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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概念融合理論解析同近義並列複合詞 

歐秀慧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 

副教授 

摘要 

詞是語意的載體，詞義反映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掌握辨析詞義是提高語

言表達效果之基本條件。因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生活的內容豐富，人類對事物的

觀察愈發深刻精細，單音節已不敷使用，漢語詞彙已由單音節詞往複音節詞變

遷，現代漢語尤以雙音節詞為大宗。 

漢語詞彙並列式合義複詞很多，尤其同近義詞的複合，一個字的詞義和兩個

字的詞義有何差異？這不但是外籍人士學華語詞彙的障礙，也是本國學子語文理

解上的難題，同時也造成教學解說上的困境。 

本文針對同近義並列複合詞進行詞義解析，以認知語言學的隱喻理論為解析

框架的基礎，綜合運用雷可夫（George Lakoff）和詹森（Mark Johnson）的概念

隱喻理論(CMT)框架，以及 Fauconnier and Turner 延伸發展的「概念融合理論」

（Blending Theory，簡稱 BT）作同近義並列複合詞詞義分析的實踐。本研究分

析，希望有助語文學習上詞義的理解，更能有利華語詞彙的教學。 

本研究成果是多面向的。在學術方面，可將抽象的詞義理解，透過概念融合

的多空間模式來呈現，使「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在教學的應用上，則是具

體可行又有成效的詞彙教學法，可讓學習者對同近義詞複合後，在詞義上的變

化，有具體的理解方式，並且印象深刻，進而幫助學習者準確使用詞彙。 

關鍵詞：概念隱喻理論，概念融合理論，同近義並列複合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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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compounding words composed 

of synonyms by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Ou, Hsiu-Hui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anguage and Literacy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Word is semantic carrier and its meaning reflect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objective things. To grasp the discrimination of the meaning of a word is the basic 

condition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language expression. Because of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resulting in the rich social life, people’s observation toward objects tends to 

fine and profound so that monosyllabic word has already become inadequate. 

Increasingly plural-syllable words have replaced the monosyllable, especially in 

two-syllable words. 

Words in Chinese Vocabulary include many in parallel-compound style, 

especially the compound in synonyms.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eaning of 

two-words and of one-word? It is tough not only for foreigner students, but also 

domestic, even the professor to teach. 

The project is for conducting lexical in synonym parallel compound words 

aspect. Also for fulfilling this project, metaphor theor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s acted 

as the basis of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bined with the application of both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 (CMT)” and 

“Fauconnier and Turner’s conceptual fusion theory (Blending Theory, abbreviated 

BT)”. 

This research is muti-aspected. When viewed in an academic aspect, it can 

display the meanings of the abstract word through the method of concept-fusion, 

making the students “know it is, and know it how to be.” It will be a valid and 

effective way applying on teaching, allowing learners to have concrete understanding 

and impression of the changes of the meanings after combining synonyms. 

Keywords: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Blending Theory、compounding words 

composed of synony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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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雙音節詞是現代漢語詞彙的主體，也是詞彙教學的重要課題。除了多音節的

單純詞、疊音詞和詞綴附加法的雙音詞外，大部分的雙音節詞的成詞方式不外乎

是並列、偏正、動賓、動補、主謂這五種結構法成詞的。並列式合義複詞，或說

並列合成詞，或說並列複合詞，其條件是：兩個意義相同、相近或相對、相反的

語素，以平等地位構成，所以又分為同義並列、反義並列和偏義。在我們常用的

詞彙中，同義並列的文言詞為數甚多，嚴格說來，我們所說的「同義並列」，是

兩個具有些微差異的近義詞並列合成。這「兩個具有些微差異的近義詞」合成後，

通常融合成一個詞意較籠統的概念。 

漢語詞彙並列式合義複詞很多，尤其同近義詞的複合，在教學上常常會遇

到。一個字的詞義和兩個字的詞義究竟有何差異？例如「強」這個詞，與其並列

的同義複詞有「強烈」、「強壯」、「強大」、「強固」、「強硬」、「強健」、「強盛」等

等，筆者的德籍學生用手機 APP 查了一下字典，便說：「不都是 strong 嗎？為什

麼不用一個字『強』就好？」我們查 google 翻譯，的確 strong 在英文還有許多

我們不常用的詞，如表一。那麼，中文學習者為什麼還需要學那麼多同近義詞，

甚至是同近義詞之間的複合詞，徒增記憶詞彙的負擔？ 

表一  strong 在 google 的中文翻譯 

強大 powerful， strong， formidable， large 

強烈 strong， intense， violent 

強有力 strong， forceful 

有力 powerful， strong， forceful， vigorous， energetic， energetical 

堅強 strong， staunch 

強壯 strong， robust， sturdy 

濃厚 strong， rich， marked， luscious 

壯 strong， robust， magnificent， grand 

堅挺 strong 

大 large， big， great， major， bigger， strong 

強硬 tough， strong， unyielding 

烈 strong， intense， violent， ardent 

濃重 strong， thick， dense 

堅 firm， strong， hard， solid， resolute， unyielding 

壯大 strong， big 

強固 strong， so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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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 sound， perfect， robust， strong， regular 

扎實 solid， sound， strong， sturdy， down-to-earth 

烈性 strong， spirited 

硬 hard， stiff， firm， tough， strong， hard-core 

牢靠 reliable， firm， strong， sturdy， dependable 

沖 punched， strong， stormed， pungent 

釅 strong 

健 healthy， strong， healthful 

固 solid， firm， strong， hard 

轟轟烈烈 vigorous， dynamic， strong， stirring， large-scale 

剛 firm， hard， strong 

霸道 overbearing， strong， potent， high-handed 

棒 excellent， fine， admirable， eminent， precious， strong 

疆 willful， strong， superior， wilful 

暋 forceful， hale， powerful， strong， vigorous 

醹 strong 

偲 mustached， clever， bearded， moustached， talented， strong 

仡 beefy， brave， plucky， brawny， bright， strong 

勍 strong， violent 

羌 educated， strong 

醼 strong 

監 firm， hard， solid， strong 

乾 male， strong 

濃的 stodgy， strong， thick 

非常 very， extremely， highly， so， much， strong 

很 very， quite， extremely， strong， strongly， mighty 

使勁地 high， strong 

有力地 fiercely， high， strong 

對以華語為母語的學生來說，一個字的詞義和兩個字的詞義究竟有何差異？

是文言與白話之別（如「吝嗇」和「小氣」，「鼓掌」和「拍手」），還是口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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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書面語之異（如「窮」和「貧窮」，「讀」和「閱讀」）？解釋的時候，或許

還可用例句和語境，喚起語感作為解釋的基礎，多少也有語文理解上的難題。但

是學華語的外籍人士，這樣的詞彙則是一種學習障礙，同時也造成教學解說上的

困境。 

    徐文兵所著《字裡藏醫：92 個漢字教你中醫養生祕訣》1一書用 92 個常用的

漢字，解說中國的傳統養生秘訣，他從健康、性命、疾病及膾炙四方面的中醫術

語談起，更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詮釋中醫用詞。其所詮釋的中醫用詞正是我們習焉

而不察的同義並列複合詞。他說這些有細微差異的近義詞，是透過傳統文獻追索

辭源，再以中醫的方法、思維與實踐，辨析字義，解構詞義，又將近義詞間的差

異還原回來，他的解釋融合了他的個人經驗，自然跟字典的敘述不同。此書所列

的同義並列文言詞及其詮釋，即可在該書網路文宣之書介與目錄得見。茲節錄幾

則如下：2 

健康：中國人的健康理念源於中醫的氣血理論，也就是氣足有力為「健」，

經絡通暢順達為「康」。 

皮膚：「皮」是表皮，「膚」是皮下覆蓋的組織，即介於皮肉之間的組織。 

肌肉：「肌」是繃緊、剛硬、出力的肉，「肉」是鬆弛、放鬆、柔軟的肌。 

脂肪：「脂」是固體的油。「肪」是肥厚、成塊的硬脂。 

思想：「思」是自思，也就是考慮自己的事。「想」是相思、他願，也就是

考慮自身以外的事情。 

憂愁：「憂」是擔心、恐懼將來要發生的事。「愁」是一種無能為力、無可

奈何的心態。 

疼痛：「疼」是急性發作的、持續時間短的、淺表的、有灼燒感的、開放發

散的、尖銳刺激的疼痛。 

      「痛」是慢性的、長久持續的、深入的、冷凝的、憋脹的、鈍挫的疼

痛。 

疾病：「疾」從矢，指人中箭，本意是急性病。「病」是加重的疾，或者是

合併的疾，即病是急性轉為慢性的疾病，或者是深部的、不容易治療

的疾病。 

創傷：「創」指金屬利刃導致的損害，程度深達肌肉。「傷」在表皮，一般

可以不用治療。 

咳嗽：「咳」是肺氣上逆，「嗽」是食氣上逆。「咳」屬於呼吸系統的問題，

「嗽」屬於消化系統的問題。 

肥胖：「肥，多肉也。」形容肌肉豐滿，體型大，皮革充盈，並非指脂肪多。

「胖，半體肉也。」本意是古代祭祀時奉獻的半扇肉，後引伸為寬大。 

膾炙：「膾」是生肉的意思，有的肉比較鮮嫩，適合生吃，但好吃難消化，

所以切得愈細愈好。「炙」是肉在火上烤的意思，趁熱吃的話，味道

鮮美，也好消化。 

                                                 
1 新北市：野人出版社，2011 年出版。 
2 見《博客來》書介，取自：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51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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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炙：「炮」是把食物包裹起來放到火裡烤。「炙」是把肉放在火上，利用

火燄頂端直接接觸食物，並且利用其輻射和上炙的熱氣炙烤。 

這些解釋雖然加上了作者的經驗和看法，但因為講得很具體，很多讀者讀後

紛紛表示瞭然於心。即便是文言詞，但只要還富有活潑奔放的生命力，還活躍於

現代漢語的言談使用中，我們在詞彙教學上，不論對象是本國人、外國人，若對

複合詞中抽象詞義的融合、變化，若能用更具體的方式傳達，就能更容易說服學

習者珍賞漢語詞彙的精妙，進而精準地使用。 

貳、國內外有關並列複合詞之研究 

詞是語意的載體，詞義反映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掌握辨析詞義是提高語

言表達效果之基本條件。漢語詞彙發展是由一個以單音詞為主的系統逐漸發展到

以雙音詞為主的系統，各家研究已都肯定此一認知。因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生活

的內容豐富，人類對事物的觀察愈發深刻精細，單音節已不敷使用，所以漢語詞

彙已由單音節詞往複音節詞變遷，尤以雙音節詞為大宗。 

漢語詞彙由單音節詞往雙音節詞變遷，歷史語言學的研究與發表相當豐富。

在漢語詞彙雙音化的歷程中，南北朝為一重要時期，如：程湘清指出先秦兩周時

期雙音化已經開始，到了戰國以後則加快了雙音化的速度3；劉承慧認為春秋戰

國以後複合實詞數量日增，並指出中古晚期的南北朝，雙音詞比例顯著提高4；

魏培泉則指出中古漢語（東漢魏晉南北朝）雙音節複合詞大量增加5。綜合各家

研究調查，大體上可以看出上古漢語詞彙系統以單音節為主，春秋戰國時期複音

詞的開始增加，成為漢語複音化的第一個時期，東漢六朝則是詞彙雙音化發展快

速的階段，數量、樣式都比先秦多。近年來有關中古詞彙的研究方興未艾，在專

書詞語考釋研究、專書辭典編纂、專書比較研究、特定類別文獻詞語、及通論中

古魏晉南北朝詞語等方面累積了豐碩的成果，並且一定會記錄到中古同義雙音組

合多樣的現象，從高明《中古史書詞彙論稿》、宋聞兵《宋書詞語研究》、李麗

《魏書詞彙研究》、周俊勛《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詞彙研究》等書中均可找到例

詞，可見雙音節詞為中古時期詞彙的普遍情況。 

雙音節詞是現代漢語詞彙的主體，也是詞彙教學的重要課題。除了多音節的

單純詞、疊音詞和詞綴附加法的雙音詞外，大部分的雙音節詞的成詞方式不外乎

是並列、偏正、動賓、動補、主謂這五種結構法成詞的。並列式合義複詞，或說

並列合成詞，或說並列複合詞，其條件是：兩個意義相同、相近或相對、相反的

語素，以平等地位構成，所以又分為同義並列、反義並列和偏義。在我們常用的

詞彙中，同義並列的文言詞為數甚多，嚴格說來，我們所說的「同義並列」，是

兩個具有些微差異的近義詞並列合成。這「兩個具有些微差異的近義詞」合成後，

通常融合成一個詞意較籠統的概念。 

關於同義並列的成詞方式，學術界論述較多。王力主張： 

漢語雙音詞大部分經過了同義詞的臨時組合階段，在最初的時候，只是兩個

                                                 
3 程湘清，《先秦漢語研究》，濟南市：山東教育出版社，1982 年。 
4 劉承慧，〈古漢語實詞的複合化〉《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發展》，臺北市：中研院語言學研

究所籌備處，2003，頁107-139。 
5 魏培泉，〈上古漢語到中古漢語語法的重要發展〉《古今通塞：漢語的歷史發展》，臺北市：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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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義詞的並列，還沒有凝結成為一個整體，一個單詞。這可以從兩方面證

明：第一，最初某些同義詞的組合沒有固定的形式，幾個同義詞可以自由

組合，甚至可以顛倒……第二，古人對於這一類同義詞，常常加以區

別……。6 

程湘清認為： 

儘管其中一些單音詞，因為來源不同，文白各異，方俗有別，所以在某種

程度上還保持著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含義，存在著『析言則異，渾言則同』，

『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的現象，但在表示基本概念上卻越來越趨於一致，

因而在許慎作《說文》時才有可能用來互訓或遞訓。那麼，這些表示相同

(或基本相同)概念的單音詞，當它們在雙音詞複音化規律的支配下，一旦

在語言中並列出現時，無疑共同代表一個概念，在結構上也自然形成一個

整體。7 

至此，只要兩個單音節同義詞並列出現，就可以認為是雙音節複合詞。 

關於同義並列成詞，丁喜霞曾詳細論述過名詞、動詞、形容詞三類，如「牆

壁、房屋、池塘、追逐、約束、書寫、甘甜」8，但李德鵬認為以同義並列方式

成詞的還有代詞(自己)、副詞(必定)、連詞(倘若)、語氣詞(來著)等9。 

從上述學者的研究成果可知，同義並列的複合詞是經過長期歷史的演變和前

人試用、汰換的過程，以能符合大眾庶民之口、言談人們的接受心理，才得存有

現代漢語詞彙的風貌。本文並不探討同義並列複合詞的歷史或成因，單就現存溝

通表達使用的語料層面，所以牽涉到的是詞彙使用者對詞義的理解。「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如果今天的溝通表達是「工」，要準確地遣詞用字之先就要

先了解詞義，了解詞義就是溝通之「器」了。 

參、有關隱喻概念之研究與本文的目的 

當代著名的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在《語文常談》一書中，曾論及漢語文字

中形、音、義的糾葛，包括異體字、異讀字、同音字、一字多義與數字同形的現

象，由此看出漢語中語言和文字兩方面嚴重的落差，於是下了一個結論說：「漢

字為漢語服務也並不那麼盡善盡美。」10進而指出這些是語文教學中最頭疼的問

題。呂先生據此並強調拼音文字的優點，而他提出解決問題的方式，就是他文字

改革的主張。11筆者認同呂先生所說，漢字與漢語在學習和傳授上的難處。尤其

漢字「一字多義」的現象，不但是外籍人士學華語的障礙，也是本國學子語文習

用上的難題。即便如此，從漢字的演變歷史和演化背景來看，漢字的形聲路徑有

其強大的適應力和競爭力，是一種高度發展又成熟、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字，不會

                                                 
6 王力，《古代漢語》，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 89。 
7 程湘清，《漢語史專書複音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53。 
8 丁喜霞，《中古常用並列雙音詞的成詞和演變研究》，浙江大學博士論文 2005；語文出版社，

2006，頁 104-131。 
9 李德鵬，〈漢語雙音詞成詞的詞法途徑〉，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卷第 1 期，2011

年 1 月，頁 87-88。 
10 呂叔湘，《語文常談》（台北：書林，1993），頁 35。 
11 呂叔湘，《語文常談》，頁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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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拼音文字取代。12面對漢字「教」與「學」的難處，更需我輩研究嶄新的教材

教法才是。 

在周世箴老師譯註的《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書中

得知，Lakoff 和 Johnson 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認知隱喻理論，即認為隱喻不僅是語

言現象，也是一種跨領域的認知現象，而且是一種思維方式，是人類生存和認知

的基本方式之一，植根於語言、思維和文化中。13依此，筆者透過隱喻概念與語

意延伸的啟發，曾發表〈從隱喻延伸看多義字的語意層次認知─以「身」字為例〉

一文14
，從隱喻延伸的視角，將多義字的本義、轉喻和隱喻的詞義發展，由實而

虛的語意延伸，並其實體性、容器性、方位性隱喻的語意認知，以「身」字為例，

將詞義的延伸分出層次。從語意延伸圖中，學習者更容易理解該字意義的發展和

應用，以此與國語文教學結合，作為語文教學研發的試作。 

後續以隱喻論述的相關論文，有黃郁婷〈成語中的｢手｣字詞：譬喻概念解析

及其語用認知調查〉15、歐德芬的〈多義詞義項區別性探究─以感官動詞「看」

為例〉16、蕭惠貞/周俞姍/李佳霖的〈華語詞彙教學：概念圖與數位學習應用探

究〉17，參考文獻中引用筆者上述小論文者還有江佳芸〈從隱喻延伸看多義字的

詞義認知--以「眼」字為例〉(2011 年第十二屆漢語詞彙語義學研討會論文)、蕭

惠貞〈多義詞「洗」之語義分析、詞彙排序與華語教學應用〉18。由此可見，以

隱喻概念的視角，解決多義字詞義的語意延伸，深受同界學者的認同，也在實際

教學中得到莫大的迴響。 

隱喻是一種啟發性的語言現象，是讓人的心智攀爬到更高處的語言階梯。

2012 年筆者的博士論文《從語言認知角度探究《聖經》的隱喻閱讀：以《恢復

本》及其註解為例》則透過 Metaphors We Live By（Lakoff &Johnson 1980、2003）

一書，採取其中「概念隱喻理論」（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簡稱 CMT），

以及 Fauconnier & Turner（1995）的「概念融合理論」（Blending Theory，簡稱

BT），作為聖經文本的分析策略，試圖探討聖經如何以世人容易理解的隱喻，

形成聖經中的隱喻系統，傳達最抽象的信仰，並建構神人之間的溝通，從而探索

隱喻的深層寓意。一樣的原則，隱喻認知的閱讀方式也可以應用在其他文本，作

為解讀言外之意（尤其是抽象之意）的一條具體途徑。概念融合理論同時也是一

種整理資訊的工具。 

故此，本文延續筆者博士論文「概念隱喻理論」和「概念融合理論」的視角，

對同義並列複合詞的詞義融合進行解析，並以能應用在華語詞彙教學為目的。但

概念理論也只能解決部分的複合詞，單純為了在教和學方面，用較具體的方式，

更方便溝通與表達。 

                                                 
12 竺家寧，〈論漢字拉丁化〉，《形聲系統的科學性和漢字拉丁化問題》(初稿)（北京：兩岸漢字

學術交流會論文，1991，08）http://www.wretch.cc/blog/ccn2006 
13 見周世箴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中譯導讀，頁 15-18。 
14 最早發表於 2007 年 5 月國立聯合大學本國語文定位定性研討會，後於 2008 年出版於《大葉

大學通識教育學報》創刊號，頁 61-88。 
15 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16 見《華語文教學研究》，10 卷 3 期，頁 1-39。 
17 見 2013 年第八屆全球華文網路教育研討會。 
18 見《華語文教學研究》10 卷 4 期，頁 4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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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文的研究方法 

一、Fauconnier & Turner 的概念融合理論（多空間模式） 

Fauconnier & Turner 發展出適合用來分析「概念融合」（包括隱喻和非隱喻

的概念融合）的認知操作方式：以多空間模式用來涵蓋並取代二域模式。二域模

式說明的是二個概念領域的系統性映射，是以概念隱喻為主；而多空間模式則強

調四個心智空間的互動，主要是用在以跨領域映射為基礎的合成（blending）19，

是一個線上即時（on-line and real time）建構的程序，透過合成空間的浮現結構

產生新的隱喻推論及概念合成。人類的心智是活躍的，非一個框架可包容的，所

謂的多空間模式，也是基於身體經驗、概念分類中，由具體而抽象，沿抽象階梯

逐步抽選而來的。 

Fauconnier & Turner 的概念融合理論，進一步運用四個心理空間的融合，空

間融合運作必須包含兩個輸入空間(input spaces)、一個類屬空間(generic space)及

一個融合空間(blend space)。四個心理空間通過一系列的映射運作，彼此連接起

來，形成一個概念融合網絡。這是人們認識世界、形成思維和語言、發展科技的

一種普遍存在的認知方式。如此能夠解釋人們為什麼會有創造性的思維，為什麼

會有豐富的想像力活動，為什麼能獲得概念和理解意義，以及為什麼會形成語

言。因此，融合理論對語言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都具有開創性意義。 

 

 

 

 

 

                                                        

 

 

 

 

 

 

 

        

 

 

 

 

 

 

圖一 概念融合網路─外科醫生如屠夫(轉繪自周世箴老師依原著翻譯)20 

                                                 
19 見蔣建智：〈兒童故事中的隱喻框架和概念整合：哲學與認知的關係〉，第三章，頁 41-42。 
20 見周世箴譯注：《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中譯導讀，頁 95。 

第一輸入空間:外科醫生 
身分：外科醫生 

角色：病人 

工具：手術刀 

場所：手術室 

目的：治療 

手段：開刀手術 

第二輸入空間:屠夫 
身分：屠夫 

角色：動物 

工具：切肉刀 

場所：屠宰場 

目的：將肉切開 

手段：宰殺 

合成空間：  
外科醫生─屠夫 

病人─動物 

手術刀─切肉刀 

手術室─屠宰場 

目的：治療─不能勝任─屠宰 

共有空間： 

執行者、執行對象、執行工具、工作場所、程序、目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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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空間理論中，所謂的心理空間（mental space）指的是一種概念結構

（conceptual structures），其主要目的是用來探討語言形式背後錯綜複雜的認知過

程21。以此來說明包括隱喻、寓言、故事、推論、概念融合、框架、文法等認知

現象，可以從認知歷程裡心智空間即時的建立、連結、轉移以及闡述的。結構上，

最小的空間融合運作必須包含兩個輸入空間（ input spaces）、一個類屬空間

（generic space）及一個融合空間（blend space）。 

兩個輸入空間，結構中尚包含一個類屬空間與一個融合空間。類屬空間通常

用來與輸入空間相對照，主要功能在於提取兩個輸入空間彼此的共同特徵，因此

屬於較抽象及綱要式（ schematic）的組織結構，可視之為上位詞的概念

（superordinate concepts）。融合空間是指不同空間彼此之間語意互動後所產生新

語意結構的結果，在融合空間中所產生的新語意，不僅只是輸入空間的語意總

和，而是會衍生出其他不包含於輸入空間的新結構（emergent structure）。 

如圖一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書中 Grady , Oakley &Coulson(1997:105) 

「外科醫生如屠夫」(Surgeon as butcher)的概念融合網路(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四個圈圈代表四個理解空間，左右兩個空間是「屠夫角色」與「外科

醫生角色」的概念對應，上層空間是他們的類似領域，下層是兩個輸入空間之間

的跨領域對應。 

    我們將此四域模式，應用在同義並列複合詞 AB 的詞義分析，則空間一、二，

分別輸入複合詞中的單字詞 A、B 的詞義，詞義皆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

訂本》和「搜詞尋字」網站中的《漢語大字典》，去其重複者，羅列於空間一、

二中。上層的類空間即共有空間，就是 A、B 二詞複合之後的綜合詞義概念(以

字典的義項為例)。有時，對詞義的理解還需透過反義詞來校準。下層的合成空

間就是複合之後的使用情形，屬於語用的部分，詞語應用時和詞語的原本詞義也

許並不完全吻合，所以我們用平衡語料庫的例句列舉出來。 

蔡美智等（1999）、Chief & Lian-Cheng 等（2000）、Liu & Mei-chun.(2002)、

黃郁純（2005、2006）等皆提及語料庫應用於分析近義詞的優點，也都肯定了詞

彙語意和句法功能間的密切關係。從近義詞的研究可確立詞彙語意和句法結構間

的關係。 

這四空間的圖只是一個幫助理解的工具，我們還需要將同義並列複合詞進一

步解析，所以要運用以下集合的概念。 

二、詞義的集合概念 

並列詞 AB，由於 A 和 B 是同義詞或近義詞。根據類空間到合成空間的應用，

則其詞義概念會有四種現象，以數學符號表示詞義概念如下： 

聯集，符號：「∪」（開口向上），意義：「或」。 

交集，符號：「∩」（開口向下），意義：「和」。 

                                                 
21 節選自吳佩晏、張榮興：〈心理空間理論與《論語》中的隱喻分析〉，《華語文教學研究》7 期

卷 1（2010 年），頁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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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於，符號：「⊂」（開口向右），意義：包含於。 

包含，符號：「⊃」（開口向左），意義：包含。 

1.AB=A∪B，則 A、B 是屬於類義詞，即某一類事物有共同存在的現象，通

常為具體可知的。 

如：(1)領袖─國家或團體的領導人。領，衣服圍護頸部的部分；袖，衣服從肩到

手腕的部分。 

    (2)社稷─泛稱國家。社，土神；稷，穀神。 

    (3)牙齒─動物體的咀嚼器官。牙，咬斷食物的前牙；齒，磨碾食物的後齒。 

以「牙齒」為圖例： 

圖二即以「牙齒」為例，筆者繪圖如下，牙齒=牙+齒 

 

 

 

 

 

                                                        

 

 

 

 

 

 

 

        

 

   

 

 

 

 

圖二  四空間認知模式圖─牙齒 

第一輸入空間:牙 

 

咬斷食物的前牙 

第二輸入空間:齒 

 

磨碾食物的後齒 

合成空間：  

當然也要咬著牙齒進行報復 

一頭大灰狼尖利的牙齒咬向她的咽喉。 

故意把牙齒撞斷， 

不要把阿斯匹靈含在牙齒或置於牙齦上， 

到老還需要保持有牙齒二十顆。 

愈來愈多的家庭逐漸重視牙齒美觀的問題， 

即可將須拔除的牙齒拔除。 

將來長出來的牙齒就會不整齊。 

 

 

類空間：動物體的咀嚼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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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的類型，若是形容詞，很顯然的，則有加強形容的強調效果。如，前

言所提到的「強烈」、「強壯」、「強大」、「強固」、「強硬」、「強健」、

「強盛」等等。「強壯」，就是強而且壯；「強盛」，就是強而且盛。所以這些

並列詞的詞義比單一個字「強」的詞義還要豐富。 

2.AB=A∩B，則 A、B 是近義詞，AB 複合後的詞義是兩者的核心義，也就

是 A、B 兩者的交集，兩者的共同義。 

如：(1)道路─道，路途、途徑；路，道路，供人馬舟車等行走的途徑。道路，地

面上供人車通行的路，通稱為「道路」。 

 (2)房屋─房，一所居室的全體；屋，房舍、房間。房屋，固定於土地上可供

住宅用或工作等的建築物。 

 (3)悲哀─「悲」是哀傷，是心情、心意因違逆、分離、決裂而痛苦。「哀」

是悲傷，因為心願不能實現滿足而痛苦。悲哀，悲傷痛苦。 

「悲哀」是「悲」和「哀」的交集，因為「悲」、「哀」還有「悲哀」之外的

詞義。圖三即以「悲哀」為圖例，筆者繪圖如下： 

 

 

 

 

 

 

                                                        

 

 

 

 

 

 

 

        

 

   

 

 

 

 

 

 

第一輸入空間:悲 

(1) 哀痛；傷心。 

(2) 哀憐；憐憫。 

(3) 眷念；悵望。 

(4) 思念、顧念。 

(5) 佛家語。救人出苦難。 

(6) 哀傷的。 

(7) 姓。 

第二輸入空間:哀 

(1) 憐憫。 

(2) 悲傷；悲痛。 

(3) 愛。 

(4) 悼念。 

(5) 聲音凄清。 

(6) 悲痛憂傷的情緒。 

(7) 父母之喪。 

(8) 死了母親的。 

(9) 古詩體的一種。 

(10) 姓。 

 

合成空間：  
我們卻又忽略對方的表情，這多麼悲哀啊！ 

譬如我們對生命的有限感到悲哀 

為同胞的溫房體質感到悲哀 

集體性瘋狂，本來就是人類普遍的悲哀 

她強忍痛苦與悲哀 

老化問題嚴重，而更悲哀的是已青黃不接 

並沒有生命絕對消滅的悲哀 

其間卻充滿了失望與悲哀 

 

 

類空間：悲傷痛苦、哀傷痛苦。 

相似詞：悲憤、悲痛、悲慟、悲戚、悲慘、辛酸、沉痛 

相反詞：高興、快樂、歡樂、歡喜、喜悅、欣喜、愉快 

圖三 四空間認知模式圖-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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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AB=A⊂B，則 AB 並列時側重 B。 

如：(1)疼痛─「疼」是急性發作的、持續時間短的、淺表的、有灼燒感的、開放

發散的、尖銳刺激的疼痛。「痛」是慢性的、長久持續的、深入

的、冷凝的、憋脹的、鈍挫的疼痛。 

    (2)意志─「意」和「志」都是「憶」的結果。「憶」就是思考，憶的結果是

「意」，被保存的記憶是「志」。 

    (3)婦女─「婦」和「女」都是指女性，但說文說「婦，主服事人者也。」但

「婦女」一詞並列時，則是「女」的總稱。 

其他如兒童、朋友，都是後者詞義範圍較前者寬廣，複合後，便包含了前者

的詞義。圖四即以「婦女」為例繪之，「婦」、「女」的概念都包含在「女」： 

 

 

 

 

 

 

                                                        

 

 

 

 

 

 

 

        

 

   

 

 

圖四   四空間認知模式圖─婦女 

 

第一輸入空間:婦 

(1) 已嫁女子。 

(2) 妻。 

(3) 兒媳、子之妻。 

(4) 女性的通稱。 

(5) 有關女性的。 

第二輸入空間:女 

(1) 女子，與「男」相對。 

(2) 女兒。 

(3) 星座名。 

(4) 女性的、雌性的。 

(5) 幼小、柔弱。 

合成空間：  
必須整天留在家中的婦女唯一能夠從事的工作。 

畢卡索「穿襯衫的婦女」。 

嚴禁娶有丈夫的婦女， 

合辦了一次國內首開風氣的「婦女成長講座」 

海外婦女在異國奮鬥是加倍的辛苦 

表現傑出的華裔婦女均有十分開明的父親 

我國臺灣地區婦女就業顯著增加 

一方面則怨嘆婦女沒有女性意識 

美國各大學院校開設的婦女研究課程多達幾萬門 

 

 

類空間：婦人女子的總稱。 

《禮記．曲禮下》：「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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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B=A⊃B，則 AB 並列時側重 A。 

如：(1)皮膚：「皮」是表皮，「膚」是皮下覆蓋的組織，即介於皮肉之間的組

織。 

    (2)煩躁：「煩」是發熱、頭疼的意思。「躁」是手足亂動，不得寧靜的意

思。 

(3)給予：就是給，「給」是交付，「予」就是給，通「與」。 

    圖五即以「皮膚」為例繪之，「皮膚」二字複合後的詞義，側重在「皮」的

意思： 

 

 

 

 

 

 

                                                        

 

 

 

 

 

 

 

 

 

   

 

 

 

 

第一輸入空間:皮 

(1)動植物體表的一層組織。 

(2)物的表面。 

(3)很薄的東西。 

(4)包裝東西的外皮，以為保護或美

觀用。 

(5)皮革，指製過的去毛獸皮。 

(6)裘衣。 

(7)獸皮製成的箭靶。 

(8)製皮革的工匠。 

(9)表面，也指表面現象或膚淺地看

待事物。 

第二輸入空間:膚 

(1) 身體的表皮。 

(2) 樹皮。 

(3) 禽獸的肉。 

(4) 切細的肉。 

(5) 淺薄；浮淺。 

(6) 大。 

(7) 美。 

(8) 分佈。 

(9) 離。 

合成空間：  

如臉色或皮膚有無異狀， 

保持皮膚的彈性， 

不慎抓破皮膚而受到感染。 

外表蒼白，皮膚溼冷，脈搏微弱、 

觀察尿色、尿量及皮膚是否乾燥脫皮來了解 

反而減弱皮膚的抵抗力。 

四名皮膚黝黑的大陸偷渡客 

兩者並行可讓皮膚看來較有光澤， 

類空間：高等動物身軀外部的皮膜，由外而內分有表皮、真皮和皮下組織三層，

具有保護、呼吸、排泄或調節體溫等功用。 

圖五 四空間認知模式圖-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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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教學建議 

本文以 BT 概念融合理論，映照數學的集合概念，將抽象的同近義並列複合

詞具體圖像化。抽象概念原是不可量化的，但在解釋詞義時，以範圍、領域的概

念，將虛轉實，便於講解，也易於理解。 

同近義詞並列複合後，其概念融合的類別如表二，教學時，則可將四空間認

知模式簡化成兩個圈圈 AB=A∪B 如表下圖六之圖示。 

表二 同近義詞並列複合後概念融合類別表 

符號 詞義概念 例詞 詞義 

AB=A∪B 聯集 牙齒 牙+齒 

AB=A∩B 交集 悲哀 苦 

AB=A⊂B 包含於 婦女 女 

AB=A⊃B 包含 皮膚 皮 

 

   

 

 

圖六 同近義詞並列複合後概念融合類別簡圖 

這種解析雖未能全面應用，也只是一個初探，但未嘗不是一個部份有效、可

行的教學法。在學術方面，可將抽象的詞義理解，透過概念融合的多空間模式來

呈現，使「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在教學的應用上，則是具體可行又有成效

的詞彙教學法，可讓學習者對同近義詞複合後，在詞義上的變化，有具體的理解

方式，並且印象深刻，進而促使他們準確使用詞彙。 

悲
哀 

AB=A∪B AB=A∩B 

AB=A⊃B AB=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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