呢」為同音詞。

最後列舉各類句末「呢」的意義或功能及其共現詞為總結。 

 

第一節 多義句末助詞「呢」的分類 

以句末助詞「呢」為關鍵詞，檢索「中研院平衡語料庫」，共得 5,575

個含有「呢」的句子。以人工判讀方式，篩除句中語氣詞「呢」的句子後，

依多義假設觀察語料庫中所有句末助詞「呢」的句子。經分析後，按其情態

意義或語用功能，將 4,136 個含有句末「呢」的句子區分成三個檔案。為方

便討論起見，以下先簡單定義三個句末助詞，並稱之為「呢 1、呢 2、呢 3」： 

 

呢 1：用於問句末。可突顯疑問、反問或增添說話者關心的語氣 

呢 2：強調所言事態不尋常，值得注意 

呢 3：延續上文，針對主題提問 

 

「呢 1、呢 2、呢 3」句子的統計數據如表三-1。表中顯示後附「呢」的

句子中，「呢 1」句子最多，占句末「呢」總句數的 72.41%。「呢 2」句子

次之，占 19.83%。「呢 3」句子最少，只占 7.76%。各類「呢」句子的比例

可謂懸殊。三類「呢」句子的總數為 4,136。「呢」的總句數 5,575 來自句

末「呢」與句中「呢」句數的總和。也就是說，語料庫中尚有 1,439 個句中

「呢」暫未列入。三類「呢」句子中，「呢 2」句子是陳述句，「呢 1」與

「呢 3」句子都是疑問句。然而「呢 1」與「呢 3」的意義與功能不同，必須

區別。以下分三小節說明人工判讀與分類「呢 1、呢 2、呢 3」句子的原則。 

 

表 三-1、三類句末「呢」句子數與百分比 

 呢 1 呢 2 呢 3 總計三類句末呢 句中與句末呢 
總數 

句子數 2,995 820 321 4,136 5,575 
百分比 72.41% 19.83% 7.7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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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呢 1」句子的分類原則 

「呢 1」句子都是問句，然而根據文本的統計，約有 80%的「呢 1」句

子是特指問句，另約有 7%是正反問句，其餘則是選擇問句。「呢 1」句中

常見「什麼、為什麼、怎麼、如何、誰、是否、哪」等疑問詞，顯示「呢 1」

句子為特指問句。句中若有「是不是、會不會、有沒有」等形式同現時，則

為正反問句，此時句末的「呢」也是「呢 1」。「是…還是…」選擇問句末

尾的「呢」也是「呢 1」。以上所說的三種後附「呢 1」的問句類型，可統

稱為「非是非問句」。這三類「非是非問句」與「是非問句」對應，兩類問

句間有一個壁壘分明的特點：前一類問句末只能用「呢」，後一類問句末只

能用「嗎」。觀察「呢 1」句子時，即可根據以上三類「非是非問句」的形

式判別，因為「呢 1」可以出現在特指問句、正反問句與選擇問句末，但卻

都非必要。也就是說，這三類「非是非問句」末的「呢」都表達相同的意義

或功能。以下列舉三種「非是非問句」類型形成的「呢 1」句子。 

 

特指問句末的「呢 1」： 

(1) 到底 蘇有朋 小時候 的 志願 是 什麼 呢？ 

(2) 感冒 跟 現代化 怎麼 會 發生 關係 呢？ 

(3) 你 問 我，我 又 去 問 誰 呢？ 

(4) 吳健雄 問道：「為什麼 我們 不 鼓勵 更多 的 女性 唸 科學 呢？」 

(5) 自己 如何 設定 並 有效 管理 分配 得來 的 I P 呢？ 

(6) 是否 自己 隨意 設定 就 可以 呢？ 

 

正反問句末的「呢 1」： 

(7) 現代 人 是不是 也 犯 了 同樣 的 錯誤 呢？ 

(8) 所以 竿子 到底 有沒有 被 夾住 呢？ 

(9) 所以 有 理想 的 人，走 在 創業 的 路 上 是 可靠 的 人，但 會不會 

就 變成 沒有 趣味 的 人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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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問句末的「呢 1」： 

(10) 鄭 醫師，我們 的 答案 是 對 還是 錯 呢？ 

(11) 不過 這 持舊 綿延性 到底 是 好 是 壞 呢﹖ 

(12) 而 對 黃華 來 說，有 人 如此 怕 他 這 個 手無寸鐵 的 上帝，千方

百計 將 他 釘死 在 十字架 上，他 應該 感到 自豪，還是 為 同胞 的 

溫房 體質 感到 悲哀 呢？ 

 

判別分類後，總計得到 2,995 個含有「呢 1」的句子，占句末「呢」總

句數的 72.41%。 

  

二、「呢 2」句子的分類原則 

判別語料中的「呢 2」句子時，如果標點符號標示正確，可利用其作為

參考，因為「呢 2」句子都是陳述句，不具疑問功能。「呢 2」句子後不接

問號，而以句號或驚嘆號結束或以逗號銜接另一小句。僅由句法層面的陳述

句式，即知「呢 2」與其他兩類句末「呢」不同。在語音形式上，陳述句末

的「呢 2」，語調也較疑問句末的「呢」為低。然而除了以句式和語音形式

來辨識「呢 2」之外，情態意義或語用功能也是判別的重要原則。 

觀察語料發現，「呢 2」句子可用於提醒、反駁、感嘆或誇示等言外功

能。以下「呢 2」句子依序用於上述四種言外功能。這些言外功能都能「提

高信息強度」，即強調陳述句的命題內容以引起聽話者注意。 

 

(13) 他們 在 等 您 呢。 

(14) 妳 才 捨不得 呢，要是 毒死 了 我 啊，妳 就 沒 人 救駕，更 沒 對

手 陪 妳 抬槓，那 妳 不 悶死 才 怪！ 

(15) 幸好 你 提醒 我，不然 我 真 不 知道 該 怎麼辦 呢！ 

(16) 雨 的 好處 可 多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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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人工判讀分類後，將符合上述功能的「呢 2」句子歸為一類，總計得

到 820 個含有「呢 2」句子的段落，占句末「呢」總句數的 19.83%。 

 

三、「呢 3」句子的分類原則 

表面上，「呢 3」與「呢 1」都用於疑問句末，因而兩者多以問號結束，

但是「呢 3」與「呢 1」之間仍有諸多形式特徵上的差異。觀察句子時發現，

「呢 3」與「呢 1」最大的不同在於所附語言單位的句法結構。「呢 1」附於

一個包含疑問標記的問句之後，而「呢 3」則通常附於結構不完整的句法單

位之後，如名詞組、動詞組、條件小句或時序詞等。這也是曹逢甫（2000）

稱後者為「刪略問句」的原因。以下列舉各種句法結構的「呢 3」問句： 

 

名詞組 +「呢 3」 

(17) 陳 先生 回答 說：日據 時代 就 是 教 日本 的 歷史，教育 台灣人 日

本 多 偉大，日本 的 歷史 多 好，日本 的 民族 多 偉大，台灣 民族 

呢？ 

(18) 我 想 先 找 分 工作，等 錢 存夠 了，再 到 國外 去 留學，你 呢﹖ 

 

動詞組 +「呢 3」 

(19) 有 人 認為 台商 大舉 進入 大陸，最後 會 成為 大陸 的 人質，你 覺

得 呢？ 

(20) 我 覺得，那 個 就 算 不良 習慣，不管 你 用 什麼 藉口 來 說，絕

對 如此，那 校長 覺得 呢？ 

 

條件小句 +「呢 3」 

(21) 這 場 戰爭 如果 失敗 了，台灣 當然 是 投降，從此 被 統一，這 場 

戰爭 如果 成功 呢？ 

(22) 就算 你 對，可是 萬一 她們 陷入 了 愛情 的 漩渦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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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序詞 +「呢 3」 

(23) 野狼 笑 得 在 地 上 打滾，繩子 鬆手 了 也 不 覺得，等 他 笑夠 

了，想 再 問 阿多 「然後 呢？」 

(24) 以前 讀書 時 我 天天 逃課… 嘻嘻，以後 呢？ 

(25) 做 了 這麼多 ５２０ 護身符，結果 呢？ 

 

經人工判讀語料後，總計得到 321 個含有「呢 3」句子的段落，占句末

「呢」總句數的 7.76%。以上分別說明本文假設的「呢 1、呢 2、呢 3」定義

與區別三類句末「呢」的原則。總結三種句末「呢」的用法並比較其差異，

首先根據疑問句或陳述句這兩類句式先初步區分：「呢 1」與「呢 3」均用

於疑問句，只有「呢 2」用於陳述句。然而，「呢 1」與「呢 3」雖然都用於

疑問句，仍可再加區別。在句法層面上，用不用「呢 1」與「呢 2」不改變

句式，因此與句法正確性無關。「呢 3」在句法上有其必要性，去掉「呢 3」

之後，問句即不成立。相較於「呢 1」與「呢 2」句子的完整結構，「呢 3」

之前的句法結構較不完整，此點可作為其辨識特徵。整理比較「呢 1、呢 2、

呢 3」的句法形式為下表： 

 

表 三-2、「呢 1、呢 2、呢 3」的句法比較 

 呢 1 呢 2 呢 3 

句式 疑問句 陳述句 疑問句 

句法結構 句子 句子 名詞組、動詞組、條件小句、時序詞 

 

初步觀察「呢」句子後，本文認為依句式是否為疑問句來先初步區別「呢」

是可行的。但是句末「呢」的分類不能僅按是否為疑問句而將「呢」分成兩

類即止，因為陳述句末「呢」的意義固然與疑問句末的「呢」不同，位於疑

問句末的「呢」卻並非都表達同一種意義或功能。 

根據觀察「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的結果，本文認為應將「呢」句子分

為三類，其中有一類「呢」位於陳述句末，用於強調所言事態不尋常，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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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其餘兩類雖然都位於疑問句末，卻各具不同的意義與功能。「呢 1」

通常附於完整問句之後；「呢 3」形成的問句則句法結構多不完整且必須延

續上文或針對主題提問。除了句法結構不同，「呢 1」與「呢 3」還有兩點

不同。其一是「呢 3」為形成問句的必要成份，不能省略；「呢 1」則是句

法的羨餘成份，省略時不影響正確性。另一個「呢 1」與「呢 3」的差異是，

「呢 3」不能始發，通常有上文提供語境；「呢 1」問句可用於始發句，不

限於需有上文的語境。以下始發「呢 1」問句可作為例證。 

 

(26) 一 位 面貌 清秀 的 仙女，輕輕 的 走向 我，問：小 妹妹，你 怎麼 來 

的 呢？ 

(27) 後來，我 走到 別 組 去 看看，其中，最 好笑 的 是 第六 組，他們 的 

玉米 都 烤焦 了，有 人 看見 就 問 他們：你們 吃 的 怎麼 是 黑 玉

米 呢？ 

 

以上是觀察語料句子的形式特徵後，對「呢 1、呢 2、呢 3」所做的比較

分析，如果缺乏更多客觀的語言事實作為證據，則不脫主觀分析的窠臼。因

此，有必要以計量方式，觀察分析三類句末「呢」的高關聯共現詞所共選的

語義關係是否不同。有了客觀的計量分析結果與語言事實為證，方能有力支

持本文對句末助詞「呢」的多義性假設與分類。以下將分三小節依序敘述輸

入「呢 1、呢 2、呢 3」句子於親疏計量程式後所得的共現詞排序結果，並分

析三類句末「呢」共現詞與其句末助詞之間的共同語義特徵。 

 

第二節 三類句末「呢」的共現詞親疏計量與分析 

依照上一節的分類結果，將語料中「呢 1、呢 2、呢 3」三類句子，分別

輸入鄭錦全（2011）編寫之共現詞親疏計量程式。將「呢 1、呢 2、呢 3」句

子分別以「呢 1、呢 2、呢 3」為關鍵詞，將與關鍵詞位於同一小句中之共現

詞，按 C.C.Cheng Index 公式計算得出之數值排序，列出前 30 名之共現詞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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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表，再觀察這些共現詞之間的內部語義關聯並分析其與句末助詞之間的共

同語義特徵，即可以驗證先前假設之各類句末助詞的意義或功能是否正確。 

本節的共現詞親疏計量方法與數據呈現方式，與第二章第二節句末「吧」

的計量方法與呈現方式相似，因此不再贅述。以下分三個小節討論「呢 1、

呢 2、呢 3」句子輸入程式後計算所得的共現詞親疏排序結果。 

 

一、「呢 1」的共現詞親疏計量與分析 

 輸入 2,995 個「呢 1」句子於親疏計算程式，得到的排序結果如下： 

 

表 三-3、疑問句末的「呢 1」共現詞親疏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78.66 為什麼(D) 372 1748 4136 11.01 

2 78.13 怎麼(D) 359 1858 4136 10.94 

3 75.15 什麼(Nep) 487 6720 4136 10.52 

4 69.75 如何(D) 177 2532 4136 9.76 

5 69.01 到底(D) 119 679 4136 9.66 

6 68.90 誰(Nh) 142 1669 4136 9.65 

7 67.37 又(D) 256 8013 4136 9.43 

8 64.49 怎麼辦(VH) 71 319 4136 9.03 

9 63.90 會(D) 273 14003 4136 8.95 

10 63.11 哪(Nep) 67 668 4136 8.84 

11 63.04 是否(D) 84 1933 4136 8.83 

12 61.87 該(D) 65 1123 4136 8.66 

13 61.62 怎麼樣(VH) 58 672 4136 8.63 

14 61.52 你(Nh) 256 17291 4136 8.61 

15 60.95 為何(D) 51 376 4136 8.53 

16 60.93 何必(D) 48 118 4136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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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60.89 能(D) 171 11073 4136 8.53 

18 60.44 究竟(D) 49 420 4136 8.46 

19 60.37 要(D) 214 15891 4136 8.45 

20 59.96 何(Nes) 48 539 4136 8.39 

21 59.32 不(D) 415 38872 4136 8.30 

22 59.15 那(Dk) 57 1866 4136 8.28 

23 58.77 那(Nep) 136 10727 4136 8.23 

24 58.32 做(VC) 93 6483 4136 8.16 

25 57.57 哪裡(Ncd) 37 409 4136 8.06 

26 57.44 樣(Nf) 38 590 4136 8.04 

27 57.39 去(D) 79 5741 4136 8.03 

28 57.36 如何(VH) 36 375 4136 8.03 

29 57.30 多少(Neqa) 41 1032 4136 8.02 

30 57.24 還(D) 109 9679 4136 8.01 

（D:副詞，Nep: 指代定詞，Nh: 代名詞，VH: 狀態不及物動詞，Nes: 特指定詞，

VC:動作及物動詞，Dk:句副詞，V_2: 有，Neqa: 數量定詞) 

 

將上表排序前 30 位之共現詞整理為「特指問句疑問詞」、「正反問句

成份」、「疑問副詞」與「疑問附帶共現」四類。將其餘無明顯語義關係之

共現詞列於最末一類。 

 

表 三-4、「呢 1」句中三類共現詞句法類別 

共現詞分類 共現詞與排序 

特指問句 

疑問詞 

為什麼(1)、怎麼(2)、什麼(3)、如何(4)、誰(6)、怎麼辦(8)、 

哪(10)、是否(11)、怎麼樣(13)、為何(15)、何必(16)、何(20)、

那(Nep)(23)、哪裡(25)、如何(28)、多少(29) 

疑問副詞 到底(5)、又(7)、究竟(18) 

疑問附帶共現 會(9)、該(12)、能(17)、要(19)、不(21)、樣(26) 

無語義關聯 你(14)、那(Dk)(22)、做(24)、去(27)、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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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第一類「特指問句疑問詞」的共現詞有 16 個，其中有 10 個高居排

序前 15 名內。這 16 個疑問詞都用於特指問句。由此可見特指問句與句末助

詞「呢 1」的關係密切。其中詞頻最高的三個疑問詞是「為什麼、怎麼、什

麼」。以這三個疑問詞提問的特指問句總計占「呢 1」句子總數的 45.57%。

推測此高比例應與三個疑問詞較口語化有關。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收錄的文

體類別多種多樣，包含口語與書面語料。書面語料較常用的特指問句疑問詞

「如何、是否」也合占「呢 1」句子總數的 10.18%。此外，位居排名第 10

的特指問句疑問詞「哪」，實際詞頻應該比上表所列的更高，因為語料中有

些疑問詞「哪」的書寫形式不一致，有時也寫作「那」，與指代定詞的「那

(Nep)」同字形。因此，文本中寫作「那」的疑問詞應與排序第 10 的共現詞

「哪」合併計算。如以下例句中的「那」： 

 

(28) 那 我 學 的 國語 是 屬於 那(Nep) 一 語 呢﹖ 

 

文本書寫形式不一造成的少數共現詞頻計算差異，本文已加注意但暫不

予深究。以上 16 個疑問詞，再加上為數較少、不在排序 30 名內的固化疑問

詞，包括「何嘗、何況」等，以疑問詞搭配「呢 1」的特指問句，總計約占

「呢 1」總句數的 80%。由此數據看來，附於特指問句後的「呢 1」最多，

遠高於正反問句與選擇問句。 

「會、該、能、要、不、樣」是因為經常搭配其他疑問詞而附帶成為高

關聯共現詞的。見以下例句。 

 

(29) 他 生前 常 對 新構造社 的 畫友 們 說「如何 會 沒有 創作 的 意念 

呢？」 

(30) 那麼，女人 又 該 怎麼 修行 呢？ 

(31) 科學家 又 如何 能 一直 停留 在 自己 的 思維 思路 中 來 看 這 

個 世界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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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但是，要 怎麼 改 才 是 適合 的 呢？ 

(33) 他 長大 以後 要 移民，你 跟 不 跟去 呢？ 

(34) 人口 分佈 不 平均 到底 會 產生 什麼 樣 的 困擾 呢﹖ 

 

排序前 30 名以內的「呢 1」共現詞中，包括疑問副詞與疑問附帶共現的

詞語，共計多達 25 個與疑問直接或間接相關。這些數據足以支持「呢 1」

與疑問句的顯著關聯。疑問副詞「到底」因為較常用於口語，排序因而先於

較常用於書面語的副詞「究竟」，分居排序第 5 與 18 名。例句如： 

 

(35) 那麼 古人 以為 鬼神 到底 是 什麼 樣子 呢？ 

(36) 以上 談 了 百 神、上帝、鬼 的 觀念，又 談到 先哲 對於 信仰 鬼神 

的 看法，我 想 一定 有 人 要 問：到底 世界 上 有 沒有 鬼神 呢﹖ 

(37) 不過，爭來爭去，疑問 似乎 仍 未 得到 解答，究竟 有 沒有 所謂 的 

移民潮 呢？ 

(38) 結婚 對數 沒有 成長，婚紗 攝影 卻 一 家 接 一 家 地 開，生意 究

竟 該 怎麼 做 呢？ 

 

其次再討論高居共現詞排序第 7 名的副詞「又」。表面上看來，「又」

的語義似與疑問無關。然而細察句子之後，即可發現「又」與疑問句的關係

密切。呂叔湘（1999）曾分析，副詞「又」可用於「強烈否定」，如「他又

不會吃人，你怕什麼？」；也可用於「加強反問」，如「這點花招又能騙誰？」

（呂叔湘，1999）。作情態副詞的「又」隱含說話者的主觀評斷（Biq, 1988a），

也暗示事態「不合意」或說話者具有負面態度（屈承熹，2006），因而適於

否定結構。而反問句的功能即是強烈否定（張伯江，1996），因此「又」用

於「呢 1」問句時，該問句常為反問句，表強烈否定。見以下例句： 

 

(39) 做 父母 的 往往 不 擅長 使用 電腦，如果 父母 連 子女 在 電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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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些 甚麼 都 還 弄 不 懂，又 如何 談得上 監管 呢？ 

(40) 永遠 不 給 自己 一 段 喘息 的 機會，就算 賺得 了 全 世界，那 種 

繁忙 病苦 的 人生 又 有 何 意義 呢？ 

 

以上含有語氣副詞「又」的「呢 1」句子都是反問句。統計含副詞「又」

（包含語氣副詞與非語氣副詞用法）的「呢 1」問句，其中真問句與反問句

的數目相差不遠，各約為 110與 140。這些超過半數以上的含有語氣副詞「又」

的「呢 1」反問句雖然表達強烈否定，其表面形式仍是疑問句，因此「又」

與「疑問」相關，與「呢 1」具有共同的語義特徵，此語義特徵即是「疑問」。

然而，在「疑問」定義之下，應再深究更細微的分別。例如是非問句末只能

用疑問助詞「嗎」，不能用「呢」。「呢 1」所附的三種問句類型為特指問

句、正反問句與選擇問句，因此可以稱「呢 1」是「非是非問句」末的助詞。 

漢語的「是非問句」與「非是非問句」之間存在一項差異，即是說話者

「對於問句命題內容的真假值有無認定」（湯廷池，1988；346-347）。湯

廷池（1988）曾提到，「非是非問句」的問話者都「沒有對命題內容提出認

定或假設」；而漢語的「是非問句」在某種程度上都帶有說話者的預設

（assumption）。他提出辨別兩者的特徵之一是：「是非問句」中可以用疑

問語氣副詞「真的、難道」（如「你真的/難道想知道嗎？」），但不能用

「到底、究竟」；而「非是非問句」則正好相反，句中可以用語氣副詞「到

底、究竟」（如「他到底/究竟知道多少？」），卻不能用「真的、難道」。

因為當使用副詞「真的、難道」時，問話者是有預設的。「真的」是對命題

作正面預設，「難道」則是作反面預設。而用副詞「到底、究竟」發問時，

說話者對命題無任何預設。觀察語料時確實發現無預設疑問副詞「到底」與

「究竟」出現在「呢 1」句中，而且兩者都在高關聯共現詞排序前 30 名以

內。「到底」有 119 例，位居第 6 名；而「究竟」有 49 例，居第 21 名。另

一方面，「真的、難道」這兩個副詞則從不出現於「呢 1」句中。 

由以上討論可以發現，「問話者對命題內容沒有認定或假設」的問句形

式（包括特指問句、正反問句與選擇問句）與「說話者無預設」的疑問語氣

副詞「到底、究竟」，兩者都與「呢 1」相合而相互共選。因此可以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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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1」所附的問句都是「無預設的疑問」。相較之下，「嗎」所附的問句

則是「有預設的疑問」。對比以「呢 1」結尾的「無預設疑問句」與以「嗎」

標示的「有預設疑問句」，可知兩個句末助詞除了互補分布以外，在標示情

態功能上也是對立的。然而，要說「呢 1」的功能是標示「無預設疑問句」

仍有問題，因為「呢 1」與「嗎」之間存在一項差異，即是「嗎」是必要的

疑問助詞，而「呢 1」則加不加都不影響疑問信息。例如「到底誰是壞人誰

是好人呢」與「到底誰是壞人誰是好人」都是特指問句。 

湯廷池（1988）、陸儉明和馬真（2003）都同意疑問詞問句末的「呢」

於羨餘的疑問信息以外，還多了使問句「帶有特殊的情感」的作用。此外，

Lee-Wong（1998）也認為「呢」具有「降低提問的強度及拉近談話者雙方

的社會距離」的作用。曹逢甫（2000）曾提到「呢」有「加深疑問」的功能。

梁曉云（2004）則分析「呢」有表示「說話者涉入」的意涵。在口說形式時，

句末「呢 1」搭配上升語調，可以在聽覺感知上突顯疑問信息，以利聽話者

接受與理解。此點已由江海燕（2006）以疑問句末「呢」的語音感知實驗加

以證實，高音的「呢 1」於口語表達與聽覺感知上，確實有突顯疑問信息的

作用。觀察「呢 1」句子後，也發現確實能支持以上文獻的分析。加上「呢

1」之後，問句的疑問語氣更加彰顯，也可以舒緩提問的強度或展現說話者

關切的態度。不帶「呢 1」的問句通常較突兀或缺乏情感，適於冷淡或不友

善的雙邊關係。然而，不帶「呢 1」的問句也因為較直接而適用於關係非常

親密以至於無需客套的熟識者。此點顯示「呢 1」可以使說話者的語氣一方

面更友善關切或更禮貌正式。試比較以下句組： 

 

(41) (a)艾 先生 問：你 為什麼 不 減少 小 鴨 的 數目，而 總是 添加 母  

鴨 的 數目 呢﹖ 

(b)艾 先生 問：你 為什麼 不 減少 小 鴨 的 數目，而 總是 添加 母

鴨 的 數目﹖ 

 

(42) (a)學生 們 問 他 說：老師，您 說 這 話 是 什麼 意思 呢﹖ 

(b)學生 們 問 他 說：老師，您 說 這 話 是 什麼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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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那 個 人 又 問 他：您 既然 少有大志，為什麼 您 的 願望 沒 能 

實現 呢﹖ 

(b)那 個 人 又 問 他：您 既然 少有大志，為什麼 您 的 願望 沒 能 

實現﹖ 

  

以上三組問句中，(a)句是摘自語料庫的真實問句，(b)句則是刪去句末

「呢 1」之後用以比較的句子。去除句末的「呢 1」後，句子命題不變，但

是(b)句顯得比(a)句更直接或不客氣，較像質問而非詢問。此語氣差異即來

自句末「呢 1」的附加情感功能。此點顯示「呢 1」的功能非關疑問，應具

有其他的情態意義或語用功能。換言之，「呢 1」雖不影響句法的「正確性」，

也不增減命題內容，但涉及語用的「適切性」。 

比較有無句末助詞之別，即可得知句末「呢 1」具有添加情感色彩的功

能，可以「降低提問的強度及拉近談話者雙方的社會距離」。然而，觀察「呢

1」句子計量後得出的高關聯共現詞，卻未發現其中有與「表達善意」相關

的詞語。推測原因可能有二。第一個原因與觀察的語言單位有關。觀察語言

的情感色彩時，需要從更大語言單位或語用層面檢視。本文觀察共現詞時設

定的語言單位限於小句之內，未超出句子範圍，因而能得出的情感色彩相關

共現詞有限。其次，也有可能是因為語料庫的文本，有許多來自報章雜誌等

書面語料，表現人際互動的情感需求較低，因而「呢 1」在問句末的作用只

是彰顯疑問或反問，而非表現關切或禮貌。總之，從「呢 1」的共現詞觀察

與語義分析上，只能看出「呢 1」與疑問的關聯，難以察覺其「表達善意」

的語用功能。 

 

二、「呢 2」的共現詞親疏計量與分析 

 以「呢 2」句子輸入共現詞親疏計量程式，得出與「呢 2」共現，排序

前 30 名之詞語候選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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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5、強調事態不尋常以引起注意的「呢 2」共現詞親疏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65.80 還(D) 250 9679 4136 9.21 

2 52.02 才(Da) 54 7222 4136 7.28 

3 49.91 真(D) 23 1805 4136 6.99 

4 49.18 沒(D) 22 1965 4136 6.88 

5 46.49 在(D) 18 2340 4136 6.51 

6 45.56 可(D) 32 8469 4136 6.38 

7 45.01 我(Nh) 107 40312 4136 6.30 

8 44.93 正(D) 16 2561 4136 6.29 

9 44.87 得(DE) 24 5976 4136 6.28 

10 44.56 等(VC) 11 638 4136 6.24 

11 44.34 以為(VE) 11 740 4136 6.21 

12 44.30 連(Cbb) 12 1205 4136 6.20 

13 44.29 著(Di) 34 11016 4136 6.20 

14 44.11 會(D) 40 14003 4136 6.18 

15 44.05 你(Nh) 47 17291 4136 6.17 

16 44.02 甚至(D) 13 1810 4136 6.16 

17 43.53 都(D) 51 20329 4136 6.09 

18 42.19 比(P) 12 2419 4136 5.91 

19 41.87 好幾(Neu) 8 372 4136 5.86 

20 41.83 上(Ncd) 26 10576 4136 5.86 

21 41.24 可以(D) 23 9641 4136 5.77 

22 41.17 得很(Dfb) 7 85 4136 5.76 

23 41.15 正在(D) 8 698 4136 5.76 

24 41.03 小(VH) 15 5038 4136 5.74 

25 41.02 也(D) 55 29520 4136 5.74 

26 40.95 他們(Nh) 21 8803 4136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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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40.90 那(Nep) 24 10727 4136 5.73 

28 40.88 還(Dfa) 7 204 4136 5.72 

29 40.60 知道(VK) 13 4153 4136 5.68 

30 40.53 不(D) 67 38872 4136 5.67 

（D:副詞，Nh: 代名詞，Di: 時態標記，VC:動作及物動詞，Cbb: 關聯連接詞，

VE: 動作句賓動詞，Ncd: 位置詞，P:介詞，V_2: 有，Nep: 指代定詞，VH: 狀態

不及物動詞，Na: 普通名詞，Neu: 數詞定詞，Dfb:動詞後程度副詞，Dfa: 動詞前

程度副詞，VK: 狀態句賓動詞) 

 

 根據以上排序結果，統整「呢 2」的共現詞，將其語義關係整理如下圖： 

 

 

 

 

 

 

 

 

根據詞義，可先將「呢 2」的共現詞初步分為三大語義類別：「不尋常

事態」、「附帶共現」、「無語義關聯」。其中「不尋常事態」類可再細分

為四個次類：「違反預期」、「總括極性」、「提高程度」與「事態持續進

行」。三個語義大類中，以「不尋常事態」最為複雜，稍後將解釋其下四個

次類。第二個大類「附帶共現」是指因為搭配第一大類「不尋常事態」共現

詞因而附帶出現的詞語。「無語義關聯」是指難以看出與「呢 2」或其他共

現詞之間語義關聯的共現詞，例如人稱代詞「我、你」與方位詞「上」，以

及「那、他們、小、知道」這幾個共現詞，共同的語義或句法關係零散，因

而判定與「呢 2」較無明顯語義關聯，暫予忽略不討論。 

此外，有些共現詞因為具有多義，分析起來更為困難。如「還、才、可、

不尋常事態 

附帶共現 

無語義關聯 

違反預期 

總括極性 

提高程度 

事態持續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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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都」等，本身的語義即十分多變，搭配「呢 2」之後造成句子的情態義

更加複雜。有些共現詞雖非多義詞，但搭配句末「呢 2」之後所表達的意義

尚須觀察句中的其他同現詞語才能了解。以下將「呢 2」排序前 30 位的共

現詞，依分類歸納的語義類別列舉成表，其後再逐一討論各共現詞歸類的原

因並以例句說明。 

 

表 三-6、「呢 2」句中共現詞語義類別 

語義類別 共現詞與排序 

1a. 違反預期 還(D)(1)、才(2)、可(6)、以為(11)、都(17)、也(25) 、還(Dfa)(28)

1b. 總括極性 連(12)、甚至(16)、都(17)、也(25) 

1c. 提高程度 真(3)、可(6)、比(18)、好幾(19)、得很(22) 

1d. 持續進行 在(5)、正(8)、著(13)、正在(23) 

2. 附帶共現 沒(4)、得(9)、等(10)、會(14)、可以(21)、不(30) 

3. 無語義關聯 我(7)、你(15)、上(20)、小(24)、他們(26)、那(27)、知道(29) 

 

第一類「呢 2」高關聯共現詞共有六個「還、才、可、以為、都、也」，

歸納其共同語義，與「違反預期」相關。陸儉明和馬真（2003）認為表程度

的「還」有兩個相反的意義，一個表示程度深，如「小王比小李跑得還快」；

一個表示程度淺，如「比較起來，這個房間還乾淨些」（陸儉明和馬真，

2003）。沈家煊（2005）將「還」分為「一般增量」和「元語增量」兩類用

法。「一般增量」用於客觀描述，如「這輛車比那輛車還小」；「元語增量」

涉及主觀預期，如「小車還通不過呢，就別提大車了」（沈家煊，2005）。 

按照沈家煊（2005）的分析，陸儉明和馬真（2003）所說的「表程度深」

的「還」即是用於客觀描述的「一般增量」用法，而「表程度淺」的「還」

則是主觀預期的「元語增量」用法。沈家煊（2005）也指出「還…呢」也是

「元語增量」用法，因為說話者根據其主觀預期，將認定為不尋常的事態當

作特意強調的信息內容，以之引起對方注意。所以「還…呢」具有提高信息

度的作用。張寶勝（2007）也關注過「還…呢」句構。他認為「還…呢」是

有歧義的，可按其是否具主觀性區分為兩者。不具主觀性時表示「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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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吳胖子還在陽台上瞭望著呢」。具主觀性的「還…呢」則有否定預期的

作用，如「都快結婚了，她還小呢」（張寶勝，2007）。 

武果（Wu, 2005）曾定義「呢」在陳述句末的話語功能是「提請聽話人

注意所強調的信息以調整共識」。而根據後來武果（2009）的分析，「還」

除了表示持續，其他意義的用法都是主觀性用法。由持續義衍生出的反預期

義是「說話人在期待某事態不再持續時，用『還』表示持續的語用推理」，

並以此推理表達對所言事態的主觀態度。「還」與「呢」適於搭配共現，是

因為前者的反預期義與後者的話語功能相輔相成。武果（2009）因而提出

「還…呢」是主觀性用法，是一種「說話人堅信、但與聽話人預期相悖的命

題」，如「你可別小看她, 人家還是醫學博士呢」（武果，2009）。他也區

分出另一種「還…呢」，表達的是「違反說話人預期」，如「真不知道你還

是牛津的法學博士呢，了不起」。其實，無論是違反聽話人或是說話人的預

期，都可統稱為「違反預期」。 

其實，武果（2009）提出的這兩類主觀性「還…呢」的「違反預期」用

法，又與張寶勝（2007）提出的主觀性「還…呢」略有不同。張寶勝（2007）

所舉的「都快結婚了，她還小呢」，是以「還…呢」小句引述對方預期的事

態，以此表示反駁該預期；而沈家煊（2005）與武果（2009）所舉的例句，

如「小車還通不過呢，就別提大車了」，則是以「還…呢」小句引述一個說

話者主觀認定為真的事態，作為反駁對方預期的理據。兩個「還…呢」小句

雖然都用於反駁，也表達違反對方預期；但是前者以「還…呢」小句引述對

方的錯誤預期，而後者則以「還…呢」小句強調自己認定的事態。可見「還…

呢」的主觀用法也與語用因素相關。總結以上有關「還…呢」主觀用法的討

論，無論違反何者預期或是否突顯錯誤預期，均不脫「違反預期」義。 

以下例句都是主觀性「還…呢」的用法，用於表達「違反預期」義。例

句中，說話者根據其主觀認知，以「還…呢」句子提出「我爹當年在老鄉是

個秀才」以此引起聽話人的注意，因為這是對方未注意或不知道的事實。後

兩個例句則是以「還…呢」句子描述一違反對方預期的事態「來的人是個老

公公」、「偶爾陪老先生下下棋，能贏來不少稱許」，以此調整雙方共識。

類似這類用法的「還…呢」句子，都表達「違反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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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老章 晃 著 頭，興奮 的 說：想 當年 在 老鄉 時，我 爹 還(D) 是 個 

秀才呢！ 

(45) 有 人 來 了，還(D) 是 個 老公公 呢！ 

(46) 理 著 中學生 小平頭 的 陳履安，偶爾 陪 老先生 下下棋，還(D) 能 贏

來 不少 稱許 呢。 

 

由於「還」具有多義性，語料中也有「還…呢」的客觀用法。其中「還」

也有「更進一步」（屈承熹，2006）或「持續」之意（張寶勝，2007；武果，

2009）。見以下例句，前一句中的「還…呢」表「更進一步」，後一句的「還…

呢」則表「持續」。 

 

(47) 現在，我們 還可以 看到 石洞 的 壁 上，有 一 個 大 手印，旁邊 還

(D) 有 一 個 很 像 僧帽 的 石頭 呢！ 

(48) 不過，恐龍 玩具 今年 是 來勢洶洶，配合 電影 推出，全球 都 興起 一 

股 恐龍熱，業者 指出，恐龍 玩具 今年 暑假 較 超合金、芭比 娃娃 的 

銷售量 好 一點，而 這 股 熱潮 還(D) 將 延續 到 年底 呢。 

 

以上客觀用法的「還…呢」雖然無「違反預期」義，然而因為句末有助

詞「呢 2」，因而仍具有提請對方注意的作用。但是「還」由於常具有主觀

意義「違反預期」因而在「呢 2」句中共現，表達共同的語義特徵，因此將

「還」歸入第一類共現詞語義類別「違反預期」。 

此外，「違反預期」類共現詞中雖有兩個「還」，一個標記為(D)副詞，

另一個標記為(Dfa)，指「動詞前程度副詞」，但經觀察語料庫中包含這兩

類詞類標記的「還」例句後發現，並不需要區別「還(D)」與「還(Dfa)」。

因為副詞「還」雖然有多義，卻與此詞類標記之別無關，因此這兩個不同詞

類標記「還」的詞頻可以合計。以下例句組中的「還」雖然詞類標記不同，

為(Dfa)，也能表達「違反預期」、「持續」、「更進一步」等意義。  



應用共現詞於多義句末助詞「吧」與「呢」的語義分析及教學語法 

98 

(49) (a) 結果 他 賣出 三十六 頂 地震 帽 給 他 的 同學，生意 還(Dfa) 不

錯 呢！ 

(b) 看官，你 又 仰天 笑 了，因為 眾所週知，昔日 當 過 永逢 地下 投

資 公司 主席 的 立委 紅包本，至今 也 還(Dfa) 紅 得很 呢！ 

(c)也 難怪 大人 們 緊張，因為 中籤率 只 有 一成四，比 考 大學 還 

(Dfa) 難 呢！ 

 

排序第二位的共現詞「才」也是多義詞。副詞「才」可以表示「比預期

數量少」、「比預期時間晚」、「必要條件」與「強烈不贊同」等（Biq, 1988b；

屈承熹，2006），例句依序為「他才五歲就上小學」、「他三點半才來」、

「你去她才去」、「我才不相信」。「才…呢」共現時，可用於「否定一個

隱含的具有同樣性質的預想序列」（武果，2007）。然而，被「才」否定的

命題，不一定出現在上文，有時會隱含在未明言的常理或雙方共識中。如 

 

(50) 兒子鞠躬，孫子才磕頭呢！ 

 

被否定的預期「兒子磕頭」雖不在上文出現，卻存在於雙方預期之中。

因此「才」也與「違反預期」語義相關。而「呢 2」的功能是突顯不尋常事

態以引起注意，說話者為了突顯自己提出的相反觀點或反對立場，在句末加

上「呢 2」可以提高信息強度，以引起聽話者注意。以下例句中的「妳才不

想肖虎呢」與「我才羨慕你呢」分別表達說話者所持的相反意見，用以反駁

雖未言明，卻已主觀預設的「妳想要肖虎」以及上文的「你羨慕我住在台北」。

這類以「才」反駁的句子，適合與「呢 2」共現。因此，「才」應歸類於共

現詞語義類別「違反預期」。 

 

(51) 等 妳 大 了，妳 才 不 想 肖 虎 呢。虎 是 特別 生肖，遇著 家 中 嫁

娶 大事，都 要 避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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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你 上 次 來信 說，你 羨慕 我 住 在 臺北，其實 我 才 羨慕 你 呢！ 

 

排序第 6，作情態副詞用的「可」也有多種意義。「可」能用於陳述句，

如「他可沒說過這話」；也能用於問句，如「杭州你可曾去過」；或用於感

嘆句，如「這魚可新鮮呢」等（呂叔湘，1999）。用於不同句式的「可」意

義也不同。羅曉英和邵敬敏（2006）把多義「可」分為兩大類，順承與逆承。

順承表示「加強肯定」，如「黃羊跑得可快了」；逆承為「否定反駁」，如

「他可不高興了」。順承的「可」提高命題的肯定程度，逆承則是否定命題。

張旺熹和李慧敏（2009）統合副詞「可」的核心功能為「突顯聽者/說者的

預期，從而激活對話的交互性」。他們的「突顯預期」似乎涵蓋了羅曉英和

邵敬敏（2006）所區分的順承與逆承兩類「可」的意義。 

觀察語料中的「可…呢」句子，有的用於順承，表示「加強肯定」，類

似感嘆句；有的則是逆承，表示「否定或反駁」，是陳述句；另有一些「可」

代表「可以」，表達可能性。以下例句中的「可…呢」分別表達上述三種「可」

的意義。(53)與(54)以「可」提高所言事態的肯定強度「家裡添了小孫子…

在一胎化的大陸可是大事一樁」、「雨的好處可多」，因此是「加強肯定」。

(55)與(56)中的「可」表示所言內容是有違聽話者預期的「我可是世界上獨

一無二的整容大王」、「殘障運動的學問可不小」，因此是「否定反駁」。

(57)與(58)中的「可」則等於「可以」，表所言事件的「可能性」。 

 

(53) 一 位 阿媽 擺上 了 兩 個 紅蛋，原來 是 家 裡 添 了 小 孫子 來還

願 的，這 在「一胎化 」的 大陸 可 是 大事 一 樁 呢。 

(54) 雨 的 好處 可 多 呢！ 

(55) 你 一定 猜 不 出來 的，告訴 你，我 可 是 世界 上 獨一無二 的  整

容 大王呢！ 

(56) 從事 殘障 運動 的 人 雖然 不 多，其中 學問 可 不 小呢！ 

(57) 像 常見 的 車前草、蒲公英、青木香 等 野生 的 草藥，也 可 用來 做 

野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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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我 覺得，早起 的 鳥兒 也 有 好 風景 可 看 呢！ 

 

因為「可」的多義性，以上的「可…呢」例句分別表達三種不同的意義。

「可」的語義雖然不同，卻都能搭配「呢 2」用於提請聽話者注意事態不尋

常。因此，共現詞「可」分屬「提高程度」與「違反預期」兩個語義次類。

至於(57)與(58)中的「可」雖表「可能性」，仍屬於說話者強調的「不尋常

事態」範圍內，因此無需另立一語義次類。其實這兩個「呢 2」句子也有「違

反預期」義，只不過此意義來自句中的「也」。「也」與「違反預期」義將

在以下討論。 

排序分居第 17 與 25 名的「都、也」兩個共現詞也具多義性。兩者除均

與「違反預設」義有關，也與「總括極性」義相關。「總括極性」類共現詞

有四個「連、甚至、都、也」。先說明「也」的各類意義與搭配句末「呢 2」

的情形。「也…呢」共現時，可表達「違反預期」義。以下例句中的「也…

呢」都強調事態違反預期、值得注意。以下兩個例句中的「海浪的侵蝕作用

會侵蝕岩塊，造成鵝卵石」與「身體可以動成這樣的角度」都是說話者預料

之外的事態。上文或同一小句中，也可見到同樣表達說話者意料之外或事態

違反預期的詞語，如「可不要以為」、「嚇一跳」「不知道」、「原來」。

因此「也…呢」可用於強調違反預期的不尋常事態。 

 

(59) 你 可 不要 以為 只有 河流 的 侵蝕，才 能 搬運 滾 磨 岩塊，造成 

平滑 的 鵝卵石；海浪 的 侵蝕 作用 也 會 侵蝕 岩塊，造成 鵝卵石 

呢！ 

(60) 有時候 連 自己 也 嚇一跳，「不 知道 身體 原來 也 可以 動成 這樣 

的 角度 呢，」有 人 樂 得 直說。 

 

然而，也有些以「也…呢」構式表達的事件，不與「反預期義」相關，

而與「也」的另一語義「對稱並列」(symmetric juxtaposition)（Biq，1989）

有關。此時句末「呢 2」可提高句子信息強度，因而具有引起對方注意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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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例如： 

 

(61) 坦白 說，我 除了 想 賣 書 到 尤清 的 臺北縣，還 想 打入 吳敦義 

的 高雄市；以後 新黨 如果 在 縣市 執政，我 也 還 想 做 新黨 的 生

意 呢。 

(62) 在 中國 也 有 這 種 人，像 北方人 去 南方，南方人 去 北方，

不僅 吃 的方面 不 習慣，也 有 很多 生活 習慣 不 一樣 呢！ 

 

Biq（1989）認為「也」還可表達「級差總括」（scalar inclusiveness）。

當與表極性的副詞「連、甚至、就算、寧可」等共現時，「也」用於強調範

圍可總括極性、非典型或非預期事態，如「連他的敵人也不得不佩服他」、

「我寧可自己去，也不要讓你代表我去」（Biq，1989）。 

此外，按照胡曉萍和史金生（2007）的分析，「連…也」句中的情態副

詞「也」，因為與「連」經常共現，造成「也」獨用時也保留「連…也」構

式的總括極性功能。因此「也」也可以表示「總括極性」之義，如「一天假

也沒請過」（胡曉萍和史金生，2007）。因此，有些「也…呢」句子也有「總

括極性」或「級差總括」的語義。以下出自語料庫的「也…呢」例句，都可

以額外添加「連」，使之成為「連…也…呢」而句義不變。 

 

(63) 所以 不論 是 梯階、平地，我 都 會 判別；而且 （連）遇到 障礙物 時，

也 會 自動 轉向，再 向 前 走 呢！ 

(64) 另一方面 醍醐寺 也 提供 了 絕佳 畫題，（連）不少 名家 也 在 此 揮

毫呢。 

 

整理以上有關共現詞「也」的分析，多義的「也」使「也…呢」句子至

少能表達三種意涵：違反預期、對稱並列與總括極性。因此，在歸類共現詞

「也」的語義類別時，可以使其分屬「違反預期」與「總括極性」兩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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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對稱並列」義是因為句末助詞「呢 2」而得到強調或提高信息，因而無

需另立語義分類。 

其次討論「都」的各類意義與搭配「呢 2」的情形，因為「都」也是多

義詞。王紅（2001）認為情態副詞「都」常帶有主觀預設，可用於強調事件

超出說話者主觀預設的標準，因此可以表達「反預期性」。張誼生（2004）

總結「都」為兩種意義：「總括全量的範圍副詞」與「強調主觀情態的語氣

副詞」，而且兩種意義之間「存在著一脈相承的內在關係」，都具有增強所

言內容信息度的功能。以下的「都…呢」句子都與「總括全量」相關。 

 

(65) 動作 不 對 的 都 會 被 罰 重做呢！ 

(66) 念 了 阿拉伯文 以後，我 對 中東 地區 的 政治，經濟 及 回教 文化 

都 有 興趣 了呢！ 

(67) 我 的 外公 住 在 屏東 鄉下，他 的 職業 是 海產 養殖，每 年 的 收

成 都 是 村 裡 最 好 的 呢！ 

 

李子瑄（2005）也主張「都」不僅可用於強調，還暗示說話者的主觀評

價，此評價往往超出說話者期待或認知。此類具有「違反預期」義的「都…

呢」句子像是： 

 

(68) 我 姐 的 所得 都 比 我 爸 還 多呢！ 

 

「都…呢」連用也與「也…呢」相似，可表示總括極性程度，因為有些

「都…呢」句子也隱含極性強調的「連」，表示「連…都…呢」。以下例句

中的「都」表「總括極性」。(69)、(70)、是經作者加上「連」之後的「都…

呢」句子；(71)、(72)則因句中已有表極性總括的「什麼都不」與「一點都

不」等固定形式，因此加入「連」較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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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把 布料 放大 後，哇，(連) 那 一條條 緊密 的 纖維，都 看 得 一清

二楚 呢！ 

(70) 不僅 出產 梨，(連) 那裏 的 水蜜桃 和 蘋果 都 有名 呢！ 

(71) 飛機 在 北京 上 客 後，我 看見 高高興興 的 小沈，他 還 (連) 

什麼 都 不 知道 呢。 

(72) 其實 對 歐美 小朋友 來 說，前面 提到 的 事情 都 是 日常 生

活 中 很 普遍 的，對 他們 來 說 (連) 一點 都 不 麻煩 呢！ 

 

無論是強調事態超出預期或極性總括，「都…呢」句子引述的事態都是

「不尋常的」，都有引起聽者注意的功能。因此，「都」的語義即使分屬「違

反預期」與「總括極性」兩個次類，仍與「不尋常事態」相關。 

與「違反預期」義相關的共現詞，除了「還、才、可、也、都」之外，

還有排序第 11 的動詞「以為」。「以為」意指「與事實不符的論斷」（呂

叔湘，1999）。「以為」引導的小句都是說話者認為背離事實的錯誤論斷。

因此「以為」小句末加上「呢 2」可以指明該論斷的謬誤違反一般預期，以

此引人關注。此句構與先前討論的「還…呢」主觀用法之一相似。例如「都

快結婚了，她還小呢」（張寶勝，2007）也是引用對方的錯誤預期以表示反

駁。如果加入「以為」，使該句子變成「都快結婚了，你以為她還小呢」，

則句義與語氣均不變。此外，觀察語料也發現，12 個「以為…呢」小句中，

7 句搭配反預期義的「還」，其餘的「以為…呢」，也都可以添加「還」而

不改原義。此現象顯示「以為…呢」構式都具有「違反預期」義。 

 

(73) 至於 其他 的 受害 女孩，事 前 的 提醒 當然 是 最 好，但是 也 要 

看 對象，否則 有的 不 領情，還 以為 你 是 和 她 爭風吃醋 呢！ 

(74) 這 都 是 他 後來 告訴 我 的，以前 我 還 一直 以為 他 開始 得 挺 

順 的 呢。 

(75) 這些 殘障 的 朋友 因為 行動 不便，常 在 玩 水、游泳 時 跌進 水 

裡，但 他們 卻 不 在乎，仍然 在 陽光 下 露出 快樂 的 笑容，我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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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 他們 會 為 身體 的 殘障 痛苦 呢！ 

(76) 我 (還) 以為 喝 這 酒 得 小心 一點 呢！ 

(77) 起初，我 (還) 以為 自己 小時候 是 從 垃圾堆 撿來 的 呢！ 

 

共現詞排序居 12 名的「連」屬於語義次類「總括極性」。「連」所以

成為高關聯共現詞，是因為「連」字句可以「表示極性程度」（蔡維天，2004）。

「極性程度」指程度的極高或極低，是程度的高低之別。「違反預期」則是

事態的正反之別，不是程度高低之別。因此「連」字句與「違反預期」並無

直接關聯。根據程式計量結果，「連」在「呢 2」句子的共現詞頻為 12，此

數據來自為便於計算而使用小句為計量單位的統一標準，即以逗號作為小句

起點。但深入觀察語料時發現，「連…呢」句子經常跨越逗點為小句起點的

範圍。因而重新以人工計算後，累計所得的「連…呢」句子略多於以逗號作

為小句起點的算法，共有 18 個。其中「連…都」、「連…也」句數約各占

一半，而且肯定句有 17 句，遠多於僅有 2 句的否定句。下表是統計「連…

也…呢」與「連…都…呢」句構在語料中的分布情形。 

 

表 三-7、「連…呢」句中共現詞分布 

搭配形式 連…也…呢 連…都…呢 連…也都...呢 總計 

共現次數 10 9 1 18 

肯定句/否定句 9/1 8/1 1/0 18 

 

然而，「連」字句加上句末「呢 2」之後，除能總括極性事態以提請對

方注意之外，也能暗示事態超出預期。但是「連…呢」若有「違反預期」義，

往往是因為上下文中出現表達反預期義的詞語所添加的，如「以為、事實上、

發現」等。或者可由上下文中的語義邏輯中推衍而得，如從「盜獵的人」到

「動物保母」之間存在的明顯矛盾關係。見以下例句： 

 

(78) 你 瞧 這 副 醜 模樣，連 癮君子 都 要 退避三舍 呢！ 



第三章 多義句末助詞「呢」共現詞分析 

105 

(79) 連 以前 盜獵 的 人 也 都 改邪歸正，不眠不休 的 當 起 動物 保母 

呢！ 

 

以上例句中，「連癮君子都要退避三舍」、「連盜獵的人也都…當起動

物保母」既是極性，也是超出常理預期的事態。因此可作為不尋常事態以提

請聽話者注意。但是，並非所有「連…呢」句子都與違反預期義有關，有些

只表示「總括極性」。以下例句即與預期無涉。因為句中的「連孔子都還想

乘桴浮於海」、「連公雞也要笑話他」與「連夢都沾著書香」不具相反的預

設命題，不過是強調極性以突顯事態不尋常。 

 

(80) 我 說，連 孔子 都 還 想 乘 桴 浮 於 海 呢，要點 不 在 走 或 不 

走，而是，走到 哪裡 去？ 

(81) 男人 提 著 筒裙，連 公雞 也 要 笑話 他 呢，你 倒 好，還 抱 在 身 

上。 

(82) 由於 日日夜夜 都 沐浴 在 書海 裡，有時 晚上 做夢，連 夢 都 沾 著 

書香 呢！ 

 

此外，觀察語料發現，「連」跟「也」或「都」的共現分布，與「連…

呢」句子是否表「違反預期」無關，也與肯定或否定分工無關，更不存在以

「連…都」取代「連…也」的消長趨勢（胡曉萍和史金生，2007）。小結以

上討論，除非上下文或句中有表「違反預期」義的詞語或語義邏輯，否則「連…

呢」一般只表「總括極性」，不表「違反預期」。因此，共現詞「連」應歸

入語義次類「總括極性」。 

排序第 16 位的「甚至」與「連」相似，也與「總括極性」義相關。與

「呢 2」共現時多用於總括極性事態以提高信息強度。見例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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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以前 我 在 臺灣 所 玩 的 遊樂 設施，玩 了 一 次 就 不 想 再 玩 

了，而 迪斯耐 樂園 玩 了 一 次，還 想 再 玩 第二 次，甚至 第三 次 

呢！ 

(84) 這時，如果 選手 相互 碰見 時，風度 可就 大不相同 了，大家 相互 瞪

來瞪去，瞪 到 眼睛 布滿 了 血絲，甚至 眼睛 已經 快 要 蹦出來 了 

呢！ 

(85) 雨，像是 一 把 鋒利 的 鋤頭，把 大地 挖出 一 個 一 個 的 大 洞，

使 路過 的 人 提心弔膽；稍 不 小心 就 會 跌進 大 坑洞 中，甚至 發

生 意外呢！ 

 

以下「甚至…呢」句子描述的事態都具有違反預期的意味。然而此意義

來自上下文或句中的其他共現詞。例如(86)上文中的「不但…反而」，以及

(87)、(88)、(89)同一句中的副詞「還」，都暗示事態是違反預期的。因此「甚

至」與「呢 2」共現時，表「總括極性」，如果也有「違反預期」義，則是

受其他共現詞的影響所致。因此，共現詞「甚至」僅與「總括極性」義相關。 

 

(86) 又 如 東南亞 的 咖哩、日本人 的 芥末、法國 的 鵝肝醬、俄羅斯 的 

魚子醬，再生 於 中國 菜 的 主配料 中，不但 食客 不以為忤，反而 形

成 新 的 特色，久而久之 甚至 被 同化成 中國 口味 中 的 一 部分 

呢！ 

(87) 現在 他們 大概 一 個 星期 就 會 舉行 一 次 野宴，除了 聯絡 感

情，也 可以 紓解 在 異鄉 生活 的 寂寞，甚至 還 打算 要 一起 慶祝 

母親節 呢！ 

(88) 秋，你 來 了 嗎，這 篇 文章，是 一 種 擬 人 的 寫作 方式，透過 作

者 曼妙 的 文字，把 秋天 寫 得 栩栩如生，甚至 還 有些 楚楚動人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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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甚至 還 有 人 愛 他 愛 到 整 晚 站 在 他 窗子 底下 守 著 他 的 

地步呢！ 

 

與第三個語義次類「提高程度」相關的共現詞有 5 個「真、可、比、好

幾、得很」。「可」表「提高程度」的句子已於上文中列舉討論，因此以下

先分析副詞「真」與介詞「比」。呂叔湘（1999）認為副詞「真」是「用來

加強肯定」，如「他真沉得住氣」。單韻鳴（2004）則分析副詞「真」主要

表達「程度高」與「加強肯定」兩種意義，例句先後如「今天天氣真好」、

「我真想去旅行」。她認為兩者都具有很強的「主觀性」。然而，以「真」

表達「提高程度」時，與說話者的主觀態度或情感有關，與預期無關。「真…

呢」之所以能提高信息強度引起注意，往往是因為事態的程度被提高了，所

以也算是一種「不尋常事態」。以下三個例句中，副詞「真」分別提高了對

早產兒同情的程度，強化了肯定某物看起來像古董的程度，也升高了覺得有

趣的程度。為了突顯這些程度的提高是不尋常事態，說話者用「呢 2」來引

起聽話者的注意。 

 

(90) 貧血 衰弱，只 能 仰賴 保溫箱 活命 的 早產兒 體質，真 叫 人 同情 

呢！ 

(91) 我 在 舊書攤 上 發現 的，沒 花 多少 錢 買 了 來，又 重裱 了 一

下，看起來 真 是 一 件 古董 呢！ 

(92) 表姊 又 在 沙灘 上 揀 貝殼，堆 沙堡，真 有趣 呢！ 

 

當同句中出現表反預期的副詞「還」時，「真…呢」也可以表達事態是

違反預期的。觀察語料後發現，有多達 10 例的「還真…呢」句子，表示說

話者除了強調事態的程度提高，也暗示此高程度事態是違反說話者或常理預

期的。「提高程度」與「違反預期」雖然語義不同，但是表達兩種意義的詞

語卻適合共現於同一「還真…呢」句中，表示這些詞語均與句末「呢 2」語

氣義相合，因而能搭配共現。見以下例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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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班 上 同學 都 說，李明正 雖然 平時 愛 耍寶，可是 編 起 舞 來，

還 真 有 編舞者 的 架勢 呢。 

(94) 原本 不 具 高貴 身價，味道 也 不 是 很 鮮美 的 猪血、猪 大腸，

經 調理 組合成「大腸 猪血湯」，吃 來 還 真 叫 人 齒頰留香 呢！ 

(95) 現在 想 起來，那時還 真 不 懂事 呢！ 

 

排序第 18 的共現詞「比」，常搭配「還」而成為「比…還」句構，用

於對比兩事件以強調某事件的程度高。加上句末「呢 2」則表示說話者認為

高程度狀態頗不尋常，因而值得注意。語料中 13 個「比…呢」句子中，「比…

還…呢」多達 11 例，顯示「比…還…呢」為固定構式。然而，此構式表「更

進一步」，而非「違反預期」。見以下例句： 

 

(96) 也 難怪 大人 們 緊張，因為 中籤率 只 有 一成四，比 考 大學 還 難 

呢！ 

(97) 另外 在 問答 遊戲 中，小朋友 進一步 了解到 金剛 猩猩 是 屬於 靈

長類 巨猿科 的 動物，生活 在 赤道 非洲 森林 中，而且 比 猴子 還

要 聰明 呢！ 

 

然而，如果副詞「還」出現在「比」之前，同句、上下文中也可見「原

來、不見得、發現」等暗示「違反預期」義的詞語共現，則「比…呢」句子

也能表示事態違反預期。可知「比」與「提高程度」有關，與「違反預期」

義無關。而「比…呢」句子具有「違反預期」義時，通常是因為受句中其他

共現詞的「違反預期」語義影響所致，如「原來、發現」。 

 

(98) 等 我 吃完 兩 碗 飯 後，再 看看 爸爸，原來 爸爸 也 餓 極 了，狼

吞虎嚥 的 速度 比 我 還 快 呢！ 

(99) 讀 了 詩 之後，你 會 發現 自己 還是 比 許多 人 幸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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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好幾、得很」兩個共現詞，前者修飾名詞，後者修飾動詞，都用於

強調所言事物的數量多或程度高，因此與「提高程度」有關。見以下例句。 

 

(100)我 收到 你 的 信，哭 了 好幾 天 呢。 

(101)老師 看穿 我 的 心事，便 對 我 說：要 完成 還 早 得很 呢！ 

 

接下來討論第四個語義次類「事態持續進行」。與「事態持續進行」相

關的高關聯共現詞有「在、正、著、正在」，依次各居排序第 5、8、13、

23 位。「在、正、著、正在」常彼此搭配共現於句中，加上句末「呢 2」後，

表示說話者引述某持續或進行事態，而且暗示此事態之持續或進行為一不尋

常事件，因而以之引起聽話者注意。見以下例句。 

 

(102)瞧瞧 這 兩 個 男孩，撿 了 個 報廢 的 腳踏車 輪子，在 比賽 誰滾 

得 遠 呢！ 

(103)我 再 介紹 的 是，王國 裡 的 仙仙，她 正 忙著 照顧 村 裡 的 小 

娃娃 呢！ 

(104)來到 山頂 附近，樹林 愈來愈 稀疏，崖壁 邊 開滿 了 百合 和 

濱當歸 的 花朵；眼尖 的 我 瞧見 一 叢 濱當歸 的 花序 上，有 

幾 隻 金龜子 正在 那 起起落落 呢！ 

(105)我 靠近 一 瞧，有 四、五 隻 綠色 的 花潛 金龜，正 在 一朵朵 的 小 

花 上 埋首 猛吃 呢！ 

 

如果「著…呢」句中搭配了反預期義的「還」或表加強肯定的「可」共

現，則有「違反預期」或「提高程度」義。以下例句分別具「違反預期義」

或「提高程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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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那 事過境遷，我們 也 就 沒 什麼 好 計較 的，但是 不幸 地 就是 我

們 已經 發覺：問題 還 多 著 呢！ 

(107)婦人 見 此 人 怪異，猜想：一定 是 巫婆 回來 報仇 了，立刻 編 了  

個 謊言 騙 她：「還 遠 著 呢 ！」 

(108)銀杏 是 日、韓 安全島 上 的 衛兵，可 威風 著 呢！ 

(109)我們 班 上 單親 家庭 的 同學 可 多 著 呢！ 

 

然而有些含有「在、正、著、正在」的「呢 2」句子，即使不與「還」

等情態副詞搭配，仍能表達反預期義，原因是上下文或句中含有其他表反預

期義的詞語。見以下例句中的「發現、訝然發現、其實」。這些詞語都暗示

「呢 2」句子的命題內容是違反預期的。 

 

(110)科學家 利用 水族館，長期 觀察 海豚 的 生活 情形 後 發現，海豚 有 

著 驚人 的 智慧 呢！ 

(111)而 如果 你 有 辦法 潛入 那 高掛 著 民眾 與 狗 不准 進入 的 廚

房，會 訝然 發現 裡面 的 大小 廚師 正 為 了 如何 分配 從 你 的 

菜 中 偷 扣下來 的 一 隻 雞腿，在 大打出手 呢。 

(112)其實 我們 正 想 陪 你 去 呢！ 

 

當原本說話者不預期發生或存在的事態，卻正在進行或存在時，該事態

即成為不尋常事態。此時說話者即可於句末加上「呢 2」以突顯此進行或存

在之事態，以之引起對方注意。因此，以上例句中的「海豚有著驚人的智慧」、

「廚師正（為了小事）在大打出手」與「我們正想陪你去」這三個進行或存

在的事態，對於說話者或常理而言，都是不尋常的事態，因而適合在句末搭

配「呢 2」。然而，語料中卻有幾個「著…呢」句子，是與「不尋常事態」

無關的。見以下例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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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小敏 又 想起 了 小剛 的 種種 好處，小剛 初 到 特區 的 時候，苦 

著 呢！ 

(114)她 將 身子 挨靠 過去，作出 嬌媚 的 笑容，今晚 中秋節，正 寂寞 著 

呢。 

(115)情勢 複雜 著 呢。翻 什麼 案 呢？ 

 

以上「呢 2」小句所表述的持續狀態，對照上下文語境，雖然沒有「不

尋常」義，仍有提請聽話者注意的作用。只不過提請對方注意的原因，是用

來支持說話者的現有觀點或作為當前行為的理由，非因事態違反預期。以上

例句中，說話者以「小剛初到特區的時候很苦」支持小敏的觀點：小剛的種

種好處之一：能吃苦。而「今晚中秋節，正寂寞著」也可以作為說話者向對

方作出示好行為的理由。最後，「情勢複雜」則是說話者在下文以反問句表

示反對「翻案」的原因。 

Wu（2005）曾經歸納直述句末「呢」有兩類話語功能：一是「反駁對

方的論斷或表示與對方期望或假設不同」，二是「表明理由以支持說話人觀

點」。以上三個「著呢」例句即可以用 Wu（2005）的第二個話語功能來解

釋，也就是「著呢」可用來強調某事態，作為支持說話人觀點的理由。然而，

大多數含有共現詞「在、正、著、正在」的「呢 2」小句，無論是否搭配「可、

還」等副詞，多論及不尋常事態。因此，「在、正、著、正在」於「呢 2」

句子中共現的共選語義關係仍與「不尋常事態」義相關。然而因為共現詞

「在、正、著、正在」的表面語義為「事態持續進行」，本文因而將「事態

持續進行」視作「不尋常事態」的一個次類。 

總結以上討論，共現詞如「還、才、可、也、都」等，因為具有多義，

又經常連用或彼此搭配共現，因而造成其在「呢 2」句子表達不只一種意義。

因此，在分析與「呢 2」搭配的多義共現詞語義關係時，除考量其本身的各

種意義，還需交叉比對「呢 2」句子中其他共現詞語的語義造成的影響，方

能察覺該多義共現詞表達的眾多語義。分析後發現，最常額外添加於「呢 2」

句子的語義是「違反預期」義，而且以副詞「還」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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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討論「呢 2」共現詞的第二大類「附帶共現」類，共有 6 個，分

別為「沒、得、等、會、可以、不」。否定副詞「沒」和「不」，經分析後

發現，雖然表面上與「違反預期」、「總括極性」等義無關，卻常與這些語

義相關的詞語共現，可見共現詞與共現詞之間橫向的語義關係也是應深入探

討的重點。位居排序第 4 與 30 位的「沒」和「不」之所以常於強調事態不

尋常以引起注意的「呢 2」句中共現，一方面是因為否定結構原本就容易成

為「信息焦點」（張誼生，2004），另一方面也因為「呢 2」句中的否定結

構所表述的事態經常是「違反預期」的。證據之一是，「呢 2」句子的否定

形式經常與原本即具反預期義的「還」與「才」共現，形成「還沒、還不、

才不、才沒」等詞串，用於描述違反預期的事態。以下例句分別暗示原本對

方的預期是「聯考已經放榜」、「說話者已經知道是怎麼一回事」、「說話

者生氣了」與「說話者很壞」。因此，「沒、不」於「呢 2」句中，常用於

表示事態違反預期。 

 

(116)這 聯考 根本 還 沒 放榜 呢！ 

(117)這時 很多 同學 都 看 著 我，我 還 不 知道 是 怎麼 一 回 事 呢！ 

(118)我 才 不 生氣 呢，我 要 生氣，早 氣死 了。 

(119)「我 才 沒 那麼 壞 呢，而且 呀…就算 我 願意，人家 也 不 肯 呀」

小如 故意 將 尾音 拉高 的 說。 

 

「不」也可與副詞「真」、「都」或「也」連用，共同表達「提高程度」

或「總括極性」義。以下例句分別以否定結構「真不、都不、也不」表示提

高命題強度與總括極性範圍。 

 

(120)幸好 你 提醒 我，不然 我 真 不 知道 該 怎麼辦 呢！ 

(121)其實 對 歐美 小朋友 來 說，前面 提到 的 事情 都 是 日常 生活 中 

很 普遍 的，對 他們 來 說 一點 都 不 麻煩呢！ 

(122)旁邊 賣 藥膏 的 老闆 不但 表演 雜耍，並 請 人 唱歌 助陣，看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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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唱 得 有板有眼，韻味 十足，一點 也 不 輸 歌星呢！ 

 

由以上例句可知，否定副詞「沒」和「不」因為可搭配表「違反預期」、

「提高程度」或「總括極性」的各類語義類別的共現詞於「呢 2」句中，所

以歸屬於「附帶共現」類。 

另有兩個共現詞「會、可以」，分別居排序第 14、21 位，也屬於「附

帶共現」類，因為「會、可以」也都適合與表「不尋常事態」的高關聯副詞

連用而附帶成為「呢 2」的共現詞。詞串如「還會、還可以、才不會、也會、

也可以」等可預斷不尋常事件發生，如(123)至(127)；而「真會、都會、都

可以」等則用於強調不尋常事態的程度高或總括極性範圍，依序見(128)、(129)

及(130)。 

 

(123)搞不好，還 會 發生 強盜 捉 官兵 的 事 呢！ 

(124)況且，常 看 綠色 對 眼睛 很 好，在 山 上 又 可 做 森林浴，還 可

以 看到 許多 可愛 的 小 動物 呢！ 

(125)張 先生 才 不會 是 那 種 人 呢！ 

(126)你 可 不要 以為 只有 河流 的 侵蝕，才 能 搬運 滾 磨 岩塊，造成 

平滑 的 鵝卵石；海浪 的 侵蝕 作用 也 會 侵蝕 岩塊，造成 鵝卵石 

呢！ 

(127)有時候 連 自己 也 嚇一跳，「不 知道 身體 原來 也 可以 動成 這樣 

的 角度 呢，」有 人 樂 得 直說。 

(128)有時 她 那 短暫 的 呆 笑，真 會 令 我 的 心田 開出 溫暖 的 花朵 

呢！ 

(129)動作 不 對 的 都 會 被 罰 重做呢！ 

(130)盒子 裡 還 有 柔軟 的 紅 襯，每 次 打開，都 可以 聞到 一 股 青

草 的 香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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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排序第 9 位的「得」用來標示結果補語，用於含有動結式「V 得 A」

的小句，加上句末「呢 2」之後，可用於強調動作造成的結果不尋常，以此

引起聽話者注意。例如「V 得 A」可搭配總括極性的「都」，如(131)；或

與違反預期義的「還」共現，如(132)；或與表提高程度的「比」共現，如(133)；

甚至搭配任何說話者認為不尋常的命題，如(134)與(135)。這些例句都以「V

得 A 呢」構式提請聽話者注意不尋常事態。「得」因而附帶成為「呢 2」的

高關聯共現詞。 

 

(131)把 布料 放大 後，哇，那 一條條 緊密 的 纖維，都 看 得 一清二楚 

呢！ 

(132)這 都 是 他 後來 告訴 我 的，以前 我 還 一直 以為 他 開始 得 挺 

順 的 呢。 

(133)人家 終身大事，比 賭錢 要緊 得 多 呢。 

(134)你 打 得 我 後背 現在 還 疼 呢。 

(135)名師 出 高徒，怪不得 你 的 中國話 說 得 這麼 流利 呢。 

 

排序第 10 位的動詞「等」則是因為搭配高關聯共現詞「在、正、著、

正在」而附帶成為共現詞的。含有「等」與「呢 2」共現的 12 個句子中，

有 9 個句中與「在」、「著」或「正在」搭配。因此，「等」應歸屬於「附

帶共現」類。見以下例句。 

 

(136)他們 在 等 您 呢。 

(137)我 老婆 病 在 床 上 等 著 錢 買 藥 呢！ 

(138)他 下 了 飛機 以後，走出來，看到 王 先生 正在 外頭 等 著 他  

呢，就 過去 跟 王 先生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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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呢 2」共現詞的分析結果，「呢 2」句子的共同語義特徵應為

「強調事態不尋常、值得注意」。而共現詞的共同語義「不尋常事態」，又

可區分為用「違反預期」、「總括極性」、「提高程度」與「事態持續進行」

四個語義次類。有些詞語雖然與上述四個語義次類無關，但因搭配四個語義

次類的詞語而附帶成為共現詞。因此，「呢 2」的共現詞語義，都與「不尋

常事態」相關。說話者以「不尋常事態」作為句子的命題內容，在句尾加上

「呢 2」，即可以提高此不尋常事態的信息強度，以此引起聽話者注意。 

總結「呢 2」的共現詞分析，其複雜性與共現詞的多義性有密切關係。

例如共現詞「還、才、可、也」都具有一種以上的語義，因而在搭配「呢 2」

共現時，也常表達多種不同意涵。然而，多義共現詞與多義句末助詞之間，

雖然交織出複雜的語義關係，這些語義仍可由分析多義共現詞的意義與觀察

同句或上下文中出現的詞語，來決定整體句子的共同語義特徵。 

 

三、「呢 3」的共現詞親疏計量與分析 

「呢 3」句子在三類「呢」句子中句數最少，僅 321 個。將「呢 3」句子

輸入程式計算共現詞親疏引得後，所得之數據也較「呢 1、呢 2」的共現詞

為低。「呢 1」前 30 位共現詞的引得數據介於 78 與 57 之間，「呢 2」介於

65 與 40 之間。「呢 3」句子的共現詞計量結果，即呈現數值偏低的現象。

自排序第一位起，其引得數據即僅不到 47。至第 16 位起，引得數據已低於

34，已經不能算是高關聯共現。而且從排序第 17 名起，以至於以下的共現

詞，除了引得數據過低之外，各共現詞之間的語義句法關係也不具系統性，

因此沒有分析的必要。 

以下雖然依慣例仍列出排序前 30 名的共現詞，但是只就排序前 16 名的

共現詞作語義分類與討論。 



應用共現詞於多義句末助詞「吧」與「呢」的語義分析及教學語法 

116 

表 三-8、延續上文而針對主題提問的「呢 3」共現詞親疏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46.69 那(Dk) 17 1866 4136 6.54 

2 46.16 那(Nep) 40 10727 4136 6.46 

3 45.59 至於(P) 14 1361 4136 6.38 

4 42.39 你(Nh) 40 17291 4136 5.93 

5 40.50 那麼(Dk) 8 1012 4136 5.67 

6 39.40 萬一(Cbb) 6 161 4136 5.52 

7 37.51 如果(Cbb) 11 5323 4136 5.25 

8 37.44 那麼(D) 6 1059 4136 5.24 

9 37.41 其他(Neqa) 8 2812 4136 5.24 

10 36.53 可是(Cbb) 7 2485 4136 5.11 

11 36.31 然後(D) 7 2631 4136 5.08 

12 35.16 後來(Nd) 5 1266 4136 4.92 

13 35.07 妳(Nh) 5 1313 4136 4.91 

14 34.45 同學(Na) 5 1652 4136 4.82 

15 34.29 您(Nh) 5 1742 4136 4.80 

16 33.87 結果(Dk) 4 763 4136 4.74 

17 33.44 東尼(Nb) 4 970 4136 4.68 

18 33.17 第三(Neu) 4 1105 4136 4.64 

19 33.15 那些(Neqa) 4 1117 4136 4.64 

20 32.54 現在(Nd) 6 4224 4136 4.56 

21 32.28 覺得(VK) 6 4437 4136 4.52 

22 32.02 東西(Na) 4 1725 4136 4.48 

23 32.02 孩子(Na) 5 3193 4136 4.48 

24 31.96 你們(Nh) 4 1760 4136 4.47 

25 31.79 而(Cbb) 15 18336 4136 4.45 

26 31.22 以後(Nd) 3 615 4136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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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29.95 下(Nes) 3 1241 4136 4.19 

28 29.01 媽媽(Na) 3 1751 4136 4.06 

29 28.69 位(Nf) 5 5983 4136 4.02 

30 28.58 認為(VE) 4 4052 4136 4.00 

（Nep: 指代定詞，Dk:句副詞，P:介詞，Nh: 代名詞，Cbb: 關聯連接詞，Neqa: 數

量定詞，D:副詞，Nd: 時間詞，Na: 普通名詞，Nb: 專有名稱，VK: 狀態句賓動

詞，Neu: 數詞定詞，Nes: 特指定詞，Nf: 量詞， VE: 動作句賓動詞)   

 

以下先討論幾個詞類標記有問題的共現詞。排序第一名的共現詞「那」，

按平衡語料庫的詞類標記，標作(Dk)，為「句副詞」。例句如下： 

 

(139)突然 阿萍 開口 了，她 問 地球 伯伯：那(Dk) 後來 呢？ 

(140)我們 常常 說，希望 孩子 有 生涯 規劃，他 要 有 自己 的 興趣，有

時候，不妨 我們 來 問問 自己，那(Dk) 我們 自己 呢？ 

 

根據 Huang（1999）與楊玉玲（2006）的分析，位於問句首，非用於指

代的「那」是「連詞」（a connective），具有「引出問話」、「轉換話題」

的功能（楊玉玲，2006：39）。排序第 5 名的共現詞「那麼」，依平衡語料

庫的詞類標記，也標為句副詞(Dk)。此類用於句首的「那麼」也被楊玉玲

（2007）歸類為連詞，表「順承關係」。觀察「呢 3」問句句首的「那麼」，

也有「引出問話」與「轉換話題」的作用。見以下例句。 

 

(141)安：嗯，那麼(Dk) 另外 那 兩 批 空運 的 呢﹖ 

(142)我們 都 是 在 千百 人 當中 選擇 來 的，最 愛 的 這 個 人，才 跟 

他 共同 攜手，然後 開創 婚姻 的 生涯路，那麼(Dk) 一 踏進 這 個 浪

漫史，所謂 這 個 羅曼史，就 好像 慢慢 在 衰退 了，那(Nep) 夫妻 常

常 有 一些 爭吵 的 狀況，那麼(Dk) 孩子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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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玉玲（2006, 2007）認為「那」與「那麼」都是經由語法化而從具回

指性的「那」與「那麼著」演化而來的，用於承接上文的假設，從而引出下

文的推論。根據楊玉玲（2006, 2007）對句首「那」與「那麼」的分析，兩

個連詞各搭配句末「呢 3」時，可以一前一後標示主題，兩者功能相輔相成。

因此，連詞「那」與「那麼」成為「呢 3」的高關聯共現詞至為合理。 

若非語料庫的詞類標記有誤，連詞「那」與「那麼」於句末「呢 3」的

親疏引得數據應該更高。排序第 2 名的共現詞「那」，雖然標記詞類為(Nep)，

指代定詞。但觀察「那(Nep)…呢 3」的 40 個句子後發現，其中有 25 句的「那」

應是連詞用法。如果把這些被誤標為(Nep)的「那」都改標作(Dk)的話，則

連詞「那」的引得數據應較上表顯示的更高。以下「呢 3」句子中的「那」

即是應標作連詞，卻被誤標為指代定詞(Nep)。 

 

(143)那(Nep) 你 在 里約 做 電視 節目 的 時候 呢？ 

(144)我 覺得，那(Nep) 個 就 算 不良 習慣，不管 你 用 什麼 藉口 來 

說，絕對 如此，那(Nep) 校長 覺得 呢？ 

 

此外，排序第 8 的「那麼」(D)也有類似以上的詞類誤標問題。有半數

的「那麼(D)…呢 3」句子是誤標的。(D)為副詞，但句子中有些「那麼」其

實是連詞，按平衡語料庫的一致性，應標記為(Dk)。如果將所有誤標的「那

麼」(D)都改正為(Dk)，即與原有的「那麼」(Dk)合併計算後，可得到更精

準的親疏引得數據。以下是將「那麼」(Dk)誤標為「那麼」(D)的例句。 

 

(145)那麼(D) 善良 的 百姓 呢？ 

(146)自助 旅行 者 能 如 魚 得 水，那麼(D) 隨 團 旅遊 呢？ 

 

因為語料詞類的標記不當，造成如上述(143)至(146)例句所示的錯誤，

有些應標為句副詞(Dk)的「那」與「那麼」，分別被誤計為指代定詞(N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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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副詞(D)，使得「那」與「那麼」的共現詞頻計算不夠準確。雖然存在此

詞頻誤差，然而為尊重語料的完整性，本文暫不修正詞類標記問題，也不處

理詞頻計算誤差，仍依計量結果，將「呢 3」句子排序前 16 位的共現詞，

依句法或語義關聯分為三類：連詞、主題標記與時序詞。 

下表列舉的三類共現詞中，作指代定詞(Nep)用的「那」與作副詞(D)用

的「那麼」都仍保留，與作句副詞(Dk)用的「那」與「那麼」一同列於「連

詞」類共現詞。 

 

表 三-9、「呢 3」句中三類共現詞句法類別 

共現詞分類 共現詞與排序 

連詞 那(Dk)(1)、那(Nep)(2)、那麼(Dk)(5)、萬一(6)、如果(7)、 

那麼(D)(8)、可是(10) 

主題標記 至於(3) 

時序詞 然後(11)、後來(12)、結果(16) 

無語義關聯 你(4)、其他(9)、妳(13)、同學(14)、您(15) 

 

第一類共現詞為連詞，雖有 7 個，其實應只有 5 個，包括「那(Dk)、那

麼(Dk)、萬一、如果、可是」。這些連詞在「呢 3」句子中，有的可以搭配

名詞組，提供主題要求對方評論，如「那、那麼、可是」；或搭配動詞組、

條件小句作為前提或假設要求對方作出結論，如「那、那麼、萬一、如果、

可是」；有的則搭配時序詞，詢問事件發展的後續或結果，如「那、那麼、

可是」。見以下例句。以上所說的「呢 3」句子，儘管搭配各種句法結構與

命題內容，都不出「針對主題提問」的範圍。 

 

提供主題要求對方評論 

(147)太：那(Dk) 你們 請 的 律師 呢 ﹖ 

(148)那(Nep) 冬天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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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那麼(Dk) 階級 分析 的 觀點 呢？ 

(150)那麼(D) 善良 的 百姓 呢？ 

(151)現在 很 混，可是 下 學期 呢？ 

 

提供前提或假設要求對方評論 

(152)那(Dk) 當選 模範生 的話 呢﹖ 

(153)蔡永和 對 此 現象 頗 不以為然，他 表示，結婚照 越 拍 越 誇張，

活像 在「作戲」一樣，那麼(D) 拍完 後 呢？ 

(154)雖然 不少 人 建議 他，去 美國，第二 年 可以 申請 獎學金，但是 他 

覺得 到時 再 拼命 找 獎學金 的 想法 非常 不 實際，萬一 沒有 呢？ 

(155)有 一 位 同學 說：「老師，如果 我們 不 表達 呢？」 

(156)可是 如果 你 能力 沒有 那麼 好 呢？ 

 

以時序詞詢問事件發展的後續或結果 

(157)突然 阿萍 開口 了，她 問 地球 伯伯：那(Dk) 後來 呢？ 

(158)那麼(Nep) 之後 呢﹖ 

(159)可是，今後 呢？ 

 

排序第 3 的「至於」是「主題標記」（廖秋忠，1986；許敏淑；2010），

也是「轉題連接成份」（王蕊，2004），其作用是「引進另類的話題，使這

個話題在語義上跟別的話題並列或更進一層」，因而具有「轉折的意味」（王

蕊，2004：60）。見例句： 

 

(160)許多 老師 在 一路 讀書、拿 學位、搶 教職 的 時候，本身 就 善於 

「術」的 運用，至於 對 教育 有 多少 概念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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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滿眼 滿心 只 數 著 自己 的 本金 利率，至於 別人 的 權利；社會 的 

福利；國家 的 顏面 呢？ 

 

與時間或事件發生先後順序相關的詞語「然後、後來、結果」，分居共

現詞排序的第 11、12、16 位。這些時序詞在「呢 3」句子中往往無須以小

句或詞組的句法形式表述命題內容，即可直接作為「呢 3」問句提問的主題

內容，供說話者追問事件發展的後續或結果，如「然後呢？後來呢？結果

呢？」。「呢 3」問句的刪略特色可見一斑。見以下例句。 

 

(162)野狼 笑 得 在 地 上 打滾，繩子 鬆手 了 也 不 覺得，等 他 笑夠 

了，想 再 問 阿多「然後 呢？」 

(163)突然 阿萍 開口 了，她 問 地球 伯伯：那 後來 呢？ 

(164)首先 是 辟穀 禁 食，修習 者 披 霞 佩 玉，飄飄然 有 仙姿；煉丹 

 服食 則 為 最後 的 步驟，也 是 最 難 的，只要 一 練成，就 等 著 

 成 仙 了，可是 結果 呢？ 

(165)以前 讀書 時 我 天天 逃課…嘻嘻，以後 呢？ 

 

從以上三類「呢 3」句子共現詞的分析發現，無論是標記主題，如「那、

那麼、萬一、如果、可是、至於」，或直接作為主題，如「然後、後來、結

果、現在」，各共現詞都不脫與「主題」的關聯。「呢 3」問句因為都是針

對主題提問，所以被稱為「主題問句」，又因為必須以上文或聽說雙方的共

識為背景，因而在語義指涉與語篇位置上都受到限制。但是，正因為「呢 3」

問句具有雙方共有的知識作為談話的背景，所以在句法結構上得以簡化，因

此被稱為「刪節問句」。因此「呢 3」問句是一種形式與功能皆有異於其他

問句的句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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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 
本章第一節先觀察語料庫中的句末「呢」，根據其意義或功能，假設多

義句末助詞「呢」應區分為三種不同的句末助詞「呢 1、呢 2、呢 3」。因而

將所有文本中的「呢」句子，依其句法形式或語用功能等特徵，以人工方式

區分為三類。為驗證先前假設的三類句末「呢」定義正確，應觀察各類句末

「呢」共現詞的語義或句法關聯作為分析共同語義特徵的根據，以此客觀語

言事實支持假設。第二節將分類後的句子分別輸入共現詞親疏引得計量程

式，計算得出三類「呢」句子的高關聯共現詞排序。然後由計量結果，分析

三類「呢」句子排序前 30 名共現詞的內部語義句法關聯，發現「呢 1」的

共現詞與疑問句相關，尤與特指問句關係密切；「呢 2」的共現詞與「非尋

常事態」語義相關；「呢 3」的共現詞則與標記主題相關。分析出三類句末

「呢」共現詞的內部共同語義句法關聯後，再檢視這些共現詞與其句末助詞

假設定義之間的共同語義特徵，得出以下結果：「呢 1」句子的共同語義特

徵為「彰顯疑問或反問語氣」，「呢 2」句子是「強調事態不尋常以引起注

意」，「呢 3」句子則是「針對主題提問」。 

為支持將句末「呢」區分為「呢 1、呢 2、呢 3」的必要性，本節將仿照

分類「呢」的計量方式，將不分類的「呢」句子合成一個文本檔案，輸入程

式以計算排序其共現詞候選表，並與已分類的三種「呢 1、呢 2、呢 3」的共

現詞作比較。對照兩者的共現詞差異，即可得知句末「呢」的分類是否必要。

以下是將所有「呢」句子輸入程式後，計算所得排序前 30 名的共現詞。 

 

表 三-10、不分類「呢」的共現詞親疏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78.69 為什麼(D) 372 1748 4136 11.02 

2 78.19 怎麼(D) 361 1858 4136 10.95 

3 75.34 什麼(Nep) 496 6720 4136 10.55 

4 69.80 如何(D) 178 2532 4136 9.77 

5 69.64 還(D) 363 9679 4136 9.75 

6 69.19 誰(Nh) 146 1669 4136 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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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9.01 到底(D) 119 679 4136 9.66 

8 67.65 又(D) 263 8013 4136 9.47 

9 65.31 會(D) 313 14003 4136 9.14 

10 64.63 怎麼辦(VH) 72 319 4136 9.05 

11 64.54 你(Nh) 343 17291 4136 9.03 

12 63.27 哪(Nep) 68 668 4136 8.86 

13 63.16 是否(D) 85 1933 4136 8.84 

14 62.75 那(Nep) 200 10727 4136 8.78 

15 62.25 那(Dk) 77 1866 4136 8.72 

16 62.18 該(D) 67 1123 4136 8.71 

17 62.03 能(D) 191 11073 4136 8.68 

18 61.64 要(D) 242 15891 4136 8.63 

19 61.62 怎麼樣(VH) 58 672 4136 8.63 

20 60.99 不(D) 488 38872 4136 8.54 

21 60.95 為何(D) 51 376 4136 8.53 

22 60.93 何必(D) 48 118 4136 8.53 

23 60.84 才(Da) 127 7222 4136 8.52 

24 60.44 究竟(D) 49 420 4136 8.46 

25 59.96 何(Nes) 48 539 4136 8.39 

26 59.67 做(VC) 106 6483 4136 8.35 

27 58.75 那麼(Dk) 47 1012 4136 8.22 

28 58.62 有(V_2) 447 45436 4136 8.21 

29 58.50 去(D) 88 5741 4136 8.19 

30 58.44 是(SHI) 778 83666 4136 8.18 

（D:副詞，Nep: 指代定詞，Nh: 代名詞，Dk:句副詞，VH: 狀態不及物動詞，Nf:

量詞，VC: 動作及物動詞，Da: 數量副詞，Na: 普通名詞，Cbb: 關聯連接詞) 

 

觀察上表中不分類「呢」共現詞的詞頻，再對比「呢 1、呢 2、呢 3」句

中相同共現詞的詞頻與排序，即可看出不分類「呢」共現詞與哪一類「呢」

句子相關或主要來自哪一類「呢」句子，即該共現詞的「主要出處」（見第

二章頁 67 的相關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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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1、不分類「呢」與三類句末「呢」的共現詞排序與詞頻比較 

呢 1 呢 2 呢 3 排序 共現詞 共現 

詞頻 排序 共現詞頻 排序 共現詞頻 排序 共現詞頻 

1 為什麼(D) 372 1 372 － － － － 

2 怎麼(D) 361 2 359 ＞30 2 － － 

3 什麼(Nep) 496 3 487 ＞30 9 － － 

4 如何(D) 178 4 177 ＞30 1 － － 

5 還(D) 363 30 109 1 250 ＞30 4 

6 誰(Nh) 146 6 142 ＞30 3 ＞30 1 

7 到底(D) 119 5 119 － － － － 

8 又(D) 263 7 256 ＞30 7 － － 

9 會(D) 313 9 273 14 40 － － 

10 怎麼辦(VH) 72 8 71 ＞30 1 － － 

11 你(Nh) 343 14 256 15 47 4 40 

12 哪(Nep) 68 10 67 ＞30 1 － － 

13 是否(D) 85 11 84 ＞30 1 － － 

14 那(Nep) 200 23 136 27 24 2 40 

15 那(Dk) 77 22 57 ＞30 3 1 17 

16 該(D) 67 12 65 ＞30 2 － － 

17 能(D) 191 17 171 ＞30 20 － － 

18 要(D) 242 19 214 ＞30 27 ＞30 1 

19 怎麼樣(VH) 58 13 58 － － － － 

20 不(D) 488 21 415 30 67 ＞30 6 

21 為何(D) 51 15 51 － － － － 

22 何必(D) 48 16 48 － － － － 

23 才(Da) 127 ＞30 73 2 54 － － 

24 究竟(D) 49 18 49 － － － － 

25 何(Nes) 48 20 48 － － － － 

26 做(VC) 106 24 93 ＞30 12 ＞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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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那麼(Dk) 47 ＞30 39 － － 5 8 

28 有(V_2) 447 ＞30 368 ＞30 76 ＞30 3 

29 去(D) 88 27 79 ＞30 9 － － 

30 是(SHI) 778 ＞30 675 ＞30 100 ＞30 3 

 

    觀察上表並整理為表三-12 後發現，如果只按照詞頻來判別，排序前 30

位的不分類「呢」共現詞中，有多達 28 個詞與「呢 1」句子有關，只有一

個「還」主要來自「呢 2」句子，出自「呢 3」句子的共現詞則完全沒有。

另有一個共現詞「才」，因為在「呢 2」句中的詞頻未達不分類「呢」共現

詞頻的三分之二，因而被判定主要出處「不確定」。 

 

表 三-12、不分類「呢」共現詞在三類「呢」句子出現的情形 

主要出處 共現詞 個數

呢 1 句子 為什麼(1)、怎麼(2)、什麼(3)、如何(4)、誰(6)、到底(7)、

又(8)、會(9)、怎麼辦(10)、你(11)、哪(12)、是否(13)、 

那(Dk)(14)、那(Nep)(15)、該(16)、能(17)、要(18)、怎麼

樣(19)、不(20)、為何(21)、何必(22)、究竟(24)、何(25)、

做(26)、那麼(Dk)(27)、有(28)、去(29)、是(30) 

28 

呢 2 句子 還(5) 1 

呢 3 句子  0 

不確定 才(23) 1 

 

如果採用與不分類「吧」共現詞專屬性相同的判別標準，以決定不分類

「呢」的各共現詞是否為特定種類「呢」句子的專屬共現詞與幾近專屬共現

詞，則發現專屬「呢 1」句子的共現詞有 7 個，幾近專屬「呢 1」句子的共

現詞也有 7 個，共計有 14 個不分類「呢」的共現詞，具有「呢 1」專屬性。

而與「呢 2」或「呢 3」具有專屬性的共現詞則完全沒有。下表中藍色標示

的欄位即是不分類「吧」共現詞中，經判定為具有「呢 1」專屬性的專屬共

現詞與幾近專屬共現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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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三-13、不分類「呢」與三類句末「呢」的共現詞排序與詞頻比較 

呢 1 呢 2 呢 3 排序 共現詞 共現 

詞頻 排序 共現詞頻 排序 共現詞頻 排序 共現詞頻 

1 為什麼(D) 372 1 372 － － － － 

2 怎麼(D) 361 2 359 ＞30 2 － － 

3 什麼(Nep) 496 3 487 ＞30 9 － － 

4 如何(D) 178 4 177 ＞30 1 － － 

5 還(D) 363 30 109 1 250 ＞30 4 

6 誰(Nh) 146 6 142 ＞30 3 ＞30 1 

7 到底(D) 119 5 119 － － － － 

8 又(D) 263 7 256 ＞30 7 － － 

9 會(D) 313 9 273 14 40 － － 

10 怎麼辦(VH) 72 8 71 ＞30 1 － － 

11 你(Nh) 343 14 256 15 47 4 40 

12 哪(Nep) 68 10 67 ＞30 1 － － 

13 是否(D) 85 11 84 ＞30 1 － － 

14 那(Nep) 200 23 136 27 24 2 40 

15 那(Dk) 77 22 57 ＞30 3 1 17 

16 該(D) 67 12 65 ＞30 2 － － 

17 能(D) 191 17 171 ＞30 20 － － 

18 要(D) 242 19 214 ＞30 27 ＞30 1 

19 怎麼樣(VH) 58 13 58 － － － － 

20 不(D) 488 21 415 30 67 ＞30 6 

21 為何(D) 51 15 51 － － － － 

22 何必(D) 48 16 48 － － － － 

23 才(Da) 127 ＞30 73 2 54 － － 

24 究竟(D) 49 18 49 － － － － 

25 何(Nes) 48 20 48 － － － － 

26 做(VC) 106 24 93 ＞30 12 ＞3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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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那麼(Dk) 47 ＞30 39 － － 5 8 

28 有(V_2) 447 ＞30 368 ＞30 76 ＞30 3 

29 去(D) 88 27 79 ＞30 9 － － 

30 是(SHI) 778 ＞30 675 ＞30 100 ＞30 3 

 

表三-14 更清楚呈現表三-13 的比較結果。「呢 2」與「呢 3」句子因為

在語料庫中的使用率較低，因而其共現詞頻也偏低。例如「才」與「那(Dk)」

雖分居「呢 2」與「呢 3」句子共現詞排序的第二名與第一名，兩者分別在

「呢 2」與「呢 3」句中的詞頻為 54 與 17，但卻因為未能超越兩個詞分別在

「呢 1」句中的詞頻，73 與 57，因而從不分類「呢」的共現詞頻與排序上，

無法呈現「才」與「那(Dk)」於「呢 2、呢 3」的專屬性。 

 

表 三-14、三類「呢」的專屬共現詞與幾近專屬共現詞 

專屬類別 專屬共現詞 幾近專屬共現詞 總數

呢 1 為什麼(1)、到底(7)、怎麼樣(19)、

為何(21)、何必(22)、究竟(24)、 

何(25) 

怎麼(2)、如何(4)、誰(6)、 

怎麼辦(10)、哪(12)、 

是否(13)、該(16) 

14 

呢 2   0 

呢 3   0 

 

觀察以上不分類「呢」共現詞與三類「呢」比較後呈現的現象，會因為

大多數的不分類「呢」共現詞都與疑問相關而造成一錯誤印象，以為所有的

句末「呢」都是疑問句末助詞。不分類「呢」的共現詞大都與疑問相關肇因

於「呢 1」句子在平衡語料庫中的高比例數量。平衡語料庫中，「呢 1」句

子的句數遠多於「呢 2」或「呢 3」的句數。根據統計，高達 72%以上的「呢」

句子是「呢 1」句子，「呢 2」與「呢 3」句子只各約占句末「呢」總句數的

20%與 8%。大量「呢 1」句子的共現詞必然大大影響不分類「呢」共現詞的

詞頻並左右其排序結果。 

不分類「呢」共現詞的偏斜單一義分析結果雖與不分類「吧」共現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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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的多義現象不同，兩者卻同樣無法反映語料的真實狀況：即共用同一形式

的句末「吧」與句末「呢」都各表達的不只一種的意義或功能。對比不分類

「吧」與不分類「呢」的共現詞所呈現的現象，前者表現出多義特徵，後者

則顯現單一義特徵。然而，兩種現象都無助於分析句末助詞的語義，因為未

經分類的「吧」句子計量得出的共現詞，其間難以統合出單一的共同語義特

徵而呈現多種語義關聯。然而，若非與已分類「吧 1、吧 2、吧 3」的共現詞

對比，則仍無法釐清各種語義關聯的來源。另一方面，不分類「呢」的共現

詞因為「呢 1」句數偏高，造成疑問相關共現詞的詞頻居高，因而掩蓋其餘

低比例「呢 2、呢 3」句子共現詞的語義，造成句末「呢」單一義的錯覺。

然而由於語料中仍有約 20%的「呢」句子用於陳述句末，另有約 8%用於表

達不同功能的疑問句，因此仍不能忽略這些量少卻存在的語言事實。 

如果能先將文本中所有包含句末「呢」的句子，根據情態意義或與用功

能正確分類，則可以分別計量經分類後的三類「呢」句子的共現詞，再分析

其共同語義特徵，則不致受誤導，將句數偏高的「呢 1」共現詞的語義特徵

當作為所有句末「呢」的唯一情態義。本小節比較未分類與已分類「呢」句

子的共現詞親疏計量排序結果，對比分類前後共現詞的差異，也可以此得知

分類「呢」句子的必要性。以下統整「呢 1、呢 2、呢 3」的意義或功能並列

舉三類句末助詞的高關聯共現詞作為本章的小結。 

 

「呢 1」用於問句末，尤其常用於特指問句末。另有兩個附加作用：彰顯疑

問或反問信息，以及增添說話者關心的語氣。 

「呢 1」句子的共現詞都與「非是非問句」有關，都附於特指問句、正反問

句或選擇問句之末。其高關聯共現詞可分為以下三類： 

(一)  特指問句疑問詞：為什麼、怎麼、什麼、如何、誰、怎麼辦、是否、

哪、怎麼樣、為何、何必、那、何、多少 

(二)  疑問副詞：到底、究竟、又 

(三)  疑問附帶共現詞：會、該、能、要、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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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2」用於強調所言事態不尋常，值得注意。 

「呢 2」句子的高關聯共現詞都與「不尋常事態」相關。「不尋常事態」又

可分為四個次類「違反預期」、「總括極性」、「提高程度」與「持續進行」。

以下列舉分屬上述四個語義類別的共現詞。 

 

(一)  與「違反預期」義相關之詞語：還、才、可、以為、都、也 

(二)  與「總括極性」義相關之詞語：連、甚至、都、也 

(三)  與「提高程度」義相關之詞語：真、可、比、好幾、得很 

(四)  與「持續進行」義相關之詞語：在、正、著、正在 

 

「呢 3」延續上文或以雙方已知為背景，針對某主題提問，因而稱為主題問

句。不能用於始發句，且句法結構多為刪略形式，如名詞組、動詞組、時間

詞或條件小句等，因而也稱為刪節問句。 

「呢 3」句子的高關聯共現詞有連詞、主題標記和時序詞。以下列舉三類共

現詞： 

 

(一) 連詞：那、那麼、萬一、如果、可是 

(二) 主題標記：至於 

(三) 時序詞：然後、後來、結果 

 

應用高關聯共現詞的計算結果，除了能支持句末助詞「呢」的多義假設

並確認各類句末「呢」的核心意義或功能，也可以將共現詞的排序結果應用

於對外華語教學。因為高關聯共現詞有助於學習者建立詞彙與句法的基礎架

構，使其能正確辨識與使用同形多義的句末助詞「呢」。教師或教材編輯者

也可以參考句末「呢」的高關聯共現詞於建構教學語法與設計語法教學策

略。如何應用共現詞於對外華語教學將是下一章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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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多義句末助詞的教學語法與策略 
本章先回顧教學語法的相關理論與重要文獻，作為論說的基礎架構，再

應用前兩章的共現詞分析結果於建構多義句末助詞「吧」與「呢」的教學語

法與教學策略。此外，在提出教學語法建議之前，將先評論現有對外華語教

材上對句末助詞「吧」與「呢」的語法點描述以提供相關背景。 

 

第一節 教學語法的相關理論與特性 

Hammerly（1982）曾以六種特性描述教學語法應具備的原則：一、明

確具體（concrete），二、簡單明瞭（simple），三、累進遞增（cumulative），

四、非專業性（nontechnical），五，貼近普遍的概念（close to popular/traditional 

notions），六、形式符合經驗法則（in rule-of-thumb form）（轉引自鄧守信，

2009：38-40）。教學語法屬於應用語言學的範疇，以理論語法為基礎，以

語法教學為目標，因此是介於兩個領域之間的跨學科研究。Westney（1994）

認為，「教學語法的核心任務之一，是找出目標語既有的客觀語言規律，並

將之轉化為教學語法的規則。」（轉引自鄧守信，2009）。 

鄧守信（2009）也提出見解，認為建立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的目的為「提

供準則、語法項目、語法規則及教學排序以作為教科書編排語法內容及課堂

語法教學的參考」。他也強調，為了達成這些目的，不能不藉助語法分析以

建立體系。因此，教學語法仍應以理論語法分析作為主要內容，再根據其他

考量因素作應用性以及動態的調整，以期作為指導語法教學的大綱。因此，

教學語法的主要任務就是以理論語法的語言本體分析為根據，再依照學習者

的各種需求而定出規則，以供語法教學之用。本文即是先以第二、三章作為

句末助詞「吧」與「呢」的語言本體分析，觀察句末「吧」與「呢」的共現

詞並分析其共同語義特徵，以此支持兩個同形多義句末助詞應各區分為三個

變體的假設。最後再於本章中，以語言本體分析的結果為基礎，考量學習者

的特性，建立以共現詞輔助學習句末助詞「吧」與「呢」的教學語法與教學

策略。 

教學語法與理論語法雖然關係密切，兩者仍然有別，不能不清楚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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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守信（2009）區別教學語法與理論語法的差異，總括為以下幾點：規範性

（prescriptism）、涵蓋面（exhaustiveness）、累進式（cumulativity）與任務

面（goal）（鄧守信，2009：16-20）。此外，他也提到教學語法與計算語

言學之間的密切相關：兩者都探討語言的實際使用，也都關注使用頻率與搭

配共現對語法的重要性。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即得力於計算語言學。以語料

輸入共現詞親疏計量程式，計算各句末助詞的高關聯共現詞，再以共現詞計

量結果應用於語義分析與教學。於建構語法點時，除了描述說明，也可以共

現詞檢索語料庫，便於學習者理解與使用句子。以下配合本文所關注的應用

計算語言學的句末助詞教學語法，針對教學語法的規範性、任務面、累進式

學習作討論。 

 

一、教學語法的規範性 

理論語法於教學語法至為重要。因為理論語法的成果主要是提供學術用

途，而教學語法的成果則用於教學。鄧守信（2009）認為從事語法教學時，

「重心不在於語法知識，而在於語言使用規則的掌握及其在適切語境的使

用」（鄧守信，2009：8）。因此教學語法的內容應是「經篩檢的語法範圍

和內涵」以及「經設計安排的教學方法」，其規則是「規範性」的

（prescriptive）。相較之下，理論語法的規則是「描述性」的（descriptive）

（鄧守信，2009）。教學語法的內容因為只涵蓋規範內的語言形式，因此教

科書上的句子或篇章，不等於所有實際的語言現象。因為真實的語言，尤其

是口語，經常充斥不規範的語言形式。這些形式，可以是理論語法的分析對

象，卻不在教學語法規則描述解釋的範圍內。為了便於教學與學習，教學語

法要具有比理論語法更嚴苛的要求，即以「規範的語言」為範圍。 

本文在第二、三章作句末助詞「吧」與「呢」的理論分析時，所依據的

文本「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即是以各種類語言實例建置而成的，符合理

論語法所要描述的「所有實際的語言現象」。但在教學語法「規範的語言」

要求下，選取示範教學例句時，必須考量詞彙等級、句子長度與結構複雜度、

語法的規範性、語義內容的普遍性，以及語用的適切性等因素。然而，為兼

顧語言的真實性與涵蓋面，仍可由語料庫中選取符合學習者條件與需求的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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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為例句。本章稍後即將建立的教學語法，即是依據上述原則，由語料庫中

選取適當的句子作為範例，以此符合教學語法的語言規範性。 

 

二、教學語法的任務面 

除了規範性，教學語法也必須「在理論語法的基礎上加上學習者的角度」

（鄧守信，2009）。因為教學對象不同，所以必須「因材施教」，針對不同

學習者的背景、能力或需求，調整教學語法的內容與教學策略，此即為教學

語法的特性「任務面」。因此，教學語法是動態的，必須因人（學習者的年

齡、母語差異、文化特點、教育程度等）、因時（學習時間長度與密集程度）、

因地（學習地點，如在當地或在外地學習）制宜。 

本章所規劃的句末助詞「吧」、「呢」的教學語法，是針對母語為英語

的成年學習者為主。以說明規則的演繹教學法為主，先簡明扼要地定義各句

末助詞的核心性能，再以共現詞提示詞彙語義、以構式提供句法框架，最後

提取語料庫的句子作為示範。此方式較適合以理解推理模式學習外語的成年

人。此外，考量英語與華語之間的語言類型差異，應強調句末助詞為形式簡

約相似，但情態語義複雜的語言單位。除以共現詞輔助學習，也必須加強句

末助詞之間的比較，務使學習者注意其差異並習得區別的要點。此外，也應

該觀察母語為英語學習者的中介語與偏誤，分析造成偏誤的原因以防範其發

生。以上要點均為建構句末助詞「吧」、「呢」教學語法時的重要任務。 

 

三、教學語法的累進式教學 

此外，教學語法也要具備分階段教學與累積的機制。同樣的句型，有時

候不宜一次說明所有用法，應視學習者的詞彙量、句型的使用頻率或語法點

之間的關係等分階段解釋與練習。例如，先學習主要的核心用法，再學習次

要的邊緣用法。以此分階段方式逐次反覆鞏固各類用法的習得。此「累進式」

教學也是教學語法的特點。 

所謂「核心用法」即是最普遍使用者。以同形多義的句末助詞「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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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而言，「核心用法」即是根據語料統計結果，使用頻率最高者。因此，

教「吧」時必然是先教「吧 1」，而教「呢」時則應先教「呢 1」為是。然

而較「邊緣用法」的「吧 2、吧 3」與「呢 2、呢 3」的教學雖然有先後之別，

但教學時應強調其差異，使學習者由共現詞觀察三者之間的不同意義或功

能，方能鞏固各類「吧」與「呢」變體的習得。 

此外，教學語法也應考量各語法點的難易度，再考量外部排序原則，對

比形式或功能類似的句末助詞，以此鞏固已學習之語法點。例如，未教「吧」

與「呢」之前，已學過的疑問助詞「嗎」，在教「呢」之後，可將是非問句

末的「嗎」與非是非問句末的「呢 1」作比較，以此鞏固「嗎」與「呢 1」

的習得，以免學習者混淆兩者。 

除了以上討論的三個特點，盧福波（2003）也曾提出建立對外漢語教學

語法體系與內容的幾個原則：實用原則、簡化原則、類比原則、解釋原則及

偏誤分析原則。其中的偏誤分析原則，也是本文建構句末助詞「吧」、「呢」

的教學語法時關心的重點。因為由外語學習者的系統性偏誤，可以了解跨語

言差距的影響，作為調整教學重心的依據。總括來說，就是針對學習者需求，

將其易發生偏誤的語法點，以最淺顯易懂的說明以及形式對比的方法，調動

學習者的認知推理能力，依其能力規劃級數與適度排序，使學習過程循序漸

進與複式遞昇地習得標的之語法點。 

為了解句末「吧」與句末「呢」的偏誤類型，本節稍後將引用來自「對

外漢語中介語語料庫」（鄧守信，2006）的病句為實例，針對母語為英語的

學習者常見的偏誤類型，如以「嗎」誤代「呢」，以便於教學策略中設計防

範措施。 

 

第二節 教學語法的架構與教學排序 

在建立標準化語法點的架構方面，Sinclair（1990）與鄧守信（2009）曾

各提出模式。兩個模式雖然相似，但針對的語言不同，因而也有相異之處。

以下比較兩者的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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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lair（1990）的模式 

(一) 定義與一般規則(major statement or conventional rules) 

(二) 用法說明與句式應用(usage notes or explicit applicability) 

(三) 衍生特點與使用限制(productive features or do’s and don’ts) 

 

鄧守信（2009）的模式 

語法點的描述從功能、結構、用法三層面描述。 

(一) 功能：應就句法、語義、交際三類功能說明 

(二) 結構：分基式、變式、變形機制三方面舉例說明 

(三) 用法：說明搭配的限制 

 

上述兩個模式的共同點是，都強調以三個步驟描述語法點：定義說明、

例句應用、搭配限制。但是由於漢語的表意與語用功能更具靈活性，較不受

句法形式等限制，因而在交際功能方面需要加強說明。此外，本文認為，教

學語法除了應說明搭配的限制，也應列舉共現詞、週邊詞及固定構式等相關

語言形式，並提供例句，以提供學習者更多的語義句法線索，逐步建構標的

語法點的句法結構、共選語義及語用功能，使原本消極的搭配限制轉而成為

積極的引導。以共現詞與固定構式輔助學習者，使其嘗試「詞組入句」以「催

生語感」，形成較易套用與操作的句子教學（鄭定歐，2009）。此部分將在

下一節，句末助詞的教學語法中再作詳述。 

在教學排序方面，鄧守信（2009）曾提及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習得均存

在的「自然排序」現象。「自然排序」是指語言學習過程中，不論使不使用

任何教學法，或無論學習者的背景為何，都普遍共有的語法點學習順序。然

而，「人為的語法點排序」不同於「自然排序」，可能受各種變數影響。如

學習者、學習時間、地點等。在現代漢語方面，中國大陸的 HSK 語法等級

大綱（劉英林，1996）曾嘗試將重要語法點作人為的排序。這套語法點排序

的重要著作，雖然在語法點的說明上較為簡略，但因其完整性與創始姓，仍

常被許多對外漢語教學語法的相關研究者用作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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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守信（2009）區分以下兩類詞：同形多義詞與不同形式但語義相近的

詞語，兩者的教學排序應有不同，依次稱為「內部排序」與「外部排序」。

內部排序是指多義詞，如「了 1」與「了 2」的教學排序，而外部排序則是

指近義詞，如「能、可以、會」的教學排序。依此定義，本文所關注的多義

句末助詞「吧」與「呢」的教學排序可分兩方面。一方面可各就兩個多義句

末助詞「吧、呢」作內部排序，即「吧 1、吧 2、吧 3」三者之間的排序以及

「呢 1、呢 2、呢 3」三者之間的排序；另一方面也可以就「吧」與「呢」兩

者作外部排序。下一節中將就此兩類教學排序詳細說明。 

此外，鄧守信（2009）也提出，應將排序的種類分為三種，除了「先教、

後教」之別外，還有第三選項「同時教」。因為他認為近義詞或多義詞教學

時，適合將其並列，同時說明以便學習者對照比較。在建構對外漢語的教學

語法體系時，依照學習者的特點與需求，必然涉及語法點的排序問題，因此

有必要於語法點的描述之外，再討論語法點的排序原則。鄧守信（2009）認

為，外部排序應考量語法點在語言中的使用頻率、結構依存關係以及學習者

的跨語言距離而決定，而內部排序則應依據各次語法點的困難度而定。 

以下依照鄧守信（2009）界定的語法點困難度原則，考量句末助詞的內

部與外部排序問題。 

 

(一) 結構越複雜，困難度越高：來源語與標的語無相對應之結構時，困

難度高。母語為英語的學習者，因為母語中缺乏句末助詞的對應結

構，因而無分內部或外部排序，學習華語句末助詞的困難度都很高。 

(二) 語義越複雜，困難度越高：句末助詞如果承載多種複雜微妙的情態

意義或語用功能時，困難度將提高。「吧」與「呢」因為是多義，

因此困難度比功能較單純，僅標示是非問句的「嗎」為高。 

(三) 跨語言差距越大，困難度越高：日、韓、泰語因為有類似漢語句末

助詞意義與功能的形式，因此日、韓、泰學習者與歐美學習者比較，

後者學習漢語句末助詞時的困難度較高。 

(四) 越不易類化者，困難度越高：包含多種情態義與語用功能的句末助

詞「吧」與「呢」，各具有同形多義的三種變體，表達的意義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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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均不同，難以根據簡單句法或語義原則，如疑問句或陳述句之別

等加以類化，因而困難度高。 

(五) 語用功能越強，困難度越高：句末助詞「吧」與「呢」的三種變體，

以情態為其主要核心性能，因此語用功能可隨句義、語境變化而不

同。例如「吧 1」可用於詢問、推測等；「吧 2」可用於請求、商量、

命令等；「吧 3」則可用於讓步、決定、表態等。這些隨語境條件

變化的語用功能將造成句末「吧」習得的困難度提高。句末「呢」

也是如此，其語用功能也很多，「呢 1」用於彰顯疑問或反問，也

可以增添說話者關心語氣；「呢 2」可以用於提醒、反駁、感嘆等，

「呢 3」則以詢問為主。 

 

依照以上的困難度標準，漢語句末助詞，尤其是同形多義句末助詞「吧、

呢」，應是歐美學習者最感困難的語法點之一。另一方面，在 HSK 語法等

級大綱（劉英林，1996）中，多義句末助詞「吧、呢」，除了「著呢」被列

在丙級大綱外，其餘同形式之句末「吧、呢」都列於甲級語法大綱，顯示其

為基本和重要的語法項目。 

因此，針對母語為英語者的學習難點，整理上述各語法點並以共現詞與

構式建立詞彙語義與句法之架構，使學習者能廣泛閱讀例句。以此方式建構

之教學語法，用之於語法教學，當可具體幫助學習者，使句末助詞「吧、呢」

的語法點成為易學易記易套用操作的指導方針。 

 

第三節 句末助詞的教學語法 
在對外華語教學時，為強調多義句末助詞形同但義不同的特性，也便於

學習者比較與區別其間差異，應以鄧守信（2009）所主張的第三種教學排序

選項「同時教」作為多義句末助詞各類用法的內部排序原則。然而，「同時

教」的前提是，語法點中除了定義描述外，必須加強識別與使用三類變體的

區分準則，如提供共現詞與固定構式，並搭配例句示範，才能加深印象，使

學習者能明確區分與正確使用，不致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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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筆者曾探討句末助詞「嗎、啊、吧、呢」的教學語法（張玲瑛，2009），

也曾將「吧」與「呢」一分為三。文章中雖曾標示「吧 1、吧 2、吧 3」與「呢

1、呢 2、呢 3」六種用法，但是與本文所分類與標示之「吧 1、吧 2、吧 3」

與「呢 1、呢 2、呢 3」稍有出入。三類「吧」與「呢」語法點的描述部分差

異不大，但對應標示的數字有異。以下所有討論提及的句末助詞，將延續本

文一貫的分類名稱與對應的意義或功能。該文雖將「吧」與「呢」各分三類，

卻沒有詳述六個句末助詞各別意義功能與其句中共現詞的關係，也沒能以語

料庫大量例句與計量數據為本，作全面性的統計與分析，僅根據四本普及率

高的對外漢語教材，比較各句末助詞在教材中初次出現處、使用頻率以及教

材中的語法點說明。因此在建構「吧、呢」的教學語法與討論其內、外部教

學排序方面，該文仍然不夠完備。以下將引用其部分內容並加以修正，作為

建構本文「吧 1、吧 2、吧 3」與「呢 1、呢 2、呢 3」教學語法的基礎。 

引述張玲瑛（2009）對海內外市占率較高的四本教材所作的比較，摘錄

與討論其中有關句末助詞「吧」與「呢」語法點描述的部份，本節將先評論

四本教材中的語法點描述，再說明分別應用共現詞計量與分析結果於「吧 1、

吧 2、吧 3」與「呢 1、呢 2、呢 3」之教學語法。以下簡略介紹與列出張玲瑛

（2009）所舉的四本教材，前兩本為美國各大學常用之教材，後兩本則為臺

灣對外華語教學界普遍使用。 

 

(一) 《中文聽說讀寫》初級（Integrated Chinese, Level 1，以下簡稱 IC）

（Yao, 1997）。 

(二) 《新實用漢語課本》一、二冊（New Practical Chinese Reader, V. 1, 

2，以下簡稱 NPCR）（劉珣，2002）。 

(三) 《實用視聽華語》第一冊（Practical Audio-Visual Chinese, Volume 

1，以下簡稱 PAVC）（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1999）。 

(四) 《遠東生活華語》第一冊（Far East Everyday Chinese, Volume 1，以

下簡稱 FEEC）（葉德明，2001）。 

 

評論教材的語法點描述之前，先引述四本教材中對句末助詞「吧」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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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點描述的對照表（張玲瑛，2009），再根據本文的分類，將四本教材中

「吧 1、吧 2、吧 3」與「呢 1、呢 2、呢 3」的初次出現處與例句並列成表以

便評論。下表中括號內的 Lx 表示句末「吧」在第 x 課首次出現。 

 

表 四-1、句末助詞「吧」在各教材中的相關語法描述 

書名(課號) 語法點解釋 

IC(L5) 常用於祈使句之後以減弱語氣。 

NPCR(L12)

 

     (L21)

情態助詞「吧」的用法有很多種。可以用來緩和語氣，也可以

用來表請求、命令、勸說與商量。 

除了用來緩和表勸說、請求或命令句子的語氣，「吧」也可以

用於表推測或不確定語氣的疑問句。 

PAVC(L11)

     (L14)

疑問助詞，暗指有可能。 

句末後綴，表示請求。 

FEEC(L8) 助詞，表猜測、可能性或建議； 

助詞，表示建議。 

 

四本初級教材中，IC 只提到一種句末「吧」用法：減弱祈使句的語氣，

其餘三本教材則提出一種以上的意義或功能。NPCR 說明「吧」有「緩和語

氣」、「表請求、命令、勸說與商量」和「表推測或不確定語氣的疑問句」

三種作用。PAVC 的語法點也解釋了「疑問助詞」和「表示請求」兩種功能；

FEEC 對句末「吧」的說明有三個：「表猜測、可能性或表示建議」。四本

教材都提到句末「吧」的祈使用法，但是只有三本教材說明「吧」可用於表

猜測或推測可能性。 

總結各教材句末「吧」的語法點描述，都只討論了兩類用法，表猜測或

推測可能性的「吧」以及具祈使功能的「吧」（等於本文分類的「吧 1」與

「吧 2」）。沒有任何一本教材提到表說話者自述意向的「吧 3」。但是觀

察各教材課文，卻都不乏三類句末「吧」的用例。 

下表整理三類「吧」在教材課文的初次出現處與例句。其中「吧 3」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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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在四本教材的課文中都曾出現。這些「吧 3」句子既不表猜測或推測，也

不表示請求或建議（因為不是祈使句），然而沒有任何一本教材的語法點對

這類「吧」加以說明。 

 

表 四-2、三類句末助詞「吧」在教材課文中的初次出現處與例句 

教材 初次出現處 例句 

 吧 1 吧 2 吧 3 吧 1 吧 2 吧 3 

IC L7 L5 L5 你的中國朋友是

男的吧？ 

小白，你坐一下吧。對不起，沒有可樂。

給你一杯水吧。 

NPCR L18 L12 L12 好像是前門吧？ 請坐吧。 好吧。 

PAVC L11 L15 L15 今天玩兒得好

吧？ 

請進來坐一會兒吧。我不進去了。我就在

門口等吧。 

FEEC L8 L8 L11 我想下班以前

吧？ 

那你搬家吧。 好啊，我們就去那裡

吧。 

（Lx 表示某句末助詞首次出現於第 x 課，N 表示未出現） 

 

表說話者自述意向的「吧 3」容易被各教材輕忽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其

句法形式與祈使句末的「吧 2」相近。「吧 3」的述語部份雖然與「吧 2」相

似，但是因為主語不同（見第二章第一節的討論），造成兩者的語用功能截

然不同。「吧 3」句子用於表說話者意願、動向或決定，對聽話者不具影響

力；「吧 2」句子則用於請求、商量、勸說、建議或命令等祈使類言外功能。

四本教材對句末「吧」的語法點描述中因為都缺乏「吧 3」，因此不足以涵

蓋說明所有句末「吧」的用法。 

總之，各教材即使說明了句末「吧」可以用於祈使句「表請求、命令、

勸說與商量」或用於疑問句「表推測或不確定」，卻仍然沒有解釋如何區分

這兩個同形多義的句末「吧」。教材的語法點也不曾告訴學習者，如何分辨

祈使句或疑問句末的「吧」，或非祈使句、非疑問句末的「吧」。以上問題，

各教材都未加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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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解答以上問題，必須將句末「吧」區分為三個語法點，再分別描述

其意義或功能，其後以共現詞提供語義範圍，以固定構式提供句法框架，即

可幫助學習者理解句子的情態意義，也能輔助學習者使用共現詞或構式造

句。此外，也應對比加與不加句末「吧」的兩類句子，使學習者了解「吧」

附加的情態功能，如「吧 1」添加不確定度，「吧 2」舒緩祈使強度，「吧 3」

突顯說話者最終態度或決定。因此，建議應由區分多義句末助詞「吧」為三

個語法點著手，再分別描述「吧 1、吧 2、吧 3」的意義或功能，並以共現詞

為線索，以例句為實例，說明三者的不同。如此才能更完整地解釋句末助詞

「吧」的所有相關語法點。 

以下再討論句末「呢」，先比較四本教材中有關句末「呢」的語法描述

（改寫自張玲瑛（2009））： 

 

表 四-3、句末助詞「呢」在各教材中的相關語法描述 

書名(課號) 語法點解釋 

IC(L1) 當問句的內容在語境中已經很清楚時，「呢」常用於名詞或代

名詞之後形成一問句。 

NPCR(L7) 

     (L19)

     (L20)

在代名詞或名詞之後直接加上「呢」即成為刪節問句，但是問

句的內容必須在前一句中清楚提到。 

用「還沒（有）+V+呢」表示某件將會發生的事尚未發生。 

無須依賴語境的上文，「呢」也可以用來問某人或某物的位置。

PAVC(L1) 

     (L7) 

     (L10)

以「呢」為助詞的刪節問句。 

表示某情況或狀況持續之中的助詞。 

用「還沒（有）…（呢）」表否定的及持續的動作。 

FEEC(L4) 助詞，用於句尾作疑問句之用。 

 

四本教材都提到用於疑問句末的「呢」，但只有兩本（NPCR 與 PAVC）

說明了陳述句末「呢」的用法。四本教材語法點描述中尚有許多分類的細節

未予清楚說明，解釋的內容也不一致。例如，用於刪節問句末的「呢」（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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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類的「呢 3」問句），幾乎是所有教材中最早出現、也是出現頻率最

高的用法，因而最先在「呢」語法點描述中出現。刪節問句的「呢」最早在

IC 與 PAVC 的第一課出現，最晚也在 NPCR 的第七課即出現。但「刪節問

句」一詞，只有 NPCR 與 PAVC 使用，IC 雖未以「刪節問句」名之，但曾

說明此類問句的句法結構與語篇位置。NPCR 則另以是否依賴語境上文作為

區別了兩類問句的依據，此描述為其他教材所無。四本教材的語法點描述中

都未曾提到用於「非是非問句」末的「呢」（即本文分類的「呢 1」）。FEEC

對疑問句末「呢」的描述尤為簡化，僅以「疑問句」含糊帶過，並未區別兩

類疑問「呢」。 

下表列舉三類「呢」在課文中的初次出現處與例句。比較後發現，並非

三類「呢」句子全都在四本教材課文中出現。僅在 NPCR 與 PAVC 課文中

見到三類句末「呢」。IC 課文中僅出現「呢 3」，FEEC 則不僅缺乏陳述句

末的「呢」，而且雖出現兩種疑問句末「呢」的句子卻未加區分。 

 

表 四-4、三類句末助詞「呢」在教材課文中的初次出現處與例句 

教材 初次出現處 例句 

 呢 1 呢 2 呢 3 呢 1 呢 2 呢 3 

IC N N L1 N N 甲：請問，您貴姓？ 

乙：我姓王，你呢？ 

NPCR L25 L19 L1 怎麼說呢？ 咱們來早了，美術館

還沒有開門呢。 

甲：林娜，你好嗎？ 

乙：我很好，你呢？ 

PAVC L6 L7 L1 有多少老師

呢？ 

我在日本只看了兩

課，還有十課沒看

呢。 

甲：珍妮，你是哪國人？

乙：我是美國人，你呢？

FEEC L10 N L4 郵局傳真費

用怎麼算

呢？ 

N 甲：對不起，我有事。

乙：星期四呢？ 

（Lx 表示某句末助詞首次出現於第 x 課，N 表示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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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顯示本文所區分的「呢 1」與「呢 3」（即「非是非問句」與「刪節

問句」末的「呢」）雖然都出現在 NPCR、PAVC 與 FEEC 三本教材的課文

中，其語法點中卻未見分類說明，顯示編輯者無意區別兩類問句末的「呢」。

然而，兩類「呢」雖然都用於疑問句，卻不應合為一類，因為其句法結構、

語用功能與語篇位置都不同。「呢 1」與「呢 3」的主要分別有三點：(一)

用不用「呢 1」不影響句法的正確性，但沒有「呢 3」則問句不成立。(二)

「呢 1」問句的句法結構完整，「呢 3」問句多為名詞組或動詞組等不完整

結構。(三)「呢 1」可用於始發，不需要上文或前提；「呢 3」需要上文或前

提，不能始發。 

陳述句末的「呢 2」只在 NPCR 與 PAVC 中見到，IC 與 FEEC 付之闕如。

NPCR 對「呢 2」語法點的解釋是「用『還沒（有）+V+呢』表示某件將會

發生的事尚未發生」，PAVC 的說明則是「用『還沒（有）…（呢）』表否

定的及持續的動作」。上述兩本教材的語法點描述都只解釋了一部分「呢 2」

句子的意義，即否定結構與持續狀態的「呢 2」句子，例句如「美術館還沒

有開門呢」或「林娜宿舍的門開著，她躺著看電視呢」。但是 NPCR 與 PAVC

卻無法涵蓋非否定結構或非持續進行事態的陳述句末「呢 2」，如 NPCR 課

文中的例句「在茶館裡唱戲，比這兒還熱鬧呢」與「哪裡，哪裡，”中國通”

真不敢當，還差得遠呢」。這兩個陳述句雖然都以「呢 2」結尾，卻都不以

否定結構出現或不與持續動作相關。因此，僅以「表否定的及持續的動作」

作為陳述句末「呢」（即「呢 2」）的語法點描述顯然是不妥的。 

為提供一個經妥善分類、能涵蓋所有句子意義，又能提供語義句法線索

的較佳語法點描述，以下將以鄧守信（2009）的語法點描述模式為基礎，依

序討論「吧 1、吧 2、吧 3」與「呢 1、呢 2、呢 3」的教學語法。每一語法點

均由功能、結構、用法三部分組成。在用法的說明中將提供共現詞或固定構

式並以語料庫句子為例。各語法點描述之後也將討論教學策略，以說明、對

比、練習三步驟操作。比較同形句末助詞時，可根據母語為英語學習者的偏

誤分析，在了解其癥結以防範病句發生的原則之下，作預防性的句末助詞對

比練習。至於「吧」與「呢」的外部排序問題則留待最後一小節再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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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句末助詞「吧」的教學語法 

根據共現詞的計量與分析結果，本文認為應將多義句末助詞「吧」，依

表達的意義與功能區分為「吧 1、吧 2、吧 3」。將句末「吧」一分為三，表

面上看似增添複雜度與困難度，其實更能清楚界定其意義與功能，避免學習

者混淆誤用。「吧 1、吧 2、吧 3」區分時以數字 1, 2, 3 標示，數字順序與收

集語料所得的詞頻高低有關（見第二章第一節的兩個統計表），也反映三類

用法的使用普遍程度。為便於比較同形多義句末助詞的差異，三者雖同時

教，依編號仍有先後之別。如果以使用頻率作為教學排序的考量，則編號標

示為 1 者使用頻率最高，因此應優先介紹；其次再導入標示為 2 者，最後才

教標示為 3 者。 

以下教學語法中的例句均出自中研院「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句末助

詞的語法點描述之後即為教學策略說明。討論完三個同形多義的句末助詞語

法點之後，也將列表總結三者的異同，便於學習者比較區分，俾使加深其印

象，預防混淆誤用。 

 

一、「吧 1」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吧 1、吧 2、吧 3」的順序是依語料庫中的使用頻率高低排列。「吧 1」

在語料庫中的句子數最多，有 906 例，占 48.35%；其次是「吧 2」，有 679

例，占 36.23%；「吧 3」最少，只有 289 例，占 15.42%。分類時雖依使用

頻率高低之別，標示數字區別，於教學排序之先後似有影響。其實為了便於

比較「吧 1、吧 2、吧 3」的不同，三者雖仍有先後之別，仍應相互接連。如

此作法等於同時教，因為唯有對比同形多義的句末助詞「吧」，才能清楚區

別三者，避免相互混淆誤用或以其他句末助詞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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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1」的教學語法 

一、功能 

（一）句法功能： 加上「吧 1」的句子，通常是表示推測的陳述句。但 

                是如果說話者需要對方回應時，「吧 1」也可以成為 

                問句。 

（二）情態功能： 說話者對所說內容的真值或可能性表示懷疑。 

（三）溝通功能： 1. 用於猜測或推測，表示懷疑或不確定。 

                 2. 用於提問，徵求對方同意或要求對方確認。 

 

二、結構：置於直述句末。 

 

三、基本用法：可搭配以下共現詞或固定構式表示懷疑或提問。 

（一）搭配「表不確定」義的副詞「大概、也許、應該、可能、好像、恐怕」 

      時表示說話者懷疑。搭配「不會、一定」等「表確定」義的副詞時， 

      則「吧」可以降低說話者的確定程度，使語氣變成不確定。 

 

1. 他想這些美麗的小石頭大概就是寶石吧。 

2. 也許我們可以說學習語言是人類的天賦吧！ 

3. 她應該快到家了吧？ 

4. 我想，可能是因為政權的不同，改變了人民本性吧。 

5. 我記得，好像是兩年以前吧。 

6. 時下的年輕人，恐怕很難做得到吧。 

7. 不會是現在吧？ 

8. 你一定很捨不得吧！ 

 

（二）搭配動詞「猜、想、覺得、算是」等，表示推測或猜測，因此也表示 

      說話者不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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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猜你一定是用楓紅牌的胭脂吧？ 

10. 我想應該是愈吃愈胖吧！ 

11. 我覺得西方歌劇是以音樂取勝吧？ 

12. 在百貨公司買東西真方便，價錢方面算是很合理吧！ 

 

（三）陳述句末搭配附加問句「是吧、對吧、(還)可以吧」等時，表示徵求 

      對方意見或確認 

 

13. 那是 1949 年的事兒，是吧﹖ 

14. 人們問我︰「還是美國好，對吧？」 

15. 這是我替你點的果汁跟快餐，還可以吧﹖ 

 

「吧 1」的教學策略 

 「吧 1」的教學策略可分三步驟進行。先說明「吧 1」的共同語義特徵

為「表說話者懷疑」，其次再以不同形式的句末助詞作對比。可強調以下三

種對比：（一）句末有無「吧 1」的差別（二）陳述句末與疑問句末「吧 1」

的比較（三）「吧 1」與其他疑問句末助詞的比較。在語法教學時適合以句

子並列對比的方式操作。以下各試舉一例說明教學時如何並列例句。 

 

（一） 並列有無「吧 1」的句子以說明「吧 1」附加的情態意義，例如： 

(1) 你一定很捨不得吧！ 

(2) 你一定很捨不得！ 

 

（二） 比較推測與提問語境下的「吧 1」句子以示範陳述句末與疑問句末的

「吧 1」，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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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百貨公司買東西真方便，價錢方面算是很合理吧！ 

(4) 在百貨公司買東西真方便，價錢方面算是很合理，對吧？ 

 

（三） 對比帶有不同句末助詞的疑問句並說明其差異，例如： 

(5) 不會是現在吧？ 

(6) 不會是現在嗎？ 

 

在步驟一解釋「吧 1」的情態功能時，已事先列舉幾個高關聯共現詞，

此舉除了有助於意義了解，也便於學習者於步驟三時搭配應用。如副詞「大

概、也許、可能、應該、好像、恐怕」等，這些共現詞都與句末「吧 1」的

語義特徵相合，都用於表說話者懷疑或不確定。以這些情態義相合的詞語作

為提示，可使學習者於步驟三中套用造句。 

因為共現詞之間也有橫向的共選語義關係，因此某些共現詞也可搭配其

他共現詞，如情態動詞「想、猜、覺得、算是」搭配「表不確定」的情態副

詞，兩者共現同一句中時也適合以「吧 1」為句末助詞。這兩類共現詞都與

「吧 1」的語義相合，因而可以相輔相成。如「他想這些美麗的小石頭大概

就是寶石吧」、「我想，可能是因為政權的不同，改變了人民本性吧」兩例

中均可見兩類共現詞同現於「吧 1」句中。 

另外，與「吧 1」情態義相反的詞語「不會、一定」，仍可以與「吧 1」

共現，因為說話者可以為了表現客觀性或增加禮貌度而在句末追加「吧 1」

以弱化原句子的強度。因此「吧 1」也可以降低確定程度。這種「吧 1」的

弱化用法可影響語用的適切性，因此也應於教學時附帶說明，使學習者適時

體會。至於附加問句「是吧、對吧、(還)可以吧」這些構式，因為高頻固定

共現，具有「要求確認」或「徵求同意」等語用功能，所以也應舉例說明。

以上種種共現形式，於「吧 1」教學時具有提供語義範圍與句法框架的作用，

因此應在語法點中充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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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吧 2」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吧 2」句子用來達成說話者對聽話者要求的目的，主要用於溝通功能。

「吧 2」必定用於祈使句末。以下先描述「吧 2」的教學語法，再說明其教

學策略。 

 

「吧 2」的教學語法 

一、功能 

    （一）句法功能：無，因為不改變句式。 

    （二）情態功能： 祈使。 

    （三）溝通功能： 1. 用於命令、指示，可驅動對方行動。 

                 2. 用於舒緩命令強度，使成為請求或協商。 

 

二、結構：置於祈使句末。 

 

三、基本用法：可搭配以下共現詞或固定構式表示命令、商量或請求。 

（一）搭配第二人稱代詞「你、妳、您、你們、大家」等主語，有時主 

語可以省略。 

 

 1. 你們先出去吧，我等一會出來。 

 2. 晚上到我這兒來吧，看看我的新家。 

 

（二）主語為第一人稱複數「咱們、我們」時，必定包含聽話者。 

 

      3. 我們回去吧，上車我再告訴你。 

 

（三）常搭配使役動詞「請」或「讓」。用「請…吧」表禮貌請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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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吧」表建議或請求。 

 

 4. 現在請大家推選幾個人吧。 

       5. 我家對面有一所房子出租，好像還沒租出去呢， 

你讓他來看看吧。 

 

（四）適合搭配動作動詞，如「(回)去、走、來」等，且大多為非已然 

狀態。 

 

 6. 現在太晚了，明天上午再去吧。 

 7. 我們走吧！ 

 8. 你就來吧！ 

 

四、變化用法：搭配命令義的動詞或用於命令功能時，「吧 2」弱化祈使句 

              的程度較不明顯。 

 

  9. 滾吧，別讓我再看見你這張鬼臉！ 

  10. 這是你自己生的孩子，自己去養吧！ 

 

「吧 2」的教學策略 

 「吧 2」總是附於祈使句末，因此「吧 2」句子的功能都與「祈使」相

關。祈使句的主語通常是指聽話者，為第二人稱，但經常被省略。雖然主語

也可能是第一人稱複數代詞的「咱們、我們」，包含聽話者在內。祈使句主

語為第一人稱複數時，祈使的強度通常會減弱，成為請求、建議或商量而非

命令。因為當主語包含了聽說雙方時，即表現說話者願與聽話者一致行動的

同理態度，因此可以弱化語氣。以上祈使句的主語特徵都應於說明「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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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一併敘述。此外，使役動詞「請」或「讓」可以弱化祈使句的強度，也可

作為「吧 2」句子的形式特徵。這些祈使句的相關描述都應於步驟一「吧 2」

的功能說明中提及。 

其次是步驟二的對比。應示範在祈使句末加上「吧 2」後常見的緩和語

氣作用。教學時可以示範各類祈使句在加上「吧 2」後語氣得到舒緩的例子。

以下例句無論主詞是否包含說話者，句中有無使役動詞「請」或「讓」，加

上「吧 2」都使祈使句的語氣更為委婉。 

 

(7) 我們回去，上車我再告訴你。 

(8) 我們回去吧，上車我再告訴你。 

(9) 現在太晚了，明天上午再去！ 

(10) 現在太晚了，明天上午再去吧！ 

 

(11) 現在請大家推選幾個人。 

(12) 現在請大家推選幾個人吧。 

 

(13) 我家對面有一所房子出租，好像還沒租出去呢，你讓他來看看。 

(14) 我家對面有一所房子出租，好像還沒租出去呢，你讓他來看看吧。 

 

少數後附「吧 2」的祈使句未必語氣舒緩，原因是句中動詞的命令語義

或句子的命令功能已決定了語氣的強度。例如當句中有「滾」這類具有強烈

命令義的動詞時，即使句末加上「吧 2」也難以使命令變為請求或商量，此

時「吧 2」即不具弱化祈使語氣的作用。然而這類句子不能代表「吧 2」的

主流意義，因而不影響語法點的基本定義。但仍有必要留待「吧 2」的語法

點描述完成時，在最後階段補充說明，以免學習者日後在聽見或讀到類似用

例時產生疑義，此為預防性的解釋。最後在步驟三時，讓學習者應用泛第二

人稱主語、使役動詞與動作動詞等共現詞，練習「吧 2」句子的造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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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吧 3」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吧 3」與「吧 2」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句子主語人稱不同，還有因主

語不同而造成的溝通功能差異。以下是「吧 3」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吧 3」的教學語法 

一、功能 

（一）句法功能： 無，因為不改變句式。 

（二）情態功能： 表達說話者的主觀性。 

（三）溝通功能： 1. 表示說話者的觀點或態度。 

                 2. 表示說話者的意向，如決定或讓步。 

 

二、結構：置於主語為第一人稱的述行句末。主語常省略。 

 

三、基本用法：可搭配以下共現詞或固定構式表示說話者自述其觀點或意向。 

（一）搭配第一人稱主語，但主語經常省略。 

 

 1. 他說，我一個人，左看也沒有人，右看也沒有人， 

   我還是回台灣吧！ 

         2. 慢走，我們送你們到門口吧。 

 

（二）常搭配言說義動詞，如「告訴、說」等共現。 

 3. 告訴你吧，我是一座由日本開發出來的導盲機器。 

 4. 你說得對，我現在要去上課了，下次再談吧。 

 5. 咱們是老朋友，我跟你說實話吧。 

 



應用共現詞於多義句末助詞「吧」與「呢」的語義分析及教學語法 

152 

 （三）常搭配共現的固定構式有「好吧、(就)這樣吧、算了吧」。 

  6. 好吧，那就一個禮拜五十塊。 

  7. 可以，不過現在不行，這樣吧，下午我去找您。 

  8. 我看，我們還是算了吧。 

 

「吧 3」的教學策略 

 「吧 3」的教學在步驟一時應先說明此句末助詞主要用於表述說話者的

觀點與意向，因此應以「主觀性」作為「吧 3」的核心意義。此外，也應該

說明辨識「吧 3」句子的三個重點：第一人稱主語、言說義動詞與非祈使句。

然而，第一人稱主語特徵在辨識「吧 3」句子時常不易掌握，因為主語省略

在「吧 3」句子十分常見。從上下文語境推測被省略的主語是方法之一，但

對以華語為外語的學習者而言未必容易。 

失去主語線索後，判別「吧 3」句子時，可依賴其溝通功能來辨識。因

此，可於步驟二中，以對比「吧 3、吧 2」或比較「吧 3、吧 1」的方式有助

區別。「吧 3」用以表述說話者的主觀態度與意向，影響力不及於聽話者，

因此不具祈使功能。對比「吧 3」與「吧 2」句子時，以是否具祈使功能來

區分兩者。「吧 3」句子如「告訴你吧」，「吧 2」句子如「你告訴他吧」

兩者雖然都含有言說義動詞，但前者作為述行句，僅能以語句表述，無驅動

對方行為之功能；後者則為其使句，可以驅動聽話者行為。對比「吧 3」與

「吧 1」句子時，除祈使功能之外，說話者是否存疑是區別的重點。例如「我

們今天的訪問就到此結束吧。」與「我們今天的訪問就到此結束，好吧？」

前一個是「吧 3」句子，僅有片面表達自己決心的功能，不具祈使功能，說

話者也沒有絲毫遲疑；後一句則具有說話者徵詢聽話者意見的疑問功能，因

此是「吧 1」句子。因此，句子的影響力是否及於聽話者以及說話者是否存

疑，是判斷句末「吧 3」的重要準則。對照三者，表示懷疑的是「吧 1」，

具祈使句功能的是「吧 2」，確定而又不具祈使功能的則是「吧 3」。 

 以第一人稱主語作為「吧 3」造句的起點，可以讓學習者嘗試以第一人

稱為主語練習使用「吧 3」。「吧 3」教學的另一個重要策略是，妥善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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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3」的高頻共現構式「好吧、(就)這樣吧、算了吧」，於教學時設計各

種適用情境，再以上述構式示範「吧 3」例句以表述自我觀點或意向，可以

讓學習者在具語境、語義與結構的輔助框架下以句子互動，使其快速理解與

套用。例如，於設定語境後，示範以「好吧」與「(就)這樣吧」這兩個構式

於表達說話者決心採取行動或決定要放棄：「好吧，就這麼辦」、「就這樣

吧，晚上見」、「好吧，待會兒吃過飯以後我去跟她道個歉就是了」、「這

樣吧，我再加十萬，成不成，看你了」等。而「算了吧」構式則可用於表示

讓步或放棄：「我看，我們還是算了吧」等。其他「吧 3」構式還有以言說

義動詞組合而成的「拿…來說吧」、「告訴你吧」等，適於表達說話者的主

觀態度或立場，如「就拿走路來說吧」、「老實告訴你吧」等。 

 

四、「吧 1、吧 2、吧 3」的偏誤分析與對比 

 不能區別「吧 1、吧 2、吧 3」的不同意義或功能，可能會造成初學習者

隨意將「吧」置於不適合用「吧」的句子末尾。觀察以下病句，即發現造句

者因為不瞭解句末的「吧」可分別用於祈使或陳述句末以表達不同功能，因

而誤用句末「吧」。本章中所舉之外籍學習者華語病句均摘自鄧守信（2006）

建構之「對外漢語中介語語料庫」，網址為：

http://chinese.mtc.ntnu.edu.tw/moodle/mod/forum/discuss.php?d=210。 

 

(15) *請把證明給我看一下，要不然我不相信你在中國郵報有工作吧。 

 

造成以上病句的原因是句末「吧」位置的誤用。如果造句者知道如何使

用祈使句末的「吧 2」，即可將「吧 2」緊接於祈使句「請把證明給我看一

下」的末尾。如果造句者知道句末「吧 1」表示懷疑，那麼就可以於「你在

中國郵報有工作」句末用「吧 1」。能區分與善用兩類句末「吧」的造句者，

即能正確使用「吧 1」與「吧 2」，先在前一句的陳述句末加「吧 1」表推測，

再於後一句的祈使句末用「吧 2」，如以下例句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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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你在中國郵報有工作吧。請把證明給我看一下吧。 

 

「吧 1」句子表示推測或懷疑，常見共現詞「大概、應該、可能、也許、

我想、我猜、我認為」等同現句中，可以表達說話者的不確定語氣。另一方

面，「吧 2」句子中，除了動詞不與「了、過」共現，一般也不能出現副詞

「可以、得、應該」等，否則即成為病句。以下病句即是誤用「可以、得、

應該」於「吧 2」祈使句的例子。這些病句顯示造句者因為未能區分表懷疑

的「吧 1」與表祈使的「吧 2」不同因而誤用。 

 

(17) 孩子：媽媽，我把功課寫完了。 

        媽媽：很好，你的態度相當好。*你可以去玩吧！ 

(18) 按著時間我們只有五分鐘。*我們得走吧。 

(19) 早上做運動對身體健康只有好處。*你應該跟我來吧。 

(20) 顧客：我覺得這件裙子對我不合適。 

        店員：我並不同意，*妳應該穿穿看吧！ 

 

含有「可以、得、應該」等的「吧」句子都不能是祈使句。因此教學語

法中應說明，只有表示懷疑的「吧 1」句子能出現這類共現詞，表祈使的「吧

2」句子與說話者自述觀點的「吧 3」句子不能。其次是「吧 2」與「吧 3」

的區別，兩者形式的不同僅在主語人稱之別，「吧 2」的主語主要為第二人

稱，「吧 3」的主語則多為第一人稱。然而，因為兩類句末「吧」的主語經

常省略不出現，因此不易判別。但由於兩者的溝通功能不同，應作為學習者

區別「吧 2」與「吧 3」的根據。觀察以下病句發現，學習者可能因為不懂

「吧 2」與「吧 3」的不同，誤用「吧 3」的固定構式「算了吧」於「吧 2」

的溝通情境，因而造成以下的語用病句。 

 

(21)  *算了吧！你不給我房租，你不可以用我的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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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句的「算了吧」原來表達的是讓步，後一句卻立即出現要求聽話者

「你不可以用我的房間」。「算了吧」適用於表示說話者放棄，屬於「吧 3」

的功能。推測造句者的原意是想以祈使句要求對方放棄，卻誤用了表說話者

放棄的構式「算了吧」於祈使語境，因而造成前後句子語用功能矛盾的現象。

如果能讓學習者理解「吧 2」與「吧 3」的語用功能不同，「吧 2」用於祈

使而「吧 3」為「說話者自述意向」。在提供兩者的共現詞時，也列舉「算

了吧」為「吧 3」的構式，可表達放棄或讓步。學習者即能了解「算了吧」

不用於祈使句，即不致誤用如上之語用病句。 

從學習者病句中歸納偏誤，了解偏誤的模式與造成的原因，從而預防學

習者誤造病句是消極的。較積極的作法是預先告知學習者，使其了解副詞「大

概、可能、也許、可以、得、應該」適於在表推測或疑問的「吧 1」句子中

共現，而不適用於表祈使的「吧 2」句子或自述主觀意向的「吧 3」句子。

也明確告知「吧 2」與「吧 3」與其共現詞或構式搭配的限制，即能積極地

使學習者正確使用共現詞與構式，搭配語氣義相合的句末助詞。總之，為防

範學習者因不了解多義句末助詞「吧」的三種不同功能而混淆誤用，應於教

學語法中對比三者的不同，並提供共現詞與構式為判別標準或造句原則，使

學習者能清楚區別及正確使用三類「吧」於適當語境。 

 

第五節 句末助詞「呢」的教學語法 
根據共現詞的計量與分析結果，多義句末助詞「呢」應依其所附句子表

達的意義與功能區分為三類。以下依照語料庫中三類「呢」句子的使用頻率

高低，依序分三小節說明「呢 1、呢 2、呢 3」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最後

再從學習者的中介語料中了解造成句末「呢」偏誤的原因以對比統整「呢 1、

呢 2、呢 3」的教學要點。 

 

一、「呢 1」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呢 1」用於疑問句末，用於特指問句末尤多，在三類句末「呢」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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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比例也最高。「呢 1」語法點雖然因詞頻高而比「呢 2、呢 3」先教，仍應

與「呢 2、呢 3」語法點並列比較，以便學習者理解其差異。以下說明「呢 1」

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呢 1」的教學語法 

一、 功能 

（一）句法功能： 無，因為不改變句式。 

（二）語義功能：無預期、非是非問句的疑問。 

（三）溝通功能：1. 可突顯疑問或反問語氣。 

         2. 可表達關切態度或提高禮貌度。 

 

二、 結構：可置於特指問句、正反問句或選擇問句末，但非必要句法成份。 

 

三、 基本用法：用於三類疑問句末，句中必然含有以下各類疑問相關之共 

               現詞。 

（一）位於特指問句末時，句中共現詞有「什麼、為什麼、哪裡、怎麼、 

  是否」等。 

 

1. 你覺得他的志願是什麼呢？ 

2. 為什麼會造成這種現象呢﹖ 

3. 原因到底出在那裡呢？ 

4. 感冒跟現代化怎麼會發生關係呢﹖ 

5. 是否自己隨意設定就可以呢？ 

 

（二）位於正反問句末時，常見「是不是、會不會」等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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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那人家會不會說你古板呢？ 

7. 現代人是不是也犯了同樣的錯誤呢？ 

 

（三）位於選擇問句末時，以構式「(是…)還是…」出現。 

 

8. 我今天被誰罵了，是我招惹他，還是他心情不好呢？ 

 

（四）可與「到底、究竟」搭配，但不能與「真的、難道」共現。 

 

9. 中國的思想到底有什麼特性呢？ 

10. 她究竟要對我說什麼呢？ 

 

四、 變化用法：「呢 1」句子也可以作反問句，如搭配副詞「又」時，表強 

            烈否定。 

 

11. 可是，想發財的人比比皆是，你這一番話又勸得了誰呢？ 

12. 永遠不給自己一段喘息的機會，就算賺得了全世界，那種繁忙 

    病苦的人生又有何意義呢？ 

 

「呢 1」的教學策略 

教授「呢 1」的語法點時，可以依下三個步驟實施：首先以共現詞提示

「呢 1」用於特指問句、正反問句或選擇問句三種疑問句末，說明「呢 1」

雖非必要成份，但可彰顯疑問與反問。其次對比有無句末「呢 1」的疑問句

與反問句，解釋「呢 1」可以添加人際情感意涵。然後對比「呢 1」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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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異。最後再利用相關共現詞示範與練習特指問句、正反問句或選擇問句

末的「呢 1」句子，聯繫「呢 1」與三種疑問句的關係。 

對比加與不加「呢 1」的三類問句時，可解釋「呢 1」增添的關心禮貌語

氣。以下句組對比特指問句、正反問句與選擇問句末的「呢 1」。以例句說

明未附「呢 1」的問句語氣較生硬直接，加上「呢 1」之後則提問的語氣較

親切、友善或禮貌。 

 

(22)  (a)原因到底出在那裡？ 

(b)原因到底出在那裡呢？ 

 

(23) (a)現代人是不是也犯了同樣的錯誤？ 

(b)現代人是不是也犯了同樣的錯誤呢？ 

 

(24) (a)我今天被誰罵了，是我招惹他，還是他心情不好？ 

(b)我今天被誰罵了，是我招惹他，還是他心情不好呢？ 

 

除了疑問句，反問句末也可以加「呢 1」。比較反問句末加不加「呢 1」

的差別，加上「呢 1」的反問句也比不加的親切有禮。以例句作比較即可說

明「呢 1」附加的關切或禮貌情感意涵。 

 

(25) (a)你們不讓我花點兒錢，我心裡怎麼能安？ 

(b)你們不讓我花點兒錢，我心裡怎麼能安呢？ 

 

(26) (a)我們相對無語，還有什麼好說的？ 

(b)我們相對無語，還有什麼好說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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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呢 1」語法點的教學時機，必須在學習者已學過四個疑問句類

（疑問詞問句、是非問句、正反問句與選擇問句）以及疑問助詞「嗎」之後，

否則不易解釋「呢 1」的結構特徵與功能。在學習者已習得是非問句末的助

詞「嗎」之後再教「呢 1」，也方便對比「呢 1」與「嗎」，避免學習者混

淆兩者。以下比較「呢 1」與「嗎」的不同。 

 

(一) 雖同樣附於疑問句末，但「呢 1」非必要，「嗎」則必不可少。 

(二) 「呢 1」可用於特指問句、正反問句或選擇問句末；「嗎」則只出

現於陳述句末形成是非問句。 

(三) 以「呢 1」問句提問時，說話者無任何預設；「嗎」問句則通常具

有反面預設。 

(四) 「呢 1」可使問句添加關切或禮貌語氣，但「嗎」不附加情感意涵。 

 

對比時，並列「呢 1」與「嗎」的例句與語境，可便於學習者觀察體會

兩種句末助詞的差異。此差異應加強區別，因為學習者的偏誤顯示，這兩個

句末助詞的相互誤代現象最為常見。如不預先妥善處理，學習者很容易出

錯。可設定情境，對比如下例句「是不是呢/是嗎/不是嗎」或「在哪裡呢/

在這裡嗎」等以作區別。 

此外，也應該將「呢 1」與刪節問句末的「呢 3」作比較，使學習者明白

雖然兩者都位於疑問句末，卻存在句法必要性與語篇限制的差異，以避免錯

誤的省略或用於不當語境。只不過這兩個句末助詞的對比應該延後到教完

「呢 3」之後再施行。 

 

二、「呢 2」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呢 2」用於陳述句末，與用於疑問句的「呢 1」與「呢 3」因為所附句

子句式即不同，因此較容易區分。陳述句末的「呢」應統整為一個核心義「強

調事態不尋常、值得注意」。以下說明「呢 2」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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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2」的教學語法 

一、功能 

（一）句法功能： 無，因為不改變句式。 

（二）語義功能：事態不尋常，值得注意。 

（三）溝通功能：可用於反駁、誇示、感嘆、警告、提醒等以引起聽話 

                者注意為目的的語言行為。 

 

二、結構：置於陳述句末。 

 

三、基本用法：可搭配「違反預期」、「總括極性」、「提高程度」或「持 

              續進行」等相關語義之共現詞。 

（一） 搭配表「違反預期」的副詞「還、才、可」等。 

 

1. 有人來了，還是個老公公呢！ 

2. 我才不理他呢，繼續吃我的。 

3. 他的風格可比許多現代的畫家還要現代呢！ 

 

（二）  搭配表「總括極性」的「連…都、連…也、甚至」等。 

 

4. 連比沙魚大好幾倍的大鯨魚，都會受到成群沙魚的攻擊呢！ 

5. 連以前盜獵的人也都改邪歸正，不眠不休的當起動物保母呢！  

6. 游泳池裡有烏龜，有船，甚至還有車子呢！ 

 

（三） 搭配表「提高程度」的「真、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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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幸好你提醒我，不然我真不知道該怎麼辦呢！ 

8. 雨的好處可多呢！ 

 

（四）  搭配表示事態「持續或進行」的「在、著、正」等。 

 

9. 你聽，大地正在呼吸呢！ 

10. 她正忙著照顧村裡的小娃娃呢！ 

 

「呢 2」的教學策略 

「呢 2」除了附於陳述句末，與疑問句末的「呢 1、呢 3」不同之外，語

音形式也相異，「呢 2」聲調明顯較低。因此可以在步驟一的語法點說明時，

先就句式與語音形式的明顯差異強調其特點。在「呢 2」語法點描述時，也

應該說明其共現詞可能展現的四個相關義類「違反預期」、「總括極性」、

「提高程度」、「持續進行」以及此四類語義聚焦而成的共同語義特徵「不

尋常事態」。描述事態不尋常的陳述句在加上句末「呢 2」之後，具有提請

聽話者注意的作用。「呢 2」句子所描述的內容，無論肯定或否定結構，也

不論是否為持續狀態，如「縱貫鐵路就在前方呢」、「香港昨天下雪了呢」

都可以是說話者認為不尋常而想要讓聽話者知道的事態，在句末加上「呢 2」

可以提醒對方注意。用以上四類共現詞語義關聯來解釋「呢 2」的功能，可

以讓學習者較易理解與套用。 

為了突顯「呢 2」提請注意的功能，可於步驟二中對比有無「呢 2」的句

組，如「香港昨天下雪了呢」要比「香港昨天下雪了」的信息更強或更突顯，

也更能引起聽話者注意。另一方面，「北極昨天下雪了」則較「北極昨天下

雪了呢」自然，因為該句子內容的不尋常程度較低，因而不適合在句末搭配

「呢 2」以突顯信息強度。 

在步驟三，演練「呢 2」句子時，除了能搭配共現詞「還、都、才、可、

也」，也能運用詞串或構式表達，如以「還沒、才不、還真、連…都、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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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等組成句子。利用共現詞、詞串及構式教學，並設計適當的語境，可以

提供學習者練習以「呢 2」句子表達反駁、誇示、感嘆、警告、提醒等言外

功能。提供共現詞、詞串及構式有如為學習者搭建句子的鷹架，可促使學習

者借助語義範疇和句法線索建構正確的「呢 2」句子。 

 

三、「呢 3」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呢 3」雖用於疑問，與其他疑問句末的助詞，如「嗎」或「呢 1」仍然

有別，不能隨意置換。為避免學習者混淆誤用，應說明其使用條件並與其他

疑問句末的助詞作比較。「呢 3」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如下： 

 

「呢 3」的教學語法 

一、 功能 

（一） 句法功能：置於名詞組、動詞組、或條件小句後形成問句。 

（二）語篇功能：可用於標記主題或延續上文，不能始發。 

（三）溝通功能：針對某主題或基於共識提取對方意見或評論。 

 

二、 結構：用於名詞組、動詞組、或條件小句之後，也可以附於 

       時序詞之後。 

 

三、 基本用法：搭配三類共現詞「連詞」、「主題標記」與「時序詞」。 

（一） 以連詞「那、那麼、萬一、如果、但是、可是、而」等引導的名

詞組、動詞組或條件小句。 

 

1. 那你們請的律師呢﹖ 

2. 那麼第三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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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萬一他的蛇藥不靈呢？ 

4. 如果我們不表達呢？ 

5. 但是，六十年後的今天呢？ 

6. 現在很混，可是下學期呢？ 

7. 別的同學晚上看精采的八點檔連續劇，而我呢？ 

 

（二） 以主題標記「至於、的話」等引導的名詞組、動詞組或條件小句。 

 

8. 至於校內顧客對成品的滿意程度呢？ 

9. 那當選模範生的話呢？ 

 

（三） 直接置於時序詞「然後、後來、現在」等之後。 

 

10. 野狼笑得在地上打滾，繩子鬆手了也不覺得，等他笑夠了， 

   想再問阿多「然後呢？」 

11. 那後來呢？ 

12. 但現在呢？ 

 

四、 變化用法：以「呢 3」結尾的刪節問句一般不用於始發，但詢問人或物 

           所在位置地點的「呢 3」是例外，可用於無上文的始發句。 

 

13. 你的爸爸媽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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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3」的教學策略 

「呢 3」的語法點應強調其句法結構、溝通功能和語篇關聯性。在步驟

一時即應說明其重要特徵，包含（一）「呢 3」為形成問句之必要助詞，不

能省略（二）「呢 3」常附於不完整的句法結構之後（三）「呢 3」不能用

於始發，必須有上文提示。（四）「呢 3」延續上文，針對主題提問，且預

期對方回應。以此四項特徵即可對比「呢 3」與「呢 1」的不同。「呢 1」問

句的句法結構完整，可始發，無需上文關聯，省略時也不影響問句的句法正

確性。此外，雖然都位於疑問句末，仍應強調「呢 3」問句並非「呢 1」問

句的刪節用法，而是兩個結構、意義與功能皆不同的句末助詞。因此，在步

驟二時，有必要對比「呢 3」問句與「呢 1」問句，以避免兩者混淆誤用。 

為了清楚區分「呢 3」，除了對比「呢 3」與「呢 1」問句的差異，也可

以比較「呢 3」與句中「呢」的不同。「呢 3」與句中「呢」都具有延續上

文，標示主題的作用。只不過用「呢 3」時，說話者要求對方就自己提出的

主題作出評論，而用句中「呢」時，則由說話者自行提供針對主題的評論。

以下句組可用於比較「呢 3」與句中「呢」。 

 

(27)  (a)別的同學晚上看精采的八點檔連續劇，而我呢？ 

(b)別的同學晚上看精采的八點檔連續劇，而我呢，卻得去打工。 

 

口語對話經常使用以「呢 3」結尾的刪節問句，因為「呢 3」問句在語境

線索充足的會話中便於快速提取信息與溝通互動。這也是為什麼以對話為主

的四本教材課文中，「呢 3」最早也最頻繁出現的原因。相較之下，較缺乏

非語言語境信息的書面語較常用「呢 1」而少用「呢 3」，因而造成書面語

料居多的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分類後得出的「呢 1」句數遠高於「呢 3」

句數。這是口語與書面語之間存在的語體差異。此點差異教科書編輯者也應

該注意，以免因課文多為口語，「呢 3」的使用頻率高於「呢 1」而忽略後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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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呢 1、呢 2、呢 3」的偏誤分析與對比 

「呢 1、呢 2、呢 3」雖然共用同一個書寫形式，但除了語音形式上的音

調差異，句式也是重要的區別線索。「呢 1」與「呢 3」都用於疑問句末，

受疑問句上揚句調影響，聲調皆為高音。位於陳述句末的「呢 2」則相較之

下聲調偏低。教學時如能提及聲調差異與句式分別，將有助於學習者初步區

分「呢 2」與「呢 1、呢 3」，避免其於陳述句末誤用音調較高的句末「呢」

或於疑問句末誤用音調較低的句末「呢」。 

「呢 1」與「呢 3」語音形式相同又都用於疑問句，因此可接連教以方便

對比。用於陳述句末的「呢 2」因為與「呢 1、呢 3」共用同一書寫形式，因

此也應緊接「呢 1、呢 3」之後教。「呢 2」教學時應強調其功能為：以「不

尋常事態引起注意」並以其共現詞的語義「違反預期」、「提高程度」等幫

助學習者辨識與造句。如此相互比較，即可使學習者清楚區分三類句末

「呢」，並避免與其他助詞混淆誤用。現有教材上對句末「呢」的語法點描

述，常不區分「呢 1」與「呢 3」（見本章第二節的教材比較討論），原因

可能與不區分兩個句末助詞不影響句法正確性有關。然而，仍然有必要區別

「呢 1」與「呢 3」，以便學習者比較同樣位於疑問句末的「嗎」，避免混

淆誤用。 

觀察母語為英語的華語學習者的中介語語料（鄧守信，2006），發現疑

問句末助詞的偏誤類型中，最常見以「嗎」誤代「呢 1」的病句，尤其常見

特指問句末的助詞偏誤。以下為以「嗎」誤代特指問句末「呢 1」的病句。 

 

(28)  *您貴姓嗎？ 

(29)  *誰把我帽子戴上了嗎？ 

(30)  *你憑什麼這樣子地說李太太嗎？她又沒有對你不好！ 

(31)  *你在火車上的時間那麼長，為什麼你連一本小說也不帶嗎？ 

(32)  *如果你坐火車到中國去，你得經過幾個國家嗎？ 

(33)  *除了吃月餅，柚子以外，吃的東西是否都是傳統的習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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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真的啊，韓國舞台劇有什麼風格嗎？ 

(35)  *蘇秦說：嫂子為甚麼以前很驕傲，但是現在很恭敬嗎？ 

(36)  *母親罵她，怎麼敢插嘴嗎？ 

 

以「嗎」誤代正反問句末「呢 1」的病句有： 

 

(37) *他們好不好嗎? 

(38)  *你冷不冷嗎? 

(39)  *李先生忙不忙嗎? 

(40)   *你喜不喜歡熟的肉嗎？ 

(41)  *明天下午你有沒有空幫我嗎? 

 

病句中也不乏以「嗎」誤代「呢 3」的情形。如以下病句： 

 

(42)  甲：你喜歡音樂？ 

乙：喜歡。*你嗎？ 

甲：我很喜歡，可是 CD、tapes 不多。 

 

病句中常見以「嗎」誤代「呢 1」與「呢 3」，估計是因為「嗎」較早教，

功能也比較單純易了解，所以學習者較願意使用，因而有過度泛化而以之誤

代「呢 1」與「呢 3」的情形。然而，也有少數病句是該用「嗎」卻誤用「呢」

的例子。推測原因是學習者剛學「嗎」不久，又接觸疑問句末的「呢」。在

分不清兩者差異的狀況下因而混淆誤用。以「呢」代「嗎」的病句有： 

 

(43)  *你聽得出來那首歌的高潮在哪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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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句中也有以「呢」代「嘛」的，顯示學習者甚至可能連句末「呢」與

疑問「嗎」、非疑問「嘛」之間的區別都分不清楚。 

 

(44)   太晚了吧。*如果你不要去，應該早一點告訴我們呢！  

 

病句中還發現以「吧」誤代「呢 1」的例子。可見有的學習者對「吧」

與「呢」各表達意義或功能的分別是混亂不清的。 

 

(45)  *怎麼能說這樣吧！ 

 

然而，「對外漢語中介語語料庫」中最常見的句末助詞偏誤，還是以「嗎」

誤代「呢 1」與「呢 3」居多。然而，病句中卻不見以「嗎」誤代直述句末

的「呢 2」的情形，因為「呢 2」不是疑問句，與疑問助詞「嗎」的句式明

顯不同，因而較不易混淆。「呢 2」的偏誤多來自誤加，例如在不必要的語

境下用「呢 2」。見下例： 

 

(46)   *今天我生氣，因為我室友還沒整理我們的洗手間呢。 

 

學習者可能是誤以為凡是句中出現「還沒」等否定結構的動詞時，即可

在句末加「呢 2」。但是除非說話者認為事態不尋常，想要藉此引起聽話者

注意，否則在陳述句末加上「呢」反而顯得多餘而不自然。這類誤加可能是

語法點的不當描述，造成學習者過度泛化規則，因而形成的偏誤。因此，應

適當說明陳述句末「呢 2」的意義，以避免類似上述病句發生。 

由以上的偏誤分析得知，在教學時有必要對比「嗎」與「呢 1、呢 3」形

式、意義或功能的差別，以避免學習者將其中任一助詞過度泛化。為預防學

習者以「嗎」誤代「呢 1」，應於教過特指問句、正反問句、選擇問句三類

疑問句式後，及時介紹「呢 1」並提醒學習者注意「呢 1」與「嗎」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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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3」與「呢 1」雖然都位居疑問句末，識別兩者也有助於疑問句末「呢」

與「嗎」的區別，防範學習者混淆兩者。 

蔡建豐（2005，2009）曾統計以英語為母語的漢語學習者的疑問句式，

結果發現疑問句末「呢」的出現比率偏低（與其他疑問句式相比排名第 10）。

為了「減輕學生負擔」，他認為在初期階段可以完全不教疑問句末的「呢」。

然而，越是不說明「呢」與「嗎」的不同，學習者越有可能過度泛化「嗎」

而以其誤代「呢」於疑問句末。與其等到出現偏誤再進行糾正，不如及早防

範。何況初學者「呢」的出現比率偏低很可能正是因為不熟悉而迴避使用所

致。根據「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的本文統計結果，「呢 1」的使用率高居

「吧 1、吧 2、吧 3、呢 1、呢 2、呢 3」六者的第一位。雖然在口語對話中，

「呢 1」的使用率較低，但是在綜合性語料的「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中，

「呢 1」卻是三類「呢」中使用率最高者。因此，本文認為即使在初期階段

也不應完全不教「呢 1」，而應於「嗎」問句之後即教「呢 1」並使學習者

學會區分兩者。 

 

第六節 小結 
 根據觀察中研院之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中的大量句子作出假設，再以共

現詞親疏計量的方法證實，本文將多義句末助詞「吧」與「呢」各區分為三

個語法點，可以依照語料庫中的使用頻率高低，依序分為「吧 1、吧 2、吧 3」

及「呢 1、呢 2、呢 3」。本章從理論分析結果出發，應用共現詞於多義句末

助詞的教學語法。針對母語為英語的華語學習者，就其可能發生的偏誤，考

量其認知能力與跨語言差距以建構教學語法。在規劃句末助詞「吧、呢」的

教學策略時，除了對比多義句末助詞各變體間的差異，也與其他句末助詞比

較。此外，觀察學習者中介語中的偏誤，也有助於構思防範病句的策略。總

結句末助詞的教學，應以方便學習者理解與套用為原則。本文在教學語法中

提供適當的共現詞與構式，可以讓學習者在語義、句法兩方面建立範圍與框

架，獲得更多的輔助。 

 在多義句末助詞的內部教學排序方面，本文建議應同時教。可於逐一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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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三個語法點後，對比說明三者的不同，使學習者得以清楚區分與正確使

用，防範與其他句末助詞混淆誤代。在外部排序方面，本文建議應在學習者

已掌握是非問句末的疑問助詞「嗎」以及疑問句式，如特指問句、正反問據、

選擇問句等之後，再教句末「呢」。至於「呢」與「吧」這兩個多義句末助

詞應先教何者？本文的建議是，如果以使用頻率高低作為學習需求高低的參

考值，根據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的句數統計，句末「呢」的總句數為 4,136，

遠高於句末「吧」的總句數 1,872，而六個句末助詞在語料中的句數，按數

字高低排列依序為「呢 1、吧 1、呢 2、吧 2、呢 3、吧 3」。見下表： 

 

表 四-5、「呢 1、吧 1、呢 2、吧 2、呢 3、吧 3」句數 

句末助詞 呢 1 吧 1 呢 2 吧 2 呢 3 吧 3 

句數 2995 906 820 678 321 288 

 

因此，為便於對比同形多義句末助詞，又兼顧使用頻率高者先教的原

則，應先教「呢 1、呢 2、呢 3」，再教「吧 1、吧 2、吧 3」較為適合。教師

應於學習者已習得疑問助詞「嗎」以及大多數疑問句式的基礎之下，依使用

需求，先教授與對比句末「呢」的三種用法，待學習者充分了解後，再教句

末「吧」的三種用法，使其清楚區分其間的語義、語用之別。 

此外，也可以應用教學語法中所提供的共現詞於網路的語料庫資源，以

「一詞泛讀」的理念，輔助中、高級程度的學習者自學。例如，以中研院的

「全球華語文數位教與學資源中心」網站（鄭錦全等，2005）為工具，學習

者可以輸入句末助詞「吧」或「呢」為關鍵詞，再搭配三類「吧」或「呢」

的共現詞，即可檢索語料庫，廣泛閱讀包含關鍵詞與共現詞的例句以體會各

類用法。以下試舉一例說明如何由關鍵詞與共現詞檢索所需的「吧」句子，

詳細步驟如下： 

 

一、 在首頁左上方選項中點選「語言學習區」。 

二、 在「中文一詞泛讀與閱讀」選項中點選「現代漢語語料庫」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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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讀。 

三、 在「輸入詞語」空白方塊中輸入詞串「大概  吧」，表示檢索包

含共現詞「大概」與關鍵詞「吧」的句子。接著點選旁邊的「開始」。 

四、 其後出現如下說明： 

 

大概 吧 

大概(D): 副詞; 詞頻 Word frequency: 678 

大概(Na): 普通名詞; 詞頻 Word frequency: 8 

大概(A): 非謂形容詞; 詞頻 Word frequency: 5 

吧(T): 語助詞; 詞頻 Word frequency: 1948 

 

        此說明顯示「大概」一詞可分為三種詞類標記：副詞、普通名詞與 

       非謂形容詞，各詞的詞頻如其後數字所示。 

五、 點選「閱讀—隨機提取」，則一次出現三筆語料，每一筆語料少

則為一簡單句，多則為多個小句組成的複句。例如： 

如果 勉強 要 估算，「大概 有 幾萬 本 吧！」 

這 大概 會 讓 教改 專家 跌破 眼鏡 吧 ！ 

每 個 禮拜 五十 塊 ，然後 有時候 晚餐錢，晚餐錢 一 天 五十 

 塊，一 個 月 給 大概 給 四千多 塊 吧！ 

六、 點選「繼續閱讀」即可接連閱讀句子，直至符合檢索條件的全部

句子閱讀完畢為止。 

 

學習者可先查閱句末助詞的教學語法，如果想了解「吧 1」的例句與用

法，可以由語法點描述第三項之「基本用法」中，找出幾類共現詞。再由各

類共現詞中選取其中一詞，如「大概」，以之搭配關鍵詞「吧」檢索語料庫

例句，即可得到如以上步驟所示之相關例句。此即「針對一詞，廣泛閱讀」

理念的實現。有了網路語料庫的資源，再配合教學語法中提供的共現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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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者即可以隨時閱讀大量例句並獲得語感。 

在對外漢語教學的課室活動中，有時教師會要求學生以生詞造句練習。

如果僅給予學生生詞，不提供句法、語義線索，如共現詞、詞串或構式等，

則學生很難造出適當的句子。往往搜索枯腸之後，仍然造出不合句法、語義

或語用原則的病句。若能以共現詞與構式提供句法、語義或語用的框架，使

學習者有跡可循，則能給予適用的原則。如此反覆操作練習，即能促進語感

增生，故而提高造句的正確度。此外，教師於教學活動或教材編寫時，也可

以藉助教學語法提供的共現詞與構式，利用語言學習網站的句子檢索功能，

獲得更多的示範例句以作為語法教學的根據。 

總之，為使多義句末助詞「吧、呢」的語法教學更具成效，除了應將意

義、功能不同的同形句末助詞正確區分，也可應用共現詞、詞串與構式幫助

理解與造句，再配合網路語料庫的數位資源，即可方便學習者自學。此資源

或工具，不僅可以幫助學習者，也便於教師與教材編輯者即時取材客觀真實

語料，免於教學或編寫教材時全憑主觀語感而導致的偏頗與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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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 
 有別於傳統句末助詞的分析，本文藉助語料庫文本與計量方式，將後附

句末助詞「吧」與「呢」的批量句子，經假設定義與句子分類後輸入計量程

式，得出各類句末「吧」與「呢」的高關聯共現詞。再由與同一類句末助詞

的共現詞分析得出的內部共選語義關聯，以之印證句末助詞與其共現詞共同

表達的語義特徵。結果顯示多義句末助詞「吧」與「呢」，經分類後的假設

定義，各與其同句中的高關聯共現詞語義相符，顯示句末「吧」與「呢」的

多義假設與分類是必要而正確的，因為語料庫中所有含有句末「吧」或「呢」

的句子，都可以歸入本文所區分的句末「吧 1、吧 2、吧 3」或「呢 1、呢 2、

呢 3」其中一類。本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除了以大量語料庫句子為本，更以

客觀數據為證，因而有別於往昔根據少量例句作分析的主觀研究。 

經分析後得出，三類句末「吧」與「呢」各表達不同的意義或功能。三

類句末「吧」中，「吧 1」表示「說話者懷疑」，與「吧 2、吧 3」具有完全

不同的情態義。「吧 2」與「吧 3」的原意雖然較接近，都與「終結義」相

關，但因為主語之別，可以各自延伸為用於祈使、主語導向的「吧 2」以及

用於自述說話者觀點或意向、說話者導向的「吧 3」。「吧 2」與「吧 3」因

而可區分為兩個句末助詞，因其各具截然不同的言外功能。本文主張應依共

現詞分析結果，將共用同一書寫形式的句末助詞「吧」區分為三個意義、功

能互異的助詞。 

三類句末「呢」中，「呢 1」與「呢 3」句子雖然都用於疑問，但句法結

構、語用功能與語篇位置均不同，因此不能視為同一疑問句末助詞。「呢 1」

可用於話輪始發，問話者於命題真值並無預期；「呢 3」則多用於有上文的

語境，以簡略句法結構針對談話雙方已知的主題提問。此外，加上「呢 1」

的疑問句還可以增添關切或禮貌語氣。「呢 2」的句式、語義、語用、語音

均與「呢 1、呢 3」迥異，具有強調事態不尋常以引起對方注意的功能。因

此，句末「呢」的三個分類都是必要的。 

母語者即使不區分三類「吧」與「呢」，仍能正確使用並表達各類意義

或功能。這是因為母語者天生具有習而不察的語言能力。語言學家把句末助

詞「吧」與「呢」的語氣義分析為單一義而不加區分，是為了符合語言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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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抽象原則。本文認為，傳統上共用同一書寫形式、語音形式又相似，是

造成「吧」與「呢」雖多義卻難以分類的重要原因。句末助詞「吧」與「呢」

的三個變體一直被當作一個句末助詞而難以解釋也與「吧、呢」的書寫語音

形式相似有關。此難解語義正是引起本文研究這兩個多義句末助詞的動機之

一。 

其實「吧」與「呢」的書寫形式也並非一直是統一的。句末「吧」的書

寫形式晚至清代才出現（孫錫信，1999），之前寫作「罷」。作句末助詞用

的「罷」即是現今句末「吧」的前身。清代話本小說《紅樓夢》中見到的句

末「罷」遠多於句末「吧」。兩者雖並存但無分工現象。見例句： 

 

(1) 快去吧，立等你說話呢。 

(2) 太太說，請姑娘到那邊坐罷！ 

(3) 等過了殘冬，春天再與他們收拾房屋，另作一番安置罷。 

(4) 寶玉道：「瀟湘館倒有人住著麼﹖」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 

 

根據本文所做的分類，以上例句中，(1)與(2)的句末助詞，雖各以「吧」

與「罷」為書寫形式，其實都是表祈使的「吧 2」。(3)句末的「罷」則是表

說話者自述主觀意向的「吧 3」而(4)句末的「罷」等於表說話者存疑的「吧

1」。因此，即使《紅樓夢》中句末「吧」與「罷」並行，其間並無分工，

而且仍以「罷」為主要形式。另一方面，句末「呢」的書寫形式也不單純，

《紅樓夢》中可以看到兩種形式：「呢」與「哩」。「呢」可用於疑問句與

陳述句，「哩」則只用於陳述句。兩者似乎沒有分工現象。見下例： 

 

(5) 寶姐姐在家作什麼呢﹖怎麼這幾日也不過來﹖ 

(6) 這藥可有名字沒有呢﹖ 

(7) 還是單送我一人的，還是別的姑娘們都有呢﹖ 

(8) 剛才老太太還念呢，可巧就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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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快倒茶來！嬸子和二叔在上房還未喝茶呢。 

(10) 姑娘快休如此，將來只怕比這個更奇怪的笑話兒還有呢！ 

(11) 要為這些事生氣，這屋裏一刻還站不得哩。 

(12) 這個可不能，連我也不懂。你快拿去，他們的聰明人多著哩。 

(13) 笑道：「這個封號極好。」寶玉道：「我呢？你們也替我想一個。」 

(14) 寶玉聽了，笑道：「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 

 

以本文所分類的「呢 1」、「呢 2」與「呢 3」來說明以上例句。(5)、(6)、

(7)句末的助詞都是「呢 1」；(8)至(12)的句末助詞則無論形式是「呢」或「哩」，

都是表說話者意外的「呢 2」；(13)與(14)句末的「呢」則是「呢 3」。可見

當時的句末「呢」書寫形式仍未統一。其他清代文本中，「呢」或「哩」形

式混用的情形也很常見（孫錫信，1999）。 

然而，句末助詞「吧、罷」或「呢、哩」兩種形式並行混用的現象，隨

著現代漢語的演進，其書面形式已漸趨穩定，逐漸成為以「吧」與「呢」為

主要固定形式。「現代漢語平衡語料庫」中，句末「吧」共有 1,872 例。作

句末助詞用的「罷」則僅有 31 例。「罷」與「吧」相較，兩者的比例約為

1：60。句末「呢」共有 4,136 例，作句末助詞用的「哩」則有 103 例。相

較之下「哩」與「呢」的比例約為 1：40。「罷」與「哩」在語料中所占比

例極低，左右計算與分析的結果不大，因此不影響本文的分析。何況這兩個

書寫形式已漸趨式微，成為較不普遍使用的形式。 

相較於另兩個多義句末助詞「啊」與「喔」，「吧」與「呢」在語料文

本中的書寫形式較固定，也較便於計量分析。本文選擇「吧」與「呢」作為

多義句末助詞的代表，一則因為其同形多義的特性值得注意與探討，二則以

其形式固定，便於檢索與計量。 

然而，現代漢語的句末助詞中，多義者不只「吧」與「呢」兩者而已，

另有其他句末助詞，如 a 與 ou 也都各表達一個以上語氣義（Wu, 2003；林

欽惠，2003；Lu, 2005；Li, 2006）。觀察語料庫文本及應用計量方式分析句

末助詞，難免受限於語料輸入的形式。句末助詞的字形統一才能便於檢索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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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入程式計算。句末助詞 a 因為受前一音節末尾子音的影響，除了「啊」之

外，語料中常見以「呀、哇、哪」等其他漢字作為書寫形式。句末助詞 ou

則雖無連音變體，卻也有許多尚未統一的書寫形式，如「喔、哦、噢、喲」

等。因此，要用已經書面化的語料庫資料作為分析多義句末助詞 a 與 ou 的

文本將較為困難。基於以上限制，本文因此先由書寫形式相對較為統一的

「吧」與「呢」著手研究。 

在應用共現詞於分析多義句末助詞「吧」與「呢」時，將語料庫中句末

帶有「吧」或「呢」的各句子先行妥善分類是必要的。因為如果未經分類即

直接統計共現詞的詞頻與排序，則可能出現如未分類「吧」共現詞呈現的多

種語義混合的現象或者如未分類「呢」共現詞錯誤地偏向某一類語義的情

形。本文認為，必須先區別表達不同意義或功能的各個變體。再由帶有各變

體的句中共現詞分析出句末助詞變體的語義特徵。此語義特徵即為說話者想

要以整體句子表達的語義氛圍或語用功能。此語義氛圍或語用功能，有時是

超出個別詞語或句義所表現的語義內容的，此即情態意義或言外功能。 

當然，共現詞並非萬能，尤其是受限於小句範圍內的共現詞觀察以及為

方便語料檢索而限於語料庫語體等多重限制之下，共現詞所能提供的各類線

索也難免受到某些限制。更進一步探索的範圍，如句中「吧」與「呢」的納

入分析、上下文的全面考量，以及更多口語語料的觀察等，都是未來可再拓

展的研究目標。 

共現詞親疏計量與分析，不僅可應用於多義句末助詞的意義分析，支持

本文的多義假設，將句末助詞「吧」與「呢」各區分為「吧 1、吧 2、吧 3」

與「呢 1、呢 2、呢 3」。根據語義或功能分類的語言本體分析結果，也可以

應用於相關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為統整本文應用共現詞於句末「吧」與

「呢」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的結果，以下依序將「吧 1、吧 2、吧 3、呢 1、

呢 2、呢 3」六個語法點，按教學語法的三個重點（功能、結構、用法）與

教學策略的三個步驟（說明、對比、練習）分別整理成六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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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1、吧 1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教學語法 

功能 要求確認的問句或表示推測的陳述句。 

表說話者懷疑。 

結構 置於陳述句末。 

用法 搭配「大概、總、也許、或許、應該、該、不會、 

算是」與構式「是吧、對吧、夠 X 了吧」。 

教學策略 

說明 吧 1 共同語義特徵為「表說話者懷疑  」。 

對比 有無吧：你一定很捨不得吧/你一定很捨不得。 

陳述句末與疑問句末吧：價錢方面算是很合理吧/ 

                      價錢方面算是很合理，對吧？ 

吧或嗎：不會是現在吧/不會是現在嗎？ 

練習 以大概…吧/應該…吧/算是…吧/…，是吧/夠 X 了吧 

等構式造句。 

 

表 五-2、吧 2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教學語法 

功能 祈使句。 

依目的用於命令、指示 、請求或商量 。 

結構 置於祈使句末。 

用法 搭配泛第二人稱主語「你/你們/我們」與使役動詞「請、讓」。

構式為動作動詞+吧，如「來吧、走吧、去吧」。 

教學策略 

說明 吧 2 位於祈使句末，有時可緩和祈使句強度。 

對比 有無吧：回去吧/回去   滾吧/滾。 

練習 以泛第二人稱主語「你(們)/咱們/我們」、使役動詞 

「請/讓/叫」與動作動詞搭配吧，表達命令、請求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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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3、吧 3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教學語法 

功能 宣示說話者的觀點、態度或意向。 

表達說話者的主觀性。 

結構 置於述行句末。 

主詞指說話者，但常省略 。 

用法 搭配言說義動詞如「說、告訴、 談」與構式 

「好吧、(就)這樣吧、算了吧、就拿…來說吧」。  

教學策略 

說明 吧 3 共同語義特徵為「說話者宣示其觀點、態度或意向」。 

不用於祈使句。 

對比 吧 3 與吧 2：算了吧/你算了吧。 

吧 3 與吧 1：好吧，我們回家/我們回家，好吧。 

練習 以好吧/(就)這樣吧/算了吧/就拿…來說吧 等構式造句。 

 

表 五-4、呢 1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教學語法 

功能 突顯疑問或反問。 

增添關切或禮貌態度。 

結構 置於非是非問句(特指問句、正反問句或選擇問句)末。 

用法 搭配特指疑問詞「什麼、為什麼、誰、怎麼 」等、正反問句 

「是不是、會不會、有沒有」與疑問副詞「到底、究竟」等。  

教學策略 

說明 呢 1 於疑問句於句法上雖非必要，但可突顯疑問或反問，也可以增添

說話者關心或禮貌態度。 

對比 有無呢：原因到底出在哪裡呢/原因到底出在哪裡？ 

呢與嗎：是不是呢/是嗎/不是嗎 在哪裡呢/在這裡嗎？ 

練習 以「什麼/為什麼/是不是/有沒有」等搭配呢，表達關心或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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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五-5、呢 2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教學語法 

功能 強調事態不尋常，值得注意。 

用於反駁、誇示、感嘆、警告、提醒等。 

結構 置於陳述句末。 

用法 搭配副詞「還、才、可、也」表違反預期，「連…都/也、甚至」 

表總括極性，「真、可」表提高程度或「在、正、著、正在」等強

調各類不尋常事件或狀態。  

教學策略 

說明 呢 2 強調所言事態不尋常，以引起對方注意為目的。 

對比 有無呢：台北下雪了呢/紐約下雪了。 

練習 以「還沒/才不/可真/連…都/比…還/著呢」等搭配呢的構式， 

突顯不尋常事態以引起注意。 

 

表 五-6、呢 3的教學語法與教學策略 
教學語法 

功能 標記主題或延續上文提問，不能始發。 

針對上文相關主題或基於共識提取對方意見或評論。 

結構 置於名詞組、動詞組或條件小句後形成問句。 

用法 搭配連詞「那、那麼、萬一、如果、可是」等， 

主題標記「至於、的話」與時序詞「然後、後來、結果」等。  

教學策略 

說明 呢 3 問句的句法簡略性，溝通便利性與篇章關聯性。 

對比 呢 3 與呢 1：他今天請假，明天呢/他明天要不要請假(呢)？ 

呢 3 與句中呢：她不去，你呢？/她不去，你呢，去不去都行。 

練習 以「那/那麼/如果/可是/至於/後來」等搭配呢以針對主題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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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現詞的分析也適用於其他多義詞或近義詞的區別與教學應用。對外華

語教學中常需面對的多義詞或近義詞辨析，通過類似的計量分析方法，也能

得出高關聯共現詞以具體描述其共同語義特徵。如果再配合線上數位語言資

源，如「全球華語文數位教與學資源中心」（鄭錦全等，2005）等網站，則

能以關鍵詞搭配共現詞檢索語料庫文本以廣泛閱讀真實用例，方便外語學習

者自學或教師參考。 

本文的分析是根據書面形式之語料文本而作，乃是以閱讀辨識及造句教

學的視角來討論多義句末助詞「吧」與「呢」所表達的意義或功能。未來還

可嘗試以聽覺感知的角度來分析聽話者對句末助詞「吧」與「呢」多義性的

理解。期望能從更多面向分析這類功能詞如何能以如此簡約的形式，表達多

樣而豐富的情態意義與語用功能，也希望為學習華語的外籍人士，指引一條

克服學習難點而能有效習得的可行之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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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以下詞類標記解釋摘自中研院語言所「全球華語文數位教與學資源中心」， 
網址：http://elearning.ling.sinica.edu.tw/CTaggedframe.html。 

 
A 非謂形容詞 
D 副詞 
Da 數量副詞 
Dfa 動詞前程度副詞 
Dfb 動詞後程度副詞 
Dk 句副詞 
Di 時態標記 
Caa 對等連接詞，如：和、跟 
Cbb 關聯連接詞 
Nep 指代定詞 
Neqa 數量定詞 
Nes 特指定詞 
Neu 數詞定詞 
FW 外文標記 
Nf 量詞 
Na 普通名詞 
Nb 專有名稱 
Nc 地方詞 
Ncd 位置詞 
Nd 時間詞 
Nh 代名詞 
P 介詞 
Cab 連接詞，如：等等 
Cba 連接詞，如：的話 
Neqb 後置數量定詞 
Ng 後置詞 
DE 的, 之, 得,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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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感嘆詞 
T 語助詞 
VA 動作不及物動詞 
VB 動作類及物動詞 
VH 狀態不及物動詞 
VI 狀態類及物動詞 
SHI 是 
VAC 動作使動動詞 
VC 動作及物動詞 
VCL 動作接地方賓語動詞 
VD 雙賓動詞 
VE 動作句賓動詞 
VF 動作謂賓動詞 
VG 分類動詞 
VHC 狀態使動動詞 
VJ 狀態及物動詞 
VK 狀態句賓動詞 
VL 狀態謂賓動詞 
V_2 有 

 
 
fw the feature of a foreign word 外來語 如：卡拉 OK（Na [+fw]） 
nom the feature for verbal nominalization 名物化 
 如：他的不講理(VA[+nom]) 
p1 the first part of a separated compound 合併中插-前 
 如：初 Nc[+p1]、高中(Nc) 
p2 the second part of a separated compound  合併中插-後 
 如：星期六(Nd)、日(Nd[+p2]) 
prop a Na used as a proper noun 專有名詞 
 如：蘋果(Na[+prop])電腦 
spo N of a separable V N compound 述賓結構的賓語 
 如：吃了他的虧 Na[+s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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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v V of a separable V N compound 述賓結構的述詞 
 如：吃 VC[+spv]了他的虧 
vrv V of a sperable VR compound 述補結構的述詞 
 如：叫 VC[+vrv]不醒 
vrr R of a separable VR compound  述補結構的補語 
 如：叫不醒 VC[+v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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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表一   以「吧 1」句子為關鍵詞全頻範圍採計之「吧 1」共現詞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73.41 大概(D) 60 678 906 10.28 

2 68.78 總(D) 38 667 906 9.63 

3 65.70 也許(D) 33 936 906 9.20 

4 65.59 或許(D) 27 616 906 9.18 

5 62.50 應該(D) 49 2823 906 8.75 

6 61.60 算是(VG) 16 423 906 8.62 

7 60.98 該(D) 23 1123 906 8.54 

8 59.55 夠(Dfa) 12 310 906 8.34 

9 59.48 不會(D) 34 2563 906 8.33 

10 57.61 太(Dfa) 31 2885 906 8.07 

11 56.97 恐怕(D) 10 396 906 7.98 

12 56.68 可能(D) 36 3916 906 7.93 

13 55.71 您(Nh) 18 1742 906 7.80 

14 54.91 了(T) 78 11499 906 7.69 

15 54.09 請求(VF) 6 127 906 7.57 

16 53.54 可能(VH) 8 547 906 7.50 

17 52.99 未免(D) 5 52 906 7.42 

18 52.42 一定(D) 15 2129 906 7.34 

19 51.71 差不多(VH) 5 178 906 7.24 

20 51.55 厲害(VH) 5 195 906 7.22 

21 51.49 這麼(D) 9 1087 906 7.21 

22 51.46 你們(Nh) 12 1760 906 7.20 

23 51.23 不錯(VH) 7 684 906 7.17 

24 51.02 對(VH) 17 3036 906 7.14 

25 50.94 大約(Da) 6 496 906 7.13 

26 50.57 記得(VK) 6 548 906 7.08 

27 50.43 緣故(Na) 4 76 906 7.06 

28 50.16 恐(VK) 4 102 906 7.02 

29 49.91 猜(VE) 4 127 906 6.99 

30 49.89 是(SHI) 327 83666 906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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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以「吧 2」句子為關鍵詞全頻範圍採計之「吧 2」共現詞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66.32 快(D) 21 425 678 9.29 

2 65.74 回去(VA) 20 433 678 9.2 

3 64.26 請(VF) 46 2272 678 9 

4 63.79 趕快(D) 14 262 678 8.93 

5 61.55 走(VA) 31 1909 678 8.62 

6 61.53 咱們(Nh) 10 158 678 8.61 

7 60.32 等(VC) 14 638 678 8.45 

8 59.87 讓(VL) 74 6595 678 8.38 

9 59.49 去(VCL) 26 1971 678 8.33 

10 58.93 進來(VA) 8 183 678 8.25 

11 58.43 一起(D) 15 1017 678 8.18 

12 58.23 您(Nh) 21 1742 678 8.15 

13 58.15 你們(Nh) 21 1760 678 8.14 

14 57.59 談(VE) 13 916 678 8.06 

15 57.42 去(T) 12 817 678 8.04 

16 57.35 先(D) 25 2459 678 8.03 

17 57.11 你(Nh) 140 17291 678 8 

18 56.98 看看(VC) 9 492 678 7.98 

19 56.53 放心(VK) 6 137 678 7.91 

20 56.47 去(D) 47 5741 678 7.91 

21 56.43 還是(D) 18 1790 678 7.9 

22 56.34 好好(VH) 9 567 678 7.89 

23 54.86 喝(VC) 10 919 678 7.68 

24 54.81 拿(VC) 10 927 678 7.67 

25 54.47 睡(VA) 6 317 678 7.63 

26 54.47 妳(Nh) 12 1313 678 7.63 

27 53.29 拿去(VC) 4 66 678 7.46 

28 53.27 多(D) 12 1558 678 7.46 

29 53.19 那麼(Dk) 9 1012 678 7.45 

30 53.08 幫(P) 6 461 678 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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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以「吧 3」句子為關鍵詞全頻範圍採計之「吧 3」共現詞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74.47 算了(VH) 16 93 288 10.43 

2 64.13 明天(Nd) 11 427 288 8.98 

3 61.66 再見(VB) 5 125 288 8.63 

4 58.89 試試(VC) 3 36 288 8.25 

5 58.04 拿(P) 3 64 288 8.13 

6 57.78 留給(VD) 3 73 288 8.09 

7 57.23 好(VH) 66 8089 288 8.01 

8 56.86 等(P) 5 370 288 7.96 

9 55.68 直說(VE) 2 7 288 7.8 

10 55.61 葷(VH) 2 9 288 7.79 

11 55.58 當是(VK) 2 10 288 7.78 

12 55.47 素(VH) 2 13 288 7.77 

13 55.1 清(VC) 2 24 288 7.71 

14 55.04 姑且(D) 2 26 288 7.71 

15 54.34 看(Di) 3 216 288 7.61 

16 53.17 再(D) 36 6489 288 7.44 

17 52.49 吃完(VC) 2 114 288 7.35 

18 52.39 紀念(Na) 2 118 288 7.33 

19 52.15 還是(D) 10 1790 288 7.3 

20 51.52 這樣(VH) 20 4128 288 7.21 

21 50.63 談(VE) 5 916 288 7.09 

22 50.52 貨(Na) 2 199 288 7.07 

23 49.34 做(VG) 4 804 288 6.91 

24 49.11 例(Na) 3 549 288 6.88 

25 48.79 FOB(FW) 1 1 288 6.83 

26 48.79 （五）(Neu) 1 1 288 6.83 

27 48.75 競試(Na) 1 1 288 6.83 

28 48.75 隱去(VC) 1 1 288 6.83 

29 48.75 無恥(Nv) 1 1 288 6.83 

30 48.75 陰司(Nc) 1 1 288 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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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以「呢 1」句子為關鍵詞全頻範圍採計之「呢 1」共現詞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80.88 為什麼(D) 371 1748 2995 11.32 

2 80.31 怎麼(D) 359 1858 2995 11.24 

3 76.30 什麼(Nep) 487 6720 2995 10.68 

4 71.80 到底(D) 119 679 2995 10.05 

5 71.68 如何(D) 177 2532 2995 10.04 

6 71.16 誰(Nh) 142 1669 2995 9.96 

7 68.38 又(D) 256 8013 2995 9.57 

8 67.54 怎麼辦(VH) 71 319 2995 9.46 

9 65.91 哪(Nep) 67 668 2995 9.23 

10 65.18 是否(D) 84 1933 2995 9.13 

11 64.57 會(D) 273 14003 2995 9.04 

12 64.41 怎麼樣(VH) 58 672 2995 9.02 

13 64.39 該(D) 65 1123 2995 9.01 

14 64.15 何必(D) 48 118 2995 8.98 

15 63.95 為何(D) 51 376 2995 8.95 

16 63.41 究竟(D) 49 420 2995 8.88 

17 62.84 何(Nes) 48 539 2995 8.80 

18 62.08 你(Nh) 256 17291 2995 8.69 

19 61.70 能(D) 171 11073 2995 8.64 

20 61.33 那(Dk) 57 1866 2995 8.59 

21 60.97 要(D) 214 15891 2995 8.54 

22 60.55 哪裡(Ncd) 37 409 2995 8.48 

23 60.37 如何(VH) 36 375 2995 8.45 

24 60.29 樣(Nf) 38 590 2995 8.44 

25 59.87 多少(Neqa) 41 1032 2995 8.38 

26 59.60 不(D) 415 38872 2995 8.34 

27 59.59 那(Nep) 136 10727 2995 8.34 

28 59.49 做(VC) 93 6483 2995 8.33 

29 59.41 那麼(Dk) 39 1012 2995 8.32 

30 59.40 怎能(D) 30 91 2995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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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以「呢 2」句子為關鍵詞全頻範圍採計之「呢 2」共現詞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68.63 還(D) 250 9679 820 9.61 

2 58.32 真(D) 23 1805 820 8.17 

3 57.26 沒(D) 22 1965 820 8.02 

4 57.04 得很(Dfb) 7 85 820 7.99 

5 56.78 等(VC) 11 638 820 7.95 

6 56.09 以為(VE) 11 740 820 7.85 

7 55.77 還(Dfa) 7 204 820 7.81 

8 55.58 才(Da) 54 7222 820 7.78 

9 55.58 好幾(Neu) 8 372 820 7.78 

10 54.29 連(Cbb) 12 1205 820 7.60 

11 53.89 在(D) 18 2340 820 7.54 

12 53.23 叫(VL) 5 116 820 7.45 

13 53.09 正在(D) 8 698 820 7.43 

14 52.91 說不定(D) 5 145 820 7.41 

15 52.52 還要(Dfa) 5 182 820 7.35 

16 52.43 甚至(D) 13 1810 820 7.34 

17 51.98 正(D) 16 2561 820 7.28 

18 51.73 準備(VF) 6 478 820 7.24 

19 51.20 真是(D) 5 319 820 7.17 

20 50.75 當(VG) 8 1084 820 7.11 

21 50.67 不少(Neqa) 7 860 820 7.09 

22 50.30 算是(VG) 5 423 820 7.04 

23 50.21 也許(D) 7 936 820 7.03 

24 50.01 牠(Nh) 6 715 820 7.00 

25 49.89 原來(D) 6 733 820 6.98 

26 49.87 倍(Na) 5 476 820 6.98 

27 49.75 遠(VH) 6 753 820 6.97 

28 49.48 得(D) 8 1335 820 6.93 

29 49.45 比(P) 12 2419 820 6.92 

30 48.96 得(DE) 24 5976 820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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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六   以「呢 3」句子為關鍵詞全頻範圍採計之「呢 3」共現詞排序 
 C.C.Cheng Index 共現詞  共現詞頻 共現詞全頻 關鍵詞全頻 LogDice 

Index

1 61.94 萬一(Cbb) 6 161 321 8.67 

2 57.80 至於(P) 14 1361 321 8.09 

3 57.09 那(Dk) 17 1866 321 7.99 

4 54.81 CALL(FW) 2 6 321 7.67 

5 54.43 那麼(Dk) 8 1012 321 7.62 

6 54.40 陳為民(Nb) 2 13 321 7.62 

7 54.13 習題(Na) 2 22 321 7.58 

8 54.13 欣宜(Nb) 2 22 321 7.58 

9 52.52 善良(VH) 2 80 321 7.35 

10 51.85 團(Na) 2 107 321 7.26 

11 51.10 那麼(D) 6 1059 321 7.15 

12 50.69 旅遊(VA) 2 158 321 7.10 

13 50.37 刀(Na) 2 173 321 7.05 

14 49.41 結果(Dk) 4 763 321 6.92 

15 49.26 掛(VC) 2 229 321 6.90 

16 49.22 女孩子(Na) 2 231 321 6.89 

17 49.22 那(Nep) 40 10727 321 6.89 

18 49.08 症狀(Na) 2 239 321 6.87 

19 49.00 獎金(Na) 2 243 321 6.86 

20 48.14 類型(Na) 2 292 321 6.74 

21 48.09 旁邊(Ncd) 2 295 321 6.73 

22 47.96 以後(Nd) 3 615 321 6.71 

23 47.78 後來(Nd) 5 1266 321 6.69 

24 47.61 東尼(Nb) 4 970 321 6.67 

25 47.48 妳(Nh) 5 1313 321 6.65 

26 47.35 以外(Ng) 2 341 321 6.63 

27 47.31 要是(Cbb) 2 344 321 6.62 

28 46.88 隨(P) 2 372 321 6.56 

29 46.63 歌(Na) 2 389 321 6.53 

30 46.59 第三(Neu) 4 1105 321 6.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