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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臺閩語「微量」構式〔無啥物 X〕 

──等級模式和語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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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摘  要 

臺閩語構式 (construction)〔無啥物 X〕可表「微量」概念，指「某具象或抽象事物

的實際量 (X) 較預設值微小」，如〔無啥物人〕（不太多人），但是過去並未獲得注

意。X 的可能成分包含名詞、形容詞、情態／感知／行為動詞與「咧＋行為動詞」等六

種。除須具備〔＋等級化〕外，形容詞另須具備〔＋正極性〕，這部分可援引「等級模

式」(scalar model) 獲得詮釋。另者「啥物」作狀語雖限於否定語境，但修飾對象已擴及

其他動詞性成分。可見並非臨時性用法，應屬 IITSC (Invited Inferencing Theory of 

Semantic Changes) 的第二階段「話語類型意義」 (utterance-type meaning) (Traugott 

1999)，本文稱做「類副詞」(semi-adverb)。文中也由「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討

論「啥物」如何由「名詞性」疑問代詞，轉為「類副詞」範疇的過程，這部分過往也未

見討論。 

關鍵詞：啥物，〔無啥物 X〕，微量，等級模式，語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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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臺灣閩南語（下簡稱「臺閩語」）〔無啥物 X〕1 相當於傳達「微量」(paucal) 

概念的構式 (construction) (Fillmore et al. 1988; Goldberg 1995)，指「某具象或抽象

事物的實際量  (X) 較預設值微小」，過往並未受到太多關注。如例  (1a)2  與 

(2a)，須理解為「相較於預設值，只有少數人或只看少許的量」。反觀 (1b) 和 

(2b) 的「無＋X」僅屬一般的否定關係，並傳達「完全沒人或沒看」，因此與後接

子句或全稱量詞 (universal quantifier) 在邏輯上的相容性也各異。 

(1) a. 煞無啥人愛看，一个人得看爾。（大甲 2.15）3 

suah4 bo5 siann2 lang5 ai3 khuann3 tsit4 e5 lang5 tit4 

卻 沒 什麼 人 愛 看 一 CL4 人 在 

khuann3  nia5 

看  而已 

（卻沒什麼人想看，只有一個人在觀賞而已。） 

*b. 煞無人愛看，一个人得看爾。 

suah4 bo5 lang5 ai3 khuann3 tsit4 e5 lang5 tit4 

卻 沒 人 愛 看 一 CL 人 在 

khuann3  nia5 

看   而已 

（*卻沒人想看，只有一個人在觀賞而已。） 

                                                 

1 為明確區分各結構關係，本文以〔AB〕代表構式結構，「A＋B」代表一般非構式性結構，/A+B/ 

則同時表構式與非構式結構。 
2 本文閩南語語料的標音以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為主，做少量修改。標示上以調類為主，實際

運用上每字都有單字／連讀調。數字分別代表：陰平 (1)、陰上 (2)、陰去 (3)、陰入 (4)、陽平 

(5)、陽去 (7) 和陽入 (8)，其中陽上 (6) 歸入陰上，故未列出。 
3 本文例句來源的縮寫是以（書名．確切摘錄位置）。以（大甲 2.15）為例，「大甲」指《大甲鎮

閩南語故事集》；「2.15」則指第 2 頁，第 15 行。至於電視集或公報等，其後數字則分別為播出

集數或出版年分。若該系列故事集不只一冊，則於書名後再加上集數，如（臺南五）與（清水

一）等。 
4 本文的對譯縮寫標記代表術語分別為：CL=classifier; Part.=partical; DIM=diminutive; ASP=aspectual 

marker; suffix=suffix prefix; target=target ma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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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伊平常時（*完全）5 無啥看電視。 

i1 ping5 siong5 si5 uan5 tsuan5 bo5 siann2 khuann3 tian7 si7 

他 平 常 時 完 全 沒 什麼 看 電 視 

（他平常（*完全）不太看電視。）（指「量」不多） 

b. 伊平常時（完全）無看電視。 

i1 ping5 siong5 si5 uan5 tsuan5 bo5 khuann3 tian7 si7 

他 平 常 時 完 全 沒 看 電 視 

（他平常（完全）不看電視。） 

上述例句的比較說明兩件事。其一是〔無啥物 X〕不等於「無＋X」，其二則

是〔無啥物 X〕的「微量」語義無法由表面成分推知。而第二點也是將〔無啥物

X〕判斷為構式的原因，對此，第二節有更進一步的論證。 

類似情形同樣可在現代漢語 (Mandarin Chinese) 發現。如例 (3) 的「完全」

同樣無法修飾〔沒什麼 NP〕。 

(3) 操場現在（*完全）沒什麼人，只有幾個學生在打球。 

但在後接成分上，現代漢語的「什麼」只能後接名詞，6 以此來看仍屬於名詞

性疑問代詞 (nominal interrogative pronoun) 範疇（Tsai 1994；蔡維天 2008），功

能上相當於「定語」(determiner)。反觀「啥物」7（什麼，讀為 siann2 mih4，可省

                                                 

5 須說明，雖然「完全」無法用來修飾偏稱 (existentional) 構式〔無啥物 X〕，但另一全稱副詞

「攏」（都，讀為 long2），卻不會造成問題，如：伊平常時攏〔無啥看電視〕。對於上述矛盾，

本文認為肇因於，「攏」雖然傳達全稱概念，但修飾焦點 (focus) 卻是可以改變的，因此，當

「攏」和〔無啥物 X〕的焦點不同時，便可相容，反之，則相互牴觸。以前句為例，如果這裡指

的是「時間」，即：「在平時任何時點上，某人看的電視『量』都不多」，則兩者並無衝突。反

觀如果「攏」指的是「量」，即：「在平時任何時點上，某人看的電視『量』都為零」，將造成

彼此衝突。 
6 儘管現代漢語存在「沒什麼了不起」的用法，但「沒什麼 deg. adv.＋X」格式的能產性 (productive) 

並不高，可進入 X 的成分也不如臺閩語廣，如：*沒什麼漂亮／知道／想去，不適合將「什麼」視

作典型程度副詞。 
7 臺閩語「啥物」是由明清閩南語的「是物」演變而來（連金發 2012b），連金發 (2012a, 2012b) 

認為「物」（讀為 mih4）本指實體的東西，初始與「何」合用為「何物」，後世逐漸承載前一成

分的疑問語義，此後於盛唐時期（約八世紀前半）的敦煌寫本（如神會語錄、大目乾連冥間救母

變文等）出現與繫詞 (copula) 做焦點的「是」（讀為 si）合用為「是物」（關於「是物」的討論

另可詳見太田辰夫  (1968, 1988[1999])、志村良治  (1968, 1984[1994]) 與呂叔湘  (1985: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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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為「啥」8）在相同語境下，可容許的後接成分較多元，包含行為動詞 (active 

verb)、形容詞、情態動詞 (modal verb)、感知動詞 (psychological verb)，如例 (2a) 

與 (4a)-(6a)。其中行為動詞於例 (7a) 另可前接「持續體標記」(progressive aspect 

marker)「咧」（讀為 leh4）（即「咧＋行為動詞」），傳達「不常看電視」（表

「頻率」）。另外如例 (4b)-(7b) 顯示，「啥物」在這類語境的功能相當於副詞，

因此可與相應副詞替換，9 但無法同時共現。初步看來，「啥物」的功能在修飾後

接成分。同時隨後接成分的屬性不同，「啥物」分別被視為「定語」（後接「名

詞」）或「狀語」（後接「動詞性成分」），後者一般由「副詞」成分擔任。 

(4) a. 店雖然講無啥大啦，（四重奏 8） 

tiam3 sui1 lian5 kong2 bo5 siann2 tua7 lah4 

店 雖 然 講 沒 什麼 大 啦 

（店雖然說不怎麼大，） 

b. 店雖然講無真／*啥真大啦， 

tiam3 sui1 lian5 kong2 bo5 tsin1/siann2 tsin1 tua7 lah4 

店 雖 然 講 沒 真／什麼 真 大 啦 

（店雖然說不多／*怎麼多大，） 

(5) a. 銅山仔無啥會曉寫，（雲林五 130.18） 

tang5 san1 a2 bo5 siann2 e7 hiau2 sia2 

銅 山 DIM 沒 什麼 會 曉 寫 

（銅山仔不怎麼會寫，） 

                                                 

130)），即明清閩南戲文的「是乜（「物」的俗寫，亦讀為 mih）」並與「乜」皆可充作疑問詞，

如「是乜人」（什麼人）或「乜人」（什麼人），此後「是」則音變為「甚」sim2 屬廈門系讀

音，至於「啥」siann2 則為漳州系讀音，其鼻音來自「物」的鼻音聲母 (onset)，同樣可在「物」

省略的情況下單做疑問詞使用，如： 

(i) 我想講你來佇遮是卜做啥？（臺南五 164.14） 

gua2 siunn3 kong2 li2 lai5 ti7 tsia5 si7 beh4 tsue7 siann2 

（我想說你來這裡是要做什麼？） 
8 「啥物」在語料中，雖可能被記錄成不同書寫形式，如：「啥／乜／是乜／甚」等，但本文為求

行文統一，除維護語料用例的完整性外，其餘皆以「啥物」表示。 
9 本文以「替用法」檢測時，皆以首詞為原文用字，斜線（「／」）後是替換對象，如例 (4) 的

「無 啥／真／*啥真 大」，「啥」為原文用字，後兩者都是替換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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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銅山仔無真／*啥真會曉寫， 

tang5 san1 a2 bo5 tsin1/siann2 tsin1 e7 hiau2 sia2 

銅 山 DIM 沒 真／什麼 真 會 曉 寫 

（銅山仔不太／*怎麼太會寫，） 

(6) a. 住毋知偌久咱無啥知影啦，（清水一 6.12） 

tua2 m7 tsai1 gua7 ku2 lan2 bo5 siann2 tsai1 iann2 lah4 

住 不 知 多 久 咱 沒 什麼 知 道 Part. 

（住不知道多久我們不怎麼知道啦，） 

b. 住毋知偌久咱無真／*啥真知影啦， 

tua2 m7 tsai1 gua7 ku2 lan2 bo5 tsin1/siann2 tsin1 tsai1 iann2 lah4 

住 不 知 多 久 咱 沒 真／什麼 真 知 道 Part. 

（住不知道多久我們不太／*怎麼太知道啦，） 

(7) a. 伊平常時無啥咧看電視。 

i1 ping5 siong5 si5 bo5 siann2 leh4 khuann3 tian7 si7 

他 平 常 時 沒 什麼 在 看 電 視 

（他平常不怎麼看電視。）（指「頻率」不高） 

b. 伊平常時無定定／*啥定定咧看電視。 

i1 ping5 siong5 si5 bo5 tiann7 tiann7/siann2 tiann7 tiann7 leh4 

他 平 常 時 沒 常 常／什麼 常 常 在 

khuann3 tian7 si7 

看  電 視 

（他平常不常／*怎麼常看電視。） 

以上這些能進入〔無啥物 X〕的成分是否完全自由，不具其他限制？若否，其

限制為何？過往研究對此並未有過探索。下文將利用「等級模式」(scalar model) 

（Fauconnier 1975a，1975b；Yeh 1998；Israel 2001；趙靜雅、連金發 2009）的概

念，對前述限制提出詮釋。 

接著再看到例 (8b)-(12b) 的情況。例句顯示「啥物」的「微量」副詞用法，

無法獨立於否定語境使用。然而「啥物」在後接成分的多元化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基本上已和劉月華等 (2006: 222-224) 列出的典型程度副詞（如：最）相當。對

此，本文以為可將之視為「類副詞」(semi-adverb)，意指一種由非副詞向副詞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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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間階段，僅具部分副詞功能，尚無法完全獨立作副詞使用者。關於「啥物」如

何由名詞性疑問代詞轉作「類副詞」的過程，涉及「語法化」(grammaticaliztion) 

(Hopper & Traugott 2003) 運作。同時這也是決定〔無啥物 X〕的 X由名詞擴張至

其他動詞性成分的關鍵。這些同樣未見於前人研究之中，將是本文另一探索重點。 

(8) a. 伊真會曉作詩啦，（新社一 94.18） 

i1 tsin1 e7 hiau2 tsue3 si1 lah4 

他 真 會 曉 作 詩 Part. 

（他很懂得寫詩啦，） 

*b. 伊啥會曉作詩啦， 

i1 siann2 e7 hiau2 tsue3 si1 lah4 

他 什麼 會 曉 作 詩 Part. 

（*他什麼懂得寫詩啦，） 

(9) a. 伊的面生了麼真幼秀呼。（新社一 94.19） 

i7 e7 bin7 sinn1 liau2 ma7 tsin1 iu3 siu3 ho1 

他 的 臉 生 Part. 也 真 秀 氣 Part. 

（他的臉長得真秀氣。） 

*b. 伊的面生了麼啥幼秀呼。 

i7 e7 bin7 sinn1 liau2 ma7 siann2 iu3 siu3 ho1 

他 的 臉 生 Part. 也 什麼 秀 氣 Part. 

（*他的臉長得什麼秀氣。） 

(10) a. 彼我真知 loo3。（外埔 116.187） 

he1 gua2 tsin1 tsai1 loo3 

那 我 真 知 Part. 

（那個我很了解。） 

*b. 彼我啥知 loo3。 

he1 gua2 siann2 tsai1 loo3 

那 我 什麼 知 Part. 

（*那個我什麼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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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伊平常時定定看電視。 

i1 ping5 siong5 si5 tiann7 tiann7 khuann3 tian7 si7 

他 平 常 時 常 常 看 電 視 

（他平時常常看電視。） 

*b. 伊平常時啥看電視。 

i1 ping5 siong5 si5 siann2 khuann3 tian7 si7 

他 平 常 時 什麼 看 電 視 

（*他平時什麼看電視。） 

(12) a. 伊平常時定定咧看電視。 

i1 ping5 siong5 si5 tiann7 tiann7 leh4 khuann3 tian7 si7 

他 平 常 時 常 常 在 看 電 視 

（他平時常常在看電視。） 

*b. 伊平常時啥咧看電視。 

i1 ping5 siong5 si5 siann2 leh4 khuann3 tian7 si7 

他 平 常 時 什麼 在 看 電 視 

（*他平常時什麼在看電視。） 

本文在語料引徵上分兩部分。現代臺閩語以《臺灣民間故事集》（胡萬川主

編）以及「閩南語電視劇」（包括大愛電視臺的《四重奏》、《酒矸通賣無》等）

語料為主；早期臺閩語則包括明清閩南戲文《荔鏡記／荔枝記》（最早的「嘉靖

本」約刊於 1522-1566，最晚的「光緒本」刊於 1885）、教會傳教文獻《基督要

理》(Dotrina Christiana) (1605)、《臺灣教會公報》10 (1885-)（下簡稱「公報」）

和日治時期警察教科書《語苑》(1908-1941)（詳細對照表見附錄）。出處標於每句

之後。若遇前文已出現的例句，為避免閱讀混亂，將重新標號。另外為測試目的，

本文可能自設用例，或對例句進行修改。這部分已利用自省法  (introspective 

method)，並向其他閩南語發音人確認合法度與適用性，但不另做標記。若為修改

用例，以 (a) 小句為本句，其餘小句為修改句，出處則標於本句之後。文章架構

除首尾兩節的前言和結語外，第二節為文獻回顧；第三、四節分由等級模式及語法

                                                 

10 事實上，該刊物的刊名幾經更迭，最早名為《臺灣府城教會報》(1885-1891)，後歷經《臺南府教

會報》(1892.01-1892.12)，《臺南府城教會報》(1893-1905)，《臺南教會報》(1906-1913)，《臺灣

教會報》(1913.05-1932)，最後方為《臺灣教會公報》(1932.05-1942)，本文為求行文統一，暫統稱

《臺灣教會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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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觀點分析〔無啥物 X〕的分布限制與可能發展路徑。 

二、前人研究回顧與討論 

第一節提到〔無啥物 NP〕與「無＋NP」雖都傳達否定語義，但兩者並不全然

相等。其中〔無啥物 NP〕表示「並非完全沒有 NP，只是量不多而已」的「微量」

語義，「無＋NP」則傳達「不存在 NP」的語義。若以此審視例 (13) 將發現，例 

(13a) 其實可以有兩種解讀。一、全稱 (universal) 用法：可理解做「完全沒有病

痛」。因此可與傳達全稱概念的否定極詞 (Negative Polarity Item, NPI) 11「任何」

(Wang & Hsieh 1996) 互換，如例 (13b)。二、偏稱 (existentional) 用法：應理解為

「沒生大病」，而非完全沒病。因此與傳達全稱概念的否定極詞「任何」互斥，如

例 (13c)。 

(13) a. 我本來就無啥物病。（酒矸 18） 

gua2 pun2 lai5 to7 bo5 siann2 mih4 pinn7 

我 本 來 就 沒 什 麼 病 

（我本來就沒什麼病。） 

b. 我本來就無任何病。 

gua2 pun2 lai5 to7 bo5 lim7 ho5 pinn7 

我 本 來 就 沒 任 何 病 

（我本來就沒任何病。） 

                                                 

11 否定極詞的研究發韌於 Klima (1964: 264-323)，主要指某些極向分布於具有否定性或情感性 

(affective) 構式的詞項。Bolinger (1972: 27-47, 120) 與 Pearsall & Hanks (1998: 74, 637, 1066, 1766) 

指出幾種可能分布環境：1. 含有否定詞或蘊涵否定含義詞語（如：surprise, amaze, doubt 等）的命

題；就句法角度而言，否定詞（如：nobody, nothing）與否定極詞必須處於同一構式，且兩者間具

有 C-統制 (c-command) 關係。2. 條件句中表示前設的小句（如：If anyone bought that book, I will 

be glad.）屬情感性構式，即句中含有的否定語義，可用以認可否定詞項。由上述兩點可得出：否

定極詞一般指只能出現在否定句、條件句或疑問句等非肯定環境的詞項。Ladusaw (1980a, 1980b) 

與 Zwarts (1998) 等人也曾就邏輯語義學的角度，討論過否定極詞的定義與範圍，前者與

Fauconnier (1975a) 由「向下涵蘊」(downward entailing, DE) 理解否定極詞分布環境，後來 Von 

Fintel (1999) 提出 Straw-DE 以為修正，但仍有不足之處  (Gajewski forthcoming)；另有

Giannakidou (2002) 等人進行過相關探討，其中優劣得失可參考 Gajewski (forthcoming)，此處不再

多做說明。 



論臺閩語「微量」構式〔無啥物 X〕──等級模式和語法化 

 
367

*c. 我本來就無任何病，只是腰不時會酸爾。 

gua2 pun2 lai5 to7 bo5 lim7 ho5 pinn7 tsi2 si7 io1 put4 

我 本 來 就 沒 任 何 病 只 是 腰 時 

si5 e7 sng1 nia5 

常 會 酸 而已 

（*我本來就沒任何病，只是腰時常會酸而已。） 

若除去「強調」語氣，例 (13b) 的解讀約同於「無＋NP」（無病）。然而

「無病」並不存在語義歧異性 (ambiguity)。進一步比較 (13a) 與 (13b) 可發現，

「啥物」是造成前者有全稱否定與偏稱否定兩種功能的關鍵，這也顯示如何解讀

「啥物」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從語法範疇來看，「啥物」本身屬於名詞性疑問代

詞。過往對於疑問代詞的解讀，形式句法學 (formal syntax) 曾有過一系列討論。

首先，可根據疑問詞移位 (movement) 與否將語言分成兩種類型。12 其中漢語屬於

疑問詞在位 (wh-in-situ) (Huang 1982; Cheng & Rooryck 2000) 一類，需依賴句中或

語境中的「認可者」(licensor) 以 C-統制的方式賦予實際功能（Li 1992；Tsai 

1994；連金發  2012a；蔡維天  2008）。如例  (13b) 的「啥物」可透過否定詞

「無」的認可，傳達全稱概念的「完全沒有病痛」；另外也能與否定極詞「任何」

(Wang & Hsieh 1996) 互換。整體而言可統一理解為「完全不……」、「完全

沒……」。 

然而，若將形式句法學的觀點運用在例 (13c) 的解讀上，並無法獲得完滿的

解釋。由於該句主要傳達偏稱的「微量」概念，「啥物」也因此與全稱否定極詞

「任何」互斥。但是這裡卻無法從表層組成成分找到指派 (assign)「微量」語義的

認可者（「無」已用作全稱否定的認可者），這也顯示須另外從不同的角度討論例

(13b) 的情況。對於這部分，本文認為 Goldberg (1995) 提出的「構式語法」

(construction grammar) 提供了更適當的詮釋方式。下文將根據 Goldberg (1995) 提

出的條件進行討論。 

                                                 

12 過往學者（如 Li 1992；Tsai 1994；Cheng 1991，1995；Reinhart 1998；蔡維天 2008；張群等

2010）普遍將「wh-」疑問詞視為一個變項 (variable)，稱為「無定疑問詞」(indefinite wh-)，其功

能或語義可藉移位至不同句法位置上獲得不同詮釋，英語便是其中一個典型例子。但面對「wh-」

詞不移位（又稱「在位」）的語言（譬如漢語），Cheng (1991) 等認為這類「wh-」詞可在其運符 

(operator) 經 C-統制所形成的範域 (scope) 內獲得詮釋。相關研究詳參 Huang (1982) 以及 Tsai 

(1994)。儘管 Li (1992) 等人是以不移位的「什麼」作為討論對象，但在本現象上也可用來解釋

「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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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構式語法，構式的判斷須符合下列三項條件：（一）整體意義大於部分之

和，（二）句子的意義不能只根據組成成分的意義推知，（三）句法結構本身也表

示某種獨立意義，是一種約定俗成的「形式－意義」結合體。 

首先「啥物」的全稱否定用法是透過前接成分「無」的認可而來，這顯示本功

能可由表層結構推出，判讀上仍屬於一般結構義。反觀例 (13c) 的「微量」語

義，由於句中缺少明顯認可者（「無」已用作全稱否定的認可者），未能從部分成

分的組合直接推導。另外「微量」須依附整體結構才存在，成分缺一不可。以此來

看，〔無啥物 X〕本身便具有獨立意義，相當於「形式－意義」的結合體。本文基

於以上三點認為，將「微量」視為「構式義」較適當，〔無啥物 X〕則是「微量」

義的承載構式。13 

Huang (2013) 也在現代漢語中發現相同現象，如例 (14) 的「什麼」。但若併

參後接成分屬性則與「啥物」不同，「什麼」只允許 NP 為後接成分，「啥物」則

擴及 VP（參第一節）。 

(14) 小狗吃了很多東西 A，可是小豬沒吃什麼東西 B。(Huang 2013: 24) 

語義 1：小豬沒吃任何東西。（一般結構義） 

語義 2：小豬只吃了一點點東西。（構式義） 

Huang (2013) 認為，以上「歧異」(ambiguity) 主要產生於「對比」(contrast) 

語境中，這背後應是語用手段 (pragmatic strategy) 運作的結果。例 (14) 的「什麼

東西」原應理解為「完全沒有」(none)，但當說者想強調的是「東西 B 不足以與東

西 A相比，未能果腹」的意思，此時便產生了語義 2的理解。14  

對於 Huang (2013) 提出的觀點，本文原則上接受並認為有助詮釋〔無啥物

X〕的「微量」語義來源。但是 Huang (2013) 的討論僅著重在「語義」層面，且

「什麼」的後接成分僅限名詞，因此該文並未論及詞類擴展。反觀〔無啥物 X〕的

X 位置則不只包含一種後接成分，是以有待進一步探索 X 位置的詞類擴展，甚至

                                                 

13 事實上英文中也存在同屬「微量」概念的 “somewhat/somehow/somewhere”。Huang (2003) 認為，

應是「wh-」受到偏稱量詞 (existential quantifier)「some」認可 (license) 所致。這也顯示以上變項

的解讀取決於不同的認可者，因此「some＋wh-」仍是可直接由表面結構成分推知語義的一般結

構，與〔無啥物 X〕的情況並不相同。 
14 

Huang (2013) 將語義 2 稱為「不重要 (insignificant)」意義。然而，若一併考慮〔無啥物 X〕的 X

可能後接動詞性成分的情形，如例 (5)：銅山仔無啥會曉寫。兩者都表達「實際情況 (X) 較預設

值少」的語義，本文認為「微量」應是較適當的稱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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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擴展時所涉及的環境與過程。這部分將呈現於第四節中。 

綜上所述，/無＋啥物＋NP/ 具有全稱否定與「微量」兩種用法。然而兩者差

異在於全稱用法（即 NPI 表「完全沒……」）可直接由表面成分推出，屬一般結

構義。反之「微量」用法（偏稱）則因無法由結構成分推知，須視為構式義，並且

已由初始的語用手段成為常態用法，甚至擴及〔無啥物 VP〕。特別是後接 VP 時

「啥物」須歸作狀語，句法範疇上屬「類副詞」。但無論是全稱或「微量」用法，

都無法脫離否定語境存在，這也暗示二者在結構上的關係是不容忽視的。以上將於

第四節另做討論。  

三、等級模式與 X 的限制 

第一節提到，構式〔無啥物 X〕主要傳達「某具象或抽象事物的實際量 (X) 

較預設值微小」的概念。對於這個概念，本文以為可藉「等級模式」（Faucoonier 

1975a，1975b；Israel 2001；趙靜雅、連金發 2009 等）獲具體體現。關於等級模

式理論，下列第一小節有進一步介紹。對於 X 的可能成分（名詞、形容詞、情態

動詞、感知動詞、行為動詞及「咧＋行為動詞」）及其分布限制將於第二小節考

察，並在第三小節由等級模式進行詮釋。 

(一)等級模式 

根據 Fauconnier (1975a, 1975b)，「等級模式」涉及一組包含多個參數排列的

命題，命題間具語用推論 (implicature) 關係，並可連結到一個「等級」架構上。

以 (15) 為例，下列是句中「重物等級命題」。 

(15) 伊會當將大石頭扛起來， 

 i1 e7 tang3 tsiong1 tua7 tsioh8 thau5 kng1 khi2 lai5 

 他 能 夠 將 大 石 頭 扛 起 來 

 其他的應該嘛無問題。 

 ki5 thann1 e5 ing1 kai1 ma7 bo5 bun7 tue5 

 其 他  的 應 該 也 沒 問 題 

 （他可以將大石頭扛起來，其他的應該也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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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5) 的命題至少有三點，包含此間推論併陳如下：（一）存在不只一個重

物，（二）重物間的重量比序為：Xn＞～＞X1，（三）某甲可扛起最重的 Xn。並

可依此得出以下推論：某甲同樣可扛起較 Xn輕的其他重物。 

圖一是例 (15) 的等級模式：當主語「伊」能扛起較重的 Xn 為真，則可推論

「伊」應有能力扛起較輕的 X3～X1。 

 

 

          重 

          Xn    如果「伊」能扛起較重的 Xn， 

                應該也能扛起較輕的 X3～X1。 

          X3 

          X2 

          X1 

          輕 

 

圖一：重物的等級模式 

事實上前述命題須建立在「等級化」(gradable) 基礎上，因為僅當命題本身包

含等級概念時，重物間才具有比較基礎。這除了是等級模式的精神所在，同時例 

(15) 的推論也才有成立可能。本文認為「等級模式」可用來對〔無啥物 X〕提供

適當觀察與詮釋。從「微量」的精神來看，實際值和預設值都反映具備「等級」的

概念，如此一來才得以比較，進而方能得出「A少於 B」的結果。 

(二)X 的限制 

首先，看到名詞範疇的限制。據本文觀察，能進入〔無啥物 X〕構式的名詞成

分，須帶有〔＋等級化〕特徵。這裡是指「高低」或「嚴重性」等可用以量化（或

等級化）的概念是否已融入相應詞彙，如例 (16)-(17) 的「成績」（此處約同「成

就」）與「問題」（此處約同「病痛」），並非指相應詞彙的形式能否被量化，如

詞彙重疊 (redu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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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a. 啊我攏無啥物成績。（四重奏 34） 

ah4 gua2 long2 bo5 siann2 mih4 sing5 tsik4 

Part. 我 都 沒 什 麼 成 績 

（啊我都沒什麼成績。） 

b. 啊我攏無啥物成績， 

ah4 gua2 long2 bo5 siann2 mih4 sing5 tsik4 

Part. 我 都 沒 什 麼 成 績 

干焦做一個小課長爾。 

  kan1 na1 tsue3 tsit4 e5 sio2 kho3 tiunn2 nia5 

只 有 做 一 CL 小 課 長  而已 

（啊我都沒什麼成績，只是做一個小課長而已。） 

(17) a. 我想應該是無啥問題。（四重奏 4） 

gua2 siunn7 ing1 kai1 si7 bo5 siann2 bun7 tue5 

我 想 應 該 是 沒 什麼 問 題 

（我想是沒什麼問題。） 

b. 我想應該是無啥問題， 

gua2 siunn7 ing1 kai1 si7 bo5 siann2 bun7 tue5 

我 想 應 該 是 沒 什麼 問 題 

只是腰不時會酸爾。 

  tsi2 si7 io1 put4 si5 e7 sng1 nia5 

只 是 腰 時 常 會 酸 而已 

（我想是沒什麼問題，只是腰常常會酸而已。） 

再看到例 (18) 的情況。除名詞「體質」屬於〔－等級化〕，因此導致不合法

外，事實上也帶出了另一層思考。意即 (18a)「無啥體質」的違法是否應歸咎於

「無體質」本身也不合語法，如 (18b)。但這樣一來，便與〔無啥物 X〕構式無直

接關係。 

(18) *a. 這个囝仔本底真無啥體質。 

tsit4 e5 gin2 a2 pun2 tue2 tsin1 bo5 siann2 the2 tsit4 

這 CL 孩 DIM 本 來 真 沒 什麼 體 質 

（*這個孩子本來真沒什麼體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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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這个囝仔本底真無體質。 

tsit4 e5 gin2 a2 pun2 tue2 tsin1 bo5 the2 tsit4 

這 CL 孩 DIM 本 來 真 沒 體 質 

（*這個孩子本來真沒體質。） 

如果把「*無啥體質」歸咎於「*無體質」的不合法，是將〔無啥物 NP〕和

「無＋NP」視為兩個具衍生關係的詞組。如此一來是將這兩者視作非平行存在的

詞組與構式關係。但這樣卻也無法解釋下列現象：（一）為什麼此二者面對程度副

詞的修飾，合法度不一，如例 (19) 的「*真無啥氣質／真無氣質」。（二）為什

麼〔無啥物 NP〕具「微量」語義，但「無＋NP」卻只有全稱否定的理解。以上兩

點皆無法單由「啥物」的加入而推得，因此若將〔無啥物 NP〕和「無＋NP」視為

各自獨立的結構會是較為適當的理解。 

(19) *a. 這个囝仔生了真無啥氣質。 

tsit4 e5 gin2 a2 sinn1 liao2 tsin1 bo5 siann2 khi3 tsit4 

這 個 孩 DIM 生 Part. 真 沒 什麼 氣 質 

（*這個孩子長得真沒什麼氣質。） 

b. 這个囝仔生了真無氣質。 

tsit4 e5 gin2 a2 sinn1 liao2 tsin1 bo5 khi3 tsit4 

這 個 孩 DIM 生 Part. 真 沒 氣 質 

（這個孩子長得真沒氣質。） 

再者，能進入 X 位置的形容詞除同樣須帶〔＋等級化〕外，還有其他限制存

在。例 (20) 與 (21) 顯示，這類形容詞須帶〔＋正極性〕15 (positive) 特徵，如 

(20a) 與 (21a) 小句的「爽快」與「鬧熱」；相反地，〔－正極性〕的「艱苦」

（難過）與「稀微」（冷清）會導致不合法。 

                                                 
15 雖然一般情況下，「痛苦」屬於〔－正極性〕形容詞，且可進入〔無啥物 X〕，如「無啥物痛

苦」，似乎形成了反例。不過，「痛苦」也可做為名詞使用，相當於「人體的病痛」，如「就是

佇咧紀念講老母生囝的痛苦」（酒酐 17）。這種用法也可透過「任何」的替換來獲得論證，如

「因為有注麻藥，伊咧開刀的過程中並無啥物／任何痛苦」。因此「無啥物痛苦」的「微量」用

法應理解為〔無啥物 N〕，是以不受〔＋正極性〕限制，並非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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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 啊這个內親家轉去的時， 

ah4 tsit4 e5 lai7 tshin1 ke1 tng2 khi3 e5 si5 

Part. 這 CL 內 親 家 回 去 Part. 時 

心肝就無啥爽快啦。（大甲 144.01） 

   sim1 kuann1 tioh4 bo5 siann2 song2 khuai3 lah4 

心 肝 就 沒 什麼 爽 快 Part. 

（這個內親家回去的時候，心裡頭不怎麼高興。） 

*b. 啊這个內親家轉去的時， 

ah4 tsit4 e5 lai7 tshin1 ke1 tng2 khi3 e5 si5 

Part. 這 CL 內 親 家 回 去 Part. 時 

心肝就無啥艱苦啦。 

   sim1 kuann1 tioh4 bo5 siann2 kan1 khoo2 lah4 

心 肝 就 沒 什麼 艱 苦 Part. 

（這個內親家回去的時候，心裡頭不怎麼難過。） 

(21) a. 去臺灣東爿去看，逐位 

khi3 tai5 uan5 tang1 ping5 khi3 khuann3 tak8 ui7 

去 臺 灣 東 邊 去 看 每 處 

攏是山了了，無啥鬧熱。（大甲 110.09） 

   long2 si7 suann1 liau2 liau2 bo5 siann2 lau7 liat8 

都 是 山 多 多 沒 什麼 熱 鬧 

（到臺灣東邊去看，到處都是山，不怎麼熱鬧。） 

*b. 去臺灣東爿去看，逐位 

khi3 tai5 uan5 tang1 ping5 khi3 khuann3 tak8 ui7 

去 臺 灣 東 邊 去 看 每 處 

攏是山了了，無啥稀微。 

   long2 si7 suann1 liau2 liau2 bo5 siann2 hi1 bi5 

都 是 山  多  多 沒 什麼 冷 清 

（*到臺灣東邊去看，到處都是山，不怎麼冷清。） 

至於情態動詞部分，同樣可看出〔＋等級化〕限制。根據 Palmer (2001) 的分

類，大致可分為義務  (deontic)、認知  (epistemic) 與動力  (dynamic) 三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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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7) 顯示並非所有情態動詞都能進入〔無啥物 X(modal verb)〕，其中認知與動力

兩類可依肯定程度、能力或意願高低劃分成不同等級，因此允許進入構式之中。但

義務情態多涉非黑即白的是非觀念，不易區分等第，故導致不合法。 

(22) *你無啥會用／會使／會當 

li2 bo5 siann2 e7 ing7/e7 sai2/e7 tang3 

你 沒 什麼 會 用／會 使／會 當 

干焦揀輕鬆的穡頭去做。 

  kan1 na1 king2 khin1 sang1 e5 sit4 thau5 khi3 tsue3 

只 有 揀 輕 鬆 Part. 事 suffix 去 做 

（*你不太可以只選輕鬆的工作去做。）（義務） 

(23) *你無啥應當／應該／必要 

li2 bo5 siann2 ing1 tong1/ing1 kai1/pit4 iau3 

你 沒 什麼 應 當／應 該／必 要 

遐爾仔自私吧。 

  hiah4 ni7 ah2 tsu7 su1 pah4 

那 麼 Part. 自 私 Part. 

（*你不太應該那麼自私吧。）（義務） 

(24) 伊無啥肯定／確定 

i1 bo5 siann2 khung2 ting7/khak4 ting7 

他 沒 什麼 肯  定／確 定 

彼个人下晡敢會來遮。 

 hit4 e5 lang5 e7 poo1 kam2 e7 lai5 tsia5 

那 CL 人 下 午 是否 會 來 這 

（他不太肯定／確定那個人下午是否會來這裡。）（認知） 

(25) 伊無啥可能／會按呢做才著。 

i1 bo5 siann2 kho2 ling5/e7 an2 ne1 tsue3 tsiah4 tioh4 

他 沒 什麼 可 能／會 這 樣 做 才 對 

（他不太可能這樣做才對。）（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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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無啥愛／敢／願意共飼的款啦，（臺南五 128.02） 

bo5 siann2 ai3/kann2/guan7 i3 ka7 tshi7 e5 khuan2 lah4 

沒 什麼 愛／敢／願 意 target 飼 Part. 樣子 Part. 

（不怎麼願意餵他的樣子啦，）（動力） 

(27) 銅山仔無啥會曉寫，（雲林五 130.18） 

tang5 san1 a2 bo5 siann2 e7 hiau2 sia2 

銅 山 DIM 沒 什麼 會 曉 寫 

（銅山仔不怎麼會寫，）（動力） 

然而，例 (28) 中表義務情態的「通」（可以）似乎能進入〔無啥物 X〕。但

進一步來看，「啥物」在這裡仍為名詞性代詞。功能是用作定語修飾未出現的名詞

「e(mpty)」，並非用以修飾「通」。這與例 (22)-(23) 討論的情形不符，也不算構

式用法。真正的構式用法是使「通」後接不及物動詞，並且無法在「啥物」之後補

出名詞成分，如例 (29) 的「啥物」可直接修飾「通」。如此一來同樣造成不合

法，因此未與上述原則相悖。 

(28) （伊）食到無啥（ei）通食（ei）。（清水一 142.22） 

i1 tsiah8 kah4 bo5 siann2 tang1 tsiah8 

他 吃 到 沒 什麼 可 吃 

（他吃到沒東西能吃。） 

(29) 因為落雨，伊煞無（*啥）通出去。 

in1 ui7 loh8 hoo7 i1 suah4 bo5 (siann2) tang1 tshut4 khi3 

因 為 下 雨 伊 便 沒 什麼 可 出 去 

（因為下雨，他便沒（*什麼）能出去。） 

若再進一步檢視其他認知情態詞將發現，並非所有認知斷定 (assertive) 情態

詞都能進入〔無啥物 X〕。16 先比較 (25) 與 (30)，結果顯示，「一定／定著／的

確」的違和度明顯較「肯定／確定」高。對此，本文以為與「絕對性程度」有關。

                                                 
16 儘管「應該／應當」同樣具有認知斷定功能，但此二詞表該功能時，與否定詞的相對位置，一般

出現在否定詞之前，如：伊這馬應當無佇厝咧（他現在應該不在家），位置上較近副詞，不在本

文討論的情態動詞範圍內。至於在否定詞之後的情況，如：無應該，則表義務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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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一定／定著／的確」的絕對性較高，結果非黑即白。因此在不易違反的情形

下，也無法有等級之分。 

(30) *我下晡無啥一定／定著／的確會去。 

gua2 e7 poo1 bo5 siann2 it4 ting7/tiann7 tioh4/tik4 khak4  

我 下 午 無 什麼 一 定／定 著／的 確  

e7  khi3 

會 去 

（*我下午不太一定要去。） 

但如例 (31) 傳達「緩和語氣」(downtoner) 時，「一定」的違和度較「定著

／的確」來得低，這顯示不可忽視「特定語境」的作用。例如為減低「直接衝擊

度」17 轉以具「微量」功能的〔無啥物 X〕呈現，也符合本構式的概念。至於為

什麼只有「一定」勉強可進入，可能有習語化的因素，本文暫不細談。同樣情形也

可在例 (32)-(33) 發現。邏輯上義務情態的「會當」與程度副詞「偌」都無法進入

〔無啥物 X〕，但在緩和語氣語境中削減了這道限制，降低句子的違和度。 

(31) 甲：你下晡欲去無？ 

  li2 e7 poo1 beh4 khi3 bo5 

  你 下 午 要 去 無 

乙：無啥?一定／*定著／*的確 neh。 

   bo5 siann2 it4 ting7/tiann7 tioh4/tik4 khak4 neh4 

  沒 什麼 一 定／定 著／的 確 Part. 

（甲：你下午要去嗎？乙：不太?一定／*確定／*的確耶。） 

(32) 甲：明仔載會當予伊來無？ 

  bin5 a2 tsai3 e7 tang3 hoo7 i1 lai5 bo5 

  明 仔 天 能 夠 讓 他 來 無 

 

                                                 
17 「直接衝擊度」指的是：「無一定」（不一定）僅用以對某未來事件的發生機率進行「預測」，

傳達「發生率並非百分之百」的訊息，但是當此訊息與聽者原本預設值不同時，「無啥一定」

（不太一定）可減低此落差造成的衝擊，也是「緩和語氣」的基礎所在。 



論臺閩語「微量」構式〔無啥物 X〕──等級模式和語法化 

 
377

乙：伊無啥會當去喔。 

    i1 bo5 siann2 e7 tang3 khi3 oo5 

  他 沒 什麼 可 以 去 Part. 

（甲：明天可以讓他來嗎？乙：他不太可以去喔。） 

(33)18 甲：伊敢誠懸？ 

  i1 kam1 tsiann5 kuan5 

  他 Part. 很 高 

乙：伊人無啥偌懸大 neh。 

    i1 lang5 bo5 siann2 gua7 kuan5 tua3 neh4 

  他 人 沒 什麼 多麼 高 大 Part. 

（甲：他很高嗎？乙：他沒有多高大耶。） 

至於感知動詞、行為動詞與「咧＋行為動詞」部分，同樣須帶有〔＋等級化〕

特徵。如例 (6) 的「知影」和 (2a)、(7) 的「看（電視）」，分別涉及可量化呈現

的「了解程度」與「數量」或「頻率高低」。此處為篇幅考量，不重複列出。 

如表一所列，可進入〔無啥物 X〕者都須帶有〔＋等級化〕特徵。至於形容詞

範疇則因詞彙間存在〔±正極性〕對立關係，故另須〔＋正極性〕特徵的限制。 

表一：X位置成分的語義限制 

 〔＋等級化〕 〔＋正極性〕 

名詞 ＋ － 

形容詞 ＋ ＋ 

情態動詞 ＋ － 

感知動詞 ＋ － 

行為動詞 ＋ － 

「咧＋行為動詞」 ＋ － 

                                                 
18 感謝審查人提供此用例，促使本文得由「語用」角度，做進一步的思考。包含上述的「緩和語

氣」等功能，都是依此發想的成果。另者，審查人也提到，「緩和語氣」可能反映說者在語境

中，使用〔無啥物 X〕的主要心理態度，並能以之理解文中許多用例，如相較「無信主的人」，

是對存在數量完全否定，例 (35) 的「無啥物信主的人」，除表示尚有寥寥幾人外，語氣也相對淡

化、緩和。對於以上觀點，本文相當贊同，特此一併感謝。惟「語用」並非本文主要論題角度，

受限於篇幅，相關細節無法一一論述，或待未來另文進一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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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級模式的分析 

據上文第二小節分析，能進入〔無啥物 X〕的成分必須帶有〔＋等級化〕特

徵，若惟形容詞則另須具備〔＋正極性〕特徵。下文將利用「等級模式」提供適當

的認知基模 (cognitive schema) 加以詮釋。首先，「等級模式」是將某種評判標準

（如：熱鬧、高低等）化作等極參數值，再利用不同刻度定位傳達評斷者的看法，

這背後也涉入個人主觀認知於內。以 (34) 為例，背後概念具體呈現於圖二。 

(34) 去臺灣東爿去看，逐位攏是 

khi3 tai5 uan5 tang1 ping5 khi3 khuann3 tak8 ui7 long2 si7 

去 臺 灣 東 邊 去 看 每 位 都 是 

山了了，無啥鬧熱。（大甲 110.09） 

 suann1 liau2 liau2 bo5 siann2 lau7 lait8 

山 多 多 沒 什麼 熱 鬧 

（到臺灣東邊去看，到處都是山，不怎麼熱鬧。） 

就圖二的等級量尺來看。當評斷者使用〔無啥物 X〕時，可視為否定某預設立

場 Xn，認為實際上只存在較少量的 X3～X1。即傳達「實際值須較預設值減少」的

減量評判，19 以達至「微量」的效果。若以公式表示：當「預設立場」為 Xn，

〔無啥物 X〕則傳達 Xn-z，Z 須大於或等於 1，且 Xn-z不得小於或等於 0。Xn-z（下

標讀為 n減 z）隱含 Xn到 X0間的所有刻度，即 X3～X1。以上評判須建立在等級比

較上，也是設立〔＋等級化〕的原因。 

                                                 
19 須進一步說明的是，由〔＋正極性〕的限制來看，〔無啥物 X〕傳達的「微量」概念，與「減量

評判」間應具有「含蘊」(entailment) 關係，意即：凡滿足「微量」者，必然表現減量效果（實際

值較預設值減少）。反之，審查人提到，「減量」不一定都指「微量」，如以 5 為滿分，4 雖符合

減量概念，但「微量」更傾向指涉 1 或 2，以此審視〔無啥物 X〕的實際用例，皆傳達「僅比 0稍

多一些」的想法，這也是本文選以「微量」，而非「減量」為題的原因，在此一併感謝提點。儘

管這部分與圖一略有出入，或可視為「等級模式」理論，在論述〔無啥物 X〕的限制，但文中想

強調的是設立〔＋正極性〕的意義，針對這部分，該理論的詮釋仍具說服力，此優點不應被全盤

抹煞。 



論臺閩語「微量」構式〔無啥物 X〕──等級模式和語法化 

 
379

 

        熱鬧 

        Xn ← 預設 

 

        X3 

        X2  〔無啥物 X〕：表「減量」 

        X1 

        X0 

 

圖二：熱鬧的「減量」評判模式 

至於設立〔＋正極性〕的基礎，可由圖三獲具體解釋。與「熱鬧」相反，位於

另一極端的「冷清」（〔－正極性〕）傳達 X0 以下的負值概念。因此使用〔無啥

物 X〕表示「沒有那麼冷清」是指冷清程度僅 X-3～X-1，未及預設極端 X-n。如此

一來，原本概念上屬減量評判的「微量」卻成為實質的增量，兩者相抵觸而導致不

合法。可參考 Lakoff & Johnson (1980) 的概念隱喻 (conceptual metaphor)「MORE 

IS UP」與「LESS IS DOWN」，該隱喻是以垂直空間概念，映射 (mapping) 數量

概念。以此為認知基礎，能更進一步掌握圖二與圖三的邏輯差異。 

 

 

          X0 

          X-1 

          X-2  〔無啥物 X〕：表「增量」 

          X-3 

 

          X-n ← 預設 

          冷清 

 

圖三：冷清的「增量」評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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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啥物 X〕的發展路徑與機制 

隨著進入 X 的詞類不同，「啥物」也逐漸由名詞性疑問代詞轉化為類副詞，

這之間的發展可由語法化獲適當詮釋。本節將分三個次小節，首先簡介「語法化」

的定義以及和本文議題相關的機制，並用作後續分析的依據。接下來將考察〔無啥

物 X〕的可能形成時間、發展路徑，以及幾個相關結構間的發展關係。最後則利用

語法化理論，解釋演變涉及的機制與主觀化歷程。 

(一)語法化 

關於語法化的定義，Matisoff (1991) 認為語法化就是實詞虛化。但張誼生 

(2000) 卻指出，這兩種概念並不完全相等。語法化除側重語法範疇和語法成分的

產生外，已虛化成分也可能再次虛化。如：義務情態→認知情態，便超出實詞虛化

的範圍。據此看到「啥物」雖歷經「名詞→類副詞」的過程，但未進一步虛化，是

以下列討論暫不嚴格區分這兩種概念。至於「啥物」在〔無啥物 X〕中的後接成

分，從原始的名詞進一步擴及其他詞類，這是典型的泛化 (generalization) 現象，

也是判讀語法化的依據之一 (Bybee et al. 1994)。泛化指的是隨某一語素的應用範

圍更廣，儘管該語素將顯得缺乏較具體的意義，但其語法功能、使用範圍及使用頻

率也隨之加大。除推動語法化的機制外，下文將一併簡介此過程的重要推手主觀化 

(subjectification) (Traugott 1989)。此外本文也認為，Traugott (1999) 提出「導引推

論的語義變遷理論」(Invited Inferencing Theory of Semantic Changes, IITSC) 也可用

以詮釋〔無啥物 X〕的語法化。下列將依序進行介紹。 

首先，關於「語法化」的機制，Hopper & Traugott (2003) 於前人（如：

Langacker 1977；Harris & Campbell 1995等）研究基礎上，提出下列兩點。（一）

「重新分析」(reanalysis)：強調一個表達結構的變化，如邊界創立、遷移或消失 

(Langacker 1977: 58)。（二）「類推」(analogy)：對業已形成的句法規則進一步推

廣應用 (Harris & Campbell 1995: 97)。 

除上列兩項外，張誼生 (2000) 與 Traugott & Dasher (2002) 也提到「推論」

(inference) 20 機制。這是指一定語境中，將推導出的語境隱含義，逐漸獨立化、固

                                                 
20 關於「推論」機制，Rhee (1996) 稱做 pragmatic inference，Traugott & Dasher (2002) 稱做 inv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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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化。李櫻 (2003) 也在 Traugott (1999) 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提到，當代詞彙語義

呈現的多義現象應該是語用因素帶動語義變遷留下的歷史痕跡。 

再者如上所述，語法化通常也涉及主觀化。當語言使用時，說話人在說出一段

話的同時表明自己對這段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沈家煊 2001），Lyons (1977) 

與 Traugott & Dasher (2002) 等將之稱為「主觀性」(subjectivity)。主觀化便是指語

言為表現這種主觀性而採用的相應變化過程，同時也是一種「語義－語用」的演變

過程。Traugott & Dasher (2002) 更認為，主觀化是促發語法化的重要元素，主觀性

高低也常與語法化程度成正比。 

最後，Traugott (1999) 曾利用 Levinson (1995) 的三層次語義概念，21 進一步

提出「導引推論的語義變遷理論」，該理論認為語義變遷大致有三個階段。初始新

語義會先於個別語境中，產生某種話語表徵意義 (utterance token meaning)。此後經

長期使用，漸普遍化成話語類型意義 (utterance type meaning)。最後再限制化為語

義層面的標碼意義 (code meaning)。以上發展機制便是「推論」，也是主觀化的結

果，意即透過說話者強化個人主觀理解，進而將推理義提升至常態語義。本文將於

第三小節以之詮釋〔無啥物 X〕的語義和「啥物」的詞類演變過程。 

本文認為「語法化」理論提供的觀察角度，可對〔無啥物 X〕的發展做適當詮

釋。從語言發展角度來看，構式的形成一般由常態結構而來，爾後進一步擴展適用

範圍。過程中涉及「重新分析」、「類推」與「推論」等機制，分別在不同階段以

及語法部門（如：句法或語義）發生作用，過程中主觀性更是不可或缺的推力。下

兩節會依序對上述發展過程和語法化運作進行討論。 

(二)〔無啥物 X〕的發展路徑 

本節將依序考察下列幾點：（一）〔無啥物 X〕的可能形成年代，（二）相關

結構間的發展關係，（三）〔無啥物 X〕的形成環境。 

                                                 

inference，Hopper & Traugott (2003) 則直稱 inference，指稱觀念相近，可相互參照無礙。  
21 Levinson (1995) 認為，語義除表面上的話語意義（sentence meaning，相當於 Traugott (1999) 的標

碼意義）外，還須進一步分出：說者意義（speaker meaning，相當於 Traugott (1999) 的話語表徵

意義）和話語類型意義兩類，前一類相當於 Grice (1975) 的特殊會話隱含  (particularized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PCI)，是經由合作原則和語境的互動推算而得，後一類則不同，而是我

們根據對語言使用常模的期待所產生的解讀，也就是所謂「默認推論」(default inference)，是一種

語言使用的限制 (convention of use)，是經由不斷的、高頻率的重複使用所形成的共識（李櫻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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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根據本文考察顯示，「微量」構式〔無啥物 X〕可能形成年代最早出現在

《公報》，且在民國以前 (1885-1911) 已有 545 筆用例。至於出現在 X 位置上的

成分，如下例 (35)-(39)22 所示。除名詞「人」外，也在當時語料發現形容詞「妥

當」、感知動詞「捌」（明白）、行為動詞「得著」（獲到）以及情態動詞「會

曉」。綜參句子語義與可修飾詞類範疇，已可確定〔無啥物 X〕的構式地位以及

「啥物」的「類副詞」功能。 

(35)  chóng-sī tī-hia bô sím-mi ̍h sìn-Chú ê lâng。（公報 1886） 

總是 佇遐 無 啥物 信主 的 人 

總是 在那 沒 什麼 信主 Part. 人 

（總是在那沒什麼信主的人。） 

(36)  bô siáⁿ thò-tòng。（公報 1888） 

無 啥 妥當 

沒 什麼 妥當 

（不太妥當。） 

(37)  in-tián ê tō-lí bô siáⁿ bat。（公報 1888） 

恩典 的 道理 無 啥 捌 

恩典 Part. 道裡 沒 什麼 懂 

（不太明白恩典的道理。） 

(38)  bô sím-mi̍h tit-tio ̍h Sèng-keng ê hùn-bián。（公報 1910） 

無 啥物 得著 聖經 的 訓勉 

沒 什麼 得到 聖經 Part. 訓勉 

（不太獲到聖經的訓勉。） 

(39)  taⁿ-chiah phoà-pit bô siáⁿ ē hiáu siá。（公報 1899） 

今才 破筆 無 啥 會 曉 寫 

今才 破筆 沒 什麼 會 曉 寫 

（剛剛開頭，不太會寫。） 

接下來以《公報》為界，往前追溯至明清閩南戲文《荔鏡記／荔枝記》以及教

                                                 
22 教會公報是採行教會羅馬字，本文為尊重原著，不另做更動，惟為檢測目的，加入的成分，才會

依本文標準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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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傳教文獻《基督要理》。當時「是乜」（啥物）可用作疑問詞，如同單用的

「乜」23（物），同時仍存在可理解為「是焦點標記＋乜疑問詞」的情況（連 2012a，

2012b），如例  (40)。但未能發現「微量」構式用例，僅少數充作否定極詞者

（「無＋啥物＋NP」）。 

(40)  伊是乜等樣人？（光緒 41.072） 

i1 si7 mih4 ting2 iunn7 lang5 

他 是 物 等級 樣 人 

（他是什麼等級背景的人？） 

綜參前述考察結果並搭配文獻時期來看。先看到明嘉靖至清道光（「道光本」

刊於 1831 年）年間，這時期文獻皆未發現〔無啥物 X〕用例。至於在《荔鏡記／

荔枝記》與《公報》時序相疊部分，即 1885 年，臺閩語方面已見成熟用例。關於

《荔鏡記／荔枝記》未見紀錄，可能是使用「頻率」(frequency) 不高，也可能是

該劇本反映了更早以前的現象（連 2012a，2012b），是以未收錄較晚近用法。如

例 (40) 尚反映「是」與「乜」未完全融合，但在《公報》中已不復見，這顯示

〔無啥物 X〕於晚近臺閩語已成形。若比較例 (35)-(39) 與前幾節列出的現代臺閩

語，結果並無太大差異，且各用法至今仍習見於日常口語中，大致可視為共時層

次。在更早期語料不齊全的情況下，無法找到能適切反映發展過程的用例。故經權

衡考量後，第三小節將由共時 (synchronic) 層次，24 利用幾個相關結構釐清可能

發展過程。 

本文於第二節曾提到，/無＋啥物＋NP/ 具有全稱否定與「微量」兩種用法。

兩者差別在於能否直接由表面成分推知，進而可區分成一般結構義或構式義。如併

                                                 
23 雖然連金發 (2014) 提到「乜」在《荔鏡記／荔枝記》中具有程度副詞用法，如：林厝官人生得乜

親淺（順治 5.272），但該文也強調這是由指示詞「只乜」，經「葉式循環」(Jespersen’s Cycle) 

演變而來（詳參連金發 2014），較接近感嘆功能 (exclamatives)，且已可單用，不須特定構式輔

助。對此，本文認為比較「只乜」和疑問詞「啥物」（是乜），此間發展關係應不大。 
24 由歷時考察來看語法化，確實是重要的基礎考證。以此得出的推衍原則，也具有相當普遍性

(universal)。若運用在缺乏歷時語料記錄的語言現象（如部分的非洲語等）同樣具說服力，更可突

顯原則本身的普遍性。這點可藉 Heine et al. (1991)，Heine (2002) 與 Heine & Kuteva (2002) 的研究

獲得支持。更何況是一些正在進行，又或語言接觸造成的演變，如畬語的補語標記 tu11（郭必之

2009）。也可利用方言比較，甚至某語法化標記和內部詞類的互動比較看出演變過程及規律，如

小稱詞的發展（曹逢甫 2004，2006）。以上種種研究成果，皆支持由共時角度推導語法化過程，

並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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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觀化及「單向性原則」(unidirectional principle) (Hopper & Traugott 2003)，構式

義包含的主觀性較多，應屬後出者。這顯示〔無啥物 VP〕應是進一步泛化的結果，

「啥物」也由名詞範疇轉為類副詞範疇。對此，可整理 (41)-(42) 兩條發展路徑： 

(41) 「無＋啥物＋NP」→〔無啥物 NP〕→〔無啥物 X〕 

(42) 〔無 啥物N NP〕→〔無 啥物semi-Adv. VP〕 

上述發展路徑雖分別涉及語義和詞類範疇演變，但就語言普遍性來看，這兩條

路徑的演變軌跡大體類似，兩者皆經歷主觀化過程「臨時用法→常態用法」。學者

（如：李櫻 2000，2003 和 Traugott 1988）曾一再強調，不應忽視語用和語法演變

的關係。本文接下來將利用 IITSC 探查例 (41)-(42) 兩條路徑中，涉及的誘發語境

及運作機制。 

由「漸變性」(gradient)25 (Heine 2002) 看詞類範疇演變可知，A範疇和 B範疇

的過渡環境是證明此間關係的有力證據。該環境又稱「橋接語境」(bridging context) 

(Heine 2002)，即 A → A/B（橋接語境）→ B，一般用以指理解上具有兩解性（歧

異）的語境。針對 (41)-(42) 兩條路徑，本文認為「整合結構」/Neg＋啥物＋X/ 

可含括各種情形。因此應視為「無＋啥物＋NP」→〔無啥物 X〕的橋接語境。背

後的邏輯概念如 (43)-(44)： 

(43) 「X=NP」：a. 全稱否定結構（「無＋啥物＋NP」） 

       b. 「微量」構式（〔無啥物 NP〕） 

(44) 「X=NP」：「啥物」=定語 

 「X=VP」：「啥物」=狀語 

(三)〔無啥物 X〕的發展機制 

〔無啥物 X〕的發展涉及語義和詞類兩個部門，前一項指「微量」義的形成，

同時也是構式成立的關鍵。後者涉及「啥物」由名詞性成分轉為「類副詞」，也是

〔無啥物 X〕邁向成熟的轉捩點。接著將以第二小節中 (41)-(42) 兩條路徑為基

礎，分兩個次小節討論語義和詞類演變背後的誘發語境與運作機制。 

                                                 
25 「漸變性」指的是當 A 範疇向較虛的 B 範疇語法化時，並非一蹴即就，而是歷經 A→A/B→B 的

漸變過程，詳參 Hopper & Traugott (2003) 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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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義發展和構式形成 

關於「啥物」的語義轉變，本文以為可併參其對應詞「什麼」。Huang (2013)

認為例 (14) 的「什麼」在「Neg＋什麼＋NP」的語義歧異，主要產生於「對比」

語境中（參第二節）。類似的閩南語用例可見例 (45)，句中的「啥物」原應理解

為「完全沒有」，即否定極詞用法。但當說者想強調：「觀眾 B 人數不足以與觀

眾 A 相比（原來預設兩間戲院的觀眾一樣多）」的意思時，便可能理解為語義 2

（微量），這也是透過語用手段產生的結果。本文認為這樣的分析可詮釋「無＋啥

物＋NP」→〔無啥物 NP〕的發展。根據 Traugott (1999) 提出的 IITSC，新語義出

現依序需經過：話語表徵意義、話語類型意義、標碼意義等階段。若併參主觀化概

念的詮釋，說者透過主觀認知，可將〔無啥物 NP〕的形成過程理解為：原本無法

由表面成分導出的「微量」義，透過語用手段加進〔無啥物 NP〕，使之成為具特

殊語義的常用基模。這也是〔無啥物 NP〕由一般結構推升至「構式」的關鍵點。 

(45)  仝款搬這齣戲， 

kang7 khuan2 puann1 tsit4 tshut4 hi3 

同 樣 演 這 齣 戲 

這間戲園有真濟觀眾 A， 

  tsit4 king1 hi2 hng5 u7 tsin1 tsue7 kuan1 tsiong3 

這 間 戲 院 有 真 多 觀 眾 

但另外彼間煞無啥物觀眾 B。 

  tan7 ling7 gua7 hit4 king1 suah4 bo5 siann2 mih4 kuan1 tsiong3 

但 另 外 那 間 卻 沒 什 麼 觀 眾 

（同樣演這齣戲，這間戲院觀眾很多，但另一間卻沒什麼觀眾。） 

語義 1：彼間戲院沒有任何觀眾。（一般結構義） 

語義 2：彼間戲院只有一點點觀眾。（構式義） 

另一方面來說，上述發展也說明了〔＋等級化〕特徵的來源。常理來說「量」

的比較並非簡單的二元對立，非黑即白的存在。反而是以「等級」概念存在認知系

統中，圖四可說明例 (45) 的語義 2。「觀眾 B」的「微量」是與等級較高的「觀

眾 A」比較而來，也符合微量概念，意即實際量（觀眾 B）較預設量（觀眾 A）微

小，〔＋等級化〕也成為〔無啥物 X〕的常態概念。至於〔＋正極性〕是呼應「微

量」而生的特徵（參第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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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n ← 預設（觀眾 A） 

           

          X3 

          X2  〔無啥物 X〕（觀眾 B） 

          X1 

          X0 

 

圖四：預設和實際量的對比模式 

李櫻 (2000) 曾明確指出語用手段對語法演變的重要性，並直指「今日的句法

就是昨日的語用」。因此當語用造成了長期性的影響而非全然屬臨時性手段時，將

漸漸形成一種特定構式。據此來看，這背後的效應便不容忽視。以此看到〔無啥物

X〕的「微量」義，儘管最初是在「語用」情境中透過推理生成，但經過持續使用

之後已成為無法被不同語境抵消的「非臨時義」。如例 (46a) 除「微量」義外，

已無法得到「完全不……」的理解，同時也和 (46b) 的「無＋VP」語義不相符。

顯示這時「微量」義已脫離表徵意義階段，成為常態存在的獨立功能。 

(46) a. 伊平常時（*完全）無啥看電視。 

i1 ping5 siong5 si5 uan5 tsuan5 bo5 siann2 khuann3 tian7 si7 

他 平 常 時 完 全 沒 什麼 看 電 視 

（他平常（*完全）不太看電視。） 

 b. 伊平常時（完全）無看電視。 

i1 ping5 siong5 si5 uan5 tsuan5 bo5 khuann3 tian7 si7 

他 平 常 時 完 全 沒 看 電 視 

（他平常（完全）不看電視。） 

考察某成分的語法化發展，首重尋找詞類變化的語境。此外若在不同功能用法

間提出統一性 (unifying) 的理解，也是證實此間關係的重要證據。就〔無啥物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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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藉語用手段形成的「微量」概念便擔任承先啟後的關鍵角色。本概念除了是

確立構式的關鍵外，同時也用作後續發展基礎。依第一和第四節所述，〔無啥物

X〕修飾的概念可根據 X成分的不同分為下表幾種： 

表二：〔無啥物 X〕中 X成分和語義互動 

X成分 語義 

名詞 
具象名詞 

抽象名詞 
具體或抽象物的多寡 

靜態 

動詞 

形容詞 

感知動詞 

情態動詞 

特質、能力、意願及可能性的程度高低 

動態 

動詞 

行為動詞 行為消耗或製造量的多寡 

咧＋行為動詞 事件的頻率高低 

 

無論哪一種，在使用者主觀認知上都是某種「量」的體現。同樣也都是由「微

量」概念延伸而來，透過主觀化運作，此間連結可以一貫之。特別是「啥物」的

「類副詞」功能，同時對應到上述靜態與動態動詞兩類。「啥物」隨其後 X 成分

不同，進而產生出程度或頻率等概念。本文認為若將「啥物」本身視為「詮釋未

決」(underspecified) 狀態，可以為各次語義間提供更統一性的理解。 

2. 「啥物」的詞類演變 

關於詞類轉變部分，(42) 顯示過程大體為〔無 啥物N NP〕→〔無 啥物semi-Adv. 

VP〕。以「漸變性」來看，X 位置的發展應是逐漸擴散而非一步到位，下列也將

依此方向進一步釐清此間演變過程。 

首先看能進入 X 的成分屬性。據第一節考察顯示，大致可分為名詞、形容

詞、動詞（含感知與行為動詞）與情態動詞，其中前三種屬實詞 (content words) 

範疇。依 Radford (1988: 155) 所述，形容詞本身尚具有「±動詞」特徵，26 如：27 

可受動貌標記修飾（如：捌少年／食過）、受否定副詞否定（如：無重要／佮

意），但因為動態性稍弱，可視為靜態動詞。此外，部分的形容詞也可能被視為名

                                                 
26 Radford (1988: 155) 也曾以〔＋V, ±M(odal)〕區分一般動詞〔＋V, －M〕與情態動詞〔＋V, ＋

M〕。又或以〔±AUX〕區分助動詞和非助動詞。但本處重點在於釐清名詞、形容詞和其他動詞成

分，故未提。關於〔±名詞〕與〔±動詞〕特徵，對詞類的畫分可進一步參考原書。 
27 以下例句分以「Adj/V」方式並列。同時列舉一典型動詞，以說明形容詞兼具有「動詞」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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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28 以例 (47) 為例，句中 X 位置的「重要」理應有兩種解讀。其一為例 (47a) 29 

的名詞用法，另一則為例 (47b) 的形容詞用法，除分別可由例 (48) 和 (49) 獲

證外，也可視為 X成分由「名詞→形容詞」的橋接語境。 

(47) a. ná chhin-chhiūⁿ bô 〔siáⁿ/lim7 ho5
N tiōng-iàuN〕NP。（公報 1963） 

若 親像 無 〔啥／任何 N 重要 N〕NP 

若 好像 沒  什麼／任何 重要 

（好像沒什麼／任何重要。） 

b. ná chhin-chhiūⁿ bô 〔siáⁿ/hiah8〕Adv. 〔tiōng-iàu〕Adj.。 

若 親像 無 〔啥／遐〕Adv. 〔重要〕Adj. 

若 好像 沒  什麼／那  重要 

（好像不太／那麼重要。） 

(48)  tùi sìn-tô ū sím-mi ̍h tiōng-iàu？（公報 1967） 

對 信道 有 啥物 重要 

對 信道 有 什麼 重要 

（對信道有什麼重要？） 

(49)  iâ-so chin tiōng-iàu ê hoan-hù。（公報 1963） 

耶穌 真 重要 的 吩咐 

耶穌 真 重要 Part. 吩咐 

（耶穌很重要的吩咐。） 

對於「重要」的兩解用法，也是「啥物」詞類轉變的動因。接下來，將進一步

說明此間機制。首先，到底是〔無啥物 NP〕又或是〔無啥物 Adj.〕。「啥物」對

不同後接成分而言，雖都可視為某種「修飾語」(modifier)。30 但嚴格來說，不同

                                                 
28 這類形容詞還有「要緊」、「危險」等，但不是所有形容詞都可能有兩解，特此說明。另外若依

「動態性」而言，這類形容詞介於名詞與一般動詞之間，具備「橋接語境」的條件。 
29 句中雖以否定極詞「任何」測試，但僅是為更清楚呈現「重要」可解讀為名詞。並非強調該句為

一般結構義。事實上該句也可能理解作「微量」語義，這部分可後接子句測試。如：若親像無啥

重要，只是有點仔無方便爾（好像沒什麼重要，只是有點不方便而已）。顯示並非完全不重要。 
30 根據劉月華等 (2006: 469-470, 503-510) 所述，定語和狀語皆具有修飾功能，又各分兩種次類，其

中可對修飾成分，在數量、程度頻率等加以限制者，分稱「限定性定語」或「非描寫性狀語」。

但在被修飾成分的詞類上，定語指修飾名詞者，一般不由副詞擔任，狀語則用以修飾動詞和形容

詞，通常由副詞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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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詞類劃分並不相屬。儘管同為後接成分，但名詞的指稱性確實較形容詞強烈

許多，而這也強化了「啥物」的定語地位。這點可藉和「任何」替換得證。 

因此當例 (47b) 的後接名詞成分被理解為形容詞時，原有的指稱性也逐漸弱

化。爾後再受到「Degree Adv.＋Adj.」格式類推影響，使「啥物」被理解為「狀

語」。詞類上則可能被重新分析為類副詞，並可與程度副詞「遐」替換。例 (50) 

可具體呈現以上過程與概念。31 

(50)  語例：無 V〔啥物 N重要 N〕NP → 無 Adv.〔啥物〕Adv.〔重要〕Adj. 

公式：Neg. V〔啥物 N N〕NP → Neg. Adv.〔啥物〕Adv.〔Adj.〕 

（橋接語境） 

例 (50) 的轉變，事實上也開啟其他動詞成分得以進入〔無啥物 X〕的重要契

機。接下來，將進一步探討「形容詞→其他動詞成分」的擴展，先以功能範疇將其

他動詞成分進一步分成一般動詞（感知／行為動詞）及情態動詞。情態動詞屬功能

詞 (function words) 範疇，以單向性原則來看，情態動詞應是後起擴展結果。整體

而言應是「形容詞→一般動詞→情態動詞」，也是「泛化」和「類推」機制的運作

結果。 

先看到「形容詞→一般動詞」，這部分可由例 (51) 看出。X 位置的「要緊」

除了能理解為 (51a) 的形容詞外，也可理解作 (51b) 的一般動詞，同樣可由例 

(52) 和  (53) 獲證。其中例  (53a) 也可做  (53b) 的不及物動詞用法，並受到

「Degree Adv.＋V」格式類推影響，也為 X位置的「泛化」提供動因。 

(51) a. bô siáⁿ 〔iàu-kín〕Adj.。（公報 1894） 

無 啥 〔要緊〕Adj. 

沒 什麼  要緊 

（不太要緊。） 

                                                 
31 對於「名詞→形容詞」的過程，有另一種可能推論：由 Adj.＋N 組成的 NP，在〔無啥物 NP〕

中，省略 N 之後，進一步重新分析，使「啥物」成為副詞，即：無〔啥物(N)/Adv. 仝款Adj.（的所

在）〕(NP)→無〔啥物Adv.〔仝款Adj.〕〕。然而，本推論另須解釋的是，為什麼結構助詞「的」會跟

後接名詞一併省略？這和一般省略情形不一致，如：「我買的（東西）／*我買（的東西）伊無合

意」，過程也相對迂迴，整理而言，缺乏適切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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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ô siáⁿ 〔iàu-kín〕V。 

無 啥 〔要緊〕V 

沒 什麼  重視 

（不太重視。） 

(52)   lâi chàn-sêng chit-ê chin iàu-kín ê  sū。（公報 1910） 

來 贊成 這个 真 要緊 的 事 

來 贊成 這 CL 很 要緊 Part. 事 

（來贊成這個相當要緊的事。） 

(53) a. lâng long bô siáⁿ 〔iàu-kín〕V Siōng-tè ê Sèng-keng。 

（公報 1894） 

人 攏 無 啥 〔要緊〕V 上帝 的 聖經 

人 都 沒 什麼  要緊 上帝 Part. 聖經 

（人都不太重視上帝的聖經。） 

b. (tui3 tioh8) Siōng-tè ê Sèng-keng, lâng long bô siáⁿ 〔iàu-kín〕V。 

對 著 上帝 的 聖經 人 攏 無 啥 〔要緊〕V 

對 於 上帝 Part. 聖經 人 都 沒 什麼  要緊 

（對於上帝的聖經，人都不太重視。） 

至於「一般動詞→情態動詞」，下列 (54)-(55) 提供了適當動因。例 (54) 的

「會曉」除用作一般動詞外，也可能被理解為例 (55) 的情態動詞，這可由後接的

一般動詞得證。這背後是受到「Degree Adv.＋Modal V」格式的類推影響，可視為

X位置進一步的泛化。 

(54)  khoàⁿ-liáu chiū bô siáⁿ 〔ē hiáu〕V。（公報 1894） 

看了 就 無 啥 〔會 曉〕V 

看 Asp. 就 沒 什麼  懂 

（看完還是不太懂。） 

(55)  taⁿ-chiah phoà-pit bô siáⁿ 〔ē hiáu〕Mod.V siá。（公報 1899） 

今才 破筆 無 啥 〔會 曉〕Mod.V 寫 

今才 破筆 沒 什麼  會  寫 

（剛剛開頭，不太會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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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上述「啥物」的詞類變遷過程，本文認為也可以 Traugott (1999) 提出的

IITSC進行詮釋。Traugott (1995) 曾提到，廣義上語法化裡的主觀化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是一種歷史演變過程。過程中語義會愈發依附及反映出說者

的信仰或態度。在初始階段中，某句式的結構理解屬於較為具體、詞彙性、客觀的意

義。但在特定語法環境中重複使用，變得愈發抽象、語用、人際性 (interpersonal)。

這是因為受到說者信仰或態度影響，傳達以說者為主 (speaker-oreinted) 的功能。 

據此審視「啥物」的類副詞功能，雖然只限於否定語境，但可能後接成分包含

形容詞、情態動詞、感知動詞、行為動詞與「咧＋行為動詞」，基本上已和一般副

詞相當。儘管還無法脫離否定語境，單獨以標碼意義形式存在，但也不僅僅是「話

語表徵意義」（該階段約對應「無＋啥物＋NP」→〔無啥物 N〕的語用推理過

程）而已。總的來說，「啥物」用作類副詞應初步形成於具統一性的〔Neg. 啥物

X〕構式中。當語言使用者利用主觀認知，使〔無啥物 N〕的 N 被理解成動詞，進

而造成結構辨識上產生歧異的可能性。接著再引進副詞常用基模 (schema)「Degree 

Adv.＋verbal element」與〔無啥物 VP〕進行類比，這使得「啥物」在格式中被理

解成副詞，並且引發結構上重新分析。在〔Neg.V〔啥物N N〕NP〕→〔Neg.Adv.〔啥

物〕Adv.〔Adj.〕〕的演變過程中，初始時〔無啥物 X〕的 X 仍兼表 N/Adj.（即

〔Neg.V/Adv. 啥物N/Adv.〔N/Adj.〕XP〕）。整體結構正處於轉變的過渡階段，大致對

應「話語表徵意義」。爾後主觀性受到使用者重複使用而漸增，新功能也因此固定

下來。當 X 由不具名詞用法的形容詞擔任時，如「無啥媠」（不怎麼漂亮），約

對應「話語類型意義」。此後等到 X 進一步容許其他動詞範疇，「啥物」的類副

詞功能也正告成熟，「微量」構式〔無啥物 X〕的發展才算完滿。 

綜上可知，「微量」構式〔無啥物 X〕先透過語用推理發韌於否定極詞結構

「無＋啥物＋NP」（此時約對應上述「話語表徵意義」階段），爾後經過重新分

析與類推兩機制，使「啥物」發展出類副詞用法。甚至在後接成分上，更進一步含

括動詞成分。以上除體現泛化現象外，更是〔無啥物 X〕構式逐漸成熟的象徵（此

時約對應上述「話語類型意義」階段）。另依 Heine (2002)「並存」原則 

(persistence principle)，前行用法的部分特點在語法化後，仍會保留在後起用法之

中。這同時說明了，為何「啥物」用作否定極詞與類副詞都無法脫離否定語境而存

在的現象，並且也更支持「啥物」的類副詞功能是源自否定極詞功能的想法。茲將

上述語法化過程統整於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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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極詞結構 「微量」構式〔無啥物 X〕 

「無＋啥物＋NP」          step a.〔無〔啥物N  N〕〕 

 

                          「Deg. Adv.＋verbal element」 

 

         step b.〔無〔啥物〕semi-Adv.〔Adj.〕〕 

 

                          「Deg. Adv.＋verbal element」 

 

         step c.〔無啥物 semi-Adv. V/Mod. V〕 

圖五：〔無啥物 X〕的演變路徑 

最後，關於「啥物」在語音上的省略，不應單純理解為語法化後的語音弱化

(phonological weakening)。細觀 Hopper & Traugott (2003: 173-174) 與江藍生 (1999 

[2005]) 提到語音弱化，一般為音段 (segment) 弱化或丟失。如「了（lia �o，表行

為）」→吃「了（l��，表動貌 (aspect)）」，阮「囝（kiann2，表孩子）」→窗「囝

（a21，表小稱）」。這與「啥（物）」省減不可混一，但或許可由漢語的雙音節

特點來思考。「啥物」受到前接「無」為單音節詞影響，為配合雙音韻律，因而有

了省略形式的契機。 

五、結語 

臺閩語「微量」構式〔無啥物 X〕，在過往研究中罕為人所關注。本文試由

「等級模式」和「語法化」等角度，分別探究「微量」義對 X 成分的限制及構式

的發展路徑。 

考察顯示能進入〔無啥物 X〕的成分，包含名詞、形容詞、情態動詞、感知動

詞、行為動詞與「咧＋行為動詞」等，但也非全然自由，限制主要來自語義部分。

首先，須帶有〔＋等級化〕特徵。所謂「微量」是與等級較高的「預設立場」比較

而來。由「等級模式」來看，〔＋等級化〕有助具體區分等級刻度。同時也反映

「微量」在認知系統的概念，即「當『預設立場』為 Xn，〔無啥物 X〕則傳達

Xn-z，Z 須大於或等於 1，且 Xn-z不得小於或等於 0。」Xn-z隱含 Xn到 X0間的所有

語用推理 重
新
分
析

 

類推 

泛
化

 

類推 



論臺閩語「微量」構式〔無啥物 X〕──等級模式和語法化 

 
393

刻度，即 X3～X1（參圖一）。此外當 X 為形容詞成分時，須另外加上〔＋正極

性〕。這是為了不讓「微量」，成了實質的「增量」。如「*無啥稀微」反而是比

預期熱鬧，與構式語義牴觸而違法。 

另外本文也討論〔無啥物 X〕的發展，大致有三個階段。一開始，否定極詞結

構「無＋啥物＋NP」在「對比」語境獲得「微量」構式義，這一步先確立了〔無

啥物 NP〕的構式地位。稍晚後接名詞出現解讀「歧異」，如：重要 N/Adj.。當這個

成分被理解為形容詞時，原有的指稱性也隨之弱化。當「啥物」的定語功能開始鬆

動，再受到「Degree Adv.＋Adj.」格式類推影響。這一來也促成 Neg.V〔啥物 N 

N〕NP 被重新分析為 Neg.Adv.〔啥物〕Adv.〔Adj.〕，這也讓「啥物」由定語轉為狀

語。爾後 X 位置的成分繼續透過解讀歧異，以及「Degree Adv.＋V〔＋等級化〕/Mod. V

〔＋等級化〕」格式類推泛化至其他動詞成分，這一步也象徵〔無啥物 X〕構式已逐漸成

熟。上述發展過程中，無論是「微量」語義的產生，甚或語法化機制的運作都涉及

主觀性運作。背後都是使用者透過主觀認知，重新理解各成分關係而形成的主觀化

效應。此間變化皆由初始的「話語表徵意義」，漸漸固定為「話語類型意義」。以

上過程也符合 IITSC的預測。 

最後，據本文初步考察客家話的情形，這也是臺灣常見的另一種漢語南方方

言。在客語的名詞性疑問代詞「麼介」（什麼，讀為 mah8 kai5）之後，同樣有 1. 

形容詞，如：「平均」；2. 感知動詞，如：「知影」（知道）；3. 情態動詞，

如：「愛」（要）／「敢」(volition) 與「會曉」(ability) 等成分。此外「麼介」也

可接受合音形式的出現，讀為：「麼」（讀為 ma:5），32 儘管分布範圍可能受到

語言熟稔度影響（本文初步調查結果整理於附表一）。33 若進一步與其他方言比

較，以現代漢語代表的北方方言無法以名詞性疑問代詞「什麼」修飾動詞，只能以

副詞性疑問詞「怎麼」(how) 表達，34 如：「不怎麼好Adj.／敢 Mod. verb」。統整結果

大致為表三。 

                                                 

32 不同於「啥」失去「物」時並無明顯的語音改變，「麼介」的「介」脫落後會造成補償性延長 

(compensatory lengthening)。 
33 本文訪問的三位發音人都屬四縣客話，若初步依年齡層來看，可發現愈年輕的發音人愈傾向只採

省略形式，其中一位 50 歲以上的發音人則可接受所有附表二的組合並自由轉換「麼介」與

「麼」，本文以為若由年齡差視為語法化發展的量尺，某程度也說明語音變化的趨勢，但需有更

多語料支持。而三位發音人都無法接受副詞性疑問詞「樣般」（怎麼）（讀為 yong ban）的進

入，也顯示客語在這部分和臺閩語情形較一致。 
34 儘管現代漢語存在「沒什麼了不起」的用法，但是「沒什麼deg. adv.＋X」的能產性並不高，可進入

X 的成分也不如臺閩語廣，如：*沒什麼 漂亮／知道／想去，不適合將「什麼」視作典型程度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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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閩客語和現代漢語疑問詞修飾的成分比較 

方言 疑問詞 修飾成分 

臺閩語／客語 名詞性疑問詞（啥物／麼介） 
名詞性成分 

動詞性成分 

現代漢語 
名詞性疑問詞（什麼） 名詞性成分 

副詞性疑問詞（怎麼） 動詞性成分 

 

表三顯示當疑問詞作修飾語使用時，臺閩語和客語選用單一系統兼做定語或狀

語。北方漢語則維持雙系統分治，這可能反映了南北方言區的差異。然而這裡僅是

初步觀察，更全面的討論還需要進一步調查其他方言，並輔以更細致的分析與語料

佐證。 

 

（責任校對：李奇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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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例句出處索引 

編者 年代 書名 出版者 代稱

佚名 明嘉靖 
《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詩詞北

曲勾欄荔鏡記戲文全集》 
臺北：從宜出版社 嘉靖 

佚名 明萬曆 《新刻增補全像鄉談荔枝記》 臺北：從宜出版社 萬曆 

佚名 清順治 
《新刊時興泉潮雅調陳伯卿荔枝

記大全》 
臺北：從宜出版社 順治 

佚名 清道光 《陳伯卿新調繡像荔枝記全本》 泉州：中國戲劇出版社 道光 

佚名 清光緒 《陳伯卿新調繡像荔枝記真本》 臺北：從宜出版社 光緒 

佚名 1605 《基督要義》 

不詳，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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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無麼介 X〕中 X的詞類成分
35

 

受測者 謝（26歲） 羅（34歲） 陳（50歲） 

麼介／麼 麼介 麼 麼介 麼 麼介 麼 

形容詞 6.5 11 6 9 15 15 

感知動詞 0 0.5 2 0 2 2 

情態動詞 0 3 3 0 4 4 

積分統計 6.5 14.5 11 9 21 21 

附表二：〔無麼介 X〕中 X的成分調查 

受測者 謝（26歲） 羅（34歲） 陳（50歲） 

麼介／麼 麼介 麼 麼介 麼 麼介 麼 

形容詞 

仝（款） ＋ ＋ － ＋ ＋ ＋ 

好 ？ ＋ － ＋ ＋ ＋ 

安寧 ＋ ＋ － ＋ ＋ ＋ 

（相）像 ＋ ＋ － ＋ ＋ ＋ 

像 ＋ ＋ － － ＋ ＋ 

歡喜 － ＋ ＋ － ＋ ＋ 

爽快 － － * － ＋ ＋ 

好額 － － * － ＋ ＋ 

好看 ＋ ＋ ＋ ＋ ＋ ＋ 

通（順） － － ＋ * ＋ ＋ 

要緊 － ＋ ＋ ＋ ＋ ＋ 

平均 ＋ ＋ ＋ ＋ ＋ ＋ 

成 － － * * * * 

歹（味道） － － * * * * 

鬧熱 － ＋ － ＋ ＋ ＋ 

足月 － ？ * * ＋ ＋ 

適合 － ＋ ＋ ＋ * * 

成人 － － * * ＋ ＋ 

 

 

 

 

                                                 

35 附表一的統計取自附表二的歸納結果，符號指涉與配分：＋：表示可接受（1 分）、？：表示勉強

接受（0.5 分）、－：表示不可接受（0 分）、*：表不知道怎麼表達（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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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者 謝（26歲） 羅（34歲） 陳（50歲） 

麼介／麼 麼介 麼 麼介 麼 麼介 麼 

感知動詞 
知影 － － ＋ － ＋ ＋ 

會（曉）（了解） － ？ ＋ － ＋ ＋ 

情態動詞 

會（曉）（能力） － ？ ＋ － ＋ ＋ 

可能 － ＋ * * ＋ ＋ 

愛 － ＋ ＋ － ＋ ＋ 

敢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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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aucal’ Construction [無啥物 X] in Taiwanese 

Southeern Min:  

The Scalar Modal and Grammaticalization 

Su, Chian-t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anytaung@gmail.com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paucal’ construction [無啥物 X] ‘very few, 

barely’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TSM). The elements that can occur in this 

construction include nouns, adjectives, modal verbs, psychological verbs, active verbs, 

and ‘咧 + active verb.’ According to the ‘scalar model,’ all of these elements should 

possess the feature [+scalar] to specify the idea ‘scalar.’ Adjectives, in particular, 

should make [+positive] prominent as well.  

啥物 ‘what’ can be treated as a ‘semi-adverb’ when it modifies the following 

verbal element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啥物 ‘what’ from a interrogative pronoun 

to a semi-adverb, which has not heretofore been discussed, is another focus of this 

paper. 

Key words: 啥物 ‘what,’ [無啥物 X] ‘very few, barely,’ paucal, scalar modal,  

grammaticalization 

（收稿日期：2014. 4. 11；修正稿日期：2014. 9. 29；通過刊登日期：2014. 1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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