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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漢語‘看’屬於單音節詞，而單音節詞是漢語言的基礎成分，因此具有

其研究意義。並且，近年來不乏關於單音節詞‘看’的構詞、句法、語

義、語用方面的研究。但是，其中，在語義方面是多偏重於共時語義考

察與共時語義的延伸歷程之研究，而較少訴諸歷時語義的考究，而進一

步分析出單音節詞‘看’的語義演變之歷程與其背後動因。此外，在構



詞方面，單音節詞‘看’是能產性很高的詞，易於跟其他語素結合，而

形成大量複合詞。但卻少有文獻針對這些包含‘看’的複合詞進行系統

的研究，較多是針對幾個特定的複合詞進行討論，例如：‘看見’、

‘看到’、‘看來’、‘看起來’等。因此，本文擬從語義與句法二個

面向，探討單音節詞‘看’的歷時語義與各語義的語意特徵，以及分析

與單音節語素‘看’複合形成的複合動詞之詞法結構與句法功能。 首

先，在語義面向，我們透過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全文檢索系

統」， 搜尋從先秦兩漢到清朝時期之間的語料，從中觀察單音節詞

‘看’的歷時語義演變。同時，使用 「義素分析法」 分析，‘看’在各

時期中所出現的多個義項所包含的 7 個義素特徵：(1) [動作原因、條

件]； (2) [動作主體]； (3) [動作的限制]； (4) [動作]； (5) [動作對象]； (6) 

[目的、結果]； (7) [心理運作]。 我們發現，單音節詞‘看’的各義項都

具有 [動作主體]、 [動作] 這兩個共同義素，而和基本義產生聯繫，同時

透過殊性義素 (如 [動作對象]、 [目的、結果]、 [心理運作]等) 而延伸出

其他義項。其中，尤以 [心理運作] 的影響最甚：大部分的義項都是透過

隱喻或轉喻的機制延伸而來。二種機制中，又以轉喻的使用較頻繁，說

明人類的思維方式是較傾向於 接近原則 (Principle of Proximity) 與 突顯原

則 (Principle of Proximity) 的使用。 其次，在句法面向，我們先參照《現

代漢語八百詞》與《現代漢語搭配詞典》，並界定出 15 個研究對象，並

根據其詞法結構進行分類。在此之後，便針對每一類複合動詞的語法功

能與動詞語義進行分析。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詞法結構對於 15 個 

「‘看’詞群」 (即包含詞根‘看’的複合動詞) 的句法表現的影響不

大。但是，我們也發現， 「‘看’詞群」 中的詞例多屬於 「及物動

詞」。 並且，它們的動詞語義特徵多與 「狀態動詞」 接近。 

摘要

(英) 

The Mandarin Chinese character, “Kan4”, is a monosyllable. As a monosyllable 

is the basi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Kan4”, it is of value to research. And,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numerous research studies about “Kan4” from both 

morphological, syntactic,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spects. However, among these 

studies, the studies of semantic aspect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synchronic 

meaning and an extended process of it but put less emphasis on the diachronic 

meaning when analyzing changes in the meaning of the character, “Kan4” and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changes that have taken place. Furthermore, in the 

morphological aspect, the monosyllabic word “Kan4” is productive because it is 

easy to combine “Kan4” with other morphemes to form a large number of 

compound words. But studies are rarely done with a systematic research on the 

compound words consisting of “Kan4”. Mostly, some specific compounds are 

discussed, such as kan4jian4 (to see)、 kan4dao4 (to see)、 kan4lai2 (it 

appears)、kan4qi3lai2 (look like) and so on. Therefore, this thesis intends to 

contribute to the discussion of “Kan4” from both the semantic and syntactic 

dimensions. We discuss the diachronic meaning and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Kan4” and analyze th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 and syntactic functions of the 

compound words consisting of “Kan4”. First, with respect to the semantic 

dimension, we search the corpus from the Qin-Han Dynasty to the Qing Dynasty 

compiled by The Academia Sinica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標記語料庫》) to 



find out the diachronic changing of “Kan4”. At the same time, we use 

“sememe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Kan4” ’s 

glossemes during these four periods. Those semantic features include (1) 

[action’s reason, condition], (2) [major action], (3) [action’s restriction], (4) 

[action], (5) [action’s target], (6) [purpose, result], (7) [psychological operation]. 

We found that all glossemes of “Kan4” have two general semes: [major action] 

and [action] not only to connect with the basic meaning but also to extend other 

glossemes by means of specific semes, such as [action’s target], [purpose, result], 

[psychological operation] and so on. Among those, [psychological op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most of the glossemes are extended by means of either metaphor 

or of metonymy. Metonymy is used mostly which is said that the thought of 

human beings tends to use 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 and Principle of Saliance. 

Second, in the syntactic dimension, we firstly refers to Xiandai Hanyu Babai Ci 

(《現代漢語八百詞》) and found 15 compound verbs. Then, we sort them out 

according to their morphological structures. After that, every compound verbs of 

each category a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 of both their syntactic function and 

their verb meaning. According to our research results, the morphological structures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syntactic performance of the 15 compound verbs consisting 

of “Kan4”. But we also found that most of the 15 compound verbs are transitive 

verbs and their verb semantic meanings are similar to state 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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