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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情態詞「該」的語義演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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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主要由「框架語義」（Frame semantics）（Fillmore1982）和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Hopper & Traugott 2003［1993］）的角度出發，結

合共時與歷時研究方法，對情態詞「該」的語義演變提出詮釋。文中考察「該」

於現代漢語至少有：1.NP＋該＋VP 2.NP1＋該＋NP2＋VP 3.該＋有多（麼）

＋NP/AP 三種句式。其核心概念：“受某支配力制約而執行某行為＂，可依

「預設」（presupposition）及「顯像」（profile）的差異，將「該」的「義務」

（deontic）與「認知」（epistemic）類語義，進一步分成不同的次類用法。

由歷時考察來看，「該」最早為“具備＂義動詞，從宋代至元明時期，受上

述核心概念影響，陸續產生相應的情態用法：1.義務（執行某動作行為）。

2.認知（執行某種評斷行為）。句法上，首於「（NP1）＋該＋NP2」的 NP2
成分，產生動詞性解讀時，此歧異（ambigiurity）是「該」由動詞轉做情態

動詞的契機。爾後更出現靜態動詞（stative verb），而產生認知情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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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現代漢語「該」從主要的常用語義及句法特色上來看，學者如湯廷池&湯

志真  、許和平  和謝佳玲  皆視之為情態動詞（modal Verb）  ，用以對

命 題 句 （ 主 語 ＋ 述 語 ） 指 涉 的 情 況 提 出 看 法 ， 可 視 為 語 法 化 的 結 果 。 情 態

（modality）屬於獨立的語義範疇，主要指說話者對命題的態度或觀點，可落

實於各種詞類上，統稱為情態詞（modals）。本論文將由 Fillmore  提出的「框

架語義」（Frame semantics）的角度出發，試對「該」的語義演變和語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Hopper & Traugot t ）過程中，涉及的動因（motivation）

與機制（mechanism）提出詮釋。範圍限定在傳達情態義的用法，其餘如“欠＂

或「近指詞」（proximal）等非情態用法，不屬於本文的論述範圍。 

「該」在歷來探討角度兼容共時和歷時。首就共時來看，重點在「該」與

非情態義動詞的異同（如：Li & Thompson 、曹逢甫  、湯廷池  & 湯志真

 、蘇建唐 a ,b  ）。前人研究指出，「該」於現代漢語中，主要有下列三

種句式，且後接成分或語義焦點各異：  

1. NP＋該＋VP 
主要表示“應該＂（即：義務 deontic 與認知 epistemic 情態）義（鄭縈  ），

傳達「說者」或「情況」對命題內容「NP＋VP」，施與指令或判斷等作用，

屬「情態動詞」。  

                                                 
 湯廷池，湯志真，〈華語情態詞序論〉，第五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宣讀論文。臺北：世界華文教育協進會，

1997。 
 許和平，〈漢語情態動詞語義和句法初探〉，第三屆國際漢語教學討論會會務工作委員會編《第三屆國際漢語

教學討論會論文選》（北京：北京語言學會出版社，1991），537-552。   
 謝佳玲，〈漢語情態詞的界定：語料庫為本的研究〉，《中國語文研究》1（2006），45-63。 
 諸家學者在名稱使用上有所差異，大致分作三類：1.情態動詞 2.助動詞 3.能願動詞。名稱雖不同但不影響本文

討論，在此，除涉及之文章有不同稱呼而予以尊重外，其餘為方便起見，統一稱作「情態動詞」。 
 Fillmore, Charles J., Frame semantics. Lingui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Seoul：Hanshin, 1982）, 111-137. 
 Hopper, Paul J.,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1993］） 
 曹逢甫，〈漢語的提升動詞〉，《中國語文》3（1996），172-182。 
 同上注 1。 
 蘇建唐，〈從「框架語義」論情態動詞的多義性－以多義情態動詞「該」為例〉，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十

七屆年會宣讀論文。巴黎：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2009b。   
 鄭縈，〈平衡語料庫呈現的助動詞語法特點〉，《靜宜人文學報》2（2008），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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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每個成員都該學習如何面對具各種科學背景的人來說明自己的

論點。（義務）  

b.今後的幾年該會有更多的院士回國工作。（認知）  

2. （NP1）＋該＋NP2＋VP 
主要傳達“應當是＂（呂叔湘  、方緒軍  ）義。由於後接成分為名詞，

侯學超  認為「該」屬「帶情態義的實義動詞」，與另兩種用法不同。呂叔

湘  另外提到，「該」在本句式尚有“輪到＂用法，這點將在 2.2 與 4.2 節另

述。   

（2）「我們商量了一下午，你是學農的！該你去！」一定是與超級市

場有關，  

3. 該＋（有）多（麼）＋NP/AP 
主要表示“估計＂用法，於感嘆句中起「加強語氣」的功能（呂叔湘  、

陳嘉嘉  ），也是與「應該」互異的關鍵（蘇建唐 a  ），屬「情態動詞」。

再者，後接動詞「有」具可取消性，如句（3）。最後，從線性排列來看，「該」

位於功能範疇階層（The hierarchy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Cinque ）較高

的「感嘆語氣」詞「多」之上，以此視之，「該」在第一、三種句式的功能也

不一致，後者的分布階層較高，可視為進一步語法化的結果  

（3）若能再下幾天小雨，對這些樹苗該（有）多好啊！ 

綜上整理可知，前人對「該」的討論，著重不同分布句式中，呈現的語義

和詞類範疇屬性差異。首就名稱來說，語義範疇上，各用法皆屬「情態詞」範

圍，詞類範疇則有：1.情態動詞（含［±感嘆］）2.帶情態義的實義動詞兩種用

法，前一種約等於「助動詞」（Auxilary），後者分布上接近一般動詞，統稱

                                                 
 呂叔湘，《現代漢語八百詞》（北京：商務印書館，2004［1980］），213。   
 方緒軍，《現代漢語實詞》（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183。   
 侯學超，《現代漢語虛詞詞典》（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1998），211。 
 同上注 13。 
 同上注 13，214。  
 陳嘉嘉，《“應該＂的多視角研究》（湖南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碩士論文，2006），59。   
 同上注 10。  
 Cinque, Guglielmo, Adverds and Functional Hea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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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態詞」是較合適的稱呼。另者，儘管通稱情態詞，但在次分類上，「該」

具備不只一種功能，過往多條列式陳述，罕見較深入的討論。本文認為這部份

可藉「框架語義」理論，透過突顯不同框架成分，說明各用法的異同，並為整

體情態概念，提供較一致性的陳述。  

至於過往從歷時演變作切入點者，有太田辰夫  、王力  、羅驥  、李

明  、朱冠明  及夏賽輝  等人，研究成果整理如下：  

表 1-1 前人對「該」的歷時演變過程研究  

學者  來源與演變過程  產生年代  

太田辰夫  相當  應當  元明  

王力  具備（未能確定之間的發展關係）應該  中古  

羅驥  軍中約定  契合  註定  應該  宋元  

欠  應該（義務）  應該（認知）  元  
李明  

應當是  輪到  元  

朱冠明  具備（通假「晐」） 應該（義務）  應該（認知）  南宋  

夏賽輝  軍中戒約  應該  元以前  

 
根據上表整理結果可知，儘管各學者的意見不盡相同，莫衷一是，但仍可

得到幾項重要訊息，及部分值得再探之處：  

於上表所示「該」的情態來源中，“軍中（戒）約定＂是出自《說文解字》

的解釋，屬目前最早的「初始義」，但僅此一例，於後世文獻中並未發現他例。

至於“具備＂義則是使用最為廣泛的「基本義」。朱冠明  根據《說文通訓

定聲》所述，認為實與另一同表“具備＂的「晐」通假而來，嗣後更進一步依

序發展出表“根據情理或事實上需要而作出要求＂的「義務情態」，及“說話

者對於某命題為真與否的可能性進行估計或推測＂的「認知情態」等用法；最

                                                 
 太田辰夫，《中國語歷史文法》（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3［1987］），188。 
 王力，《中國現代語法》（北京：商務印書館，1989［1943］），80。 
 羅驥，〈釋“該＂〉，《雲南教育學院學報》6（1999），57-60。  
 李明，《漢語助動詞的歷史演變研究》（北京大學，博士論文，2001），70。 
 朱冠明，《摩訶僧祇律情態動詞研究》（北京：中國戲劇大學出版社，2008），187-200。 
 夏賽輝，《漢語或然性認識情態動詞語法化研究》（湖南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論文，2004），

32-35。 
 同上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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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看到“欠＂的部份，許多語言（如：丹麥語、拉丁語等）皆以此為表“必要＂

（obligation）情態的來源，據相當的類型學意義，這點也可由 Bybee et al  

與 Heine & Kuteva 等人的研究成果獲得證實。 

須進一步討論的是，前人對於「該」的來源至少有三種看法：1.軍中約 2.

具備 3.欠，且各有其依據所在，但這三者的存在上是否完全排斥不相容，若有

相互並存的可能，是否可由「語義框架」（semantic frame）間的連結性看出。

「該」在上述的發展過程中，至少經過了由「非情態動詞」向「情態動詞」的

「語法化」，但過往研究成果中，相關討論並不多見，針對「義務情態」部分，

諸家（如：羅驥  、朱冠明  等）皆未明白道出由 A→B 發展中，可能涉及

的 A/B 漸變過程，又或未能找到關鍵性的語料佐證（如：夏賽輝  ），顯需

再探。另於前人對“應當是＂向“輪到＂的發展次序，似和「實→虛」的「單

向性原則」（Hypothesis of unidirectionality）（Hopper & Traugott  ）相違背。

最後，前文曾提到，「該」在現代漢語上也可表「感嘆語氣」，對於其來源也

未曾見過討論。  

「框架語義」理論由 Fillmore 所提出，是一種對某詞項的語義，及其語

法句式進行描寫的方法，同時也是一種基於人類認知經驗所建立起的理論，一

種理解語義學（the semantics of understanding）模型，主要強調人的理解在語

言使用中的重要地位。該理論認為，為了理解語言中詞的意義，首先，要一個

能為詞在語言及言語中的存在和使用，提供背景的概念結構，亦即「語義框架」

（Johnson et al  ），主要可用來指理解概念顯像所需的背景之事或概念結構

（吳志杰&王育平  ），其中包含「顯像」（profile）和「預設」（presupposition）

等觀念，前者是指同屬某一認知框架的動詞，將享有一組相同的語義成分，透

                                                 
 Bybee, Joan, Revere Perkins, and William Pagliuca,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183.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27.   
 同上注 23。   
 同上注 25。   
 同上注 26。 
 同上注 6。   

 Johnson, Christopher R., Charles J Fillmore, Esther J. Wood, Josef Ruppenhofer, Margaret Urban, Miriam R. L. 
Petruck, and Collin F. Baker, The FrameNet Project：Tools forlexicon Building.  Berkeley：International Computer 
Science Institute, 2001）.   

  吳志杰，王育平，〈框架語義理論探索〉，《南京社會科學－語言學研究》8(2006)，142-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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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突顯不同的框架成分，可說明個別詞彙之間的差異；後者則是該框架背後隱

含未現的概念，以“heretic＂（異教徒）一詞為例，其背後應預設了一個已經

存在的宗教，或宗教團體，該宗教對教條式的正確事物有完整的定義。過往學

者（如：巫宜靜&劉美君  、Lai  、張麗麗  等）也於此理論基礎上取得相

當成果。  

在語法化的定義方面，Matisoff  認為“語法化＂就是實詞虛化。但張誼

生  指出這兩者並不完全相等，語法化更側重於語法範疇和語法成分的產

生，範圍較虛化廣。以此檢視本文討論的情態動詞，除是一種獨立的語義範疇，

在語義上較一般動詞空洞，反映在語法上，常見於後接動詞的「NP＋AUX＋

VP」句式中，修飾範圍包含整組命題句，顯示功能階層較一般動詞高，故「情

態動詞」也可視作一種語法化的結果。Bybee et al  更直言，語義變遷在語法

化中是指語義的泛化（semantic generalization），除使某一語素的應用範圍更

廣，同時該語素也會顯得缺乏較具體的意義；且其使用範圍及使用頻率也隨之

加大。Hopper & Traugott 則於前人研究基礎上，提出語法化涉及的兩種機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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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類推」（analogy） 
對業已形成的句法規則進一步推廣應用。（Harris & Campbell  ）  

張誼生  也提出和認知域間投射與概念理解相關的「隱喻」（metaphor）

機制，並將三者合併為「認知心理」機制。  

                                                 
 巫宜靜, 劉美君，〈「中文動詞詞網」之建置與華語教學之應用〉，第三屆全球網路華文教學研討會宣讀論文。

台北：僑務委員會，2003。   
 Lai, Huei-ling, 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Hakka LAU,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4.3（2003）, 533-561。   
 張麗麗，〈返回義趨向詞作狀語－從語義框架看虛化〉，《語言暨語言學》11.4（2010），803-851。 

 Matisoff, James, Areal and universal dimensions of grammatization in Lahu.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ed. 
by Elizabeth C.  Traugott and Bernd Heine （Amsterdam; Philadelphia : John Benjamins, 1991）, 386-453。  

 張誼生，〈論與漢語相關的虛化機制－兼論現代漢語副詞的性質、分類與範圍〉，《中國語文》1（2000），

3-15。   
 同上注 28，6。   

 Langacker, Ronald W., Sytactic Reanalysis. Mechanisms of Syntactic Change.  Paper presented at Symposium on the 
Mechanisms of Syntactic Change Conference. Santa Barbar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7.   

 Harris, Alice C., and Lyle, Campbell, 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s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97.  

 同上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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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重心將放在利用這兩種理論，就上述所提出前人的未竟之處及語義

演變過程進行考察與詮釋。  

在論文架構上，本文主要分為五節，除最後一節的結論外，第一節為前言，

先簡介本文主題，並說明研究目的、方法及相關理論背景；第二節將就「該」

的共時語法特點進行論述；第三節則在前一節的論述基礎上，從歷時的角度整

理考察；第四節再進一步以前述理論詮釋所發現的相關變化現象。  

本文語料來源，共時語料：搜自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標記語料庫」  ，

或其他由各報章雜誌所蒐集的口語語料；歷時語料：搜自中央研究院的「漢籍

全文資料庫」、「近代漢語標記語料庫」，以及國學經典文庫系列光碟，挑選

原則主要參考蔣紹愚  所提：1.用白話寫的文學作品：如《五代史平話》、《元

刊雜劇三十種》、《敦煌變文集》、《金瓶梅》等。2.散見於文言作品中的白

話資料：如《秦漢三國六朝文》、《全唐文》等，考察文獻超過 30 部，但為

篇幅考量，無法一一枚舉。若遇相同現象，僅列代表性例句。  

2.「該」於現代漢語的語義框架呈現 

前人在過往討論「該」時，多以整體情態動詞為主要研究對象，從宏觀的

角度進行討論，至於以「該」為對象進行的微觀個性探討研究則未多見。如上

節（參第 1 節）所述，「該」在現代漢語中至少有「NP＋該＋VP」、「（NP1）

＋該＋NP2＋VP」與「該＋（有）多＋NP／AP」等三種句式，但或於句式呈

現的語義歧異性，又或實際的語義及功能範疇上，卻未見更深入的討論；然而，

若隱去不同句式所造成的差異性，「該」傳達的情態概念可由圖 2-1 進一步理

解：   

                                                 
 本語料庫又稱「平衡語料庫」。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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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該」的語義框架  

圖中傳達某行為執行人之所以需要執行此一具象或抽象行為，主要是某支

配力的影響所致，其中直接呈現於該語義框架上的行為部分，屬於「顯像」部

分，至於這背後所「預設」的則是來自既存的法令常規、個人意志、先備知識

或經驗判斷等條件性成分，同時這部份與顯像行為的相應性，也導致了各次語

義間的演變因素。下列也將依此做進一步考察。  

2.1. 「NP＋該＋VP」 
根據前人（如：呂叔湘  、徐丹  、謝佳玲  、魯曉琨 51  ）的考察基礎

上，配合本文對語料庫的檢視後得知，「該」在「NP+該+VP」句式中，可綜

參 Ttraugott 52  、Bybee et al 53  與 Palmer 54  等人的分類與定義，分出下列兩種

情態義與四種次用法： 

義務情態（deontic Modality）  

 「要求」（obligation）：  

   根據情理或事實上的需要而作出義務上的執行要求。  

 「保證」（commissive）：  

   說話者對自行執行某行為的保證。  

認知情態（epistemic Modality）  

                                                 
 同上注 13。   
 徐丹，2004《漢語句法引論》。北京：北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同上注 3。  

51  魯曉琨，2004《現代漢語基本助動詞語義研究》。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52  Traugott, Elizabeth C., On the Rise of Epistemic Meanings in English: An Example of Subjectification in Semantic 

Change. Language 65（1989）, 31-55.   
53  同上注 28。   
54  Palmer, Frank R.,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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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認知（weak epistemic）（又稱「預言（prophetic）」）：  

   說話者根據慣性經驗對某未來事件的預測。  

「強認知」（strong epistemic）：  

   說話者對於一個命題為真與否的可能性進行推斷。 

對於這四種情態用法，廣義來看皆是“受某支配力影響而執行的行為＂，

本文以為可由上述有關「該」的「語義框架」概念做進一步統籌；然而，這幾

種用法顯像於句式上的具體呈現為何，則是本節的主要討論重心。  

先看到「義務要求」的部份，例句如下：  

（1）a.每個成員都該學習如何面對具各種科學背景的人來說明自己的  

論點。  

（4）肇致漁民船筏損壞一事該儘速賠償…。 

（5）政大學生反應代聯會不該介入言論廣場的管理，  

由上列例句顯示可知，當「該」表現為「義務要求」用法時，其所在命題

句的主語人稱（如：「每個成員」、「肇事者」及「政大學生」等）皆非第一

人稱的「我」，若由上述定義來看，顯示此支配力來源應是隱身此後的「客觀

人情法理」，如表達能力的訓練、法規及言論自由的界線等；在後接動詞（如：

「學習」、「賠償」與「介入」等）的部分，主要與帶有［＋自主］特徵的「自

主動詞」結合，傳達“某人依自主意識執行某項行為＂，突顯出這類用法具有

的「某行為具被執行需要」精神。另外，在句式部分，除了一般肯定句，及疑

問句用法外，「該」也可以出現在「不該」和「不該不」等否定句式內，其中

後者的雙重否定句式，還可視為一種強調命題具執行必要性的用法。 

再者於「義務保證」的部份，例句如下：  

（6）我想我該把今天這個題目，拿回去跟我女兒好好的溝通一下， 

（7）我該重新反回來說：「唯一的一條路就是迎向前去，往前再走！」 

（8）火光一閃，是一顆流星，我該許一個願。  

「該」做為「義務保證」用法時，命題句的主語皆為第一人稱「我」，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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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達“說話者自身承擔某義務的保證＂的精神外，也顯示其支配力應是未顯像

出：「說話人自願承擔執行某動作行為的意念」，如促進親子關係、釐清目標

及達成願望等；在後接動詞部分則和「義務要求」相同，皆為「自主動詞」。

然而，需進一步注意的是，「該」在這類用法上，只能以肯定句出現，其餘如

「否定句」和「疑問句」等都不易使之明確表達出說者的「意圖」（intention），

例如：  

（9）啊！大哥，二哥，我錯了！我不該有私心！  

（10）我覺得不合現代夫妻生活，請問我該如何解決和先生間的歧見 

呢？  

「該」在句（9）-（10）中，都是「義務要求」用法的體現，傳達根據情

理或事實需要，某人需執行某種行為，並非表示說者「我」自身對企圖進行某

事的保證，綜上討論顯示，「該」的「義物保證」用法只能出現在「以第一人

稱為主語的肯定句」，對此，本文以為這可能受到，「我＋AUX（Root）＋

VP［＋自主］」句式中包含：第一人稱「我」以及 VP［＋自主］造成的效果，

而這也具有跨語言的普遍性，例如：  

（11）故我想做的是提出一些心得，供大家參考。  

（12）I should go now, but I'm gonna stay. （Bybee et al 55例）  

上述中英的例子都顯示，「我」是最能直接反應出「說者意圖」的人稱。 

另者於「弱認知」部分，例如：  

（13）你跟我說怕發胖，可是你在船上這樣愛睡，我想你又該添好幾磅  

了。  

（14）如果照這個趨勢下，大概不多久漢陌屯又該「滿出」到其他地方  

了。  

「該」表現為「弱認知」用法時，命題句的主語雖同樣是非第一人稱（如：

「你」和「漢陌屯」），但不同於前兩種用法，在後接動詞部分，除使用「（增）

                                                 
55  同上注 28，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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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和「滿出」等帶有［－自主］的「非自主動詞」，顯示「該行為不具人為

操作性」外，還可進一步歸納出表示「未變＞已變」過程的［＋變化］特徵，

也暗示了是一種說者對未來事件變化的預測，背後隱現的支配力來源則是慣性

經驗形成的推估依據，如少動易胖與範圍限制概念等，同時也反映在句式與時

貌標記（aspect marker）上，通常這類用法多出現於複句之中，前一分句是用

以傳達說者用以推測後句事件的依憑「條件」，亦即證據來源，更使用表性狀

變化的「了 2」對「因為…所以…」的因果關係進行預測。最後看到「狀語」

部分，「該」的這類用法通常前接重複副詞「又」，然而，不同於「義務保證」

用法是受組合成分影響所致，因而相當倚賴結構成分，「該」的「弱認知」用

法可脫離上述句式條件存在，例如：  

（15）天該黑了。（徐丹 56  例）  

當然，不可否認的，若有句式條件的輔助將更有助於語義上的辨識，而這

也是「構式」觀念的一種具體呈現。  

最後在「強認知」部分，例如  

（16）「照妳的畫風看來，這些壁畫該是另外一個人畫的了。」  

（17）孟嫂。現在你該很明白了吧？  

「該」表現為「強認知」用法時，所在命題句的主語亦非第一人稱（如：

「這些壁畫」和「妳（孟嫂）」，但在後接動詞部分相較於「弱認知」用法，

除同樣屬「非自主動詞」（如：「是」和「明白」等）外，還可進一步歸納出

表示「靜態狀態」的［－變化］特徵，暗示僅是說者對命題內容真實性與否的

判斷，而非預測，支配力來源則來自說者對既定靜態狀況的掌握度，如「畫風

一致性」及「因為這樣」等，反映在時貌標記選擇上，也只能是表靜態性的完

成時貌「了 1」。另外在句式部分，除上述的肯定和疑問句外，再看到下列例

句，例如： 

（16）a.「照妳的畫風看來，這些壁畫該是另外一個人畫的了。」  

    ？b.「照妳的畫風看來，這些壁畫不該是另外一個人畫的了。」 

                                                 
56  同上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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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照妳的畫風看來，這些壁畫該另外一個人畫的了。」  

     *d.「照妳的畫風看來，這些壁畫不該不是另外一個人畫的了。」 

在加入否定副詞「不」後，不僅句（16b）的合法度較下降，其餘也不合

法，顯示不可出現在「否定句」中，「雙重否定」亦然，僅表陳述或疑問語氣

的「肯定」或「疑問」句合法。  

綜上可將「該」的各語義框架，在「S＋該＋VP」句式上的顯像差異整理

於下表：  

表 2.1-1 「該」於各語義框架的顯像差異  
情態義 用法  主語人稱  後接動詞  

要求  傾向非第一人稱
義務類

保證  第一人稱  
自主動詞  

弱認知  〔＋變化〕  
認知類

強認知  
傾向非第一人稱 非自主動詞

〔－變化〕  

2.2. 「（NP1）＋該＋NP2＋VP」 
對於「NP1＋該＋NP2＋VP」句式，呂叔湘 57  和方緒軍 58  都曾提到至少

存在：“輪到＂與“應當是＂兩種語義，例如：  

輪到  

（18）這次該你去了。（方緒軍 59  例）  

（19）沙爾索晃著小腦袋：「你們都會躲迷藏，下次該我失蹤了！…」 

應當是  

（20）十五斤分三份，每份該五斤。（呂叔湘 60  例）  

（2）「我們商量了一下午，你是學農的！該你去！」一定是與超級市

場有關，  

另者，侯學超 61  （2004［1998］：211）則直接將之合稱為“應該是＂ 62  ，

                                                 
57  同上注 13。   
58  同上注 14。  
59  上注 14。 
60  上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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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不另分為二；然而卻都未進一步說明此間差異或合併因由。對此，本文以為

就語義層面而言，“輪到＂主要是“按「次序性規則」的推論＂，反之，“應

當是＂則傳達“按「非次序性原則」的判斷＂，但若由廣義來看，二者同樣符

合“受某支配力影響而執行的行為＂的核心概念，據此回頭重新審視前人所舉

例子與說法可了解，將句（18）-（19）中的「該」被視為“輪到＂，其支配

力來源應是隱身此後的「次序性規則」，如：遊戲規則等，反映在句法層次上，

「NP1」皆帶有［＋次序性］特徵，如「這／下次」，且可接表現實體的「了

1」，在固定的次序中，參與者都需依次遞序行動，過程中涉及到「時間」的

遞繫性流動，按規定不可有在行為的時間及順序未到達之前，擅自先行的情況

發生，而完成體標記的「了 1」便擔任傳達時間概念的角色，是以和「NP1」

傾向不同時省略，但「VP」則可依賴前二者任一方的推論而省略，以句（18）

為例：  

（18）a.這次該你去了。  

      b.該你去了。  

  ？？c.該你去。  

      d.該你了。  

      e.這次該你。  

反觀句（20）-（2）「該」表“應當是＂義，支配力來源則是隱身於後的

「非次序性原則」，如：數理常識、學以致用等，且涉［＋使令］特徵，即：

透過一定條件，做出某事物須成為如何狀態的指令。以句（20）來看，句中「該」

為動詞，傳達“應當是＂，配合前一分句設立的條件，可得出“每份必須是五

斤，不得為其他數量＂的使令判斷，可歸入「義務要求」用法的一種。反映在

句法層次上，「NP1」皆［－次序性］特徵，如「每份」，但不可接「了 1」，

因二者在［＋時間性］語義不相容，甚至可能不存在「VP」的部份，因為這

裡指涉的並不是須［＋有情性］（animacy）主語執行的次序性行為，是以「NP2」

也可以［－有情性］名詞入替。下表是「該」在「NP1＋該＋NP2＋VP」句式

                                                                                                                                      
61  上注 15。  
62  此處的「應該是」或「應當是」應只是名稱上的不同，實質內涵並無差異，為避免與另一義項「應該」混淆，

以下皆稱「應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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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各語義框架的顯像差異整理： 

表 2.2-1 “輪到”和“應當是”的分布句式 

義項  分布句式  

A:（NP1）＋該＋NP2〔有情性〕（了 1）
  （NP1 和了 1 傾向不同時省略）  輪到  

B:（NP1）＋該＋NP2〔有情性〕（VP）  

應當是  
C:（NP1）＋該＋NP2〔－有情性〕  

如上表，「該」傳達“輪到＂和“應當是＂義時，句法呈現不完全一致，

這裡“暫時＂分開視之較恰當，待 4.2 節另由歷時層面進一步討論。  

2.3. 「該＋（有）多（麼）＋NP /AP」 
除上述的情態動詞用法外，「該」還可出現在「感嘆句」之中，例如：  

（3）若能再下幾天小雨，對這些樹苗該有多好啊！  

（21）這些能量要是都釋放出來，該有多麼大的威力啊！ 

這裡需進一步討論的是：這類句式的感嘆語氣究竟是完全由「該」所賦予，

亦或尚有其他來源，以確認「該」在這裡扮演的角色地位，對此可經由「省略」

的方式做進一步確認，以句（3）為例：  

（3）a.若能再下幾天小雨，對這些樹苗有多好啊！  

  *b.若能再下幾天小雨，對這些樹苗該有好啊！  

從上述所做測驗結果看到，語氣副詞「多（麼）」才是在「～有多（麼）

AP/NP」句式中起「感嘆」功能的標記；至於「該」和句式中「感嘆」語氣的

關係為何，陳嘉嘉 63  認為其主要起了「加強」的語氣，本文更進一步認為在

這類句式中的「該」應是一種帶［＋感嘆］特徵情態動詞 64  ，即：［＋加強，

＋感嘆］，而這也反映在「該」和近義詞「應該」的差異，呂叔湘 65  等人曾

                                                 
63  上注 18。  
64  樣的現象也發生在「會」與「應」上，但為求討論焦點專一，本文暫不討論這兩個詞。 
65  同上注 1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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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後者並不能進入感嘆句式中，本文以為應肇因於，帶［－感嘆］的「應該」

和感嘆句在［＋感嘆］屬性上互斥，例如：  

（22）a.他要是在這兒，該有多好啊。  

     *b.他要是在這兒，應該有多好啊。  

至於情態歸屬上，「該」在這裡同樣是對「靜態狀態」的真實性與否進行

判斷，即「A 情況的達成有多好」，而非預測「是否會達成」，支配力來源同

樣來自說者對既定靜態狀況的掌握度，可視為「強認知」用法加上［＋感嘆］

特徵所致，後標為「強認知」（［＋感嘆］）；對於帶有［＋感嘆］特徵的「該」

只存在「～有多（麼）AP/NP」句式之中，從功能語氣的角度考慮，感嘆語氣

是有標的（marked），能出現在這種語氣環境的情態動詞不多（齊滬揚 66  ），

而「該」能獨立出現在這類句式中，顯示這項用法可能已逐漸進入到「該」的

詞義之中，只是尚未發展能脫離此結構的獨立用法，對此還需做進一步觀察。 

3.「該」的歷時演變考察 

從歷史上來看，一個詞的語義和功能發展是漸進且有條件性的，當某詞語

向另一語法形式發展時，至少涉及幾個條件：1.語義相宜性 2.合適的句法環境

（李崇興  & 石毓智 67  ）。對此，本文下列將從歷時的角度切入，先對情態動

詞「該」的語義及句法發展進行考察，從而整理出前述（參第 2 節）各用法的

發展脈絡。初步看來「強認知」（［＋感嘆］）首見於民國以後，是以下列僅

分：1.先秦時期 2.漢至唐五代 3.宋元明等三個時期，分別對「該」的語義及句

法演變，作具體的考察與整理。  

3.1. 先秦時期 
根據本文對《漢語大字典》、《古今漢語辭典》與中研院漢籍全文資料庫

的考察，「該」在「先秦時期」主要有三種用法：  

                                                 
66  滬揚，《語氣詞與語氣系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38。   
67  李崇興，石毓智，〈被動標記“叫＂語法化的語義基礎和句法環境〉，《古漢語研究》3（2006），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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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軍中戒約  

（23）該，軍中約也。 《說文‧言部》 

2. 範圍副詞 

（24）招魂之具，莫不該備。 《楚辭‧招魂》 

3. 具備（Vi） 

（25）昔者天子中立，地方千里，四言者該焉，何為其寡也？  

 《管子‧小問》 

第一項的“軍中戒約＂，僅能視為釋義，無法看出語法分布環境。至於其

餘功能，若以後接成分的詞類來看，可分成兩類。句（24）中，「該」雖後接

動詞「備」，但本句指的是：“招魂的器具，莫有不完備者＂，功能上較偏向

副詞成分。至於王力 68  與朱冠明 69  認為是義務情態前身的“具備＂義，如句

（25）。前接 NP 在語義邏輯上，雖屬於「該」具備的成分，且多以［－有情

性］名詞擔任，但在句法層次上，「該」仍屬於不及物動詞（intransitive verb, 

Vi）。綜上顯示，「該」在「先秦及秦漢」的句法格式，主要分成「（NP1）

＋該 Adv.＋VP」與「（NP）＋該 Vi」，下列先將句法成分的特點及其對應義項，

整理如下表中：  

表 3.1-1 「該」於「先秦時期」的義項與句式分布  

年代  句式  本期用法  「先秦及秦漢」的句式發展特點  

N.A. 軍中約  N.A. 

（NP1）＋該 Adv.＋
VP 

範圍副詞  N.A. 先秦  
時期  

NP＋該 Vi 具備 Vi NP 多為〔－有情性〕的名詞擔任  

另者，儘管《說文通訓定聲》提到，「該」的“具備＂義實由另一近義詞

「晐」通假而來，並非起源義，但仍顯示在唐以前是相當活躍的義項，而且在

                                                 
68  同上注 22。 
69  同上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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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本功能的引申能力及使用頻率相當高，或可用「基本義」稱之。「該」

的基本義“具備＂雖不是最原始意義，然而，多數意義是由它派生出來的。至

於“軍中戒約＂義於後世演變扮演的角色為何？則待後文（參第 4 節）另述。 

3.2. 漢至唐五代 
「該」進入本時期後，原本的“具備＂用法，開始出現後接名詞成分，成

為及物動詞（transitive verb，Vt）。此外，還衍生出了：「義務要求」用法，

並可以後接成分不同，再分成 1.一般動詞 2.情態動詞兩種功能，用例分別如下： 

1. 具備（Vt） 

（26）信可謂兼三才而該剛柔。 《全後漢文》 

（27）張延雍中官舊居省署。蔭子合補齋郎。為優牒稽遲。於本司催促。 

       苛剋縱實。已該肆赦之恩。 《全唐文》 

2.1 義務要求（實義動詞） 

（28）公膺陶鈞之秀範。該生民之上操。 《魏書》 

（29）合處殺人之罪。但以情非巨蠹。事准格文。爰該免死之科  

 《全唐文》 

2.2. 義務要求（情態動詞） 

（30）路上慎莫逢賊兵，兩家排陣便該鬬 《敦煌歌辭總編》 

（31）李範已該恩赦。特放罪收納文書。 《全唐文》 

「該」的後接成分，從漢代以後，開始發展出名詞成分，如句（26）-（27）。

此外，也可以發現「義務情態」用例。暫不論語法上的詞類歸屬為何，先從例

句的語義邏輯來看，以句（29）為例，由於某犯下殺人罪者，其情可憫，經執

法者度量條件後，做出“應當是「免死」＂的判斷 70  ，語義屬性上可將之設

為［＋條件目標］，即：條件型目標，指：須具備某條件，才能達成的結果。

                                                 
 70  「爰」可作連詞（connective），表“於是＂，如：《書‧無逸》：「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

民。」孔傳：「在桐三年，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顯示句（29）分句間，具有承接邏輯

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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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重新審度另外其他例句，同樣可獲得支持，如：生民之上操、鬬與恩赦等

詞，都是在滿足一定「條件」，才得以施行的行為，換句話說，句（28）-（31）

皆可理解為：“由於具備一定條件，因此必須做出某種判斷或行為＂，且「鬥」

與「恩赦」都具有［＋自主］屬性，合乎「義務要求」的精神［參 2.1 節］。 

再者，根據搜尋結果，「該」的“註定＂用法，在本時期尚未發現用例，

事實上需晚至元代時才出現［參 3.3 節］，因而羅驥 71  的推斷：“把“應該＂

72  看作“註定＂的引申義＂不符，但已與太田辰夫 73  提到「該」應來自表“相

當＂的動詞的看法相當接近。至於李明 74  認為應來自動詞“欠＂的觀點，也

未發現合適用例。反觀“具備＂義，特別是帶［＋條件目標］的 NP2，如句（27），

語義上較符合「義務要求」所指：當某人「具備」一定「條件」時，便具有施

行某事件的義務，承繼關係較密切。至於句（26），以上文對［＋條件目標］

的定義，NP1「信」才是達成目標，「三才」與「剛柔」不是，須視為［－條

件目標］。 

再看到句法分布環境，在這個時期中，與先秦時期相比，出現了不同的變

化，下表是本時期中，「該」各義項及其對應句式、句法成分特點的整理與比

較：  

表 3.2-1 「該」於漢至唐五代時期的義項與句式分佈  

時期  句式  本期用法 宋代時期的句式發展特點  

NP＋該  具備 Vi N.A. 

具備 Vt 
開始出現 NP2。  

NP2 擇一具備〔±條件目標〕  （NP1）＋該＋NP2 

義務要求 NP2 須具備：〔＋條件目標〕  

漢  
至  
唐  

五  
代  （NP）＋該＋VP 義務要求

1.NP 皆非第一人稱「我」  
2.VP 則主要具備〔＋自主〕  

如上表，本時期「該」新增：1.（NP1）＋該＋NP2 與 2.NP＋該＋VP 等

句型。須說明的是，第二種句型雖對應情態動詞用法，但本期尚未出現第一人

                                                 
71  同上注 23。   
72  羅驥（1999）所指的“應該＂即「義務要求」用法。   
73  同上注 21。  
74  同上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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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主語的用例，僅出現「義務要求」。另者，由於情態動詞必須後接 VP 成分，

但句（28）-（29）中的「生民之上操」，及「免死之科」，在某層面上仍為

名詞，因此，「該」尚為一般動詞，直至句（30）-（31）方為情態動詞。  

3.3. 宋元明時期 
「該」到了宋元明時期，多樣性較前兩個時期豐富，除了原本的“具備”

和「義務要求」等義項外，還引申出下列用法：  

1. 義務保證 

（32）這樁事都在你身上。我還要謝你多如那媒人的哩。 

      ［彭大云］這個是喜事。我該去。 《桃花女破法嫁周公》 

2. 弱認知 

（33）明日正是四耗九醜之日。合起大風。眼見得都該渰死了的。吾神 

      奉上帝勅令。但有下水者。救護至岸。如今在此等候。 

 《楚昭公疎者下船》 

3. 強認知（〔－感嘆〕） 

（34）［正末云］他去時三十歲也。去了十八年。如今該四十八歲。 

 《相國寺公孫合汗衫》 

4. 應當是 

（35）［李道宗云］哎喲。氣殺我也。那尉遲公在先時。許他來。如今老了。 

      那裏數他。還該我小子去。 《小尉遲將鬭將認父歸朝》 

（36）今年輪該王老爹爲首。我們同到他家去。問他可曾有了童女不曾。 

 《投梭記》 

（37）［淨］列位都說過了。如今輪該學生了。休見笑。 《三元記》 

5. 輪到 

（38）此日又該徐寧、郝思文，兩個帶了數十騎馬，直哨到北關門來。 

 《水滸全傳‧第一百十四回》 

（39）小小輸贏醜了面皮。道我不精細。（二貼）姐姐。喒擲這色數兒。 

       俺輸了也。姐姐。可該你擲。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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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註定 
（40）一場天火送了家財，婆子，我問你那少年兒今何在！ 

      ［朝天子］老邁，正該，命運拙飢寒煞。 《相國寺公孫》 

7. 合計 

（41）那金釵兒重六錢半，三折來 75  該九貫五 《包待制智勘後庭花》 

「該」在本時期的語義發展，明顯較前兩個時期來的豐富多元，先就情態

動詞用法而言，「該」已發展出「義務保證」、「弱認知」及「強認知（［－

感嘆］）」等用法。  

至於“應當是＂和“輪到＂用法的辨析，事實上本文以為，這兩種功能不

應視為兩種截然不同的用法，“輪到”更可能僅是一種臨時性的存在而已。從

“輪到＂的分布來看：1.語境須帶有「次序順序」2. NP1 必須帶［＋時間性］

3. 不和「輪」共現。首先，受到條件 1 和 2 的影響，「該」容易被解讀為“輪

到”。若以此觀之，當「輪」出現在「該」之前，並承擔“輪流”的概念時，［＋

時間性］便不易影響「該」，否則以句（36）-（37）為例，將造成詞義「冗

贅」（redundant）。另外，“輪到”和“應當是”不容易徹底劃清，如下句，也可

能理解為後一用法：  

（39）小小輸贏醜了面皮。道我不精細。（二貼）姐姐。喒擲這色數兒。 

   俺輸了也。姐姐。可該你擲。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這也是為何前人對此間判斷一直存有歧見，以呂叔湘的《現代漢語八百詞》

為例，應是出於教學性辭典的編纂目的，才劃編為兩個義項，本文認為，“輪

到＂應一併劃入分布較自由的“應當是＂，並進一步以“受某支配力影響而執

行的行為＂為涵括性的核心概念。下文將不再分別論述。 

另者，“註定＂用法到本時期才有用例，時間發展上和羅驥 76  認為的「註

定＞義務必要」不符。最後句（41）中，「該」相當於李明 77  提到的“欠＂，

若參照基本義“具備＂，理解為“合計＂較適當。“合計＂可理解為“具備各

                                                 
75  《古今漢語辭典》與《漢語大字典》皆認為“來＂於此為助詞，作補字用，如：“。［川撥棹］唬的我來五魂

消，怎提防這笑裏刀。＂《元刊雜劇三十種／馬丹陽三度》 。 
76  羅驥，1999〈釋“該＂〉，《雲南教育學院學報》，6：57-60。   
77  李明，2001，《漢語助動詞的歷史演變研究》，北京大學博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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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價位＂。  

對於「該」各用法間的發展關係，「弱認知」和「強認知（［－感嘆］）」

間的發展關係，由於就現有材料來看，二者形成的時間皆於元代，顯示此間具

相當重疊性，和「義務類」用法間，同屬情態概念，且都以「NP＋該＋VP」

為主要句式，此間應有發展關係。至於“應當是＂義，概念上接近「義務要求」

義，若由句法結構，與後接成分來看，較可能上承前期的實義動詞用法。  

再看到句法格式方面，在這個時期中，「該」所在的句式結構與前兩個時

期相比出現約略不同的變化，下表僅整理與本文論題較相關的義項： 

表 3.3-1 「該」於宋元明時期的義項與句式分佈  

時期  句式  本期用法  元明的句式發展特點  

義務要求  N.A. 

義務保證  NP 為第一人稱「我」  

弱認知  VP 為〔－自主，＋變化〕  
NP＋該＋VP 

強認知〔－感嘆〕 VP 為〔－自主，－變化〕  

宋  
元  
明  
時  
期  

 
（NP1）  

+該+NP2+（VP） 
應當是  

1.NP1/2：〔±時間性〕／〔＋有情性〕 
2.VP:可省  

如上表，「該」在此時期的句式主要還是以「NP＋該＋VP」為主，並新

增有多項語義，顯示在「該」的歷時發展中占有相當地位，同時在「NP」位

置開始出現第一人稱單數代名詞「我」的用例，且後接 VP 也不限［＋條件目

標］或是［＋自主］特徵的詞語，而是進一步擴及帶［－自主，＋變化］（如：

「淹死」）或［－自主，－變化］（如：「（是）四十八歲」等）概念的詞語，

至於原本的［＋條件目標］特徵，也可由前一分句（如：「明日合起大風」）

擔任，表「弱認知」用法。另者，舊有的「NP1＋該＋NP2」句式，開始多了

後接 VP 成分，前後的 NP 也分別出現帶［±時間性］（如：「這一杯酒」、「今

年」等）或［＋有情性］（如：「我小子」及「王老爹」等）特徵的用例。  

4.「該」的歷時演變詮釋 

由上節（參第 3 節）的考察中可得知，「該」在「先秦時期」主要用作“具

備＂義，屬後接 NP 賓語的一般動詞，到「漢至唐五代」與「宋元明」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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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義項則因語境或句式不同，分別引申出：1.情態動詞（含義務要求／保證、

弱認知）2.帶情態的實義動詞（應當是）等用法；至於另一種出現在「感嘆」

句式的「強認知（［＋感嘆］）」用法，則要到民國以後才出現用例；下列本

文將針對上述各用法的發展過程，依句式不同，分三節論述。  

4.1. 「該」於「NP＋該＋VP」句式的語義演變詮釋 
從第 3 節的歷時考察結果來看，「該」由一般動詞向情態動詞的演變，分

主要可分成三大階段：一般動詞＞義務類情態動詞＞認知類情態動詞；首先看

到「一般動詞＞義務類情態動詞」部分，此間句式和語義互動過程整理於下表： 

表 4.1-1 「該」於一般動詞＞情態動詞的句式和語義互動過程  

 句式  時期  
語義  
發展  

句法結構發展特點  

1 NP＋該  先秦  
具備  

1.NP2 的出現。  
2.NP2 可具備〔＋條件目標〕屬性。  

2 
（NP1）＋該  

＋NP2 

3 （NP）＋該＋VP

漢至  

唐五代  義務  
要求  

1.NP2 出現可另解為 VP〔＋自主〕的語例。 
2.NP1（即句式 2 的 NP）皆非第一人稱

「我」。  

如上表，「該」在「先秦時期」，僅以「NP＋該」為其主要分布的句法

結構，語義邏輯上是以 NP 為作用域，屬不及物動詞。到漢唐五代之際，句式

上開始多了 NP2，並帶有［＋條件目標］，也是「該」發展為義務情態動詞的

契機，可分由語義及句法兩方面來看。  

首先在語義方面，可藉下列例句說明：  

（28）公膺陶鈞之秀範。該生民之上操。 《魏書》 

就前後分句的邏輯關係來看，句（28）的次分句，除可理解為“應當是人

民最高操性表率＂外，也可解讀為“具備人民的最高操性＂，而此間的核心關

連，便是 NP2 的［＋條件目標］屬性。根據「義務要求」的核心概念，判斷

的下達或行為的執行，都端看條件是否具備［參 2.1 與 3.2 節］。句（28）中，

某人因具備「陶鈞之秀範」，即：生民最高操性指標，因此也應當是「生民的

上操表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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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詞類轉變上，可另以句（29）說明：  

 

（29）合處殺人之罪。但以情非巨蠹。事准格文。爰該免死之科 

 《全唐文》 

由於「免」本身兼為情態動詞，表“不須要＂，及動詞，表“免除＂，同時「死」

在這裡也具備：“死刑 N＂與“判死刑 VP＂兩種理解 78  。透過「重新分析」機

制，「免死之科」可理解為：“不須死的科律＂，如下（29a），或是“免除

判死刑＂，如下（29b），除影響邊界劃定，「該」的詞類也隨之改變。  

表 4.1-2 重新分析「爰該免死之科」  

 （29）爰該免死之科  

應當是  a. 爰  該 V.〔免死之科〕N 

應該  b. 爰  該 Mod. V.〔免 V.〔死之科〕〕

當「該」分布的句法結構，從原本的「（NP1）＋該＋NP2」，轉作「NP

＋該＋VP」，背後是受到「S＋AUX＋VP」句式「類推」影響，據劉利 79  與

段業輝 80  考證，此句式早在先秦時成形，具有普遍性，且歷經中古時期，時

至近代漢語，是相當強勢情態動詞句式，「該」便是在此狀態下，搭配上相宜

的語義，便進一步語法化作情態動詞，例如： 

（30）路上慎莫逢賊兵，兩家排陣便該鬪 《敦煌歌辭總編》 

（31）李範已該恩赦。特放罪收納文書。 《全唐文》 

另外，「該」的「義務要求」用法，早期多是關於「律法規定」，和“軍

中約＂的概念相近，皆為法條的具體呈現，顯示後者精神並非完全不復見，反

而繼續影響後世用法。 

                                                 
78  對於「死」的理解，並非無據。依《漢語大字典》所列：《易‧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孔穎達疏：“中

信之世，必非故犯過失為辜，情在可恕，故君子以議其過失之獄，緩捨當死之刑。＂宋王讜《唐語林‧夙慧》：

“仍給鐵券，特恕十死。＂《遼史‧刑法志上》：“然其制刑之凡有四：曰死，曰流，曰徒，曰杖。＂又判死

刑；處死。《後漢書‧劉盆子傳》：“諸吏叩頭為宰請。母曰：“吾子犯小罪，不當死，而為宰所殺。殺人當

死，又何請乎﹖＂ 
79   劉利，《先秦漢語助動詞研究》（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4。 
80   段業輝，《中古漢語情態動詞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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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義的變遷也涉及「隱喻」機制，原本的“具備＂用法受到［＋條件目標］

詞語影響，進而產生出“必須進行某行為＂的語義，當此「支配力」的條件是

來自社會道德觀念時，「該」即透過下列的「隱喻基模」（schema），語法化

出表達情態的功能，即「義務要求」用法，如下圖示：  

 

圖 4.1-1 「該」由“具備＂到「義務要求（［－負面］）」的隱喻映射模式  

如此一來，「預設」義“受某支配力影響而執行的行為＂也因此成形（參

2.1 節），並進一步形塑出其他次類用法。當時曾提到「該」的四種情態次用

法，廣義上可以此「預設」義概括，但也因「預設」基礎（即「支配力來源」）

不同，而有不同偏重，下先將這部份整理於表 4.1-3：  

表 4.1-3 「該」各情態次用法的「預設」比較  

情態用法  「預設」差異  

義務要求  客觀人情法理  

義務保證  說話人自願承擔執行某動作行為的意念  

弱認知  慣性經驗形成的推估依據  

強認知  說者對既定靜態狀況的掌握度  

至於上表各語義框架的「預設」差異，如何反映在「顯像」上的相應性，

及歷時的演變過程則整理於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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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該」各情態次用法的句式和語義互動過程  

句式  時期  語義發展  句法結構發展特點  

漢至  
唐五代  

義務要求  
1.VP 為〔＋自主〕的動詞  
2.NP 皆非第一人稱「我」  

義務保證  
1. VP 為〔＋自主〕的動詞  

2. NP 開始為第一人稱「我」  

弱認知  VP 開始為〔－自主，＋變化〕屬性  

（NP）＋該＋

VP 宋元明  
時期  

強認知〔－感嘆〕 VP 開始為〔－自主，－變化〕屬性  

如上二表所示，「義務要求」主要傳達，某人根據外在客觀的環境因素，

須執行某項動作行為，承擔者非說者自身，和傳達說者自願承擔意念的「義務

保證」不同，此間「預設」差異雖反映在主語人稱的「顯像」不同，但後接成

分則同樣為可傳達主語動作行為性的［＋自主］動詞，符合「義務類」情態共

有的核心概念：“受外部力量支配而執行某行為＂（Palmer 81  ）。另者，「認

知 類 」 情 態 的 核 心 概 念 主 要 傳 達 ： “ 說 者 自 身 對 某 事 件 狀 態 的 判 斷 ＂

（Palmer 82  ），僅能由旁觀角度進行測度，無法直接操作，「顯像」上以［－

自主］動詞為代表，但次用法的「預設」差異則反映在動詞的［±變化］特徵，

「弱認知」主要傳達：來自慣性經驗的測度依據，進而對未來事件的「未變＞

已變」進行預測，故以［＋變化］動詞為主。「強認知」（［－感嘆］）則是

根據說者對既定靜態狀況的掌握度，對內部均質的事件狀況進行判斷，故以［－

變化］動詞為主。  

至於「義務類」向「認知類」的發展仍是「隱喻」機制的作用，Sweetser 83  

認為當義務類情態涉及的「外在支配力」，變成相對抽象的「邏輯推論前提」

時，透過「支配力致使某人進行某行為」的認知基模，進一步導向「認知類」

發展，此間的「隱喻」映射過程表示如下圖： 

                                                 
81  同上注 53，9-10。 
82  同上注 53，8。 
83  Sweetser, Eve E., From Etymology to Pragmatics: Metaphoric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Semantic Struc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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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2 「該」由「義務類情態」到「認知類情態」的隱喻映射模式  

4.2 「該」於「NP1＋該＋NP2＋VP」句式的語義演變詮釋 
據 3.3 節考察結果顯示，「該」傳達“應當是＂時，概念和「義務要求」

動詞接近，應具發展關係，下表是對此間句式和語義互動過程的整理：  

表 4.2-1 「該」於「要求」＞“應當是”的句式和語義互動過程 

句式  時期  語義發展 句法結構發展特點  

（NP1）＋該＋NP2 
漢至  

唐五代
義務要求

NP1：〔－時間性〕  
NP2：〔－有情性〕  

（NP1）＋該＋NP2＋VP 
宋元明

時期  
應當是  

1.NP1：〔±時間性〕  
2.NP2：〔＋有情性〕  
3.VP：可省  

關於「義務要求」向“應當是＂的發展，主要和句式與句法成份改變有關，

如上表 4.2-1，原從早期便存在的「（NP1）＋該＋NP2」，是動詞「該」的主

要分布句式，並於漢至唐五代之際，受 NP2 成份轉變影響而發展出「義務要

求」用法，但此處至少仍維持［－有情性］特徵，如句（28）。  

（28）公膺陶鈞之秀範。該生民之上操。 《魏書》 

但時序進入宋元明之後，NP2 也開始出現［＋有情性］特徵成分，例如句

（39）的「你」，並在原有的動詞「該」之外，新增了另一個 VP 成分。  

（39）小小輸贏醜了面皮。道我不精細。（二貼）姐姐。喒擲這色數兒。 

   俺輸了也。姐姐。可該你擲。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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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時「該」已不再是句中的唯一動詞，由「時間一維性」（石毓智&李納 84  ）

的角度來看，人們對時間的感知是藉著物體的運動變化而來，在計算時間時，

若同一時間位置上有多個行為發生，則只能取其中之一來承載時間資訊，稱為

主要動詞，其他則叫次要動詞，後者的動詞性也會因此減弱。另外，也可由框

架的「顯像」差異上看出，「該」隨著 NP2［ ＋ 有 情 性 ］，及後接新增的 VP 成分影

響，背後「預設」的“使令他人進行某行為＂功能性也更加增強，如：   

（42）著登時斬在目前！人皆勸，輕呵杖該一百，重呵流地三千。 

 《晉文公火燒介子推》 

（43）［劉玄德云］恭敬不如從命。某領這杯酒也。 

      ［孫權云］這一杯酒該妹子飲。 《劉玄德巧合良緣》 

4.3.「該」於「該＋有多（麼）＋NP／AP」句式的語義演變詮釋 
根據本文考察結果顯示（參第 3 節），「該」表「強認知」（［＋感嘆］）

的用法一直要到民國以後才發現用例，是以下文將以現代漢語的語料進行討

論。首先，在「該＋有多（麼）＋NP／AP」句式中，「該」的線性位置（linear 

ordering）於語氣副詞「多（麼）」前，和一般「Mood ADV＋Neg＋Modal Verb」

的次序不同，例如：  

（45）自從離開班上的圈圈後，她愈發覺得自己其實就不該和這群人同類。 

這也顯示出「該」在功能範疇階層的位階上，較原本的「情態」來得高，

可視為進一步語法化的結果，此間過程本文以為和張誼生 85  （2000）提出的

「語境吸收」（absorption of context）機制有關，主要指：詞語在使用過程中

誘發某個成分虛化的上下文，至於這裡談到的誘發來源，則是句中承擔「感嘆」

功能的語氣副詞「多（麼）」，杜道流 86  也認為，「多（麼）」是漢語中表

高程度的感嘆標記之一，本文以為「多麼 NP／AP」正是傳達「感嘆」語氣的

典型句式之一，同時，透過「語境吸收」機制的運作，使句中的［＋感嘆］特

徵影響「該」。  

                                                 
84  石毓智，李納，《漢語語法化的歷程－形態句法發展的動因和機制》（北京：北京大學出版社，2004），379-381。 
85   同上注 41。 
86   杜道流，《現代漢語感嘆句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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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觀化」（subjectification）來理解這段過程。Traugott 87  ， 88  認為，

很可能所有的語法化皆涉及主觀化，即說話人在說話時，同時表明自己對這段

話的立場、態度和感情，留下了自我印記，稱「主觀性」（subjectivity），而

語言為表現這種印記所採用相應的結構形式或經歷相應的演變過程，稱為「主

觀化」（沈家煊 89  ）。由此審視上述發展過程，「感嘆」和「情態」的共同

點在於，二者皆是用以抒發說者態度的功能範疇，背後「預設」的支配力來源，

同樣來自說者對既定靜態狀況的掌握度，其中「感嘆」的程度又較「情態」為

高，反映在框架上，除「顯像」在「強認知」（［＋感嘆］）和「多（麼）」

的相應性外，也可以解釋何以是「該」，而非句中其他成分受到影響，主要是

此間的相容性較他者高所致。  

5.結論 

本文主要在「框架語義」的基礎上，先整理出「該」的情態核心概念：“受

某支配力制約而執行某行為＂，此概念隨背後「預設」的支配力來源不同，分

成：義務要求、義務保證、弱認知、強認知（［－感嘆］）、應當是與強認知

（［－感嘆］）等六種次用法，反映在句式的「顯像」差異也跟著有所變化。

前四種用法主要出現在「S＋該＋VP」句式上，此間差異主要反映在主語人稱，

及後接動詞的不同上。“應當是＂則分布於「NP1＋該＋NP2＋VP」句式上，

儘管部分學者曾依教學上的需要，另外分出非情態的“輪到＂用法，但事實上

本用法早期的分布相當受限，語義也不超出上述的情態核心概念，故不易分

辨，僅屬臨時性的存在，應合以“應當是＂看待較適當。至於「強認知」（［＋

感嘆］）＂用法則分布於感嘆句式「該＋有多（麼）＋AP/NP」中。 

另者，本文也由歷時角度對「該」的情態次用法進行考察。在先秦時期主

要用作動詞“具備＂，爾後在漢至唐五代之際，受「隱喻」機制的影響，形成

“受某支配力影響而執行的行為＂的核心概念，引申出「義務類」用法，並常

用於「律法規定」上，仍保有“軍中約＂的精神，當後接 NP 被轉類理解為

                                                 
87  同上注 51。   
88  Traugott, Elizabeth C., Subjectification in grammaticalization,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visation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37-54.  
89  沈家煊，〈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外語教學與研究》4（2001），26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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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P 時，受強勢的情態動詞格式「S＋AUX＋VP」影響，進而被「類推」成情

態動詞，並相應「顯像」於後接的［＋自主］動詞上，此後到了元明時期，又

因「預設」基礎的轉變，「支配力」來源變成“說者自身對某事件狀態的判斷＂

進而發展出「認知類」用法，除後接［－自主］動詞外，更依「預設」的細部

差異，「顯像」於［±變化］特徵選擇上也不同，進而落實成“弱認知＂與“強

認知［－感嘆］＂。“應當是＂承自「義務類」情態，在早期的「NP1＋該＋

NP2」句式上，受 NP2 出現［＋有情性］成分及「時間一維性」作用，使重心

落於新增 VP 成分影響，引申而來。最後在民國以後，在「該＋有多（麼）＋

NP／AP」的語境中，吸收了語氣副詞「多（麼）」的［＋感嘆］特徵，於原

有的“強認知［－感嘆］＂發展出“強認知（［＋感嘆］）＂用法。綜合上文

所述，可將「該」各情態用法的語法化過程以下圖表示： 

 

圖 5-1 「該」各情態義的語法化過程圖  

本文利用「框架語義」的分析，一方面可具體釐清「該」的每種情態次用

法，同時也可為各次用法找到核心連結點，不致破壞「該」本身認知上的完整

性與一體性；對於「該」的歷時變化，也能夠藉「預設」及「顯像」的改變，

清楚呈現各情態用法的語法化動因與機制。  

最後，關於前言部分曾提到「該」的「近指詞」用法，如：該生、該員和

該年等，儘管多出現於現代公文用語當中，其發展卻顯得有點突兀，因本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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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上不易與常用基本義“使具備＂或“欠＂，甚或後世最常擔任的情態詞用

法連結。然而，如同前文（參 3.1 節）所述，由於假借所致，使「該」於初始

的“軍中約＂外，進一步獲得“使具備＂用法，本文以為近指用法或許也與假

借有關。根據遠藤雅裕 90  所整理的資料發現，在江西南昌和廣東台山等地的

客語中，近指詞皆寫為「該」（全南讀為［kai］，台山讀為［ ］ 91  ），

本文以為應是假借用字，且臺灣某些地區的四縣客家話近指詞也讀為［kai］。

從遠藤雅裕整理的對應表中還可看到，儘管其他粵贛方言的近指詞還可以寫做

「呢」（廣東東莞，讀為［nei］）、「個」（江西南昌，讀為［ko］）或「葛」

（浙江金華，讀為［ ］），但皆為音讀字。以上顯示，「該」很可能也是

受到假借影響，靠音讀相近而獲得近指用法。但這部分都只是本文初步觀察得

到的看法，仍待未來進一步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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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mantic Change of the Chinese 
Modal ‘GAI’ 

Su, Chian-Tang *  Cheng, Ying **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semantic change of the Chinese modal ‘GAI’ 

in light of “Frame semantics” (Fillmore1982) and “Grammaticalization” (Hopper 

& Traugott 2003[1993]).  First, it is observed that ‘GAI’ in modern Chinese has 

three types of construction: NP+GAI+VP, NP1+GAI+NP2+VP and GAI+you duo 

me+NP/AP. Second, the core meaning of modal ‘GAI’ is “to perform some action 

due to some force”,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deontic and epistemic in regards to 

different presuppositions and profiles. Finally,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GAI’ is 

explored based on diachronic data. 
 
Keywords : GAI, Modal, Frame semantics, Grammaticaliztion, Semantic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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