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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現代漢語的強調語氣副詞「可」有豐富的功能，但其來源卻始終沒有談清楚。雖然

過去對其來源已提出許多種不同主張，但各派主張均有難以周全之處，而且也未能留意

到「可」重讀與輕讀之別。本文主張，重讀的「可」源自可行義情態動詞，而輕讀用法

則源自反詰副詞，文中將提出相應歷史證據以為支持，並探討這兩線演變所涉及的語用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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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漢語複句與單句轉換研究」(MOST 103-2410-H-002-084-MY2) 部分研究成

果。初稿曾宣讀於「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第 351 次學術討論會」（臺北：2014 年 10 月 22

日），會上承蒙魏岫明教授講評，投稿後更承蒙《清華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多次惠賜諸多寶貴

意見，謹此深致謝忱。文中利用「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

語料庫」、「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以及「全宋詩分析系統」檢索資料，並獲楊素

梅、白孟仙、羅喻方、李育憬、陳蕾琪等多名助理協助整理語料，亦於此一併致謝。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lilichang@ntu.edu.tw 



清  華  學  報 

 
2 

一、序 

漢語史上，「可」始終是個高頻詞。它是先秦至今的基本情態動詞（或稱助動

詞或能願動詞），並從東漢開始陸續發展出疑問、強調與轉折這三種語氣副詞用

法。「可」的這三種副詞用法均沿用至今，但疑問用法已轉趨衰微，轉折用法則很

快就發展為連詞，其中就以強調用法最為發達，有日見興旺之勢，且具鮮明的口語

性。究竟「可」的強調語氣用法是如何形成的，這是本文所欲探討的核心議題。 

(一)現代漢語中的語氣副詞「可」 

在漢語語法體系中，副詞是個混雜的詞類，其成員有的近實詞，有的近虛詞，

語氣副詞屬後者，是較難掌握的類型。在漢語語法研究中，副詞的次類劃分始終是

個老大難問題，但無論怎麼分，大多有語氣副詞這麼一個次類。1 語氣副詞表示說

話者對命題的立場、態度或感情，它不影響句子的真假值，卻能在話語中留下說話

者的個人印記，帶有鮮明的主觀性 (subjectivity)。史金生 (2011: 58) 如此定義語氣

副詞： 

語氣副詞是表達說話人情感認識的副詞。根據沈家煊  (2001)，情感 

(affect) 包括感情、情緒、意向、態度等，認識 (epistemic modality) 是

說話人主觀上對命題是否真實所做出的判斷，涉及可能性和必然性等。

所以，我們把能夠表示上述語法意義的副詞都歸入語氣副詞。 

                                                 

1 分得少的像是邢福義 (1996: 183-184) 將副詞區分為三大類，包括一般副詞（表程度、時間、否

定、範圍、頻率等）、語氣副詞、關聯副詞，語氣副詞是單獨列為一類的；分得多的像是呂叔湘 

(2003 [1980]: 18) 一書將副詞分成八類，計有：範圍、語氣、否定、時間、情態、程度、處所、疑

問，亦有語氣副詞一類，所論語氣副詞共五個，「可」就是其中之一；又例如劉月華等人 (2003: 

212) 一書則將副詞區分七類，計有：時間、範圍、重複頻率、程度、語氣、肯定／否定、情態，

「可」列為語氣副詞的首例。附帶一提，呂叔湘與劉月華二書中的情態副詞與本文所言情態不

同，前書係指「正」、「反」、「橫（著）」、「豎（著）」、「一塊兒」、「一起」等副詞，

後書係指「猛然」、「依然」、「逐步」、「漸漸」、「親自」、「毅然」、「互相」等副詞，

多是描述執行行為的方式，亦稱方式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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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的語氣副詞數量不少，現代漢語就有兩百個之多，2 一般語法書常提到的

有「可」、「才」、「又」、「也」、「卻」、「倒」、「偏」、「幸虧」、「多

虧」、「難道」、「何嘗」、「居然」、「究竟」、「到底」、「偏偏」、「索

性」、「簡直」、「反正」、「也許」、「大約」、「好在」、「幾乎」、「差點

兒」、「果真」、「果然」、「明明」、「敢情」等（以上取自呂叔湘 (2003 

[1980]: 18) 以及劉月華等人 (2003: 212)）。這些詞所表語氣大多固定，但也有少

數是多元而難以捉摸的，「可」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能傳達疑問、強調與轉折這三

種語氣。為求行文方便，下文這三種語氣副詞用法將各以疑問副詞、強調副詞與轉

折副詞簡稱之。 

疑問副詞「可」的用法還可區分三種，分別為反詰、推度詢問和究問語氣，各

相當於「難道」、「是否」、「究竟」三詞，見例 (1)。例 (1a) 中的「可不是」

意思相當於「難道不是」，「可」為反詰用法；例 (1b) 中的「可」表詢問，用法

相當於「是否」，但語氣顯得客套，一般稱之為推度詢問用法（江藍生 1990）；

例 (1c) 中的「可」則用於追問，不同於前兩種疑問用法，此用法搭配疑問詞，如

例句中的「哪兒」（張麗麗 2016a）。轉折副詞「可」則接近「卻」與「倒」，見

例句 (2)。3 

(1) a. 可不是嗎？ 

b. 你嫂子……可好？ 

c. 那些錢可都上哪兒去了？ 

(2) 嘴裡不說，心裡可想著呢！ 

相較於前兩種語氣副詞用法，強調副詞「可」很難找到與之相通者，且其用法

相當廣泛。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1957 級語言班 (1986: 299-303)、楊惠芬 (1993) 

以及蔣協眾與魏會平 (2008) 均指出，現代漢語的語氣副詞「可」有輕讀與重讀之

                                                 

2 例如李泉 (1997: 381-390) 一文列有 151 個語氣副詞，楊榮祥 (1999: 84) 一文列有 130 個語氣副

詞，張誼生 (2000: 55-62) 一書論及 159 個語氣副詞，史金生 (2003) 一文論及 175 個語氣副詞，

齊春紅 (2008: 43) 一書列有 170 個語氣副詞（其中 41 個為典型語氣副詞，129 個為邊緣語氣副

詞），史金生 (2011: 65-68) 一書論及 181 個語氣副詞，齊滬揚 (2011) 這部辭典則收有 208 個語

氣副詞。 
3 例句 (1) 與 (2) 多引自過去文獻，例句 (1b, c) 引自楊惠芬 (1993: 177)，例句 (2) 則引自呂叔湘 

(2003 [1980]: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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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以上所舉「可」表疑問與轉折語氣均為輕讀，至於「可」的強調語氣則有輕讀

與重讀兩種。綜合各家意見，輕讀的語氣副詞「可」用途廣，有下列幾種主要功

能：一、表示肯定，往往帶有讚嘆或出乎意料語氣，多搭配形容詞組，見例 (3)；

二、表示確定，帶有提醒或宣告語氣，多搭配動詞組，見例 (4)；三、慶幸盼望終

於實現，帶釋然語氣，見例 (5)；四、用於反駁，帶有申辯語氣，見例 (6)；五、

用於祈使，帶祈使語氣，有「一定要」、「無論如何」、「千萬」的意思，見例 

(7)。4 

(3) a. 這次的風浪可不小。 

b. 你可真老實！ 

c. 你這副擔子可真不輕啊！ 

(4) a. 丁師傅，天可陰上來了！ 

b. 老丁，我可要走啦！ 

c 這我可不能完全作主，得跟太太商議商議。 

(5) a. 老盧，你可來啦！ 

b. 這下我可放心了。 

c. 我可掏出這塊心病去了！ 

(6) a. 那可怨不著我。 

b. 這可一句瞎話沒有。 

c. 我可從來不幹這種缺德的事！ 

(7) a. 咱們可要說話算數的！ 

b. 我告訴你，你可千萬別告訴別人哪！ 

c. 你可得把講稿帶回來啊！ 

重讀的「可」用法相對單純，用於強調程度高，多半搭配形容詞組，有時口氣

顯得誇張，句末往往還帶有語氣詞「啦」、「呢」、「了」等，見例 (8)。 

                                                 

4 例句 (3)-(8) 均引自過去文獻，例句 (3a)、(5a, b)、(6a) 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 1955、1957 級語言

班 (1986: 300-301)，例句 (3b)、(4a, b)、(5c)、(6b)、(7b)、(8b) 引自楊惠芬 (1993: 174-176)，例

句 (3c)、(4c)、(6c)、(7c)、(8a, c) 引自蔣協眾與魏會平 (2008: 112, 114)，例句 (7a) 則引自呂叔

湘 (2003 [1980]: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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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a. 他的女朋友可漂亮啦！ 

b. 別看二十幾歲的人，可懂事呢！ 

c. 小倆口的感情可好了，真是一對棒把不開的鴛鴦鳥。 

「可」的重讀用法與程度副詞相近，常被歸為程度副詞（張雪平 2005；蔣協

眾與魏會平 2008；黃 2008；王素改 2011等）。蔣協眾與魏會平 (2008: 112) 認

為重讀與輕讀的「可」有一個明顯差異：輕讀的「可」可刪除而不影響句子合法

度，也不影響句子命題內涵，只影響語氣；但是重讀的「可」若刪除，句子或是不

合法，或是程度的意義出不來，或是意義會改變。該文還指出，重讀的「可」用法

與程度副詞「太」相近，因為「太」經常搭配「了」，如「太美了」、「太便宜

了」，「可」也經常這麼用，如「可美了」、「可便宜了」。是故該文特將「可」

此一用法與輕讀用法區隔開來，重讀為程度副詞，輕讀則為語氣副詞。5 不過，本

文認為重讀用法的「可」仍為語氣副詞。一來，輕讀的「可」也經常帶有句末語氣

詞，此為語氣副詞「可」的共性；二來，例 (8) 這幾例的同義表達當為「他的女

朋友實在漂亮」、「實在懂事」、「小倆口的感情實在好」，而非「他的女朋友太

漂亮了」、「太懂事了」、「小倆口的感情太好了」。 

誠然，輕讀與重讀的「可」沒有那麼大的差異，但也不至於完全一樣，只是其

差異有時不那麼好區別，尤其是前述輕讀用法的第一種，見例 (3)，它與重讀用法

均後接形容詞，都用來確定某特性，似乎很難截然區分。劉丹青與唐正大 (2001) 

一文倒是很成功地從話語信息結構將這兩種用法區別開來。該文認為輕讀的「可」

為「話題焦點敏感算子」，而重讀的「可」則為「話題敏感算子」。輕讀的「可」

要求有個先行的背景，「可」前成分為話題焦點，「可」後成分必須與背景中的對

應部分不同或相對。例如「張三可不愚蠢」是針對像是「李四愚蠢」這樣的背景而

說的，「張三」為話題焦點，絕不可省略，謂語「不愚蠢」則與背景謂語「愚蠢」

相對，所以此用法的「可」是話題焦點敏感算子。至於重讀的「可」則不要求有這

樣的背景，「可」前成分也不必是具對比性的話題焦點，有時還可省略，如「可了

不得啦」，但普遍說來「可」前成分具話題性，因為排斥無定主語，如「*一條大

路可寬廣啦」，所以此用法的「可」是「話題敏感算子」。此文也認為這兩種用法

的「可」都該歸為語氣副詞，重讀的「可」不宜歸為程度副詞。可以說，現代漢語

                                                 

5 不過該文也指出也有用例中的「可」可輕讀也可重讀，輕讀時為語氣副詞，重讀時即為程度副

詞，如「我可喜歡酒了」、「今兒可熱鬧了」等（頁 114-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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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雖有輕讀與重讀之別，但在詞性上均屬語氣副詞，只有在信息結構上有所

不同。 

不過，在一些現代方言中，尤其是北方方言，第二種用法的「可」更趨近程度

副詞或已發展為典型的程度副詞，6 例如屬中原官話的開封方言（張浥塵 2010）與

山西臨猗方言（郭曉瑞 2014）、屬晉語的張家口方言（宗守云 2013）、河南安陽

方言（王琳 2009b）、河南衛輝方言（孫慶波 2009）、山西交城方言（黃伯榮

1996：405）、山西榆次方言（張國微 2010）、山西寧武方言（張軍香 2014）、山

西晉源方言（孟榮延 2015），另外東北方言也有程度副詞「可」（黃伯榮 1996：

391）。在一些方言中，這兩種用法的「可」也有更為明顯的音韻差異，例如臨猗

方言中，表反詰語氣的「可」讀作 [kh
ɤ
24]，表一般疑問語氣、強調語氣7 與轉折語

氣的「可」讀作 [kh
ɤ
31]，而程度副詞的「可」則讀作 [kh

ɤ
53]，各用法不但調值不

同，程度副詞「可」還可拉長音節表示程度加深（郭曉瑞 2014）。安陽方言中，

強調語氣副詞「可」讀作 [kh
ə
0]，而程度副詞「可」則讀作 [kh

ə
42]，也是調值不

同，且是前輕後重（王琳 2009b：62）。又例如屬中原官話的山西芮城方言中，疑

問語氣副詞、強調語氣副詞與轉折連詞均讀作  [kho31]， 8  而程度副詞則讀作 

[kh
ɤ
3]，不但調值不同，連元音也不同（李瑩娜 2014）。 

姑且不論這兩種用法的「可」是否要區分為兩種不同類型的副詞，在不清楚這

兩種用法歷史來源的情況下，分開追蹤「可」輕讀與重讀用法的來源，應該是比較

謹慎的作法。強調副詞「可」的來源為何？為何有輕讀與重讀之別？是來源不同還

是後來分化的？這是探討「可」強調副詞用法來源此一議題不可迴避的基本問題。 

(二)「可」各用法與演變概況 

要釐清強調副詞「可」的來源，需先全面理解「可」有哪些用法及其演變概

況。「可」在先秦為發達的情態動詞，可表示六種基本概念：可行、條件許可、應

該、教人／值得、可能、能夠，其中以可行義為其基本用法（可參見巫雪如

                                                 

6 特別的是，在一些方言中，程度副詞「可」除了表程度加強，還可表程度減輕，像是張家口方言

（宗守云 2013）、寧武方言（張軍香 2014）以及晉源方言（孟榮延 2015）均有此現象。此現象雖

然頗為特別，但也不難解釋。宗守云 (2013: 140-141) 已指出此用法另有來源，是從表病痛程度減

輕的形容詞「可」虛化而成。 
7 此文提到的強調語氣主要用於叮囑、囑咐，如「我娃結婚你可要來哩哦！」（郭曉瑞 2014：

228）。 
8 該方言此讀法的副詞「可」還可表立刻義、已經義、又再義等（李瑩娜 20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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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張麗麗 2016a）。其情態用法一直沿用至今，且多能以「可以」表示，部分

用法則能以「可能」表示。 

從東漢起，「可」也從情態動詞發展出疑問副詞用法，如前文所述，其疑問用

法共有三種，反詰用法出現於東漢，推度詢問用法出現於盛唐時朝，究問用法則出

現於元朝（江藍生 1990；張麗麗 2016a）。9 

(9) a. 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

溫、魯地寒乎？（《論衡．寒溫》） 

b. 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并。（《晉書．載記．苻堅

下．苻融》） 

c. 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顏氏家

訓．教子》） 

(10) a. 酒中樂酣宵向分，舉觴酹堯堯可聞？（《全唐詩》李白〈魯郡堯

祠送竇明府薄華還西京（時久病初起作）〉） 

b. 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全唐詩》杜甫〈江畔獨

步尋花七絕句〉之五） 

c. 可能捨得己身，與我充為高座？（《變文．妙法蓮華經講經文

（一）》） 

(11) a. 孩兒，你每做下這事，可怎了也？（《關漢卿戲曲集．包待制三

勘蝴蝶夢》） 

b. 着我衣裳高處看，無有，可那里去了？（《關漢卿戲曲集．趙盼

兒風月救風塵》） 

c. 可着誰人救我那？（《關漢卿戲曲集．杜蕊娘智賞金線池》） 

「可」的強調副詞用法則出現於唐朝，但時代要晚於盛唐，這部分留待下節細

論。由本節可知，在強調副詞用法出現前，「可」已有各種情態動詞用法，也已發

展出反詰與推度詢問這兩種疑問副詞用法。是故，這些用法都有可能是強調副詞

「可」的前身，是判斷其來源的重要觀察點。 

下文將先檢驗歷史用例，再提出本文觀點。二之（一）小節先檢驗過去所提唐

朝用例，二之（二）小節則提出本文確定的用例，並說明其特性。接著三之（一）

                                                 

9 例句 (9)-(11) 均轉引自這兩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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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節將先回顧過去文獻所提意見，繼而於三之（二）與三之（三）小節分別就歷史

語料推斷重讀與輕讀這兩種「可」的演變概況。由於「可」是高頻詞，且是多功能

詞，相關語料數量極為龐大，加之「可」早期副詞用法多出現於詩句中，而詩句的

判讀相對困難，是故要能妥善處理唐宋時期「可」的語料實非易事。本文的作法

是，從過去文獻所舉例證出發，並針對關鍵時期若干重點對象詳加觀察，但因時間

精力有限，未能窮盡當時所有相關用例。 

二、唐宋時期的「可」 

本節將先檢驗過去文獻所提唐宋時期「可」作強調副詞用例，再提出本文所確

認的用例。 

(一)過去文獻所舉用例 

過去文獻多認為「可」強調用法出現於唐朝，並曾舉出不少例子。張相 (1993 

[1953]: 52) 指出詩詞曲中的「可」能表「恰」義，唐詩中就有此用法，所舉例見 

(12)。席嘉 (2003: 81) 同意其意見，並另舉也可釋為「恰」、「正」的唐詩用例，

見例 (13)，以及可釋為「復」、「更」的例子，見例 (14)。該文認為這兩組用例

中的「可」均表強調語氣，是現代漢語語氣副詞「可」的早期用例。 

(12) a. 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全唐

詩》李白〈古風五十九首〉之十）10 

b. 恐是仙家好別離，故教迢遞作佳期。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

玉露時。（《全唐詩》李商隱〈辛未七夕〉） 

(13) a. 向秀初聞笛，鍾期久罷琴。殘愁猶滿貌，餘淚可霑襟。（《全唐

詩》李端〈長安書事寄盧綸〉） 

b. 九陌低迷誰問我，五湖流浪可悲君。著書笑破蘇司業，賦詠思齊

鄭廣文。（《全唐詩》鄭谷〈送田光〉） 

                                                 

10 向熹（1993下冊：273）與《唐五代語言詞典》206頁亦將此例釋為「恰、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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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楚水苦縈回，征帆落又開。可緣非直路，卻有好風來。（《全唐

詩》錢珝〈江行無題百首〉之九九） 

(14) a. 晨興為誰慟，還坐久滂沱。論文與晤語，已矣可如何。（《全唐

詩》韓愈〈哭楊兵部凝陸歙州參〉）11  

b. 飲馬河聲暮，休兵塞色春。敗亡仍暴骨，冤哭可傷神。（《全唐

詩》李頻〈送姚侍御充渭北掌書記〉） 

c. 爭霸圖王事總非，中原失統可傷悲。從來賓主如郵傳，勝負干戈

似局棋。（《全唐詩》詹敦仁〈勸王氏入貢寵予以官作辭命

篇〉） 

d. 總角曾隨上峽船，尋思如夢可悽然。夜來孤館重來宿，枕底灘聲

似舊年。（《全唐詩》王周〈再經秭歸二首〉之一） 

此外，紀伯雍 (1949) 與席嘉 (2003: 82) 各舉出下面兩組唐詩中「可」表轉折

語氣的用例。轉折語氣與強調語氣有衍生關係，席嘉一文也認為唐朝時期這兩種用

法往往要通過上下文來區別，故本節亦納入討論。 

(15) a. 看月嫌松密，垂綸愛水深。世間多少事，無事可關心。（《全唐

詩》姚合〈閒居遣懷十首〉之五） 

b. 參佐三間似草堂，恬然無事可成忙。移時寂歷燒松子，盡日殷勤

拂乳床。（《全唐詩》皮日休〈寒日書齋即事三首〉之一） 

c. 總角曾隨上峽船，尋思如夢可悽然。夜來孤館重來宿，枕底灘聲

似舊年。（《全唐詩》王周〈再經秭歸二首〉之一） 

d. 干上非無援，才多卻累身。雲霄未得路，江海作閒人。久別唯謀

道，相逢不話貧。行藏一如此，可便老風塵。（《全唐詩》朱慶

餘〈酬李處士見贈〉）12 

e. 可便無心邀娬媚，還應有淚憶袁熙。如煙如夢爭尋得，溪柳回頭

萬萬絲。（《全唐詩》吳融〈上巳日花下閒看〉） 

                                                 

11 這首詩哭悼兩位友人，陸參與楊凝。據《韓昌黎詩繫年集釋》153 頁，「可」字祝本及魏本作

「兩」，廖本、王本、閣本、蜀本、文苑則作「可」。 
12 《唐代詩詞語詞典故詞典》365頁另將此例中的「可便」釋為「便」、「就」，但本文均不同意。

此例中的「可」當表反詰，可見下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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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碧岸釣歸惟獨笑，青山耕徧亦何為。尋常抖擻懷中策，可便降他

兩鬢絲。（《全唐詩》徐夤〈偶吟〉）13 

(16) a. 相見不得親，不如不相見。相見情已深，未語可知心。（《全唐

詩》李白〈相逢行二首〉之一）14 

b. 心許征南破虜歸，可言羸病臥戎衣。遲遲不見憐弓箭，惆悵秋鴻

敢近飛。（《全唐詩》劉商〈行營病中〉） 

c. 顏子將才應四科，料量時輩更誰過。居然一片荊山玉，可怕無人

是卞和。（《全唐詩》李涉〈送顏覺赴舉〉）15 

d. 登山猶自健，縱酒可多愁。好是能騎馬，相逢見鄂州。（《全唐

詩》朱慶餘〈贈江夏盧使君〉） 

e. 取第殊無序，還鄉可有緣。旅情長越鳥，秋思幾秦蟬。（《全唐

詩》李頻〈長安書情投知己〉） 

f. 上帝無私意甚微，欲教霖雨更光輝。也知出處花相似，可到貧家

影便稀。（《全唐詩》李咸用〈雪〉） 

g. 石狀雖如幘，山形可類雞。向風疑欲鬬，帶雨似聞啼。（《全唐

詩》韋莊〈雞公幘〉） 

h. 芝朮未甘銷勇氣，風騷無那激剛腸。中朝舊有知音在，可是悠悠

入帝鄉。（《全唐詩》齊己〈送謝尊師自南嶽出入京〉）16 

由於強調語氣乃後出用法，為求慎重，早期用例若能夠兩解，都當解作早出用

法。依此原則，上面這五組用例中的「可」大都不宜釋為強調副詞，只有例 (16g) 

中的「可」為強調或轉折副詞，下節再論。這五組例句可分成四種類型。首先，其

中有不少用例的「可」當解作情態動詞，如例句 (12a)、(13a)、(14a)、(16a) 皆可

釋為能夠義情態動詞。例 (12a) 的「拂衣可同調」意為「拂衣可以同調」。例 

(13a) 的「餘淚可霑襟」意為「餘淚可以霑襟」，當時有不少類似的詩句，如「無

                                                 

13 此例中的「尋常」為經常義。《唐代詩詞語詞典故詞典》365頁將例中的「可便」釋為「豈能」、

「難道」。 
14 此例中的「可」向熹（1993下冊：273）與《唐五代語言詞典》206頁亦釋為轉折副詞。 
15 此例句中的「居然」表顯然義。 
16 「芝朮」亦作「芝術」。據《古典詩詞百科描寫辭典》上卷，「芝術」泛指藥材，「芝」乃靈

芝，「術」則有白術與蒼術。「風騷」在此當借指詩文，如同「晚晴催翰墨，秋興引風騷」

（《全唐詩》高適〈同崔員外綦毋拾遺九日宴京兆府李士曹〉）或「留連日日奉杯宴，殊無閒隙

吟風騷」（《蘇學士集》蘇舜欽〈奉酬公素學士見招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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淚可霑巾」、「無淚可潸然」、「絲淚可銷骨」、「斷腸無淚可霑巾」等，17 可

算是當時表達極端悲痛的套語，句中的「可」均為能夠義情態動詞。例 (14a) 的

「已矣可如何」意為「人已離世現在又能夠如何呢」，例 (16a) 的「未語可知

心」意為「沒開口就能夠知心」。 

其次，除了作能夠義情態動詞，這些例句中的「可」也有不少能釋為教人義或

值得義情態動詞。從先秦開始，「可」就經常搭配心理動詞，搭配負面心理動詞

時，「可」表教人義，如「可恨」、「可悲」、「可嘆」等；搭配正面心理動詞

時，「可」則表值得義，如「可愛」、「可羨」、「可喜」等。唐朝時期此類用法

正蓬勃發展，「可」能自由搭配各式心理動詞，例句 (13b)、(14b-d) 與 (15a, c) 

中的「可」正是如此。關於 (13b) 的「九陌低迷誰問我，五湖流浪可悲君」，席

嘉 (2003: 81) 指出其中的「可」可釋為「恰、正」。但是此例的「可悲君」不盡

然為述賓結構，也可分析為偏正結構，「可悲君」即「可悲之君」，那麼「可」就

是教人義情態動詞。當時詩人鄭谷困守長安，18 而田光則四處流轉，首句「九陌

低迷誰問我」寫自身狀況，第二句「五湖流浪可悲君」則寫田光狀況，說他流浪於

五湖，乃可悲之士。19 其他幾例較易判讀，例 (14b) 的「冤哭可傷神」也就是

「冤哭教人傷神」，例 (14c) 的「中原失統可傷悲」也就是「中原失統教人傷

悲」，例 (14d) 與 (15c) 的「尋思如夢可悽然」也就是「尋思如夢教人悽然」，

例 (15a) 的「無事可關心」則是「無事值得關心」。 

其三，例  (15e) 中的「可」無意義，相當於襯字，20「可便」也就相當於

「便」，在此作縱予義連詞，「可便無心邀娬媚，還應有淚憶袁熙」中的「可便」

表即使。 

至於其他用例，亦即例句 (12b)、(13c)、(15b, d, f) 以及 (16b-f, h)，其中的

「可」都能解為疑問副詞，而非強調副詞。「可」的反詰用法形成於六朝，茁壯於

六朝，並盛行於唐朝。此時期的「可」最普遍的副詞用法就是表反詰語氣，故這些

                                                 

17 這些例句分別取自：「前哀將後感，無淚可霑巾」（《全唐詩》南唐後主李煜〈輓辭二首〉之

一）、「裁書欲誰訴，無淚可潸然」（《全唐詩》劉長卿〈赴巴南書情寄故人〉）、「因書欲自

訴，無淚可潸然」（《全唐詩》劉長卿〈罪所留繫寄張十四〉）、「絲淚可銷骨，冶容竟何補」

（《全唐詩》權德輿〈八音詩〉）以及「湘浦更聞猿夜嘯，斷腸無淚可霑巾」（《全唐詩》李紳

〈至潭州聞猿〉）。 
18 參見《鄭谷詩集箋注》320頁。 
19 據《鄭谷詩集箋注》320頁，從首聯的「誰問」與「可悲」當可推知當時詩人鄭谷與田光都一樣失

意。從其推斷，可見出也是把「可悲」當作一個語意單位。 
20 《漢語大詞典》中「可便」的第一項說明：「便，就。可，助詞，無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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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中的「可」若能解作反詰語氣，自當優先判為此解。以下為各例相關說明。 

關於例 (12b) 的「由來碧落銀河畔，可要金風玉露時」，許多學者都認為其

中的「可」乃強調用法，21 但也有文獻認為此例中的「可」為反詰副詞。22 本文

認為第二種解釋更合適，因為前聯特指出「仙家好別離」，下聯則提出如此論斷的

理由：「碧落銀河畔根本不需要在金風玉露的秋季」，仙家卻久久才讓他們相會一

次。將「可要金風玉露時」釋為「豈要金風玉露時」，才能合理說明為何詩人認為

仙家好別離。 

例 (13c) 的「可緣非直路，卻有好風來」出自〈江行無題〉組詩，共一百

首。這一百首詩抒寫作者貶謫遷流的無奈心境，雖也可解讀為強調副詞：「正因為

不是直路，便有好風來」，23 但解讀為反詰副詞：「莫非因為不是直路，便有好

風來」，語氣要更為自然，與全組詩的落寞口吻也更為一致。 

例 (15b)「參佐三間似草堂，恬然無事可成忙」描寫作者冬天在書齋的活動，

說自己在這像草堂般的書齋裡，整日恬然無事，只是燒燒松子，擦擦石床。燒松子

與擦石床都是閒逸的活動，而且作者也說了生活本質是「移時寂歷」，感到時間漫

長且寂寞，故解讀為「恬然無事卻是很忙」並不合適，而是當解讀為「整日恬然無

事，哪裡會忙呢」，「可」當表反詰語氣。 

例 (15d) 一詩答贈李處士，全詩描述李處士不得志但仍保持名士風格的情

況，所以「行藏一如此，可便老風塵」是說李處士這樣的風骨，怎麼會就此老於風

塵之中，如此解讀方能呼應酬贈詩的讚嘆立場。 

例 (15f) 描寫詩人任意而為的行徑，如「碧岸釣歸」、「青山耕徧」、「尋常

抖擻懷中策」，而且詩人都不放在眼中：「惟獨笑」、「亦何為」，所以「可便降

他兩鬢絲」當為哪裡就會讓人白了鬢髮的意思。 

例 (16b)「心許征南破虜歸，可言羸病臥戎衣」乃詩人在軍營中病倒所作。詩

人臥倒在行營中，不勝感慨，說自己是想要南征打敗胡虜，豈料卻病倒在軍營中。

唐詩中的「言」可表料想、知道之義，24 此詩中的「可言」就是豈料、豈知之

                                                 

21 如張相 (1993 [1953]: 52) 認為此詩中的「可要」表「恰要」，向熹（1993 下冊：273）與《唐五

代語言詞典》均將此詩中的「可」釋為「恰、正」（206頁），《李商隱詩集疏注》則將詩中「可

要」釋為「可是要」（186頁）。 
22 如《李商隱詩歌集解》1059 頁認為此詩中的「可要」表「豈要、豈必」；又如《類纂李商隱詩箋

注疏解》653頁認為此詩中的「可要」表「何要、何必、豈要、豈必」。 
23 「卻」在當時作承接副詞，可參見張麗麗 (2011: 264-271)。 
24 例如「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漂淪古獄邊」（《全唐詩》郭震〈古劍篇〉）與「誰言配君子，以

奉百年身」（《全唐詩》李益〈雜曲〉）中的「言」均表料想、知道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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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可」表反詰語氣。 

例 (16c) 的「居然一片荊山玉，可怕無人是卞和」是讚美他人才華之作。古

代分四科舉士，顏覺要赴四科之舉，受到詩人極力讚嘆。「居然」是顯然的意思，

讚其才華洋溢難以掩蓋。此詩採卞和獻玉的典故，但並不是說擔心沒有人是卞和，

而是不必擔心沒有像卞和這樣的識才之人。因為顏覺的才華甚高，沒有人能夠超

越，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所以不需要像卞和這樣的人特地舉才。「可怕無人是卞

和」意思當為「豈怕無人是卞和」，哪裡需要擔心沒有像卞和一樣的人。 

例 (16d) 的「登山猶自健，縱酒可多愁」當為積極正面表述，首句「登山猶

自健」即流露出此心態，故「縱酒可多愁」當為「縱酒豈多愁」之義，而非感慨

「縱酒可是多愁」。「好是」意為好在、妙在，唐代鄂州即江夏郡，當為詩人慶幸

自己能騎馬，會到鄂州與盧使君相會。 

例 (16e) 的「取第殊無序，還鄉可有緣」中的「可」可釋為反詰或推度詢問

副詞。「殊」後接否定詞，宜解作尚且義，上下句的關係可如此理解：「取第尚且

沒有著落，更何況是還鄉呢」，那麼「還鄉可有緣」就相當於「還鄉豈有緣」。此

外，下聯提及「旅情」、「越鳥」、「秋思」、「秦蟬」，在在表示遠在異地懷念

故鄉之情，所以也可能是詢問是否得以返鄉。 

例 (16f) 一詩描寫雪景，例中的「出處」亦作「觸處」，到處之義。25 首聯

已言「上帝無私意甚微，第二聯與之呼應，自然是說即使到貧家也一樣，「可到貧

家影便稀」是反詰用法。 

例 (16h) 的「中朝舊有知音在，可是悠悠入帝鄉」是詩人齊己送謝尊師入京

之作。尊師是道士的尊稱，這位謝尊師在衡陽隱居，雖已離開京城三十年，但京城

還有知音，尊師應當不是緩慢悠閒地入京吧。「可是悠悠入帝鄉」當解作「豈是悠

悠入帝鄉」。「悠悠」雖為多義詞，但齊己使用「悠悠」一詞多是取緩慢悠閒義，

如「忽忽枕前蝴蝶夢，悠悠覺後利名塵」（《全唐詩》〈感時〉）中，「悠悠」與

「忽忽」對仗，「悠悠」自是表緩慢；「暖景照悠悠，遮空勢漸稠」（《全唐詩》

〈楊花〉）與「洞庭雲夢秋，空碧共悠悠」（《全唐詩》〈懷巴陵舊遊〉）中的

「悠悠」也都是描寫一片悠閒遼闊的景色。 

除了前述幾組例句，還有一個用法可在此一併探討，亦即唐朝出現的「可

                                                 

25 此詩引自《全唐詩》，另《唐李推官披沙集》以及《事文類聚》亦收錄此詩，但詩中「出處」均

作「觸處」，到處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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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例如下。26 項楚 (1991: 553) 認為例 (17) 中的「可可」均表極甚義，張

錫厚 (1983: 139) 與朱炯遠 (1999: 29) 則認為例 (17b) 中的「可可」表恰恰、剛

巧，這兩派意見雖不完全一致，但均與強調副詞「可」用法相近。不過，後來項楚

在增訂本 (2010: 472) 中改變其主張，認為例句中的「可可」均表稍稍義，而曹翔 

(2011) 也認為這三例中的「可可」均表些微義，那麼就與強調副詞「可」用法無

關。究竟「可可」與強調副詞「可」有關嗎？ 

(17) a. 十娘詠曰：「雙燕子，可可事風流。即令人得伴，更亦不相

求。」（《遊仙窟》） 

b. 經紀須平直，心中莫側斜。些些微取利，可可苦他家。（《王梵

志詩》卷 4） 

c. 昔時可可貧，今朝最貧凍。（《寒山詩》三○三首之一五八） 

從語意通暢角度來看，(17a, b) 兩例解作恰恰義最為貼切，27 而例 (17c) 則釋

為些微義才合適，因此例中前分句與後分句呈現對比：過去有點窮，而現在最窮

困。恰恰義與強調副詞「可」所表示概念雖相近，但並不完全一致，而些微義則差

得更遠。謹慎起見，「可可」與「可」應視為兩個不同的詞，故不宜將「可可」用

例納入本文討論。 

透過本文討論，可瞭解要判定唐朝時期「可」的用法實非易事。本文秉持審慎

態度處理，認為過去文獻所舉唐詩中的強調或轉折副詞「可」大部分當優先做他

解。但唐朝時期並非沒有相關用例，只是目前所檢得的數量很少，見下節討論。 

(二)確定用例 

綜合上節討論，僅 (16g) 一例可確定為強調副詞用法，複列於下。不論例中

的「可」表強調或轉折語氣，都相當於現代漢語中輕讀的「可」。 

                                                 

26 《全唐詩》中還有下面這個「可可」用例，但此例出自前蜀，故不列。 

 簾外三間出寺牆，滿街垂柳綠陰長。嫩紅輕翠間濃妝，瞥地見時猶可可。卻來閒處暗

思量，如今情事隔仙鄉。（《全唐詩》前蜀．薛昭蘊〈浣溪沙〉） 
27 據張錫厚 (1983: 139)，此用法亦見於後世，如「可可的我妹子正在門前，待我去相見咱！」

（《元曲選．包待制智賺灰闌記雜劇》），「這寶貝鎮於海藏中，也不知幾千百年，可可的今歲

放光。」（《西遊記》3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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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石狀雖如幘，山形可類雞。向風疑欲鬬，帶雨似聞啼。蔓織青籠

合，松長翠羽低。不鳴非有意，為怕客奔齊。（《全唐詩》韋莊

〈雞公幘〉）28 

例 (18) 形容雞公幘這座山，說山上石頭雖然像帽子（幘），整座山的外型實

在是／卻是像雞。由於後文還有「」、「啼」、「鳴」等公雞特有動作，故推斷

例句「山形可類雞」當為肯定之義，「可」不太可能作疑問副詞。雖然前分句用了

讓步連詞「雖」，但是此句中的「可」解為強調副詞也說得通。有鑑於此例出現時

代相當早，而綜觀歷史，「可」的轉折用法當從強調用法衍生而成（席嘉 2003；

張麗麗 2016b），故本文推測此例的「可」很可能還只是表強調，「可」相當於

「實在是」。 

前述諸家所提唐朝「可」的強調副詞用例均出自詩作，難道當時非韻文文獻沒

有此類用例嗎？本文全面檢視《變文》、《遊仙窟》、《六祖壇經》、《神會語

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這幾部唐代文獻，發現這些文獻中的「可」主要作情

態動詞或疑問副詞，並無強調副詞用例。本文另發現兩個可能是強調副詞「可」的

用例，亦出自詩作，見例 (19)，但用法與例 (18) 稍有不同。此組例句中的「可」

均後接狀態動詞，使用特性接近重讀的「可」。 

(19) a. 垂老抱佛腳，教妻讀黃經。經黃名小品，一紙千明星。曾讀大般

若，細感肸蠁聽。當時把齋中，方寸抱萬靈。忽復入長安，蹴踏

日月寧。老方卻歸來，收拾可丁丁。拂拭塵几案，開函就孤亭。

儒書難借索，僧籤饒芳馨。（《全唐詩》孟郊〈讀經〉）29 

                                                 

28 詩名「雞公幘」乃一地名，《全唐詩》8042頁在此詩名下註解：「去褒城縣二十里」。 
29 此詩句中的「收拾」與「丁丁」各家註解不同，但貫通全句「可」均宜作強調副詞。以下為檢索

到的四份注疏資料。(1) 據《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457 頁，「收拾」表收聚、整

理。「丁丁」則為象聲詞。故全句意思當為「收聚整理時實在是丁丁作響」。(2) 據《孟郊詩集校

注》（臺北：新文豐）514頁，收拾：止息、擺脫；丁丁：雄健貌。此謂老來致士，歸返田園；擺

脫塵務，尚稱健朗。故全句意思當為「擺脫塵務後實在是健朗」。(3) 據《孟郊詩集箋注》467

頁，收拾：解脫；可：通「何」；丁丁：悠遠渺茫狀。故全句意思當為「解脫後是何等渺茫」，

「可」雖通「何」，並不表疑問，而是強調義。(4) 據《孟郊集校注》下冊 429 頁，丁丁極言物件

之少，依此全句意思當為「收拾時東西實在少」。在這四種解法之外，本文認為還有另一種可能

解讀。此詩中孟郊自述學經的經歷，詩中提及早年曾讀過般若經，但因入長安而中斷一段期間。

「老方卻歸來，收拾可丁丁」是說自己臨老才得以返鄉，但在長安這段期間所蒐集到的經書實在

是稀少。「收拾」亦可解作收聚、收集之義，此詩以讀經為主題，故推斷是指經書方面的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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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冬暮雨霏霏，行人喜可稀。二階欣夜雪，亞聖在春闈。（《全唐

詩》貫休〈送黃賓于赴舉〉）30 

例 (18) 的作者韋莊為晚唐詩人，例 (19a) 的作者孟郊為中唐詩人，例 (19b) 

的作者貫休則為唐末五代詩人，故目前所確認「可」強調副詞最早用例不早於中

唐。唐末五代還出現「可煞／殺」一詞，見例 (20)，此用法中的「可煞／殺」為

強調語氣，表確實是、的確是之義。31 

(20) a. 藥山云：「可殺濕。」（《祖堂集》卷 5） 

b. 有人問：「伏審和尚四體違和，可殺痛，還減損也無？」

（《祖堂集》卷 5） 

c. 困山云：「今日可殺寒。」（《祖堂集》卷 11） 

d. 西堂便以手點頭，云：「我今日可殺頭痛，不能為汝說，汝去問

取海師兄。」（《祖堂集》卷 14） 

較之現代「可」強調語氣輕讀與重讀兩種類型，「可煞／殺」當屬重讀型，用

於強調程度高，不但《祖堂集》中如此，後來也一直維持此特性。宋元用例見例 

(21)。明清時期還出現「可霎」寫法，但此用法已開始式微，後接形容詞多為「作

怪」一詞，強調程度高的特性則始終不變。 

                                                 

30 此例中的「行人喜可稀」有兩種斷句可能：「行人─喜─可稀」以及「行人─喜可─稀」。由於

上句斷法為：「冬暮─雨─霏霏」，故推判「行人─喜─可稀」較為合理。那麼「可稀」當為強

調副詞「可」修飾形容詞「稀」的結構。但是，如果此句為「行人─喜可─稀」的斷法，也是說

得通的。唐朝時期，「可」也能作後綴，例如下面例句中的「實可漫漫」就是「實可─漫漫」的

斷法，「實可」為一個單位。據蔣禮鴻 (1997: 72)，此例中的「實可」就是實在，「可」為語助

詞，該書並指出元劇中還有「少可」、「輕可」、「猛可」、「閑可」、「省可」等同類構詞。 

夫人容儀窕窈，玉貌輕盈，如春日之夭桃，類秋池之荷葉，盈盈素質，灼灼嬌姿，實可漫 

漫，偏稱王心。（《變文．歡喜國王緣》） 

 本文根據詩句對仗習慣判定此句中的「可」為強調副詞，但也不排除「可」為語助詞的可能。此

詩《全唐詩》脫「欣」字，此據汲本補。據《貫休詩歌繫年箋注》505 頁：二階，疑指東階、西

階。古代堂前有東、西階，主、賓升降各由其階，主東而賓西也。此以言賓主。 
31 《祖堂集》還有下面此例，推判例子中的「端的」為形容詞，意為真的，「可殺端的」大約意為

確實是真的。但因無法確定，故不列入正文。 

 「如何是渠今正是我？」師云：「可殺端的。」（《祖堂集》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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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 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殺深。」（《景德傳燈

錄．杭州龍冊寺道怤禪師》） 

b. 這殃禍，可煞大，天下衲僧透不過。（《全宋詩》釋嗣宗〈偈二

首〉其二） 

c. 二妃未免遺恨，三郎可煞無情。（《全宋詩》劉克莊〈讀開元天

寶遺事一首〉） 

d. 心中自忖，怨親娘可煞孤命。（《永樂大典戲文三種．小孫

屠》） 

e. 使人取來，可煞作怪，那白兔又變成一張白紙，上面寫著四句。

（《五代史平話．梁史平話》卷上） 

本文認為此用法的「可煞／殺」當為強調副詞「可」後接「煞／殺」所形成

的。要證明這點，就要論及當時「煞／殺」的用法。大體說來，當時的「煞／殺」

除了作殺戮義動詞外，主要有下列三種用法： 

一、作動詞補語，表程度高。 

(22) a. 擊分聲悽而對曰：「說著來由愁煞人！……」（《變文．捉季布

傳文一卷》） 

b. 莫辭辛苦供歡宴，老後思量悔煞君。（《全唐詩》白居易〈府酒

五絕：諭妓〉之五） 

c. 長生客待仙桃餌，月裡嬋娟笑煞人。（《全唐詩》李咸用〈喻

道〉） 

二、作程度副詞。 

(23) a. 南劍州楊時雖不逮酢，然煞穎悟。（《二程集．河南程氏遺書》

卷 2） 

b. 若天之高，則里數又煞遠。（《朱子語類》卷 2） 

c. 向見考祔禮，煞子細。（《朱子語類》卷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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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當時「煞／殺」還經常與程度副詞連用，作第二成分，除了「可煞／

殺」，還有「大煞／殺」、「太煞／殺」、「忒煞／殺」，均表示程度高。 

(24) a. 起坐共君長一處，擬走東西大煞難。（《變文．妙法蓮華經講經

文（一）》） 

b. 師曰：「你大煞聰明。」（《祖堂集》卷 4） 

c. 恁地說，則大煞分明了。（《朱子語類》卷 95） 

(25) a. 看他恁麼道，也太殺惺惺。（《五燈會元》卷 4） 

b. 是則是，太殺不近人情。（《五燈會元》卷 20） 

c. 周子說出太極，已是太煞分明矣。（《朱子語類》卷 9） 

(26) a. 笑溪桃、并塢杏，忒煞尋常。（《全宋詞》李流謙〈于飛樂（為

海棠作）〉） 

b. 起來思想，當初與你，忒煞容易。（《全宋詞》趙長卿〈水龍

吟〉） 

c. 陳少南要廢魯頌，忒煞輕率。（《朱子語類》卷 23） 

以上三種用法的來源不完全相同。第一種用法中的「愁煞」、「悔煞」、「笑

煞」等均相當於今日的「愁死」、「悔死」、「笑死」等，此用法當從表示滅亡義

的動詞「煞／殺」發展而成。第二種用法作程度副詞，亦可能源自滅亡義動詞「煞

／殺」。漢語經常採用一些忌諱的詈詞或是身體嚴重損傷的詞作程度副詞，如

「死」、「死人」、「棺材」、「短命」、「夭壽」、「沒魂」、「痛」、

「傷」、「傷心」、「血」等均有此類用法，32 動詞「煞／殺」有死亡及殺傷

義，很可能也透過同一手法成為程度副詞。 

                                                 

32 此類用法在現代漢語方言相當普遍，在此僅舉若干用詞及部分分布地區。「死」作程度副詞見於

江西武寧（上湯）方言（阮緒和 2006）、衡陽方言（申瑩瑩 2011）、浙江蘭溪方言（黎勇權與莫

夢娜 2015）、湖南雙峰縣花門鎮（趙素軼 2015）、湖北浠水方言（徐麗麗 2015）等；「死人」作

程度副詞見於閩南方言（朱媞媞 2012）、溫州方言（趙林生 2013）、浙江蘭溪方言（黎勇權與莫

夢娜 2015）等；「棺材」作程度副詞見於閩南方言（朱媞媞 2012）、溫州方言（趙林生 2013）、

浙江蘭溪方言（黎勇權與莫夢娜 2015）等；「短命」作程度副詞見於溫州方言（趙林生 2013）

等；「夭壽」作程度副詞見於閩南方言（朱媞媞 2012）等；「沒魂」作程度副詞見於江蘇南通方

言（張穎煒 2005；李文靜 2013）等；「痛」作程度副詞見於河南三門峽方言（王明理 2015）等；

「傷」作程度副詞見於閩南方言（鄭縈與楊蕙菁 2004）等；「傷心」作程度副詞在唐朝就見得

到，如「寒山一帶傷心碧」（《全唐詩》李白〈菩薩蠻〉）、「波搖梅蕊傷心白」（《全唐詩》

馮延巳〈拋球樂〉）（高亮 2014）；「血」作程度副詞見於大連方言（李元利 201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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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用法若說是由兩個近義副詞複合而成是說得通的，因為「大煞／殺」、

「太煞／殺」、「忒煞／殺」諸詞中的「大」、「太」、「忒」皆為程度副詞，而

「煞／殺」亦可作程度副詞，然而本文認為此用法中的「煞／殺」當為後綴，可由

下列兩點現象看出。一、在這些組合中，「煞／殺」總是位於後，如果是同義並列

複合詞，位置應當不會如此固定；二、還可由「可煞／殺」的用法看出端倪，因為

「可煞／殺」不限於強調程度高，還有一般強調用法，超出「煞／殺」的使用範

圍。下組例句中諸例「可煞／殺」可位於主語之前或動詞組之前，而且不是表程度

高，這些都不屬副詞「煞／殺」的用法範圍，卻都屬副詞「可」的使用範圍，由此

可見「可煞／殺」係以「可」的用法為主，「煞／殺」的性質當為後綴。 

(27) a. 淨土莊嚴汝見否？可煞丘山有眾苦。（《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

（二）》）33 

b. 可殺歸雲也愛山？夜來都宿好山間。（《全宋詩》楊萬里〈歸雲

三首〉其一）34 

c. 向人猶抱舜文絃，可煞書生不值錢。（《全宋詩》周文璞〈聽

琴〉） 

d. 幾度欲吟吟不就，可煞是、沒心情。（《全宋詞》周密〈南樓令

（戲次趙元父韻）〉） 

e. 可煞東君多著意？柳絲染出西湖色。（《全宋詞》黃公紹〈滿江

紅（花朝雨作）〉）35 

f. 風韻減、酒醒花老。可殺多情要人道？（《全宋詞》無名氏〈夏

金釵〉） 

g.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可煞是說得切。

（《朱子語類》卷 59） 

h. 如所謂「《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煞說得好！

（《朱子語類》卷 63） 

                                                 

33 據黃征與張湧泉 (1997: 842)：「可煞」猶「可是」，為唐宋人常語。唐賢清 (2003: 124) 認為此

例中的「可煞」為表「確實、實在」義的強調語氣副詞。 
34 《漢語大詞典》認為此例中的「可殺」為推度詢問用法。 
35 《中國古典文藝實用詞典》1163頁認為此例中的「可煞」為疑問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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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例句中「可煞／殺」有的當釋為強調副詞，表實在是之義，如例句 (27a, 

c, d, g, h)；其他諸例則可釋為疑問副詞，例 (27b) 可釋為莫非或是否這兩種疑問語

氣，例 (27e) 可釋為難道或莫非這兩種疑問語氣，例 (27f) 則為典型反詰語氣。

既然「可煞／殺」是「可」帶後綴「煞／殺」所形成，「可煞／殺」用法等同於

「可」，那麼，「可煞／殺」能表程度高，「可」當亦能表程度高。另一方面，

「大煞／殺」、「太煞／殺」、「忒煞／殺」諸詞中第一成份「大」、「太」、

「忒」均表程度高之副詞，「可煞／殺」與諸詞用法相當，由此也可證明「可」乃

表程度高之副詞，如今日重讀之「可」。不過，當時強調程度的「可」很少獨用，

目前僅檢得例句 (19a, b)，其他都出現在「可煞／殺」的組合中。本文認為，這可

能是因為此用法的「可」也是在固定套語表達中發展而成，故帶有此特性，見下文

三之（二）節討論。 

附帶一提，唐朝時期「可畏」也能表程度高。據蔣禮鴻 (1997: 443-444)，敦煌

變文中的「可畏」亦為甚辭，36 黃征與張湧泉 (1997: 660) 亦同意其分析，例句如

下，其中 (28b) 的「」字當為「畏」的誤寫。 

(28) a. 我適離處，別却道場，甚生富貴端嚴，可畏光花熾盛。（《變

文．維摩詰經講經文（四）》） 

b. 世界非常可寬，容納塵埃有甚難。（《變文．金剛般若波羅蜜

經講經文》） 

但本文認為「可畏」此用法當與強調副詞「可」無關。前文提及，漢語經常採

用一些忌諱的詈詞或是身體嚴重損傷的詞作程度副詞，「可畏」很可能也是循著同

一手法發展出此類用法。 

總之，唐五代時期的強調語氣副詞「可」與「可煞／殺」主要用於強調程度

高，屬重讀型強調語氣，但也見得到少數「可」屬輕讀型強調語氣的用法。本文認

為這兩種用法的「可」來源不同，見下節討論。 

                                                 

36 根據蔣禮鴻 (1997: 444) 意見，「可畏」有兩種類型，一種後接形容詞，見例句 (28)，「可畏」

意思相當於「非常」；一種後接名詞，如「可畏釋迦牟尼佛」（《變文．維摩碎金》）與「可畏

維摩大菩薩」（《變文．維摩詰所說經講經文》），「可畏」可解作「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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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強調用法的形成 

現代漢語中語氣副詞「可」豐富多元的用法大多屬強調語氣，可以說在副詞

「可」的多階段語法化過程中強調語氣的形成最為關鍵，故此用法的來源及形成方

式尤需仔細探查。 

(一)過去意見 

關於此用法的來源，過去曾提出過三派不同觀點，但都留下不少疑點。 

席嘉 (2003) 一文認為「可」強調用法來自反詰用法，所持理由是反詰含三要

素：否定、傳疑、強調，其中就有強調特性，故得以發展為強調副詞。從歷史演變

角度來看，此意見也算站得住腳，因為作為語氣副詞，「可」依次發展出反詰與強

調這兩種主要語氣，二者間很可能有淵源。但是，這套主張也需要解決一些難點。

一般說來，若是兩個用法有引申關係，應能找到可以兩解的例子，但是席嘉 (2003) 

一文並未提出。尤其是，反詰副詞表否定與疑問，強調副詞反而是極力肯定，這兩

個意思如何能夠相通共容，這點需妥善解釋，但該文並未提出相關說明。 

齊春紅 (2006) 則認為「可」的強調用法來自另一種疑問用法，即推度詢問用

法。該文認為推度詢問也可理解為強調，並舉出下面允許兩解的例句，認為這些例

句中的「可」表面看是表疑問，其實是傳達肯定。 

(29) a. 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全唐詩》杜甫〈江畔獨

步尋花七絕句〉之五）37 

b. 神仙暮入黃金闕，將相門關白玉京。可是洞中無好景，為憐天下

有眾生。（《全唐詩》呂巖〈七言六三首〉之六十）38 

c. 淨土莊嚴汝見否，可煞丘山有眾苦。（《變文．維摩詰經講經文

（二）》） 

                                                 

37 紀伯庸 (1949) 認為此例中的「可」表疑問。《杜詩詳注》10 卷 461 頁亦言：「師亡無主，則深

淺紅花亦任人自賞而已。朱注：疊用愛字，言愛深紅乎？抑愛淺紅乎？有令人應接不暇意。」 
38 「黃金闕」，比喻月宮；「白玉京」，指天帝所居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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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梅定妒，菊應羞。畫闌開處冠中秋。騷人可煞無情思，何事當年

不見收。（《全宋詞》李清照〈鷓鴣天〉）39 

e. 有偈題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

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五燈會元》卷 18）40 

雖然該文舉出上列可兩解的用例，但判定上均有問題。例 (29a) 中「可」當

為推度詢問用法，該句意思為「是否愛深紅？還是愛淺紅？」例 (29b) 與 (29e) 

中的「可」為典型的反詰用法，實際表否定立場，不表推度詢問，更不表肯定。據

唐賢清 (2003: 124)，例 (29c) 與 (29d) 中的「可煞」為強調副詞，表「確實、實

在」。所以這幾個例句中的「可」都不可能是從推度詢問到強調副詞的過度用例。

況且，推度詢問屬和緩語氣，如何能發展為與之相反的強調語氣？且推度詢問屬疑

問用法，又如何成為肯定用法？這是持此派觀點需解決的問題，但該文亦未提出妥

當的解釋。 

陳佳佳  (2015) 則認為強調副詞「可」是從情態動詞發展而成。該文指出

「可」本為許可義動詞，後又發展出表示「值得、應該」義的情態動詞用法，繼而

從之虛化為帶有「肯定」義素之強調副詞，並主張漢魏六朝時期的「可貴」、「可

寶」、「可恨」、「可惡」、「可痛」、「可駭」、「可怪」等用法中「可」即為

強調副詞，例如「可寶」即為非常珍貴之義，「可駭」則為太令人害怕之義，其用

法與程度副詞用法無異。然而這樣的解讀有違「可」的使用實況。 

「可」在「可貴」、「可恨」等組合中是作情態動詞還是作強調副詞，是可藉

句法表現清楚區別的，這要從先秦時期「可」的一項特殊句法特性說起。當時的情

態動詞「可」以搭配受事主語句為主，只有能夠義不受此限，以下五組例句中的

「可」分別表示可行義（例  (30)）、條件許可義（例  (31)）、應該義（例 

(32)）、教人／值得義（例 (33)）、可能義（例 (34)），41 例中的受事均以方括

弧標起，可清楚見出均出現在「可 V」之前。 

(30) a.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論語．里仁》） 

b.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論語．子張》） 

                                                 

39 此詩描寫桂花。據《全宋詩》，此詩亦收入《全芳備祖》前集卷 13〈桂花門〉，另《佩文齋廣群

芳譜．卷之四十花譜．巖桂》亦收有此詩。 
40 此詩亦見於《全宋詩》，為釋道樞所作〈偈二首〉其二。「舉似」，表奉告。 
41 這幾組例句均引自張麗麗 (2016a: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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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a. 〔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論語．學

而》） 

b.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

政乎何有？」（《論語．雍也》） 

(32) a.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論語．

里仁》） 

b. 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論

語．子張》） 

(33) a.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語．子罕》） 

b.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論語．子張》） 

(34) a.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

而聞也。（《論語．公冶長》） 

b.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論語．為政》） 

先秦時期「可」已能搭配感官或心理動詞，表示教人／值得之義。搭配貶義動

詞時，如 (33a) 中的「可畏」表示教人害怕；搭配褒義動詞時，如 (33b) 中的

「可觀」則表示值得觀看。此用法的「可 V」一直延續「可」此一句法特性，先秦

說「後生可畏」，現在也說「他很可怕」，「畏」與「怕」雖為雙配價動詞，但

「可畏」與「可怕」均為單配價動詞，「畏」與「怕」的受事成為「可畏」與「可

怕」的主語。因此可以這麼說，當「可」後接感官或心理動詞時，如果「可 V」搭

配不及物句且以 V 的受事為主語，如「張三很可怕」，那麼其中的「可」相當於

情態動詞；唯有「可 V」搭配主謂賓句，如「張三可怕李小姐」，則其中的「可」

才可能為強調副詞。然而陳佳佳 (2015) 一文所列「可貴」、「可寶」等詞均搭配

不及物句，若含有主語，均為 V 的受事，如「夫〔精神〕之可寶也」、「〔形〕

甚可惡」等，用法均與「〔張三〕很可怕」相當，實在不宜將其中的「可」分析為

強調副詞。 

如果上述三家的意見都有問題，那麼，強調語氣副詞「可」的源頭究竟為何？

本文認為重讀與輕讀的「可」當分別探究，並主張重讀的「可」係從可行義情態動

詞發展而成，這點可由唐宋時期「可謂」的使用特性論證，而輕讀的「可」則是從

疑問副詞發展而成，經歷「究竟（強烈懷疑，否定）＞莫非（懷疑為真，表層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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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底層肯定）＞確實（肯定）」的語義轉換過程，這點可由「可是」的發展看

出。接下來兩小節將分別探討這兩線演變。 

(二)重讀「可」的形成──從情態到強調 

本文認為重讀的「可」源自情態動詞用法，「可」在「可謂」句中的演變正可

見其梗概，故以下將透過「可謂」的演變一窺其中概況。必須先此聲明，本文並不

認為「可謂」必然是重讀語氣副詞「可」的來源，而是留意到「可謂 X」此構式的

演變中可見到「可」由情態動詞發展為語氣副詞用法此一演變過程，可作為本文主

張的旁證。 

「可謂」本表「可以稱為」，也就是「將之稱為……是可行的」之義，後來則

發展為「真的算是、實在是」之義。其本義屬客觀評斷，語氣委婉；後出的意思則

為主觀論斷，語氣強烈。先秦的「可謂」是第一種用法，見例 (35)；但到了唐

朝，「可謂」已以第二種用法為主，見例 (36)，例句中的「可謂」可替換為「真

的是」、「實在是」等詞。以下以〔……〕x 標示「可謂」前接成分，以〔……〕y

標示「可謂」後接成分，就動詞「可謂」而言，就是其主語與賓語。 

(35) a. 〔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x，可謂〔能終〕y 矣。

（《禮記．祭義》） 

b. 〔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x，則可謂〔信〕y 矣。（《公

羊傳．僖公十年》） 

c. 〔相時而動，無累後人〕x，可謂〔知禮〕y 矣。（《左傳．隱公

十一年》） 

(36) a. 〔今見奉戒不殺，不求仁而仁著；持戒不盜，不欣義而義敷；守

戒不婬，不祈禮而禮立；遵戒不妄，不慕信而信揚；受戒捨酒，

不行智而智明〕x。如斯之實，可謂〔振網持綱萬目開張，振機

馭宇以離寒暑〕y。（《法苑珠林》卷 88） 

b. 鹿門子示予〔〈酒中十詠〉〕x，物古而詞麗，旨高而性真，可

謂〔窮天人之際矣〕y。（《全唐詩》陸龜蒙〈添酒中六詠：酒

池〉序） 

c. 〔其夏〕x 也，可謂〔陽和澹薄，暑氣深濃，一欄之翠竹搖風，

萬樹之櫻桃帶雨〕y。……〔其秋〕x 也，可謂〔霜彫紅葉，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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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桐，高天之雁叫寒風，遠砌之螿鳴朗月〕y。……〔其冬〕x

也，可謂〔霜凝玉砌，冰潔金塘，雪敲於夜枕之窗，風撼於寒庭

之竹〕y。（《變文．維摩碎金》） 

d. 梵王稱歎，帝釋觀瞻，竭天上之珍奇，為人間之〔寶塔〕x，可

謂〔巍巍屹屹侵雲漢，盡眼方能見相輪〕y。（《變文．佛說觀

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講經文》） 

在例 (35) 中，「可謂」主語描述一種狀況，賓語則用於界定該狀況。到了例 

(36)，「可謂」後接成分不再限於界定，而可用於敷陳，且篇幅明顯增長。除後接

成分長短有別外，在界定時，「可謂」有相應的否定形式，如下組例句所示，但是

在敷陳時，則無相應的否定形式。 

(37) a. 〔今失諸侯〕x，不可謂〔力〕y；〔有敵而不從〕x，不可謂

〔武〕y。（《左傳．宣公十二年》） 

b.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

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x。不可

謂〔無備〕y。（《左傳．宣公十二年》） 

此變化引起三方面連動變化：搭配成分改變、「可謂」功能由界定轉為描述、

「可謂」概念由「可以稱之為」發展為「真的算是、實在是」。這樣的連動演變是

漸次達成的，很可能是由搭配成分的變化所帶動，以下將藉《左傳》、《史記》、

《三國志》、《世說新語》這四部典籍簡要說明這方面的演變梗概。 

在《左傳》中「可謂」賓語均為單詞或短詞組，如名詞組「君子」、「長」

等，形容詞組「直」、「眾」、「吉」、「良」、「老」、「驕」、「不朽」等，

動詞組「無主」、「無民」、「無人」、「無德」、「無謀」、「無備」、「知

人」、「知禮」、「愛君」、「愛之」、「畏之」、「象之」、「則之」、「輔

之」等，其中最長的是「不恤其後」此述賓結構。此書中 46例「可謂」有 21例為

否定用法，如上所示。界定事物時，可以判定符合或不符合該標準，有否定用法是

自然的，從中也可見出其界定特性相當鮮明。 

到了《史記》，「可謂」賓語也以單詞與短詞組為主，但也出現較為複雜的結

構，如「能督責」、「不背本」、「抗直不橈」、「剛毅守節」、「義形於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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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貴極矣」、「極富貴無欲」、「聖人重事者」、「非無故之利」、「知人能得

士」、「能明君臣之術」、「減於制度而可施行者」等。此書中 61 例「可謂」只

有 1例為否定用法，「可謂」界定特性已開始鬆動。 

《世說新語》成書雖稍晚於《三國志》，但此書中「可謂」用法反而較為保

守，故先此討論。此書中「可謂」數量不多，連同劉孝標注一共只有 19 例，但也

可從中見出此句式的變化。此書中「可謂」經常後接熟語，見例 (38)。從之可見

出「可謂」在當時已是習用格式，句中用於界定的詞組類型也有所擴大。熟語除了

可作為界定標準，因其陳述內涵較多，亦能勝任描述功能。此書中的「可謂」句均

不用於否定。 

(38) a. 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y。」（《世說新

語．雅量》） 

b. 王長史謂林公：「真長可謂〔金玉滿堂〕y。」（《世說新語．

賞譽》） 

c. 今君一面盡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馨〕y。（《世說新語．規

箴》） 

d. 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y 也。」（《世說新

語．規箴》劉注引《輅別傳》） 

e. 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y。」（《世說新語．

任誕》） 

f. 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y。」（《世說新語．排調》） 

g. 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y。」（《世說新語．仇隟》） 

《三國志》中「可謂」數量頗眾，連同裴注共有 151例。此書中「可謂」後接

成分明顯增長，除了單詞或詞組，還有兩句以上構成的單位，如例 (39) 與 (40) 

所示，前者為「可謂……者」構式，後者為不帶「者」的用例。無論帶不帶

「者」，這些用例中的「可謂」句除用於描述人物，更多是描述情況。 

(39) a. 〔念重光，紹咸池，繼韶夏，超群后之遐蹤，邈商、周之慚德〕x，

可謂〔高朗令終，昭明洪烈之懿盛者〕y 矣。（《三國志．魏

書．明帝叡》裴注引《獻帝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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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大司馬蹈履忠節，佐命二祖，內不恃親戚之寵，外不驕白屋之

士〕x，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y 也。（《三國志．魏

書．曹真》） 

c. 〔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x，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

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y 也。（《三國志．魏書．陳

思王植》裴注引《文士傳》） 

(40) a. 〔公居軸處中，入則享于上席，出則為衆目之所屬，華、霍不能

增其高，淵泉不能同其量〕x，可謂〔巍巍蕩蕩，無與為貳〕y。

（《三國志．魏書．張邈》裴注引《獻帝春秋》） 

b. 〔吾少好譚易，又喜分蓍〕x，可謂〔盲者欲視白黑，聾者欲聽

清濁，苦而無功也〕y。（《三國志．魏書．管輅》裴注引《輅

別傳》） 

c. 〔近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x，可謂〔金城石室，萬世

之業，任授失賢，一朝喪沒，君臣係頸，共為羈僕〕y。（《三

國志．吳書．賀邵》） 

《三國志》中這些後接成分特別長的「可謂」用例已與唐朝用例相當，主要功

能在描述，而非界定。從上述討論可見出，此變化關鍵在於「可謂」後接成分從可

作為界定標準的單詞或短詞組逐漸擴大到由多子句構成的句段，中間還經歷熟語階

段。熟語指涉某種特定狀況，可作為界定指標，但其構成成分較長，有效突破「可

謂」搭配限制，且可兼具界定與描述功能，可視為演變的過渡階段。隨著「可謂」

後接成分逐步加長，其界定功能也漸次轉弱，而描述功能則不斷增強，「可謂」的

本義就有虛化的機會，而被重新理解為強調義語氣副詞。其否定用法的比例也能呈

現這方面的變化。《左傳》中的「可謂」用於界定，46 例中有 21 例用於否定，佔

46%；《史記》中的否定用例則降至 1 例，佔 2%，界定功能開始有所限縮；《三

國志》與《世說新語》共 164 例中只有 14 例否定用法，只佔 9%，此時是描述用

法開始發展的時期；到了唐朝，「可謂」轉以描述為主，亦不見否定用法。42 

當此類用法中的「可謂」概念轉變後，其他後接形容詞的「可謂 A」也可能受

到類推而重新理解，像是《三國志》中的「可謂信矣、著矣」、「可謂智矣」、

                                                 

42 唐以後主要是在《張載集》、《二程集》、《朱子語類》等書的哲學論辯中才見得到否定的「可

謂」句，在這些用例中「可謂」仍用於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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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順矣」、「可謂愚闇」、「可謂神妙矣」、「可謂困矣」、「可謂謬矣」、

「可謂亂矣」、「可謂壯矣」、「可謂樂矣」、「可謂徧矣」、「可謂深矣」、

「可謂博雅矣」、「可謂多矣」、「可謂祕奇」等，《世說新語》中的「可謂謬

矣」、「可謂卓朗」等，或是《法苑珠林》中的「可謂盛哉」均可能因而被理解為

「實在是 A」，表程度高的用法於焉形成。 

值得留意的是，「可謂」句經常搭配語氣詞，此特性也與重讀的「可」相當。

從先秦至唐朝，「可謂」句均有極高比例搭配感嘆語氣詞「矣」、「也」等，《左

傳》、《史記》、《三國志》、《世說新語》以及《法苑珠林》這幾部文獻中「可

謂」句帶語氣詞比例如表一所示。此表格第一欄為全部「可謂」句帶感嘆語氣詞之

比例，第二欄則為去除否定句與疑問句後之比例，因為否定句較少帶語氣詞，43 

疑問句則是帶「乎」、「哉」等疑問語氣詞，應排除在外，故第二欄比例更具參考

價值。 

表一：先秦至唐「可謂」句帶感嘆語氣詞的比例與百分比 

「可謂」句帶感嘆語氣詞 左傳 史記 三國志 
世說 

新語 

法苑 

珠林 

佔所有「可謂」句比例 

佔所有「可謂」句百分比 

15/46 

33% 

42/61 

69% 

106/151 

70% 

6/19 

32% 

12/19 

63% 

佔直述「可謂」句比例 

佔直述「可謂」句百分比 

15/25 

60% 

41/46 

89% 

104/130 

80% 

6/18 

33% 

12/18 

67% 

 

以上只有《世說新語》帶語氣詞比例較低，但此書中「可謂」句僅 19 例，恐

怕不足以全面反映當時使用狀況。就直述句而論，其他各部文獻都有 60% 以上，

尤其是「可謂」句數量越多，帶感嘆語氣詞的比例也越高。《三國志》與《史記》

數量最多，比例也高達 80% 以上。數量越多，當更具代表性，可見「可謂」句與

感嘆語氣詞當有緊密的共現關係。此現象與現代重讀之「可」經常搭配語氣詞正是

相呼應的。 

當「可謂」發展出此類用法，「可謂」的意思轉為「真的是」、「實在是」，

並用於強調程度高，動詞「謂」已非一般動詞，而接近判斷詞或焦點標記，「可」

                                                 

43 《左傳》21 例否定「可謂」句均不帶語氣詞，不過，《史記》唯一否定「可謂」句帶語氣詞

「矣」，《三國志》14 個否定「可謂」句則有 2 例帶語氣詞「也」，故統計表中《史記》與《三

國志》直述句帶語氣詞數量各少 1筆與 2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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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情態動詞發展為強調程度高之副詞。這樣的演變路徑顯示此用法的「可」源自

可行義情態動詞，也可見出可行義情態動詞之所以能發展為強調副詞當與語用有

關。「可」本為溫和評斷，若以此用於界定，當可顯示說話者審慎客觀的態度。使

用頻繁後，反以此為常用套語，故其界定功能就逐漸轉為描述功能，「可謂」與

「可」也就成為表示程度高的強調副詞。一旦此功能確定後，「可」便能如同

「大」、「太」、「忒」等近義功能詞一樣與後綴「煞／殺」結合而形成「可煞／

殺」這樣的用法。「可煞／殺 A」就是「實在 A」的意思，相關用例見前所列例句 

(20) 與 (21)。稍晚在宋朝也見得到「可是 A」的用例，如下，意義與用法均與

「可煞／殺 A」相當。 

(41) a. 年年巖桂，恰恰中秋供我醉。今日重陽，百樹猶無一樹香。且傾

白酒，賴有茱萸枝在手。可是清甘。遶遍東籬摘未堪。（《全宋

詞》向子諲〈減字木蘭花〉） 

b. 如此男兒，可是疏狂，才大興濃。（《全宋詞》陳人傑〈沁園春

（贈人）〉） 

c. 但一尊相屬，居然感慨，扁舟獨往，可是嶔寄。（《全宋詞》陳

人傑〈沁園春（送宗人景召遊姑蘇）〉） 

本文推測，上述「可謂」、「可煞／殺」與「可是」均可能與現代漢語重讀的

「可」一脈相承。從歷史資料推判，「可」可能是先在「可謂」、「可煞／殺」、

「可是」等「可 X」構式中表示程度高，然後才得以獨立表此用法。然而，在這支

隊伍中是否還有其他源頭，是否還有如「可謂」一樣的固定表達也展現由情態動詞

虛化為強調副詞的演變，甚至是否還存在更直接的源頭，這些問題都還有待日後繼

續挖掘。 

從現代方言材料也可看出，表程度高的「可」往往還伴隨有其他「可 X」詞

構。例如孫慶波 (2009) 提及屬晉語的河南衛輝方言中「可」、「可疊」與「可

勝」均能作程度副詞，並推測「可疊」可能是「可煞」音變後的形式（孫慶波

2009：54-56）。另外，王琳 (2009b) 則指出，亦屬晉語的安陽方言與林州方言均

有程度副詞「可」與「可特」，後者可另寫作「可牒」、「可忒」，黃伯榮 (1996: 

393) 亦指出安陽方言的程度副詞為「可牒」。這些方言材料顯示表程度高的

「可」與「可 X」用法相當，關係緊密，與本文主張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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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輕讀「可」的形成──從疑問到強調 

前文一之（二）小節已提及在強調副詞用法出現之前，「可」已發展出反詰與

推度詢問這兩種疑問副詞用法，分別形成於東漢與盛唐時期，本文認為輕讀的

「可」正是從反詰副詞發展而成。三之（一）小節已指出，席嘉 (2003) 也如此主

張，但該文未提出可兩解用例，也未能說明兼具疑問與否定的反詰用法為何能夠發

展出極力肯定的強調用法，本節將提出相關說明。 

張麗麗 (2016a) 一文指出，「可」的推度詢問用法是從反詰用法發展而成，

經歷如下語義演變過程：「難道＞莫非＞是否」。當說話者推測一件事，但對自己

的推斷沒有把握，又想顯得禮貌，便會刻意採用反詰語氣，以表現出小心翼翼的推

斷態度，例 (42) 便是如此。例中薛能憑藉歌聲推敲歌者內心幽微心情，錢珝則是

推想江邊人家的心意，都表現出小心謹慎的姿態。或者，當說話者想讚美某事物，

也可能故意採用誇張的不符事實的描述，例 (43) 即是如此。例中的「郅都」乃西

漢名臣，是不可能守著唐朝邊疆的，司空圖所見到的也不可能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

源，這麼說是為了要高度推崇邊境守得嚴密，讚嘆春山美好。所以這兩組用例中的

「可」都不是真的反詰，而屬懷疑為真的推測式提問，相當於今日「莫非」的用

法。張麗麗該文也指出，這些例子中的推度都是有根據的，而非任意推度的，下面

例句中〔……〕x所括起的文句便是推斷的根據，〔……〕y則是「可」所在句。 

(42) a. 〔一曲新聲慘畫堂〕x，〔可能心事憶周郎〕y？朝來為客頻開

口，綻盡桃花幾許香。（《全唐詩》薛能〈贈韋氏歌人二首〉之

二） 

b. 柳拂斜開路，籬邊數戶村。〔可能還有意〕y？〔不掩向江門〕x。

（《全唐詩》錢珝〈江行無題百首〉之十七） 

(43) a. 雲日呈祥禮物殊，彤庭生獻五單于。〔塞垣萬里無飛鳥〕x，

〔可是邊城用郅都〕y？（《全唐詩》盧綸〈天長久詞〉）44 

b. 〔可是武陵溪〕y？〔春芳著路迷〕X。花明催曙早，雲膩惹空

低。（《全唐詩》司空圖〈春山〉）45 

                                                 

44 郅都為西漢最早以嚴刑峻法鎮壓不法豪強維護封建秩序的名臣。 
45 紀伯庸 (1949) 認為此例中的「可是」表輕微的疑問，實為消極的肯定。意思為：莫非是、應是、

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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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強調副詞則經歷「難道＞莫非＞確實」三階段演變過程，與上述「難

道＞莫非＞是否」演變有共同來源，以下將藉「可是」的用法沿革說明其過程。在

唐朝，「可是」主要表難道是（強烈懷疑，帶否定意味），見例句 (44)；到了宋

朝，「可是」除了表難道是，表莫非是（懷疑為真）及確實是（確定為真）的例子

則大量增加，見例句 (45) 與 (46)。例 (45) 中詩人均根據一些所見的確立現象，

如「杏花香亂撲回廊」、「船頭無處避剛風」、「結屋圓沙最盡梢」，而提出合理

的推斷：「晚來風更惡」、「仙君謝逋客」、「漁家厭塵囂」，是故「可是」當表

懷疑為真的語氣，均能以「莫非」替代。例 (46) 則純表詩人論斷或感慨，而且帶

有強烈主觀性，句中「可是」均能以「實在是」替代。 

(44) a. 猿啼曾下淚，可是為憂貧？（《全唐詩》戎昱〈桂城早秋〉） 

b. 可是禪房無熱到？但能心靜即身涼。（《全唐詩》白居易〈苦熱

題恆寂師禪室〉） 

c. 季鷹可是思鱸鱠，引退知時自古難。（《全唐詩》鄭谷〈舟

行〉） 

(45) a. 濛濛小雨暗池塘，遠樹依微不辨行。可是晚來風更惡？杏花香亂

撲回廊。（《全宋詩》釋道潛〈春詞〉其二） 

b. 人間何地寄衰翁，偶到神山一葦中。可是仙君謝逋客？船頭無處

避剛風。（《全宋詩》李彌遜〈道遊武夷遇雨既渡復回明日竟遊

九曲而行因留〉其一） 

c. 漁家可是厭塵囂？結屋圓沙最盡梢。外面更栽楊柳樹，上頭無數

鷺鷥巢。（《全宋詩》楊萬里〈過寶應縣新開湖十首〉其四） 

(46) a. 曉驅羸馬日將中，眼飽何曾念腹空。可是愛花狂不徹，棠梨樹下

覓殘紅。（《全宋詩》趙鼎臣〈棠梨〉） 

b. 葛巾竹杖閒來此，可是心清跡亦清。（《全宋詩》吳臧〈雙清

亭〉）46 

c. 可是看花不厭，城南更欲城東。多謝諸君著語，莫教孤負春風。

（《全宋詩》張栻〈次韻周畏知問訊城東梅塢七首〉其四） 

                                                 

46 《宋語言詞典》165頁認為此例中的「可是」表「真是，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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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也見得到過渡用例，例 (47) 之詩句均兼含莫非是與實在是之義，是兼容

疑問與肯定語氣的用例。 

(47) a. 能去塵埃幾裡搖，隨香步步透蘭橈。主人可是饒風月，分與游人

倚小橋。（《全宋詩》王洋〈題沈氏小橋〉） 

b. 正欲持杯賞萬紅，却遭連日雨兼風。種花欲看難如此，可是衰翁

賦分窮。（《全宋詩》吳芾〈感花〉其一） 

c. 只今秋稼滿江郊，猶記春船掠屋茅。可是北風寒入骨，荻花爭作

向南梢。（《全宋詩》楊萬里〈豫章江皋二絕句〉其二） 

d. 催花一霎雨依微，芳逕泥香草色萋。可是一春天氣冷，牡丹開了

未鶑啼。（《全宋詩》周端臣〈古斷腸曲三十首〉其二） 

這些詩句都是藉由推測語氣傳達讚嘆或感慨之情。例 (47a) 是對小橋主人造

橋心意的推想，其實也是盛讚其景色優美；例 (47b) 描寫詩人想賞花卻遭風雨破

壞，故推想天意，也是感慨自己福份不高；例 (47c, d) 均是推敲自然物的心聲，

像是「荻花」與「鶑」，詩人將這些自然物擬人化，一方面是推想其心意：「莫非

是北風太冷，荻花才朝南開放」、「莫非是初春寒冷，鶑鳥才不啼叫」；一方面也

是發出感慨：「實在是北風太冷，荻花才朝南開放」、「實在是初春太冷，鶑鳥才

不啼叫」。 

宋朝詩人喜歡推敲春神（多以「春風」、「東風」或「東君」稱之）或梅花的

心意，例 (48)-(52) 都是此類作品。這五組詩推測口氣不同，但都藉由「可是」傳

達，從中可以更細膩地見出「可」的演變動態。 

(48) a. 幽棲竹路滿蒼苔，花擁柴扉午未開。可是春風料理得？時吹一片

過窗來。（《全宋詩》馮時行〈落花十絕〉其八） 

b. 瘦削丰姿淡竚妝，三三兩兩立冰霜。春風只愛私紅紫，可是梅花

欠主張？（《全宋詩》李龍高〈疏梅〉） 

(49) a. 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無處無顔色。不應尙有數枝梅，可是東君

苦留客？（《全宋詩》唐庚〈劍州道中見桃李盛開而梅花猶有存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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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今朝過眼亡三篋，它日還君欠一瓻。亂葉紛披在懸磬，春風可是

故相欺？（《全宋詩》周紫芝〈賊後收拾殘書作〉） 

(50) a. 不管霜毛不貸人，一年舊了一年新。山窗未曉聞山樂，可是梅花

漏世春？（《全宋詩》舒亶〈題明覺寺在在堂十二首〉其一） 

b. 野樹疏疏透夕陽，歸鴉零亂不成行。春風可是閒來往？時送江梅

一陣香。（《全宋詩》吳可〈晚步〉） 

(51) a. 山西鐵面故將軍，新種梅花十里春。此地數枝留不得，東風可是

惡欺人。（《全宋詩》周紫芝〈梅花爲風雨所殘三絕〉其二） 

b. 準擬和羹滋味成，如何尚带隔年英。春風可是無分別，遣放夭桃

相並生。（《全宋詩》胡仲弓〈晚梅次韻〉其一）47 

(52) a. 婢妾紛紛只謾爭，美人後出更傾城。東君可是多情思，留取妖容

作餞行。（《全宋詩》郭印〈時升見惠芍藥三朵作詩謝之二首〉

其二） 

b. 薄薄晴雲漏日高，雪消土脉潤如膏。東風可是多才思，先送輕黃

到柳梢。（《中州集》楊雲翼〈陽春門堤上〉）48 

第一組詩中的「可是」傳達質疑語氣，實乃否定立場。例 (48a) 中的花朵未

開就飄落，春風哪裡照顧得了？例 (48b) 中的梅花姿態優雅：「瘦削丰姿淡竚

妝，三三兩兩立冰霜」，哪裡會欠主張？實在是春風偏心了。這組例句中的「可

是」皆能以「難道」、「哪裡」等反詰副詞替代。第二組詩中的「可是」傳達詩人

不敢置信的語氣，所描述的都是不太可能會發生，但卻又教人不得不如此推測的事

件。例 (49a) 中東君怎麼會「苦」留客呢？但是桃李都盛開了卻還有幾枝梅花綻

放著，也教人不得不如此猜想；例 (49b) 中春風如何會「故意」欺侮我這被竊的

可憐人呢？但眼前亂葉紛披的景象又叫人不免如此猜測。例句中的「可是」兼具質

疑與推測語氣，皆能以「難道」或「莫非」替代。第三組詩中的「可是」則傳達懷

疑為真的推測語氣，所描述的都是一般狀況，像是例 (50a) 的「梅花漏世春」或

是例 (50b) 的「春風閑來往」，而且說話者也有充分依據，因為天還沒亮就聽到

山樂鳥的叫聲，因為時時飄來一陣江邊梅花的花香，因此句中的「可是」不再帶有

                                                 

47 此詩意指今年梅花太晚開放，所以和羹中的醋梅用的還是去年的梅。詩中的「和羹」與「梅」典

自《尚書》。《尚書．商書．說命下》：「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孔安國傳：「鹽，鹹。梅，

醋。羹須鹹醋以和之。」 
48 《宋語言詞典》165頁認為此例中的「可是」表「真是，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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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疑語氣，只傳達說話者的合理推斷，均能以「莫非」替代。相對於第三組例句，

第四組詩中的「可是」在推測之外，還多了感慨或讚嘆之意。這組例句也是詩人的

推測，也有推測的根據，但推測內容還帶有一定的主觀評價，像是例 (51a) 中

「東風惡欺人」或例 (51b) 中「春風無分別」，都是在推測之餘還帶有慨嘆之

意。是故，這組例句中的「可是」除能以「莫非」替代外，還能以「實在」替代，

已帶有強調副詞特性。第五組詩中的「可是」則只表感慨語氣，「可是」為強調副

詞。在這組例句中，詩人不再推測春神或梅花的心意，而是言其特性，論斷意味

強，而且屬主觀評價。例 (52) 中的兩例都是發出讚嘆，讚嘆春神「多情思」或是

「多才思」，例句中的「可是」以「實在」替代最為合適。 

從上述討論得知，本文主要是依據下列幾個準則區別「可是」的意思。首先，

依據詩人是否認可該情況來區別第一組與其他四組：第一組採否定立場，其他四組

則採推測或肯定立場；其次，依據是否帶有猜測語氣來區別第五組與其他四組，第

五組不帶猜測語氣，其餘則或輕或重都帶有；其三，依據情境的可能性區別前兩組

與其他三組，前兩組發生的可能性不高，其餘則相對來得高；最後，則依據是否帶

有評價意味區別後兩組與其他三組：後兩組帶評價意味，其餘則不帶。 

上述五組用例呈現「可是」如下的演變路徑：「難道＞難道／莫非＞莫非＞莫

非／實在＞實在」，不但支持本文主張，還能從中見出推動演變的動因，尤其是其

中語用的作用。以反詰詞表示懷疑為真的發話立場，可傳達說話者不敢置信又不得

不信的雙重立場；而一旦「可是」懷疑為真的用法確立，則能進一步用於表現說話

者的慨嘆之情，因為是謹慎推敲而得，所以其慨嘆反而更顯深刻。 

本節提及「可」的兩條演變路徑：「難道＞莫非＞是否」與「難道＞莫非＞確

實」，可合併如下： 

難道（反詰語氣）＞莫非（懷疑為真語氣）＞ 是否（推度詢問語氣） 

                     確實（強調語氣） 

這條路徑所發展出的各式用法，甚至包含由強調語氣延伸出的轉折語氣，都屬

「可」的輕讀用法。從上面的路徑，可看出「莫非」是從反詰到推度詢問以及強調

語氣的過渡階段。莫非表示懷疑為真，其質疑意味比反詰弱，故能進一步發展為推

度詢問副詞；莫非也帶有肯定的意味，故也能進一步發展為確認為真的強調副詞。 

本節討論僅提詩詞資料，也是因為當時非韻文文獻少見此類用法。本文檢驗

《張載集》、《二程集》、《景德傳燈錄》、《五燈會元》、《續資治通鑑長編節

選》、《劉知遠諸宮調》、《朱子語類》、《大唐三藏取經詩話》、《新刊大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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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遺事》、《永樂大典戲文三種》、《五代史平話》、《全相平話五種》這 12 部

宋元時期非韻文文獻，一共僅得 16 筆「可」與「是」連用情形，其中「可」多為

情態動詞，僅 3例為反詰副詞，可見唐宋時期強調副詞「可」多見於韻文體裁。雖

然本節僅提出「可是」的用例，但本文推測「可」也經歷同樣演變過程，相關證據

還有待日後繼續發掘。 

漢語史上，「可」與「敢」經常相提並論（江藍生 1990；劉堅等人 1992：

248），藉由「敢」的歷史演變與方言用法分布，也可得出兩方面的觀察。第一，

「敢」的歷史與方言資料呈現「難道」與「莫非」這兩個概念之間具有直接的衍生

關係。葉建軍 (2007) 透過歷史考察，指出用於表示「莫非、大概、也許、恐怕」

等概念的揣測副詞「敢」是源自反詰副詞；馮愛珍  (1998) 論及閩南方言中的

「敢」，指出副詞「敢」有三種用法：反詰、特指問、表「也許、恐怕」之猜測，

據該文所言，第三種用法係說話者「已經有一種估計，不過不敢自信」，即本文所

謂的莫非用法，並認為此用法源自反詰用法。王琳 (2009a) 一文探討屬晉語的河

南安陽方言「敢」副詞用法的來源，也認為其測度用法源自反詰疑問副詞。以上三

文均主張反詰（難道）與測度（莫非）這兩個用法有演變關係，這點與本文所提

「可」的歷史演變是一致的。 

第二，方言中的「敢」還進一步呈現這兩個用法與強調用法也可能有淵源。前

文所提「可」的多種副詞用法一些方言中的「敢」也都具備，例如屬中原官話之陝

西渭南方言的副詞「敢」就有反詰、推測、疑問、加強肯定這四種語氣用法，見例 

(53)（卜曉梅 2007），屬晉語的陝北神木方言的副詞「敢」也有反詰語氣、表信

大於疑的揣測語氣以及表確實如此的肯定語氣，例句見 (54a, b, c)，其肯定語氣亦

可用於祈使，見例 (54d)（邢向東與周利芳 2013）。 

(53) a. 他今兒來哩，你敢不知道？（她今天來呢，你難道不知道？） 

b. 你不上街去，敢是沒錢咧？（你不去上街，恐怕是沒錢了吧？） 

c. 他敢明兒來哩？（他是不是明天來？） 

d. 日子敢比那先過得好咧麼，還愁啥哩？（日子肯定比以前過得好

了，還愁啥呢？） 

(54) a. 甲：我的書包哪去了？──乙：這敢不是？（這難道不是？） 

b. 這敢是劉鎖鎖那個小子吧？（這是劉鎖鎖的兒子吧？） 

c. 那二年敢窮得沒吃的麼。（那幾年窮得沒吃的嘛。） 

d. 你敢不要這麼價。（你可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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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敢」的這些副詞功能與「可」大體相當，故可合理推測這些副詞

用法很可能同源，而且表「莫非」此功能在其中可能扮演關鍵的中介角色。卜曉梅 

(2007) 即採此觀點，認為「敢」是從反詰副詞用法進一步發展出推測與肯定語氣

用法。不過，邢向東與周利芳 (2013) 則認為「敢」的確認語氣是從可能義情態動

詞直接發展而成，不與其他幾種副詞用法有同源關係，但是該文並未說明「敢」其

他副詞用法的來源，留下未解的疑問。由於副詞「敢」與「可」均源自情態動詞，

且都發展出多種相近的疑問與強調功能，所以很可能是平行演變造成的，但目前尚

無法確認，這部分還有待日後繼續考察。 

四、結論 

本文根據歷史語料推斷強調語氣副詞「可」有兩種來源，正好分別對應到現代

重讀與輕讀的「可」。重讀的「可」源自可行義情態動詞，可能是在「可謂」等構

式中語法化為表示程度高的副詞，早期多以「可煞／殺」、「可是」等表示，單以

「可」表示可能是後出的用法。輕讀的「可」則是從反詰副詞演變而成，經歷「難

道＞莫非＞實在」的演變過程，這點可藉「可是」從唐至宋的演變看出。本文亦指

出，這兩條演變路徑都受到語用因素的推動。從「可謂」的演變可看出，從可行義

到實在義，係以審慎保守評斷來確認，反而更能保證命題內容的可信度，而此表達

手法一旦成為常態，便會導致保守的可行概念成為確認標記；從「可是」的演變則

可看出，從反詰義到確認義，則是以反詰語氣傳達不敢置信、懷疑為真的立場，並

進而以懷疑為真的語氣傳達慨嘆、肯定的立場，此表達法具有多重語用效力，因而

也得以推動此線演變。然而，由於「可」為高頻詞，又有多種功能，加之早期強調

用法多出現於詩句中，在在造成語料判讀與篩檢的困難。本文未能窮盡唐宋時期所

有「可」的用例，僅就所側重的語料提出相應觀察成果，故文中所提僅為初步推

測，尚待日後挖掘出更多關鍵的語料。本文也未能追蹤「可」的後續演變，現代漢

語的強調副詞「可」是如何發展出如此多元的用法，如何成為「話題焦點敏感算

子」與「話題敏感算子」，輕讀與重讀這兩種音韻形式各是如何形成的，均有待日

後繼續探討。 

 

（責任校對：孔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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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ation of the Emphatic Adverb Ke  

in Mandarin 

Chang Li-l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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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darin ke (可) is an emphatic modal adverb with multiple functions, but its 

origin has remained unclear.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proposals regarding 

its etymology, they do not paint a complete picture, nor do they account for the 

differences in strong versus light inton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historical evidence to 

argue that the two forms of ke have different origins: The strong one originated from a 

modal verb and the light one from a rhetorical interrogative adverb. 

Key words: emphatic adverbs, modal adverbs, modal verbs, rhetorical interrogative 

ad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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