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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又稱「華語」、「中文」，指的都是同一種語言，使用同一

種文字系統「漢字」來書寫。近幾年，海外「華僑」，尤其是東南亞地區

的華人，熱心興辦「華文學校」，將所推廣的母語稱為「華語」。另外，

「華語」一詞近年來在台灣也被廣泛運用，各大學如雨後春筍般紛紛成立

「華語」系、所。不論是稱呼「漢語」或是稱呼「華語」，文體可分「文

言文」和「白話文」兩種，而本書《華語詞彙學》以現代白話文為主，系

統性介紹現代華語所使用的詞彙，以利母語和非母語學習者深入淺出，紮

根學習。

每種語言有它自己的獨特性，華語亦如此。本章首先釐清華語詞彙的

形態，其次說明華語詞彙的特點，最後介紹華語詞彙的發展。

第一節　華語詞彙的形態

語言是人和人相互溝通的橋梁。全世界目前約有 6900種語言，這些
語言在發音、語法和詞彙上多少有些共同點，依據世界語言譜系之最大單

位分類，可歸納為十多種語系。分別是：印歐語系、漢藏語系、尼日—剛

果語系、南島語系、達羅毗荼語系、阿爾泰語系、南亞語系、壯侗語系、

烏拉爾語系等等。其中，印歐語系和漢藏語系是最多人口使用的語言。

印歐語系是最大的語系，使用人口約佔世界人口的一半。印歐語系下

面又包括七大語族，分別是：日爾曼語族、羅曼語族（拉丁語族）、印度

語族、伊朗語族、斯拉夫語族、凱爾特語族、波羅的語族。印歐語系大部

分分佈於歐洲、美洲、大洋洲地區，以及亞洲、非洲的少部分國家。

「語言類型學」（Language Typology）從語言的特徵進行分類；
依照語言的特點，語言形態可分為「綜合語」（Synthetic Language）與
「分析語」（Analytic Language）兩類。「綜合語」又可包括「屈折語」



 第一章　華語詞彙基本概念 003

（Infl ectional Language）、「黏著語」（Agglutinative Language）和「多
式綜合語」（Polysynthetic Language，又稱「合體語」或「複綜語」）三
種。如下圖表所示：

大多數的印歐語系語言，都屬於「屈折語」。印歐語系又可以進一步

劃分語族，語族則可進一步劃分語支。如：英語、德語、荷蘭語屬於西日

爾曼語支；波蘭語、捷克語屬於西斯拉夫語支；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法

語、普羅旺斯語屬於西羅曼語支等。

「屈折語」指的是以詞形變化或屈折變化（Infl ection or Infl exion）和
變格（declension），來表示語法意義。詞形變化指動詞時態（tense）、時
制（aspect）形態的變化，變格則指詞性（gender）、數（number）、格
（case）等範疇的變化。

屈折語又分內部屈折和外部屈折兩種形式。內部屈折是通過詞的語音

改變來構成不同的語法形式，表示不同的語法意義。如：英語「tooth」
表單數，「teeth」表複數；動詞三態「begin」（現在式）、「began」
（過去式）、「begun」（過去分詞）等，以上都是內部屈折之例。外
部屈折是通過附加詞綴來表示形態變化，例如：英語「chair」表單數，
「chairs」表複數。

漢藏語系是僅次於印歐語系的第二大語系，共約 400種語言。1823
年德國學者朱利斯．克拉普羅特（Heinrich Julius Klaproth）首先提出漢
語、藏語之間有同源關係，而不同於其他亞洲語言。1937年李方桂在
《中國的語言與方言》一書中，則最早將漢藏語系分為：漢語族、藏緬語

族、壯侗語族和苗瑤語族四個語族。現代語言學家又將漢語語族分為：官

話、閩語、客語、粵語、吳語、贛語與湘語等七種語言。所以從廣義來

語言形態

綜合語

屈折語

黏著語

分析語 孤立語

多式綜合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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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漢語是各方言所組合成漢語語族，通行使用的是官話，另外還有各地

方言。

華語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漢語官話，除了台灣和大陸之外，新加坡、

馬來西亞、泰國、印尼、越南等也使用，大約有十幾億人口，主要分

佈在亞洲東南部。華語已被新加坡列為官方語言之一，聯合國也將華

語列入為六種正式語言和工作語言之一。2004年 8月美國大學理事會
（college board）成立 AP（「美國大學預修課程」Advanced Placement簡
稱「AP」）中文專案小組，開始實施 AP中文之後，美國也已開始推動學
習華語。且根據 Gordon的Ethologu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15th ed.)，
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統計，華語已是目前全球最多人使用的語言。

漢藏語系屬於「孤立語」（Isolating Language）。「孤立語」又稱
「分析語」，是相對於「綜合語」而言。華語屬於孤立語，指的是不對語

素進行變化，語素只有一種詞形，無詞形變化，是依靠虛詞和語序來表達

意義。例如：「我買了一本書」和「我買了兩本書」，名詞不需加上複數

標記。又如，「媽媽和哥哥」和「媽媽的哥哥」這兩句虛詞不同，意義也

完全不同。又如，「你愛我」和「我愛你」這兩句語序不同，表達意義完

全不同。

第二節　華語詞彙的特點

詞彙是語言建築材料單位，是語音和語義的結合體，是語言的基本構

成要素之一。華語的詞彙在音節數目、結構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點：在語

音形式上，構詞以單音節語素為主，使用上詞以雙音節詞佔優勢；在結構

組合上，語素構詞以五種語法結構為基本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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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構詞以單音節語素為主

語素是語言的最小單位，也是構詞的最小單位。華語的詞大多由單音

節語素構成。例如：「道路」是由「道」和「路」兩個單音節語素合成為

一個詞；「管家」是由「管」和「家」兩個單音節語素合成為一個詞。

單音節語素的構詞能力強，使得華語詞庫中容易增添新詞。如：

「機」，可和其他語素構成「電視機」、「發電機」、「伴唱機」、「飛

機」、「手機」等。華語中，也有雙音節和多音節的詞，但音節不能分

開、合起來才表示一個意義的詞，在數量上並不多，且構詞上較無法發

展。雙音節只表示一個語素、一個詞者，如：「蜈蚣」、「蝴蝶」、「鸚

鵡」、「瑪瑙」、「枸杞」等；多音節只表示一個語素、一個詞者，如：

「巧克力」、「三明治」、「馬賽克」、「奧林匹克」等外來詞語。

二、詞以雙音節詞佔優勢

我們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詞，單音節約佔 26%，如：「海」、
「愛」、「錢」；雙音節約佔 74%，如：「電腦」、「手機」、「平
板」。詞語有明顯的雙音節化趨勢，以雙音節為主。現代華語詞彙單音節

往複音節發展的原因是：一來，單音詞多，勢必產生同音詞多的情況；二

來，為了使詞義表達更精確（因為單音詞表意不精確，不利交際）。目前

現代華語詞彙以雙音節詞佔優勢。

從古代發展到現代，華語的詞由單音詞向雙音節詞發展，是一個重

要的特點。詞和詞可以自成系統，成為詞族。例如：「青」，可組成：

「青草」、「青史」、「青銅」、「青苔」、「青山」、「青雲」、「青

天」、「青衫」、「青蓮」等。又如，「星」可組成：「星辰」、「星

河」、「星光」、「星象」、「星座」、「星宿」、「星斗」、「星

際」、「星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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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語素構詞以五種結構為主

語素和語素合成詞是有規律的，它同詞與詞合成短語的五種基本結構

是相同的。語素和語素的組合方式，有：聯合式、偏正式、動賓式、動補

式、主謂式五種（相關說明請見本書第四章第三節）。

例如：「社區」是由「社」和「區」兩個單音節合成的聯合式構詞；

「黑板」是由「黑」和「板」兩個單音節合成的偏正式構詞；「管家」是

由「管」和「家」兩個單音節合成的動賓式構詞；「說明」是由「說」和

「明」兩個單音節合成的動補式構詞；「地震」是由「地」和「震」兩個

單音節合成的主謂式構詞。

第三節　華語詞彙的發展

詞彙、語音和語法是語言的三大要素。語言會不斷發展變化，詞彙也

隨著時空和環境不斷再改變。例如：受儒家思想的影響，產生了「忠」、

「孝」、「仁」、「義」、「信」、「禮」、「中庸」等詞。受西方思潮

的影響，產生了「自由」、「民主」、「平等」等新詞。現代華語詞彙的

發展和變化，大致可以歸為三大類型：

一、舊詞的消亡

由於時代改變、社會變遷，社會制度和觀念也會跟著變化，所使用

的詞彙亦隨之有所不同。造成舊詞消亡的原因，有的是隨著社會觀念的

改變而消逝，有的則是因歷史事物的消亡而消亡。例如：在封建社會中所

使用詞彙，如：「朕」、「皇后」、「宰相」、「太監」、「臣」、「庶

民」、「衙門」、「太監」、「科舉」、「狀元」、「妾」、「奴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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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婢」、「僮奴」、「ㄚ鬟」等。

另外，有一些詞原本的事物、觀念，仍存在社會生活中，只是改變了

說法，被別的詞語替代。例如：以前是用「倡優」、「戲子」，現在是用

「演員」；以前是用「工資」，現在是用「薪水」；以前是用「履」，現

在是用「鞋」。

二、新詞的產生

﹙一﹚社會的改變

經濟的進步，生產力的提高，各種新事物也因而產生，從而有了相

應的新詞。例如：「電動車」、「捷運」、「悠遊卡」、「企業」、「合

夥」、「獨資」、「炒房地產」、「經濟建設」、「民主」、「自由」。

科技的進步，改變了生活形態，提升了生活品質。語言也隨著科技

時代潮流所誕生的新物件，進而產生了新的詞彙。例如：「電腦」、「硬

碟」、「記憶體」、「上網」、「雲端」、「網購」、「傳真」、「主機

板」、「光碟機」、「多媒體」、「手機」、「電磁波」、「廣告」等等。

另外，對於異地工作或是嫁來台灣的朋友，一開始大家習慣稱呼，

如：「外籍勞工」、「外籍新娘」、「泰勞」、「印傭」、「菲傭」、「越

配」、「賓妹」、「外勞」、「外傭」和「外配」等。為促進多元族群的

融入，目前已漸使用「新移民」、「新住民」和「移工」等中性用語。

﹙二﹚產業的變遷

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進步，也帶來新的詞。例如：在漁獵時代所

使用詞彙，如：「獵」、「射」、「矢」、「弓」、「虎」、「網」、

「罟」、「漁」；在畜牧時代所使用詞彙，如：「㸬」（兩歲牛）、

「犙」（三歲牛）、「牭」（四歲牛）、「䭴」（一歲馬）、「駒」（二

歲馬）、「駣」（三歲馬）；在農業時代所使用詞彙，如：「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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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菽」、「麥」、「黍」、「稷」、「豆」、「麻」、「苽」、

「茶」、「耕」、「犁」；在工業時代所使用詞彙，如：「研究」、「發

明」、「開發」、「製造」、「生產」、「專利」、「採購」、「外

包」、「行銷」、「促銷」、「通路」、「品牌」、「市場調查」、「訂

單」、「庫存」、「管控」、「管理」、「消費者」、「顧客」、「評

價」、「批發」、「量販」、「零售」、「便利商店」、「百貨公司」。

所以隨著時代、產業不同，用語也有所不同，因而產生了許多新詞。

﹙三﹚外來詞的吸收

民族和民族間互相交流，語言無形中也會受到外來民族的影響，因而

產生外來詞。華語的發展過程中，根據《史記．大宛傳》等記載，漢朝努

力與西域各國聯繫，這時期引進了「葡萄」、「石榴」、「苜蓿」、「胡

麻」、「胡桃」、「胡豆」等農作物，以及「琵琶」、「箜篌」等樂器。

因漢地也使用這些外域傳來的物品，進而也吸收了這些外來的詞彙。

唐朝時大量翻譯佛經，從梵語中吸收了佛教用語，如：「佛」、「菩

薩」、「羅漢」、「菩提」、「禪」、「僧」、「因果」、「閻王」、

「執著」、「地獄」等。

近代與日本交流，吸收了日語的「歐巴桑」（おばさん obasan）、
「歐吉桑」（おじさん ojisan）、「運將」（うんちゃん unchan）、「阿
莎力」（あっさり assari）、「奇檬子」（きもち kimochi）、「味噌」
（みそ miso）、「海苔」（のり nori）、「壽司」（すし sushi）、「甜
不辣」（テンプラ tempura）、「芥茉」（わさび wasabi）、「烏龍麵」
（うどん udon）等。

另外，從西方大量音譯過來的詞語，又是一次吸收外來詞的高潮。

例如：「寶可夢」（Pokemon）、「伊媚兒」（e-mail）、「邏輯」
（logic）、「馬拉松」（marathon）、「披薩」（pizza）、「起司」
（cheese）、「咖啡」（coffee）、「巧克力」（chocolat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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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詞義的改變

隨著歷史的演進、社會發展，詞義也會跟著發生變化。從詞義演變的

角度分析，可分為擴大、縮小、轉移三類。

﹙一﹚詞義的擴大

詞義的擴大指的是詞義的概念、範圍意義變大。詞義的擴大，有些詞

由專有名詞變為普通名詞，也有些詞由特指變為泛指。例如：

1.睡
「睡」本指「打瞌睡」。《說文》說：「坐寐也」，意思是坐著打瞌

睡，《史記．商君列傳》一書記載：「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

時睡，弗聽。」此處「睡」字，指的是打瞌睡。「睡」的詞義擴大後，坐

著打瞌睡、躺在床上睡、趴在桌上睡等，所有的睡眠皆稱為「睡」。

2.色
「色」本指「表情臉色」。《說文》說：「顏氣」，意思是臉上的氣

色，《禮記．玉藻》一書記載：「色容莊。」此處「色」字，就指臉色。

後來，「色」的詞義擴大，指物體的色彩，例如：《尚書．益稷》記載：

「以五采彰施於五色」，指的是青、黃、赤、白、黑五色。

另外，「江」、「河」、「鳥」、「碩」、「雌」、「焚」、「裁」

等，也都屬於詞義擴大。

﹙二﹚詞義的縮小

詞義的縮小指的是詞義的概念、範圍意義變小。詞義的縮小，有些詞

由普通名詞變為專有名詞，也有些詞由泛指變為特指。例如：

1.金
「金」本來是金屬的總稱。《說文》說：「金，五色金也。黃為之

長。」段玉裁在《說文注》指出「凡有五色，皆謂之金也。」所以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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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銀、銅、鐵、錫（或鉛）五種金屬，都稱為「金」。但現在「金」專

指金屬元素之一（gold，原子序 79），也就是俗稱的「黃金」。

2.丈人
「丈人」本來是對年老者的尊稱，《論語．微子》一書記載：「子

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但現在「丈人」，即岳父，專指妻子的父

親，以前對妻子的父親也稱「泰山」、「冰翁」。

另外，「丈夫」、「臭」、「墳」、「宮」、「子」等，都屬於詞義

縮小。

﹙三﹚詞義的轉移

詞義的轉移指的是詞義發生了改變，也就是詞義由甲事物變為乙事

物。

1.謠言
「謠言」本指「歌謠」，例如：《後漢書．郭伋等傳》記載：「詩

守南楚，民作謠言。」但現在「謠言」指流傳無根據的話、虛構不實的傳

聞。

2.涕
「涕」本指「眼淚」，《說文》說：「涕，泣也。」例如：《詩經．

澤陂》記載：「寤寐無為，涕泗滂沱。」但現在「涕」指鼻涕。

另外，「爪牙」、「湯」、「行李」、「犧牲」、「誅」、「賄」、

「吹噓」等，都屬於詞義轉移。

▍試一試 
▲ ▲ ▲ ▲

（　）1. 下列何者不是「語言類型學」（Language Typology）的分類？
 分析語 提稱語 屈折語 黏著語

（　）2. 下列何者屬於孤立語特色？
 詞性變化   時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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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的變化   靠虛詞、語序來表達意義

（　）3. 「運將」一詞，請問是吸收哪裡的外來詞？
 佛教 西域  日本  西方

（　）4. 「菩薩」一詞，請問是吸收哪裡的外來詞？
 佛教 西域  日本  西方

（　）5. 古稱「老公」為太監，現代華語則用來指稱太太的丈夫。請問
在詞義的演變上，發生了何種作用？

 深化 擴大  縮小  轉移

（　）6. 「臭」本義為氣味，現代華語則用來指稱難聞的味道。請問在
詞義的演變上，發生了何種作用？

 深化 擴大  縮小  轉移

（　）7. 古稱「丈人」為對老者的尊稱，現代華語則專指妻子的父親，
請問在詞義的演變上，發生了何種作用？

 深化 擴大  縮小  轉移

（　）8. 古代「風流」本指才情傑出，現代華語則專指放蕩、處處留情
的男人之義。請問在詞義的演變上，發生了何種作用？

 深化 擴大  縮小  轉移

（　）9. 下列何者的詞義演變方式完全相同？
 皮、睡、碩  精、走、弟

 涕、湯、子  鳥、隻、宮

（　）10. 下列何者的詞義演變方式與「鍛煉」一詞不相同？
 丈人 手腕  犧牲  干戈

（　）11. 下列何者屬於詞義的擴大？
 瓦 禾  洗  虫

（　）12.下列何者屬於詞義的縮小？
 獄 案  習  南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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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試題 

▍

一、選擇題

（　）1. 台灣境內的語言除了漢藏語系外，還有什麼語系？
 南亞語系   南島語系

 印歐語系   阿爾泰語系

 【2006語言學一 1】
（　）2. 華語的「詞」是以╴為主。

 單音節   雙音節

 三音節   四音節

 【2006華語文教學二 5】
（　）3. 下列哪一個敘述是正確的？
 漢語屬於漢藏語系，包括平埔語和客家語

 「正」和「在」的基本語義都是指「動作的進行」

 介詞「對」、「向」、「跟」可以互相替換使用

 「賣弄」和「炫耀」是既是同形詞也是近義詞

 國內【2010語言學一 16】
（　）4. 對於現代漢語特徵的敘述，下列選項何者不正確？
 聲調具有辨義作用 
 非屈折語

 沒有濁阻音（voiced obstruents）
 修飾語前置   
 【2011語言學一 1】
（　）5. 關於語言的分類，下列敘述哪一個正確？
 現代漢語的語序，兼具 SVO和 SOV二種類型
 漢語和藏語都屬漢藏語系，包括拉薩語和賽德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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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為孤立語，具有明確的時式，故語詞間接合緊密

 英語和法語屬印歐語系，俄語和土耳其語則屬高加索語系

 【2012語言學一 17】
（　）6. 下列何者的詞義演變方式相同？
 墳、身、金  走、去、聞 
 兵、精、牧  臭、自、朕

 【2013語言學一 26】
（　）7. 古稱「婦人」為士之妻，現代漢語則稱其為已婚的女子，請問

在詞義的演變上，發生了何種作用？

 深化 擴大  縮小  轉移

 【2014語言學一 9】
（　）8. 下列何者是漢語為孤立性語言（Isolating Language）的主要原

因？

 漢語文字為方塊字，每個字單獨存在，互不影響

 漢語主要特徵以聲調辨義

 漢語為主題明顯的語言

 漢語缺少形態變化

 【2015語言學一 1】

二、是非題

（　）1. 「華語」或「對外華語」名稱的選擇主要考量的是教學對象，
與政治立場無關。

 國內【2009語言學二 1】
（　）2. 漢語是漢藏語系的一支，在詞彙結構類型上屬於孤立性語言，

而在詞序類型上是很確定的動賓語言。

 國內【2010語言學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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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 ▲ ▲ ▲

試一試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C A D C C D A A

11 12

C C

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考試試題

一、選擇題

1 2 3 4 5 6 7 8

B B B C A B B D

二、是非題

1 2

O X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