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也談 f差強人意J

許子讀
香港攝寓大學中文系

位置代漢語詞典》這樣解說 f差強人意j 的攝義:

大體上還能使人滿意。那幾橘輩都不怎樣，只有這一樁樁屁還是獵人意。 i

(~葉語大訶典》於 f差疆人意J下說:

(獲qiáng) ;t-作 u是強人意J 0 <(後漢書﹒英漢傳) : r請將克戰煉不利，或

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毒氣與芳，方金色厲器識，激揚τ全吏。帝時違人觀大哥馬

何為，還宮方修戰攻之兵，乃嘆曰: W吳公j重建人章. ~慧芳一赦國矣。 ~J 意

謂還能振會人們的意志 a 後菊尚能令人滿意。〈周書﹒李賢傳) : I太祖辜臼

『李萬歲所言，是強人:章。 JH二十年間緒之怪現狀》第七六四 :f我得了

這一封信，似乎還差強人意，誰知偏偏把他丟了，你說可恨不可恨呢 I J2 

f大體上還能使人滿意J得對 f尚能令人滿意h 顯.見鐘觀本最具權威性的辭典對f差強人

意j的解釋基本…致。不同的是， (現代漢語誨典〉研錢義現是現代漢語的照法，捕《漢語

大詞典〉財牽涉到語諒的問題。《漢語大詞典》的編者指出 f差強人意j的來源，並定義為

「擺能振奮人們的意志卜接著又說 f復講尚能令人滿意J '把古今詞義建貫駕車。實體

上，編者朋舉的這三餾用餌，自吉爾棋(見於《接漢書〉和《厲害))與第三個意思不間多前兩

偶 f豆豆強人意j意謂「甚強入意卜褒揚程度很高 3 只有 f似乎還差強人意J才真正是現在研

謂的 f尚能令人滿意J 0 

l 見《現代漢語詞典>[修訂本J(北京:萬務 .1997年)資 129 0 

2 兒《溪認大詞典》(仁海:漢語大詞典， 1997年)頁 1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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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室強人意J之 i…人意J容易理解，問題是， í差強j謂宇究竟是甚麼意思?

1996年，黃土中堯先生在《中國語文通古時第37期上發表了〈差強人意〉篇篇文章。黃先生

說:

這一句話最竿見於《後淺嘗﹒吳漢傳þ' 漢光武帝絡發吳i葉是買主答說: r兵公差種人

意，穩若一敵闊矣。》李賢注說: r~墓，成堂之貌;言其處重若敵圈。當守番(1!r <前

漢書þ) 周五旦失謂，jiJ豆豆紛: r大將得之，若一赦國矣。 ~J 這句話明顯是十分紋，賞吳邊

的成堂，表現:!1強力而獨當一面的氣派; r赦國j 大有匹敵之意，如采幫了敵人，

也就構成威脅了。所以 11史發人意j 的「是j 學 F寫作創詞，表示程度，或有稍微、勉

強等義，或解為基、頰等義。[強」字 ~l 中有合乎、符合等義，只能讀ka苟，4 , 1!r 5'最
盛之強，而不能續勉強之強。另外《均壽﹒李賢傳HI 太狂喜E1:李萬且是所玄，是猿

人意J之話，也可以商患上下文章，說走進兩個解釋。不過我們現在Jf]:ì這一句成

語，大拉你釋為尚能令人渴章，與古代的用法島然有些距離了。 1

組繹此文，不難發現文中對 f差強人意J的解說予人模稜兩可、猶豫未決之惑。前文表示

光武者稱讚吳漢[蓋聲人意J:明顯是十分欣賞J 多種文解說「差J宇詩卻說: 1或在精傲、魁

強等義?或解為基、頗等義J l 須知「稍傲、魁強」與「墓、頗j程度高能不一‘就罷租出現

在特定語壞的「皇宮:強人意」來講，爾義不可能同時並存多斑血稍纜、勉強怎能福得上付他

分j 呢昔比外乎黃先生認、為， I強」字引伸有合乎、符合等義 3 接著又說: í只能讀k呵(1，

即強盛之強，而不能讓作勉強之盤。」的確， í差強人意j之「強」不能橡香港粵語念[強差

人意」那才華念成 :k，呵J詞必須讓 Ik!α可」。這個「強j字只能解作 15.最勝J '黃先生所謂丹!申

有7合乎2 、「符合J等義山未如何據。真先生這樣想，也許是受到 f盡如人意J 的干擾吧!

「盡J是完全的意思，作甜言是舟，修飾動搞改肘，向日J t!p I 合3fJ ' 1符合j之;章，聽f閣成吉普

;另文十勳+竄」結構。[盡如人意j構調方式與[差強人意J無異 c í差強人意J;在不同詩期(仁

吉、中古典近代、現代)、不同地域{內地、台灣與番話)多有不悍的褒貶fS務。

據筆者所見?考釋(差強人意j最精詳的要算是張相。張相〈詩詞曲措辭體釋》云:

晨，是辭，猶是也;頗也 e 與美少之本義相反。.....方告急〈水調歌頭〉詞， 1毒吳尚

書J : 1眼中幸還有公容，吾意;Jt-差強。將中甲兵1î萬，筆月色夭人三策，堪補舜衣

裳。 Jl是弦，接強也，炭，胸中華成二話可知。按《從漢書﹒吳漢傳Þ : 1吳公晨星華人
章，隱若一敵國矣。」王先謙《集解) ~l _f.幼學云: 1講漢鑫越發人意思。 j然荊義援

3 見國吉普文通訂1) 1996年第37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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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義者，乃甚矮人意之弱，非稍種人古生之謂也，玉昆總是寄款單單語意可知。邵亨貞

〈西紅月〉詞. r洒自憶與南金信意小述J : r想得諸部俊拔，不嫌我華裳遲。殘.sr鈍，飯
話心期，如此差猿人意。 J 義丸。毛

能張相研舉倒證可見習 J差強人意J從漢f-t聞始…直對宋元明時期 5 ，都只有甚強人意之

意，i:ß就是令人十分滿意的意思。「是j字，作關調舟，表示程度，一般來說多確實常制

為稍徵或尚之意，但據郭在始辦考?誰漢魏六輯以進陪唐時期， r差j字除解作「差少j 、

(不足」之義外，多作鎮、甚、很解。今「差強人意J之 f差J棋是其中一餌，借以報氏明雄指

出，(後漢書。吳摸靜靜的?差強人意J意吉斯甚強人意J ' r (:辭海》諧調分聞部!之為「還算能
振奮人的意志J] ，大誤。 j忌。張輯和郭在始之說，證據確鑿，無可辯駁多可根作定論。

可惜的是香…按攝黨辭書的人未能注意到他們的說法，所以在釋義方站就出現儡差。《北

史，于某彈傅〉云: r宣武撫其背日;何U~牽強人意。先帝賜鄉名登，成為美稱。J]J去年 9

簡修煒主鏽的《北朝五史辭典》仍誰將f差強人意j釋作「均能令人滿意j了，顯然與原意棺

3 未免太 f強華人意j 了。

黃坤堯先生認為，[差強人意」現在(大誰都釋為尚能令人灑意J 0 實際上，這個詞義

雄行於內地及台灣，跟香港粵語的實際詞義不同。有關台灣的騙行用法，如:

為雄賦有大自然賦予的先夭地您是憂勢條件，現有的人文基嘴條件還勉強筆錢人

意。(接榮景長〈高雄迎接新藥機) • (:台灣新聞報泣。OI年9月)

就是 f盤盤J 多在 f差強人意J前添加「動強j兩字，未免冗贅 f 但因ll:七說更能說明「藻強

人意J等於「勉強令入滿意J '遠是筆者盤錄這個用餅的原因。歪扭香港粵語的用餌，如:

去年 3 維他站的電棍廣告講蟻年青人批評別人的球技時說: r喂!祥你增強養人意嘿! J 

f喂!祥你咕技握一籌嘿! J '反映出「強惹人意j是批評損人表現不好的用語。又如:

受訪者對旅行社的重要不渴分別為「旅行社在旅遊期向更改行程先後次序;有時酒

店設備強華人意，籠絡與聲稱陸‘則不符。 J (<調查顯示旅行聞服務及、經營手法仍

待改善) , (選擇月刊》第 272期， 1999年6月)

4 見張相《詩詞組語詞薩總> (北京 中華. 1985年J1)頁2必 u

5 仔品從來年為公元1199及1262年 部字資金來年為公元凹的及1401年，跨元明兩代。

6 兇《草草在路吉普…言文學繪著齡(杭州國話語汪古籍， 1992年)J司令 1巷。

7 兒筒修煒主編制已朝1Î.'5位辭典.) (濟悔:山東教育賢 2000) 頁8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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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 1997年合積金計翻立法(修訂)條伊!草叢寮科文件顯示，低收入人士在參與強積金

計輯時可能面對f被贊用價蝕J ' I計劃成員的強欖金累算權益，特月1是一些很收入人士的

累算權益，可能會被費用研借錢，或由於強盡人意的投賢表現而被耗損。 J 由此可見些在

香港粵語裳， r韓若人意j是帶有貶義的。

總、拈來說，無論是普插話多邊是帶攏粵語，都沒有保留「差強人意j的本藥，詞是按

照各自的理解，對這{圈祠的拇義進行了不同程度的 f改禮j 。在近代和現代漢語(或者說普

通話和國語)裳， í是J 11=程度創詞Jt3'一般解作稍微、較、尚 9 掛〈護語大詞典〉研哥!錄

目睹之怪現象》的「似乎擺差強人意tj ，以及我們現在誤的[差可告擺上 11ft績是

可J等，上古和中古時代普遍使用的甚、用的甚、最之意巳錯聲匿諦，班以「差強人意J就

變成鞘徵勝投入霖，褒獎的程度雖然被戴抑，但還保臨著褒義祠的性質。在香港粵語

襄多 f差強人意j被改龍成「強全是人意卜變成貶義詞。「差強人意J之所以被娃娃支出造種意

思麥大概是由於根據一般人的理解， r差j 只有主夷、不是的意思，前「是堅強J又不好理

解，於是說塑文生首11 '乾脆把認序顛個過來。按照譜法分軒， I差強人意j的語法結構是

「狀+鸝+賓J '不顧「差J 、 f強」的本義，強行顛掰其錯!芋，燒成譜法不爐、語意不明。然

浦大家也說造樣以訛傳說、習非成是了。

這襄筆者難…偶有趣的倒子，通過這樹例子，可怯更清楚地看品 f黨強人意」在普通

話與香港粵語里的不闊論義。今年剛出版的、自安汝擊和趙三五玲攝著的《報刊成語誤用

1000例}l 在「差強人意H車下說:

「作為去年聯賽買車萃的大違反球隊，今年聯審閱賽的軒段成績差強人囊，球違反響

強烈，俱樂部領導層再三考慮，決定被換教練。 J ({x x 體育教)1995年11月 22 日)

「差強人意j 括大體上還能使人滿意。在上倒中用「豆豆強人意j 顯然不慘，脅，國為成

燒大體上還會主使人滿意，球迷的反響是不會強鼠的，也絕不令威主題，撤換教練的結

泉。如果就「豆豆強人意j 改為「很不理想j或 r;r-:佳J之類的詞語，那就能把句意準確

地表達!l:求了。 8

上述報1可使用 f差強人意」時偏離了內地的適用語義，所以受到推評。報如屬地聞處，從

香港粵語的標准來者，造種用法說顯得十分恰當?不但不房改作門裝不理想j或 7月三;住J 1 

那里更有文泉。至於內媲報刊出現垃個竿見的厝例，封底是問為作者誤用詩話，還是受

封香港粵語影響 3 那挂不得而知了。

8 兒安放學琴、趙主玲編事科幸Rf1J成諮誤為 1000{9lJ) (北京<扣留鑽撥電視， 2001 年)豆豆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