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州話形容詞表示程度差別的不同方式

關摺康

嶺F舊模d捨記;缸中學

形容話是表示人和事物的彤狀、性蠶豆豆者動作、行為、發展變化狀態的鵝。廣州話

形容詞在表示程度藍剔的時候，往往可以通過盤疊和聲調變化、加觀緩、加程度削誦等

方式，建器設詣的自的。過去書高華年〈廣tN話第容祠童學學約作用〉…文巳對黨無話形容

詣的重壁壘彤式作了全富的揮討。 1 其後，陳雄根〈廣州站ABB式形容調研究〉及李雄溪

〈粵語必崎式形容詞初a~茱〉亦說廣州站彤容繭的其中聽種黨疊影式作了詳細的論述。 2 不

過，全頭兩概括地研究蠹知語單容詞表示程度提別的文章則不多，鬧鐘正是龍鐘語文工

作者所需要的。者見及此，本文將嘗試探討廣州話形容詞表示程度，差別的不同方式。

(一)鐘聲式

用形容稱重疊來表示程度的深謹強弱，往往伴隨著聲調的變化。孺影容祠的鼓壘，

有單音節和雙音節之分。

(1)單奮節形容鵑蠶蠱

由單音剪影容詞忱)重壁壘琵構成心主式多往往表豆豆程時史上的搗蛋益。主設壁壘復常喜變調的

琨象全題變調的規財主義:餘路上調、陰入鵲不變外，其餘單音節%容誦童聲後，第一個

音節攤作高卒讀或高升調。同銬，第…個音篩 tt第二個音節除得話，重音也落在第…」調

音節上。黨疊後不!變謂的，倒如:

少少心ÌU35 SÎU3S) 

功功能:k55 lek'5) 

重重要復第一個音節讀高平:變調的，餌如:

l 兒單純事室主婦:{第一屆總際粵方當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現代教育研究柱， 1994年h 衷:的-119 0

2 練文兌付獨吉普文通言的恥8期 (2001年6月) ，頁 16-26 ;李文晃衛自錢主編:總八路倒際粵穹研討會為

文集> (北京:中國杜爾科學出版社， 2003年) ，豆豆587“59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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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蕭 (s~n訂閱民53)

(hUl]55 hU l]53) 

重疊後第一﹒偶音節請高升變識的合例如:

瘦瘦 (S~U35 S~U33) 

鹹輔 (ham35 ham21 ) 

厚厚 (hBU35 h~UI3) 

設想 (kui:l5 kui22) 

/\.A (pat33 pat33) 

薄薄 (pJk35 pJk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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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樓必讀捕充的是多老:該11育館影容語重疊鍾用世修飾動詞或動詞短語多財重疊鍾

的第三儕音節才出琨變捕。軍備如:

霞 (man22) 一慢慢行 (man22 man3; ha昕 1)或 (man22 man55 hal]訂)

至於單音節醇容詞凶鞏廢後加上助言道「繩J (teÌ咐，在程度上到比單音畸形咨詢原式

(A) 還要輕緻控。童聲後，前…餾音節唸原來的重整輯，後-{盟音節除高平變諷和高升變

擒， n括且比前…{簡音節長而且重。(自若該形容詞是陸上調或陰入謂多則後~{，閱音節聲謂

不變。不變謂的，餌如:

矮矮體(吧i35 ~i35 tei35) 

黑黑體 (hak55 hak'>5 tei向

第二個齋節鍵作高干變翰的，例如:

高高蠅 (kOU53 kOU55 tej35) 

第三個音篩變作高升變謂的，飼如:

凍凍聰 (tUT) 33 個可35 tei35) 

甜甜馳的rn21 t'irn35 tei35) 

懶懶蠅(lan13 lan35 tei35) 

慢慢蠅 (rnan22 rnan泌 的斗

窄窄體 (tsak悠悠ak泊的35)

實實蠅 (SBt22 SBt35 tei叫

據高毒草年的研笠，廣外!話單音節形容詢盤有三疊式，遠種玉皇是式表示影容詞的最高級程

度。不過，也於這種格式在日常口語蟬用得不多 4 所以這裡不加詳述。

(2)雙音節車容詞重疊

變音節形容詞(九防)常見的童聲形式有三-~是九屯BB式多二是A+AB式，三是AB十

3 參左手新魁等《產黨步H Jn言研究) (鑽來:廢東人民出綴杖，峙的年) ，豆豆444 。

吾 兒高寧主jO(f，哀!所方言研究扒香港:商務印餐館， 1980年)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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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式。量還要後要都表示程度的加謀和強調。

1 、 AABB式

中國語文通訊

篇是最常見的變音節形容言退讓疊形式，出醫護甫個音臨分朋三掌聲聲而戚。倒如:

擒擒脊背 (k'nm21 k'Bm21 ts' fI)55 tS'f I)55) 

密密寶寶愉悅22 闊前22 S叭22 S-e t22) 

快快聽聽 (fai33 fai33 ts' æy'l3 tsι æf3) 

轉蹄尖尖 ~im55 jim55 tsim'5 閻品均

頻輯巴巴主 (p‘-en21 p ‘-en立 1 IBn21 l -en21) 

立立亂萬L (I-ep22 l-ep22 lyn22 lyn22) 

鬼鬼試試 (kw甘i35 kwl~i35 sy35 日f5)

巴閉醋 (pa53 pa53 pBi33 p-ei主3)

2' AAB式

變宵節車發詣的日)童聲筒一俗音節，便成為人AB式。如果(泌的調值較f臨時，

個倍)挂在要變成高升變謂， 1.ê.倘若ω是路上調成陰入調則保持不變。第二鵲(A)變成

高升變調的，恢j如:

擒擒青 (k、m21 k'Bm35 tS'fI)55) 

立立黨L (l-ep22 l -ep 35 Iyn22) 

第二個 (A) 不變撓的，倒如:

好好氣 (hOU35 hOU35 he?3) 

擺擺碎 (S-ep55 snp55 sζ吟吟

另好亨陳寶如指出，必先B式接起讀時亨法)若不是陸平、路上、障人謂書第一個叫)也

會讀作高升變識，而唸得較童和較長。 6 倒如:

正正經(俗il) 35 tsi f) 33 kil)53 

老老積 (lou35 lou 13 tsik55) 

大大方 (tai35 tai22 [::>1) 

密密實 (met35 met22 see2) 

3 、 ABB式

雙音節彤容調包割讓疊後一個音蟬，便成為ABB式。鑫疊復同樣表示程度加強。側

如:

牙攘擦(l)a21 ts'at33 ts'at33) 

主 J存些方言詞有巷子無字書或者目前還找不到適當的字來表示，就以 íoJ號來代替。

6 兇陳寶知: <粵語形容詞是提示程皮書屋弱的幾種形式卜載鄭這歐三主編:{廣州言表研究與教學> (廣州:中心火

發出飯粒， 1993年) ，真心心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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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端端 (mou21 tyn53 tyn53) 

意居居(可::>1) 22 kαy>3 kæf3) 

嘴刁刁 (tsαi5 tiu53 世U53)

口花花 (hEU35 fa5:l fa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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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音節形容詞重疊中的ABB式，通常該形容詞(AB)都是以主謂式構成，一般可以單

用多但當單用時，其表示程度比ABB式弱些。換吉之，即「口花J 比「口花花J 弱一些。

最後要附帶一提的是，高華年的研究指出，廣州話雙音節形容詞(且)可按ABAB的

格式重疊，但這格式今天已用得很少，而且高民也沒有直接指出這格式有表示程度差別

的作用， 7 所以這裡不予論述。

(二)加綴式

詞綴按其在詞裡的位置，可以分為前綴、復綴和中綴。日 廣州話形容詞在加上詞

綴後，往往表示了程度的深化。

1 、 BBA式(即加前綴)

在單音節形容詞山)前面加上一個疊音的詞綴 (BB) 便構成BBA式。疊音詞綴與單音

節形容詞的搭配常有固定習慣，便表達的意思比原式山)的程度強。例如:

←←脆 (p::>k55 p::>k55 的'æl3)

閃閃時 (sim35 sim35 li1) 33) 

臘臘口令(lap33 !ap33 li1) 33) 

浸浸涼 (t叩m泌的吧m33 !æ1) 21) 

失失慌 (SEt55 SEt55 [::>1) 53) 

2 、 ABB式 (flrm後綴)

ABB式是由單音節形容詞(凶加上一個疊音的後綴 (BB) 構成的。詞根與後綴的搭配

往往不能隨意改變。這種ABB式，是加綴式中表示程度強化的最常見方法。例如﹒

散修修 (san35 SEU53 SEUJ3) 

悟閉閉 (mu1) 35 戶i的 pBi33 )

7 高華年認為雙音節形容詞(AB)按照ABAB格式重疊後，表示人的行為或者事物狀態的短暫的情貌。同注

4' 頁的。

8 這裡關於「詞駝的名稱 T 不同學者有不同見解。較接近的，例如植符蘭稱為「語駝，見植符蘭﹒〈廣州、|方

育的語綴) ，載單周堯主編:<(第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1994年) ，頁

14日63 ;而不間的，例如饒秉才等稱為「襯字J '見饒秉才等編:i(J賣 1'1、|話方言詞典} (香港:商務印書館，

1981 年) ，頁315 '另李新魁稱為「襯音卜見李新魁。賣東的方吉> (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4年) ，頁

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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臭崩崩 (tS'EU33 pE 1) 53 P叮叮)

黑萌萌 (hak55 mE 1) 53 m叮叮)

甜椰椰 (t‘im21 jE21 jE21 ) 

齊緝緝 (ts、i21 ts‘叩55 ts‘叩55)

瘦蜢蜢 (SEU33 ma1) 35 ma可35)

靜英英(的i1) 22 ji1) 53 ji1) 53) 

這裡還要一提的是，某些單音節形容詞可以帶不同的雙音節後綴 3 表示同一狀態的

細徵差別。例如:

白雪雪 (pak22 syt:'5 syt臼)

白蒙蒙 (pak22 mU1) 55 mU1) 55) 

白曬曬 (pak22 sai21 sai21 ) 

1骨脫脫 (wat22 t‘叭55 t ‘~5) 

滑揖揖 (wat22 san21 san21) 

滑指插 (wat22 t'En21 t' En21) 

「白雪雪J '表示雪白雪白的、白嫩嫩的，指白得可愛; r白蒙蒙卜表示粉白; r白

曬曬J '表示慘白，白得難看。

此外，少數ABB式的形容詞，其後綴可變作前綴，成為BBA式，但詞義並沒有改

變。例如:

脆←← (ts ‘ æy33 p::>k55 p::>k55) 

←←脆 (p::>k55 p::>k55 ts' æy33) 

時臘臘 (li1) 33 lap33 lap33) 

臘臘時(lap33 lap33 li 1) 33) 

涼浸浸(l白。 21 的Em泊的Em犯)

浸浸涼 (tsEm33 tSEm33 læ1) 21) 

慌失失([::>1) 53 SEt55 SEt55) 

失失慌 (SEt55 SEt55 [::>1) 53) 

3 、 ABC式(即加後綴)

單音節形容詞 (A) 的後面加上一個雙音節的詞綴 (BC) 便構成ABC式。這種格式同

樣表示程度的加強，而其後綴，一般是雙聲或疊韻，而且調值的高低大多相同。由雙聾

詞綴構成的例子，如:

叭
川F
n

川d

d
叫
帥

,K 

們μ
h
5

md 
E
F
3
日

jpvw 
朵
碌
萌

掠
哩
瞇

圓
花
黑



2005 年 3月第 73 期

由疊韻詞綴構成的例于，如:

尖不甩(的im55 p -e t55 l-et55) 

紅當蕩 (hU1] 21 t:J1] 55 t :J1] 22) 

個擂槌 (kw-et22 læy21 ts ‘æ y2 1) 

4 、 ABCD式(即加後綴)

31 

單音節形容詞(凶後面加上一個三個音節的後領 (BCD) 便成為ABCD式。在廣州話

中，這種格式的形容詞不多，但同樣可以表示程度的加強 3 而且最後兩個音節 (CD) 一般

為雙聲或疊韻。較常見的，例如:

巢瞇嗎口 (ts'au21 mi55 ma55 m叫55)

黑古勒特 (hak55 kU35 1吐22 t吐22)

這些祠的後綴只有加強程度的作用，沒有具體意義，離開了詞根就不能理解，而且

不可與別的彤容詞相結合。

5 、 AXB式(即加中綴)

廣州方吉的中績很少，較常見的有「鬼J {kw凶犯)、「晒J (sai33) 、「夾J (kap33) 、「包」

(m-et55) 等。 9 在雙音節形容詞 (AB) 中最入中綴(x)後，有強調的意思。

據植符蘭的研究， I鬼」作中綴多加在一些表示令人憎惡的雙音節形容詞中間，表示

程度的加強。 10 例如:

孤鬼寒 (kU53 kw-ei35 h:m21 ) 

論鬼盡 (læn22 b叮叮 tsæn叫

麻鬼煩 (ma21 kw-ei35 fan 21 ) 

厭鬼尖 ~im55 kw-ei35 tsim叫

而用「晒」作中綴的，多加在動賓式的雙音節形容詞中間。例如:

爆晒棚 (pau的 sai33 P‘a1] 21) 

離晒譜 (lei21 sai33 p ‘OU35) 

死晒火 (sei35 sai33 b叫

丟晒架 (tiu53 sai33 ka35) 

至於「夾」字，多加在並列式的雙音節形容詞中間。例如:

香夾滑 (hα。 53 kap33 wat22) 

酸夾宿 {syn53 kap33 日uk叫

9 參植符蘭: (廣州方育的語勵，載單周堯主編:佛一屆國際粵方吉研討會論文如(香港:現代教育研究

平士 , 1994年) , 頁 162-163 。
10 見植符蘭 〈廣州話「鬼J 的語法特點，載詹伯慧主編:繡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診(廣州:暨南大

學出版社， 1990年) ，頁 1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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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r包j 也及J1J日在雙齋節影容詞中偶件中纜。倒如:

容{!.易 GUI) 21 m t:t"5 yi為

無包議{mOU21 mt:t"5 WUi22) 

這譚要特朗一提的是，廣;中!話音嘗嘗影容詩:藥疊籠，常有加入 r- J yt:t"5) 作中績的

情說書述為 A A式。 f一」沒有重實際意義，f!l整鋼A-A式教示的程度，比原式(划的

程度鐘，。倒數:

瘤一聽 (St!U33 j t:t>S s程U33)

辦一輔 (ham21 jBt"5 ham21) 

厚一庫(h如13 j它伊 ht!U I3)

挖一站(如i22 j t!t"5 k也叫

人一八年at"3 j t!t"5 pat33
) 

薄一薄{戶k22 但t>S pJ~2) 

A…A式中的;一J常與前醋的苦苦節合音，合裔的結果楚f一」失去聲母和韻母，只留下可言

的陰入鍋，這鵲與前種音節的聲調融合，便前語音節的音延薇，聲調tB發生變化。 II 變

化的情說可參閱本文?單青幫%容誦童聲」部分。

(五)狀語式

狀語式可吾土為狀語前置式和狀語發置式需巔，是擋在形容詞剖面甚至復面進接加上

程度割詞。

(1)獸語前堂式

在形容調前醋插上程度割詢部構成狀語前置式，權是漢語形容認表示程度差別的常

昆主式，只是隨買辦器研娟的程度輯詞稍有不同時忌。

麗多N話形容詞前前加上程度劉青司「至J (也33) 、 r:把(t'ai33) 、「配(制1)22) 、 f甄別。正吧。33

ka53) 、?幾附J (kei35 kBm33) 、「鬼增J ÚC\仰伊kBm33) 、「真像J (伽計 hBí22) 、「特男IJJ (tBk22 

pit22) 、?零會J (li1) 21 Sε33) 、「好J (hou35) 、「最J (紛紛y33) 、「睡之J (kík22 tsj53) 等，都表承

程度的加強。例如:

(l)主衰靜、掉。

(2) 你志學鍋(la33) 。

(3) 你讓罷攝1[1:喇(la55) 。

(4) 你話我戀居， 11'1:咪車撞體措!

II 尊重師張洪是宇先生清楚表示，紅紅 (hUl) 3' hu穹 35) 實在是 f紅一直[J 的被爾式，變調發生在第一音節，變高升

鍋。見張洪年:(香港粵語言吾法的研究) (香港: l香港中文大學， 1972年) ，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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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髒佢幾監中!

(6) 你女崩友患重靚 9 異樣接毒草苑入!

(7) 軒的女入鑫堡廠領!

(8) 你老婆真係捏捏i麻煩!

(9) 輸女人案盒臆尖通人。

(0) 你女朋友挂觀呀 (al3) ! 

(1 1υ) 仿

(1 2討)你呦E醜曉表演矗三主三精彰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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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外i話那容詞前顯加上程度副揖 í:有蝴」牡Ul3 ti持或者 f有啪多J 01:m 13 位tJ5 tre叫

別表示程度不高。而「有亞的多」甚至此「有聽j程度要fli 0 12 例如:

(I 3) 種人係去監戀居，但人品增錯!

衍生)佢鵲人僚主強乏體居全但人品皓錯!

另外有一點要指出的是，當略容諦重聲後，本身已經表示程度的加強或者減弱 g 所

以一般不再受程度麗詣穆鶴。制如我們只會說:

( 15) 你老婆莖食區處! 或說

(16) 括:老婆廳矗盤盤!

卻不會說:

* (17) 你老婆零舍鑼麻煩續!
(2)狀語接置式

在形容詞後臨插上程度副詞即構成狀語發置式?績是廳外!話形容詞表示程度提到的

常見方式多捏在普通話則不常見。

廣州站影容詞後面直接加上程度觀調「攝頭J (kW;J33 t'-eU21 ) 、「得滯J (t~k5，'i ts哲們

示起攝了某…程度，有 í1良J ‘ f太j 的意思。餅如:

(18) 鵲禮堂先蓋章矗車手要瞬幻燈片競賽揀第二處。

(19) f屋子琴包鞏蠶蠱，聽我都提曙起。

而在形容鵲話筒加君子走削詞 f唔J '在鑽回加程度副詞 7位滯J (met55 ts~i22) ，構成

「唷.. ...但滯卜註往可表示程度的誡弱多有「不怎靡j 的意思。鶴立自:

(20) 我問較重熱主要毀。

至齡在形容詞復前加上程度副鵲「可滯J (hm33 ts~i22) 的 則表求[快要j 、「將近上

12 向法3 '頁488 0

13 總於[時滯j灣何手辭退類、設法不一。李新船等怒為颺估盞助誨，見注3 '至{5肘，為華等市鶯{白慧是學員IJ認

為章發程度刻認 3 見注寺， Jit 139}克食的錯主獵:{廢東連學方言概要}(續外1: 堅尚大學上拉版社， 2約2年卜頁

95 。今從肉、童醫之說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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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比原有程度稍草草一些。例如:

(21)碗湯凍監護輛警仲唔快日的飲陸報。

(自〉補語式

是彈(研謂補語式，就是在形容詞後面如仁補詣，表示程度的增強或擴弱 a 替遁詞裡

的補語標誌是 fl躬，而廣州語裡的輔諦標誌則是結構曲調「革UJ 0 I 停

攘外泊者形容調發雷加上結構助詢服缸，再帶上程度禱諾f唔恨J (m21 h-en22) 、「唔憤

恨J (m21 S-ei 35 h-en22) 、「有得頭J (moul3 仰伊拉1)35) 、「有得彈J (mou l3 t-ek55 t臨21) 、 f死」

(單位35) 、 f攝」制k吟、?飛起J (必j55 hei35) 、 f11.鬼嗽J (m-e~5 kv.",P5 k-em吟、 f色孵噸J (m-e~5 

jE l3 k-em33) 、「誠J (m-en33) 等?可表示特耳目程度。例如:

(如)勝位參真係衰至自監聽:

(23) 佢口的成績差對盟盤腿。

(24) 教說到在益盟。

(25) 11i個人好對立錢鐘。

(26) 碗糖水甜鶴麓，點食呀?

(27) 你能轉講到把幫芋，其謀好到矗!

(28) 呢排仕劉益盞。

(29) 你把聾鋪到主品鹽，點聽呀 (a叫:

的0) 但個人表懿拉車澀，點可lV.悶棍做朋友呀知事3) ! 

借口拒樹人精(的時53) 到盔，嘲使慌與人盤查表。

f為然也有在「至UJ後雷不出現捕語的，表示程度無法影容，{g語盤上，禮、覺得有一個說

不出來的播話。倒如:

(32) 你聽11i得戚到!

不過，廣州站形容說接面也可以不撮上結構助制 f棄自J蔚藍接加上量詢丹和 (ti55) 或數

量詞「一日的J (j-et'5 ti55) ，表示程度稍為增強。輛;如:

(33) 條布時污糟?攤過慷乾?事聽觀喇 (la55 ) 。

衍生)變碟時銷點多每裝鍵呀(以3) ，快告語譯過雙大;雖嘿鍊.~ (la55) 。

懇、語孺宮，廣州話影容請表示程度全是崩的方式相當豐當全而當中大部分是表示程度

14 彭/於1月指出，廣州詣的結繕助鞠「到」雖然相應於書穿過詣的結構劫聽 fT駝，但兩者放不完全檢閱。

小) 11 : <J廣州詣的結構助制「到J> '載鄭定敏主編:(廣州話研究與教學>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19嗨

，豆豆約-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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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加深和增強，而且這些表達于法往往使形容詞在意義上帶有某些附加色彰，描狀性加

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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