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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疊式是漢語的特色之一。重疊形式不但多種，更遍及各種詞類:動詞、形容詞、

名詞、副詞、量詞。本研究主要針對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式的特色進行對比，以了解此二

詞類之重疊式 (AA 、 AABB 、 ABAB) 與基式 (A 、 AB) 之間的量性變化關係;最後

佐以 59 位臺灣國語使用者的語法判斷測試結果，對動詞、形容詞重疊式進行對比。除了

從構詞形式、語法意義、語法規則等方面加以對比外，更探討形容詞與動詞重疊式的典

型型態及其語法意義。依統計所得，形容詞重疊式之語法意義為使程度加深;而動詞重

疊式量性變化狀況擾雜，顯示影響因素多而雜。最後，本文根據對比分析所得對動詞與

形容詞重疊式進行教學排序以干Ij未來對外漢語教學 O

關鍵詞:動詞重疊式，形容詞重疊式，對比分析

一、別首

漢語重疊式是漢語的特色之一，更是二語習得者學習的難點。漢語重疊式不

僅遍及各種詞類，如:動詞、形容詞、名詞、副詞、量詞;而且其變化形式更是

多種多樣 O 因而對於學習漢語的外國人士而言，重疊式難以掌握，因而常有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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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產生;尤其在對於原本就容易混淆的動詞、形容詞兩類，更是有不少的偏

誤現象。像是常有「研究→*研研究究」刊洗諜→*洗澡洗澡」等偏誤狀況。

本研究針對動詞與形容詞之重疊式進行對比，以了解此二詞類之重疊式

(AA 、 AABB 、 ABAB) 與基式 (A 、 AB) 之間的量性變化的關係。除了從文獻

中對於重疊式的構詞形式、語法意義、語法規則等方面進行對比分析之外，本研

究更採取量性研究方式進行驗證。研究中統計 59 位臺灣國語 (Taiwan Man缸，

rin) 環境下其母語使用者的語法判斷湖試結果，以此作為對比分析所得結果的驗

證。其中探討主軸更鎖定於在動詞形容詞間共悶具有之量性特徵的基礎上，以語

法判斷測試結果探討形容詞與動詞重疊式的典型型態及其語法意義。冀望藉此研

究之對比分析與母語趨向生用法之測試，能提供適當的漢語動詞和形容詞重疊式

教學排序以利教學者。

二、研究範圍界定

←)重疊式性質界定:

根據學者(石毓智， 1996 :徐烈炯、邵敬敏， 1997 :李珊， 2003) 的研究，

漢語的重疊形式區隔為構語重疊(例如:卷卷、媽媽)以及句法重疊(如:看看、

好好)二種。其中，後者句法重疊的基式與重疊式之間的意義和句法功能都隨重

疊而變，屬於語法層次、構形手段;而前者之構詞重疊則是詞彙的一種類型、屬

於構詞手段，有些甚至不存在基式。筆者在此同樣將構詞手段的重疊式區隔於本

文討論的重疊式之外;將研究範閣界定在有語法意義以及句法功能的「句法重疊」

的部分。

然而，細觀石毓智(1996) 的研究，其從一個典型型態 (morphology) 的角

度定位各詞類的重疊式，提出:重疊式使各詞性基式「定暈化J 0並說明所謂的定

量化是指「詞語通過某種語法手段賦予其概念以數量特徵。 J r不論哪個詞類，基

式都是中性量的，而相應的重疊式則是定量的J (石毓智， 1996:2) 。這樣的觀點認

為:任何可以重疊的辭彙皆應具備「量性J 0即使是名詞，可重疊之名詞通常也兼

有量詞作用，與量詞同樣起「遍指j 的功能。故以下本文在針對其他疑近於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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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的部分，也同樣從量'1生變化的角度加以釐清，例如:

CD陣陣掌聲→「一陣又一陣j 掌聲

雖然表面上屬於蠹詞重疊，而且非構詞重疊，但是其「陣陣J 並無「遍指」

(每一陣掌聲)的功能，而應該是「一陣又一陣」的縮略(石毓智， 1996) 。筆者

認為此種車疊應屬「修辭」層面，非「句法重疊」。

@動詞一般式: ABAB 式→「閃開閃開J '一個警察咕喝著(註 1)

@形容詞特別式: ABAB 式→這條路筆直筆直

例@中「閃開閃開J 表面上像 ABAB 式，但是因為語義上沒有動作的量，又

語音上閃開和閃開之間可以停頓，後一個閃開又不讀輕聲，據此李珊 (2003:6) 提

出非重疊式，而是詞語重複。而例@筆直，這一個形容詞在重疊前後都表示同一

個極高的量級，在程度上並未因為重疊而定量級、或增加程度;旦筆直之問可以

停頓。由此，這些狀態形容詞(筆直、碧綠、鮮紅)的重復應用，屬於「修辭」

重疊，非「句法重疊j 。

目前許多有關重疊式的研究，將構詞、構形甚至修辭層面的重疊式混淆在一

起，以至於無法看清楚句法重疊的特徵與真正的語法功能。由上，筆者根據文獻

研究，將重疊式的研究範疇限定於「句法重疊J '也就是只探討基式和重疊式之意

義和功能不一樣、並有其規律性的構形重疊，而非構詞重疊。同時排除修辭上因

縮略、或強調而採行的修辭性重疊(重複)。續將以此為基礎，探討重疊式的特質、

語法意義、語用規範，以及從實證上瞭解其量性變化。

(二)選擇對此的詞類

重疊在漢語中是一個極普遍的現象，名詞、量詞、動詞、形容詞、副詞，都

可以重疊。 f可以本文單單對比形容詞與動詞呢?雖然，一如學者石毓智(1996)

所言，所有真正可重疊的辭彙都具有量性的特徵，然而在功能上，名詞重疊式是

對某一範圍內所有成員「遍于剖，起分類功能;而量詞也具「遍指」、指出事物數

1.此例句引自李珊 (2003治) {動詞重疊式研究〉一書中所引楊翰笙〈生死同心〉一文。



570 清華學報

量特徵的功能;而副詞本身定量特性不明顯、重疊式有限。因此，筆者在進行對

比時，去除共性基礎相對較小的名詞、量詢和重疊式本身數量極為有限的副詞。

反觀動詞與形容詞，二者有其共同基礎，其重疊式對於二者而言均是給予基

式一個確定的量級。在使基式「定量化」的重疊過程後，隨著動詞、形容詞的童

性特徵的差異，定量的結果將有或大或小的差異。而這個差異性正是本文尋求探

討的核心。也就是說，本文在量性基礎下，探討動詞、形容詞重疊式於定量化語

法過程中量值所產生變化的歧異性。

綜觀各相關研究(石毓智 '1996 ;張國憲 '2000 ;于江 '2001 ;錢乃榮 '2002 ; 

李珊 '2003) ，學者對於動詞和形容詞重疊式的語法功能，多致力於探究不同語法

角色的修飾關係、不同的重疊形式下所表達的功能之差異、重疊式語義範疇、重

疊式語法規範的限制等，且卓然有成。然而目前之研究多專注於單一詞類的重疊

式之探究，鮮有研究針對不同詞性的重疊式語法功能、語義變化關係進行對比分

析，或回歸至基式的本質思考其間之關係。

在肯定動詞、形容詞重疊式皆有量的變化的前提下，學者石毓智 (1996) 直

接點出動詞和形容詞本身的量性特質與重疊後量值的變化有關，並進一步提出所

有詞類之重疊式是一種典型型態、產生棺當的句法功能、有限定的詞類角色以及

句法位置。石毓智(1996) 提出贊成朱德熙 (1982) 之見解，同樣認為形容詞重

疊式量級程度的差異與「句法位置」有關。也就是當重疊式在定語和謂語中，表

示輕微的程度(程度減弱) ;在狀、補語的位置上，則表示很高的程度。

然而，石毓智 (1996) 的研究中雖已點出動詞、形容詞與其重疊式間有量性

的關聯，在研究分析中仍主要從句法位置的差異、句法修飾的關係來考察重疊式

量級關係，卻忽略延伸其所指:基式與其重疊式間有量性關聯的觀點，因而未能

進一步從重疊式與基式問的關係，探討重疊式因句法重疊這個語法手段而有的量

性變化。筆者認為在此文之研究對比中，需先明確抓緊基式到重疊式間因重疊而

生的量，性變化，才能更加認識重疊式。為確認範疇界定的合理性，後文將續以實

證統計方式確認筆者的假設:重疊式量性程度變化與其基式的量|生特徵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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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重疊形式的範擅界定

1.重疊形艾範聞界定一一動詞:

劉月華(1984) 主張:動詞重疊計有 AA 、 A-A 、 A 了 A 、 A 了一 A 四式

重疊形式。常敬宇(1996:280) 則認為:動詞的重疊有 AA 、 A-A 、 A 了 A 、 A

了一 A 、 A 著 A 著、 AABB 等六式。以下分成 rAA (ABAB) 、 A-A 、 A 了

A、A 了一 AJ 、 rA 著 A 著j 、 rAABB 式」、 rAAB (VV 看、VV(Q)) 式J 四大

類討論之:

(1) A (ABAB) 、 A-A 、 A 了 A 、 A 了一 A

常敬宇 (1996:280) 比較在 AA 、 A-A 兩式時說:一般情況下此二者意義

不變，若強調動量是一次或一下，則必須加「一」或採 rv 一下」。劉月華 (1996:

89) 單音節動詞重疊式之間可以加「一J '如:看看、看一看。若是用於已經發生

的動作則加「了-J 0所以在 A-A和 A 了 A以及 AA 之間的關係，劉月華、常

敬宇兩位學者基本上採取相同的觀點。其中，重疊式中加「了-J 代表完成式時

態，大抵無差異，而 VV 式與加「一」或採 rv 一下」的形式下是否有差異則多

有不同意見。

胡孝斌 (1997) 仔細分析動詞重疊 VV 式與 V 一下兩類的差異，發現其在構

成、意義和用法上其實並非完全重疊。胡孝斌 (1997) 更表示兩式所表示的「量」

並不完全一致;如劉月華(1984) 表示採用 V r一下」表示短暫的動作已進行，

胡孝斌男說明也表示「一次性的動作J '可見都是非多次重複的狀況，且不用於已

然狀況。由上可知，動詞重疊 VV 式與 V 一下、V-V是有差異的，其中動後附

加的「一」、「一下J '使得動作的量被標顯出來，所以在動量的變化上，除受重疊

式影響同時也受標示的「一」、「一下j 所牽制。

由上可以見得，後三式 (A-A 、 A 了 A 、 A 了一 A) 可以說是 AA 式的次

類、變形。本文由於直接探討基式與重疊式之間量的變化，為免受其他附加字

(r - J 、「一下J 、「了 J) 的影響，故只討論 AA (動詞一般式 ABAB)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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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 著 A 著

李人鑒(1964) (註 2)認為 A 著 A 著(說著說著)、 A 啊 A 啊(走啊走啊)這

些類重疊式都只是「動詞連用」而不是「動詞重疊式J '並提出不少教科書支持這

樣的觀點。由此 'A 著 A 著依本文起始部分的性質界定不屬於「句法重疊J '故不

列入重疊式討論。

(3)動詞 AABB 式

動詞的 AABB 重疊式，一般將之列為動詞重疊的「特殊式J (陳光， 1997) 。

部分學者(郭志良 '1987 ;張理明， 1984) 很早便提出動詞 AABB 式可分為兩種，

一為 AA+BB 式，即兩個單音節重疊式的結合;另一個為雙音節 AB 重疊式的

特殊式(例如:搖晃→搖搖晃晃) ，其基式結構多為聯合式的複合詞或狀態動詞

(郭志良， 1987) 。

語法意義方面，學者(常敬宇， 1996:290 ;張理明， 1984) 認為此式表多次反

覆、連續不斷的動作行為，例如:說說笑笑、進進出出、走走停停。一般都是兩

兩並列的四字格，不單說 AA 或 BB' 只有同時出現時才說。而且 A 和 B 之間有

一定的繫連。這樣的 AABB 重疊式，因為語義的關係，所以有時回歸到 AB 時，

會以為是其基式，例如:說說笑笑→說笑、縫縫補補→縫補。但是其詞性似乎有

變，不再如基式。例如:他正在縫補衣服→*他正在縫縫補補衣服→他過著縫縫

補補的窮苦日于 o 反而有一點向形容詞靠攏。所以，動詞的 AABB 重疊式在詞性

方面時而頗見爭議。有的認為維持動詞屬性，有的卻認為會改偏向形容詞屬性，

動作性變得較弱，接近狀態形容詞(郭志良， 1987 ;張理明 '1984 ;陳光， 1997) 。

此外，再進一步分析其他類式，像是:進進出出→進出、上上下下→土下、

來來往往→來往，指指點點→指點，這些基式與重疊式之間有歧義關係，而不光

是語義添加而已。至於:蹦蹦跳就→*蹦跳，偷偷模模→*偷棋，走走停停→*

走停，躲躲閃閃→*躲閃，哭哭啼啼→*哭啼，戰戰兢兢→*戰兢，轟轟烈烈→

*轟烈，兢兢業業→*兢業， (註 3)等則無此基式。由此，筆者假設此式 AABB 應

該並非雙音節動詞的重疊式，而是兩個單音節動詞重疊式結合之後所產生的四字

2. 詳細請參閱李人學 (1964) <關於動詞重疊> ' <中國語文卜第四期。
3. 後三個例子來自李珊 (2003:6) 書中例子，參見〈動詞重疊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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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即 AA+BB 。其中部分 AA 和 BB 之間結構鬆散，前後位置往往可以互換，

有些則在使用中已經成為固定的慣用格式，例如:偷偷摸摸，遮遮掩捷，然兩者

其間皆可加上頓號而不影響語義(例如:偷偷、摸摸，遮遮、掩掩) ，因而可以得

知是 AA 、 BB 結合產生的重疊四字格，本文歸入 AA 式中一並討論。而另一個狀

態動詞聯合式所產生的雙音節 AB 重疊的特殊式(例如:搖晃→搖搖晃晃) ，也將

包含在本文探討的句法重疊之內。

(4)AAB (VV 看、 VV(O)) 式

Lif日 Thompson (1982) 曾指出如果為動賓複合詞，且詞中可以插入其它成

份，那麼該動謂之重疊式只需重疊前面的動詞，例如:跳舞→跳跳舞。若是該動

賓結構緊密不可分，那麼則重疊整個動詞複合詞。李珊 (2003:10) 說明有些 AAB

介於詞和詞組中間，需視其具體語意、結構、乃至語用，影響其重疊結構，但總

體而言將 AAB 歸於 ABAB 一類一併討論。而學者張先亮 (199的則將AAB 式

歸入 AA 式;王希杰、華玉明 (1991) 從構詞成分思考重疊形式，提出體詞性成

分在後時，謂詞和體詞各自保有自己的重疊性和非軍疊性，而有半重疊式 AA (謂

詞) B (體詞) ，例如:理理髮、洗洗澡。由上，筆者同樣將 AAB 式歸入 AA 式

一併討論。

(5)小結:

史有為(1997) 曾就形式平行及語義平行兩方面來檢視動詞的重疊，他認為

只有 AA 式是動詞重疊。李人鑒 (1964) 也說:只有 AA 式(含 ABAB 式)才算

是典型動詞重壘，張先亮 (1994) 也將重疊式的典型格式限定為 AA 式和 ABAB

式。而 A-A 、 A 了 A 、 A 著 A 著、A 啊 A 啊等形式都不算是動詞的重疊形式。

筆者從量性上分析，同意三位學者所言，茲將動詞中真正符合句法重疊、有

句法功能之形式，界定在單音節的 AA 式、雙音節 ABAB 一般式、以及 AABB

特殊式，共三式。

2.重壘形式範圍界定一一形容詞:

茲分為形容詞 iAA 、 AABB 式j 、 iABAB 式」、 iAAB 、 ABB 、 A 里 AB 、

ABAC 式」三大類討論如下:

(1)形容訶 AA 、 AABB 式:

錢乃榮 (2002:168) 認為許多動詞有 AA 或 ABAB 重疊式;而許多形容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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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或 AABB 的重疊式，顯現 AA 或 AABB 是形容詞重疊的基本形式。郭志良

(1987) 則表示形容詞 AABB 重疊式有估量的意義，與基式比起來量加大，至於

含有全量的形容詞(例如:雪白、冰涼(註 4)) ，無須重疊為 AABB 式而改以

ABAB 式。

聯合結構的詞一般可以有 AABB 型。例如:矮胖→矮矮胖胖、高瘦→高高瘦

瘦、清白→清清白白。然而，受語言心理的影響，述賓和偏正結構的詞，一般原

本不能重疊為 AABB' 但是由於此式有加深程度作用的語感，所以部分也改採

AABB 式:述賓重疊詞(例:認認真真卜偏正重疊詞(例:和和氣氣)。

(2)形容詞 ABAB 式:

同樣地，形容詞的 ABAB 重疊式一般列為特殊式(陳光， 1997) 。錢乃榮

(2002:168) 認為本身含有程度意義的狀態形容詞(詮 5)不能受副詞(不、很)的修

飾，而其中偏正式的形容詞重疊式是 ABAB 式，例如:臉脹得通紅通紅、天空瓦

藍瓦藍。王素梅(1998)提出狀態形容詞不能採 AABB 式重疊，而必須採取 ABAB

式(特別式) ，並旦進一步提出這一類的雙音節狀態形容詞多與感官有關的詞彙。

例如:

@他的臉曬得勳黑勳黑。(顏色)

@女兒矮胖矮胖。(型態)

@他說話聲音夫細夫細。(聽覺)

@散發出一股腥臭腥臭的味道。(嗅覺)

王素梅(1998) 又進一步從結構上指出此類可重疊的狀態形容詞，多為偏正

型(例如:夫細、勳黑)與聯合型(例如:矮胖、腥臭) ，以此反駁〈現代漢語八

百詞〉中所提，認為 ABAB 式此類重疊式其形容詞都是偏正型的觀點。又針對雙

音節「性質形容詞J 提出:以 ABAB 特別式重疊後，有動詞重疊的語法意義，表

示嘗試、想暫。如:

4 本文主張「冰涼」的重疊式應為 ABAB 式的「冰涼冰涼J '至於「冰冰涼涼」則是「冰J 和「涼」分別
重疊後的組合。

5. I狀態形容詞j 、「性質形容詞J :從意義上分形容詞主要有兩種，一種表示性質，例如:高、小、酸、辣;

一種表示狀態，稱為狀態形容詞，例如:迅速、緩慢、勳黑、雪白、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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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換個環境新鮮新鮮。(性質形容詞，表嘗試，偏動詞語法意義)

而「狀態形容詞」重疊後表示程度加深，有誇張的意味。例:

@剛粉刷好，牆壁雪白雪白。(狀起形容詞，表程度加深)

@他說話聲音夫細夫細。(狀態形容詞，表程度加深)

575 

然而，上述「狀態形容詞J (例如:雪白、夫細)筆者從量的角度推斷，原基

式帶有全量的形容詞，當其從基式到重疊式，量陸上無法再擴增到更大的量，因

此應未能有程度加深的性質，稍後將以實證研究考察之。

(3)形容詞 AAB 、 ABB 、 A 里 AB 、 ABAC 式

〈現代漢語八百詞〉中認為 A加後綴 BB 的搭配是習慣性的用語。在此搭配

之中，重疊的是後綴的部分，所以還是屬於第一項 AA 式重疊;例如:紅通通、

香嘖嘖、綠油油。有些也可以說是 AB 雙音節重疊後者，侈IJ去口:孤單→孤單單。

不過這些用詞都是有區域性、有限制性的，所以無法成為一個可推衍的形式。而

前重疊的 AAB 則更罕見(例:晶晶亮、血血紅(註 6)) ，且多僅見於方言;此外還

有、 A 里 AB (傻里傻氣、糊里糊塗)、 ABAC (賊頭賊腦)等，都較為有限。

(4)小結:

在探討形容詞重疊式中可以發現屬於典型型態、具確立的句法功能、能夠推

演的形容詞重疊式僅限定於 AA 式、 AABB 一般式，以及特別式 ABAB 式。部

分學者甚至直接說明:單、雙音節形容謂的常規軍疊形式，包含 AA 、 AABB 、

ABAB' 此三式較接近所謂的構形法，即本文討論的句法重疊。而特殊重疊，包

含 AAB 、 ABB 、 A 里 AB 、 ABAC ，則接近於構詞法，沒有類推性，只是部分的

凝囝化、詞彙化之現象(徐烈炯、邵敬敏， 1997) 。

依據上節討論內容，我們將本研究討論重疊式的範圓確立於動詞、形容詞重

疊之 AA 、 AABB 、 ABAB 三式。

6. 例子引自徐烈懦、邵敬敏 (1997)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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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式對比分析

(一)重疊式的形式對此

承繼上文討論，以下列出本文討論之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形式:

基 式 單音節 A 雙音節 AB 一般式 雙音節 AB 特別式

動詞重疊式 AA ABAB AABB 

形容詞重疊式 AA AABB ABAB 

單音節重疊形式較為單純，皆為 AA 式;然而，其中主要的差別在於基式到

重疊式之間的量性變化。至於雙音節變化形式一般較為爭議，除常見的一般式動

詞為 ABAB 式、形容詞為 AABB 式之外，其特別式正好是對方一般式的形式。

部分學者(郭志良， 1987 ;張理明， 1984 ;陳光， 1997 ;王素梅， 1998) 主張從

其形式類型可以推衍其詞性特徵，也就是當狀態、偏正型形容詞採取特別式

ABAB 時，其詞性特徵也會偏向動詞;相對地，狀態、聯合型的動詞特別式亦然。

(司重疊設的語法功能對此

李宇明 (1998) 指出「動詞重疊本身就是一種體，因此排斥其他的體範疇標

記。」李珊 (2003) 認為其體範疇是「短時體打必說明短時體源自於「綿延體J ' 

Li和 Thompson (1982) 則提出重疊式是動詞的表小體 (delimitative aspect) 。

但是石毓智 (1996) 提出駁斥，認為重疊與體的功用不太一樣。程祥徽、田小琳

(1992:181)認為重疊式構詞常常帶有一些語法意義，有些動詞重疊表示動作短暫

或反覆、有嘗試的意思，例如:看看、說說。于江 (2001)指出范方蓮(1964) (註 7)

認為所謂的動詞重疊式，只是動、量組合的一種形式。

7. 詳文參閱范方蓮 (1964) <試論所謂動詞重疊> ' <中國語文卜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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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整理出各家界定之動詞重疊的語法功能範疇:

語法功能範疇 文獻來源

一、短時 王希杰、華玉明 '1991 ;朱景松'1998 ;呂濃雯'2000 ; 

陳前瑞， 2001 ;李珊， 2003 

二、嘗試 劉丹華 '1984 ;王希杰、華玉明 '1991 ;胡裕樹'1992 ; 

呂濃雯， 2000 

三、用在祈使句中緩和語氣(註 8) 朱德熙 '1982 ;劉月華， 1984 ;趙新 '1993 ;常敬宇，

1996 ;呂濃雯， 2000 

四、具有生動描寫作用(註 9) 劉月華， 198是:常敬宇， 1996 ;李珊， 2003 

五、減弱動作目的性和明確性 呂灑雯， 2000 ;陳前瑞， 2001 

動詞重疊式有減弱動作次數或減弱動量的作用(呂濃雯， 2000 ;陳前瑞，

2001) 。呂叔湘〈現代漢語八巨詞} (1980) 認為動詞重疊式表示短時態(嘗試態) , 

朱景松(1998) 卻認為重疊式本身沒有嘗試意義，主要是受到動作量減弱，對該

動作引起的可嘗試的附加感受;並進而呼應李人鑒 (1964) 、李珊 (2003) 的觀點，

認為嘗試之意是整個句子，或者常與動詞重疊式同現的「看」字所表現出來的。

陳前瑞 (2001)引用 Smith 的論點將動作分為有終點的「封閉情狀」和無終點的

「開放情狀J '認為重疊式的語法意義是使部分動作從開放情狀變成封閉情狀，顯

現「量短次少」或「減弱動量J '使動作不能無限延伸重複，例如:

@你去睡吧(開放狀態)

→@'你去睡一睡吧(封閉狀態)。

@他要看這份報告才能做決定(開放)

→@'他要看看這份報告才能做決定(封閉)。

8 學者(呂灑雯， 2000 ;趙新， 1993 ;朱德熙， 1982) 提出祈使句是動詞重疊式最常出現的句式之一，用

以表達較緩和的口氣:常敬宇 (1996:280) 則認為是因為音節的延宿輕緩表示一種願望、要求和商量的意

味;表輕鬆隨便的意味。劉月華(1984) 、趙新 (1993) 都認為重複使語氣輕鬆悠閒。

9 劉月華 (1984) 將動詞分為表已然動作和表未然動作，表已然時多具描寫作用。李珊 (2003:4) 也指出形

容詞的生動化表達是無條件的。和之相比動語重疊則是有條件的生動化表達，也就是描述作用是有條件

的。常敬字 (1996) 也進一步說明表一極快或頻率高的動作、以身體某一部位的所作出之動作，用以表

示人的心理，亦能突顯其描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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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學者毛敬修 (1985) 則對「反覆」、「量少」汗嘗試」刊委婉」等說法

表示懷疑;他認為動詞是一種情態，這個情態表現為一個動程，這個動程體現著

「量J '這就是動詞重疊的語法意義。若表示緩和語氣或動作是經常性沒有確定時

間時，這些都不表示量，而有輕鬆隨便的意思 O 例如:下下棋、聊聊天。另外，

朱景松 (1998) 認為動詞重疊式的語法意義取決於說話者對重疊式的語感，而把

動詞重疊的語法意義歸納為三類，並且認為三方面意義相依存，也就是 I量的

減弱」以「激發能動性」、而「過程延續」只是能動性被y聾發後的結呆。

1. I減弱動量J :將動詞重疊式減弱動作量的涵義加以擴展包含動作時間長短、次

數多少、動作目的性、急迫性、動作力度、幅度、重視程度、期望值、難度等，

其解釋力可以包含更廣。例:請你教教我怎麼做?

2. I強化動作、變化主體的能動性J :從句式角度說明可以激活動作本身的能動

性。例如:醒→醒醒。

3. I延續動作、動作時間延長J :例:平時看看書。

筆者兼合各家意見，重新以句法重疊之角度思考，並考量從基式到重疊式之

悶的量性變化，認為朱景松(1998) 從較廣的定義界定「減弱動量」較能夠符應

不同動作動詞(以及部分狀態動詞)的動量特性。至於動量應為減弱或如學者何

融 (1979) (註 10)所言可以加強，頁。留待實證測驗統計結果。而動作時間延長而成為

延續動作，或是在時量上闊步減少的問題也是留待母語者語感來解答。

與動詞重疊式反之，一般研究(錢乃榮， 2002:161 ;程祥徽、自小琳， 1992: 

178 ;郭志良， 1987) 認為形容詞重疊卻有加重、加強的意思，如:慢慢的、綠綠

的、乾乾淨淨的。學者胡裕樹 (1992) 則提出重疊的形容詞用來修飾動詞時，表

示程度加強，如:高高地舉起，細細地看了一遍。但用來修飾名詞時，不但沒有

加重強調的意味，反而表示一種輕微的程度(即:小稱、愛稱) ，例如:短短的頭

髮、大大的眼睛。另外，石毓智 (1996) 則提出贊成學者朱德熙 (1964) 之見解，

認為當重疊式在定語和謂語中，表示輕微的程度(程度減弱) ;在狀、補語的位置

上，則表示很高的程度。

筆者認為形容詞重疊應有加重語義的意思，也就是使形容詞基式之語意大者

10. 詳細參閱何融 (1979) <略論漢語動詞的重疊法〉吋鄭州大學學幸帥，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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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大、小者更小， f憂、劣皆更甚之 O 針對胡裕樹(1992) 、石毓智(1996) 、張愛

民 (1996) 從句法位置、修飾關係來解讀形容重疊式程度變化關係，如前所述，

已有卓然的研究成果。由於筆者更關心基式與重疊式之問量'1生關係的變化，故續

將不再從修飾關係、句法位置層次討論，而改以觀察基式到重疊式之間的量，性變

化做為本研究考察的核心。

(三)語法制約對此

1.動謂的語法規則制約:

(1)態:劉月華(1984) 分析表未然動作、合嘗試意義時，可重疊的範圍更大。動

詞重疊式不適用於進行態，但可用於持續態(呂濃雯， 2000 ;張先亮， 1994 ; 

趙新， 1993) 、已然態則需用以表示經常性行為(趙新， 1993) 。陳前瑞 (2001)

則直接點出始續體和延續體來說明重疊式的情狀類型 O 石毓智(1996) 認為應

將動詞重疊式歸入「塌、摔、倒j 等類動詞，代表動作開始與結束重合在一起

(筆者按:即瞬問動詞、或稱變化動詞) ，因而缺乏時段持續(註 11) 的特徵，也就

是動詞動作無法延續相當一段時悶。相反地，朱景松 (1998) 認為動詞重疊表

示動程的延續。學者陳前瑞 (2001) 認為有關重疊式是否具有 C+持續〕的特

徵，仍需討論，不過偏向認為是具有持續性的 O

(2)詞重疊式與「了一、著、過J :這些動態助詞有著明顯的對立。重疊後不能與之

結合(張先亮， 1994) 。

(3)動詞的次類屬性:主要是動作動詞，一般非動作動詞、有結果意義的動詞等不

能重疊(常敬宇， 1996:280) 。反之，動作動詞中表持續動作者，一般皆能重疊。

部分學者(常敬宇'1996:280 ;劉月華， 1984) 針對動作動詞更進一步提出說明，

認為非持續動作的動詞(即:瞬間動詞、一次性的動作)如:殺、取消等，往

往不能重疊。同時常敬宇 (1996:287) 提出這些動詞屬性上的限制並非絕對，特

殊情形下， (註 12)有時狀態動詞也可以重疊。然而由於其所舉例子並非典型句法

11. 這裡石毓智是就重疊式語法意義而言，串串實際狀況，所以動作行為仍可能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12. 例如:讓不知道過去情形的年輕人知道知道。在此顯然常敬宇先生將修辭重疊也納入重疊式中來談，仔

細分析此句中「知道」的重複，其原屬語義並未有改變，只是在語句層次上有強調、加重語氣的功能，

屬於修辭層面上的重複，而非動詞重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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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疊，故筆者認為仍以動作動詞為主，而狀態動詞可以特別式的形式呈現(陳

光， 1997) 。

(4)語義 C+ 自主性) C一完結性) :一般而言，動作行為方可重疊，又動作行為是

指「主體於主觀上可自動控制者J (王希杰、華玉明， 1991 ;朱景松， 1998 ;陳

前瑞， 2001) 。無法控制現象的非自主性的動詞，重疊後只表示變化的句子(例

如:吹、刮(風) ) (朱景松， 1998) 。非自主的雙音節動詞一般不能有重疊式，

但是狀態意義較強的動詞可以進入特別重疊式 (AABB) (陳光， 1997) 。朱景

松(1998) 也提出具完結性語意的動作不能重疊，試比較 r建立外交」和「建

立友誼j 前者不能重疊。

(5)構詞結構限制:王希杰、華玉明(1991)就雙音節動詞而言，分析動詞的構成

成分加以分析，認為部分具體詞 (N) 結構者，將影響其重疊。同理兩個構成成

分都是謂語 (V 、 A) 者，往往能重疊。部分動補結構(例如:擴大)由於補語

已經說明動作結果，所以是一個(一持續〕的動詞，石毓智(1996) 認為仍然

可以有時段持續特徵，可以跟「著」搭配(例如:她們正擴大著自己的影響力卜

並且都可以重疊(例如:她們想趁機擴大擴大自己的地盤)。陳前瑞 (2001) 也

說具有 C+完成〕特徵的動補結構多數不能重疊，但是當謂語表遞增遞減程度

時，仍能自如地重疊。

(6)句子結構:句子結構也是決定動詞能否重疊的因素，例如:把字句中的光桿動

詞一定要重疊(例:把地再拖拖) ;由再、就等連接的兩個動作行為中，其前面

的那一個動詞一定要重疊(例:洗洗手就來、商量商量再決定) ;相反地，在兼

語句中作謂語時，若欲採用重疊式，則前一個動詞不能重疊，往往改以第二個

動詞重疊，例:快去叫大媽來檢查檢查(常敬宇， 1996:280) 。此外，王還 (1963)

認為否定的句式，通常不用重疊形式。(註 13)但也有學者提出能採否定修飾，有

含有埋怨、批評的意味，實際上所表示的還是應如何做，也就是「肯定」怎樣

作才是的意味，例如:你也不想想主意劉月華， 1984 ;趙新， 1993 ;張先

亮， 1994 ;常敬宇， 1996:280) 。

13. 玉還 (1963) 於〈動詞重疊〉一文中提出:動詞重疊既然是表示量的，那麼否定時不重壘，應該是很自

然的，因為既然沒有這個行動了，也就無量可言了。詳文請參閱玉還 (1963) <動詞重疊> ' <中國語文} , 

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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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後接賓語與否:張先亮 (1994) 、李珊 (2003) 提出除個別幾值動詞重疊外， (詮 14)

多數動詞重疊式不能帶有數、量的賓語，以及動暈、時量的準賓語。玉還 (1963)

認為動詞重疊後，賓語如有數量詞，也必須有指示代詞:例如*討論討論兩

個問題→討論討論這兩個問題。另有學者則提出沒有指示代名詞也是可以，例

如:老字看(了)看兩個孩于，向閣下請教請教一件事。而學者常敬宇針對此

項爭論，提出後者之關鍵在於賓語已經是有定、己知的，故不影響，前者用指

示代名詞的目的是一樣的(常敬宇， 1996:291)。

再者，從句法修飾關係觀之:動詞之後有各類補語者，不能重疊(趙新 '1993 ; 

張先亮 '1994) ;毛敬修(1985) 也提出帶有程度、可能、結果、趨向、數量等補

語之動詞，不能重疊。因動詞重疊所表示的語法意義是短時、少量，這些都是不

定的量，結果補語是確定的量;男動詞重疊也表示嘗試的意義，既是嘗試，結果

也是未知的，所以也無從知道其結果。動詞重疊式不能受程度詞(例如:很)修

飾，但是可以接受表示程度淺的副詞(例如:稍微、略略)的修飾(張先亮 '1994) , 

例如:你稍稍休息休息。筆者認為這是因為動詞重疊式偏向減弱動量，是故與程

度淺的副詞能夠相容，反之(例:很)則不相容。

2.動詞、形容詣的語法規則制約對此:

從上述可以發現動詞語法規範甚多，相對於形容詞，由於形容詞重疊式在程

度上產生變化，其一般所扮演的無非修飾名詞(定卜動詞(狀、補) ，主要與修

飾關係有關，故從此兩者擔任句中的修飾關係來對比:

漢語裡的動詞重疊不能作狀語。但是，常敬宇 (1996) 卻指出:動詞重疊作

狀語需加「地J (例:他們說說笑笑地走過來) ，這也就是間接認為動詞重疊式可

以充當狀語。張理明(1984) 、陳光(1997) 則表示動訶的 AABB 特殊式才能直

接作為狀語。這樣一個修飾關係，或許與動詞特殊式時而被認為偏向形容詞詞性

有關，不過在擔任狀語中，動詞 AABB 式偏向動態性的描寫，而形容詞則是靜態

描寫。動詞重疊在句子裡除充當狀語外，經常充作謂語、程度補語，而動詞的

AABB 特殊式甚至可以當定語(例如:來來往往的車陣中) (張理明 '1984 ;張先

亮， 1994 ;常敬宇， 1996:280) 。

14. 李珊 (2003) 舉例說明:突然間有人拍拍兩下(數量賓客吾)鼓起巴掌。



582 清華學報

錢乃榮 (2002:168) 將「形容詞重疊式」歸為狀態形容詞，並指出其作定語(張

國憲， 2000) 和狀語較性質形容詞為自由。也就是說當性質形容詞重疊之後將轉

變為狀態形容詞，以其明顯的描述性，更能自由地扮演定、狀語的角色。這是否

意味著形容詞重疊式的功能在於突顯其描寫性?郭志良(1987) 提出 AABB 式

(按:形容詞重疊一般式)具有描述功能。然而，同樣具有強烈描寫性的阿拉謂形

容詞J (唯定:彩色;唯狀:快速、全力;定狀:正式、局部)以其本身即具有描

寫功能，是否就沒有重疊的形式?這類形容詞不能被程度詞所修飾，而石毓智

(1996) 的分析中認為這些「非謂形容詞」不能重疊。

(四)語用制約的對此

1.共同:軍疊多用於口語及文藝語體，不用於書面之公文語體、政論及科技語體

(于江， 2001 ;趙新， 1993 ;謝瑛， 1998 ;郭志良， 1987 ;劉丹華， 1984) 。

2.相異:從色彩上看，貶義的雙音節動詞大都不可能重疊，褒義及中性義大都可

重疊，王希杰、華玉明 (1991) 、王還 (1963) 、于江 (2001) 等學者皆認為貶

義是非意願動作行為，人們不希望反覆，所以即使動詞本身可以持續，也多不

能重疊，其他則可。謝瑛(1998) 提出形容詞 AABB 式需為常用詞，才有重疊

式，而且貶義形容詞也不能重疊，但是卻未說明原因。然而，筆者認為貶義的

形容詞仍然表現一種程度，之於重疊式的語法意義上使之表達程度加深之間並

無衝突，也無如動詞貶義重疊式方面心理層面趨向性的問題，故不認為貶義形

容詞不能重疊(例如:矮矮胖胖)。此外，學者謝瑛 (1998) 分析現代重疊式，

認為 AABB 式隨著音韻、和諧度等因素，近期現代漢語大量出現，甚至替代部

分原以 ABB (使呼呼→傻傻呼呼)、AAB (昏昏然→昏昏然然)、A里 AB (小

里小氣→小小氣氣)的形式的重疊式。這一個有趣的趨勢，究竟是一時文藝體

的使用，還是真實的語言蘊勢，值得進一步探究追蹤。

四、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式量性變化的對比分析

從重疊式是一個典型語法型態的角度觀之，筆者認為動詞與形容語之間對比

的差異大抵與此兩類詞性之「量性特徵」有關。石毓智 (1996) 認為重疊式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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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基式一個確立等級。然而其定量化的結果，在量級上卻可能變大或變小 O 為此，

筆者將從動詞與形容詞量性特徵的角度，思考其重疊之後產生的量級變化，以解

釋其共性基礎上之差異性。隨後針對量性關係之假設推論，將於下一部分佐以實

證研究，從母語者之語感所呈現之數據為基礎，探討動詞與形容詞的最性特徵與

量級變化之間的規律;從而，於最後佐以提出教學建議，以利教學語法之排序。

(→動詞與形容詞的量性特徵

1.動詞的暈性特徵:

動詞代表時問量，形容詞代表連續量;若從數量特徵分析之，動詞(+離散

性J(+時間牲〕、形容詞(一離散性) ( 時間性) 0 時間性包含時間長短(時量)

和重疊次數(頻率) (石毓智， 1996) 。由此可以發現，雖然形容詞和動詞重疊式

在表現、使用特質上具有平行的現象，但是其實際量性方面卻是截然不同。錢乃

榮 (2002:167) 將動詞區隔為: (1)表動作行為和變化之「動作動詞J (例如:打、

參加) ; (2)表心理活動的「狀態動詞J (例如:想、愛、恨) ; (3)表關係和聯繫(例

如:是、叫) ; (4)表使令的「使役動詞J (例如:派、讓、要求) ;其中表心理動謂

的狀態動詞與動作動詞不同，可以受程度副詞(例如:很、十分)的修飾，又能

帶賓語。

一般重疊式的研究中己經明確提出能夠重疊的大多是「動作動詞J (王希杰、

華玉明， 1991) 0 (註 15)典型的動作需有完整的起始點與終點，代表完整的事件

(event) ，在明確的範圈下，動作行為可以採取重疊或者後附動量詞的方式為動作

事件 (event) 計數。由是觀之，動謂的動作量具有「離散性J '意即每個動作有

明確的起始點和終點為界，這一點和形容詞的連續性是相對的。有關接續動作動

詞離散性的討論，郭銳 (1991)針對動詞動作過程的研究認為動作過程有一個系

統上的連續統，變化動詞與狀態動詞分屬系統兩端，前者呈現「點結構上後者呈

現「無限結構J '而動作動詞則屬於中問段其中一類的「雙限結構」。

此外，時間性是動詞最重要的特徵(張國憲， 2000) 。無限結構的狀態動詞里

15. 能重蠱的主要是動作動詞，但是動作動詞又並非全能重疊，存在、變化、使役動詞也可能有豆豆疊式;相

對地能願和趨向動詞以及表心理活動的動祠，一般來說都不能量疊。參見:王希杰、華玉明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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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一種靜態的狀態，基本上並無時量(郭銳， 1991) 。郭銳(1991)表示如果動詞

能(+著J ，(註 16)那麼表示這個動詞有續段，在連續統中，兩端的狀態動詢和變化

動詞都是〔一著J '而雙限動詞的動態動詞除了其中一小類(例如:相信、喜歡、

希望)之外，其餘都是(+著〕。由此可見學者們(何融， 1979 '引自謝瑛 '1998 ; 

劉月華， 1983) 針對重疊式的語法規範限制中提及「採取重疊式的動詞需是能夠

(+著〕的動詞J '這其實與動詞的動作之量，性特徵有關。

在這兒附加要討論的是，郭志良(1987) 提出質疑，認為重疊式的語法功能

既然是將量值定量化，那麼定量之後必然是一個絕對章，還是一個不定量?范芳

蓮 (1964) 認為動詞重疊表示少量，而這個少量可以指「一次j 的「定量J ;也可

以指「不只一次」的「不定量j 。而玉還(1963) 也認為動詞重疊式的章，可以「用

一次完整動作做為一個單位J '這時動詞重疊表示 f多次j 行動、以「一個片段為

單位h 此時動詞重疊表示「一次j 行動(劉月華， 1984) 。

結合上述的連續統概念，以及學者於重疊式中所探討的時量、頻率的問題，

筆者推論 I雙限結構J 的動作動詞基式屬於(+離散性〕、(+時間性J '也於一

次完整的動作是「有界」的，所以其重疊式基本上代表動作單位的重複，在同樣

的動作範圖(起點到終點)內，從區間內總動量不變的概念下，動作得以從完成

一次的量到重複多次，顯示每完成一次的動作量減弱;同時顯示每完成一次動作

的時量減少。但是在此部分，由於動作本身起始點明確，故頻率上並無變多的功

能。對照王還 (1963) 的區隔方式，屬於前者以「一次完整動作為一個單位J ' 

這時動詞重疊表示「多次J 行動、近於范方蓮(1964) 所言指「一次」的「定量」。

相對的， I無限結構」的狀態動詞有時也能夠重疊，由於沒有節點為界，這時

動詞表現以「一個片段為單位J '此時的動詞重疊表示「一次J 行動，也就是呈現

頻率變高、動作延續之感，這時候動作量不見得減弱，同於范方蓮 (1964) 所指

的「不只一次」的「不定量」。其餘受到各動詞屬性的差異，有的有起點而無終點、

有的有終點而無起點，在重疊之後對於動暈、時量、頻率都會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此外 'AA十BB 式的動詞重疊，聯合兩個單音節重疊，當兩者語意相近時表示動

16. 著，可以分表動態動作持續的〔著1)(例:吃著飯)、表動作狀態固定的〔著 2J (門口坐著一個人卜動

作結束後留下的固定狀態〔著 3J (例:他剪著一頭短髮)。本文所指不包括〔著 3J 。詳參見郭銳(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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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重複(說說笑笑) ;當語意相反時表示動作反覆、連續(進進出出)。以下實徵

問卷設計將依此推論為依據設計之。

2.形容詞的量性特撤:

跨語言的研究顯示，程度等級的表示法在不同語言中普遍存在著，一部分語

言裡的形容詞採取句法型態標記，而有原級、比較級、最高級的程度差異;另外

一部分，像是漢語，則採取形容詞前加程度副詞的辭彙方式來標記(張國憲，

2000) 。所以基本上，漢語以能不能受程度副詞修飾作為判斷形容詞的標準之一

(胡裕樹， 1992 ;錢乃榮， 2002) 。這樣的標準，即建立在形容詞量性的特徵作為

理據。國內學者張圓憲 (2000) 曾考察形容詞的量性特徵，其從彌散量與困化量、

(註 17) 隱性量與顯性量、(註 18)以及靜態量與動態蠢， (註 19)三方面分析形容詞的量

性特徵。依據他的分析， I性質形容詞J 屬於彌散量，程度的分佈呈現出無界的畫

幅，而其程度量的表現是隱性的，故可以跟程度詞(很、非常、十分)搭配。相

對地， I狀態形容詞」屬於固化量，在程度上呈現有界而固定的量值，就像是固定

的量點，有相對確切的值;而其量的呈現是，顯性量，認為像是:雪白、冰涼，都

是從以前的句法轉喻而來(例如:雪白→像雪一樣白) ，因而顯明地表述、標誌出

其量值。至若靜態量與動態量部分，性質形容詞與狀態形容詞同屬靜態量，使其

在語義特性上，不論在量幅或量點上，共同表現出量的同質性。

由上可知，形容詞的連續性特徵，在性質形容詞部分，由於沒有明確的量點，

故性質形容詞的量在一個區段中仍是模糊不定的，需要程度詞(辭彙方式)或重

疊式等外加的方式以確認量值。相對地，狀態形容詞的量是顯性的、有界的量點，

其量值明確。由此推論，狀態形容詞不能加程度詞(例*很粉紅) ，同樣也無須

重疊式來確定狀態形容詞的量。由此續推，如前討論及 ABB 式不應為重疊式時，

提出 ABB (例如:綠油油)應該是 A(形容詞) +BB (重疊式，修飾 A) 。性質

17. 依據張國憲 (2000) 文中所說，形容詞在量上有量幅和量點之分。從量的閥域上看，量幅表述的是彌散

量，是無界的;量點表述的是固化量，是有界的。

18. 依據張圓憲 (2000) 文中所說，量有隱性和顯性之分。在詞的本身外在形式上，沒有任何量的標記，是

隱性的，如「白、慢、大、老」等。而有些形容詞的量有外在的標記，如「雪白、冰涼J 等，前一個語

素顯化後一個語素的程度，是顯J陸的。

19. 依據張國憲 (2000) 文中所說，性質形容詞和狀態形容詞表述的是靜態量，變化形容詞表述的是動態量。

在量的語義特性上，性質形容詞和狀態形容詞在量幅或量點上表現出量的同質性，而變化形容詞在變化

過程的任意點上則表現出量的異質性，二者構成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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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詞 I綠」由重疊式「油油」修飾，重疊式能使前面的形容詞「綠j 定量化，

因而確定了綠的程度。由是，綠油油變成程度確立的狀態形容詞。由此更證明前

面有關形式分析的合理性，也呼應學者(錢乃榮， 2002:168) 所說「重疊式後性質

形容詞的特質轉趨向狀態形容詞」的看法，這些都可以從量性上找到理據。再者，

張圈憲 (2000) 引據朱德熙 (1956) 所言，狀態形容詞表示一種量的觀念，或是

說話者對暈性主觀估價。既然是主觀的估價，表示說話者對於在運用狀態形容詞

表達時，較之性質形容詞，更呈現出一種對量值的確定感。

由上，從形容詞的量，陸特徵，筆者認為性質形容詞的量可以由重疊式來確認，

而重疊式對其功能即為確認程度狀態，而程度變化的趨勢是增強基式的程度還是

減弱，依據目前學者一致的觀點是偏向加深程度量。至於狀態動詞，由於其量值

相對是顯性的、主觀的，所以無須重疊式確認量值。然而時而可見狀態以 ABAB

特別式方式呈現，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如:牆壁雪白雪白;如前面定義並非句

法重疊，其基式到重疊式之間也不會有程度加深的變化。另一類，則重疊後趨向

動詞屬性時才採取 ABAB 式重疊，例如:輕鬆→輕鬆輕鬆 (ABAB 偏動詞)。此

部分推論將以實證問卷證之。

最後補述的是另一個形容詞的次鎮: I變化形容詞J 0 變化形容詞是動態量，

與性質和狀態形容詞對立。若從一個詞性性質的連續面觀之(張國憲， 2000) : 

名詞→性質形容詞→狀態形容詞→變化形容詞→動詞

變化形容詞鄰近於動詞一端，部分特徵與動詞相遇(例如:時問性) ，有動'1生

意味表示一種變化的意義。至於接受量度詞修飾時:

變化形容詞:牛排稍微老一些 vs. 動詞:稍微吃了一點兒、敲了兩下

可以發現變化形容詞後的量度詞仍然是為狀態作程度計量，而動詞則是為隱

含的受詞計數，或者動作次數計數(張國憲， 2000) 。由此可見，變化形容詞仍然

有其屬於形容詞「連續性j 程度的特質，仍需外在的辭彙方式來標計量性;然而

由於其量性是動態量，故很難訂出其程度量，故量詞只是呈現其變化程度，由是

也無法採取重疊式來定量化以標記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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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級變化探究的假設

由上，依據對動詞、形容謂基式的量性分析，作出如下量級關係之假設:

1.形容詞重疊式之語法意義為使其程度產生確定的量紋，而量級應隨原基式之程

度，大者恆大、小者益小。

2. 形容詞特殊式 ABAB 式中，狀態形容詞若重疊必採 ABAB 式，但因為屬於修辭

闢祥、重疊，故在量性上並無程度上的差異。

另一類採 ABAB 式的一般雙音節形容詞，因為重疊式的形式同時制約了重

疊後的詞類性質偏向，所以重疊後屬性將偏向動詞 O 例如:乾淨→乾乾淨淨

(AABB 偏形容詞)→乾淨乾淨 (ABAB 偏動詞) ;輕鬆→輕輕鬆鬆 (AABB 偏

形容詞)→輕鬆輕鬆 (ABAB 偏動詞)。故在程度量上，應該不再遵照形容詣的

量級程度變化關係，文獻中已有學者論證無異。

3. 動詞重疊式中產生量性的變化，主要影響動作量(強度)、動作時量(時間)、

動作頻次(次數)方面。然而，隨動詞本身量性特徵的差異，重疊式之後並非

三項次皆同時產生變化，而是隨動詞本身動作性質特徵而有差異。有明確終始

點的動作動詞，重疊後應使動量減弱、單次時量減少、頻次增加。

4. 動詞特殊重疊式 AABB 中，可以分為兩類，其中一類為 AA+BB 式，因為仍為

兩個單音節重疊式組合，故在動詞量性上同樣產生變化，又因表示動作重桂、

反是以及連續，所以量性上:動量增加或變動不大、時量減少、頻率增加。例

如:說說笑笑、打打鬧鬧。不過其中動量變化並非來自重疊式，而是受到動詞

密集重複出現的影響，在語感上里現反覆的感覺。這一部份本文並不探討。至

於另一類雙音節動詞採 AABB 重疊，則其性質將偏向形容詞，故量性變化上將

不再遵循動詞重疊式的量級變化闢像。

五、量級變化研究設計

本研究設計係藉由分析測驗問卷之內省資料，探討在受測者語感中，形容詞

與動詞之重疊式與其基式之間量級的差異，並藉此驗證文獻中有關量級變化的論

點是否符合母語者之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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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測者背景說明:

受試者之背景條件須為處於臺灣國語 (Taiwan Mandarin) 之環境，且教育

程度為中學以上之母語使用者方為有效問卷(必須以國語為第一熟悉語言) ，以確

保受試者有足夠之語言程度接受測試，若非，則視為無效樣本而刪去。研究採方

便取樣。

受試者性別比例與年齡區間(16-----50 歲)之分布狀況如下表一:

裹一:受試者性別此例與年齡區間

年
性別

齡

10-----19 歲 20-----29 歲 30-----39 歲 是0-----49 歲 50 歲~ 總數

女生 11 10 6 5 2 34 
男生 9 11 4 1 。 25 
總數 20 21 10 6 2 59 

方言背景方面，受試者中有 20 位無其他方言背景 '38 位常用之方言背景為閩

南語，僅 1 位常用之方言背景為客家語。

受試者之教育程度分布，如下圖一:

30 

20 

人
數

10 

。

26 人

中學 大學 研究所以上

教育程度

圖一:受試者教育程度分布柱狀圖

平均=3.81

Std. Dev.=O.73 
N=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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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問卷設計:

筆者設計有關「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後量級變化關係之間卷J (如附錄) ，請受

訪者填寫，共計回收有效問卷 59 份 O 整體問卷分為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為形容詞，依據形容詞之暈性特徵，共設計 14 道題目，分別有「性

質形容詞」與「狀態形容言剖，並分別擔任定語和狀語以及謂語之角色。各部分皆

至少設計三題以和數據比較。第二部分為動詞，主要從動量、時量、以及頻次作

為變項思考，以針對文獻中學者對於動量變小、時量變短、頻次變繁、次數變少，

這些是否具持續特徵等爭議進行探討;乃至嘗試針對文獻中動詞重疊式後應為定

量或不定量之爭論進行探索 O

其中項次的區桶，除參酌文獻中以「時量」、「動量J (程祥徽、田小琳， 1992: 

181 ;劉丹華， 1996:89 ;陳前瑞， 2001 ;錢乃榮， 2002:161) ;或以「頻度」、「時

長J (鄭良偉， (註 20) 1988 ;朱景松， 1998 ;陳前瑞， 2001) 為區隔;再酌以郭銳

〈漢語的動詞結構〉一文而定出以「動量j 、「時量J 、及「頻次」作為參考之項次;

惟受試者可依動詞屬性選擇三項次中之任數項，不限各項次皆需有量性變化。各

項次中針對「動量」、「時量」以及「頻次J '有「增量」、「滅畫上「不變」等三種

選擇。最後，第二部分之次項 (13-16 題:指點、來往) ，加入困歧義關係而產生

之不同重疊形式。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 SPSS15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資料分析處理。所採用的研究工其，

除描述各項比例分布狀況以進行討論之外，再以推論統計之平均數差異性「相對

樣本 t 檢定」進行統計檢測(問卷中減量編碼為 l'不變編碼為 2'增量編碼為 3) 。

顯著水準訂在 p<.05 。

20. 依據鄭良偉先生所述之:頻度、時長、名憂。筆者於此去除名量部分，由於名量所計者，實乃動作之下

的受詞之單位，而非動作本身的量，例如:看了一本書，其「一本」所計是書 (N) 之量，而非動作 (V)

之聾，故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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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假設:

假設一:形容詞重疊式之語法意義為使其程度產生確定的量級，而量級應隨原基

式之程度再加深。

假設立:狀態形容詞若重疊必採 ABAB 式(形容詞特殊式) ，但因屬修辭關係重

擾，故在量性上並無程度上的差異，故整體程度趨向程度不變。(註 21)

假設三:動詞重疊式中產生量性的變化，主要影響動作量、動作時量、動作頻次

方面。然而，隨動詞本身量性特徵的差異，重疊式之後並非三項次皆同

時產生變化，而是隨動詢本身動作性質特徵而有差異。

假設四:雙音節動詞 AABB 特別重疊式，其性質將偏向形容詞，故量性變化上將

不再遵循動詞重疊式的量級變化關係。

六、研究分析與探討

假設一:形容詞重疊式之語法意義為使其程度產生確定的量紋，而量級應隨厚、基

式之程度再加深。

假設二:形容詞特殊式 ABAB 式中，狀態形容詞若重疊必採 ABAB 式，但因為屬

於修辭闢餘重疊，故在量性上並無程度上的差異，故整體程度趨向程度

不變。

從表二中可見，形容詞重疊式產生的程度量級，總體較高的比例上都是表「增

量J '其中 6. r輕輕巧巧」認為增量的比例雖然仍是相對多數，但相對其他題項顯

然較少 (44.吐%) ，這或許是因為形容詞重疊式的量級，如筆者前文所述應隨原基

式之程度:大者恆大、小者益小。而受試者在理解「輕巧」時，認為是小量者更

小量，故誤植為「減量」。

21.其程度不夠高，或許受到詞語重複、拉長語句等問增強的關係，對程度判定產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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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形容詞重疊後量級變化關係之問卷統計比例統計表

原形容詞 形容詞重疊後 程度增量 程度減量 程度不變

1 大眼睛 一→ 大大的眼睛 58.7% 14.3% 27.0% 

2 長腿 一+ 長長的腿 57.9% 19.0% 32.5% 

3 薄書 一→ 薄薄的書 57.9% 5.6% 36.5% 

4 車往前直開 一→ 車往前直草地開 52.4% 5.6% 是2.1%

5 東西輕放 一+ 東西輕輕地放 68.3% l3.5% 18.3% 

6 輕巧挪移 一→ 輕輕巧巧地挪移 44.4% 15.1% 40.5% 

7 安心地出門 一→ 安安心心地出門 50.8% 6.3% 42.9% 

8 辛苦地工作 一+ 辛辛苦苦地工作 69.8% 8.7% 21.4% 

9 衣服乾淨 一→ 衣服乾乾淨淨 6是.3% 4.0% 31.7% 

10 工作輕鬆 一→ 工作輕輕鬆鬆 66.7% 生8% 28.6% 

11 仔細地看 一+ 仔仔細細地看 84.9% 8.7% 6.3% 

12 雪白的大地 一→ 雪白雪白的大地 23.8% 27.8% 48 .4% 

l3 草地碧綠 …• 草地碧綠碧綠 23.0% 23% 54.0% 

14 嘴唇鮮紅 一→ 嘴唇鮮紅鮮紅 23.8% 28.5% 47.{)% 
一 L …一

而 12 到 14 題，語感測試呈現較高的比例認為「不變h初步也證實本文假設

二中的推論，即狀態、形容詞若重疊必採 ABAB 式(形容詞特殊式) ，但因為狀態

形容詞本身為全量，又重疊屬於修辭上的重複，故在量性上並無程度上的差異 o

為了確認形容詞重疊式在形容詞重疊一般式程度的語感趨勢，與形容詞重疊

特別式程度的選擇語感趨勢，具有顯著差異，筆者進一步採用「相對樣本 t-testJ

考察之，以推論國語使用者對於此兩種形容詞的重疊語感趨勢有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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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選擇形容詞重疊式差異性之相對樣本 t 槍定

類別 形容詞性質 平均 M 標準差 SD 平均數的標準誤

。1-11 平均 形容詞一般式 2.51 .25088 .02235 

12-14 平均 形容詞特別式 1.97 .51643 .04601 

如上表三，其中 t=10.509 'p=.00<.05' 由上國語使用者對於形容詞重疊一

般式程度「增量J 的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2.51)可以看出趨向偏

向不變稍偏增量 (code3) ，與形容詞重疊特別式程度的選擇語感趨勢 (M= 1.97)

趨向偏向不變 (code2) ，具有顯著差異 (p< .05) 。

假設三:動詞重疊式中產生量性的變化，主要影響動作量、動作時量、動作頻次

方面。然而，隨動詞本身量性特徵的差異，重疊式之後並非三項次皆同

時產生變化，而是隨動詞本身動作性質特徵而有差異。

從動詞重疊式的語感趨向分布來看(詳下表四) ，其呈現出來的數據較不規

律，統計結果的分歧，代表影響動語重疊式的因素多而雜。筆者認為有明確終始

點的動作動詞，重疊後應是單次內的動作強度減量、動作時間減量、頻率增量。

初步從比例分布來看，單詞的動作動詞(例如:等、打、仲、看)動作強度

減量;而雙字詞的動作動詞，其動量多被認為是增量。部分單詞(例如:點、求)

也呈現增量的語感趨勢。動作時間除少數例外(例如:打、求、點) ，其餘也多呈

現增量。至於，動作次數方面除「看」是滅量，其餘都趨向認為增量，初步符合

假設。

進一步分析，如上文所述，典型的動作都需要完整的起點和終點表示完整的

事件。對於像是:等人、打頭、仲舌頭， (註 22)重疊式呈現較基式動量減弱、時量

多趨向減少，頻率多趨向增量，顯示當動作本身的動作範疇有較明確的起點和終

點時，其語感統計之平均值，與本文原始對於動詞重疊後的量性變化之假設較為

22 這一部份的討論去除「點頭J '是因為「點頭J 雖是動作動詞，但是卻是表示瞬間完成、不能持續的動作。

故重疊後表示動作「反覆進行J '因而語感上對於「動作強度」和「時間」的量性，自然受到動作反覆進

行的因素而有增量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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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動詞重疊後量級變化關係之問卷統計比例統計表

動作強度 動作時間 動作次數

增量 減量 不變 增量 減量 不變 增量 減量 不變

1 我等他 -• 我等等他 29.4% 是9.2%* 21 是% 42.1% 鈍，是% 13.5% 是6.0% 31.0% 23.0% 

2 打頭 也→ 打打頭 18.3% 66.7% 15.1% 41.3% 33.3% 25.4% 73.8% * 13.5% 12.7% 

3 求情 -• 求求情 53.2% * 27.0% 19.8% 是6% 15.1% 38.9% 54.8% * 10.3% 34.9% 

是點頭 -• 點點頭 47.6% 35.7% 16.7% 5是% 21.4% 24.6% 8是.9%* 4.8% 10.3% 

5 伸舌頭 ~ 伸伸舌頭 31.0% 50.8% 18.3% 34.9% 35.7% 29 甚% 67.5% * 19.8% 12.7% 

6 看書 -函， 看看書 18.3% 61.1% * 20.6% 23% 58.7% 18.3% 36.5% 甚1.3% 22.2% 

7 研究這道題 -• 研究研究這道題 61.9% 25.4% 12.7% 64.3% 19.0% 16.7% 69.0% * 13.5% 17.5% 

8 找他商量 -• 找他商量商量 53.2% 24.6% 22.2% 68.3% * 13.5% 18.3% 63.5% * 7.1% 29.是%

9 鍛鍊身體 -• 鍛鍊鍛鍊身體 60.3% 3l.0% 8.7% 61.1% 22.2% 16.7% 73.8% * 1是.3% 11.9% 

10 清理房子 一→ 清理清理房子 是7.6% 34.1% 18.3% 56.3% 25.4% 18.3% 67.5% * 12.7% 19.8% 

11 車子搖晃 ~ 車子搖搖晃晃 “.0% 
45.2% 8.7% 77.8% 6.3% 15.9% 78.6% * 7.1% 14.3% 

12 撈明 一今 撈撈明明 54.8% 38.1% 7.1% 81.7% * 3.2% 15.1% 80.2% * 5.6% 14.3% 

14 指點 ~ 
指點指點

44.4% 27.8% 27.8% 61.6% 18.3% 20.6% 62.7% * 13.5% 23.8% 

16 來往 ~ 來往來往 在1.3% 32.5% 26.2% 46.0% 18.3% 35.7% 60.3% * 19% 20.6% 

接近。至於像是:求情、研究、商量、鍛錄、清理等， (註 23)其整個動作過程本身

持續的範疇長短較不確定，其語感統計之平均值都共同呈現動量多為增加、時間

增長、頻率增繁的趨勢。因此，動作動詞本身是否給予母語者明確的動程範疇，

似乎也影響了母語者對重疊後的語感，此部分稍後將進一步以推論統計探討之。

筆者假設中提出動詞重疊式中產生量性的變化，雖主要影響動作量、動作時

23. 這一部份的討論去除「看書J '其語感統計結果較為特別，雖然看書是可持續性的動作，且「完整一次」

看書的這個動作可長可短，但其豆豆疊式呈現語感趨向為動作強度趨向減弱、時間也減少、動作次數也減

量。有此差異的因由仍需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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暈、動作頻次方面;但是，隨動詞本身量性特徵的差異，重疊式之後並非三項次

皆同時產生變化，而是隨動詞本身動作性質特徵而有差異。然而受限於問卷施測

時，多數受測者都習慣全部作答，所以產生些許誤差。當我們挑出三項次中趨向

比例最高的(註:參見表四中有*記號者) ，許多詞(例如:打、求、點、仲、研

究、鍛錄、清理、搖晃、指點、來往)被認為是動作頻率增量;部分詞(例如:

商量、啡切)被認為是動作時間與次數偏向增量;兩則(例如:等、看)被認為

表動作強度減量。

由上綜觀之，動詞本身量，性特徵的差異確實影響重疊式量性在不同層面上的

變化。又其中動詞重疊式「頻率增量j 的趨向，在母語者的語感上有其較為一致

性的結果，但「動作強度J 的增強、減弱與「動作時問j 的增長、減短，則需考

慮更多變因，詳加研究。

假設四:雙音節動詞 AABB 特別重疊式，其性質將偏向形容詞，故量性變化上將

不再遵循動詞重疊式的量級變化闢佛。

動言司特殊重疊式 AABB 中，可以分為兩類，其中一類為 AA+BB 式，因為

仍為兩個單音節重疊式組合，故在動詞量性上會產生變化，表示動作重複、反覆、

以及連續，也就是動量增加或變動不大、時量減少、頻率增加。例如:說說笑笑、

打打鬧鬧。不過其動量變化並非來自重疊式，而是受到動詞密集重複出現的影響，

在語感上呈現反覆的感覺。這一部份在此並不探討。至於另一類雙音節動詞採

AABB 重疊，則其性質將偏向形容詞，故量性變化上將不再遵循動詞重疊式的量

級變化關係。

問卷中同時採測兩例動詞特別式 AABB 的重疊方式(註: 11.搖搖晃晃、 12.

啡啡切切) ，依據假設此類應偏向形容詞的特徵，故在量性變化上不依據動詞量性

特質而變化，而統計數據上也正呈現頻次增加以顯現趨向描述性的狀態、以動作

強度增量、動作時間增量呈現狀態程度增加的感受，如:

@車子搖晃→車子搖搖晃晃

(動量增量 46% 、時間增量 77.8% 、頻次增加 78.6%)

@勢切→啡，勞切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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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量增加 54.8% 、時間增量 81.7% 、頻次增加 80.2%)

如上，重疊式將偏向形容詞屬性，其統計數據在動作強度、頻次、動作時間

上也都呈現增量，與形容詞一般式呈現程度增量相呼應 O 其在詞語運用上則可以

擔任定語修飾名詞，例如:搖搖晃晃的車體。由上，符合假設四:動詞特別式，

量性變化不再遵循動詞重疊量陸關{系，而呈現偏向形容詞的量性特質 O

另外，以題號 13 I指指點點」、 15 I來來往往」所得之趨向性觀之，可以發現

「指指點點J 屬於動詞 AA+BB 的重疊形式，其動量關係變化不是來自於重疊式

語法功能，而是重複產生的反覆語感。受測者同樣感受到語義間有變化:

@指點→指指點點【語義有變化: 82.5% >

@來往→來來往往【語義有變化: 69.8% >

來往一詞在書宙語中也有「往、來J 的意思、(例如:來往的人們)故重疊為

「來來往往J (此時變成 AA+BB 式)部分受試者認為不算語義有變化。

有鑑於動詞重疊式呈現出來的語感趨勢分布較為混雜，為了確認動詞重疊式

在一般式的動量增滅的語感趨勢，與其特別式的選擇語感趨勢具有顯著差異，筆

者進一步採用「相對樣本 t-testJ 考察之，以推論國語使用者對於此兩類動詞重疊

語感趨勢有顯著差異。

表五:選擇動詞重疊式差異性乏相對樣本 t 檢定

類別 動詞性質 平均 M 標準差 SD 平均數的標準誤|

動作強度 動詞一般式 1-10 2.0151 .51038 .04547 

動詞特別式 11.12 2.0873 .87654 .07809 

動作時問 動詞一般式 1-10 2.2024 .49485 .04益。8

動詞特別式 11.12 2.7500 .44609 .03974 

動作頻次 動詞一般式 1-10 2.是690 .37040 .03300 

動詞特別式 11.12 2.7302 .52403 .04668 

其中動作強度方面， t= - .868' p= .387> .05 '由上國語使用者對於動詞重疊



596 清華學報

一般式程度的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2.01) 可以看出趨向未呈現明

顯偏向增量 (code3) 或減量 (code1) ，與動詞重疊特別式程度的選擇語感趨勢

(M=2.08) 趨向未能有顯著差異 (p> .05) 。故動作強度方面，一般式與特別式動

詞重疊式的量性變化趨勢並不明顯。其影響因素可能較為複雜，有待日後更深入

的分析與考察。

而動作時量方面 't=9.500' p=.00<.05' 由上國語使用者對於動詞重疊一般

式程度的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2.20) 可以看出趨向未呈現明顯偏

向，但其趨向與動詞重疊特別式程度的選擇語感趨勢總體趨向「增量J (M二 2.75)

趨向有顯著差異 (p<.05) 。

同樣動作頻次方面， t= -5.283 'p= .00 < .05' 呈現國語使用者對於動詞重疊

一般式程度的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2.46) 可以看出趨向介於「增

量」和「不變J '而其頻次趨向與動詞重疊特別式程度的選擇語感趨勢總體趨向「增

量J (M=2.73) 趨向有顯著差異 (p<.05) 。

由上，動詞特別式與一般式之問，總體平均的差異上於「動量」無顯著差異;

但於「時量」的變化、「頻次j 的變化，特別式較之一般式都明顯呈現「增量」的

趨勢，且有顯著差異 (p<.05) 。上文中所提及:動詞特別式呈現「頻次增加」以

顯現趨向描述性的狀態、以「動作強度增量」、「動作時間增量J 呈現狀態程度增

加的感受。此一論述中， I頻次增加」、「動作時間增量」己得到統計量上的顯著差

異之印證。

又上文中依據選擇比例，認為有明確的動程範疇動作動詞(例如:等人、打

頭、仲舌頭) ，其重疊式應使動量減弱、時量減少，頻率增加。至於動程範疇不明

顯的動作動詞(例如:求情、研究、商量、鍛錄、清理) ，其動暈、時間、頻率都

增加。顯然，動作動詞動程持續的範疇明確與否，對於重疊後量性變化有所影響。

針對此一論述，本文擬用「相對樣本 t-testJ 考察「動程範疇明確」與「動程範疇

不明顯j 相比，動量變化是否有顯著差異(表六)。

其中動作強度方面， t= -10.996 ' p= .00 < .05 '由上母語使用者對於動程範

疇明顯的動作動詞，其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 1.63) 可以看出趨向減

量到偏不變之間，與動程範疇不明顯的動詞重疊式的語感趨勢選擇 (M=2.26) 趨

向於不變偏增量，有顯著差異 (p<.05) 。故動作強度方面，比照前文依據選擇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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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起始點範閻明顯與否之動詞蠶蠱式差異性相對樣本 t 檢定

類別 動詞性質 平均 M 標準差 SD 平均數的標準誤

動作強度 動程範疇明確 1.6296 .59662 .05315 
動程範疇不明顯 2.2683 .5928哇 .05281 

動作時間 動程範疇明確 1.8995 .685是3 .06106 
動程範疇不明顯 2.4016 .56710 .05052 

動作頻次 動程範疇明確 2.2354 .6106 .04998 
動程範疇不明顯 2.5413 .47是01 .04223 

例的觀察，認為動程範疇明確的動作動詞，其重疊式應使動量減弱方面的觀察，

相較於動程範疇不明顯確實有顯著的差異性。

而動作時量方面， t= -8.754' p=.00<.05' 由上國語使用者對於動程範疇明

確的動詞重疊式的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 1.89) 可以看出總體趨向

平均趨向不變，但與動程範疇不明顯的動詞重疊式的語感趨勢選擇平均介在不變

到增量 (M二 2.40) 的趨向，仍有顯著差異 (p<.05) 。

同樣動作頻次方面， t= -6.003 'p= .00 < .05 '呈現國語使用者對於動程範疇

明確的動詞重疊式的語感趨勢，從全體選擇的平均值 (M=2.23) 可以看出趨向不

變，而其頻次趨向與對動程範疇不明顯的動作動詞語感平均趨勢 (M=2.54) ，仍

有顯著差異 (p<.05) 。比照前文依據語感平均比例的觀察，認為動程範疇明確的

動詞重疊式時量減少，頻率增加:從此相對樣本 t-test 的比較中證實時量和動作

頻次相對而言確實都有顯著 (p<.05) 減少的趨勢，顯示動作動詞本身動程範疇愈

明確，則其重疊式量性變化趨勢與本文假設之 r動量減少」、「時量減少」、「頻

次增加j 將愈加接近。

小結:

由以上實證統計所得證明，形容詞重疊式之語法意義確實為使其程度較基式

之程度增量，且大者益大、小者益小;而形容詞特殊式 ABAB 式因為屬於修辭關

係重疊，在量，陸上確實無程度上的差異。而動詞重疊式中產生量性的變化，主要

影響動作量(強度卜動作時量(時間卜動作頻次(次數)方面，但並非三項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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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問時產生變化。然而，動詞重疊式的統計結果分歧，代表影響動詞重疊式的因

素多而雜，無怪乎過去研究從多方面探討之，卻莫衷一是。然而，此實徵研究雖

不能完全符合筆者對動詞重疊式量性變化的假設，所呈現的數據脈絡或可供未來

有興趣者進一步佐證思考。

七、教學啟示與運用

重疊式是漢語的特色之一，對外國學生而言更是學習上的一大難點，以英語

為母語之 CSL 學習者為例，重疊式的等級難度模式屬於第四級: I無對應 (new)

之級次J (共分為 0~5 級) , (註 24)可以想見其難度。加以重疊式本身結構關係之複

雜，對教學者和學習者而言，都需要條理層次，以利未來對外漢語之教與學 O

李大忠 (1996) 的〈外國人學漢語語法偏誤分析〉一書中，共提出八種動詞

重疊的偏誤現象。其中:

第一項:關於動詞構詞屬性和重疊限制所產生的偏誤，顯示動賓格結構的緊

密度與重疊之間的關係，將影響學生偏誤狀況。可以見得，構詞的概念必須加入

重疊式的教學中，才能避免像是:聊天→*聊天聊天，這一類的學習問題。第二

和第八項:關於語境問題、以及時態問題，顯示語用層次之教學的重要性。第三、

第四、第五當中:有關狀語和結果補語、表量的衝突、數量詞的問題之使用偏誤，

顯示對於重疊式語法規則，以及對於其量'!生變化所產生的語法制約的不了解 O 而

第七項:顯示 CSL 對於何種動詞能夠採行重疊式，以及重疊後的語法功能的掌握

不佳，才會有，例如*我這些錢請你收收，這種偏誤發生。由上觀之，教學中

對於重疊式語法、語用以及相關限制的說明之重要性。呂灑雯 (2000) 則根據其

對於日本留學生學習動詞重疊式的偏誤狀況，主要在於對基本時態限制、修飾關

係等提出教學建議。自濃雯認為應先教導容易掌握、使用頻率又高的祈使句(未

然態) ;適當教以使用時機(語體、時態、語境)與重疊式的語法意義、量的變化

關係、乃至採取重疊式與否、語義方面細微的差異(例如:我看了周圍→表判斷:

我看了看周圍→描述)等。呂潰雯 (2000) 之建議，大抵來說符合學者鄧守信〈對

24. 請參見劉殉 (2003:18) ,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簡論卜第三章「第二語言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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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漢語語法難易度的評定)C註 25) 中所捷，排序尚需注意語法點之對學習者而言的

困難度、結構本身的複雜度、語義複雜度、語用功能中的命題意義等，也續將成

為本文教學語法排序的理據依歸。

再觀之〈實用視聽華語) ，其中第一冊第五課，有關家人介紹的部分，是名詞

的重疊。但是這一部分屬於構詞重疊，而非重疊式;接著在第十二課，出現嘗試

態 (AA 看)的重疊式，可以說開始進入 AA 重疊式的部分，接下來即跳至二十

三課之後，陸續出現形容詞、量詢、副詞的重疊形式。這樣的安排無法看出其教

學之排序性與累進關係。針對重疊式確實需要一個更嚴謹的排序與安排。

首先依據王希杰、華玉明 (1991)的統計單音節重疊式的使用頻率大於雙音

節<動詞用法詞典〉的 2117 個動詞中，動詞重疊計有 612 個，佔 35% ;而 612

個動詞中，單音節動詞共計 378 個，佔 60% 、雙音節動詞則有 234 個，佔 40% 。

故先教單音節部分再教雙音節，較符合實用性。此外，雙音節較為複雜亦是原因

之一。再者，動詞使用頻率(祈使句)高於形容詞，故先教動詞再教形容詞。

以下僅根據對比分析所得其本身結構的複雜性、加以按使用頻率，並依據教

學之排序性、累進性原則，針對動詞與形容詞之重疊式語法架構、語義範疇進行

排序。各式教學排序只包含符合句法重疊的重疊式，以及其次項、變形。依序分

別為:

←)單音節:

1.動詞 AA (VV) 式:

包括 vv 、以及 v-v 、 V 了 V 、 V 了一 V 三個次項，若強調動量是一次或

一下，則必須加「一J ;完成式則用 V 了 v; 完成式又強調動量是一次則用 V 了

一 V 。一般是動作動詞。動作必需是 C+ 自主) C 完結性〕。
2.動詞 AA 式(2) : VV 看

學會 vv 式之後，再在單音節動詞重疊之後加上「看J '表嘗試意。(註 26)

3. 動詞 AA 式(3)→動詞 AA+BB 四字格:表反覆、語意偏向形容詞

25. 詳細請參閱鄧守信， <對外漢語語法難易度的評定> '師大華研所課堂講義。

26. 如前文獻所述，嘗試的意涵應來自「看」字，而非重疊式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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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式並非雙音節動詞的重疊式，而是兩個單音節動詞重疊式結合之後產生

的，即 AA+BB。語法意義方醋，此式表多次反覆、連續不斷的動作行為，例如:

說說笑笑、進進出出、走走停停。一般都是兩兩並列的四字格，不單說 AA 或 BB'

只有同時出現時才說。教導學生將語意具相關性的單音節重疊詞結合:例如:說

說笑笑(語意相近卜進進出出(語意相反)。

4.形容詞 AA 式:基本式

多為性質形容詞，使其量性定量，語法功能為:使基式程度加深。例:長長

的、短短的。

位)雙音節:

1.形容詞 AABB 基本式

形容雙音節重疊為 AABB' 例如:清清白白。有描述的功能，使程度加深，

基本上與單音節 AA 式一致。此外，述賓和偏正結構的詞，一般原本不能重疊為

AABB' 但受語言心理的影響，由於此式有「加深程度」作用的語感，所以部分

也改採 AABB 式:述賓重疊詞(例:認認真真卜偏正重疊詞(例:和和氣氣)。

2. 動詞 ABAB 基本式:動實結構緊密

若是雙音節動賓結構，且結構緊密不可分，則重疊整個動詞複合詞。例如:

研究研究。

3.動詞 AA "j史(4)→ VV (0) :動賓複合語(離合詞)

承接(二)1. '若動賓複合詞詞中可以插入其它成份，可以從構詞成分思考重疊

形式，複合詞為謂詞+體詞時，謂詞保有其重疊，性而重疊、體詞不重疊。形成半

重疊式 AA (謂詞) (0) (體詞) ，例如:理理髮、洗洗澡、跳跳舞。

4.動詞特別~ AABB "j史:語意偏向形容詞

雙音節 AB 重疊式的特殊式(例如:搖晃→搖搖晃晃) ，其基式結構多為聯合

式的複合詞、狀態動詞。同樣具有動態性描述的功能。

5.形容詞特別式 ABAB 述:詢意、用法偏向動詞

雙音節「性質形容詞」以 ABAB 特別式重疊後，有動詞重疊的語法意義，表

示嘗試、短暫。如:我想挨個環境新鮮新鮮。本身含有程度意義的狀態形容詞，

並未有程度加深的意味，不算句式重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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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形容詞 AAB 、 ABB 、 A 里 AB 、 ABAC; 僅俗語法:生動、較無規律衍生

重疊的是後綴的部分，例如:紅通通、香噴噴、綠油油。有些也可以說是 AB

雙音節車疊後者，例如:孤單→孤單單。不過這些用詞都是有區域性、有限制性

的，所以無法成為一個可推衍的形式。還有 A里 AB (傻里傻氣、糊里糊塗)、

ABAC (賊頭賊腦)等，都較為有限。宜取常用的幾個詞組，以熟語方式助記憶、

應用學習。

八、結論

重疊式是漢語的特色之一，對於學習漢語的外國人士而言，重疊式更是學習

上的難點。本研究針對動詞與形容詞之重疊式進行對比，以了解此二詞類之重疊

式與基式之間的量性變化的閱(系。研究佐以 59 位母語使用者的語法判斷測試結

果，對漢語動詞、形容詞重疊式進行對比分析。本文依據實證統計所得，證明形

容詞重疊式之語法意義確實為使其程度加深;而動詞重疊式中產生量性的變化，

主要影響動作量(強度卜動作時量(時間卜動作頻次(次數)方面。特別值得

注意的是雙音節動詞 AABB 特別式重疊，其性質偏向形容詞，故量性變化上未遵

循動詞重疊式的量級變化關係。然而，統計結果動詞重疊式量，性變化狀況分歧，

代表影響動詞重疊式的因素多而雜。筆者試著比較動詞重疊一般式和特別式的差

異，以及從是否有明確的動作起始點的動詞進行差異性比較，仍然得到大部分於

動量上具顯著差異之結論。總體而言，此實徵研究雖不能完全符合筆者對動詞重

疊式量性變化的假設，呈現的數據脈絡或可供未來有興趣者進一步佐證思考。冀

望藉此研究之分析、母語趨向性用法之測試與教學應用分析，能提供華語教學者

對於動詞和形容詞重疊式教學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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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後量級變化關係之間卷

漢語動詞典形容詞重疊式之量性對比分析調查問卷

敬敢者:

由哀成激您在百忙之中抽空填答本問卷。

本問卷調查目的條為探討動詞典形容詞重疊後語成上對其動量或程度的

成知。此測驗在測知大家的語成趨向，故無對錯之分。您的填答將使本研究

結果更完善。填答內容僅供研究參考之用，絕不外流，懇請忠于協助。敬祝

順心如意

第一部份:背景資料

l.性 別:口男 口女

2.年 齡:一一一一歲
3.教育程度:口小學以下

口專科

己小學

口大學

口國(初)中

口研究所以上

口高中職

4.語言使用(請以數字標出主要以及次要使用之語言，主要使用者為 1 '次要為

2) : 

口國語 口閩南語 口客語 口原住民語 口其他

第二部份:問卷內容

【一】形容詞重疊:以下各列形容詞詞彙重疊後，其形容的程度強弱與原形容詞

的程度相較變化如何?此測驗在測知大家的語感趨向，故無對錯之分。請

依據個人直覺勾選。

例如:

原形容詞「述的水J '形容詞重疊後「迷迷的水J '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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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變強 口減弱 固不變

說明:表示受試者認為說「冰水J 時和說「冰冰的水」峙，兩者成覺表達的冰涼

的程度一樣。

口變強 固減弱 口不變

說明:表示受試者認為說「冰水」時和說「冰冰的水」時，兩者成覺表達的冰涼

的程度「冰水j 成覺比較冰涼， r冰冰的水」相對較沒那麼冰涼，所以勾遠

程度減弱。

回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說明:表示受試者認、為說「冰水」時和說「冰冰的水j 時，兩者成覺表達的冰涼

的程度「冰冰的水J 成覺比說「冰水J 時冰涼，所以勾遠程度增強。

一(注意以上例題不代表正確答案 此測驗在湖知大家的語感故無對錯之分)

正式題目:

1.原形容詞「大眼睛J '形容詞重疊後「大大的眼睛J 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

比:

口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2.原形容詞「長腿J '形容詞重疊後「長長的腿j 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山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3.原形容詞「薄書J '形容詞重疊後「薄薄的書j 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來相比:

口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4.原形容詞「車往前直開J '形容詞重疊後「車往前直直地開」感覺形容的程度

和原來相比:

口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5.原形容詞「東西輕放J '形容詞重疊後「東西輕輕地放」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

來相比:

口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6.原形容詞「輕巧挪移J '形容詞重疊後「輕輕巧巧地挪移」感覺形容的程度和

原來相比:

口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7.原形容詞「安心地出門J '形容詞重疊後「安安心心地出門j 感覺形容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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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原來相比:

口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8.原形容詞「辛苦地工作J '形容詞重疊後「辛辛苦苦地工作J 感覺形容的程度

和原來相比:

口變強 叮減弱 口不變

9.原形容詞「衣服乾淨J '形容詞重疊後「衣服乾乾淨淨」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

來相比:

山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10.原形容詞「工作輕鬆J '形容詞重疊後「工作輕輕鬆鬆」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

來相比:

口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11.原形容詞「仔細地看J '形容詞重疊後「仔仔細細地看」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

來相比:

口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12.原形容詞「雪白的大地J '形容詞重疊後「雪白雪白的大地J 感覺形容的程度

和原來相比:

口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13.原形容詞「草地碧綠J '形容詞重疊後「草地碧綠碧綠」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

來相比:

口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14. 原形容詞「嘴唇鮮紅J '形容詞重疊後「嘴唇鮮紅鮮紅」感覺形容的程度和原

來相比:

口變強 口減弱 口不變

【二】動詞重疊:請檢視下列動詞在重疊之後，動詞本身動作的變化與原動詞不目

較變化如何?分動作強度、動作時間、動作次數三方面。此測驗在測知大

家的語感趨向，故無對錯之分。請依據個人直覺勾選 O

例如:

【1】動作量的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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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動詞「妳自己想該怎麼做打重疊之後「妳自己想想、該怎麼做j 感覺表達的動作

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

口增量 回滅量 口不變

說明:表示受試者認為當他對別人說「妳自己想該怎麼做」比起說「妳自己想想

該怎麼做」時，兩者相互比較，成覺說話者本身表達他認、為對方應該好好、

認真「想想J 某件事的程度，比起說「想」時， I想想」成覺沒那麼強，所

以勾選戒量。

【2】動作時間:

原動詞「妳自己想該怎麼做J '重疊之後「妳自己想想該怎麼做」感覺表達的動作

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

口增量 囝減量 已不變

說明:表示受試者認為當他對別人說「妳自己想該怎麼做」比起說「妳自己想想

該怎麼做」時，兩者相互比較成覺說話者本身表達他認為對方應該「想想j

某件事所該花的思考的時間，比起說「想j 時， I想想」要對方花的時間成

覺較少，所以勾還成量。

【3】動作次數:

原動詞「妳自己想該怎麼做J '重疊之後「妳自己想想該怎麼做J 感覺表達的動作

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

區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說明:表示受試者認為當他對別人說「妳自己想該怎麼做」比起說「妳自己想想

該怎麼做」時，兩者相互比較成覺說話者本身表達他認為對方應該「想想」

某件事的想的次數，比起說「想」的成覺增加，所以勾選增量。

(注意以上例題不代表正確答案 此測驗在測知大家的語感故無對錯之分)一

正式題目:

【1】動作量的強度:

1.原動詞「我等他J '重疊之後「我等等他」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

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滅量 口不變

2.原動詞「打頭J '重疊之後「打打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

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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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原動詞「求情J '重疊之後「求求情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

呈現的感覺是:口增最 口減量 已不變

4.原動詞「點頭J '重疊之後「點點頭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

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5.原動詞「伸舌頭J '重疊之後「伸伸舌頭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

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6.原動詞「看書J '重疊之後「看看書」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比，

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7.原動詞「研究這道題J '重疊之後「研究研究這道題」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

的動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已減量 口不變

8.原動詞「找他商量J '重疊之後「找他商量量」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

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已不變

9.原動詞「鍛鍊身體J '軍疊之後「鍛鍊鍛鍊身體」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

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暈 口不變

10.原動詞「清理房子J '重疊之後「清理清理房子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

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滅量 口不變

11.原動詞「車子搖晃J '重疊之後「車子搖搖晃晃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

作強度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12.原動詞「勝切J '重疊之後「撈盼切切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13.原動詞「指點J '重疊之後「指指點點」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滅量 口不變 口語義有變化

14.原動詞內聞自J '重疊之後「指點指點」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口語義有變化

15.原動詞「來往J '重疊之後「來來往往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口語義有變化

16.原動詞「來往J '重疊之後「來往來往」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強度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口語義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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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動作需要花費時間:

1.原動詞「我等他J '重疊之後「我等等他」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

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2. 原動詞 f打頭J '重疊之後「打打頭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問相比，

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3. 原動詞「求情J '重疊之後「求求情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問相比，

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4.原動詞「點頭J '重疊之後「點點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

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5.原動詞「伸舌頭J '重疊之後「伸伸舌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

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6.原動詞「看書J '重疊之後「看看書」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比，

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已不變

7. 原動詞「研究這道題J '重疊之後「研究研究這道題」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

的動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8.原動詞「找他商量J '重疊之後「找他商量商量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

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已減量 口不變

9.原動詞「鍛鍊身體扒重疊之後「鍛鍊鍛鍊身體」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

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10.原動詞「清理房子J '重疊之後「清理清理房子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

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11.原動詞「車子搖晃J '重疊之後「車子搖搖晃晃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

作時間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已不變

12.原動詞 fo勞切J '重疊之後「勝日勞切切」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13. 原動詞「指擇自J '重疊之後「指指點點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口語義有變化

14.原動詞「指點J '重疊之後「指點指點」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口語義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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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原動詞「來往J '重疊之後「來來往往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間相

此，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口語義有變化

16.原動詞「來往J '重疊之後「來往來往」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時問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最 口不變 口語義有變化

【3] 動作量次數:

1.原動詞「我等他J '重疊之後「我等等他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

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2.原動詞「打頭扒重疊之後「打打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

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3.原動詞「求情J '重疊之後「求求情」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

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4.原動詞「點頭J '重疊之後「點點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

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5.原動詞「伸舌頭J '重疊之後「伸伸舌頭」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

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6.原動詞「看書J '重疊之後「看看書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比，

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7.原動詞「研究這道題J '重疊之後「研究研究這道題」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

的動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8.原動詞「找他商量J '重疊之後「找他商量商量」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

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已不變

9.原動詞「鍛鍊身體J '重疊之後「鍛鍊鍛鍊身體」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

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10.原動詞「清理房子J '重疊之後「清理清理房子」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

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11.原動詞「車子搖晃J '重疊之後「車子搖搖晃晃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

作次數相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12.原動詞「撈切J '重疊之後「勝日勞切切」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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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13.原動詞內融制，重疊之後「指指點點」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口語義有變化

14.原動詞「指點J '重疊之後「指點指點」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暈 口不變 口語義有變化

15.原動詞「來往J '重疊之後「來來往往J 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暈 口減量 口不變 口語義有變化

16.原動詞「來往J '重疊之後「來往來往」感覺表達的動作和原來的動作次數相

比，呈現的感覺是:口增量 口減量 口不變 口語義有變化



漢語動詞與形容詞重疊式之量性對比分析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Reduplica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Li, Ching-chi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Second Language 

Continuing Education Center of 

N 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Mandarin word classes exhibit different kinds of reduplication. This 
paper contrasts the reduplicative forms of verbs and adjectives and demon
strat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m (AA, AABB, ABAB)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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