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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亞當

本文研討論的粵語「除J (naa4) 說挂出現在駕于開首的位置多 i 例如(1)和 (2) 等調子，

表示「指輯或給另rJ入東西使用J (鱗秉才等 i始 1 : 157) 或 f引起注意(指輯或結鵝，人東西時

用) J (鄭定歐1997 : 13) 。 為了方便討論 3 我們把這個詞輩子黨主吉普連詣的

(1) 暐，單車噁嘲度(看，自行車在那襄 o ) 

(2) u拿多昇你 o (看，給你 o 1 

通去對這{盟[啥J 的研究不算太多。龍洞額和語法方面來考膺，部分學辛辛曾經把

分軒為一個?嘆調J (饒槃才等 1981 、專定數1997) 、「句當語氣請J (Luke 1996) 、「起始助

詩J (歐陽偉豪2000) 或「提示言是J (陸鑄光2001)。數陽偉豪 (2000) 和陸輯先 (2001) 等人已經

詳組討論過把「緣j分析為嘆祠的時題，我們不在議襄重障他們的輪盤。為了芳復討論，

本文按照陸鏡先 (2001) 的做法 3 把「暐j稱為「攤示詞J '其省各繭性的特質。

本文主要討論兩續關於f緯j 的問題，這輛飽問題議去都沒有人作議詳細的討論:

的 「翰j 和「呢j 的異同

(ii) r緯」的句法地位

在下面的兩個小節瘓，我們從措遠的角度，什崩討論這兩個有關「暐J語用和句怯的

問題。

*李文的部分內容轉經在香港科技大學發行的香港語言學學會粵語討論會 (2002年4月時間)上級告。陸鏡

光、歡賜偉豪和其他與會者提出了不少有府和實質的意兒，對本文的寫作很有幫助，謹此致謝。

1 本文的粵語拼音根據香港吉普育學學會粵給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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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唾J和「呢J 的異同

麥耘、譚步雲 (1997 : 445) 認為「暐」基本上跟例子 (3) 的「呢J (le 1或1e2) 差不多，都

可以有指示的作用;只不過如果有明顯的遠近之別時， I呢」指遠處的，而「暐」指近處。

(3) 呢，就略度。(看，就是這里。)

基於麥耘、譚步雲 (1997) 的觀察，我們進一步認為「暐」和「呢」起碼有三個相似的特

點。首先，從語義學/語用學的角度出發，出現在句首的「呢」有一種指示 (de出s) 的功能

(歐陽偉豪2000 '陸鏡光200 1) 0 IDeixisJ 一詞又譯作「指別」或「直指」。從語義/語用上的

考慮，指示詞以說話者為中心，把話語跟某人物、時間或者地點發生直接的聯繫。它們

的指向是相對於使用這些詞時的吉談語境而言的，由語境決定，因而隨著語境的變化而

變化。例如 (4) 的「呢J '如果說話者光說 (4) 不配合一定的姿勢，聽話者往往不能正確辨

認「呢」的所指;而從以粵語為母語的人來講，光說 (4) 而沒有任何姿勢是非常之不自然

的。 (5) 的「暐」也有這個特點。說話者一定需要配合于勢或者其他的姿勢，指示動作所牽

涉到的物件。

(4) 呢，第三行第一個囉。(看，第三行第一個嘛。)

(5) 暐，昇你嘲。(看，給你吧。)

第二，從形式方面來考慮， I暐」和「呢」都可以獨立運用。比如說，使用 (6) 或 (7) 的

時候，說話者必須配合一定的姿勢動作，指示語境中的相關的物體。

(6) 暐!

(7) 呢!

第三， I暐」和「呢」都可以重疊 3 例如 (8) 和 (9) 。這種重疊的用法好像加強了事實

的明顯性，讓聽話者不得不承認和接受。

(8) 暐、暐、暐，終於人贓並獲喇! (看，終於人贓並獲了! ) 

(9) 呢、呢、呢，你又搞唔拈喇! (看，你又做不好了! ) 

不過，有趣的是，這種重疊好像重疊三次比較自然。比如說， (10) 的「唾」只重疊兩

仗，而 (11)的「暐」重疊了四次，對於說粵語為母語的人來講，這兩句雖然不至於完全不

能接受， fê_明顯地比上面重疊三吹的 (8) 差得多。

(10) 暐、嘩，終於人贓並獲喇!

( 11) 暐、暐、暐、埠，終於人贓並獲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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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按「暐j和「早已的不同之處，我們發現有以下幾個方齒。首先 p 正如麥耘、

(1 997) 所指出， r暐J和「呢j所指示的實際距離有別。 f雄j跟前距離的物體有關?詞 rg屁!

則觀遠距離的智體有關。 f霞說說話者手中拿著一本書正展示給聽話者看，那廳( 12) 的

f暐j 用得非常自然; f証( 13) 的「鳴」卻不能指示;在說話者手中握著的番。

( 12) 暐!呢本書粥。(者，連本書了。)

(13) 呢!呢本書啊。

一，除了實質的距離有別以外?便揖「睡J 幸Ul兜J 也皮映了說話者對指示物體的 f心

理距離J 0 比較(l針和 (15) ，如果指示的物體在說話者的視線很謹的範闊， (1日肯定能

(1 4) 自然。這兩旬的盛期雙反映了說話者主觀的心理距離:說話者使用 J暐j往往覺得新

指的樹體應該校一幅很近的距離。

(l生) 暐，嘲度。(看，那裳。)

( 15) 呢 9 嘲度。

下麗的。組筒子可以更好地反映f暐j 租「兜j 的差興。按如說話者站在香港島的太平

也向聽話者遙措雖多利亞構對岸的獅子山。雖然說話者眼辮子LlJ的距離是問定不變的多

位龍舟 (16) 和(1 7) 餅干互不同的詩用效果: (1 6) 的 rn拿j 表示說話者應該有叫餾預設，假定

說話者的軒在攜跟獅子山應該是接近的; f昆是， (17) 的 J呢j 卻沒有這個車設。

(16) 嚎，嘲鵲咪獅予山囉。(看，這個就是獅子山鵝。)

(1 7) 呢，嘲個要求獅子山囉。

第三， f嘩J 和阿Ë.j 的另一{盟主監真是有關主題指稱的問題。歐陽偉豪 (2000) 曾經指出

「呢j能獨指稱句子的主題 p 備起(19) 的主題研詣的「小明卜雖然小明本人不出現在實際

的談話環境裹，但是(呢j 可以指輯小胡;和晨，幸娃們觀槃到( 18) 的[暐j卻不能指輯出境

在主題的川、明j 。如果(18) 可以接受 3 唯一的可能，往是小明本人出現在實際的故話環境

里，而 iU拿j 指示(配合一定的豆豆勢)說話者和聽話者都能看兌的小嚼。

(18) *蠣個小明呀，埠，先生成日罰留堂織個呀。(那個小胡輛警者，老師短常喜奇觀堂

那(商人呀。)

( 19) 嘲個小明呀?呢步先生成臼罰留堂嘲個呀。

陸鏡先 (2001) 也曾聽提過「現」有一種提醒的作用雪把謊話:奇的注意力引導到某個己

女性的事物上。 2 在例子 (20) 裹， r提j 的作用是邀請聽話者在談話中尋找已知的話題一一

2 I零錢光 (2000) f在 7月尼j 翻譯為 f噁J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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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時間J ;然而，我們發現，把「呢」換成「暐」卻是不能接受。可見「暐」跟「呢」不一

樣， I暐」並沒有這種指稱主題的功能。作為指物體的提示詞， I暐」要求所指的物體必須

出現在談話視線範圍內的環境裹，而不能超出這個範圈，這個要求明顯地跟指示詞的特

點有關。

(20) 我唔係好滿意一一呢'/*暐， p即黃金時間呢!一一兩個電視台都報導同一件事。(我

不是很滿意 睹，就是黃金時間啊卜一一兩個電視台都報導同一件事情。)

第四， I暐」和「呢」在指稱談話中的事件有差異。我們在前面說過， I暐」所指的物體

必須出現在實際的談話環境裹，而「暐」有一種指示的功能。有趣的是，當「暐」所指的不

是物體，而是事件，情況就不一樣。 (21)的「暐」可以指某個事件，或者出現在語境裹的

一些情況，而不是一個物體;然而， (22) 的「呢」卻沒有這個功能，剛好跟「暐」相反。

(21) ...障，你想點? (看，你想怎麼樣? ) 

(22) *呢，你想點?

值得注意的是: I暐」所指的事件必須發生在現在，與說話的時間一致，例如 (23) 。

「暐」指過去的事件或者將來的事件都是不能接受的，例如 (24) 和 (25) 0 I暐」的「當時當地」

的要求或許跟指示詞的特點有關係 說話者能夠用姿勢來辨認所指的事物。

(23) 障，而家落緊雨。(看，現在正下雨。)

(24) *障，尋日落過雨。(看，昨天下過雨。)

(25) *障，聽日會落雨。(看，明天會下雨。)

第五， I暐」有一種結束舊話題、開展新話題的功能，但是， r呢」卻沒有這個功能。

正如陸鏡光 (2001) 指出，從話語的結構來看，兩個相對獨立話題的中間是一個「斷層」

(disjunction) , I暐」的作用就是一個轉移話題的標記。比如說，說話者好像利用 (26) 的

「暐」來結束之前的話題，然後開展一個新的話題，提出新的條件「一人讓一步J ; (27) 卻

沒有這種引導新話題的功能。

(26) ...嘩，一人讓一步，好唔好? (看，一人讓一步，好不好? ) 

(27) *...呢，一人讓一步，好唔好?

請注意，引導新話題的「暐」還有一種表示要聽話者好好記住的意思。說 (28) 的人似

乎是要讓聽話者好好留意「暐」之復出現的新話題。不過， r暐」的這種功能好像跟典型的

指示詞很不同，起碼說話者不需要也不能夠用任何的姿勢來辨認所指的事物。

(28) 嘩，美國，總統叫喬治布殊。(看，美國總統叫喬治布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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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粵語提示調:時j 梅特點包括: (i) 形式上多「暐j可以出現在句首、獨立謹

間或者重疊;他)葫能上， í雄j有一種措物體的指示功能 9 往往指示近距離的物體;包)

;暐j耳以擋一{聞出現在話題的事棒，或者可以結束一餾舊話囂，闊，模新的話題。

豆、 7嘩j的句法特點

不少學者都已經留意到 íu拿j 出現在句首的位置。除了造餾特點以外會 f暐j 還是有沒有

華還要其能句法上的特點?究竟柱句法上「緯J和接醋的句子是不是組合成心 4餾成分，孺j

IU拿j屬於句子的一部分?

首先， iø拿J是 4個會由語裳，可以獨立蓮問，跟其他句末敏說不用。{?ìJ如實我們能

夠獨立使用 (29) 的「暐卜而本能鶴立使用 (30) 的句東助調「瞬J (即著鐵詣的所謂「了zJ) 。

(29) 啥!

(30) *曬!

第二步「睡J能夠出現在最套句 (embedded clausel 裹， 19Ù如 (31) 的 ID拿J 0 動調 f譯得出J

是一餾及物動詞 p 後商品績有一{盟各j告處分作為它的鑫諾 9 吉亞 (31)的棋賽句說是 i譯得

出J 的實詣。現顯地，「暐」出現在嚴套旬之內多作為最奪旬的一部分。 (31)的「暐j大概是

指出現在語境中的…投筆，說話者用 ín拿J (配合若干三乎勢)聯繫了語境中的筆和嚴套句表

諱的意思。

(31) 我認得出〔啥，呢投筆樣技賀親) 0 (我認得出，看，造枝筆是我質的。)

第三，雖然「緯」可怯獨立建用，但是，它不能單獨出現在豈是套句肉。無論配合志接

樣的手勢多 (32) 還是不能接受。

(32) *我認得出 f雄j 。

基於上攘的考慮，在們器、為醬舟的 f蟑j只出琨在眼句 (root clausel 的環境喪，具有根

旬的特殼，不能單鑽出現在懷套句襄(請比較 (29) 和 (32) 的差另1]) 。當它血現在鼓套句

內， I 暐J&::、須跟一個句子結合，作為句子的一部分。能想法上的考慮，我們餵設 (3 1)的

「暐」時接 (a再join) 在句子之上，作為提屬小句的一部分。

此外實我們還發現出現在最套旬的[暐j有一些句法上的限制和特蝕。首先，嚴套句

內的[暐j會形成一偶「孤島J {islandl 舍不允許移位。「哩校讓J在表插上經過移位形成句子

的主題，它鑽來知生在嚴套旬的主語 ieJ表示主題原來的位寰。不過， (33) 的不合譜法

顯示了[啥J的存在阻擋了主廳的移位，主題不能移w故玉言旬以卦， J存娃兒了一個孫島;如

果把 ín拿j拿走，例如 (34) ，主題的移控卻沒有問題。



48 中國語文通訊

(33) *呢枝筆，我認得出〔暐， e係我買嗽。(這枝筆，我認得出是我買的。)

(34) 呢枝筆，我認得出 (e係我買慨〕。

第二，有「暐J 的最套句受制於若干句法上/語義上的限制。能夠選擇有「暐」的最套

旬的動詞往往是敘實性動詞 (factive verbs) ，即說話者預設最套句所表達的命題為真，例

如 (35) 的「肯定」和 (36) 的「知道J ;如果動詞是非敘實性，例如 (37) 的「相信」和 (38) 的「以

為J ' I暐」的出現卻不太能接受。

(35) 我肯定〔暐'呢枝筆係我買慨〕。

(36) 我知道〔暐'呢枝筆係我買慨〕。

(37) 我相信〔障，呢枝筆係我買。既〕。

(38) *我以為〔埠，呢枝筆係我買慨〕。

除了出現在作為動詞賓語的最套句外， I暐」似乎不太好出現在其他的從屬小旬

(subordinate clause) 肉，包括下面的例子。

(39) * (如果，障，而家落緊雨J ' ... (如果(*看)現在正下雨， ...) 

(40) * (除非，埠，而家落緊雨J ' ... (除非(*看)現在正下雨，…)

不過，比起這兩旬， (41) 的語感好像好得多，比較容易接受。 3 我們認為，這些從

屬小旬的差異跟語義有關保。「如果」和「除非J 的從屬小句基本是非敘實性的，這些從屬

小句所表達的命題是一種假設;而「因為J 的從屬小句是敘實性的，命題基本上是一個事

實。由此可見，提示詞「暐」只在敘實性的從屬小旬內出現，這個結論正好眼前面例子

(3日至 (38) 的情況相似，受到同一樣的限制制的;而敘實性的要求也許眼「暐」的指示性

質有關，要求所指的事物必須發生在實際的語境襄。

(4 1) (因為，暐，而家落緊雨J ' ... (因為，看，現在正下雨，…)

除了 (41) 的句式外， I暐」還可以出現在從屬小旬之前 (42) 或者之後 (43) 。

(42) 暐，因為而家落緊雨，你好快H的收埋H的嚼。(看，因為現在正下雨，你最好快一點

收拾那些東西。)

(43) 因為而家落緊雨，暐，你好快H的收埋目的咽。(因為現在正下雨，看，你最好快一點

收拾那些東西。)

不過，我們認為 (41)、 (42) 和 (43) 這三旬的意思不是完全一樣: (41) 的「暐」指「而家

3 <中國語文通m的審稿人指出 (41) 似乎不太合乎口語習慣。我們同意審稿人的觀察，不過，我們認為 (39-

40) 和 (41) 有明顯的差別，這里 (41)的語感是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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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雨打琨在正下雨)這個事件雪龍 (42) 和 (43) 的丹紅好像指「因為龍家落緊;有J (因為現

在正 F辯)造偶命題多線 iß拿J 在(是1)所指的對象不同。

能句法上的考獻?我們認為 iu拿J跟從屬小句一樣，都是居住接在駕于之上，同樣作為

句子的故詣。如果 f暐j援部有一幫句子， I埠J就是這個特子的狀諸多作為修飾、補充句

子的一體成分。(是1)的[緯J 財接在能屬小句 3 因此話的轄域 (scope) 1革只侷跟在提屬小句

肉，只指說屬小句所表撞的事件;至於 (42) 和(是3) 的 iR拿j 跟提囑小句…樣 3 都是附接在

接旬 9 屬於根旬的狀語，自此「暐j 的轄域敬可以攘攘到J偎旬的層面，甚至覆蓋蓋從聽小

句。 (41) 、 (42) 和 (43) 的不同意義也因此可以得封合理的解釋。

四、金士帆
鼎M 宙間

過去討論粵語「暐j的文章不多 3 對連個繭的主怎能也不太清藉。在這篇文章裳，我們

嘗試從一語用和形式兩方雷討論 iu拿J 的一些特點。綜合我們在本文的討論，我們認為在功

能和語用上， rn拿」草本上具有指示的作用，跟談話的語境有密切的關係;從洞額的來講，

「啥j是一個提法詞，具有名詞性的特質;能句法來講，它可以在諾墳裝獨立碧藍用，其乎乎

板有的特質;它也可以能接在句子上，作為修僻、補充椅子的狀語，出現在根句或者提

屬小句宴。出現在從屬小旬的條件是:Q:'、建符合敘簣，性的要求多這偏要求或許報「暐j 的扭

示性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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