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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考辨古漢語授與動詞「與」表示使役、被動的產生時間及其演

變機制。文中指出所謂先秦「與」表使役或被動的例子，其可靠性都令人懷

疑。使役句的出現當不早於六朝，而被動句出現於唐代。前人多以「授與動

詞＞使役動詞＞表示被動」的演化路徑說明其句法發展，觀察「與」字式的

句法特徵，並參酌其他語言的相關用法，本文歸結授與動詞無論表使役或被

動都是在雙賓語結構上所衍生的語義。「與」字式作為漢語的被動表述法之

一具有類型學的意義，跟表蒙受的「被」字式，及使役兼表被動的「教」字

式、「讓」字式明顯有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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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普通話的授與動詞「給（gěi）」兼具表使役、被動、處置等功能，這種

集多任於一身的語法現象是相當晚近才發展起來的。在清代以前，漢語用另

一個授與動詞「與」表使役和被動。最早提出「與」表被動現象的是謝質

彬（1989），他把「與」字式當作上古被動句的特殊句式之一。之後，江藍
生（1999/2000）、馮春田（2000），及洪波、趙茗（2005）紛紛針對「與」 
如何發展出表使役、被動等問題展開討論。這其中對於使役、被動用法起源

於何時，以及「與」字句如何發展為被動式存在著明顯的歧見。江藍生認為

「與」在先秦已有使動和被動的用例，由於兩種用法並存於上古漢語，她推論

「與」字被動式係由授與動詞及其所構成的雙賓結構演變而來，不經過中間表

使役的過程。馮春田對於先秦用例的可靠性持保留的態度，主張應把表被動

的「與」字句看成是使役句的一種；換言之，其發展過程是由授與動詞轉化

為使役動詞，再因為語義關係而產生被動的意義。洪波、趙茗也認為「與」 

經過使役化一道環節，從而像「教」、「讓」、「叫」等其他使役動詞一樣再

發生被動介詞化。

「與」表使役來自授與動詞身分的轉化，這一點殆無疑義。至於「與」字

被動式如何產生？則又緊扣著何時開始表被動的問題。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之

上，本文重新檢討先秦的例句，指出所謂上古漢語的例子恐怕不甚可靠。文

中第二節針對「與」字句表使役的用法，第三節針對被動表述的部分，分別

進行詳細的歷時考察。研究結果發現確切被動例出現的時間比使役句稍晚，

卻不意謂著被動句必然由使役句轉化而來，事實上從授與動詞的詞彙意義即

能衍生出受動的意涵。第四節進一步透過古代及現代漢語的用例，證明無論

表使役或被動，授與動詞的本質仍在，許多句法特徵顯示「與」字使役句或

被動句應分析為雙賓語結構，其中遠賓語論元以動詞組體現。第五節引述外

國語相關用法以為對照。第六節為餘論。

二、表使役的「與」字句

關於「與」表使役的問題，江藍生（1999/2000）曾舉例說明「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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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先秦就從授與義引申出容許、使、讓義，用法像一個使役義的動詞。然

而，經過仔細鑑別，那些例子的可靠性恐怕成問題，底下抄錄其例：（江 

1999/2000: 228）1

a.容許、許可
(1)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書•胤征）
(2) 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公羊傳•隱公七年）
b.使、讓 
(3) 故忠臣也者，能納善于君，不能與君陷于難。（晏子春秋•問上十九）
(4) 數日，號令召三老、豪傑，與皆來會計事。（史記•陳涉世家）
(5) 有頃，沛公起如厠，招樊噲出，置車官屬，獨騎，與樊噲、靳強、滕

公、紀成步從間道走軍，使張良謝羽。（漢書•高帝紀）

例(1)出自《尚書》〈胤征〉篇，例(3)引自《晏子春秋》一書，兩文獻的著成

時代皆頗具爭議。〈胤征〉屬「偽古文尚書」的篇目，很可能為後人偽作，

把其中材料當作上古的例證並不妥當。至於《晏子春秋》，誠然有許多人認

為它是先秦的作品，但是根據我們的了解，將「不能與君陷于難」的「與」 

解為使讓義恐怕是成問題的。該則故事記述齊景公和晏嬰之間的對話，齊景

公問：「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回答：「有難不死，出亡不送。」景

公聽了不悅，質問這樣能算是忠臣嗎？晏嬰繼而解釋：「言而見用，終身無

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

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于君，

不能與君陷于難。」2顯然「不能與君陷于難」惟有解為不能共患難之意，方

能與晏嬰所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的言論緊密呼應，並合理解釋身為國

君的齊景公因何不快。「與君陷于難」的「與」蓋表「偕同」之義，作為介

詞使用，這是先秦相當常見的「與」字用法。3例(4)為《史記》〈陳涉世家〉 

的例子，對照《漢書》〈陳勝傳〉作：「數日，號召三老、豪桀會計事」，4並

  1 例句的排列順序及出處皆依江藍生原文轉錄，未經更易。

  2 吳則虞，《晏子春秋集釋》（臺北：鼎文書局，1977），卷3〈內篇•問上〉，頁224。
  3 此則篇名為〈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緊接下一則的篇名為〈景公

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乃說明臣子「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的道

理。（頁226）前後篇名所用的句式如出一轍，顯示兩個「與」為相同的用法，此資料可供
作「不能與君陷于難」的「與」表「和、同」的旁證。

  4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卷31，頁1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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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與」字，我們不免疑心《史記》的「與」會不會是個衍文？例(5)「沛公

起如厠，招樊噲出，置車官屬，獨騎，與樊噲、靳強、滕公、紀成步從間道

走軍，使張良謝羽」，江藍生所加的譯注是「沛公……獨自騎馬，讓樊噲等人

從小道逃走，讓張良留下辭謝項羽」，這個「與」的用法恐怕跟例(3)一樣，

表示「和」或「同」，意指劉邦為了避免驚動項羽，留下龐大的車隊隨從，獨

自騎著馬，和少數幾個將領逃走了。

最後，再考慮《公羊傳》「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的「與」是

否有表示「容許、許可」的可能？同型例句在該傳中屢見不鮮，例如：5

(6) 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
(7) 曷為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曷為與襄公之征齊？桓公死，豎
刁、易牙爭權不葬，為是故，伐之也。

《公羊傳》旨在闡釋《春秋》經的微言大義。這些「與」字的使用，確切地

說，是為了表現史書作者論事衡人所寄寓的褒貶。無論「與」或「不與」，都

只是訓詁家對於作者主觀態度的揣摩，釋為「贊成」或「推許」比較妥當，

因為這些「與」都不表示主語真有「允讓」他人行事的權利。此關乎個人評

價的用法也見於其他先秦典籍，常見的例句如《論語》〈述而〉篇：「與其進

也，不與其退也。」6可知「與」在上古時期已發展出「贊許」義是不容置疑

的事實。7但是當時是否已有表「允讓」的用法？由於前人所舉的例證並不可

靠，再加上我們並未發現其他確切的用例，所以傾向認為這是中古以後才有

的發展。8

  5 例 (6)、(7)分見《春秋公羊傳》（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卷10「僖公二年」，頁123，
及卷11「僖公十八年」，頁140。

  6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論語集注》，卷4〈述而〉，
頁100。

  7 「與」表「贊許」和表「允許」的用法，就發展的歷程而言，可能有先後承繼的關係。

兩者在意義上有交疊之處，「贊許」表甲方贊同推許乙方所作的某種行為；「允許」表

示甲方同意乙方所欲從事的行為。簡言之，兩者的差別僅在於，被「贊許」的事件為實

然（realis）的命題，而被「允許」的行為大多尚未付諸行動，具非實然（irrealis）的情態

意義。從句法表現來看，兩種用法亦有相似處：其一，都帶雙賓結構，遠賓語以動詞組體

現，例如：「不與諸侯專封」（贊許）、「不與時務經懷」（允讓）。其二，兩賓語之間皆可用

「之」串連，如：「不與夷狄之執中國」（贊許），和「不與世法之所滯」（允讓）。

  8 筆者曾在先秦的語料中找到幾條疑似表使動的例子，但經過參酌比較之後，發現這些例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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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古表使役的例句

漢語利用授與動詞表使役的用法很可能是魏晉南北朝以後才發展出來

的，在當時例句的數量並不多，直到唐以後，例句才多了起來。9底下為說明

之便，將「與」字句的表面形式記為：「NP1　與　NP2　VP」，其中VP表

NP2的行為或狀態。從「與」字句的用法可以發現，「與」的意涵往往隨著
語境而定，又因所帶VP類型的差異常有不同的解釋。先看帶動作類動詞的例

子：

(8) 佛言：「從今日後，太老不應與出家。太老者，過七十。若減七十，不
堪造事，臥起須人，是人不聽出家。若過七十，能有所作，是亦不聽。

年滿七十，康健能修習諸業，聽與出家。」（《摩訶僧祇律》卷23）10

(9) 我滿十八歲女某甲，欲於如來法律中受具足。我今從僧乞二歲學戒，唯
願阿梨耶僧憐愍故，與我二歲學戒。」（《摩訶僧祇律》卷30）11

有問題。如《史記》〈夏本紀〉：「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與益予眾庶稻鮮食。……與

稷予眾庶難得之食。」同篇另有一段內容相近的描述：「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溼。命后稷

予眾庶難得之食。」兩相對照，似可斷定「與」有使役的意思。（見（日）瀧川龜太郎，

《史記會注考證》（臺北：宏業書局，1990），卷2〈夏本紀〉，頁44、37）然而《史記》記述
三代之事每每引用《尚書》的材料加以翻譯，該段在〈皐陶謨〉篇作：「暨益奏庶鮮食。

……暨稷播奏庶艱食。」（見屈萬里，《尚書釋義》（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1984），
頁46 ）既然《尚書》用「暨」，那麼《史記》的「與」很可能跟「暨」一樣，是個介詞。

再如《莊子》〈天地〉：「與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根據陳鼓應的翻譯：「讓他做天

子嗎？他要依憑人事而摒棄自然」，乍看之下，這是個表使讓的例句。（《莊子今注今譯》 

（香港：中華書局，1990），頁305）但古書中有些「與」事實上是「以」的借字，例如《周
易》〈繫辭上〉：「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韓康伯注：「可以應對萬物之求，助成

神化之功也。」因此「與之配天」極可能是「以之配天」。（《周易》（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9），卷7〈繫辭上〉，頁154）凡此種種似是而非的例子，都被我們篩除了。
  9 洪波、趙茗（2005: 38）也說：「『與』的使役化不可能發生在先秦兩漢時期，只可能發生

在六朝以後」，所根據的資料是《世說新語》〈文學〉「取手巾與謝郎拭面」一例。我們認為

像「取手巾與謝郎拭面」的連動結構是一種非典型的使役用法，其中第二動詞組「與謝郎

拭面」的「與」誠然可解釋為「讓」的意思，卻因為前一動詞組以持拿義的「取」為中心

成分，便相對保障了「與」的授與義，「取」跟「與」合起來表示「拿物給人」的連續動

作。

10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摩訶僧祇律》，《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3），第22冊，頁418a。《大正新脩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

11 東晉•佛陀跋陀羅譯，《摩訶僧祇律》，《大正藏》第22冊，頁471b。



漢學研究第 28卷第 1期364

「出家」、「學戒」皆表NP2所欲從事的行為，主語NP1為行事權的給予者，
「與」表「允許、容讓」之義。這一點可以從例(8)「與」和表聽任義的「聽」 

替換使用，或形成並列結構得到證明。「與」後頭的VP似乎應看成一個論

元，此論元表示所授與的事物，試看例(9)「與我二歲學戒」的請求，參酌該

段其他內容作「阿梨耶僧聽，某甲式叉摩尼，二歲學戒滿二十，欲於如來法

律中受具足」，可知這裡的「二歲學戒」並不僅止於表示學戒兩年的意思，還

蘊含著期滿之後得以受具足戒的盼望。12這種抽象的願望雖不比具體之物，但

行事權利的轉讓在語義概念上亦等同於一種抽象事物的授與。

下面例(10)、(11)的「與」亦表「聽與」，可是句子成分之間的語義關係

跟前兩例有別：例(8)、(9)的主語不表VP的受事，但這裡(10)的主語為VP動

作的對象，(11)的主語跟VP中的受事賓語存在著領屬（整體對部分）關係：

(10) 若比丘有上諸五法成就，滿十歲應與他依止。云何應與？所欲求依止比
丘，……應如是語：「我某甲比丘，從長老乞依止，長老與我依止，我

依止長老住。」（《十誦律》卷21）13

(11) 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
此心無所與讓也。（《世說新語》〈品藻〉）14

「不與時務經懷」一句顯示「NP1　與　NP2　VP」結構的VP有一顯性賓

語，因此我們假定像「長老與我依止」一類看似沒有賓語的句子，其實有個

隱性的賓語在動詞後頭，由於它跟主語同指稱因而承前省略。這樣的假設可

由後來明、清小說的材料找到很好的證據，例如：「我也不到得與他打我」 

（《二拍》卷9，見下文例55）。例(10)、(11)動詞賓語跟主語同指，或賓語跟

主語之間具有領屬關係的語義類型，事實上跟「與」表被動的來源密切相

關，下文討論被動句時再進一步論述。

以上分析的是VP為動作類動詞的例句，底下例(12)、(13)的VP為表心

理狀態的動詞：

(12) 是人答言：「大王，施我無畏者，我當說實。」答言：「與汝無畏。」 

12 《四分律》卷27描述有相同的戒律：「自今已去，聽年十八童女二歲學戒，年滿二十，得受
具足戒。」該例用「聽」表「准許」之義，可與本例「與我二歲學戒」相發明。

13 後秦•弗若多羅、羅什譯，《十誦律》，《大正藏》第23冊，頁149c。

14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3），頁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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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誦律》卷15）15

(13) 太子又言：「仁者，所為此業，大善！汝若能觀一切諸行是無常法，能
知如是，乃至善。與一切眾生無怖畏者，乃至心能不起殺害於諸生，又

能活命，施其安隱。……」（《佛本行集經》卷15）16

例(12)「與汝無畏」的應答來自「施我無畏」的懇求，君主所言「與汝無畏」 

表示「施與你沒有畏懼的權利」，亦即「你不用害怕，據實以告」。(13)「與

一切眾生無怖畏」可理解為致使義，義同「使一切眾生無恐無畏」（《放光般

若經》卷7）。17不過就整段話看來，「與一切眾生無怖畏者，乃至心能不起

殺害於諸生，又能活命，施其安隱」雖非表示君上對平民的賜與，卻也展現

一種主宰的特性及施授的觀念，尤其表述眾生「無（怖）畏」、「安隱」的生

命情狀之時，並非利用使役動詞，而是用「施」「與」動詞。可以說，(12)、

(13)這兩條「施」、「與」交替出現的例句暗示著「與」仍有授與之義。然對

照上述帶動作類動詞的「與」表「聽與」，這裡帶狀態類動詞的「與」可解讀

為「致使」，足見「與」所引申出來的意涵其實相當程度受到所接動詞組類型

的影響。

許多跡象顯示這些中古的「與」字句雖然可表使、讓義，「與」卻都是

個授與動詞。除了常有跟「施」共現的情形之外，「與」還跟「乞」相對而

用，如上述例(9)「我今從僧乞二歲學戒，唯願阿梨耶僧憐愍故，與我二歲學

戒」、例(10)「我某甲比丘從長老乞依止，長老與我依止」。「乞」的語義同

樣涉及事物的轉讓，可析分為〔請求〕＋〔授與〕兩義素的結合，其主語論

元表索求者，相對地，「與」的主語表授與者。「乞」跟「與」一樣常帶名

詞性賓語，如：「乞子，與其子；索孫，即與孫」（《佛本行集經》卷14），18

即使帶的是動詞性賓語，其地位亦相當於名賓所表示的乞索物，如「乞二歲

學戒」和「乞依止」意指請求賜予「受戒」、「依止長老」的權利，而「與我

依止」及「與我二歲學戒」自然就是「與其所願」。19此外，從例(10)「若比

15 後秦•弗若多羅、羅什譯，《十誦律》，《大正藏》第23冊，頁108a。

16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大正藏》第3冊，頁724b。例中「安隱」即後世所謂

的「安穩」，在中古佛經裡頭皆作「安隱」。

17 西晉•無羅叉譯，《放光般若經》，《大正藏》第8冊，頁46。
18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大正藏》第3冊，頁718b。

19 「與其所願」一語有其根據，參《百喻經》卷3〈願為王剃鬚喻〉：「王大歡喜，與其所願，



漢學研究第 28卷第 1期366

丘有上諸五法成就，滿十歲應與他依止。云何應與」又得以清楚看出，「與」 

保有授與動詞可作為主要動詞單獨使用的特性，這一點跟使役動詞截然不

同。「與」還能跟「讓」複合表示「讓與」，如(11)「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

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也」，在在顯示「與」不能當作使役動詞看待。

（二）近代表使役的例句

跟中古漢語比較起來，近代漢語表使役的「與」字用例數量較多，用

法也發展得比較完備。若採用一般對使役範疇的分類法，可以從語義角度把

「與」字句分為表「容讓」、「致使」、「役遣」三類：

1.「容讓」類

下面例(14)-(19)和中古表「聽與」的用法幾無二致：

(14) 於時波羅門，聞師所說，而生歡喜，欲求出家。師与出家，受具足戒，
令證道果。（《祖堂集》卷2）20

(15) 某甲擬欲入池，有一個老和尚，不与某甲入池裏，便喝。因此再見和
尚。（《祖堂集》卷16）21

(16) 恨楚城春晚，岸花檣燕，還將客送，不與人留。（劉過〈沁園春〉）22

(17) 那先生便是個奶公，他肯讀，便教他讀幾句；若不肯，不敢去強他。肯
寫，與他寫幾個；不肯，再不敢去教他。（《型世言》第十五回）23

(18) 好內眷！如何偷出家人，做得好事！與我捉個頭，便不聲張。（《初
拍》卷17）24

(19) 尚妃泣拉其衣襟，抱住不與去。王羲扯開，出宮騎馬便行。（《閩都別
記》一二三回）25

可以注意到例(15)、(16)、(19)在「與」字前頭都有表主觀意願的否定詞

「不」予以修飾，顯見「與」或「不與」（給或不給）是授與者可以自主控制

的。早在六朝就已經出現表否定的用例（「不與時務經懷」），這種表容讓的

即便問言：『汝何所求？恣汝所欲。』」（蕭齊•求那毘地譯，《百喻經》，《大正藏》第4
冊，頁551a）

20 南唐•釋靜、釋筠，《祖堂集》（長沙：嶽麓書社，1996），卷2〈伽耶舍多尊者〉，頁30。
21 南唐•釋靜、釋筠，《祖堂集》，卷16〈黃蘗和尚〉，頁366。
22 唐圭璋編，《全宋詞》（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第3冊，頁2145。
23 明•陸人龍，《型世言》（成都：巴蜀書社，1993），頁270。
24 明•凌濛初，《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0），頁176。
25 清•里人何求，《閩都別記》（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上冊，頁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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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即使遠賓語（直接賓語）位置出現感知動詞，如「知（道）」、「（看） 

見」等，也不影響主語的自主性，試看：26

(20) 此情不與人知道，知時只恐人撓著。（陳德武〈千秋歲引〉）27

(21) 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
排辦如此？」（《五燈會元》卷3）28

(22) 嬾龍見草中一物礙腳，俯首取起，乃是古銅鏡一面，急藏襪中，不與人
見。（《二拍》卷39）29

例(20)、(21)的「知（道）」，例(22)的「見」，就屬人的近賓語而言，可能是

蓄意而然，也可能是不期然而然。我們認為他人有意或無意知見，跟主語給

不給知見其實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與」字句根據主語自主操控性的強

弱，可有容許他人知見、致使他人知見，或被他人知見等用法。這些例子的

主語都是有意防堵他人知道或看到，「與」的意義幾乎等同於「讓」。

承上，容讓義的例句表示准與他人從事某種行為，然而下面用例的近賓

語都是無生名詞，既然無生，似乎就遑論意願的有無：

(23) 爆竹聲中歲又除，頓回和氣滿寰區。春風解綠江南樹，不與人間染白
鬚。（趙師俠〈鷓鴣天〉）30

(24) 平生不會斂眉頭，諸事等閒休。元來卻到愁處，須著與他愁。（唐庚
〈訴衷情〉）31

(25) 溫公不喜權謀，至脩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
（《朱子語類》卷134）32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例句的近賓語雖是無生名詞，但只要出現在雙賓句式

中，都彷彿有生命化（〔＋Animate〕）或人格化（〔＋Human〕），連帶地具有

施行VP所表動作，或展示VP所表狀態的能力，如(23)「人間」是無生命的，

26 授與動詞所帶的間接賓語和直接賓語，大陸地區的文獻又分別以近賓語、第一賓語相對於

遠賓語、第二賓語稱之。

27 唐圭璋編，《全宋詞》第5冊，頁3460。
28 宋•釋普濟編，《五燈會元》（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卷3，頁138。
29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1），卷39，頁650。
30 唐圭璋編，《全宋詞》第3冊，頁2081。
31 唐圭璋編，《全宋詞》第2冊，頁710。
32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臺北：世華出版社，1987），卷134〈歷代一〉，頁3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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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呈現「染白鬚」的樣貌；(25)「只得與他存在」的「他」本指事件，但用

於此格式中即透顯出「他」彷彿是個有意志的生命個體。這種有生命化的語

義特性應當跟授與動詞所帶雙賓語的句法徵性有關，必須是有生名詞才能出

現在間接賓語的位置。33此外，這三個例句因為VP所表述的狀態都是已然成

真並且正在持續的，在這樣的語義環境之下，使得我們對於「與」的解讀又

和上述例句不同：前面例句VP所表述的行為都是尚未實踐的，「與」在那

樣的語境中自然表達准許或允讓之義。這三例VP所表述的狀態業已發生，所

以「與」具有放任該情況持續下去的意思。兩相比較，主語的宰制力看來強

弱有別，不過，這卻是由於句子成分之間的語義互動，使得原本表示授與的

「與」在其間引申出應允或放任等意涵。尤其可以注意到像例(24)、(25)「與」 

的前頭分別有「須著」、「只得」表示情態（modality）的語詞予以修飾，

「與」自然帶有莫可奈何的意思。

2.「致使」類

例(26)-(32)表示透過施事者的某種作為，致使受事者呈現某種狀態或產

生某種結果，「與」所接的動詞組一般為靜態動詞（非動作類動詞）：

(26) 淨能曰：「必被岳神取（娶）也！」欲與張令妻再活。（《敦煌變文集
新書》卷6）34

(27) 風意未應迷狹路，燈痕猶自記高樓。露花煙葉與人愁。（晏幾道〈浣溪
沙〉）35

(28) 聖人言語本自明白，不須解說。只為學者看不見，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
省一半力。（《朱子語類》卷19）36

(29) 喜得他的哥哥李經，他道：「守節自是美事，不惟替陳家爭氣，也與我
家生光。」（《型世言》第四回）37

(30) 這話分明是要激惱晁大舍，要與計氏更加心冷的意思。（《醒世姻緣

33 也必須是帶〔+Animate〕及〔+Human〕的名詞才能出現在授與動詞主語的位置，這使得

「與」的主語即使以無生名詞體現，也具有施動的傾向，請參看下文例 (27)。

34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3），卷6〈葉淨能詩〉，
頁1104。

35 唐圭璋編，《全宋詞》第1冊，頁240。
36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19〈論語一〉，頁440。
37 明•陸人龍，《型世言》，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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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第三回）38

(31) 你老人家若不肯留這孩子時，待老身領去，過繼與沒孩兒的人家養育，
也是一條性命，與你老人家也免了些罪業。（《喻世明言》卷21）39

(32) 一家娶得個美婦，只恐怕別人不知道，倒要各處去賣弄張揚，出外游
耍，與人看見。（《初拍》卷32）40

這些例句的致使泰半是致事者有意使然的，換言之，受事者所呈顯的狀態或

結果為主語施動的目的。不過，該狀態結果事實上跟主語的動作並非直接相

關，比方例(28)「（聖人）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聖人施動的結果是把

註解做出來，而「學者省一半力」則是藉由這個行為間接達到的效果。我們

把這種用法稱為「間接致使」，有別於「直接致使」。請比較一般動補結構的

使成式表達的是「直接致使」：41

(33) 或有惡風，吹散其體。（吳支謙《菩薩本緣經》）
(34) 魔即自欲挽起屍卻，如似蚊子，欲移須彌，不能令動。（西晉安法欽
《阿育王傳》）

例(33)、(34)受事者的結果狀態（（體）散、動）是直接經由施事者的動作

（吹、移）而造成的，和表間接致使的用法不同。直接和間接致使的分別幾乎

普遍存在於各語言當中，可另外參考本文第五節所引高加索語的例子。

又從這一類表致使的例句得以看出，某些「與」字句的動詞組成分和前

頭容讓義句頗為相近，試看：

(35) a. 倒要各處去賣弄張揚，出外游耍，與人看見。（例32）
 b. 古銅鏡一面，急藏襪中，不與人見。（例22）
(36) a. 露花煙葉與人愁。（例27）
 b. 元來卻到愁處，須著與他愁。（例24）

(35a)表有意致使他人睹見，(35b)則表不願讓他人看見，同一句構在不同的

語境中語義有別。(36a)的主語「露花煙葉」雖非有生名詞，但只要出現在

「與」的主語位置，「與」的配價功能即賦與它施事者（或施與者）的語義

38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頁40。
39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臺北：里仁書局，1991），卷21，頁298。
40 明•凌濛初，《拍案驚奇》，頁373。
41 下面兩例引自魏培泉（2000: 810）。



漢學研究第 28卷第 1期370

角色，再加上遠賓語以表心理狀態的動詞體現，自然使得「與」產生致動的

意涵。同樣「NP1 與 NP2 愁」一句用到(36b)「元來卻到愁處，須著與他愁」 

的語境裡，便表示無可作為，只得放任，顯見說話者使用「與」構句，其用

意隨情境有別，有時傳達致使意涵，有時表示放任或容許（以及下一節表役

遣），語義雖繁複，但底層的概念結構可能都是相同的，即來自「與」字雙賓

動詞（ditransitive verb）表「授與」的語意架構。

3.「役遣」類

近代漢語有一類「與」字用例表示役遣，出現時間恐怕比表「容讓」、

「致使」的用法來得晚，例子並不多：

(37) 三個大王都無天下之分。眾大臣商議不定，且與周勃權國。勃曰：「老
臣不敢受此。」（《前漢書平話》卷下）42

(38) 大慈道：「……怕還不曾喫夜飯，叫知客留他茶寮待飯，與他在客房
宿。」（《型世言》第九回）43

(39) 麻姑曰：「……看此二門還有一道高牆，姐姐勿入，與吳郎先入。」 
（《閩都別記》一七九回）44

(40) 於是鳳鳴令二子斯恭、斯顯，帶外甥許天開同去。南翥又面囑兩弟：
「如遇有機會，即管與去做，勿怕！」其弟應許，即帶去泉州城。（《閩

都別記》三九四回）45

例(37)「且與周勃權國」決策一出，周勃回答：「老臣不敢受此」，突顯出

「權國」的職權來自眾臣的賦予，非出自周勃的意願，像這樣的例子即有使遣

的意涵。該類例句的語義，確切地說，應是給予某人某種安排，如例(38)「與

他在客房宿」表示安置他在客房歇宿；(39)「姐姐勿入，與吳郎先入」則是

指派吳郎先入；(40)「如遇有機會，即管與去做」應理解為給予任事的引導

或安排為佳。儘管「與」在語境中表示役遣的意思，其使役強度仍然比不上

「命、遣、派、使、令」等所謂高強度使役的成員，這些語詞與生俱來即表派

遣之義，「與」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42 著者不詳，《前漢書平話》（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卷下，頁68。
43 明•陸人龍，《型世言》，頁199。
44 清•里人何求，《閩都別記》中冊，頁241。
45 清•里人何求，《閩都別記》下冊，頁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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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表被動的「與」字句

過去所謂先秦「與」字被動式的用例不出《戰國策》的兩條材料：46

(41) 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陵，……遂與勾踐禽，死於干隧。
(42) 秦與天下罷，則令不橫行於周矣。

謝質彬（1989: 66）言：「遂與勾踐禽」即「遂為勾踐禽」。「『秦與天下
罷』即『秦為天下罷』。此句今本作『秦與天下俱罷』，王念孫《讀書雜志》 

說：『“俱”字後人所加。“秦與天下罷”者，“與”猶“為”也，謂秦為天

下所罷也。……古或謂“為”為“與”，“為”、“與”二字聲相轉而義亦相

通。』」江藍生（1999/2000: 230）也引《讀書雜志》：「言為勾踐所禽也」，
說明例(41)表示被動。47且讓我們詳讀王氏的說法：

「秦與天下罷」者，「與」猶「為」也，謂「秦為天下所罷」也。此言「天

下欲以攻周罷秦，秦攻周，則為天下所罷，非謂秦與天下俱罷」也。

古或謂「為」為「與」：〈秦策〉曰：「吳王夫差棲越於會稽，勝齊於艾

陵，遂與句踐禽，死於干隧。」言「為句踐所禽」也。《韓子》〈外儲說〉 
左篇曰：「名與多與之，其實少」，言「名為多與之，而其實少」也。

「為」謂之「與」；「與」亦謂之「為」：〈齊策〉曰：「張儀以梁為齊戰於

承匡」，言「以梁與齊戰」也。《孟子》〈公孫丑〉篇曰：「得之為有財，古

之人皆用之」，言「得之與有財」也。《史記》〈淳于髡〉傳曰：「豈寡人不

足為言邪」，言「不足與言」也。是「為」、「與」二字，聲相轉而義相通

也。48

該段文字主要為了證明《戰國策》〈西周策〉「秦與天下俱罷」的「俱」乃後

人所添，大意是「秦與天下罷」同「秦為天下罷」，其中「與」是「為」的借

字。王念孫一共徵引五條例句證述古代「為」、「與」二字聲相轉而義相通的

46 二例分見漢•劉向，《戰國策》（臺北：里仁書局，1990），卷7〈秦五〉，頁265；卷2〈西
周策〉，頁68。

47 其引文稍有出入，作：「（夫差）無禮於宋，遂與勾踐所禽也」，查考《戰國策》原典，此

例與謝文所錄（見例41）實為同一段語料，「所」、「也」二字應是江在謄寫時多出來的衍
文。

48 清•王念孫，《讀書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卷2之一「秦與天下俱罷」，
頁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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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其中謂「為」為「與」的有「夫差……與勾踐禽」、「名與多與之，

其實少」；謂「與」為「為」的包括「張儀以梁為齊戰於承匡」、「得之為有

財，古之人皆用之」、「豈寡人不足為言邪」，「與」跟「為」相互假借的例

證看來相當確鑿。今人的構擬亦能支持這樣的觀察：「與」為喻四語韻字，

上古韻母屬魚部；「為」喻三支韻，上古韻母屬歌部。就韻母而言，魚部、

歌部的主要元音相同，都是*-a-。聲母部分，喻四字在上古跟舌根音的關係相

當密切，顯著的例子如「與」（喻四）用來作「舉」（見母）的聲符。其他像

「遺」（喻四），从「貴」（見母）得聲；「閻」（喻四），从「臽」（匣母）得

聲，都是以舌根音作為喻四字聲符的例子。49上古喻四聲母當有舌根音的成分

在裡頭，而喻三一類的聲母在上古時跟匣母字是不分的，也有舌根音成分。50

「與」跟「為」在主要元音相同、聲母又相當接近的條件下，假借關係極有可

能成立。倘若再考慮到「為……（所）Ｖ」為古漢語常見的被動式，那麼《戰

國策》「夫差……遂與勾踐禽」及「秦與天下罷」的「與」便可能是「為」因

為地域之別所產生的一音之轉，方音既起變化，故而用「與」標示。況且許

多學者都同意從先秦以降到唐以前這上千年的時間當中，罕見其他「與」表

被動的用例，倘若主張授與動詞兼表被動的用法起源於先秦，勢必難以解釋

這其間的一大段斷層。

（一）近代表被動的例句

用授與動詞表被動的可靠句例出現於唐代，中古時期慣用的「為」字式

到了此時出現改易為「與」的現象，試看：

(43) 又《雜寶藏經》云：佛言：「於過去世，雪山之側有山雞王，多將雞眾
而隨從之。……語諸雞言：『汝等遠離城邑聚落，莫與人民之所噉食。

我等多諸怨嫉，好自慎護。』」（《法苑珠林》卷54）51

《法苑珠林》完成於唐高宗朝，內容廣羅佛教經論，具類書或輯佚書的性質。

此例明言轉錄《雜寶藏經》，然考諸該典，「莫與人民之所噉食」本作「莫為

49 例見董同龢（1965/2002: 297-298）。
50 這部分可參考龔煌城（2001/2002: 198, 207, 189）所提出的漢藏同源詞，他把喻三的上古音

值擬為圓唇複聲母*gwrj-，也指出上古漢語有一類*gl-複輔音，*g-脫落後，*l-到中古即變

為喻四 j-。

51 唐•釋道世譯，《法苑珠林》，《大正藏》第53冊，頁69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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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之所噉食」，52反映「與」在唐代已然具有和前期「為」字式一樣表述被

動的功能，「莫與人民之所噉食」的意思即「不要被人民吃了」。底下是唐至

明清時期其他「與」表被動的例句：53

(44) 世間一等流，誠堪與人笑。（寒山詩）
(45) 楚平王無道，枉誅我父兄。子尚是君之臣，如何不與設計，遂與楚王遣
死。（《敦煌變文集新書》卷5）54

(46) 彼所有智者，每勸之曰：「和尚是高人，莫与他所使。」（《祖堂集》卷
2）55

(47) 不念名聞衣食，不貪一切功德利益，不与世法之所滯。（《祖堂集》卷
14）56

(48) 金印不來丹飛去，擬神仙、富貴都差了。空鑄錯，與人笑。（劉克莊
〈賀新郎〉（四用韻））57

(49) 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
物滾了，豈不壞事！（《朱子語類》卷71）58

(50) 你是他家人，來的兩日又去，須與人笑話。（《型世言》三十三回）59

(51) 姐姐也見得是，且耐心著，不要煩煩惱惱，與別人看破了，生出議論
來。（《二拍》卷9）60

(52) 薛如卞密密的尋了一只極老的蒼鷹，悄悄拿到狄家，背地裏交與狄周媳
婦，叫他不要與人看見。（《醒世姻緣傳》六十三回）61

(53) 眾人雖素昔懼怕鳯姐，然想二姐兒實在溫和憐下，如今死去，誰不傷心

落淚，只不敢與鳯姐看見。（《紅樓夢》六十九回）

(54) 半夜人眾皆走，我同弟走出，吾弟不知與兵衝散何處。（《閩都別記》 
一○九回）62

52 元魏•吉迦夜、曇曜譯，《雜寶藏經》，卷3，《大正藏》第4冊，頁465b。

53 例 (44)錄自江藍生（1999/2000: 230）；例 (53)錄自馮春田（2000: 639）。
54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卷5〈伍子胥變文〉，頁851。
55 南唐•釋靜、釋筠，《祖堂集》，卷2〈慧可禪師〉，頁50。
56 南唐•釋靜、釋筠，《祖堂集》，卷14〈百丈和尚〉，頁320。
57 唐圭璋編，《全宋詞》第4冊，頁2632。
58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71〈易七〉，頁1797。
59 明•陸人龍，《型世言》，頁552。
60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頁177。
61 清•西周生，《醒世姻緣傳》，頁786。
62 清•里人何求，《閩都別記》上冊，頁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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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4)、(46)有使役或被動兩種解釋。（梅祖麟 2005: 170）「和尚是高人，莫
与他所使」可表容讓他人使喚的意思，亦即主語「和尚」自願讓渡使喚自己

的權利給他人。然就情理考量，形成讓他人使喚的局面往往對當事者的權益

有所損害，因此這個句子一般被視為被動。例(52)、(53)使用表示知見的感

知動詞，但它們跟上述表容讓、致使的用法又不同。句中的情態副詞「要」、

「敢」並非表示要做某事、敢做某事的主觀意願，而表是否接受、能否承受

「與某人看見」的情況發生。這裡的「與人／鳯姐看見」既不是主語有意容

讓，亦非有意致使，所造成的局面是主語無法自主控制的，應理解為被動。

可以注意到漢語的被動句大多為不幸被動句（adversative passive），表達的事

件通常為當事人所不樂見。然而，這並非判斷漢語被動句的主要依據，被動

句的判斷取決於該事件的發生對當事者而言是否非由掌控，莫可抗拒。

（二）「與」作為被動表述的來源

由被動、使動兩解的例子，以及同一語句出現在不同語境則有表使役

或被動之分的情形，不難看出「與」表使役和表被動之間有著難以切割的關

係。職是之故，有一種觀點認為授與動詞經歷了和「教（交、叫）」、「讓」 

相同的使役結構，從而轉化為被動式，馮春田（2000）、蔣紹愚（2002; 2004; 

2005）、洪波、趙茗（2005）對此演變機制進行了詳細的討論。其中馮春田
（2000: 608, 638）把「與」字被動句稱為「表示被動意義的使役句」，指明
「『與』原本不是被動關係詞，是由使役句語義關係的制約而具被動義的」。我

們認為使動結構（causative construction）表達被動意涵（passive sense）的

分析模式誠然得以解釋漢語某些使役動詞（如：教、讓）的演化，許多語言

具備同類的表現手法，如英語可以說：‘John had his watch stolen by Mary.’

但是，假使把握住「與」的語義本質及句法特徵，則會發現這可能是一種有

別於使役兼表被動的表述方式。下文將指出「與」無論表使役或被動，其詞

彙意義隱然存在，尤其所帶的論元結構又反映出雙賓語的特性，極有可能是

「與」的語義跟句子各論元之間的語義互動，使得語句產生容讓、致使、使

遣，或被動等意涵，「與」的結構和語義在本質上並沒有發生太大的改變。

漢語平面語言的證據得以支持授與動詞轉化出使役或被動義的看法，例

如：「他給我打了」可表示「他同意我打（球）了」（使役），或「他被我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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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被動）。（江藍生1999/2000: 233）63一般認為只有在「打」的受事賓語

隱而不顯的情況下，才容許有被動的解釋，試看：

(55) 我也不到得與他打我，回說道……，方才免得一頓打。（《二拍》卷
9）64

(56) 我陳某當初軟弱，今日不到得與他作弄。（《初拍》卷15）65

「不到得」意指不至於落到哪一步田地，亦即不至於發生某種情況。例(55)因

為「打」後頭出現了顯性賓語，這個例子通常被當成致動句，表「我也不至

於笨到讓她打我」，是一個弱使役的句子。例(56)的情況正好相反，因為「作

弄」的賓語沒出現，這個句子是個典型的被動句，好比英語的被動式，受事

賓語移到主語的位置，而在動詞後留下一個空位。但話說回來，主動式變為

被動式的轉換機制實際上不適用於漢語的被動句，例如：

(57) 若合拜而不拜，被他責我不拜，豈不是取辱？（《朱子語類》卷22）66

「被」顯然為漢語被動式的標記，但是我們很清楚看到句中及物動詞「責」後

出現了顯性賓語。相應於例(57)，閩南語的「與（h c6）」也有如下的被動表
述：

(58) 我與伊罵我不孝，實在真冤枉！

這句話的被動意涵極為濃厚，而動詞的賓語卻是以顯性的姿態呈現。可見漢

語的被動句和英語的被動式存在著類型學上的差異，漢語被動句的受事賓語

固然大多承前省略，卻不能以此作為判斷被動句的句法條件，最主要的根據

還是在於主語是否表動作動詞的施動對象，如(58)的主語「我」跟動作動詞

「罵」的受事賓語「我」即具有同指關係。當然，我們曾看過如下的中古例

句，主語為動作的施動對象（例10），抑或該受事賓語與主語之間存在著部分
對整體的關係（例11），然則卻沒有引發被動的詮釋：

(59) 若比丘有上諸五法成就，滿十歲應與他依止。（例10）
(60) 遠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例11）

63 此外「給」又可表處置，意指「他把我打了」。

64 明•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頁166。
65 明•凌濛初，《拍案驚奇》，卷15，頁160。
66 宋•黎靖德，《朱子語類》，卷22〈論語四〉，頁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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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主語論元對於「與或不與」仍有很高的自主性，對於事態是否發生

猶可掌控，因此這兩個例子表聽與、容讓的意思。

四、句式分析

目前從事句法理論研究的學者仍傾向從移位的觀點思考「與」字被動句

的形成，跟許多歷史語法學者一樣，認為「與」字被動句是由使役句轉化而

來。他們把使役句看成使役動詞「與」所帶的論元結構，其中表事件的域內

論元以子句呈現。當從屬子句中複指主語的受事賓語為空位時，便被重新分

析為被動結構。（Lisa Cheng et al. 1999；馮勝利等 2008）漢語的歷時證據顯
示被動句的受事賓語不必然為空範疇，前文申論已詳，無須贅述。表使役或

被動的「與」字句究竟該如何分析？不乏有人將它們概括為「兼語式」。（江

藍生 1999/2000；馮春田2000；洪波、趙茗 2005）「兼語式」的特點是「兼
語」既做前一述語之賓語，又做後一謂語的主語，為整個結構的樞紐所在，

不可省略。但是下列「與」字句顯然違背此一標準：

(61) 師与出家，受具足戒，令證道果。（例14）
(62) 楚平王無道，枉誅我父兄。子尚是君之臣，如何不與設計，遂與楚王遣
死。（例45）

(61)表使讓，(62)表被動，兩個「與」字句都沒有所謂的「兼語」，可見分析

為「兼語式」並沒有抓住結構的本質。而例(61)表使役的「與」只帶了一個動

詞組形式的論元，適足以反駁「與」帶的域內論元為一主謂結構的說法。我們

知道雙賓語結構的近賓語可以省略而不影響句子的合法性，因此把它們分析

為雙賓結構或許是比較好的處理方式。底下將舉例說明使役、被動句的「與」 

仍帶授與義，並以動詞組名物化的例子論證該詞組實為遠賓語。此外，就歷時

角度來看，表授與的雙賓結構自古即有遠賓語以動詞組體現的例子，即便某些

例句引申有使讓之義，也不需根據語義的詮釋而把它們當成另一種結構。換言

之，「與」字句表授與、表使役或被動都是同一個簡單的雙賓結構，之所以有

那麼豐富多元的表現力是「與」和其他句子成分的語義互動使然。

（一）歷史上的同型例句

根據劉宋川（1998: 434）所統計先秦十五種文獻表授與的雙賓語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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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出「與」字用例最多，「賜」字居次。授與動詞「與」的歷史比「賜」 

來得晚，它不見於甲骨文，在西周金文中有其用例，和書面文獻《尚書》、

《詩經》出現「與」表授與的年代正好相合。「賜」帶雙名賓的格式早見於

甲骨文，如：「貞：勿易黃兵？（易，賜予。黃，黃族或黃國。兵，兵器）」 

（9468）「貞：禱于上甲，受我祐？（授與我福祐）」（1171正）67最遲在春秋

以後出現了遠賓語以動詞組體現的例句：

(63)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尚書》）68

(64)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毛詩》）69

(63)「錫汝保極」意指「賜你維護這個準則」。(64)「既飲旨酒，永錫難老」，

鄭玄注：「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爾後又有如

下例句：

(65) 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史記》〈蕭相國世
家〉）70

(66) 催子玉奏曰：「臣緣卑，不合對陛下讀□□□有失朝儀。」帝曰：「賜
卿無畏，與朕讀之。」（《敦煌變文集新書》卷6）71

(65)《史記》之例省略了近賓語，遠賓語以並列動詞組形式表達所賜予的諸項

權利，這句話可引申解讀為容讓的意思。例(66)「賜卿無畏」為近代漢語的

用例，和中古佛經所見「施我無畏」、「與汝無畏」幾無二致。倘若我們認同

「賜卿無畏」為雙賓語結構，就沒有道理將「與汝無畏」一類的句子摒除在雙

賓語結構的行列之外。

（二）「與」的句法特徵

不可否認「賜」和「與」在語義方面存在著些許差異，「賜」除了表

「授與」的基本義，還包括「+位尊」的語義特點，而「與」則否。或許可以

67 鄭繼娥，《甲骨文祭祀卜辭語言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07），頁70。
68 屈萬里，《尚書釋義》，〈周書•洪範〉，頁96。
69 此例及下文所引鄭玄注皆出自《毛詩鄭箋》（臺北：新興書局，1993），卷20〈魯頌•泮

水〉，頁145。
70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卷53〈蕭相國世家〉，頁775。
71 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卷6〈唐太宗入冥記〉，頁1096。「與朕讀之」表「替朕讀

之」之義。句中□表示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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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種多出來的語義徵性保障了「賜」的語義不致虛化，而「與」是個中性

義的語詞，難保它沒有走上語法化的道路。但我們認為帶動詞賓語的「與」 

的意義固然變虛，仍保有許多特性得以讓我們看出它是個雙及物動詞，如：

(67) 眾大臣商議不定，且與周勃權國。勃曰：「老臣不敢受此。」（例37）

「老臣不敢受此」翻成白話為「老臣不敢接受這個」，其中「此」為指代詞，

指代名詞性的成分。這樣的回答暗示「權國」為一種被賦予的使命，在概念

結構上等同一個授與物，其句法地位相當於名詞組所充任的賓語。另外，從

動詞性遠賓語名物化的特色更能看出表使役的「與」字句無疑是個雙賓語結

構，中古漢語的例句即顯示有這樣的傾向，試觀察「安樂」一詞：

(68) 與無量眾生，安樂及歡喜。（《悲華經》卷4）72

(69) 願我當來，為多眾生，作諸利益，施與安樂。（《佛本行集經》卷1）73

「安樂」在佛經裡經常當述語使用，比方：「汝若出家，我今心意，定不安

樂」（《佛本行集經》卷54）、74「唯願天王，利益我等，安樂我等」（《正法

念處經》卷46），75然而只要用在表施受的結構即顯現名物化的特徵，例(68)

「安樂」和「歡喜」並列，用「及」連結，「及」為連接體詞性成分的語

詞，暗示「安樂」和「歡喜」在這裡作名詞使用。(69)「施與安樂」的「安

樂」亦是名物化的產物，這個句子省略了表授與目標的近賓語，當是漢譯佛

經以四字為句的譯經習慣使然，近代漢語亦不乏此類句式：

(70) 三府便提起筆寫道：「王氏不孝，兩鄰證之已詳，一出無辭矣。姑免拘
究，准與離異。」（《型世言》廿六回）76

(71) 宿債自應還清，准與他遂願，那四個纏了不放怎處？（《閩都別記》 
一三七回）77

(72) 聖上卻也首肯，便批與個回籍。（《魏忠賢小說斥奸書》廿八回）78

72 北涼•曇無讖譯，《悲華經》，《大正藏》第3冊，頁189a。

73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大正藏》第3冊，頁656b。

74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大正藏》第3冊，頁902c。

75 元魏•婆羅門瞿曇般若流支譯，《正法念處經》，《大正藏》第17冊，頁273c。

76 明•陸人龍，《型世言》，頁432。
77 清•里人何求，《閩都別記》中冊，頁18。
78 明•陸雲龍，《魏忠賢小說斥奸書》（成都：巴蜀書社，1993），卷6，頁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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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例(70)和(71)可知，在「准與」所帶的動詞性賓語前面可補上一個指人的

賓語。例(72)加了個「個」，清楚反映出動詞性遠賓語名物化的語言事實。除

卻「准與」、「批與」等帶授與義的雙音節動詞組，單音節的「與」亦然，例

如：

(73) 兩個帶了銀子，去贖祖房。喜得周家不作住居，肯與回贖。（《型世
言》十五回）79

(74) 當下太守再下文牒，與李英脫籍，送歸司戶。（《喻世明言》卷17）80

(75) 這獃子咒我死，且莫與他個快活！（《西遊記》七十六回）81

(76) 一不做二不休，索性與他個乾淨，絕了清油觀的禍根罷！（《警世通言》 
卷21）82

例(75)「且莫與他個快活」表示暫且不讓他快活之意，這裡的「快活」以名

物化的形式表現。例(76)「索性與他個乾淨」同樣表使讓義，但其中的「他」 

則是個虛指成分，這也是一個雙賓結構。最後考慮一個常用的例句：

(77) 「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你就與我說說地名何害？我也可解得你的煩
惱。（《西遊記》十八回）83

「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在普通話裡作「給人方便，自己方便」。「給人方

便」意指「給予他人方便」，這句話自然產生「讓別人便宜行事」的意思。以

上皆是一些可引申出使役義的用例，我們由其中看到動作或狀態類動詞組名

物化的顯著特點，足見把「與 NP  VP」視同「與 NP  NP」雙賓語結構是合理

的。

（三）現代漢語「給」的用法

若參考現代普通話或方言利用授與動詞兼表使役、被動的用法，便會發

現授與動詞的詞彙意義猶存，試看：

(78) 我們不要給歹徒可乘之機。
(79) 我們不要給歹徒有機可乘。

79 明•陸人龍，《型世言》，頁281。
80 明•馮夢龍，《喻世明言》，卷17，頁254。
81 明•吳承恩，《西遊記》（臺北：桂冠圖書公司，1990），頁958。
82 明•馮夢龍，《警世通言》（臺北：三民書局，1983），卷21，頁215。
83 明•吳承恩，《西遊記》，第十八回，頁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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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我們不要讓 / 使歹徒有機可乘。
 b. 我們不要被歹徒有機可乘。

例(78)為帶雙名賓的句式，「給」作「授與」亦可。例(79)的遠賓語則由動

詞組充任，此例有使役和被動兩解，分別表示如(79a)和(79b)。值得注意的

是這個例子的「給」未嘗不可作「給予」，我們搜尋Google網站，找到好幾

條「給予某人有機可乘（趁）」的描述，例如：84

(80) 可惜主力球星勒邦占士下半場表現失準，……給予活塞有機可乘逐漸收
復失地。（《成報》）

(81) 大老闆主觀上的貪念，加上制度上的規範不足所產生的漏洞，給予大老
闆有機可乘，上下其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法律諮詢服務網）

(82) 如果過於大意而給予對方奧步有機可趁，那還是會有不測的變化。（國
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這些用例可以加強我們把「給 NP  VP」的「給」看成雙及物動詞的理據。

由於「給歹徒有機可乘」對主語而言是無法防範的，換言之，這樣的給予並

非主語有意施惠，於是產生無意致使（如79a），或被動（如79b）的用法。

例(80)-(82)出自臺灣及香港人士之筆，這兩個地區的方言都用授與動詞兼表

使役、被動。以臺灣為例，會出現這樣的句式很可能是直接將「與（h c6）」 
轉譯為「給予」。此現象暗示使役句或被動句的「與（h c6）」在閩南話使用者
的語感裡頭，給予的意涵並未喪失。

五、跨語言比較

放眼於世界上的語言，可以發現利用授與動詞來作使役和被動表述並非

漢語的專利，無論黏著型的語言或是分析型的語言都有這樣的例子，此種用

法跟使役句表被動的模式是不同的表現類型。

（一）黏著語之例

橋本萬太郎（1987）曾指出漢語南方方言「給予」兼表「被動」而北方

84 其網址分別為：http://www.singpao.com/20070526/sports/917506.html； http://law.moeasmea.

gov.tw/modules.php?name=Content&pa=showpage&pid=1021； http://www.npf.org.tw/particle-

3778-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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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使動」、「被動」兼用的類型學差異，並因為觀察到和漢語多所接觸

的通古斯滿語支及蒙古語方言，有許多是把使動標記當作被動標記使用的，

因此他推論北方話使動、被動兼用的特色是一種阿爾泰化的結果。張麗麗

（2006: 155-159）也引述通古斯語常見的「使役兼被動句」，說明使役句轉化
為被動句的關鍵在於「非自願允讓」的語義特性，底下是埃文語（Even）的

例子：（Malchukov 1993: 370）

(83) etiken-ø　　　   (imanra-du)　　imanra-v-ra-n  
 old man-NOM　snow- DAT　　snow-ADV- NONFUT-3SG
 ‘The old man is caught by the snowfall.’（老人被大雪所困）
(84) mut-ø　　    arisag-du　  eme-v-re-p
 we- NOM　ghost-DAT　come-ADV- NONFUT-1PL
 ‘A ghost came to us; we were negatively affected.’
 （鬼來了；我們因此受到不好的影響）
(85) etiken-ø　　　　nugde-du　ma-v-ra-n    
 old man-NOM　bear-DAT　kill-ADV-NONFUT-3SG
 ‘The old man was killed by the bear.’（老人被熊所殺）

在這些例句的動詞上皆加了-v-，-v-表示該動作或事件是主語所不願遭遇的，

Malchukov給它一個ADV的標注，說明這是一個表不幸的結構（adversative 

constructions）。凡出現-v-的句子常有致使或被動兩解，如(85)是個表非自願

允讓的使役結構，當動作動詞的賓語跟句子主語同指刪略時，便形成假被動

句（pseudo-passive constructions）。（Malchukov 1993: 382）其他通古斯語
族的語言─滿語（Manchu）、鄂溫克語（Evenki）也具備跟埃文語的-v-

一樣兼表使役、被動的詞素，滿語作-bu；鄂溫克語作-w-、-p-、-b-或-mu-，

為同一詞素之變體。Sunik（1962: 130）曾考證這些通古斯語表使役／被動
的記號同源，皆來自表給予（give）的詞根。85如果其考源無誤，那麼例(83)-

(85)的受害結構跟本文所論表被動的「與」字句便有如貌離而神合。就形式

來看，雖然一為孤立語，一為膠合型（agglutinative）的語言，面貌迥異；卻

都是利用給予的概念及結構表達使役或被動的意思，神韻相似。試以臺灣閩

南語例句和上述埃文語例子對照說明，相應於例(83)表達「老人被大雪所困」 

85 詳見Knott（1995: 58），該頁註14提及同屬阿爾泰語系的俄語，動詞dat“give”也用以表

允讓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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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的情狀，閩語有「伊與雨沃著」（他被雨淋到）的說法。例(84)所表的語

義類型跟閩南話的蒙受句「一个某煞乞與走去」（一個老婆給跑了）相仿，86

都是因為他人的行為間接致使當事者蒙受其害。再比較(85)典型的假被動結

構，閩語也有「我與伊罵（我）不孝，實在真冤枉」的例子，動詞賓語得以

刪略。

值得注意通古斯語的例子表施動的論元帶的都是與格（dative case）標

記，暗示著它們應當是表接受者或目標（recipient or goal）的間接賓語論元。

假如這些句子是一種使役結構，那麼動作施事論元所標誌的或許應該是主格

（nominative case）或其他格位記號，顯然我們所看到的實際情形並非如此。

中亞高加索語族表致使的句子即標示有主格或與格的區別，底下是斯萬語

（Svan）的例子：（Sumbatova 1993: 259-260）

(86) di-d 　　　　  kātzelālne　　　　  bepšw
 mother-ERG　walk-CAUS-AOR　child-NOM
 ‘The mother led the child.’（媽媽領著孩子走路）
(87) di-d　　　　   kātzelālne　　　　  bepšw-s
 mother-ERG　walk-CAUS-AOR　child-DAT
 ‘The mother caused the child to walk.’ （媽媽誘使孩子走路）

根據Sumbatova的說明，(86)為「直接致使句」，用於母親直接牽著孩子的

手讓他走路，此時孩子為動作的受事者，佔直接賓語位置，以主格標示。而

(87)為「間接致使句」，用於母親並無實質的動作，可能僅僅藉由說話引導

孩子踏出步伐，孩子為收話者（addressee）的語意角色，佔間接賓語位置，

帶與格標記。除了這些語言之外，日語也有所謂的受害被動句（adversative 

passive），或稱為間接被動句（indirect passive），例如：（ Ishizuka 2008）

(88) Watasitati-wa　ame-ni　　hur-are-ta
 we-TOP　　　 rain-DAT　descend-PASS-PAST
 ‘We had it rain upon us.’（我們被雨淋了）
(89) Otto-ga　　　　tuma-ni　　niga-rare-ta
 husband-NOM　wife-DAT　escape-PASS-PAST
 ‘The husband was escaped from by his wife.’ （丈夫讓妻子給跑了）

86 此例引自連金發，見Lien（2008: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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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Bokusi-ga　    Ken-ni　      tumi-o　     kokuhaku_s-are-ta
 priest-NOM　Ken-DAT　sin-ACC　confess_do-PASS-PAST
 ‘The priest was confessed a sin to by Ken.’ （神父讓Ken告解）

(88)和例(83)埃文語‘The old man is caught by the snowfall.’的用法類似。(89)

和閩南方言「一个某煞乞與走去」所表達的意思完全相同。研究者指出日語

的受害被動句其實是一種「假被動句（pseudo-passive）」（Ishizuka 2008），其
中動作動詞的施事論元必定標誌為與格，此句法特徵和上述通古斯語族、高

加索語族的語言如出一軌。這些黏著語的表現，尤其通古斯語使役、被動標

記源自表給予詞根的用例，給了我們相當程度的啟發，也或許可以間接支持

本文的推判：漢語亦使用授與動詞構成使役或受害被動句，其中動作動詞的

施事論元應分析為間接賓語，而將「與」字句分析為雙賓結構是一種比較恰

當的處理方式。

（二）分析語之例

Heine & Kuteva（2002: 152, 328）曾就世界上的語言歸納表使役的詞彙
來源有三種，授與動詞為其中之一，並引述壯侗語系的傣語、南亞語系的越

語、高棉語，以及非洲東岸的盧奧語（Luo）跟索馬利亞語（Somali）作為說

明。可惜他們沒有注意這些語言的被動表述也有來自授與動詞的現象，像李

方桂（1940）所記錄壯語龍州土話的h m24身兼表授與、使役、被動、處置四

職，而傣語方言也有用授與動詞表使役、被動的例子，底下是德宏傣語的用

法：（楊光遠 2006: 17-19）

(91) me33 ha m31so33 kau35 pa:k11 ləŋ33

 媽　   給    錢      我      百       一  （媽媽給我一百元錢）
(92) l mt35 hau53 ha m31xau35 ka11l cn55 lai31hau53

 深夜  了，　給    他們   去    睡     得    了 （深夜了，讓他們去睡得了）
(93) ha m31pən33 lu33 lai33

   給    人家   欺   負 （被人家欺負）

橋本（1987: 44-45, 47）臚列許多傣語及南亞語系給予動詞兼表被動的語言
的用法，並注意到漢語南方話的授與動詞及被動標記跟南方非漢語表示「授

與，還給」的動詞有形式上的關聯，比方德宏傣語的ha m3和壯語的 ha m3 h m3

就跟廈門方言的h c6語音相近。過去，因為在古漢語裡找不到音韻完全對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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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詞，有人主張h c6是壯侗語底層詞。（趙加 1991: 50）近年梅祖麟（2005, 

2007）利用龔煌城所提漢藏同源詞的證據推論廈門話h c6的來源應是古漢語的

「與」，不論在用法及語音演變上都作了合理的說明。目前我們傾向接受h c6源

自古代雅言的說法，至於南方方言有些兼表給予及被動的語音形式，從漢語

本身根本找不到它的來歷，則可能如橋本所言是早期非漢語底層詞的遺留。

六、餘　論

事實上，壯語龍州土話除了用授與動詞h m24表被動之外，還用漢借

詞「捱ŋa i31」表示被動。又，德宏傣語另一被動標記 ts c31 （可能借自漢語的

「遭」）的使用範圍比「給」ha m31來得廣。（楊光遠 2006: 18-19）凡此種種，
皆顯示語言或方言可以兼容並蓄不同的被動表述方式，正如現代漢語使用三

種詞彙手段表示被動：一為表蒙受的語詞，如「被」字式；二是利用使役動

詞，如「教」、「讓」字式；三用授與動詞，如「給」字式。當然這些用法各

有其時空遞嬗及勢力消長，舉近代漢語的「與」字式為例，出現於南方系文

獻的例句明顯較多，此現象不免令人揣想是作者的方言背景所致。例(48)已

引宋代劉克莊〈賀新郎〉（四用韻）的「空鑄錯，與人笑」。劉克莊乃福建莆

田人，其他詞作如〈賀新郎〉（跋唐伯玉奏稿）：「殿上風霜生白簡，下殿扁

舟已具。怎不與、官家留住」，及〈洞仙歌〉（癸亥生朝和居厚弟韻，題謫仙

像）：「等閒揮醉筆，欬唾千篇，長與詩家竊膏馥」都是用「與」表使役、

被動。87又前文列有《型世言》三例，馮春田（2000: 608, 637, 639）也舉該
書其他表使役、被動的例句各三，可知《型世言》用「與」表使役、被動的

用例不在少數。該書作者陸人龍為浙江錢塘（今杭州）人，杭州話即是用授

與動詞「撥」作為使役和被動標誌。此外，清中葉以後的《閩都別記》係一

本夾雜福州方言特徵的文獻，然書中用「乞」表使役、被動僅有零星例句，

如：「乞小娘子進去」（二三四回）、「汝必不忍爺爺乞蛇咬」（二六三回），88

並不如用「與」來得多，據此或可推知「與」字式為南方官話的說法。不

過，這裡必須附帶申明近代南方官話系統普遍以「被」字式作為被動表述，

87 兩詞例分見唐圭璋編，《全宋詞》第4冊，頁2624、2634。
88 二例分見《閩都別記》中冊，頁559，及下冊，頁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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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字式的使用頻率相對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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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ative and Passive Usages of the 
Dative Verb Yu

Kuo Wei-ju*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t what point in history and by what mechanism the 

Chinese dative verb yu (與 ) came to be used to express causative and passive 

meanings. We will suggest that these two usages began no earlier than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and became more prevalent during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periods. Linguists have for the most part explained the evolution of 

this verb as a progression from a dative usage to a causative verb and finally to 

a passive meaning.  However, by looking at similar usages in other languages 

and at the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verb yu, we show that the use of this 

dative verb to express causative and passive meanings developed out of a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The fact that yu could be used to indicate a pass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has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insofar as it is clearly 

distinct from constructions which use particles such as bei (被 ),  jiao (教 ) and 

rang (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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