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役結構、使役動詞

使役動詞的多重虛化─
從句法、語義和語用三層面觀之

z NP1＋使役動詞＋NP2＋V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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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令義動詞：表派遣、命令、要求等，
如：使、令、教、遣、着、叫…等。
2. 允任義動詞：表允讓、任由等，
如：縱、饒、任、由、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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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役動詞的多重虛化

研究緣起
z 致使義處置式 ：將那一艙活魚都走了。（《水滸傳》38回）
z 使役結構：致使、被動、假設、縱予
張麗麗
(2005, 2006a,
2006b)
z 一些心得：
z 致使用法中，使役動詞還是句中主要動詞。 ─句法
從使役到致使是「虛化」，不是「語法化」。
z 從使役到被動，從語義角度可以看得更清楚。 ─語義
z 早期使役假設句：「背離事實」。
─語用

1. 使役動詞 → 致使用法
屏王之耳目，使不聰明。（左傳‧昭公二十七年）

2. 使役動詞 → 被動標誌
總得苔遮猶慰意，若教泥污更傷心。（韓偓《惜花》）

3. 使役動詞 → 假設連詞
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公羊傳‧隱公三年）

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 （公羊傳‧隱公三年）

4. 使役動詞 → 縱予連詞

z 從句法、語義、語用三角度進行整體觀察

縱我不往，子寧不來？（詩經‧鄭風‧子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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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價值

4

報告內容

z 使役 vs. 連動

一、使役動詞各線虛化的過程和機制

 使役：NP1＋V1＋NP2＋VP2：我叫他們離開
 連動：NP1＋V1＋NP2＋VP2：我用筷子吃飯

二、從句法層面看虛化

（NP1 ＋V1＋VP2）

三、從語義層面看虛化

 致使、被動、假設、縱予
 P：問、跟、給、替、往、朝、照、把、將、捉、拿、趁、趕…

四、從語用層面看虛化

z 個別性 vs.普遍性
 漢語各使役動詞演變並不一致。
─同中求異、個別性
 各使役動詞同一用法並不完全一致。
 針對使役動詞每一線虛化，世界其他語言皆見得到平行發展。
─異中求同、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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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使役到致使 ─ 例句
一、使役動詞各線虛化的過程和機制
1.
2.
3.
4.
5.

從使役到致使
從使役到被動
從使役到假設
從使役到縱予
小結

(1) 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左傳‧定公元年）
(2) 且故興天下之利，除天下之害，令國家百姓之不治也，
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墨子‧節葬下）
(3) 今日經中道我聞，總教各各無疑慮。（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
(4) 長遣慈親血淚垂，每令骨肉懷愁戚。（變文‧父母恩重經講經

.1 文獻回顧
.2 我的看法
.3 演變過程及例句

文）

(5) 別離滋味濃于酒，着人瘦。（張耒《秋蕊香》詞）
(6) 故意要他們看著，只是叫人死心搭地。（《水滸傳》16回）
(7) 可是曹宅的清靜足以讓他想起鄉間來。（老舍《駱駝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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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獻回顧

1.2 我的主張

z 徐丹(2003) ：VP2不再是動作動詞 、NP1自主性
消失
z Sun (2005)：「着」
放置義＞使用義＞派遣義＞致使義＞被動、允讓義
代喻
隱喻
隱喻
隱喻
證據：「使」和「着」：使用、派遣和致使。

z 張麗麗(2005)：泛化(generalization)
z Bybee et al(1994: 289-293)認為「泛化」是語
言演變的機制之一：「在特定語境中由於失
去部分語義成分而造成搭配範圍放寬。 」
z 例如：
can: a) mental ability: He can read.
b) general ability: He can swim.
c) root possibility: The stadium can hold 10,000
spect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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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演變過程及例句

10

2. 從使役到被動 ─ 例句

a)「有意致使」
我要叫這忘恩負義的老東西不得好死！ （北大）
☆動詞意義的泛化，所搭配之謂語放寬：可操控→不可操控

(1) 總得苔遮猶慰意，若教泥污更傷心。（韓
偓《惜花》）

(2) 兩鬢青青，盡着吳霜偷換。（袁去華《雨中

b)「無意致使」
秋蟬也加入了昆蟲的大合奏，使秋意更加明顯了。（中研院）

花》）

(3) 外父的門風叫你弄壞了。（歧路燈）
(4) 祥子！你讓狼叼了去，還是上非洲挖金
礦去了？（駱駝祥子）

☆動詞意義繼續泛化，所搭配之主語放寬：人→事件、抽象事物

c)「描述致使」

不僅口感特佳，價格也令人滿意。 （中研院）
☆動詞意義繼續泛化，所搭配之賓語指涉放寬：特指→泛指

使役 → 有意致使 → 無意致使
→ 描述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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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文獻回顧
z
z

2.2 我的主張

太田辰夫(2003 [1958])、蔣紹愚(1994、2003、2004 [2002]、2005)、馮
春田(2000)、江藍生(2000)、徐丹(2003)、 Sun(2005)等
蔣紹愚(2003: 215) 三條件：
a)
b)
c)


漢語動詞表主動和表被動在形式上沒有區別；
─句法
使役句的謂語動詞是及物的；
使役動詞前面不是施事主語，而是受事主語。
NP2提到句首作主語，且NP1不出現，就為使役句轉化為被動句創造了條件

z

徐丹(2003: 230) ：「使令漸變為被動命令＞使令＞允許＞允讓＞任憑」

z

洪波、趙茗(2005)：限容讓型使役動詞，被動義從背景轉為前景

z

Sun(2005) 「着」：隱喻。
放置義＞使用義＞派遣義＞致使義＞被動、允讓義
代喻
隱喻
隱喻
隱喻
「着」、「讓」：使役、被動和允讓。

z
z

張麗麗(2006a)：推論(inference)
Bybee et al(1994: 285-289)認為「推論」是語言演變的機制之一：
「說話者所暗示的多過他所說的，聽者所得推論多過他所聽到
的。」顧名思義，推論機制主要涉及聽者理解語句的策略。
Horn(1985)：此與言談中省力原則有關。說話者只說他得說的，聽
者卻期待說話者盡可能說清楚。二者間的緊張狀態，使得聽者須盡
量從言談中汲取所有可能意義。
例如：
 I have done quite a bit of writing since we last got together.─自從
 Since Susan left him, John has been very miserable. ─自從、因為
 Since I have a final exam tomorrow, I won’t be able to go out
tonight.─因為
（Hopper & Traugott 2003 [1993])

z

z

─語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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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演變過程及例句

3. 從使役到假設 ─ 例句

z 使役動詞：使役＞允讓＞非自願允讓＞被動
主語：使役者＞允讓者＞非自願允讓者＞受事者
z 例句：
(1) 此二大德皆教人坐禪。（神會語錄）─使役
(2) 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金昌緒《春怨》） ─允讓
(3) 莫教門外過客聞，撫掌回頭笑殺君。（白居易《新樂府之杏
為梁之刺居處僭也》） ─允讓、非自願允讓（推論而得）
(4) 若教泥污更傷心。 （韓偓《惜花》） ─被動
z 否定語境：現代漢語的證據
(5) 不能讓你牽著鼻子走。（北大）
(6) 別讓人看見。（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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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公羊傳‧隱公
三年）

(2) 令冬月益展一月，足吾事矣！（史記‧酷吏列傳）
(3) 要扯了謊，就是個禽獸畜生！（《醒世姻緣》66回）

─岐義句：允讓、被動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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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文獻回顧

3.2 我的主張

z 解惠全(1987)、洪波(1998)及邵永海(2003)
a)「使」字句出現在假設分句中；
b)「使」字出現在句首，主語不出現；
c)「使」字後接成分可以獨立成句；
d)「使」字意義空泛。

z
z
z
z

z
z
z
17

張麗麗(2006b)：代喻(metonymy)
beads：祈禱文→珠子
providing, provided：動詞→假設連詞
I will come provided that I am well enough.
Stern (1931: 353) ：重組(permutation)
「當一個詞被置於一個詞組中，且該詞組所含的觀念和此詞的意
義有某種關連性，這個詞便傾向成為這個語境的一個單元。…在
經常使用之後，其間的相關概念便會傳到該詞，並最終取代該詞
的原本意義。」
Hopper&Traugott (1993, 2003: 88)：代喻(metonymy)
「標示出或指出原本不明顯的意義，但是該意義卻是實際言談中一個
自然的部分」 （頁92）
Bybee et al (1994: 282) ：「語境意義的吸納」(absorption of
contextual meaning)
Anttila(1989): 代喻是由於「相鄰」(integrity)或「具指標性」
(indexical)而造成的語義轉換。
18

3.3 演變過程及例句

4. 從使役到縱予 ─ 例句

z 結構重新分析帶動使役動詞重新分析



話題-評論句→假設複句
使役動詞→假設連詞

Haiman (1978)
‘Conditionals are Topics’

z 例句：

(1)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不往，子寧不嗣
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不往，子寧
不來？（詩經‧鄭風‧子衿）

(1) 使嗣國氏，禮也。（左傳‧成公十八年） ─話題-評論句

(2) 饒你丹青心裏巧，彩色千般畫不成。（變文‧

(2) 使死者反生，生者不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 （公羊傳‧
僖公十年） ─岐義句：話題評論句、假設句
(3) 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公羊傳‧隱公三年）
─假設句

(3) 任伊鐵作心肝，見了也須粉碎。（變文‧維摩詰

z 結構中的假設義被「使」字吸納，進而專由
「使」字表示假設義。

醜女緣起）

經講經文(五)）

(4) 讓他怎的個品學兼優，也不應快到如此。
（《兒女英雄傳》38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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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文獻回顧

20

4.2 我的主張
z 張麗麗(2006b)：隱喻(metaphor)

z 清朝袁仁林的《虛字說》(2004 [1746]) ：

 較具體領域→較抽象領域
 原本所表達的關係結構(the relational structure)或意
象架構(image schema)被保留到新的領域。

 「縱」字乃放開較量之辭，係跌宕語。（頁
113）

z 解惠全注：
 連詞「縱」是由「放縱」「縱予」義的動詞虛
化來的，…二者是古今字的關係。 （頁114）

z 前面、後面→前天、後天
空間領域→時間領域
前面
前天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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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演變過程及例句

5. 小結

z 結構重新分析帶動使役動詞重新分析

z
z
z
z
z

 對比句→縱予複句
 允任義使役動詞→縱予連詞

z 例句：
 任你千聖現，我有天真佛。（寒山 詩三百三首之160）
─對比句、兩個獨立事件
 任他華轂低頭笑，此地終無覆敗人。（陸龜蒙詩）
─岐義句：對比句、縱予複句
 任伊鐵作心肝，見了也須粉碎。 （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
(五)）
─縱予複句、兩事件間具有因果關係

z 態度義→事理間的邏輯關係
態度上不予理會→邏輯上不予考量
23

後面
後天

使役→致使：泛化
使役→被動：推論
使役→假設：代喻
意合連結→形合連結
(parataxis) (hypotaxis)
使役→縱予：隱喻
Bybee et al(1994)：
隱喻、推論、泛化、和諧(harmony)、語境
意義的吸納（＝代喻）
24

基本主張
二、從句法層面看虛化

z
1.
2.
3.

句法層面有助於掌握虛化的條件
使役動詞多重虛化的基礎在句法
致使用法中使役動詞不降類的原因在句法
使役結構各線虛化需多項句法條件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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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役動詞多重虛化的基礎

1.1 使役動詞各線虛化的共性

z 和連動結構比較

NP1＋使役動詞＋NP2＋VP2
老師
叫
學生 來聽演講
使役
戰爭
叫
百姓 流離失所
致使
帳冊
叫
警察 搜走
被動
且使
子
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 假設
任
伊
鐵作心肝，見了也須粉碎。 縱予

↑

↑

主語 謂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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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使役結構和連動結構比較

1.3 使役結構三個演變方向

z 使役結構：NP1＋V1＋NP2＋VP2

z 方向一：NP1操控性增強，成為致使者；
V1虛化為致使動詞。
z 方向二：NP1操控性轉弱，成為受事；
V1虛化為被動標誌。
z 方向三：NP1消失；
V1虛化為假設連詞
縱予連詞。

我
叫
他 離開
z 連動結構：NP1＋V1＋NP2＋VP2
我

用

筷子 吃飯

↑

↑

虛化

主要動詞

29

30

1.4 理論修正

修正意見

劉堅、曹廣順、吳福祥(1995: 161)
「如果某個動詞不用于“主-謂-賓”組合格式，
不是一個句子中唯一的動詞，並且不是句子
的中心動詞(主要動詞)時(如在連動式充當次
要動詞)，該動詞的動詞性就會減弱。當一
個動詞經常在句子中充當次要動詞，它的這
種語法位置被固定下來之後，其詞義就會慢
慢抽象化，虛化，再發展下去，其語法功能
就會發生變化」

「如果某個動詞不是句中唯一的動詞，而且是
句中反覆出現的動詞，即使這個動詞是句中
的主要動詞，其語法功能也可能發生變化，
甚至被重新分析為功能詞。語法化時，句中
未語法化的動詞和與之有直接論元關係的名
詞組構成固定的句法關係，並限定其他成分
演變的可能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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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致使用法並未降類

2.1 兩派觀點

z 致使用法中使役動詞明顯虛化
z 但它仍是句中主要動詞
z 其間的矛盾點可從句法角度解釋

z

主流看法：
 致使用法中的使役動詞是動詞

z

致使用法的使役動詞不同於一般動詞
 不能用「不」否定：*不使、*不令
 不能搭配體貌詞：*使了、*使著、 *使過

z

新近看法：
 致使用法中的使役動詞不是動詞
 「使＋NP」構成介詞短語，用作狀語（張靜 1980）
 使役動詞已經虛化為使役句的句法標誌詞（徐丹 2003）

z

問題所在：
 [愛情] 使 他 [發狂]。
主要動詞
主語

33

34

2.2 使役動詞明顯虛化

2.3 使役動詞還是動詞，且是主要動詞

z 使役→致使

z
z

 意義變抽象：命令、派遣、要求→使得、導致
 搭配範圍擴大：
NP1：人→其他、NP2：人→其他、VP2：可操控→不可操控
 句法特性改變：
(1) 這裏卻教了使人送還他去。 （《初拍》4卷）
(2) 叫了兩三個丫鬟扛抬了。（《二拍》34卷）
(3) 只得讓了狄希陳自己去。 （《醒世姻緣》99回）
(3) 讓著狄希陳吃了兩個火燒，一碗水飯。（《醒世姻緣》44回）

z

z
(4) *教/叫/讓了他受不了。
(5) *讓著他難以忍受。
35

論元搭配：[愛情] 使 他 [發狂]。
句中兩個動詞皆可否定

(1) 警方出動大批警力，卻無法使群眾離開會場。
(2) 警方出動大批警力，使群眾無法離開會場。
(3) 警方出動大批警力，卻無法使群眾不鬧場。 我不信他不知道
 比較：
(3) 他不肯替我收拾房間。
(4) *他替我不收拾房間。
時間副詞出現在使役動詞之前
(5) 慘象已使我目不忍賭了。
(6) *它使你已經眼花撩亂。─邢欣(2004: 105)
使役動詞本就不能用「不」否定、不帶體貌詞
(7) *老師不命令學生到操場集合。
(8) *老師命令了學生到操場集合。
36

2.4 解釋

2.5 虛化≠語法化

z 兩股力量拉扯
 使役動詞不是句中唯一的動詞，且是反覆出現的動詞→
使役動詞容易虛化
 唯使役動詞方能聯繫句中各成分間的論元關係→使役動
詞不能降類
z 已有降類傾向
 NP1 ＋ 使 ＋ NP2＋VP2
愛情
使
他
發狂
愛情 十分 令
人
陶醉 ─狀態化、人：充位成分
愛情 十分
可
怕

z 使役動詞已虛化，但並未語法化
z 語法化的定義：降類 (decategorialization)
 Meillet(1912)：「一個獨立詞彙轉成一個語法成分」。
 Kurylowicz(1975) ：「語法化包含一個詞從實詞邁向
功能詞，或是從較弱的功能詞邁向較強的功能詞的等
級的增加。」
 Hopper & Traugott (1993/2003: xv) ：「詞彙或結構在
特定語言環境中發展出語法功能的過程，一旦語法
化，還會繼續發展新的語法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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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促使使役動詞虛化的句法條件
三、從語義層面看虛化

3.1 主語不出現



致使用法：人→事件、物
假設、縱予：人→∮

3.2 非實然語態


假設、縱予

3.3 句法環境





被動：否定
假設：主題-評論句
縱予：對比句
假設、縱予：上句

即、便、就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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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主張

1. 各線虛化的語義演變脈絡和演變機制

z
1.
2.
3.

1.1 從使役到致使：

語義層面有助於掌握虛化的方向及普遍性
各線虛化皆有清楚的語義演變脈絡
使役動詞的功能分佈可從語義追蹤
跨語言間的平行發展其共通點在語義

 抽離具體動作義，留下致使關係：泛化

1.2 從使役到被動：
 使役＞允讓＞非自願允讓＞被動：推論

1.3 從使役到假設：
 命令義淡出，並吸納句中的假設義：代喻

1.4 從使役到縱予：
 不予理會＞不予考量：隱喻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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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役動詞各功能分佈
發展路線
從使役到致使
從使役到被動
從使役到假設
從使役到縱予


使令義動詞
使、令、教、叫、讓
教、叫、讓
2.1
2.2
使、令

2.1 為何使、令沒有被動用法？
z

允任義動詞

使、令→允讓→？非自願允讓≠→被動

(1) 乃夜去，不使人知。（史記‧游俠列傳）
(2) 君其必速殺之，勿令遠聞。（國語‧叔向諫殺豎襄）

2.3

z

比較

(3) 莫教門外過客聞，撫掌回頭笑殺君。（白居易詩）

讓、縱、饒、任

z

讓：奶奶今日問我，讓我告訴奶奶知道。（紅樓夢）

蔣紹愚(2004) ：上古漢語受事主語句不發達

a) 受事(＋施事)＋不＋動詞：小不忍，則亂大謀。（論語‧衛靈公）
b) 受事＋可/不可＋動詞：十世可知也？ （論語‧為政）
c) 受事(＋施事) ＋動詞＋之：老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論語‧公冶長）
d) 受事(＋施事)＋動詞詞組：出現於六朝，發達於唐

2.1 為何使、令沒有被動用法？
2.2 為何教、叫、讓沒有假設用法？
2.3 為何縱、饒、任沒有被動用法？
43

2.2 為何教、叫、讓沒有假設用法？

2.3 為何縱、饒、任沒有被動用法？

z

教、叫、讓→出現在假設分句 ≠→假設連詞
(1) 若教靖節先生見，不肯更吟歸去來。（趙嘏《贈桐鄉丞》）
(2) 叫那姓程的拿去，如剁了我的手一般。（《歧路燈》20回）
(3) 若叫老太太回來看見，又該說我們躲懶。（《紅樓夢》64回）
(4) 讓我知道你們報警，我馬上撕票。（中研院）
(5) 此事若讓老祖先知道了，不知會…（中研院）
z 比較：使、若使
(6) 使武安侯在者，族矣。（史記‧魏其武安侯列傳）
(7) 若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史記楚世家）
z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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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縱、饒、任：任由→ ≠非自願允讓→被動
肯定
否定
使令義 使 令 教 叫 讓
少見
允任義 縱 饒 任 讓
不使 不令 不教 不叫 不讓

蔣紹愚(2004) ：唐以後受事主語句發達
被動優先於假設，被動標誌虛化程度低：可表主語的意願、可否定
別讓他看到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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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語言的平行現象

3.1 從使役到致使：雙致使詞綴句

3.1 從使役到致使：雙致使詞綴句 (Kulikov 1993)
3.2 從使役到被動：
反身允讓句(reflexive permission) 、
不幸被動句(adversative passive)
(Keenan 1985、Washio 1993、Knott 1995、
Nedjalkov1993、Malchukov 1993、Novikova1980)
3.3 從使役到假設、縱予：希臘語as (Nikiforidou 1996)

1a. ju- ‘出來’（原型動詞）
1b. ju-v- ‘使出來、帶出’（帶一個致使詞綴）
1c. ju-vk’en ‘迫使(允許、要求等)出來’（帶兩個致使詞綴）
埃文基語(Evenki)
2a. rÑupit(a)- ‘工作’（原型動詞）
2b. rÑupita-pt(u) ‘使工作’（帶一個致使詞綴）
2c. rÑupita-pt-u-pt(u) ‘要求工作’（帶兩個致使詞綴）
曼斯佛古爾語(Mansi Vogul)
3a. úmúra- ‘給酒’（原型動詞）
3b. úmúgh-tú-fka ‘使給酒’（帶一個致使詞綴）
3c. úmúgh-tú-fka-hjqa ‘要求某人給酒’（帶兩個致使詞綴）
瑙肯愛斯基摩語(Naukan Esk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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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使役到被動：不幸被動句

3.2 從使役到被動：反身允讓句
1a. Elle l’a fait arrêter par la police.
她 他 讓 逮捕 由 該 警察
‘她讓他被警察逮捕了。’
1b. Elle s’est fait arrêter par la police.
她 自己 讓 逮捕 由 該 警察
‘她讓警察逮捕了。’

3a. (汝)莫教人笑汝。（寒山詩）
3b. 我教這孩子們笑殺我了」（《醒
世姻緣》45回）

3c. 你個鄉下腦頦！別讓我損你啦
！（駱駝祥子）

2a. John got Bill fired.
‘John使得Bill丟了工作。’
2b. John got himself fired.
‘John讓(人)革去了工作。’/ ‘John被革職了。’

z
z

通古斯語族有不少語言含兼表使役與被動的詞綴
「不幸被動句」(adversative passive)又稱「非自願允讓使役
句」(nonvolitional permissive-causative)（Malchukov 1993）

1a. ju:- ‘出去’
1b. i- ‘進入’

ju:-v- ‘使出去：帶出、拿出’
i-v- ‘使進入：帶入、拿入’

埃文語(Even)

2a. etiken-Ø
(imanra-du) imana-v-ra-n.
老人-[主格] 雪-[與格] 下雪-[不幸被動中綴]-[非未來]-[三單]
‘老人讓落雪打著了。/老人被落雪打著了。’

z

Keenan (1985: 262)：這類例句中的使役概念是間接的或「允
讓」(let)類型，而不是直接的或「強制」(force)類型。

z

Igor V. Nedjalkov(1993: 193)：反身允讓句是由於疏忽或主語無
法抗拒的特定外力，才造成該使役結果，並作用到主語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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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從使役到假設、縱予：希臘語as

as 的多重虛化

aphίÑemi →as
(1) « ή πÈως δύνασαι λέγειν τÈ§ω «αδελφ§Èω σου,
或 如何 能:二單
說:不定式 該 弟兄:與格 你的，

(1) as ÿ ixes
leftά ke θa
要是 有:非完成式:過去式:二單 錢 且 未來式
se pandrevόtan
amésos
你 結婚:非完成式:過去式:三單 馬上
‘要是你有錢，他將馬上和你結婚。’

«αδελφ\ε, Ï άφες

«εχβάλω

τò χάρφος

弟兄:呼格

讓:祈使態:二單 去掉:虛擬態:一單 該 刺

τò

«εν τ§Èω «οφθαλμÈ§ω σου, α«υτός τ\ην

關係代名詞 在

該 眼睛:與格

你的， 你

該

«εν τÈ§ω «οφθαλμ§Èω σου δοχόν ο«υ βλέπων;

在 該 眼睛:與格
你的 梁木
不 看見:分詞；
‘或者，你不見自己眼中有梁木，怎能對你弟兄說「讓我去掉你
眼中的刺」呢？’（出處：〈路加福音〉 6: 42）

(2) as xionÿisi
emÿis Θa
即使 下雪:完成式:非過去式:三單 我們 未來式
pάme
走:完成式:非過去式:一複
‘就算下雪，我們也要走。’
z

Nikiforidou (1996)：使役→假設：代喻；使役→縱予：隱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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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主張
四、從語用層面看虛化

z 語用層面有助於掌握虛化之後的發展及個別
性
1. 各用法早期的特性需從語用角度掌握。
2. 各用法後續發展呈現分化，亦需從語用角度
方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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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各用法早期的特性

1.1 使役致使句的早期特色

1.1 使役致使句：有意致使
1.2 使役被動句：遺憾、擔憂口氣
1.3 使役假設句：背離事實
1.4 使役縱予句：凸顯對比
z 主觀性強
z 保持(persistence)

z 有意致使：表明說話者的決心，多用於表達主語
意願、建議、威脅、宣誓、保證等。
z 現代漢語：「讓」字句
(1) 我吃飽吃不飽不算一回事，得先讓孩子吃足！（老舍《駱駝
祥子》）

(2) 她讓他們都看明白招弟是動不得的。（老舍《四世同堂》）

z 明清時期：「叫」字句

 當一個實詞語法化為功能詞之後，該詞原有的
一些句法特性還是會保留到功能詞的用法之
中。 (Hopper 1991, 1996)

(3) 你若不還，我叫你目前流血。（《水滸傳》14回）
(4) 故意要他們看著，只是叫人死心搭地。（《水滸傳》16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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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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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使役被動句的早期特色
z 帶有無法阻擋的遺憾口氣

z 有意致使延續使役句多項特性
 主語是人
 主語有行使意願
 NP2＋VP2為非實然

(1) 這仗都打敗了，人都叫人家殺了，八月一號還怎麼
奪權？（北大）
(2) 他們叫我哈薩克第一勇士，可是我的老婆兒子卻讓
漢人強盜殺了，你知不知道？（中研院）

z 或唯恐發生的擔憂口氣
(3) 假如不幸父母的棺材真叫人家給掘出來，他一輩子
的苦心與勞力豈不全都落了空？（北大）
(4) 私刻犯法，萬一讓公安局知道可就麻煩了。（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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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z 比較：法律條文中只用被字句(馬慶株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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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使役假設句的早期特色

z 不幸色彩：非自願允讓
z 特殊口氣：主語是受事，並殘留主使者特性
杉村博文：變無意為有意（致使義處置式）
「一件意想不到的、不如意的事情發生了。如果我
們及時採取相應的措施，本來是完全可以阻止它發
生的，但是我們卻沒有那樣去做，是我們的不明
智、無所作為使它發生了，這就等於我們“有意”去
做了那件事。一件事情的實現既是我們有意去做的
結果，也是我們沒能阻止它發生的後果。這種情況
我們往往用“處置式”來表達，以便表明自己對事情
的發生負有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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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離事實
z 背離既成事實
(1) 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史記‧秦始皇本紀）
z 背離現況
(2) 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史記‧
孔子世家）

z 背離常理
(3) 使神可祝而來，亦可禳而去也。（史記‧齊太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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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

保持

z 比較《史記》中的使、令、若字假設句
背離事實
「使」 42: 76%
「令」 14: 74%
「若」
1: 1%

可能情境
1 : 2%
1: 5%
82: 92%

列舉用法 總數
12: 22% 55 : 100%
4: 21% 19: 100% 史漢
6: 7%
89: 100%

z 使役句：NP1使得「NP2＋VP2」發生
「NP2＋VP2」需外力推動才會實現
「 NP2＋VP2」並非事實
→使役假設句：「NP2＋VP2」背離事實

(1) 薛公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
中計，勝敗之數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
矣。」（史記‧黥布列傳）
上曰：「是計將安出？」令尹對曰：「出下計。」
(2) 若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於虎矣。（史記‧楚
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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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

1.4 使役縱予句的早期特色

z 從對比句發展而來

z 凸顯對比
(1) 饒你丹青心裏巧，彩色千般畫不成。（變文‧醜女緣起）
(2) 任伊鐵作心肝，見了也須粉碎。（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
 情境虛設、用詞誇張、對比強烈
 最常用於形容某種情境，以強化某項論斷

z 比較：縱
(3) 縱有疑者，不敢呈問，未審為是為非。（神會語錄）
(4) 縱得衣食，自充不足。（變文‧廬山遠公話）

 上下句間保有對比關係
 NP2一定出現（可提前到使役動詞前）
(1) 任伊鐵作心肝，見了也須粉碎。（變文）
(2) 雲山任重疊，難隔故交情。（方干詩）
 NP2不是第一人稱
比較：
(3) 縱得漢兵，知將何用！（變文‧李陵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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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功能的分化

2.1 致使用法的分化

z 並存(layering)、擇一(specialization)、歧變(divergence)
(Hopper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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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存：語言中雖然已有某項句法功能，依舊會有新起結構加
入同一陣營，而且新結構不見得會取代舊結構，經常是新舊
並存的。例如：will, be going to…
擇一：來源不同的用詞可能在同一時期具有同一句法功能，
但隨著語法化的進行，其選擇縮小，由有限的、更具普遍意
義的用詞表示。例如：pas步, point點, mie屑, gote滴…
歧變：當一個詞已經虛化了，其原本的實詞用法還可能繼續
發展出新的句法功能。例如：使：致使、假設…
分化：原本用法相近的功能詞，隨著時代演變，在使用上出
現分工情形，各詞功能雖相當，但語用特性不同。

z 有意致使：「讓」字句
我們必須讓他們覺得他們的工作很重要、作品很獨特。（中研院）

z 有意致使，特別用於威脅：「叫」字句
但總有一天，我要叫你死在我手上，慢慢的死…慢慢的…（北大）

z 無意致使：「使」字句
然而，百年“海禁”，使這裏人煙稀少，建設遲緩。（北大）

z 描述致使：「令」字句
有這樣的回收率已經十分令人滿意了。（中研院）

2.1 致使：有意、無意、描述
2.2 被動：帶特殊口氣、中性被動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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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被動用法的分化（台灣）

類推 (analogy)

z 「叫」字句：無法阻擋或唯恐發生的口氣
z 「讓」字句：a) 無法阻擋或唯恐發生的口氣
b) 中性被動句
z 例句
(1) 我會讓他瞧不起啊！（中研院） ─唯恐發生
(2) 讓老師讚美好有成就感喔。（網路例句） ─中性
?叫老師讚美好有成就感喔。

z 致使用法
(1) 成績好不是讓老師讚美自己的唯一法寶。（網路）
(2) 在職場上如何讓長官賞識你？（網路）

z 歧義用法：致使、被動
(3) 做個讓父母讚美的孩子吧！（網路例句）
(4) 我希望自己是一個好媳婦，能讓長輩稱讚。（網路）

z 被動用法
(5) 讓老師讚美好有成就感喔。（網路）
(6) 我們苦上一年至兩年，認真學，應該很快就能讓公司提
拔。（網路）
(7) 盼著盼著，昨兒晚上，還真讓我給盼著了。（姜昆梁左
相聲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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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句法、語義和語用層面觀察虛化
z

總結

句法層面：虛化條件

 使役結構能夠發展出多項句法功能，關鍵在其結構特性；
 致使用法中，使役動詞不降類的原因在句法；
 使役結構的虛化，還需多項句法條件的配合。
z

語義層面：虛化方向、虛化的普遍性

 使役結構各線虛化皆呈現清楚的語義演變過程；
 各用法分佈可根據語義演變脈絡來推敲；
 其他語言所見和漢語使役結構平行的虛化演變，最適合從語義
層面來掌握其間的共通性。
z

語用層面：虛化後的發展、虛化的個別性

 各使役句新起的用法大都帶有鮮明特性；
 隨著時代推移，各使役句的同一用法逐步分化，各扮演同中有
異的語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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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義處置式？
z 蔣紹愚(2006: 10)：「至於 “致使義處置式”
的來源，現在還不很清楚，需要繼續研
究。」
z 我的心得：想從使役結構的歷史發展解決致
使義處置式的問題，並不是個聰明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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