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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謂詞性語氣詞 *

鄧思穎
**

提要	 		 本文討論粵語四個謂詞性語氣詞的語法特點─「罷

喇」、「係喇」、「啩」、「喎」。從認知的角度來考慮，「罷

啦」、「係啦」、「喎」表達言域意義，「啩」跟知域有關。從

句法學的角度來看，帶有這四個謂詞性語氣詞的句子都有

一個表示知域、言域的抽象成份。在有些語境裏，表示知

域、言域的抽象動詞並不抽象，可以顯示為根句的謂語。

通過移位、框式結構等測試，本文論證表示知域、言域的

（抽象）動詞位於根句，謂詞性語氣詞則位於嵌套句內。從

粵語的例子所看，本文認為語氣詞之上還可以有更高的句

法層次，表示較為抽象的知域、言域。

1. 粵語的句末成分

相對於普通話來說，粵語所謂「句末 / 後置」成分特別豐富。所

謂「句末」，主要包括後置狀語、句末助詞、語氣詞等，例如，表示

事件先後的「先」、表示剛剛過去的「嚟」、表示揣測的「啩」。
1

*  本文初稿在「承繼與拓新─漢語語言文字學國際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 2012年 12月）
宣讀。在寫作過程中，得到（按拼音序）蔡維天、黃得森、黃卓琳、麥耘、沈家煊、張洪年、
鄭兆邦等先生有益的討論，但文中錯漏與以上各位無關。本研究獲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研究
資助局優配研究金（General Research Fund）項目「On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in Cantonese」（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編號：CUHK 5493/10H）的部分資助，
特此致謝。

**  鄧思穎，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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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佢睇書先。他先看書。

（2）佢睇書嚟。他看書來着。

（3）佢睇書啩？他或許看書吧。.

粵語句末成分種類繁多，已是衆所周知的事實（張洪年 1972，

2007，Kwok 1984，Law 1990，梁仲森 1992，2005，方小燕 2003，

彭小川 2010等）。我們認為，粵語句末成分「真正」的語法特點，

要算是數量上的豐富，還有它們形成獨特的語法現象，例如連用（梁

仲森 1992，2005）、「框式結構」（鄧思穎 2006）等。

粵語句末成分大致上可以劃分為事件、時間 / 焦點、語氣三類

（Tang 2007，鄧思穎 2009a），例如以下例句（4）表示事件先後的

「先」屬於事件類、表示限制焦點的「咋」（只是）屬於焦點類、表

示疑問語氣的「咩」屬於語氣類。這三類的「後置」成分在粵語往往

可以找到匹配的「前置」成分，如例句（4）表示事件先後的「先」、

表示限制焦點的「淨（係）」、加強語氣的「乜」。前後意義相近的

「先……先」、「淨（係）……咋」、「乜……咩」組成框式結構。表示

語氣的句末成分可稱為「語氣詞」，跟語氣詞組成的框式結構屬於語

氣類。本文的討論以香港粵語（以下簡稱「粵語」）作為研究對象，

分析粵語語氣詞的語法特點。

（4）.乜佢淨係先講先咋咩？他只先講嗎？. （事件─時

間 / 焦點 ─ 語氣）

2. 謂詞性語氣詞

張洪年（2007）一共討論十七個粵語助詞，當中跟語氣相關的

有十二個。為了方便討論，我們把這十二個跟語氣相關的助詞稱為

「語氣詞」。

（5）.喇、噃、呀、喎、添、啩、咩、啫、嗎、呢、罷

喇、係喇

在這十二個語氣詞當中，具有鮮明動詞性的語氣詞如（6）的「罷

喇」、（7）的「係喇」、（8）的「啩」、（9）的「喎」。這四個語氣詞來

源自動詞，跟動詞有密切的關係，仍然保留了一些謂詞的特點。在

這篇文章裏，我們把這種語氣詞稱為「謂詞性語氣詞」，並且在之後

的各個小節為這四個謂詞性語氣詞作簡單的介紹。

（6）你睇書罷啦！你看書吧！.

（7）唯有去係喇。只有去就是了。

（8）佢會講啩？他或許會說吧。

（9）佢唔識我喎。（據說）他不認識我。

3. 罷啦

「罷啦」（baa2laa1）屬於「複合助詞」，1 這是「粵語中少有的

雙音節助詞，只能連用，拆開就沒有獨立的意思」（張洪年 2007：

207）。所謂「複合助詞」，張洪年（2007：183）認為「這就是句末

有兩三個音節的助詞，但這兩三個音節助詞是整體和前面的句子結

合，而並非一層一層遞加的結果」，並且明確指出「罷啦」是「一個

整體，意思獨立，並非合併的結果」。

「罷啦」可以表示提議，表達了「不如怎麼怎麼」（張洪年 

2007：207）。「罷啦」是一個用於祈使句的語氣詞，所表示的是一種

帶有提議性質的祈使意義，表達了一種委婉的語氣（鄧思穎2009b）。

1  本文所採用的粵語拼音是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拼音方案，簡稱「粵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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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你睇書罷啦！你看書吧！

「罷喇」包含了動詞「罷」（算），而「罷」在粵語裏也有動詞的

用法，有一種提議的意思。在例子（11）裏，「罷」是動詞，扮演了

謂語的角色。（12）的「罷就」跟（11）的「罷」基本上是等同的，

表示「算了，拉倒」（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 2009：3）。不過，

動詞的「罷、罷就」的「罷」和語氣詞的「罷（啦）」聲調不一樣，前

者讀本調陽去調「baa6」，而後者讀變調陰上調「baa2」。「罷啦」的

「罷」的變調，也可以作為「罷」詞類改變的一個痕跡。

（11）去就去，唔去就罷。去就去，不去就算了。

（12）去就去，唔去就罷就。去就去，不去就算了。

4. 係喇

「係喇」（hai2laa1）這個雙音節助詞是「就是了」、「罷了」一類

的意思（張洪年 2007：207）。有建議的意思，但帶有一種無奈的味

道，「是說話者在無可選擇的情況下所作出的讓步，態度上顯得無可

奈何」（梁仲森 2005：68）。2 張洪年（2007：183）認為「係喇」屬

於「複合助詞」，「係」和「喇」的組合是「一個整體，意思獨立，並

非合併的結果」。

（13）.總之論盡係啦。總之麻煩就是了。（張洪年 2007：207）

（14）.唯有聽話係啦。只有聽話就是了。（張洪年 2007：

207）

2  梁仲森（2005：68）認為「係啦」的「共現成分」是「唯有」，例如（i）。按照框式結構（鄧
思穎 2006）的考慮，「唯有……係啦」有可能組成框式結構。

 （i）老闆吩咐到，唯有照做係啦。（既然是老闆吩咐，唯有照樣做就是了。）

「係啦」的「係」原來應該是動詞「係」（是）。張洪年（2007：

207）指出：「我們懷疑它的來源可能就是 haih l~，不過因為習用已

久，發生變調，而成為一個複合的助詞，表示一種特別的涵義。」

他所說的「haih l~」（用耶魯拼音拼寫），即讀本調的「係啦」（hai6 

laa1），即動詞「係」（是）加上語氣詞「啦」。動詞「係」（是）用作

繫詞，讀本調陽去調「hai6」，而作為語氣詞「係啦」的「係」，則讀

變調陰上調「hai2」。「係啦」的變調現象，或許跟「罷啦」的情況差

不多，也可以作為「係」詞類改變的一個痕跡。

5. 啩

「啩」（gwaa3）表示「揣測」（張洪年 2007：192）、「說話者個人

的猜想，沒有根據，自己也不敢肯定，沒有信心」（梁仲森 2005：

68）。

（15）.今日唔會落雨啩！今天不會下雨吧。. . （ 張

洪年 2007：192）

（16）.唔係啩，冇咁多啩！不是吧，沒那麼多吧！. （ 張

洪年 2007：192）

梁仲森（2005）明確指出「啩」的作用是表示「說話人個人的猜

想」。（17）的意思基本上跟（18）的一樣，「啩」跟句首的「我估」（我

猜）差不多，都表示說話人的猜想。如果把句首的「我」換成「佢」

（他），例如（19），「啩」並非指向「佢估」（他猜），而是隱含了說話

人的猜想，即表達了（20）的意思，是說話人猜想他猜測明天天氣

好。

（17）聽日好天啩。明天天氣好吧。

（18）我估聽日好天啩。我猜明天天氣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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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佢估聽日好天啩。他猜明天天氣好吧。

（20）我估佢估聽日好天啩。我猜他猜明天天氣好吧。

如果把句首的動詞換成「擔保」等表示肯定的動詞，如（21），

接受度明顯很差，證明了「啩」跟句首的動詞有一定的搭配關係。

（21）.* 我擔保 / 肯定 / 保證聽日好天啩。我擔保 / 肯定 /

保證明天天氣好（* 吧）。

上述的例子說明了「啩」跟「我估」（我猜）有緊密的關係。

從歷時關係來考慮，「啩」應該來自動詞「估」（猜）。Chao（1947：

110，note 38）指出：「Kwah, fusion of kwux + ah ‘（I） guess,’ final par-

ticle expression tentativeness or doubt.」張洪年（2007：193）同意這

種觀點，並引述「趙元任先生認為這是『估』和『呀』音的結果」。動

詞「估」讀作「gwu2」（或拼寫作「gu2」），語氣詞「啩」讀作「gwaa3」，

兩者都有相同的聲母。由「估」變為「啩」，可能是元音的改變，也

可能如 Chao（1947）的推測，是「估」和「啊」合併的結果。

6. 喎

本文所談的「喎」是讀作陽上調的「wo5」，3 表示「重述所聞」

（張洪年 2007：190），「說話者表明是轉述他人的話，不是他本人的

意思」（梁仲森 2005：80），表達了一種「傳信情態」（evidentiality）

（Matthews 1998 / 2007，丁思志 2006）。

3  粵語還有一個讀作陰去調的「wo3」，意義和用法跟陽上調的「wo5」不同（張洪年 2007：
191，梁仲森 2005：78-79）。「wo3」的歷史來源也不同，應該來自「噃」（bo3）（Leung 
2005）。此外，粵語也有一個陽平調的變體「wo4」，表示「事情出乎意料之外，感到驚
愕詫異」（張洪年 2007：191）。陰去調和陽平調「wo」的用法跟轉述無關，不在本文討論
的範圍。

（22）.佢重有嘢未攪掂喎。他還有一些東西沒弄好。.（ 張

洪年.2007：190）

（23）.為咗幻想增加真實感喎。為了幻想增加真實感。.

（梁仲森.2005：80）

「喎」的基本功能是轉述，表達一種傳信情態，這個已是粵語語

法學者的共識。至於「喎」所轉述的說話人，卻可以是隱含的。比

如說，（24）的「喎」好像隱含了「據說、某人說」的意思。事實上，

這個隱含的部份可以明確的表示出來，例如（25）的「佢話」（他說），

「喎」似乎指向「佢話」（他說），跟「佢話」（他說）遙遙相對。又如

（26），他從來沒說過「佢會去」（他會去），「喎」當然不可能引述沒

有說過的話，所引述的應該包括整個句子，即引述某人表示過他沒

說過他會去這個意思。因此，（26）也可以理解為（27），即「喎」指

向「佢話」（他說）。

（24）佢會去喎。據說他會去。

（25）佢話佢會去喎。他說他會去。

（26）佢冇話過佢會去喎。據說他沒說過他會去。

（27）佢話佢冇話過佢會去喎。他說他沒說過他會去。

有重述功能的「喎」隱含了「某人說、聽說」，也跟「某人說、

聽說」有密切的關係，甚至在句子裏補上「某人說」這個部份，如

（25）的「佢話」（他說）。由於「喎」有轉述的功能，因此，嚴格來

講，「喎」所隱含的意義不光是「某人說、聽說」，還應該包括「我跟

你說」、「我向你轉達」。以（24）為例，「喎」所表示的意思應該是

「我聽說並跟你說他會去」。無論是我說還是某人說，「喎」跟「說」

肯定有密切的關係。

從歷時的角度來考慮，「喎」和「說」的密切關係也並非無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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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喎」應該來源自「話」，粵語「話」（waa6）是動詞，等於普通

話的「講、說」。Chao（1947：121，note 22）指出：「Woh < wah + oh 

‘so he says, so they say, as the saying goes.’」張洪年（2007：191）同

意這種觀點，認同「趙元任先生認為這是『話啊』複合的結果。」4 由

動詞「話」變為語氣詞「喎」，可能是元音的改變，由「aa」變為「o」；

也可能如 Chao（1947）的推測，是「話」和「o」合併的結果。這裏

的「o」，是一個表示值得注意（noteworthiness）的語氣詞（Sybesma 

and Li 2007：1764）。無論是元音的改變還是跟「o」的合併結果，由

「話」變為「喎」的過程都說明了「喎」來自動詞，跟動詞有密切的

關係，也可以解釋為甚麼「喎」往往隱含了「我跟你說某人說」的意

思。

7. 謂詞性語氣詞的句法地位

根據上述的討論，「罷喇」、「係喇」、「啩」、「喎」都來源自動

詞，跟動詞有密切的關係，如來自「罷」的「罷啦」、來自「係」（是）

的「係啦」、來自「估」（猜）的「啩」、來自「話」（說）的「喎」。

這些語氣詞甚至仍然保留了一些謂詞的特點，如不變調的「罷」和

「係」仍可用作動詞，「啩」指向特定的謂語「（我）估」（猜），而

「喎」指向動詞「話」（說），這四個語氣詞都能構成一個特殊的類別

─「謂詞性語氣詞」。

以「啩」和「喎」為例，它們所指向的動詞「估」（猜）和「話」

（說），跟沈家煊（2003）、肖治野、沈家煊（2009）所說的「知域」和

「言域」有關。「知域」表達說話人主觀認定，有一個評價或一種認

識；「言域」跟說話人語言本身有關，表達實施一個行為，用說的話

4  有關「喎」的歷時來源，可以參考 Leung（2006）。

來改變外界事物的狀態。「啩」和動詞「估」（猜）都跟知域有關，

而「喎」跟動詞「話」（說）都跟言域有關。

沿着這個思路，我們認為「罷啦」的「罷」和「係啦」的「係」，

似乎也表達言域意義。作為動詞，（28）的「罷」（讀本調 baa6）表

示拒絕，（29）的「係」（是）（讀本調 hai6）表示應允，都有言域的

意思。

（28）唔去就罷。不去就算了。

（29）係呀！是啊。

從句法學的角度來看，假定表示知域和言域的句子都包含了一

個位於根句（root clause）的抽象動詞，跟知域、言域有關（劉丹青

2008，肖治野、沈家煊 2009，鄧思穎 2012，2013）。帶有「罷喇、

係喇」的句子，我們假設這些句子都有一個表示「我（向你）建議」

的抽象成份。上述例句（10）可以重新理解為「我向你建議你看書

吧」，而例句（14）則可以理解為「我向你建議你聽話就是了」，言域

的意義通過抽象成份「我向你建議」而來，而「罷喇」、「係喇」指向

這個抽象成份。

至於帶有「啩」和「喎」的句子，我們假設前者包含了表示知域

的抽象動詞「猜」，而後者包含了表示言域的抽象動詞「說」。上述例

句（17）可以重新理解為「我猜明天天氣好吧」，而（24）則應該理

解為「我聽說並跟你說他會去」。語氣詞「啩」和「喎」正好跟這些

抽象動詞互相呼應。

在有些語境裏，表示知域、言域的抽象動詞並不抽象，它們可

以顯示為根句的謂語。以有「啩」和「喎」的句子為例，抽象動詞

「猜」可以顯示為（18）的「估」（猜）、（30）的「諗」（想），而抽象

動詞「說」可以顯示為（31-）和（32）的「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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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我諗聽日唔會落雨啩。我想明天不會下雨吧。（梁仲

森.2005：68）

（31）.佢話佢從來未學過中文喎。他說他從來沒學過中文。

（張洪年.2007：190）

（32）.佢哋話唔夠貨，想要多喎。他們說貨不夠，想多

要一點。（梁仲森 2005：80）

當一個句子有根句和嵌套句（embedded clause）兩部份的時候，

語氣詞到底出現在根句的層面還是出現在嵌套句的層面呢？以（18）

為例，理論上「喎」可能出現在根句的層面，即在嵌套句「聽日好天」

（明天天氣好）的外面，形成（33）的結構；「喎」也有可能在嵌套句

之內，即「聽日好天喎」組成嵌套句，作為動詞「估」（猜）的小句

賓語，形成（34）的結構。

（33）我估〔聽日好天〕啩。我猜明天天氣好吧。

（34）我估〔聽日好天啩〕。

移位的測試顯示了「啩」應該在嵌套句，（34）才是正確的分

析。如果把（35）的「聽日好天啩」抽出來移到句首，說成（36），

接受度沒有問題。如果光把「聽日好天」移出去，留下「啩」，（37）

則不能接受。這個測試說明了當「我估」（我猜）和「聽日好天」（明

天天氣好）分別形成根句和嵌套句，「啩」應該在嵌套句之內，被根

句的動詞「估」（猜）所選擇。前文提及所謂「指向」的問題，嚴格

來講，我們應該這樣說，表示知域、言域的根句（抽象）動詞選擇

一個匹配的謂詞性語氣詞出現在嵌套句之內。5

5  語氣詞不一定呈現根句現象，這個主張與文獻的觀察有異（詳閱鄧思穎 2010的介紹）。
能出現在嵌套句的語氣詞或許是謂詞性語氣詞的特點，但尚沒有定論，有待日後研究。

（35）我估聽日好天啩。我猜明天天氣好吧。

（36）聽日好天啩，我估.____。

（37）* 聽日好天，我估.____.啩。

假設「或者……啩」組成框式結構（鄧思穎 2006），（38）顯示

了「或者」只可以出現在嵌套句之內，而不能在根句的層面。作為

框式結構的成員，「或者」和「啩」在句法上應該有緊密的關係，如

處於相同的小句內。這個例子進一步證明了「啩」應該在嵌套句之

內，表示知域的「我估」位於根句的層次。

（38）.（* 或者）我估（或者）聽日好天啩。我猜或者明天

天氣好吧。

至於「喎」，情況則稍為複雜。以（39）為例（即上述的例（25）），

「佢會去」（他會去）是嵌套句。「喎」跟着嵌套句走，問題不大，如

（40）；假如「喎」留在原來位置，光「佢會去」（他會去）移位，表

面上看來好像也可以，如（41）。

（39）佢話佢會去喎。他說他會去。

（40）佢會去喎，佢話.____。他說他會去。

（41）佢會去，佢話.____.喎。他說他會去。

雖然表面上「佢話」（他說）看來好像位於根句的層面，但我們

並不認為是這樣。正如我們在前文的假設，「喎」所隱含的意義不僅

是「某人說、聽說」，也應該包括「我跟你說」、「我向你轉達」等意

義。因此，真正位於根句層面的，應該是一個表示「我聽說並跟你

說」而沒有說出來的抽象成分，而「喎」就是位於被「我聽說並跟你

說」所選擇的嵌套句內。簡單來講，（40）和（41）的結構可以分別

表述如下，括號部份是沒說出來的抽象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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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我聽說並跟你說）佢會去喎，佢話。

（43）佢會去，（我聽說並跟你說）佢話.____.喎。

（42）的「佢會去喎」（據說他會去）是抽象成分「我聽說並

跟你說」的嵌套句，後面的「佢話」（他說）功能上屬於後補成分

（afterthought），但句法上卻是一個獨立的句子，跟前面的「佢會去

喎」（據說他會去）沒有句法上的聯繫。6 至於（43），「佢話佢會去

喎」（據說他會去）是「我聽說並跟你說」的嵌套句，這個嵌套句內

的嵌套句「佢會去」（他會去）進行移位，移到句首，形成（43）。換

句話說，「佢話」（他說）並非真正的根句，真正的根句是抽象成分

「我聽說並跟你說」。

我們把（42）的「佢話」（他說）當成是獨立句子也並非沒有道

理。丁思志（2006：107）曾舉出以下的例子，（44）的「喎」緊貼在

「佢話」（他說）之後，（45）的「喎」既可以在動詞「問」之後出現，

又可以在小句「你幾時返屋企」（你甚麼時候回家）之後出現，他指

出「說話者可能是轉述父親問她的問題，也有可能是轉述從聽聞中

得知的問題（此時句中含兩個轉述短句）」。

（44）.佢話喎，唔想再見到你。他說呀，不想再看見你。

（丁思志.2006：107）

（45）.阿爸問喎，你幾時返屋企喎。爸爸問，你甚麼時候

回家。（丁思志.2006：107）

按照（42）的分析，我們認為（44）和（45）有以下的結構。

（44）的「佢話喎」（據說他說）是「我聽說並跟你說」的嵌套句，而

「唔想再見到你」（不想再看見你）屬於另一個句子，跟「佢話喎」

6  雖然（42）貌似「易位句」，但 Cheung（2008）沒有討論過嵌套句謂語能通過移位成為後
補成分的可能性。因此，我們假設（42）的「佢話」（他說）並非通過移位所產生。

沒有任何句法關係，也不存在移位的關係。（45）的情況更明顯，

「喎」可以兩出，「阿爸問喎」（據說爸爸問）和「你幾時返屋企喎」（據

說你甚麼時候回家）分別屬於兩個獨立的句子，各自由抽象成份「我

聽說並跟你說」所選擇。簡單來說，（45）的說話人聽說並轉述了兩

件事：爸爸問和你甚麼時候回家。由此看來，我們把（42）的「佢會

去喎」（據說他會去）和「佢話」（他說）分析為獨立的句子是有道

理的。

（46）（我聽說並跟你說）佢話喎，唔想再見到你。

（47）.（我聽說並跟你說）阿爸問喎，（我聽說並跟你說）

你幾時返屋企喎。

「聽講」（聽說）使用來加強「喎」的轉述功能（Matthews 1998 / 

 2007）。我們假設「聽講……喎」組成框式結構，位於相同的小句

內。（48）顯示了「聽講」（聽說）只能出現在「佢話」（他說）之前，

而不能在嵌套句「佢會去」（他會去）內出現。如果框式結構「聽

講……喎」必須在相同的小句內出現，而「聽講」（聽說）不能在嵌

套句「佢會去」（他會去）內，由此推論「喎」也不能在嵌套句「佢

會去」（他會去）內。句法上，「聽講……喎」應該在「佢話」（他說）

之上，「聽講……喎」的轄域（scope）也應該比「佢話」（他說）為

寬，間接否定了（39）和（40）的「佢會去喎」（據說他會去）是「佢

話」（他說）的嵌套句。

（48）（聽講）佢話（* 聽講）佢會去喎。聽說他說他會去。

至於帶有「罷喇、係喇」的句子，我們認為這些句子都有一個

表示「我向你建議」的抽象成份。在特定的語境裏，抽象動詞可以

體現為「勸」、「話」（勸說）等表示言域的動詞。（49）是兼語句，

我們假設兼語句的「勸」是抽象動詞的體現，「我勸」正表達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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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你建議」的意思。從移位測試來看，語氣詞「罷啦」可以跟着嵌

套的謂語「收聲」（閉口）一起移位，如（50）；如果把「罷啦」留下，

只移動「收聲」（閉口），反而不好，如（51），說明了「罷啦」應該

位於嵌套的謂語之內。7

（49）我勸你收聲罷啦。我勸你閉口。

（50）收聲罷啦，我勸你.____。

（51）* 收聲，我勸你.____.罷啦。

我們曾論證「不如……罷啦」組成框式結構（鄧思穎 2009b）。

（52）顯示了「不如」出現在嵌套謂語「收聲」（閉口）的層次，再次

證明了跟「不如」組成框式結構的「罷啦」也應該在嵌套謂語的層

次。8

（52）（* 不如）我勸你（不如）收聲罷啦。我勸你閉口。

假設（53）的「我話」（我勸說）是抽象成份「我向你建議」的

體現。（54）的語氣詞「係喇」可以跟嵌套句「唔得就唔得」（不行就

不行）進行移位，而（55）顯示了「係喇」不能留在原來的位置。跟

之前幾個謂詞性語氣詞的情況相似，「係喇」應該在嵌套句之內，而

不在根句的層面。

（53）.我話唔得就唔得係喇。我只好說不行就不行。. （ 梁

仲森 2005：68）

7  根據不合語法的（i），兼語「你」應該位於根句的層面，而嵌套謂語則包含一個空語類。
假如空語類是大代詞「PRO」，兼語句屬於控制結構（control structure）（Huang 1992）。
既然能容納語氣詞「罷啦」，控制結構內嵌套謂語的句法結構比我們想像中的複雜，有待
日後研究。

 （i）*你收聲（罷啦），我勸 ____。

8  雖然「不如我勸你收聲罷啦」勉強可以說，但意義不同，好像表達了「我勸我自己去勸你
閉口」這個意思，有異於（49）、（52）原來的意義，因此打上星號。

（54）唔得就唔得係喇，我話.____。

（55）* 唔得就唔得，我話.____.係喇。

我們認為「唯有……係啦」組成框式結構（參見本文注釋 2）。

上述例句（14）稍為改動，加上根句動詞「話」（勸說），可以說成

（56）。「唯有」只可以在根句動詞「話」（勸說）之後，即在嵌套句

之內。因此，跟「唯有」組成框式結構的「係啦」也應該在嵌套句之

內，我們上述的論述是正確的。

（56）.（* 唯有）我話（唯有）聽話係啦。只有聽話就是了。

值得注意的是，謂詞性語氣詞並非能出現在所有的嵌套結構

內。比如說，本文所討論的這幾個語氣詞都不能在關係小句內出

現，以下（57）至（60）的例子都不合語法。

（57）.*〔做功課罷喇〕嘅細路仔.做功課（* 算了）的小孩子

（58）.*〔做功課係喇〕嘅細路仔.做功課（* 就是了）的小孩

子

（59）.*〔做功課啩〕嘅細路仔.做功課（* 吧）的小孩子

（60）*〔做功課喎〕嘅細路仔.（* 據說）做功課的小孩子

上述例句之所以不合語法，原因是表示知域、言域的抽象動詞

只能在根句層面出現，不能進入關係小句。我們假定抽象動詞選擇

有謂詞性語氣詞的小句，既然沒有抽象動詞，那麼，有謂詞性語氣

詞的小句就不能出現。因此，關係小句缺乏抽象動詞，無法選擇有

謂詞性語氣詞的小句，導致上述的例子不能接受。

8. 結語：一山還有一山高

粵語語氣詞「罷喇」、「係喇」、「啩」、「喎」來源自動詞，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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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有密切的關係，仍然保留了一些謂詞的特點，構成一個特殊的類

別─謂詞性語氣詞。從認知的角度來考慮，「罷啦」、「係啦」、

「喎」表達言域意義，「啩」跟知域有關。從句法學的角度來看，帶

有「罷喇、係喇」的句子，都有一個表示「我向你建議」的抽象成

份，言域的意義通過這個抽象成份而來。帶有「啩」的句子包含了

表示知域的抽象成份「我猜」，而帶有「喎」的句子則包含了表示言

域的抽象成份「我聽說並跟你說」。

在有些語境裏，我們發現表示知域、言域的抽象動詞並不抽

象，它們可以顯示為根句的謂語，聽得到看得見。通過移位、框式

結構等測試，我們論證了表示知域、言域的抽象動詞位於根句，它

們選擇一個包含謂詞性語氣詞的嵌套小句。如果本文的論證是正確

的話，我們可以總結認為語氣詞所出現的句法層次好像還不夠高，

語氣詞之上還可以有更高的層次，表示較為抽象的知域、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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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釋文》方位詞的音義結構 
─ 兼論周法高的方位詞說

黃坤堯
*

提要	 		 方位詞，又稱方位名詞，一般都視作「名詞的附類」，

或是名詞中的一個小類。其中有單純方位詞、合成方位

詞，及對舉連用的，構成並列詞語。五十年代初，周法高

提出方位詞說。方位詞可以作句子的不同成分，復有古漢

語大量的音變材料作為支持，認為可以獨立成類。

	 		 至於《經典釋文》方位詞的音義結構，以區別名詞和

動詞者最多。按性質分為兩組。

	 		 甲組：上、下、先、前、後。

	 		 乙組：	左（佐）、右（佑）、中、閒（間）、旁（傍）、北、

內（納）、首、朝。

	 		 其中「先」、「前」、「後」、「朝」四字原為時間詞，然

亦兼屬方位詞。甲組五字屬詞性轉化。乙組九字屬意義轉

化，亦由方位詞轉化為動詞用法而改變讀音，但動詞的意

義有所改變，跟方位的引申義或趨向義無關，即有趨向義

者也不用變換讀音。往往產生了新的意義。其實視之為詞

義分化，亦無不可。《經典釋文》所見方位詞與動詞的音義

區別，明顯亦跟一般名詞與動詞異讀區別的語法現象互有

同異，相信可以自成一類。

1

* 黃坤堯，香港中文大學聯合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