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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詞「可」與「可是」演變綜論
張麗麗＊

摘 要
本文綜合探討「可」與「可是」發展為轉折副詞與轉折連詞所涉及的多方面現
象。文中提出兩點新觀察，主張二詞都是藉由提醒此一語用功能而用於轉折語境，
且其轉折功能有雙來源，除源自強調語氣副詞，還源自究問語氣副詞；此外，本文
還釐清這方面演變的兩個爭議點，除確定連詞「可」源自副詞「可」
，而非連詞「可
是」
，也確認連詞「可是」的形成經歷轉折副詞的過程。以二詞演變概況為根據，本
文進而尌漢語轉折關聯詞角度指出「可」與「可是」在演變上的特殊性，並論及「X
是」詞構的特性與作用，也嘗試藉標記性觀點解釋二詞在句法功能上各有所偏重的
原因。
關鍵詞：轉折副詞、轉折連詞、強調副詞、究問副詞、標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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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Adversatives “Ke” and
“Keshi”
Chang Li-L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adversatives “Ke” and “Keshi”.

We argue that their adaptability to the adversative

contexts is due to the pragmatic function of “reminding”, and both the emphatic adverb
and the persistent interrogative adverb can be the sources of their adversative usages.
Based on historical evidences, we also solve two disputes on their formation, i.e. the
conjunction “Ke” is originated from the adverb “Ke”, but not the reduced form of the
conjunction “Keshi”, and the conjunction “Keshi” is developed from the adversative
adverb, but not directly from the emphatic adverb.

Depen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is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e uniqueness of their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omparison to the
other adversatives, provides some opinions to the function of the “X-shi” construction and
tries to explain the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of the adversative functions of “Ke” and
“Keshi” by applying the theory of markedness.
Keywords: adversative adverbs, adversative conjunctions, emphatic adverbs,
persistent interrogative adverbs, marked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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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可」與「可是」是現代漢語最重要的轉折詞，也有豐富的語氣副詞用法，常
被視為一組近義功能詞。
（呂叔湘 1999：336、郭志良 1999：296、董秀芳 2004：40、
石毓智 2005：8 等）關於二詞轉折功能的來源，學界多認為是源自強調語氣副詞，
（郭
志良 1992、席嘉 2003、張誼生 2003：37、姚小鵬 2007、王月萍 2010 等）也有主張
連詞「可」乃連詞「可是」的簡化或弱化形式，
（石毓智 2005：8）但關於其間的演
變細節還談得不夠。究竟二詞如何跨越詞類界線，從副詞發展為連詞？究竟「可」
與「可是」的演變路徑是否一致？截至目前尚未見到清楚的主張。
轉折乃基本的複句關係，聯繫轉折句的有轉折連詞，也有轉折副詞，前者如「然
而」
、
「但」
、
「但是」
、
「不過」
、
「只是」等，後者如「卻」
、
「卻是」
、
「倒」
、
「倒是」、
「反」、「反而」
、
「反是」
、
「反倒」等，但兼具轉折連詞與轉折副詞這兩種句法功能
的卻很少，就只有「可」與「可是」二詞，故此方面演變值得深入探究。就構詞體
系而言，「X 是」為漢語常見功能詞詞構，此類詞構過去曾引發不少討論，
（張誼生
2003、董秀芳 2004 等）本研究涉及「可是」的歷史演變，又比較「可」與「可是」
的演變差異，或許能提出一些補充意見來。就複句體系而言，連詞與關聯副詞的功
能差異是值得思索的議題，
「可」與「可是」雖然都發展出連詞與關聯副詞功能，但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漢語複句與單句轉換研究」
（編號 MOST103-2410-H-002-084-MY2）部分研究成
果。初稿宣讀於「出土文獻與古漢語語法國際研討會暨第九屆海峽兩岸漢語語法史研討會」
（重慶：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重慶三峽學院文學院主辦，2015 年 10 月 23-25 日）
，會上承蒙多位與
會人士提供意見，投稿後亦蒙《成大中文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惠賜意見，特此致謝。文中利用「中
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庫」、「中央研究院中古漢語標記語料庫」、「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
庫」以及「全宋詵分析系統」檢索資料，特此聲明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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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的副詞功能相對發達，而「可是」的連詞功能則相對發達，二詞演變或許
也能就此議題提供一些可茲參考的線索。
雖然此議題有多方面重要性，但相關研究卻遲遲不能到位，主要有下列三方面
原因。首先，學界大多同意轉折詞「可」與「可是」源自強調語氣副詞用法，但是
語氣副詞的意義與功能本就不好掌握，強調語氣副詞「可」的用法又特別多元，究
竟其特性為何，學界雖提出眾多主張，如劉丹青與唐正大（2001）
、羅曉英與邵敬敏
（2006）
、張旺熹與李慧敏（2009）等文，不但意見紛紜，且多從當代用法著手，難
以用於解釋歷史演變。其次，
「可」始終是個高頻詞，既是漢語史上最重要的情態動
詞之一，可表示可行、條件許可、應該、值得、可能、能夠等多種情態義（巫雪如
2012、張麗麗 2016）
，也發展出多種語氣副詞用法，包括疑問、強調與轉折語氣（席
嘉 2003），其中疑問語氣又可區分出反詶、推度詢問與究問三種（江藍生 1990、張
麗麗 2016）
。
「可是」的用例雖然相對較少，但是「可」有上述多種副詞用法，
「是」
也有判斷動詞與焦點標記之別，二者連用而成的「可是」亦有多種可能。有鑒於此，
要在茫茫語料中準確過濾並判定出各種語氣與轉折用法的「可」與「可是」實是一
項不小挑戰。其三，轉折用法的「可」與「可是」兼具副詞與連詞這兩種詞性，過
去文獻往往未區分二者，一律視為轉折用法，即使區分，採用標準也不同，故模糊
了二詞在詞性上的轉換。作為副詞，二詞也有多種不同用法，過去文獻也往往因未
能切實區別而難以究其演變實情。
要探討此議題，勢必要正視上述三方面問題。首先，在追蹤二詞的歷史演變時，
本文將側重強調副詞「可」的語用功能，就本文所觀察資料來看，強調副詞「可」
的核心功能是提醒，表示所在句訊息是聽者不該忽略的，從此出發，可解釋「可」
從強調到轉折的演變。其次，為求有效深入實際使用狀況，也為免陷入龐大的語料
泥淖中，本文將挑選幾部含有豐富對話的文本進行細部觀察，主要為《關漢卿戲曲
集》、《元刊雜劇三十種》與《紅樓夢》
，並適當補充《醒世姻緣》與《駱駝祥子》。
雖然唐朝時期「可」已確定有強調語氣副詞用法，但均出現於韻文體材，其他文獻
如《遊仙窟》
、
《六祖壇經》
、
《神會語錄》
、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等均不見此類用法，
僅《變文》有極少用例，
（張麗麗，待刊）故只能找更晚期的口語文獻。挑選元明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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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係因唐朝以降，戲曲是最早出現有豐富對話的語體。
《朱子語類》為南宋時期語
錄體，本也該作為考察對象，但抽檢該書第 1、71、140 卷，「可」均作動詞或情態
動詞，沒有各類副詞用法，故不採用。挑選《紅樓夢》
，是因為明清章回小說中該書
的「可是」用法相對發達。補充《醒世姻緣》
，係因「可」連詞用法首現於該書。補
充老舍的《駱駝祥子》
（1936 發表）
，則因「可」與「可是」的轉折用法在現代漢語
仍持續演變中。但是，縱使採用上述辦法，也僅能勉強探討二詞轉折用法的可能演
變過程。至於二詞轉折副詞與連詞的最早形成時代，由於未能窮盡蒐羅所有文獻，
無法提出確切主張，故不列本文研究目標。本文採用「中央研究院古漢語文獻語料
庫」與「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進行語料蒐集與分析1，所觀察戲曲資料
除以這兩個語料庫所提供的為範圍2，並據《彙校詳注關漢卿集》補上另 5 篇關漢卿
戲曲。3
其三，關於二詞在詞性判定上的問題，本文將清楚區分「可」與「可是」下列
多種副詞與連詞用法：

1

該語料庫《紅樓夢》所據紙本為馮其庸等校注之《紅樓夢校注》
（臺北：里仁書局，1984）
，前 80 回
以庚辰本為底本，後 40 回則以程甲本為底本。
《醒世姻緣》所據紙本則為同治庚午新

《重訂明朝

緣全傳》
（臺北：聯經出版社，1986）
。
2

這兩個語料庫所收關漢卿戲曲有下列 9 篇：
〈溫太真玉鏡臺〉
、
〈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
〈包待制三勘蝴
蝶夢〉
、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
〈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
〈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杜蕊娘智賞金線池〉、〈感天動地竇娥冤〉，所據紙本為鄭振鐸所編《關漢卿戲曲集》（臺北：宏業
書局，1973）
，各篇所據版本不同，共有四種來源，分別是：1、明‧顧曲齋刻本：
〈溫太真玉鏡臺〉、
〈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
〈望江亭中秋切鱠旦〉
、
〈杜蕊娘智賞金線池〉
；2、明‧元曲選刻本：
〈包待制
三勘蝴蝶夢〉
、
〈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
〈趙盼兒風月救風塵〉
；3、明‧脈望館抄本：
〈鄧夫人苦痛哭存
孝〉；4、明‧酹江集刻本：〈感天動地竇娥冤〉。至於兩個語料庫所收《元刊雜劇三十種》所據紙本
則為寧希元校點：
《元刊雜劇三十種新校》
（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
。

3

所補 5 篇關漢卿戲曲為〈關張雙赴西蜀夢〉
、
〈山神廟裴度還帶〉
、
〈劉夫人慶賞五侯宴〉
、〈狀元堂陳
母教子〉以及〈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其中〈山神廟裴度還帶〉
、
〈劉夫人慶賞五侯宴〉
、
〈狀元堂陳母
教子〉均以脈望館鈔本為底本；〈關張雙赴西蜀夢〉以元刊本為底本；〈包待制智斬魯齋郎〉則以脈
望館古名家本為底本，脈望館臧本為校本。此書還有另外 4 篇：
〈尉遲恭單鞭奪槊〉
、
〈詐妮子調風月〉
、
〈閨怨佳人拜月亭〉與〈關大王單刀會〉
，因與《元刊雜劇三十種》篇目重複，故不重複列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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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詶語氣副詞，見例句(1)4
推度詢問語氣副詞，見例句(2)
究問語氣副詞，見例句(3)

強調語氣副詞，見例句(4)
轉折語氣副詞，見例句(5)
轉折連詞，見例句(6)
(1)

a. 可不奇怪！與尊翁的一些無異。（《醒世姻緣‧47 回》）5
b. 你幹事差了，御狀可是輕易告的？（《西遊記‧83 回》
）

(2)

a. 林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紅樓夢‧3 回》）
b. 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紅樓夢‧
2 回》
）

(3)

a. 我等着要穿，他可幾時回來？（《醒世姻緣‧19 回》）
b. 那計氏可是幾時吊死？（
《醒世姻緣‧10 回》
）

(4)

a. 可嚇死我了，我的媽！（
《駱駝祥子》
）
b. 他可是賣了力氣。
（
《駱駝祥子》
）

(5)

a. 她把笑聲收了，臉上可還留著笑容。（
《駱駝祥子》）
b. 坐在那兒，說不出什麼來，心中可是感激，親熱。（《駱駝祥子》
）

(6)

a. 大家誰也沒動，可誰也沒再坐下。（《駱駝祥子》）
b. 他真拉上了包月。可是，事實並不完全幫助希望。（《駱駝祥子》
）

漢語的語氣副詞數量不少，一般語法書常提到的有「可」
、
「才」
、
「又」
、
「也」、
「卻」
、
「倒」
、
「偏」
、
「幸虧」
、
「多虧」
、
「難道」
、
「何嘗」
、
「居然」
、
「究竟」
、
「到底」、
「偏偏」
、
「索性」
、
「簡直」
、
「反正」
、
「也許」
、
「大約」
、
「好在」
、
「幾乎」
、
「差點兒」、
「果真」
、
「果然」
、
「明明」
、
「敢情」等詞（呂叔湘 1999：8、劉月華等人 2003：212），

4

三種疑問副詞區別如下：反詶副詞「可（是）」相當於「豈」、
「難道」，構成反問句；推度詢問副詞
「可（是）」相當於「是否」，構成是非問句；而究問副詞「可（是）」則相當於「究竟」，後頭帶有
疑問詞或選擇問句形式，構成疑問詞問句或選擇問句。可參見張麗麗（2016）
。

5

本文採語言學慣用體例，所有取自古籍之例句均逐一編號，出處則直接標示於各例句後，不另加註
說明。各例句所據書目資料請見文末「徵引文獻」下「原典文獻」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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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表反詶語氣的「難道」
、
「何嘗」
，也有表究問語氣的「究竟」、「到底」，還有
表轉折語氣的「卻」
、
「倒」等。
「可（是）
」的強調用法雖不見與之相通者，但此用
法歸為語氣副詞當無疑義。是故，副詞「可（是）
」多種用法均可歸入語氣副詞這一
大類。為節省篇幅，下文中各類「X 語氣副詞」將一律簡稱為「X 副詞」。
以上諸用法中，強調副詞、轉折副詞與轉折連詞這三個用法的區別對本文的歷
史觀察尤其重要。三者可從三方面加以區別。首先是句法位置。大體而言，副詞與
連詞可出現在下列三種句法環境，茲以連詞「雖然」與語氣副詞「畢竟」為例說明：
I：主語出現，主語前，如：
「雖然他還年輕」、「畢竟他還年輕」。
II：主語未出現，謂語前，如：
「雖然還年輕」、「畢竟還年輕」。
III：主語出現，主語後，如：
「他雖然還年輕」、「他畢竟還年輕」。
就句法位置的分布，副詞與連詞各可區分出 A、B 兩類：
連詞 A：位置 I、II，如「但是」
、
「不過」
、
「於是」
、
「因此」等，後分句連詞多
屬此類。
連詞 B：位置 I、II、III，如「因為」
、
「如果」
、
「雖然」
、
「既然」等，前分句連
詞多屬此類。
副詞 A：位置 II、III，如「已經」
、
「千萬」
、「都」
、「非常」等，多數副詞屬此
類。
副詞 B：位置 I、II、III，如「畢竟」、反正」、「剛剛」等，少數副詞屬此類，
如部分語氣副詞及時間副詞。
連詞與副詞「可」與「可是」的句法位置如下：
連詞「可」與「可是」與其他轉折連詞相同，均屬類型 A，只分布在位置 I、II，
以下統稱為主語前。
副詞「可」屬類型 A，只分布在位置 II、III，以下統稱為主語後。
副詞「可是」屬類型 B，分布在位置 I、II、III，以下統稱為主語前後。
由上可見，同為語氣副詞，
「可」只能位於主語後，而「可是」卻還能位於主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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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因此，在追蹤歷史演變時，副詞「可」一旦發展出位置 I 的用法，便可判定已
發展為連詞；但是副詞「可是」發展為連詞就無法憑藉位置分布來判定，而需仰賴
另兩方面的區分依據。
第二方面的區分在句式類型。一般情況是副詞搭配單句，而連詞搭配複句，但
是具連接功能的轉折副詞也能搭配複句。不過，轉折副詞搭配的為廣義轉折複句，
範圍較廣6，而轉折連詞搭配的則為典型轉折複句，範圍要來得窄。現代漢語中的「卻
（是）」與「倒（是）」可為轉折副詞代表，搭配廣義轉折複句，而「但是」與「不
過」則為轉折連詞代表，僅能搭配典型轉折複句。下面例句(7a)為典型轉折複句，
且為位置 I，僅能使用連詞「但是/不過」；例句(7b)亦為典型轉折複句，又是轉折連
詞與轉折副詞都能出現的位置 II，「但是/不過」與「卻/倒」均能使用；例句(7c)則
為廣義轉折複句，僅「卻/倒」能使用。有鑑於「但是/不過」與「卻/倒」具有鑑別
轉折連詞與轉折副詞的作用，下文將據以判定「可」與「可是」在歷史文獻中相關
用法的詞性。
(7)

a. 他進步了，但是/不過/*卻/*倒 父母還不滿意。
b. 會場人很多，但/不過/卻/倒 都很專注。
c. 他聽了之後，倒/卻/*但是/*不過 沒生氣。

第三方面的區分標準在主觀性。不但強調副詞帶主觀語氣，轉折副詞也帶有主
觀語氣，而轉折連詞則無。這點可從下面這組例句看出。例句(8a)與(8b)表達概念相
當，但語氣不同，(8a)顯得客觀而平穩，而(8b)則帶有說話者主觀的強調語氣。例句
(8a)中的「可是」是轉折連詞，能以「但是」、「不過」替換，而且語氣仍維持客觀
平穩；例句(8b)中的「可」是轉折副詞，若以「卻」
、
「倒」替換，語氣則各有千秋。
(8)

a. 大家都走了，可是小李沒走。
b. 大家都走了，小李可沒走。

綜合上述三方面標準，這三個句法範疇的區別可彙整如下表。

6

廣義轉折關係除了典型轉折關係，還包括其他關係，如補充關係：「他很好，只是有點累」；評價關
係：
「這麼做，倒是不錯」
；不符預期的承接關係：
「他聽了之後，倒是沒生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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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可」與「可是」三種功能的三項劃分標準
標準
可

1
2
3

可是

1
2
3

強調副詞
主語後（II, III）
單句
帶主觀語氣
主語前後（I, II, III）
單句
帶主觀語氣

轉折副詞
主語後（II, III）
廣義轉折複句
帶主觀語氣
主語前後（I, II, III）
廣義轉折複句
帶主觀語氣

轉折連詞
主語前（I, II）
典型轉折複句
不帶主觀語氣
主語前（I, II）
典型轉折複句
不帶主觀語氣

過去關於轉折副詞與轉折連詞的區別討論不多，故往往出現不一致的區分標
準。例如下面用例中加底線的關聯詞在過去都被分析為連詞，但本文認為當為轉折
副詞用法。
(9)

a. 嘴裡不說，他心裡可想著呢！
b. 房間不大，倒是陳設挺講究。

例句(9a)引自呂叔湘（1999：336），此例中的「可」位於主語後，與典型的轉
折連詞位置不符。例句(9b)則引自石毓智（2005：7），雖然例中的「倒是」位於主
語之前，但是語氣副詞本就能位於主語之前，
（張誼生 2000：49-50）故此不必然是
連詞用法。此例中的「倒是」已出現在典型的轉折語境，但是「倒是」還帶有主觀
語氣，有輕鬆肯定的意味，如將例中「倒是」換成「但是」或「可是」
，就會少了那
主觀意味。呂叔湘（1999：154-5）也認為現代漢語的「倒」與「倒是」都是副詞。
上述三方面標準將反覆用於下文的歷史觀察。

二、歷史觀察
本節將逐一探討關於「可」與「可是」演變的四項核心議題：一、強調副詞「可」
與「可是」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進入轉折語境？二、究問副詞「可」與「可是」是
否也可能是轉折用法的來源？三、連詞「可」源自副詞「可」還是連詞「可是」？
四、連詞「可是」源自強調副詞還是轉折副詞？

175

成 大 中 文 學 報

第 五 十 四 期

（一）從強調到轉折
關於轉折詞「可」與「可是」的來源，過去文獻一致認為是強調副詞，像是席
嘉（2003）論及轉折副詞「可」的來源，或是郭志良（1992）、張誼生（2003）
、王
月萍（2010）等文論及轉折連詞「可是」的來源，都持此意見。從現代漢語「可」
的用法便很容易見出其間互有關聯，例如例(10a)中的「可」為強調副詞用法，例(10b)
中的「可」為轉折副詞，而例(10c)中的「可」則為轉折連詞，其間關聯一目了然。
(10) a. 小李可沒走。
b. 大家都走了，小李可沒走。
c. 大家都走了，可小李沒走。
這樣的主張除有現代的等時證據，在歷時觀察上也同樣站得住腳。歷史上，
「可」
的強調副詞用法出現於唐朝，見例句(11)7，而且也可用於轉折分句，見例句(12)。8不
過，由於當時此類用例極少，很難說例(12)中的「可」已發展為轉折副詞。
(11) a. 忽復入長安，蹴踏日月寧。老方卻歸來，收拾可丁丁。
（《全唐詩》孟郊
〈讀經〉
）
b. 冬暮雨霏霏，行人喜可稀。二階欣夜雪，亞聖在春闈。（《全唐詩》貫
休〈送黃賓于赴舉〉）
(12) 石狀雖如幘，山形可類雞。向風疑欲鬬，帶雨似聞啼。
（《全唐詩》韋莊〈雞
公幘〉
）
強調副詞「可是」出現於宋朝，見例句(13)9，當時也可見到用於轉折分句的用
例，見例句(14)。
(13) a. 曉驅羸馬日將中，眼飽何曾念腹空。可是愛花狂不徹，棠梨樹下覓殘紅。
（
《全宋詩》趙鼎臣〈棠梨〉）

7

這組例句轉引自張麗麗（待刊）
。

8

此例句轉引自席嘉（2003：82）
。本文認為例句中的「可」是用於轉折分句的強調副詞，但該文認為
此例句中的「可」已發展為轉折副詞。該文還列了其他用法相當的例句，但張麗麗（待刊）已詳細
說明其中的「可」當作他解，故此不列。

9

這組例句轉引自張麗麗（待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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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葛巾竹杖閒來此，可是心清跡亦清。（
《全宋詩》吳臧〈雙清亭〉
）10
c. 可是看花不厭，城南更欲城東。多謝諸君著語，莫教孤負春風。
（《全宋
詩》張栻〈次韻周畏知問訊城東梅塢七首〉其 4）
(14) a. 笛噴風前曲，歌翻意外聲。年來老子厭風情。可是於君一見、眼雙明。
（
《全宋詞》楊无咎〈南歌子〉）11
b. 歌珠舞翠。怎禁得無情，一江流水。可是西山，半眉新綠向人覷。
（《全
宋詞》龍紫蓬〈齊天樂〉題滕王閣）
強調副詞「可」為何會用於轉折分句？席嘉（2003：83）認為是因為「可」具
有加強語氣作用，能夠幫助表達轉折義，加上又位於銜接轉折的句法位置，故在此
語境下形成轉折義。但由於該文觀察材料限於詵歌體材，能提出的觀察有限，本文
故轉向時代稍晚的戲曲與小說資料，詴圖從語用角度加以觀察。
戲曲資料中強調副詞「可」確實經常用於轉折分句，可分成兩種情況，第一種
為提出評論，見例句(15)，第二種為提出事實，見例句(16)。
(15) a. 那兩把火，並着兩個火字，可也不成個字；上下兩個火字，不是炎熱的
炎字？（《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
b. 小娘子靠着小官坐一坐，可也無傷也。（《關漢卿戲曲集‧望江亭中秋
切鱠旦》）
c. 那玉砌珠簾與畫堂，我可也覷得尋常！（《元刊雜劇三十種‧閨怨佳人
拜月亭雜劇》
）
(16) a. 見存孝擎擡把盞兩三巡，他可也並不曾沾唇。
（《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
苦痛哭存孝》
）
b. 俺兩個雖無功勞，俺兩個可會唱會舞也里。（《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
苦痛哭存孝》）
c. 我便將尌了，俺父親他可不肯里。
（
《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
d. 小生雖貧，我可不貪這等物錢。（
《關漢卿戲曲集‧山神廟裴度還帶》
）
e. 別人有十大功，他可寸箭無。
（
《元刊雜劇三十種‧薛仁貴衣錦還鄉記雜
劇》）
10

此例轉引自《宋語言詞典》
，頁 165。

11

此例轉引自張相（1993：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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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這兩組例句中的「可」均帶有提醒的語用功能。這兩組例句不帶「可」
也說得通，但帶「可」後有提高聽者留意的效能。例句(15a)是針對火字左右並連的
情形提出提醒，指出那樣不成字；例句(16a)則針對「李存孝擎抬把盞兩三巡」此事
件提出的提醒，指出「李存孝不曾沾唇」
。既然是用於提醒，自然是聽者未及留意之
事，也往往違背聽者預期。如果在「可」字句前先指出可能導致聽者忽略的現象，
再藉由「可」帶出提醒內容，前後句就很容易蘊含轉折義。在此情況下，意義抽象
的功能詞「可」就容易沾染轉折義而發展為轉折副詞。
上面兩組例句中的「可」能以「實在是」等強調副詞替代，也能以轉折副詞「卻」
、
「倒」替代，不好判斷「可」是否已發展為轉折副詞。但是下面這組例句中的「可」
不再能以強調副詞替代，只能以「卻」替代，當為轉折副詞的確例。有意思的是，
下面這些用法若轉以現代漢語表達，多會以「卻」聯繫，而少用「可」。
(17) a. 想當初一日，阿媽的言語，將潞州天黨郡與俺兩個鎮守來。今日阿媽與
了存孝，可着俺兩個邢州去。（《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
b. 嫁的箇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籌，撇的俺婆婦每都把空房守。（《關漢
卿戲曲集‧感天動地竇娥冤》
）
c. 他將毒藥放在湯里，可着我拿過去與你吃。
（《關漢卿戲曲集‧感天動地
竇娥冤》
）
d. 縱是你舊媳婦、舊丈夫，依舊歡聚，可送的俺一家兒滅門絕戶！（《關
漢卿戲曲集‧包待制智斬魯齋郎》）
e. 果然這美女戾其夫，他可待似水如魚。
（
《元刊雜劇三十種‧好酒趙元遇
上皇雜劇》
）
《紅樓夢》中「可」的轉折用法更成熟。下面兩組例句中的「可」兼具強調與
轉折特性，都能以「實在是」等強調副詞替換，也能以轉折副詞「卻」
、
「倒」替換。
例中的「可」一樣用於評論或提出事實，分別見例句(18)與(19)，一樣是側重「可」
的提醒功能。
(18) a. 衣裳任憑是什麼好的，可又值什麼？（《紅樓夢‧10 回》）
b. 明兒叫上房裏聽見，可又是不好。（《紅樓夢‧26 回》）
c. 金家的道：
「平姑娘沒在跟前，遠遠的看着倒像是他，可也不真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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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是我白忖度。」
（
《紅樓夢‧46 回》）
d. 你老人家去怎麼說呢？這話怎得知道的，可又叨登不好了。
（《紅樓夢‧
60 回》
）
(19) a. 我年輕，不大認得，可也不知是什麼輩數，不敢稱呼。
（《紅樓夢‧6 回》
）
b. 一見他來，都笑說：
「又來了一個！可沒了你的坐處了。」
（《紅樓夢‧
52 回》
）
c. 我聽見昨兒晚上二奶奶生氣，打發周管家的娘子捆了兩個老婆子，可也
不知犯了什麼罪。
（
《紅樓夢‧71 回》）
d. 論理不該如此，只是擔了虛名，我可也是無可如何了。（《紅樓夢‧77
回》
）
下面例句中的「可」則為純粹的轉折副詞，只能替換為「卻」、「倒」等轉折副
詞，不再能替換為其他強調副詞。
(20) a. 沒臉的下流東西！正經叫你催水去，你說有事故，倒叫我們去，你可等
着做這個巧宗兒。
（
《紅樓夢‧24 回》）
b. 鳳姐道：
「既這麼着，明兒我和寶玉說，叫他再要人，叫這丫頭跟我去。
可不知本人願意不願意？」（《紅樓夢‧27 回》）
c. 眾人拍手哄然一笑，說：
「倒有趣，可不知那喜字是誰家的，忒促狹了
些。」
（
《紅樓夢‧70 回》
）
d. 襲人倒可做些活計，拿着針線要繡個檳榔包兒，想着如今寶玉有了功
課，丫頭們可也沒有饑荒了。（《紅樓夢‧82 回》
）12
e. 賈母笑道：
「這麼着也好，可尌只忒苦了寶丫頭了。倘或吵嚷出來，林
丫頭又怎麼樣呢？」
（
《紅樓夢‧96 回》）
f. 這如今寶二爺也成了家了，還怕什麼呢，不如我尌叫他進來。可不知寶
二爺願意不願意？（《紅樓夢‧101 回》）
以上是「可」的情形。至於「可是」則需仰賴《紅樓夢》資料來討論。元曲中
的「可是」主要作疑問副詞，雖也有強調副詞用例，兼具強調與轉折副詞的用例，
以及轉折連詞用例，分別見例句(21)、(22)與(23)，但數量太少，不利觀察。

12

此例中的「饑荒」是指糾紛、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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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a. （李老兒云）孩兒，為是麼開了枷？（李慶安云）可是那蒼蠅救了我也。
（
《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b. 孩兒在呵，可是寒灰燄發；孩兒在呵，磁甕長芽；孩兒在呵，子除是
枯樹上開花！（
《元刊雜劇三十種‧薛仁貴衣錦還鄉記雜劇》
）
(22)

不似您這孩兒不犯觸，可是他聲也波聲，聲聲的則待要哭，則從那搖車
兒上魘禳無是處。（
《關漢卿戲曲集‧劉夫人慶賞五侯宴》）13

(23) a. 又不曾取罪名，又不曾點紙節，可是他前推後擁強牽拽，軍兵鐵桶週圍
鬧，棍棒麻林前後遮，撲碌碌推到法場也。
（《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
痛哭存孝》
）14
b. 誰敢道是湯他一湯？誰敢是觸他一觸？可是他叫吖吖無是處。（《關漢
卿戲曲集‧劉夫人慶賞五侯宴》）15
《紅樓夢》中的「可是」則有豐富的強調副詞用法，很適合觀察「可是」從強
調副詞到轉折連詞的發展情形。從此書可見出強調副詞「可是」也是藉由提醒功能
進入轉折語境，又可分兩種情況。第一種一樣用於評論，還可分兩類情況。第一類
「可是」句是對前文的評論，見例句(24)，第二類則前接假設分句，見例句(25)。其
評論即提醒的內容，雖然搭配的是特定命題或假設狀況，但「可是」句所提醒的乃
出乎預料的結果，故也蘊含轉折義。這兩組例子中的「可是」替換為「實在是」或
「卻是/倒是」都說得通。
(24) a. 指名給我送來的，還不叫我過去磕頭。這可是奇了。
（《紅樓夢‧35 回》）
b. 我們嬸子又上京來了不成？他們也不能凑在一處，這可是奇事。（《紅
樓夢‧49 回》）
c. 不過是誤打誤撞的遇見了，說約下了可是沒有的事。
（《紅樓夢‧62 回》
）
13

據《彙校詳注關漢卿集》頁 1492，
「犯觸」為「犯憷」
。據《現代漢語大辭典》
，
「犯憷」意為膽怯、
畏縮。據《關漢卿戲曲辭典》頁 303、344，
「魘禳」意為壓驚去邪，而「無是處」則意為不知怎樣
才好。此例是奶媽向趙太公描述趙太公兒子夜晚啼哭的情形。上段也提及趙太公兒子「這孩兒能夜
啼不犯觸」
，是說夜裡嚎哭毫不畏縮，也就是哭個不停。故此例首句是說「
（我的孩兒）不像您孩兒
毫不畏縮」，接下來兩句則描述員外的兒子：倒是/實在是您孩兒「聲也波聲，聲聲的則待要哭」，
所以奶媽還得幫搖車上的孩兒壓驚去邪，不知如何是好。

14

據《漢語大詞典》
，頁 1353，
「點紙節」猶「點紙」
，指在契約或供詞上蓋章或捺指模。

15

據《彙校詳注關漢卿集》頁 1492，
「湯」表碰、觸。另吳國欽本、王季思本二「湯」字則改做「蕩」
字。據《關漢卿戲曲辭典》頁 303，
「無是處」意為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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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你兩個那裏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客一般，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
的「相敬如賓」了。
（
《紅樓夢‧85 回》）
(25) a. 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是又費事。（
《紅樓夢‧23 回》
）
b. 若說我不忍叫你娘兒們受人委曲還猶可，若說謝我的這兩個字，可是
你錯打算盤了。
（
《紅樓夢‧25 回》
）
c. 紅玉道：
「既是進來，你老人家該同他一齊來，回來叫他一個人亂碰，
可是不好呢。」
（
《紅樓夢‧26 回》
）
d. 你是我的外孫女兒，是親的了，若與寶玉比起來，可是寶玉比你更親
些。
（
《紅樓夢‧98 回》
）
第二種中的「可是」用於開啟新話題，大多出現於回話或句段之首，此新話題
就是所提醒的內容。這組用例不屬於典型的複句語境，但「可是」所開啟的話題往
往是出乎意料的，與交談者預期不符，故也帶有轉折義，
「可是」除了能以強調副詞
「實在是」替換，也能以轉折副詞「倒是」替換。
(26) a. 寶玉因問：
「大哥哥今日不在家麼？」尤氏道：
「出城與老爺請安去了。
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裏作什麼？何不也去逛逛？」
（《紅樓夢‧7 回》）
b. 馬道婆因見炕上堆着些零碎綢緞灣角，趙姨娘正粘鞋呢。馬道婆道：
「可
是我正沒了鞋面子了。趙奶奶你有零碎緞子，不拘什麼顏色的，弄一
雙鞋面給我。」
（
《紅樓夢‧25 回》
）
c. 寶玉伸手拉着襲人笑道：
「你站了這半日，可乏了？」一面說，一面拉
他身旁坐了。襲人笑道：
「可是又忘了。趁寶姑娘在院子裏，你和他說，
煩他鶯兒來打上幾根絡子。」（《紅樓夢‧35 回》
）
d. 方起身要走，因看見周瑞家的，便想起一事來，因說道：
「可是還有一
句話問奶奶，這周嫂子的兒子犯了什麼不是，攆了他不用？」（《紅樓
夢‧45 回》
）
e. 尤二姐才要又問，忽見尤三姐笑道：「可是你們家那寶玉，除了上學，
他作些什麼？」
（
《紅樓夢‧66 回》
）
以下例句中的「可是」更接近轉折連詞，
「可是」與前文有清楚的轉折關係，也
能以「但是」替換。不過此組「可是」也可能仍為強調副詞，因以「實在是」替換
也很通順，其中例句(27a, c)也是開啟新話題，從中可清楚見出轉折副詞與轉折連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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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淵源。
(27) a. 如今聽寶姑娘這話，想來我們煩他他不好推辭，不知他在家裏怎麼三更
半夜的做呢。可是我也糊塗了，早知是這樣，我也不煩他了。（《紅樓
夢‧32 回》
）
b. 可憐你公公已是二年多了，可是我倒忘了，該罰我一大杯。
（《紅樓夢‧
76 回》
）
c. 王夫人道：
「什麼依不依，橫豎一個人的主意定了，那也是扭不過來的。
可是寶玉說的也是一定的了。」（《紅樓夢‧118 回》）
本文又挑選《水滸傳》
、
《三國演義》、《西遊記》、《金瓶梅詞話》作為補充，發
現只有《金瓶梅詞話》有三例「可是」有可能作轉折副詞，如下所示。這三例情況
與《紅樓夢》完全一致，或是對某情況的評論，見例(28c)，或是對用某假想情況的
評論，見例(28b)，或是開啟新話題，見例(28a)。
(28) a. 進了儀門，尌是三間廳，第二層是樓。月娘要上樓去，可是作怪！剛上
到樓梯中間，不料梯磴陡趄，只聞月娘哎了一聲，滑下一隻腳來。
（《金
瓶梅詞話‧33 回》
）
b. 大娘你若惱他，可是錯惱了。（
《金瓶梅詞話‧76 回》）
c. 若說家里，可是沒絲亳事兒！（《金瓶梅詞話‧79 回》
）
綜合本節討論，根據戲曲資料與《紅樓夢》
，可看出強調副詞「可」與「可是」
所具備的提醒功能有助其進入轉折語境而引發相關的演變。提醒用的「可」在評論
或提出事實時進入轉折語境，而提醒用的「可是」則是在評論或開啟新話題時進入
轉折語境。

（二）從究問到轉折
雖然過去文獻均主張轉折詞「可」與「可是」源自強調副詞，上一小節的歷史
觀察也支持此觀點。但透過戲曲資料，本文認為二詞轉折功能還可能有第二個源頭，
那就是究問用法。元曲及明清小說中的「可」與「可是」經常後接疑問詞，如「怎」、
「怎生」
、
「怎地」
、
「怎麼」
、
「誰」
、
「甚」
、
「哪裡」
、
「為何」
、
「為甚麼」
、
「如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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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與「可是」表示質疑的語氣，能以「究竟」替換，以下為元曲例子。16
(29) a. 孩兒，你每做下這事，可怎了也？（《關漢卿戲曲集‧包待制三勘蝴蝶
夢》
）
b. 這梅香好不會幹事也，這早晚可怎生不見來？好着我憂心也呵。（《關
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c. 着我衣裳高處看，無有，可那里去了？（《關漢卿戲曲集‧趙盼兒風月
救風塵》
）
(30) a. 我不問你別的，則這楚州三年不雨，可是為甚麼來？（
《關漢卿戲曲集‧
感天動地竇娥冤》
）
b. 則他那嫡親娘可是圖一個甚的？（《關漢卿戲曲集‧劉夫人慶賞五侯
宴》
）
c. 這半壁衫兒是我拆開，你可是那裏將來？（
《元刊雜劇三十種‧相國寺
公孫汗衫記雜劇》
）
此用法的「可」也搭配選擇問句，見例句(31)，而此用法在唐朝就已見得到，
見例句(32)。（張麗麗 2016）
(31) a. 賊禽獸，我的言語可是中也不中？（《關漢卿戲曲集‧包待制三勘蝴蝶
夢》
）
b. 這言語我聽也難聽，我可是氣也不氣？（
《關漢卿戲曲集‧感天動地竇
娥冤》
）
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全唐詩》杜甫〈江畔獨步尋花

(32)

七絕句〉7 首之 5）
表究問的「可」經常用於轉折分句，且數量眾多，元曲資料如例句(33)所示。
明清小說中此類用例也甚夥，此不贅舉。當時「可是」也有此類用法，但數量較少，
見例句(34)。
(33) a. 小校安排下酒殽，可怎生不見周德威來？（《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
痛哭存孝》
）
b. 想着他從前出力氣，可怎生的無功勞？（《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痛
16

這兩組例句轉引自張麗麗（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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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存孝》
）
c. 張千進去，可怎生不見出來？（《關漢卿戲曲集‧錢大尹智寵謝天香》
）
d. 姐姐，你天生的花容月貌，這幾日可怎生清減了？可端的為何也？（《關
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e. 俺家閏香姐姐着我將這一包袱金珠財寶送與李慶安去，來到這後花園
中，等慶安來赴期時先與他。可怎生不見慶安來？（《關漢卿戲曲集‧
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
f. 本是我的刀子，可怎生屈棒打我？（《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
園》
）
g. 你從二十二上投軍去，可怎三十三上恰到來？（《元刊雜劇三十種‧薛
仁貴衣錦還鄉記雜劇》
）
h. 依舊有青天白日，可怎生則不見我幼子嬌妻？（《元刊雜劇三十種‧岳
孔目借鐵拐李還魂雜劇》
）
i. 師父呵，與我全身，可怎麼與我殘疾條腿，胡著嘴？（《元刊雜劇三十
種‧岳孔目借鐵拐李還魂雜劇》）
j. 飽諳世事慵開口，可怎伏侍君王不到頭！（《元刊雜劇三十種‧承明殿
霍光鬼諫雜劇》
）
(34) a. 小番，你要說來又不說，可是為甚麼來？（《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
痛哭存孝》
）
b. 姐姐，你每日家不曾穿這等衣服，今日姐姐這般打扮着，可是為何？
（
《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究問係對一件事感到不理解而提出質問，在質問前先提出質問的根據，能使質
問更有力道。由於質問是對特定情況感到不理解，故所提根據當然是與該情況相背
離的前提，因此這前後分句便有轉折關係。例如，可以單問「他究竟為何不出來」，
也可以多加一個前提「他已經進去很久了，究竟為何不出來」，這就是例句(33c)的
情況，其中「他進去很久」與「他為何不出來」具轉折關係。這組用例中的「可」
能以「究竟」替換，表究問語氣，也能以「卻（是）
」替代，表示事情發展不符預期。
在這樣的語境中「可」就可能從究問副詞被重新理解為轉折副詞。從語用功能觀之，
究問用法也同樣具提醒功能。向人追問一件事，就是提醒他留意此事。可以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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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副詞與疑問副詞雖分屬不同的句法範疇，但均具有相同的語用功能，這是二者能
夠發展出轉折用法的共通點。
透過元曲資料，本文主張，轉折副詞「可」與「可是」還有第二個來源：究問
副詞，且此用法也是透過提醒之語用功能進入轉折語境。

（三）連詞「可」的形成
前兩小節論及轉折副詞「可」的兩種來源，但是關於轉折連詞「可」的來源過
去討論甚少，也許轉折副詞進一步虛化為轉折連詞是自然的，無頇再論。然而石毓
智（2005：8）還提出另一個觀點，認為轉折連詞「可」當為「可是」的簡化或弱化
形式。該文雖未提出歷史觀察，意見還有待檢驗，然此派觀點亦不失為一個合理的
推測，因為現代漢語中「可是」的轉折用法較「可」發達，且「可是」與「可」的
選用往往是為了調節音韻。究竟轉折連詞「可」是怎麼形成的？是直接虛化自轉折
副詞「可」？還是「可是」的縮減形式？這是本節要探討的議題。
本文認為轉折連詞「可」是從轉折副詞「可」語法化而成，有三方面證據可為
支持。第一方面證據在「可」搭配「也」或「又」的特性。從前節所列例句(15)~(19)
可看出轉折副詞「可」在元明清時期經常搭配「也」或「又」
，戲曲資料佔 8/17（部
分用例見例(15)~(17)）
，
《紅樓夢》則佔 8/14（見例句(18)~(20)）
，均有五成左右。此
特性在《駱駝祥子》仍相當鮮明，該書中「可」出現於轉折句共有 35 例，其中有
14 例搭配「又」或「也」
，也有三分之一強的比例。
(35) a. 身上酸懶，他不想起來，可也不敢再睡。（《駱駝祥子》）
b. 她不怕死，可也不想死，因為她要作些比死更勇敢更偉大的事。（《駱
駝祥子》
）
(36) a. 祥子已經跑出二三十步去，可又不肯跑了，他捨不得那幾匹駱駝。
（《駱
駝祥子》
）
b. 只覺得自己越來越小，可又不能完全縮入地中去，整個的生命似乎都
立在這點難受上。
（
《駱駝祥子》）
老舍小說中已見得到虛化為連詞的「可」
，下面例句中的「可」均出現在主語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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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例子中的「可」字句也搭配「也」或「又」
，從此可推測轉折連詞「可」與轉
折副詞「可」當系出同源，才會共有此一特性。
(37) a. 大家誰也沒動，可誰也沒再坐下，都在那滿屋子的煙中，眨巴著眼，向
門兒這邊看。
（
《駱駝祥子》）
b. 誰不知道這個呢，可又誰能有更好的主意代替這個呢？！（《駱駝祥
子》
）
本文利用「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標記語料庫」的標記資料過濾17，找到 5 個「可」
出現在主語之前的例句，均出自《醒世姻緣》一書，屬清朝後期作品。這組例子中
有 3 個例句也出現「也」
，同樣顯示連詞「可」與副詞「可」有直接的淵源關係。
(38) a. 他那時腿好，可他也不自家賣，都是俺婆婆趕集去賣。
（《醒世姻緣‧49
回》
）
b. 周奶奶說：
「你給他，可他媳婦兒見着沒？」（
《醒世姻緣‧49 回》）
c. 你尌不怕我，可你沒的也不怕神靈麼？你說有兒有女的哩，你尌不怕男
盜女娼，變驢變馬？（《醒世姻緣‧70 回》）
d. 我料着要是你自己，可你沒有聽差了話的。（
《醒世姻緣‧96 回》）
e. 尌是你掙的，可你也辛苦來的，尌輕意給人這們些？（
《醒世姻緣‧96
回》
）
第二方面的證據則來自「可」發展為連詞時「可是」的成熟程度。既然「可」
在《醒世姻緣》發展得最快，本文也檢驗該書，看看「可是」是否也有發達的轉折
連詞功能。該書中一共有 138 例「可是」
，絕大多數都是作強調副詞，其中只有 12
例出現在轉折語境。這 12 例中有 8 例可替換為「倒是」或「卻是」
，部分用例見例
(39)，「可是」當為轉折副詞；另有 4 例可替換為「但（是）
」，見例句(40)，「可是」
則為轉折連詞。由於此書中確認為轉折連詞的「可」就有 5 例，而確認為轉折連詞
的「可是」卻只有 4 例，很難支持轉折連詞「可」乃轉折連詞「可是」縮減而成的
17

該語料庫共收錄唐朝至清朝十九部典籍：
《敦煌變文集新書》
、
《祖堂集》
、
《大唐三藏取經詵話》
、
《新
刊大宋宣和遺事》
、
《永樂大典戲文三種》
、
《五代史平話》
、
《全相平話五種》
、
《關漢卿戲曲集》
、
《元
刊雜劇三十種》
、
《老乞大諺解》
、
《朴通事諺解》
、
《水滸傳》
、
《西遊記》
、
《金瓶梅》
、
《平妖傳》
、
《醒
世姻緣》
、
《儒林外史》
、
《紅樓夢》
、
《岐路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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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點。
(39) a. 後來貼了張天師親筆畫的符，到了黑夜，那符忽然刷拉的怪響，只說是
那狐精被天師的符捉住了。誰想不是了，可是那符動撣。
（《醒世姻緣‧
6 回》）
b. 西門外汪家當鋪也還有，可是[按着葫蘆摳子兒，括毒多着哩]！（《醒
世姻緣‧50 回》
）
c. 你沒見坐着那山轎，往上上還好，只是往下下，可是倒着坐轎子，女人
尌合那抬轎的人緊對着臉。（《醒世姻緣‧68 回》
）
d. 陸好善到家對素姐道：
「狄奶奶不曉得這皇姑寺的法度，差不多的人進
不去。如今尋了個方法，可是叫狄奶奶屈尊些哩。」（《醒世姻緣‧78
回》
）
(40) a. [你推我讓，正在那裏逡巡]，可是[那個穿蜜合羅的小妹，卻到跟前猛
的將狄希陳一手拉，一邊說道：
「你對着我溺了尿去，我倒罷了，你又
上門來看人！」一邊往家尌拉]。（《醒世姻緣‧37 回》）
b. 小嬌春也只得跳在湖裏逃命，可是[不會赴水，汨沒得像個鳧雛一般]。
（
《醒世姻緣‧66 回》
）
c. 你昨日只該請南門外岳廟後的趙杏川好來，[是王府的醫官，為人忠
誠]，可是[外科的那些歪，他沒有一些兒]。（《醒世姻緣‧67 回》
）
d. [駱校尉道：
「……留下呂祥罷。」]狄希陳道：「可是[我到家祭祖，碟
餞盤擺酒，煠飛蜜果子，都要用着他哩]。把個中用的人留下了？」
（《醒
世姻緣‧85 回》
）
第三個證據則是利用「可是」的句式特性，也就是聯繫句段的特性。《紅樓夢》
中「可是」有三個疑似轉折連詞用例，見例句(27)，其中例句(27a, c)就是用於聯繫
句段。《醒世姻緣》中 12 個搭配轉折句的例子中就有 6 例所聯繫的單位之一即為兩
句以上構成的句段，見例句(39)與(40)中方括弧所標起段落，其中有的甚至位於對話
首句，如例句(40d)。《駱駝祥子》此類用例更是豐富，該書中連詞「可是」相當發
達，而且經常聯繫句段。粗略估計，此書中轉折連詞「可是」約有將近一半是連接
句段，而且有的句段相當長，如下所示。然而，連詞「可」卻無此用法特性（見例
句(37)與(38)）
。由這點也可推判連詞「可」與連詞「可是」並無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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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 [由劉四爺那點財產說呢，又實在有點可惜；誰知道劉老頭子怎麼把錢
攘出去呢，他和虎妞連一個銅子也沒沾潤著]。可是，[事已至此，他
倒沒十分為它思索，更說不到動心]。（《駱駝祥子》
）
b. [在他賃人家的車的時候，他從早到晚，由東到西，由南到北，像被人
家抽著轉的陀螺；他沒有自己]。可是[在這種旋轉之中，他的眼並沒
有花，心並沒有亂，他老想著遠遠的一輛車，可以使他自由，獨立，
像自己的手腳的那麼一輛車]。（《駱駝祥子》）
本節利用轉折詞「可」搭配「也」與「又」的特性，
「可」發展為連詞時期連詞
「可是」的成熟度，以及轉折連詞「可是」帶領句段的特性，論證轉折連詞「可」
當源自轉折副詞「可」
，而非「可是」的縮減形式。不過，現代日常生活中「可」經
常用作轉折連詞，除了是連詞「可」的持續發展外，也經常是為了調節音律或省力
而由雙音連詞「可是」縮減而成。此乃後續使用情形，不代表其來源必然如此。本
文論證內容顯示，其來源與後續使用情形並不同，需小心區別，不宜混為一談。

（四）連詞「可是」的形成
由二之（一）小節說明可知過去文獻均同意轉折詞「可是」源自強調副詞，但
是「可是」的演變過程是否經歷轉折副詞此一過程卻仍有爭議。張誼生（2003：37）
認為強調副詞「可是」直接發展為轉折連詞，但該文所提歷史觀察有限，僅以下面
一組例句作為例證，認為例(42a)中的「可是」為副詞，而例(42b)中的「可是」則為
連詞，兩相對照即可見出其中的演變關係。不過，根據本文判定標準，例(42b)中的
「可是」不是連詞，而是強調副詞或轉折副詞，因為可替換為「實在是」或「卻是」，
卻不能替換為「但是」
。
(42) a. 春風可是太多情，樂事良辰一併。（《全宋詞》方岳〈西江月〉）
b. 婆婆，你如今後悔，可是遲了。（《元曲選》楊文奎〈翠紅鄉兒女兩團
圓雜劇〉第 2 折）
相對於張誼生（2003）的主張，郭志良（1992）根據現代漢語材料推斷，王月
萍（2010）進入歷史文獻追蹤，均認為「可是」經歷轉折副詞的階段，所舉轉折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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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可是」的確例如下所示。18然而這些均為現代例句，歷史上「可是」早期的轉
折用法為何？尚有待歷史追蹤。
(43) a. 房裡還有一個人，是個胖墩墩的老漢，五十來歲，雖是滿臉圪皺，腰板
可是挺結實。
（束為《老長工》）
b. 你別看這個十七歲的小伙子還滿身的孩氣，總是瞇著眼，帶著笑，一
講話眼睛尌眨巴眨巴的，心眼裡可是挺有見識。
（吉學霈《兩個隊長》）
(44) a. 雖然他與冠家是緊鄰，他可是向來沒注意過冠家的人們。（老舍《四世
同堂─惶惑》
）
b. 別看你的臉發乾，顏色可是很正，很正！你的眼運鼻運都好！（老舍
《四世同堂─飢荒》
）
本文認為轉折詞「可是」當經歷轉折副詞的階段。理由很簡單，歷史上以及現
代漢語仍有許多「可是」作轉折副詞用例。
《紅樓夢》中的轉折副詞「可是」見例句
(24)-(26)，
《駱駝祥子》中的則見下。這幾組例句中的「可是」只能以「卻是」或「倒
是」替換，不能以「但是」替換，且從中可見此用法多還帶有鮮明的強調副詞特性，
又具有表達前後句段間轉折關係的特性，當為從強調副詞到轉折連詞的過渡用法。
(45) a. 祥子本來盼著過年，現在可是一點也不起勁。
（《駱駝祥子》）
b. 坐在那兒，說不出什麼來，心中可是感激，親熱。（《駱駝祥子》
）
本文又挑選《朱子語類》
、
《關漢卿戲曲集》
、
《元刊雜劇三十種》
、
《水滸傳》
、
《西
遊記》
、
《金瓶梅》
、
《醒世姻緣》
、
《紅樓夢》與《駱駝祥子》這九部文獻19，統計「可
是」各種副詞與連詞用法的數量，如下表所示。

表 2：宋朝至現代漢語九部文獻中「可是」各種副詞與連詞用法統計
功能
文獻
朱子語類
關漢卿、元刊

疑問副詞
反詶 推問 究問
0
0
0
0
3
27

強調
副詞
0
6
例(21)

轉折副詞
0
1
例(22)

18

第一組例句取自郭志良（1992：42）
，第二組則取自王月萍（2010：103）
。

19

原還觀察《三國演義》
，但該書中並無「可是」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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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連詞
0
2
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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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

14

36

0

醒世姻緣、紅樓夢

10

25

39

駱駝祥子

0

0

0

23

3
例(28)
147
47
例(24)-(26),(39)
12
25
例(45)

0
7
例(27),(40)
382
例(41)

從表 2 可看出「可是」要到現代漢語才以轉折連詞為強勢用法，宋元明清時期
主要做副詞，雖以疑問與強調副詞為主，但轉折副詞也有日益發達的趨勢，且在清
朝達到高峰，而當時轉折連詞的數量還非常少。可見得「可是」由強調副詞到轉折
連詞當經歷轉折副詞之階段。而且，從此表也可看出在出現時代上轉折連詞「可是」
也不早於轉折副詞「可是」
。

三、
「可」與「可是」的特殊處與差異
經由第二節的討論，可瞭解「可」與「可是」的演變路徑相當，都源自強調副
詞以及究問副詞，而且都先形成轉折副詞，再從中發展出轉折連詞。二詞演變路徑
如下所示：
強調語氣副詞

＞ 轉折語氣副詞 ＞ 轉折連詞

究問語氣副詞
以上結論是基於多項觀察而確立的。一、雖然過去文獻已指出強調副詞為其源
頭，但本文提出更為明確的歷史證據，且指出是二詞的提醒功能作用於此線演變；
二、本文首先留意到究問副詞也可能是轉折用法的另一個來源，這點可由元朝戲曲
資料見出，
「可」與「可是」均如此；三、轉折連詞「可」是直接源自轉折副詞「可」，
而非「可是」的縮減形式；四、二詞演變均經歷轉折副詞此階段，不但「可」如此，
「可是」亦然。
以下將藉前文觀察成果探討轉折、構詞與複句這三個體系中的相關現象，以呈
現「可」與「可是」的特殊處以及二詞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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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可」與「可是」在轉折詞中的特殊處
漢語有豐富的轉折功能詞，各有不同來源。例如「但」
、
「但是」
、
「只」
、
「只是」、
「不過」、「只不過」均源自限定副詞，
（張麗麗 2012）又例如「反」與「倒」均經
歷「翻轉義動詞＞語氣副詞＞轉折副詞」的過程，（張麗麗 2011）而「卻」則經歷
「後退義動詞＞然後義副詞＞承接副詞＞轉折副詞」的演變過程。（張麗麗 2011）
至於「可」與「可是」
，其歷史演變要更為複雜。根據本文以及筆者截至目前探查所
得（張麗麗 2016、待刊）
，當經歷下列七階段演變過程：
I

II

III

可行義動詞 ＞ 可行義情態動詞 ＞ 反詶副詞 ＞
IV
強調副詞

V
＞

VI

VII

轉折副詞 > 轉折連詞

推度詢問副詞 ＞ 究問副詞 ＞
轉折詞「可」與「可是」均由轉折副詞發展為轉折連詞，這在漢語史上頗不尋
常。漢語中也有若干組轉折詞「X」與「X 是」
，如「但」與「但是」
、
「卻」與「卻
是」、「倒」與「倒是」
、
「反」與「反是」等。其中「但」與「但是」係由限定副詞
直接發展為轉折連詞，而後三組則始終維持作轉折副詞，並未發展為連詞。這三組
「X 是」雖也發展出主語前用法（位置 I，參見第一節說明）
，而且在很早的時代就
見得到20，也一直沿用至明清甚至今日，如下所示，但這卻無助於推動三詞繼續語
法化為連詞。
(46) a. 閉門茅底偶為鄰，北阮那憐南阮貧。卻是梅花無世態，隔牆分送一枝春。
（
《全唐詩》戴叔倫〈旅次寄湖南張郎中〉
）
b. 如橫渠說釋氏有「兩末之學」
，兩末，兩頭也，卻是那中間事物轉關處
都不理會。
（
《朱子語類‧卷 121》
）
c. 紹於帳中聞遠遠有哭聲，遂私往聽之。卻是敗軍相聚，訴說喪兄失弟，

20

「卻是」用例在唐朝就很豐富，「倒是」則是南宋以後才日見普遍，而「反是」則出現於唐朝，例
子相對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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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伴亡親之苦。
（
《三國演義‧31 回》）
(47) a. 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
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莊老有這般說話。莊子云：
「言
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
（《朱子語類‧
卷 41》）
b. 行者原無此意，倒是八戒教了他。（《西遊記‧76 回》）
c. 今日之筵，大家無興散了，林黛玉倒不覺得，倒是寶玉心中悶悶不樂，
回至自己房中長吁短嘆。
（
《紅樓夢‧31 回》）
(48) a. 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全唐詩》杜甫〈兵車行〉）
b. 如今人多將顏子做箇柔善底人看。殊不知顏子乃是大勇，反是他剛果
得來細密，不發露。
（
《朱子語類‧卷 52》
）
c. 若查出被毆傷命，尌該到府縣告理。如何直待一年之後，反是王家家人
首告？（
《初刻拍案驚奇‧卷 11》
）
這些用例中的「卻是」
、
「倒是」與「反是」仍帶有鮮明主觀色彩，不能隨意以
「但是」或「不過」替換，即使可以，替換後意義也明顯不同，故就本文所提劃分
標準判定，這三個詞仍為轉折副詞，並未發展為轉折連詞。
為什麼其他轉折副詞遲遲未能發展為連詞，而「可」與「可是」卻能夠？尤其
是「可是」還轉以此功能為主？而且連詞「可（是）
」所表達的轉折關係與「但（是）
」
、
「不過」相當，不像轉折副詞「卻（是）
」
、
「倒（是）」
、
「反（是）
」還帶有鮮明的主
觀立場。這個問題不好回答，透過本文觀察，目前暫時提出下列兩方面解釋。一、
這與語法化程度有關。
「可（是）
」經歷多階段演變，其強調用法已相當抽象，而從
之發展而成的轉折副詞用法自然是更為抽象，因而也容易進一步語法化。二、「可
（是）」是靠著提醒功能進入轉折分句，而「卻（是）」、「倒（是）
」、「反（是）
」這
幾個副詞則是靠著評注功能進入轉折分句。提醒功能主要作用於人際對話，一旦離
開言談語境該功能就不易被保留，故其用法容易被重新理解；而評注功能即使離開
對話語境也能保留，故得以保持穩定使用。

（二）由「可」與「可是」看「X 是」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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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可」有動詞、情態動詞與副詞三種句法功能，只有副詞功能可與「是」
連用而構成「可是」
。
「X 是」乃常見功能詞詞構，過去研究焦點多落在「是」字上，
或是論其來源，例如張誼生（2003）與董秀芳（2004）均認為「X 是」中的「是」
有雙來源，即判斷動詞或焦點標記；或是論「是」在此詞構中的地位，例如董秀芳
（2004）認為「是」已成為詞內成分。本文透過「可」與「可是」的歷史演變，還
可對「X 是」提出下列幾點補充意見。
首先，焦點標記「是」與 X 黏合成詞的情況當較為普遍。就本文觀察而論，與
副詞「可」連用的「是」確實有判斷動詞與焦點標記兩種，但是只有與焦點標記連
用的才可能在詞性上反映出「可」的特性來，而具有反詶、推度詢問、究問、強調、
轉折等多種副詞用法。而由判斷動詞「是」構成的「X 是」則為偏正式動詞，在詞
性上乃以「是」為中心語，像是「他可是個老實人」中的「可是」當為副詞「可」
修飾動詞「是」的結構，
「是」為謂語中心語。雖不能排除此類「可是」進一步語法
化為副詞，但其數量應當不多，也不易發展出如此多元又與「可」一一對應的副詞
功能。
其次，「X 是」中的「是」具有拓展句法位置的功能。作為副詞，「可」與「可
是」都有反詶、推度詢問、究問、強調與轉折這五種用法，但是「可」皆只出現在
主語後位置（即第一節所定義之位置 II、III）
，而「可是」還可出現在主語前位置（即
第一節所定義之位置 I、II、III）。以下十組例句分別為這五種副詞用法，例句(49)
與(50)中的「可」為反詶副詞、例句(51)與(52)中的為推度詢問副詞、例句(53)與(54)
中的為究問副詞、例句(55)與(56)中的為強調副詞、例句(57)與(58)中的為轉折副詞。
各組例句各位置舉一例，並標示位置類型於句末。
(49) a. 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顏氏家訓‧教子》）
21

II

b. 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為中國之所并。（《晉書‧載記‧苻堅下‧苻
融》
）III
(50) a. 可是禪房無熱到，但能心靜即身涼。
（《全唐詩》白居易〈苦熱題恆寂師
21

據《顏氏家訓集解》頁 29，此例中的「可願」顏本作「豈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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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室〉
）I
b. 尋思六祖傳心印，可是從來讀藏經。（
《全唐詩》韋莊〈贈禮佛名者〉
）
II
c. 季鷹可是思鱸鱠，引退知時自古難（《全唐詩》鄭谷〈舟行〉）III
(51) a. 通曰：
「可更喫茶麼？」公曰：「不必。」（《五燈會元‧卷 18》
）II
b. 行者道：
「你可曾聽得那太子說麼？」（
《西遊記‧38 回》
）III
(52) a. 林閒翠羽偷相語，可是梅花累此翁？（《全宋詩》劉克莊〈梅花十絕答
石塘二林〉
）I
b. 翠禽欲起還休去，可是多情爲杏花？（《全宋詩》舒岳祥〈題杏花翠羽〉）
II
c. 天公可是憐風月？判遣詩人一例窮。
（
《全宋詩》葉夢得〈戲方仁聲四絕
句〉其 3〉
）III
(53) a. 可怎生便知不是他？（
《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II
b. 您可怎生怕那廝？（
《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春園》
）III
(54) a. 可是誰央及你個蔣狀元，一投得官也接了絲鞭？（《元刊雜劇三十種‧
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
）I
b. 阿者有些煩惱，可是為何也？（《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苦痛哭存孝》）
II
c. 這言語我聽也難聽，我可是氣也不氣？（《關漢卿戲曲集‧感天動地竇
娥冤》
）III
(55) a. 明有清官在，我和你去告來。可早來到衙門首也。
（《關漢卿戲曲集‧鄧
夫人苦痛哭存孝》
）II
b. 姨姨，你可犯了令也，罰涼水。
（《關漢卿戲曲集‧杜蕊娘智賞金線池》）
III
(56) a. 孩兒，為是麼開了枷？可是那蒼蠅救了我也。
（《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
夜月四春園》
）I
b. 行者暗想道：
「可是晦氣！經倒不曾取得，且來替他做皂隸！」
（《西遊
記‧34 回》
）II
c. 爹你老人家沒的說，他可是沒有這個話。（《金瓶梅詞話‧25 回》）III
(57) a. 李慶安云：
「他殺我，可不曾殺你。」（
《關漢卿戲曲集‧王閏香夜月四
春園》）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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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別人有十大功，他可寸箭無。（《元刊雜劇三十種‧薛仁貴衣錦還鄉記
雜劇》
）III
(58) a. 若說謝我的這兩個字，可是你錯打算盤了。（
《紅樓夢‧25 回》
）I
b. 倘或散了，若再用時，可是又費事。（
《紅樓夢‧23 回》
）II
c. 有些不是，你可是倒好了！（《醒世姻緣‧30 回》）III
石毓智（2005：6-7）曾指出「是」具有將後方句子當作一個整體事件的功能，
並留意到往往副詞位置可單用「X」，但是連詞位置就必頇使用「X 是」，如表假設
的「要」與「要是」以及「就」與「就是」。然而，如本文所論，「可」與「可是」
均能發展為連詞，可見得「是」不必然有決定「X 是」詞性的作用，但有拓展其句
法位置的功能，而這點確實有利於「X 是」發展為連詞。
其三，比起單音詞「X」
，雙音詞「X 是」句法作用要來得大。過去文獻多留意
「X」與「X 是」在音韻調節上的作用，例如董秀芳（2004：42）認為「X」傾向搭
配短謂語，而「X 是」則傾向搭配較長謂語。從「可」與「可是」的發展還可看出，
音節差異帶來影響要更為廣闊。作為獨立音步，雙音詞要比單音詞合適，故在大句
段之間的停頓處往往使用雙音詞。這很可能就是為何「可是」能用於帶領句段而「可」
極少此用法的原因。前列例句(41)中的「可是」均不適合替換成「可」。
其四，
「X 是」還可進一步語法化。董秀芳（2004）探討若干「X 是」功能詞的
形成，包含副詞「總是」
、
「好像是」
、
「首先是」
、
「尤其是」
、
「已經是」以及連詞「若
是」、「不管是」
、
「或者是」等，認為這些詞是詞彙化而成。本文認為各種副詞用法
的「可是」乃詞彙化而成，但是轉折連詞「可是」則是由轉折副詞「可是」進一步
語法化而成。是故，
「是」雖已發展為類似詞綴或詞內成分的單位，但是「X 是」不
必然都是「X」與此類的「是」詞彙化而成，也可能是從現有的「X 是」語法化而
成。

（三）由「可」與「可是」看連詞與關聯副詞的差異
在現代漢語，
「可是」乃強勢的轉折連詞，使用頻率極高，而「可」則是活躍的
語氣副詞，能傳達疑問、強調、轉折等多種語氣，其中又以強調語氣最為活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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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多種場合。
（楊惠芬 1993）從歷史來看，「可」從東漢開始出現反詶用法之後，
就不斷發展出新的副詞功能，從反詶、推度詢問、強調、究問，到轉折，而且其使
用頻率一路攀升，一直到現代。其轉折連詞功能則要到清末才出現，使用頻率則遠
低於「可是」
。
「可是」從唐朝開始出現反詶、推度詢問等副詞用法，也一路發展出
強調、究問與轉折副詞用法，但其使用頻率相對低得多，而其連詞功能即使在清朝
都還很不發達，但是進入民國後，在極短時間內就蓬勃發展起來。呂叔湘（1999：
333-336）一書區別「可 1」
（副）
、
「可 2」
（連）以及「可是 1」
（連）
、
「可是 2」
（副），
從其分析可見出「可」的強勢用法為「可 1」，是為副詞用法；而「可是」的強勢用
法則為「可是 1」
，是為連詞用法。從下表也可見出從《紅樓夢》到《駱駝祥子》
，
「可」
與「可是」的演變方向有甚大差異。
「可」集中於強調與轉折副詞用法，而「可是」
則轉而集中於轉折連詞用法。

表 3：《紅樓夢》與《駱駝祥子》中「可」與「可是」副詞與連詞統計
功能
文獻
紅樓夢「可」

反詶
112

疑問副詞
推度詢問
136

究問
71

強調
副詞
202

駱駝祥子「可」

1

0

0

48

紅樓夢「可是」

1

21

6

81

駱駝祥子「可是」

0

0

0

12

轉折
副詞
14
例(18)-(20)
32
例(35)-(36)
16
例(24)-(26)
25
例(45)

轉折
連詞
0
2
例(37)
3
例(27)
382
例(41)

為何「可是」與「可」在功能上有上述分化現象？本文認為，這要從漢語關聯
詞的分工談起，是連詞與關聯副詞的差異所造成的。綜觀現代漢語轉折關聯詞，其
中轉折連詞多為雙音節形式，如「可是」、「但是」
、「不過」、「只是」、「然而」等，
雖然也有相應的單音詞，如「可」
、
「但」等，但較少用，甚至「只是」的單音節形
式「只」並不用作轉折連詞；而轉折副詞則多為單音節形式，如「卻」
、
「倒」
，雖然
也有「卻是」
、
「倒是」等雙音節形式，但較少用，只有「反而」使用頻率高於「反」，
但那也是民國以後的事情，從先秦一直到清朝末葉，一直都是使用「反」
。可以這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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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單就轉折體系而論，轉折連詞偏好雙音節形式，而轉折副詞則偏好單音節形式。
除此之外，轉折連詞與轉折副詞還有下列兩方面普遍差異：轉折連詞可聯繫典型轉
折關係，使用範圍較小，而轉折副詞可聯繫廣義轉折關係，使用範圍較大；轉折連
詞主觀性低，而轉折副詞主觀性較高。既然這兩種句法功能有如此一致的差異，值
得進一步追問原因。本文認為，此趨勢反映的是連詞與關聯副詞在連接功能上的不
同任務。
連詞位於醒目位置，主要功能在連接分句或句段間的事理關係，而關聯副詞則
位於較不醒目的主謂語間位置，主要傳達說話者的主觀認定。從標記性（markedness）
來看（沈家煊 1999）
，連詞的標記性較高，而關聯副詞的標記性則較低。一般轉折
分句多不必帶轉折連詞，除非要特別強調句間關係才會帶上；但是，轉折分句的關
聯副詞往往不能輕易拿掉，它與說話者主觀態度緊密相關，又具有微調句間關係的
作用。現代漢語像例句(59)這樣的用法分布正可說明此狀況，僅帶轉折副詞的複句
是很自然的，如(59b)所示，但是單單帶轉折連詞卻不很自然，如(59c)所示。也因為
此原因，轉折連詞所帶領的複句關係大體上是相當的，例如「可是」、「但是」、「不
過」這幾個詞都能互通，但是轉折副詞卻各不相同，各傳達不同的立場，例如「卻」
帶有強調違反預期的語氣，而「倒」則帶有正面、輕鬆的語氣。
(59) a. 他看似強壯，但是卻不堪一擊。
b. 他看似強壯，卻不堪一擊。
c. ？他看似強壯，但是不堪一擊。
根據沈家煊（1999：32-34）所提判定標記性高低的六項標準22，連詞與關聯副
詞明顯呈現前者標記性高而後者標記性低的傾向。一、組合標準：標記性低的語素
數目較少，而標記性高的語素數目較多，如 man 與 woman 之別。在漢語，連詞多
為雙音詞，所構成的語素相對較多，標記性較高；而關聯副詞多為單音詞，所構成
語素較少，標記性較低。二、聚合標準：標記性低的成員較少，聚合能力較強，而
標記性高的成員較多，聚合能力較弱。漢語連詞數量普遍遠多於關連副詞，轉折類
22

此文用這六項標準談「有標記項」和「無標記項」的區別，本文則將之延伸至「高標記性」與「低
標記性」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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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詞亦然，故也是連詞標記性高而關聯副詞標記性低。三、分布標準：標記性低
的詞項所搭配語境要來得多，標記性高的詞項所搭配語境要來得少，如本文所論，
轉折連詞只能搭配典型轉折複句，而轉折關聯副詞則能搭配廣義轉折複句，其標記
性也是前者高而後者低。四、頻率標準：標記性低的詞項頻率相對較高，而標記性
高的詞項頻率相對較低。連詞因經常可以省略，但關聯副詞往往不能省略，見上面
例句(59)，故連詞頻率當相對較低，標記性較高，而關聯副詞則頻率相對較高，標
記性較低。五、意義標準：標記性低的詞項意義較寬泛，而標記性高的詞項意義較
狹窄。這點與分布標準有連動效果，轉折連詞只能搭配典型轉折複句，而轉折關聯
副詞則能搭配廣義轉折複句，在意義上轉折連詞較窄，標記性相對高，而轉折關聯
副詞則意義較寬，標記性相對低。六、歷時標準：標記性低的詞較早形成，而標記
性高的詞較晚形成。就「可」與「可是」而論，轉折副詞形成時代早於連詞，故也
是連詞標記性高而關聯副詞標記性低。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在此略作討論。前文提及，轉折詞「可」經常搭配「也」與
「又」。「也」與「又」除了表持續或重複，也經常用於轉折分句，只是二者所傳達
的轉折性質並不相同。以下是戲曲資料與《紅樓夢》的例子，
「也」在轉折分句中所
帶領的經常是不受前分句所述現象干擾而仍然維持的狀況23，如例(60a)與(61a)。
(60) a. 雖道是殺人公事，也落個孝順名兒。
（《關漢卿戲曲集‧包待制三勘蝴蝶
夢》
）
b. 雖不是宅院里夫人，也是那大人家姬妾。（《關漢卿戲曲集‧錢大尹智
寵謝天香》
）
(61) a. 那封肅雖然日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紅樓夢‧1 回》
）
b. 賈璉笑道：
「雖不十分准，也有八分准了。」（
《紅樓夢‧16 回》
）
23

呂叔湘（1999：595）認為「也」表示無論假設成立與否，後果都相同的情況，可搭配「雖然」
、
「儘
管」、「既然」、「寧可」等構成的複句，如「雖然已經下起大雨來了，足球賽也要按時舉行」
，也經
常不帶連詞，如「你不說我也知道」
；劉月華等人（2003：244）還補充了「無論」
、
「不論」
、
「不管」、
「即使」
、
「就是」等帶領的複句。呂叔湘認為這是「也」的基本用法引伸而來的，即表示兩事相同，
如「你說了我當然知道，你不說我也知道。」劉月華等人（2003：244）則認為所謂的基本用法即
表達「類同」的意思，如「遇到好天氣我們的隊伍要達到目的地，遇到不好的天氣我們也要達到目
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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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轉折分句中，
「又」所帶領的則是矛盾情境，經常是前分句提出某狀況，後分
句則提出另一個性質卻與之相矛盾的狀況24，而這多半是後續發生的，如下面例句
(62b)與(63b)。
(62) a. 數次來討這銀子，我又無的還他。
（
《關漢卿戲曲集‧感天動地竇娥冤》
）
b. 他本是張郎婦，又做了李郎妻。（《關漢卿戲曲集‧感天動地竇娥冤》
）
(63) a. 近來我為這事日夜懸心，又不好說與人，惟有燈知道罷了。
（《紅樓夢‧
34 回》
）
b. 才高興，怎麼又都散了！（《紅樓夢‧47 回》
）
以上四組用例中的「也」或「又」之前大都可添加「可」
，有助於強化「也」與
「又」所標示的特定轉折關係。歷史上的「可也」與「可又」句也符合上述「也」
與「又」字轉折句的特性，前者帶領的是不受前分句干擾仍然維持的狀況，見前所
列例句(15)-(16)、(18)-(20)、(35)與(37)，茲舉三例覆列於例(64)；後者則聯繫前後相
繼發生卻又相矛盾的事件，見前所列例句(17)、(18)與(36)-(37)，茲各舉一例覆列於
例句(65)。
(64) a. 見存孝擎擡把盞兩三巡，他可也並不曾沾唇。
（《關漢卿戲曲集‧鄧夫人
苦痛哭存孝》
）
b. 我聽見昨兒晚上二奶奶生氣，打發周管家的娘子捆了兩個老婆子，可
也不知犯了什麼罪。
（
《紅樓夢‧71 回》）
c. 他不想起來，可也不敢再睡。（
《駱駝祥子》）
(65) a. 嫁的箇同住人，他可又拔着短籌。
（
《關漢卿戲曲集‧感天動地竇娥冤》
）
b. 明兒叫上房裏聽見，可又是不好。（《紅樓夢‧26 回》）
c. 祥子已經跑出二三十步去，可又不肯跑了。（
《駱駝祥子》
）
可見其間的轉折關係主要由「也」或「又」定調，
「可」並不能改變其間的轉折
類型，主要是起強化作用，提示該事實。其實，不單單「可」經常搭配「也」與「又」
，
歷史上「卻」與「倒」也經常與「也」或「又」連用。可見，轉折副詞「可」
、
「卻」、

24

劉月華等人（2003：237）則認為「又」用於前後相互矛盾的情況，可加強轉折語氣，例如：
「有件
事想告訴你，又怕你聽了不高興」
、
「他想安慰安慰媽媽，可又想不出適當的話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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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等主要是傳達說話者特定立場，而其間的轉折關係往往還需靠其他功能詞補
強。這點特性也反應出轉折副詞在複句標記性上相對較低。
本節說明，
「可是」與「可」在句法功能上各有所偏重，在使用範圍與主觀性上
也有明顯差異，當與連詞與關聯副詞的標記性高低有關。

四、結論
相較於過去對轉折詞「可」與「可是」的歷史觀察，本文提出下列幾點新主張。
一、強調副詞「可」與「可是」得以進入轉折語境，關鍵在於二詞具備提醒功能，
歷史語料顯示，在評論、提出事實、開啟新話題等用法中，具提醒功能的「可」字
句得以與前文構成轉折關係；二、除了強調副詞，究問副詞也是轉折詞「可」與「可
是」的來源之一，從元曲資料可清楚見到此方面的演變；三、藉由搭配「又」與「也」
的句式特性以及聯繫句段的句式特性，可確認轉折連詞「可」乃源自轉折副詞「可」
，
而非連詞「可是」省略而成；四、根據宋元明清時期二詞各用法分布的統計資料，
可確知轉折連詞「可是」當源自轉折副詞「可是」
，而非直接由強調副詞「可是」發
展而成。在上述觀察成果上，本文進一步提出下列三點觀察：一、「可」與「可是」
由轉折副詞發展為轉折連詞，這在漢語史上屬特殊情況，可能與其語法化程度及語
用功能有關；二、副詞「可是」的句法位置與用法都要比副詞「可」來得寬泛，在
在反映「X 是」此構式的句法特性；三、從標記性可以很好地解釋連詞與關聯副詞
的差異，也可以說明為何同為轉折詞，雙音節詞「可是」的連詞功能較為發達，而
單音節詞「可」則是以副詞功能為強勢功能。
為求釐清「可」與「可是」發展為轉折詞的演變概況，本文綜合採用多種研究
方法。文中提出強調副詞、轉折副詞與轉折連詞的區別，其中有傳統的結構標準，
但還擴大考量到單複句語境，甚至區別廣義與典型轉折複句，也有主觀性這種認知
語言學所側重的標準。本文也嘗詴從語用角度觀察歷史演變，並藉句式特性釐清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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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演變環節。近年來，學界廣泛留意句法演變與語用的關係，但是，究竟語句的
語用功能有哪些主要類型？該如何判定？這些都是學界正在努力挖掘並建構的知識
體系，其成果將牽動演變研究的格局。本文僅提出初步觀察，還有待日後繼續深化。
此外，
「可」與「可是」的演變還涉及行域、知域、言域間的交互移轉，沈家煊（2003：
197）即指出例句(66a)屬行域表達，而(66b)則屬言域表達，意思是「有人說錢少，
可是我說無需快跑」
。究竟這三域間的移轉是否關係到轉折功能的形成，本文未能討
論，也有待日後鑽研。
(66) a. 錢少，可是需要快跑。
b. 錢少，可是無需快跑呢。
（
《駱駝祥子》
）
「可」與「可是」由強調語氣副詞發展為轉折連詞之演變實乃漢語一項普遍現
象的一環。漢語中語氣副詞與複句始終有緊密的關係。一些語氣副詞必定或經常出
現在複句中，如「反正」
、
「又」25等用於原因句，「卻」、
「倒」
、「偏偏」
、「竟然」等
用於轉折句，
「畢竟」
、
「到底」等用於原因句與轉折句……等等。這些語氣副詞與複
句緊密結合，當與各詞的主觀性及語用功能脫離不了關係，也都涉及言域表達。可
以說，文中所採用的視角與研究方法，是特別針對此系列現象而提出的。但本文僅
為初步嘗詴，所提方法還很粗糙，觀點也不夠成熟，尚賴日後繼續精進，也望方家
不吝指導賜正。

25

此係指語氣副詞「又」的用法，如「天又還沒黑，別緊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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