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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論文針對台灣手語之象似性作探討。手語和口語一樣具有 Hockett (1960)所提出
區別人類自然語言和動物溝通系統的 13 項特質，但由於手語之視覺與手勢機制
(visual-manual modality)，容許能指與所指達到較大程度的自然對應，手語的象似性
(iconicity) 在質與量上都和口語有著顯著的差異 (Emmorey 2002, Lillo-Martin 2002,
Meier 2002, Taub, 2001)；再加上約 90%的聾小孩在正常聽人環境之下的特殊習得環境，
隨著歷史演變所伴隨的象似性的消失，手語也比口語緩慢。手語的高度象似性完全是視
覺與手勢機制和特殊的習得環境所造成的結果。
Peirce (1955 [1902]) 根據能指和所指的關係，提出符號三分法：象似符 (icons)、
標記符 (indexes)、和代碼符 (symbols)，他又進一步依象似程度區分象似符為映象符號
(images)、擬象符號 (diagrams)、和隱喻符號 (metaphors)。映象符號 (images) 是以本身
帶有該指稱對象的簡單特徵來表達相似，如肖像畫和所畫之人在視覺上表達出簡單模仿
的相似性；擬象符號 (diagrams) 呈現出和指稱對象結構相類似的結構，通過自身的各
個部分之間的關係，來類比表現指稱對象的各個構成部份之間的關係，如地圖和各個指
稱地點在結構上的類比關係；而隱喻符號 (metaphors)，除了表徵物和指稱對象之外，
還涉及另一事物，表徵物的代表性特徵，不是在其本身中明顯可見的，而是以隱喻指向
的相似性來理解，如句子｀My love is a rose.＇中，要理解｀my love＇，必須透過其和
另一事物｀a rose＇的平行對應關係才能達到。符號和指稱對象的相似聯結以映象符號
最密切，再來是擬象，再來是隱喻。
每一手語詞項都由手型 (handshape)、位置 (location) 和移動成份 (movement) 所組
成 (Stokoe, 1960)，從本論文所分析 1500 多個台灣手語的詞彙，將近四成 (39%) 的詞
彙為映象象似符號 (images)，只有近一成 (9%) 的詞彙為代碼符，而 53 個台灣手語手
型成份中，有 39 個手型都可找到以該手型為象似理據的映象符號的例子。象似符大多
是具體或抽象的實詞 (content words)，而代碼符大多是封閉詞類或更為抽象的虛詞
(function words)。我們依 Peirce (1955[1902]) 的符號分類，將 1500 多個台灣手語詞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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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似理據成份歸類為下表之 9 類象似符和 3 類代碼符。
符號類別 映 象 符 號 擬象符號
(Image)
(Diagram)

隱喻符號
(Metaphor)

代碼符號
(Symbol)

形素類別
手型形素 (手型 /二 剪刀，筷子 改，出爾反爾 b，風流，本體隱喻：
于，共
/)
洗腦，兼差
聲音，見
頭 部 ： 一
本體隱喻：
位置形素
頭，鼻子，鼻子 (否定語意)：
口
做不成，一竅不通，懶 頭部：發明，希望 天，鼻：好
口：翻譯，間諜 口：吳
惰，髒
移動形素
分 ， 合 ， 大 範 圍 移 動 ( 動 態 動 方位空間隱喻： 上/下：
合/分：結婚，離 不 知 道 ， 知
上，下
詞)：走，游泳；
區域移動 (靜態動詞)： 婚；上/下：進步，道
內/外：
退步
恨，希望，懷疑
內/外：賺錢，虧本 不會，會
舉例來說，具體名詞［口］，食指在口前繞圈表示，是最象似性的映象符號；抽象
動詞［翻譯］，以手型 /男/ 重覆在口前平行搖動，將位置 /口/ 視為裝載語言的容器，
是一種本體隱喻的應用；專有名詞［吳］
，由手型 /借/ 在口前開合，借用口部之外形表
該字體之上半部，此時的位置形素 /口/ 是一種代碼符號的成份。位置形素 /口/ 由表示
映象符號的成份，變成隱喻符號的成份，最後形成代碼符號的成份；所形成的詞項，也
從具體實詞，轉為抽象實詞，最後為更抽象的專有名詞。
和口語一樣，手語也會因語言的容易產生或容易辨識 (the ease of production or
perception)，或是語言的相互接觸而隨著時間改變，改變的結果，原本所具有的象似性
往往會淡化、消失或難以辨識 (Frishberg 1975)，如台灣手語詞項［飛機］由手型 /飛機
/ 變成手型 /守/，因手型 /守/ 的容易產生，而美國手語詞項［水果(fruit)］受到英文口
語的影響，由手型 /C/ 變成手型 /F/，兩個新的詞項在象似性的程度上都有淡化的產生。
總結來說，本論文認為語言的初始狀態應是最具象似性的象似符號所組成，隨著時
間、社會化的程度發展，溝通經濟的需要等，象似符號也跟著往代碼符號演變，但手語
的視覺手勢機制和特殊習得環境容許象似符號的保留，演變會比口語來得輕緩許多。手
語的象似性研究能提供語言演化一個更直接更有效率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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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ssue of iconicity in Taiwan Sign Language (hereafter, TSL).
Signed languages share almost the same design features as spoken languages except for the
higher degree of iconicity allowed by the visual-manual modality (Emmorey 2002,
Lillo-Martin 2002, Meier 2002, Taub, 2001). 90% deaf children are born with hearing parents.
This special environment of s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makes the de-iconicity process of
signed languages slower than the one of spoken languages.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gnified and the signifier, Peirce (1955 [1902])
proposes a trichotomy of signs: icons, indexes, and symbols. He further classifies the icons
into three types: images, diagrams, and metaphors according to their degree of iconicity.
Images (e.g., a portrait of a person) reach similarity by partaking of some of the simple
qualities of its object (e.g., the person portrayed), diagrams (e.g., maps) show a structure
analogous to the structure of their object (e.g., territories and buildings), and a metaphorical
icon signifies its object by pointing to a parallelism between the object and something else.
Since the signifier of each TSL word is made of three phonemic parameters, i.e.
handshape, location, and movement (Stokoe, 1960) and each parameter can be the key
element in the signifier with iconic motivation, there are a total of nine possible ways that
iconicity can be instantiated in words. (Words in capital letters represent TSL examples of
each category.)
Types of signs
Types of parameters
Handshape
(eg., / (two)/ )
Location
Movement

Image

Diagram

SCISSORS, CHANGE, TO
CONTRADICT ONSELF,
AGAIN
HEAD,
head: THINK,
NOSE
REMEMBER;
chest: HAPPY, SAD
SEPARATE; MARRY, CONNECT;
TOGETHER DIVORCE, DISCONNECT

In the TSL word SCISSORS, handshape /

Metaphor
SEE, SOUND
head: KNOWLEDGE,
FORGET
MARRY;
DIVORCE

(two)/ (signified), with index and mid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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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ger extended resembling the image of a physical scissors, is used as the iconic base of the
signifier. A pair of examples for diagram is words THINK and REMEMBER, where the
location parameter head signifies the relevance of thought or cognition. Another set of words
for diagram includes words such as HAPPY and SAD, where the location parameter chest
signifies the reference of emotion. Words such as MARRY and DIVORCE are examples of
movement-based metaphors. While the word MARRY is formed by moving together the
handshapes for male and female (a metaphor for marriage), DIVORCE is formed by moving
apart these two handshapes (a metaphor for splitting up).
In addition to be the iconic base of the signifier, these parameters can also be the
symbolic units. For example, the handshape / (very)/ forms the adverb VERY, and the
location /mouth/ forms the personal last name WU by representing the shape of the upper part
‘mouth’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WU). From our survey of 1500 vocabularies in TSL,

39% of them are images and only 9% are symbols, and 39 of total 53 handshape phonemes in
TSL can be used to represent the images. Most icons are content words and symbols are
function words or words to represent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he same as spoken languages, signed languages will change historically for the ease of
production or perception (Frishberg 1975), or by language contact. As a result, the iconic
motivation will fade away or become less identified, for example TSL AIRPLANE (from the
handshape /AIRPLANE/ to /GUARD/ for the ease of articulation) and the word FRUIT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from handshape /C/, the same form as TSL with iconic motivation,
to /F/ to represent the initial letter of English word).
In sum, all these phonemic elements in signed languages, i.e. handshape, location, and
movement, are valid iconic bases, and those iconic bases may fade away differently in
different signed languages by language contact. Research on iconicity in signed languages can
address the issue of language evolution in a more direct and more efficient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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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語言的本質－從手語研究談起
語言學之父 Saussure (1959[1916]) 指出語言的二大原則：一是語言在能指

(signifier) 和所指 (signified) 之間的關係是任意武斷性的 (arbitrary)，無所依據
的 (unmotivated)；一是語言以單維的 (one dimensional) 線性 (linear) 形式呈
現。而 Bloomfield (1933) 在其重要著作<< Language >>中，認為手語僅是日常手
勢 (gestures) 和基於口語而約定俗成的手勢語共同發展的結果。四十多年前，
Hockett (1960) 也在｀The origin of language＇文章中，提出區分人類語言和其他
溝通系統的 13 項重要特質 (design features)，其中二項就是語言是透過口說與聽
覺的管道 (oral-audio channel) 而來，而且語言具有任意性特質。以他們的論點，
只有透過嘴巴產生的、耳朵所接收的口語才是真正的語言。就連當代的語言學大
師 Chomsky，在 1967 年的文章中，也認為語言是聲音和意義的結合。在早期以
口語，尤其是西方語言為主的研究環境下，任意性一直被認為是人類語言的本質
特性之一，語言符號確實和其他符號不同，因為口語語言形式和其所指不具有實
體或相似的對應關係，形式與概念的對應確實如 Saussure (1959[1916]) 所言具有
任意武斷性。然而隨著功能語言學 (functional linguistics)、認知語言學 (cognitive
linguistics) 的興起，再加上跨語言類型的研究，這樣語言的任意性特質開始受到
質疑。
因使用和口語不同的溝通管道，手語在能指 (signifier) 和所指 (signified) 的
結合上具有較大程度的象似性 (iconicity)，這樣的特質使手語一直處於非真正語
言的行列中。1 很多人都認為手語只是一堆比手劃腳的手勢，不像其他口語有各
自的系統和結構；還有很多人認為只有一種手語通用於全世界，或甚至認為手語
只是該地區通行口語的翻譯而已。2 一直到美國手語之父 William Stokoe (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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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icity (象似性)，亦翻譯為｀類象性＇、｀臨摹性＇等 （參考王寅 (1999) 的討論）。
參考 Frishberg (1975) 對手語的三種迷思所提出的見解。
1

提出手語和口語有同樣的結構，同樣具有可分析的單位，及 Klima and Bellugi
(1979)、Liddell (1980, 2003)、Fisher and Siple (1990)、Siple and Fisher (1991) 等
人的努力，及近來學者 Emmory (1995, 2002)、Goldin-Meadow, Mylander, and
Butcher (1995)、Meier, Cormier, and Quinto-Pozos (2002) 等人的跨領域研究，才
慢慢掃除對手語的錯誤認定。手語雖然透過視覺與手勢的機制 (visual-manual
modality)，不同於口語的聽覺與口說機制 (audio-oral modality)，但和口語一樣，
手語是一個自成系統的語言，有音韻 (phonology)、構詞 (morphology)、句法
(syntax) 、 語 意 (semantics) 、 語 用 (pragmatics) 等 結 構 ； 甚 至 神 經 語 言 學
(neurolinguistics) 的研究發現，手語和口語一樣，都是左腦所主宰，在同一語言
區 (Hickok, Bellugi and Klima 2002, Meier, Cormier, and Quinto-Pozos 2002)。3 手
語和口語一樣是人類自然的語言，和動物的溝通系統有所不同，手語研究也因此
成為探究語言本質之重要領域。
早期的手語研究，為了證明手語是人類自然的語言、與口語有同等的地位，
主要的研究著重在確認手語具有和口語一樣的結構，例如 Stokoe (1960)、Battison
(1974, 1978, 1980)、Friedman (1975) 等人的研究，認為美國手語和口語一樣，具
有可分析的單位，手語具有像口語一樣的音韻結構；這樣的結構在 Bellugi and
Siple (1973) 有關詞彙短期記憶測試的實驗中得到了証明。然而，一些和空間視
覺機制相關的語言特質，如高度象似性，就相對地被忽略了：Frishberg (1975) 強
調手語的象似性會隨著時間慢慢地因符合語言結構系統而消失；Klima and
Bellugi (1979) 強調手語雖然擁有高度的象似性詞彙，但對沒接觸過手語的人來
說，即使他們猜得出單詞的意思，但要理解整段手語對話，就如同聽一段外國口
語一樣，連主題都無法辨別出來；同時，同樣概念的物體，即使個別看來都具有
象似性，但在各國手語使用不同的象似機制 (iconic devices) 之下，也可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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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koe (1960) 因手語不是｀發音器官＇所產生的語言，但和口語的音韻學 (phonology) 一樣，
詞彙的組成結構同樣具有可分析的、可區分語意的單位 (phoneme)，以‘cherology’ 表示手語的音
韻學，以 ‘chereme’ 表那些可區分語意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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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不同的形式。4 上述各項研究都是為了證明手語和口語一樣具有作為人類語
言的區別特質，這些語言特質並不會因手語運用和口語不同的機制 (modality)
而消失，象似性會隨著歷史發展而消失，語言形式也會因跨語言的不同而顯示出
社會制約性 (conventionalization)。
即使是索緒爾對任意性的強烈主張，他也提到口語系統中有所謂相對任意性
(relative arbitrariness) 的 例 子 ， 用 另 外 的 說 法 就 是 相 對 理 據 性 (relative
motivation)。手語透過視覺接收訊息，運用雙手等傳達訊息的機制，允許指涉物
或事件在三維空間中共現；再加上手語習得環境的限制，象似性詞彙的創造比
口語自由；這些差異使手語和口語在象似性上有質和量的顯著差別。近年來，
有關口語象似性的議題已從句法，擴展到構詞、詞彙等層面，而詞彙的研究也
不僅限於擬聲詞 (onomatopoeic words)、語音象徵 (sound symbolism) 等，在很
多口語中都發現合成詞的理據性；然而手語的理據性除了口語已發現的部分，
大部分的詞根 (roots)、衍生詞綴 (derivational affixes)、或屈折變化 (inflectional
affixes) 本身的形式就具有理據性，這和口語有極大的不同 (Taub 2001)。從簡
單符號組成複雜符號，遵從人類的認知規律，降低記憶的負擔，提高交際的效
率，這幾點手語和口語一樣，都是以簡單符號為基礎所構成的語言系統，反映
人類的經驗結構；只不過手語和口語在詞彙的層次上具有質與量上很大程度不
同的象似性。本論文的重點主要是從溝通機制 (modality) 的角度，重新分析台
灣手語詞彙所具有的象似性，以 Peirce (1955[1902]) 的符號理論，進行詞彙成
份象似性的分析，並將史文漢和丁立芬所編之<<手能生橋第一冊第十四版
(2000)>>和<<手能生橋第二冊第十二版 (1999)>> 約 1500 多個台灣手語詞彙歸
類，找出他們的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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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 Klima and Bellugi (1979) 對美國手語 (American Sign Language)、大陸手語 (Chinese Sign
Language) 及丹麥手語 (Danish Sign Language) 有關單詞［樹］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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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手語象似性的研究動機
前面提到手語和口語的象似性具有質與量上的不同，而且是習得環境的不
同、和手語的手勢與視覺機制和口語的口說與聽覺機制的不同所造成的結果，本
節所要詳細介紹的是造成象似性程度之差異的背後原因。人類語言至少有二種溝
通機制，如果這二種溝通機制之語言擁有相同的特質，也就是說，這些語言特質
並不會因手語運用和口語不同的機制 (modality) 而消失，就是所謂的機制中立
無效應 (modality non-effects)，像詞彙的能產性 (productivity)、語言的創造性
(creativity)、結構的雙層性 (duality of patterning 或 double articulation) 等等；而
手語因使用和口語不同的手勢與視覺機制所容許的高度象似性等特質，則稱之為
機制效應 (modality effects) (參考 Lillo-Martin 1999, 2002, Taub 2001, Emmorey
2002, Meier 2002)。以 Meier (2002) 為例，所謂機制中立無效應 (modality
non-effects) 包括：
(1) 一套形式和意義對應的約定俗成詞彙。
(2) 結構的雙層性：有限的無意義的成份組成無限的有意義的單位。
(3) 藉由衍生法則、複合詞、借字等構詞操弄而形成詞彙的能產性。
(4) 相似的句法：有名詞、動詞等詞類系統；從屬結構 (embedding structure)；
詞序與呼應句法的制衡關係等。
(5) 習得的過程相似。
(6) 左腦的側化。

雖然手語和口語一樣，有上述的各項特質，但仔細觀察研究後，我們發現雖
然手語具有結構上的雙層性，有限的成份組成無限的單位，表達無限豐富的概
念，但其組成成份具有高度的象似性，例如詞項［帽子］ (圖 1.1)，由手型 /同/
代表其外形，位置於 /頭部/，加上戴帽子的移動形素組成的，其成份 (包括手型、
位置、移動形素) 都具有象似性，和英文口語組成詞項｀hat＇的音素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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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有所不同。5 這是因為手語習得的環境和口語不同，90%的聾小孩，父母是正
常聽人，他們沒有一個自然習得語言的環境 (native model)，也因此他們可以更
自由地發展自己的語言系統，於是形式和意義的象似性就比較可能保留下來；再
加上聾人團體 (deaf community) 不多，成員也少，使用手語的人更少，手語的方
言差異或個人差異的空間就比較大。6 那些組成有意義單位的成份，大部分都是
有理據的，可能是直接的象似，可能是代喻、隱喻之間的聯結，不像口語的音段
(segments)，大部分都是沒有理據的成份 (Tai 2004)；但手語的高度象似性並不意
謂著其不具有約定俗成的特性，不同手語間的詞彙差異性還是很大。

圖 1.1 帽子7

另外，Meier (2002) 還提到造成機制效應 (modality effects) 的可能原因：
(1) 表達工具 (發音器官 (articulators)) 的不同。
(2) 知覺系統 (perceptual systems) 的不同。
(3) 手語的年輕化和其根植於手勢語的原因。
(4) 視覺與手勢機制容許更多象似性、指示性的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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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使用符號｀［］＇表與該中文或英文對應之手語詞項，符號｀ / / ＇之內容物表詞項組
成之最小可區分語意的單位，口語稱為｀音素 (phoneme)＇，Stokoe (1960) 稱之為｀chereme＇，
經由連金發教授之建議翻譯為｀形素＇。
6
根據內政部最新的普查，台灣約有 110,000 位聾人或聽障人士，但並不意謂著他們全部都會使
用手語，而 Smith (1989) 提到約 30,000 位聾人以手語為日常使用之溝通工具。
7
本文所有台灣手語的語料皆來自戴浩一教授所主持及蔡素娟教授所共同主持的國科會計劃：台
灣手語之研究: 音韻、構詞、句法與影像辭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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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達工具而言，口語發音器官位於口腔中，不易為聽話者所見；相對的，
手語的表達工具｀手勢＇和｀位置＇，表達的空間比較大，也完全在聽者的視線
範圍內，加上雙手的搭配運用，可同時表達物體的外形、事件的地點、動態關係
等，描繪映象象似 (imaginal iconicity) 或擬象象似 (diagrammatical iconicity) 的
關係。8
就知覺系統而言，外界事物的多維空間，若以一維機制的口語表達，無法比
三維空間的手語保留更多的象似性。如果同樣是一維空間的時間概念，在口語和
手語的象似性就較無差別，同樣都有時間順序象似的表現 (temporal sequence)。
這也是口語象似性的研究著重在句法的原因 (Haiman 1985, Tai 1985)。
前面提過，大多數的聾小孩並無像口語一樣的習得環境，他們有很多機會創
造新詞彙、語法，同時保留形式和意義的象似對應；雖然 Frishberg (1975) 提到，
歷史的演變會因符合語言系統的制約，讓象似性慢慢消失；但演變所需要的時間
是好幾個世代的，在這樣特殊的習得環境下，演變是很微乎其微的。再加上聾人
小孩和聽人父母所使用的手勢語 (gestures)，融入了手語的詞彙和句法，這些手
勢語擁有形式和意義的自然對應。我們可以說手語的象似性是很自然而然形成，
並且歷史演變所造成理據性的消失，在手語比口語輕緩。
手語的視覺與手勢機制，容許各種有理據的符號產生，可以是直接指示，或
用描繪的方式、替代的方式，表達指涉物相對的或絕對的大小、外型、或是移動
的方式。口語的聽覺與口說機制，容許聲音上的模仿，也就是所謂的擬聲詞。然
而，世界萬物大部份是不能發出聲音的，這也是擬聲詞僅佔口語的極小部份的原
因。總而言之，象似性的表達受到機制不同的限制，手語的高度象似性完全是視
覺與手勢機制，加上特殊習得環境的結果，同樣是人類自然語言的手語和口語，
手語的象似性研究可以讓我們對概念結構有更直接的認識。
語言的演變一直是學者專家無法完全參透的問題，有的透過文字的發展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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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研究會在下面章節作詳細討論。
6

究，透過詞源學等，但一直無法得到令人完全滿意的答案，手語的研究相信是另
一塊重要的指標領域 (Armstrong, Stokoe, and Wilcox (eds) 1995, Armstrong,
Karchmer, and van Cleve (eds.) 2001, Corballis 2002)。本論文除了台灣手語的象似
性研究外，也會進行台灣手語和美國手語的比較，詞彙和構詞策略上都具有高度
象似性，是手語的視覺與手勢機制和特殊習得環境所容許象似性表達的結果，但
語言接觸環境的不同會造成象似性符號的不同演變，從這個角度並以手語詞彙系
統 的 分 析 ， 特 別 是 語 言 結 構 的 雙 層 性 特 質 (duality of patterning 或 double
articulation)，對語言的起源與語言演變的可能原因與模式提出不同的看法。
手語是一種真正的語言之地位已不容動搖，當然台灣手語 (Taiwan Sign
Language) 也是如此。只不過就現實狀況來看，台灣手語的語言地位還不受到社
會大眾，尤其是教育界的重視。和美國手語四十多年的研究比較之下，台灣手語
的研究顯得相當薄弱，至目前為此，只有 Smith (1989) 關於台灣手語之構詞學、
和 Ann (1993) 關於台灣手語｀語音學＇的兩本博士論文著作；台灣本地也是去
年才陸陸續續有論文方面的研究著作，如陳怡君 (2003) 完成了台灣手語之社會
語言學方面的碩士論文、Lee (2003) 完成了台灣手語手型變化相關的｀音韻學＇
碩士論文、劉秀丹 (2004) 完成了台灣手語有關心理語言學的博士論文。台灣手
語的研究還需要更多生力軍的加入，一方面可以了解語言的本質，另一方面可以
對聾人教育界有實際上的幫助。
台 灣 手 語 為 聾 人 平 日 慣 用 的 語 言 ， 隸 屬 日 本 手 語 系 統 (Japanese Sign
Language family)。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因早期聾人教育系統的根源不同，主要區
分有南部手語和北部手語二種方言系統，南部手語根源於大阪手語系統，北部手
語根源於東京手語系統 (林寶貴等, 2001)；台灣光復初期，大陸教育學者陸續來
台協助發展聽障教育，主要集中在北部，因此台北啟聰學校自大陸手語 (Chinese
Sign Language) 吸收了大量詞彙。近三十年來因為教學所需及配合中文方塊字的
特性，而有文字手語的形成，如表達完整字形之詞項［公］或［品］，或部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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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詞項［就］或［才］等，將近有三十至四十個基本手語是依照中文字字形形
成 (史文漢, 1995)。教育部於民國六十四年更因北、中、南方言的不同，為謀求
啟聰學校教學用手語的一致性，而制定了一套以中文文法為基礎的文法手語
(grammatical sign language 或 signed Mandarin system) (Smith, 1989)。語言有方言
差異本是自然而然的事實，因方言差異而特定制定之文法手語，不是本論文的研
究重點，本論文主要著重在聾人自然而然所日常使用的台灣手語，又稱台灣自然
手語 (natural sign language) (Smith, 1989)。因詞彙的根源差異，以｀(n)＇表示北
部方言所使用之詞項，｀(s)＇表示南部方言所使用之詞項；以｀(a)＇或｀(b)＇(以
此類推) 表不同形式之近義詞。
本篇論文的安排如下：第二章會從過去對象似性議題 (包含隱喻) 的探討作
簡單的文獻回顧，並以 Pierce (1955[1902]) 的象似符號 (icons) 三分法：映象符
號 (images)、擬象符號 (diagrams)、及隱喻符號 (metaphors)，和手語的音韻結構
(cherology，相當於口語的音韻學 (phonology)) 為基礎，提出本論文分析的理論
框架；第三章至第五章分別介紹手語的映象象似符號系統、擬象象似符號系統及
隱喻象似符號系統；第六章以詞彙象似性分析為基礎，延伸到手語的構詞象似性
分析，包括新詞的創造、詞類的衍生變化、呼應形式的屈折變化等；第七章則透
過象似機制的認識，對不同語源之美國手語和台灣手語作簡單比較，提出手語具
有較大程度之語言共性的可能解釋，及語言接觸造成語言差異的現象描述；最後
為結論，並以手語詞彙的分佈和詞彙成份的角色演變，提出當代語言結構雙層性
的可能原因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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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理論背景與文獻回顧
本論文以詞項成份的象似性，介紹 Peirce (1955[1902]) 的三種象似符號在台
灣手語的應用。在實際的分析之前，此章節簡單介紹有關任意性與理據性的爭
論、Peirce 的符號理論及語言象似符號的分類、和手語的形式學 (cherology, 相
當於口語的音韻學 (phonology))－特別是詞項組成成份的概念簡介。

2.1 任意性與理據性
任意性與理據性的鬥爭從 2000 多年前古希臘哲學家關於唯名論 (亦稱規定
論) 和唯實論 (亦稱本質論) 的辨論開始，就一直沒有定論。Socrates 等“本質
論＂者認為，名稱和事物之間具有內在或自然的聯系，名稱取決於事物的本質；
Aristoteles 等“規定論＂者認為，名稱和事物之間沒有內在或自然的聯系，名稱
取決於約定俗成。一直到語言學之父 Sausurre (1959[1916]) 所提出聲音形象
(sound image) 和概念 (concept) 的任意性特質，從此這個特質就好像是語言學家
的信條一樣。雖然 19 世紀以來就有 Humboldt (1988[1836]) 提出語言結構的規律
與自然界的規律相似的觀點、Peirce (1955[1902]) 提出符號三分法：象似符
(icons)、標記符 (indexes)、代碼符 (symbols) 等等，這些觀點因結構主義的盛行，
都被淹没在任意觀的思潮中。1965 年，Jacobson 的重要文章｀Quest for the
essence of language＇中，對語言的任意性提出了質疑，但仍未引起人們足夠的重
視 (Simone 1994)。但隨著功能語言學和認知語言學的興起，與跨語言類型的研
究，語言的研究重心不再只是形式本身的研究，而是語言結構和人類概念結構的
關係研究，Saussure (1959[1916]) 的語言符號任意性原則開始受到批評。Ullmann
(1962) 區分了語言的三類理據：語音理據 (phonetic motivation)、詞法理據
(morphological motivation)、和語意理據 (semantic motivation)；同時 Bolinger (1975)
也把詞源學，尤其是通俗詞源學 (folk etymology) 認為是語言理據來源之一。語
言上的有理據性在性質上就是象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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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認知語言學的觀點，語言符號不是任意的，人類在對現實世界感知體驗和
認知加工的基礎上形成了概念結構，從而與外界事物形成一種｀象似＇關係，語
言形式不僅與客觀的現實之間，而且在許多方面還與人們的經驗結構、概念結
構、所表意義之間存在映照性相似的現象 (王寅 2002, 戴浩一 2002) 。語言形
式蘊含著一定的認知心理模式，經過人類認知處理加工過的；語言形式與概念的
對應，不完全是 Saussure (1959[1916]) 和 Hockett (1960) 所認為的任意武斷性，
而僅是社會制約化 (conventionalized) 加上語言歷史演變的結果。
于海江 (1994) 指出符號來自客觀世界，它只有在思維中才與它所表達的概
念相結合。也就是說：概念的形成是一個思維 (歸納) 的過程，社會所共有的概
念對應著一個語言符號，沒有語言符號的概念，是無法用來交際的；僅由個人使
用的符號沒有約定俗成為基礎，也是無法用於交際的。語言的形成過程，實際上
是為個體腦中的概念找到共同的符號，從而使概念得到表達。思維不管是以語
言、文字、手勢語的形式出現，還是面部表情、體態表達出來，都是符號化的過
程。人在選擇一個符號來表示一個概念時，總是受到語言和社會的雙重制約。語
言中的每一個符號都不是隨機選擇的結果，語言中每一個符號都有理據。象似性
是一種符號概念，是符號的理據之一。語言符號所表達的概念是歸納和抽象的結
果，而不是某一個實物。符號與概念的關係是人為的，不是自然的。語言中純象
似的符號是不存在的，存在的是有理據的象似性 (motivated iconicity)。
語言符號不像肖像畫一樣，具有百分百的對應，所對應的也不是特定的指涉
物。而語言中存在的有理據的象似性又分為兩種：一種是 Saussure (1959[1916])
所 提 出 的 內 在 理 據 性 (internal motivation) ， 又 稱 結 構 理 據 性 (structural
motivation)，是一種語言內部的有系統式的類推過程 (analogy)，上面所提到
Ullmann (1962) 所區分之詞形、語音、和語意三類理據屬於此類。例如英文新造
字的複數型式加上詞素-s，完全是因為該語言系統內部規則變化 (如 dog-s, cat-s)
類推而來的。這類理據性存在於絕大部分的語言系統中。另一類是所謂的外在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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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性 (external motivation)，語言形式和意義的象似對應，是語言系統以外的原因
所激發的，如聯想或概念隱喻等認知能力的應用。語言的外部理據指語言符號具
有臨摹性 (iconicity, 也就是｀象似性’)，符號形式來自他所代表的語言之外的事
物，語言符號與所代表的事物之間具有“成份擬象＂(isomorphic) 的聯系，又區
分為擬聲、擬象、臨摹理據、和省力理據 (嚴辰松 2000)。口語和手語的不同主
要在於外在理據性程度上的不同。本論文的重點主要是探討台灣手語詞彙所具有
的外在理據性分析。
不 同 於 Jackendoff (1990) 的 語 法 結 構 的 自 主 化 (autonomy of syntactic
structure)，戴浩一 (2002) 認為語法主要是表現概念結構的非自主性結構，概念
結構除了 Jackendoff 所認為由推演的規則 (rules of inference) 形成以外，隱喻投
射 (metaphorical mapping)、和印象創造 (image creation) 也是構成的方法；另外
概念化的機制，包括簡單化 (simplification)、基模化 (schematization)、和角度攝
取 (perspective taking) 等，經詞滙化 (lexicalization)、句法化 (grammaticalization)
的過程，而形成語言符號系統。概念結構因人類類似的思維過程、生活經驗而相
似，也會因社會文化的規範而有所不同，語言結構也一樣。過去學者對人類原始
思維的研究，認為原始人類思維發展分三階段：｀直觀的動作思維＇、｀具體的
形象思維＇、和｀類化的抽象思維＇(Tylor 1958, 楊國章 1992, 張浩 1994)。原
始思維的直觀形象，使得原始人類在認識客觀世界中的新事物並為之命名時，總
以直觀入手，根據以往的經驗，抓住那些直接作用於人體感官的外觀表象特徵，
或者由表象特徵概括而形成意象，並對許多的｀象＇進行加工處理，加以｀類
化＇後，形成一種｀類化意象＇，再將它們作為創作新詞的理據，在這樣一種認
知模式下，新詞與舊詞之間即具有了某種表象或意象的相似性 (陳建初 1998)。
口語和手語都可運用人類共有的類化抽象思維，延伸舊詞的語意構成新詞，新詞
意義的延伸具有理據性；除此之外，手語的理據性還廣泛地表現在詞根或詞素形
式的衍生、屈折變化等 (Taub 2001)。基於這點，我們認為語言的初始狀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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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能保留與外界事物較相似的符號系統如手勢語，後來隨著歷史演變、社會文化
的多樣性，而慢慢地演變出較符合溝通效率的語言系統，包括手語和口語；而手
語特殊的習得環境、使用環境、和視覺與手勢機制，限制了去象似性
(deiconicization) 的歷史發展，保留了大部分語言的初始本質，透過手語詞彙的
研究，可以讓我們對語言結構和概念結構的關係，有更直接的認識。
近一二十年，語言學研究重心由語言形式本身的研究，轉為語言結構的意義
與功能，象似性特質慢慢地受到重視，語言學家結合了哲學家 Peirce (1955[1902])
的符號三分法理論，發現象似性特質同樣在口語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從句法、
構詞、音韻，甚至是詞項本身，都發現了豐富的象似性 (Jacobson and Waugh 1979,
Haiman 1980, 1983, 1985, Givon 1985, Tai 1985, 1993, Waugh 1992, 1994, Hinton,
Nicholas, and Ohala 1994, Landsberg, ed. 1995, Waugh and Newfield 1995, Nänny
and Fischer, eds. 1999, 沈家煊, 1993, 嚴辰松 1997, 張敏 1998, 王寅 1999, 張鳯
and 高航 2003 等)。到底 Peirce (1955[1902]) 的象似符號理論和語言學有關象似
性的研究有何關係？我們於下一節介紹其符號概念與對應的語言符號。

2.2 符號學和語言學對象似性符號的探討
從詞的語音形式和所代表對象的聯繫來看，詞有符號性。何謂符號？符號就
是拿來代表某物的標記，有所謂的視覺符號、聽覺符號、觸覺符號等等；符號可
用來代表事物，如｀＄＇表美元；符號可表某種涵意，如紅燈表停止通行；符號
也可用來表達另一種符號，如｀a＇表具體語言中的一個元音等等 (符淮青
1985)。Peirce (1955[1902]) 認為象似性是所有符號系統的特徵，根據符號與指稱
對象的關係，將符號分成三類：象似符號 (icons) 、標記符號 (indexes) 、和代
碼符號 (symbols)。9 所謂象似符號 (icons) 指的是通過表徵物和指稱對象的相似

9

有關此類符號的中文翻譯，請參考王寅 (1999) 之文章：Iconicity 的譯名與定義，內有精闢的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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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來代表該對象的符號，如圖畫、肖像、路上標示車輛的幾何圖形等，都是典
形的象似符號；標記符號 (indexes) 指的是與指稱對象在因果關係、在時間、地
點上相聯繫的符號，以表徵物和對象之間的存在關係來代表事物，其中表徵物要
受到指稱對象的某種影響，如表示起火的烟、表示下雨的烏雲、表開了槍的彈孔
等；代碼符號 (symbols) 指的是通過一個法則或規約的作用表示對象的符號，如
｀紅燈表停止、綠燈表通行＇等，語言上的代碼符號如英文用｀dog＇表示｀狗＇
這類對象，而中文用｀gou＇表示。任何事物都可以作為象似符號，只要它可以
被潛在的解釋為和另外一事物相似並因此能夠被解釋為代表另外這類事物 (張
鳯 and 高航 2003)。
Peirce (1955[1902]) 又根據象似符號 (icons) 的抽象程度及其各種相似特
徵，包括模仿 (imitation)、類比 (analogy)、和對應 (parallelism) 等所占成份，
進一步地把象似符號區分為映象符號 (images) 、擬象符號 (diagrams) 、和隱喻
符號 (metaphors) ，綜合其本人和後續學者如 Hiraga (1994)、Waugh and Newfield
(1995) 等人的解讀，將此三類象似符號定義如下：映象符號 (images) 是以本身
帶有該指稱對象的簡單特徵來表達相似，如肖像畫和所畫之人在視覺上表達出簡
單模仿的相似性；擬象符號 (diagrams) 呈現出和指稱對象結構相類似的結構，
通過自身的各個部份之間的關係，來類比表現指稱對象的各個構成部分之間的關
係，如地圖和各個指稱地點在結構上的類比關係；而隱喻符號 (metaphors)，除
了表徵物和指稱對象之外，還涉及另一事物，表徵物的代表性特徵，不是在其本
身中明顯可見的，而是以隱喻指向的相似性來理解，如句子｀My love is a rose.＇
中，要理解｀my love＇，必須透過其和另一事物｀a rose＇的平行對應關係才能
達到。符號和指稱對象的相似聯結以映象符號最密切，再來是擬象，再來是隱喻。
語言學家對象似性的研究，從 Jacobson (1965) 提出對 Saussure 語言本質任
意性的質疑，Bolinger (1975)有關成份擬象 (isomorphism) 的概念，到 Haiman
(1980) 對擬象象似 (diagrammatic iconicity) 的二大分類談起。Jacobson (1965)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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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語言存在有擬象象似的共性，提出所謂距離上的象似、數量上的象似、順序上
的象似等等。而 Bolinger (1975) 提到語言中真正的同義詞 (synonym) 是不存在
的，語言形式的不同，意義上也會不同，成份擬象 (isomorphism) 意指一定的形
式對應一定的語意 (one to one correspondence)，形式相近，則意義相近，語言形
式因受另一相似形式的影響而顯出理據性。Haiman (1980, 1983, 1985ab) 則進一
步地將擬象象似 (diagrammatical iconicity) 區分為成分擬象 (isomorphism) 和關
係擬象 (motivation)，並對象似考量理據性 (iconic motivation) 和經濟考量理據性
(economic motivation) 做了一番探討。自此之後，句法上的象似性開始展開熱烈
的研究，如 Bybee (1985) 有關動詞詞幹和屈折範疇中形式距離與意義關係的探
討、Givon (1985) 有關構詞結構與詞類的關係研究、Tai (1985) 有關詞素和詞序
的剖析等。而 Waugh and Newfield (1995) 則進一步認為口語的象似性不僅在於句
法上，詞彙上的象似性也不限於擬聲詞 (onomatopoeic words)，描述了口語中詞
彙方面豐富的象似性，並對傳統口語的詞素理論 (morpheme-based morphology)，
提出了一套新的看法。早在 1946 年，Householder 就提出英文詞匯中只有 9%是
任意性的 (Waugh 1994；杜文禮, 1996)。杜文禮 (1996) 也簡單介紹了英文象似
性詞彙。然而這類的詞彙象似研究，也僅限於映象符號 (images)，也就是擬聲詞
和語音象徵 (sound symbolism) 等的研究。直到 Ungerer (1999) 將擬象象似運用
在造字 (word formation) 的原則上，而學者李國南 (2001) 並專書介紹漢語和英
語中辭格和詞匯的比較，詞彙的象似性有了更全面性的認識。本文將他們的研究
統整之後，根據 Peirce (1952[1902]) 的三種不同的象似符號 (icons) 分類，將語
言符號的象似性分別介紹如下 (我們會在各類討論中，加上台灣手語的例子相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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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映象象似符號系統 (imaginal iconicity)
通過符號本身帶有指稱對象的簡單特徵表達相似性，在語言上的表現又可細
分為：
(1) 擬｀聲＇詞
以發音器官所發出的聲音去模仿現實世界的聲音，如英文的［ping-pong］，
模仿人為操弄該物體所產生的聲音來指涉該類物體。對照到手語詞項［乒乓球］
(圖 2.1 (i))，它們都是以人為操弄實體｀乒乓球＇而形成的詞彙，口語是以打球
的聲音，運用口語的機制而形成；台灣手語則是運用手語的表達工具：手型、移
動、位置等形素，模仿球形加上球拍的動作組成；另外如英文的［cuckoo］，模
仿布谷鳥的叫聲，作為該所指的命名；和台灣手語詞項［雞］一樣 (圖 2.1 (ii))，
都是映象符號的一種，口語取其叫聲，用發音器官模仿出來，台灣手語則以手語
的表達工具：手型、移動、位置形素等，以姆指和食指伸直，其餘手指緊握，掌
根置於口前，並重覆姆指和食指指尖相觸，描繪該類指涉物其嘴巴的外形動作而
命名該類指涉物。口語和手語在這類象似性詞彙的形成過程中都符合 Taub (2001)
所提出的類比建構模式 (analogue building model)：先是刺激印象的選擇 (image
selection) 、再是基模化 (schematization)、最後是語言系統的編碼 (encoding)。
不過手語模仿外形而成詞，代表該物體，而口語模仿聲音，口語像［ping-pong］、
［cuckoo］，以模仿聲音為命名的方法占極少數，而手語用模仿的外形和動作形
式來命名指稱對象，是很常見的。值得注意的是，現實世界中，會發出聲音的物
體只是少數，口語很少用模仿的聲音來命名該類物體是很正常的；而手語的視覺
與手勢機制，以三維的機制表達三維的空間也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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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圖 2.1. (i) 乒乓球：模仿人為操作該指涉物的動作而命名；(ii) 雞：模仿該指涉物
自身的行為動作而命名。

(2) 語音象徵或聯覺詞 (sound symbolism 或 phonestheme)
指的是聲音形式對應到其他感官或概念系統所合成的聯結意義，音與意，即
聽覺感知和其它感官所指之間存在著一種內在的關係與聯想。Bloomfield (1933)
曾提到“某些語音似乎特別適合於某些意義＂。英文的高前音 /i/ 或 /I/ 表示概
念上輕快的、細小的、甚至是距離現在比較近的概念等，如詞項［quick］
、
［little］
、
［this］及現在式［sit］等；而後低音則表示慢的、沉重的、距離現在比較遠的
概念，如詞項［slow］
、
［that］及過去式［sat］等 (Waugh 1994, Waugh and Newfield
1995)。對照到手語，如詞項［快］
、
［慢］
，在手勢移動的形素上有所區分，來表
達速度上的不同概念；又如很多靜態動詞，移動形素常常是靜止的，如［怕］(圖
2.2 (i))、［想］、［一竅不通］等，移動形素分別固定在 /胸前/、 /太陽穴/ 和 /鼻
子/ 的位置；或是有些小範圍區域性的移動 (local movement)，如［喜歡］(圖 2.2
(ii))，以手型 /呂/ 重覆摩擦嘴角邊、
［知道］
，以手指指尖輕擦胸部位置等；而動
態動詞大部分都是大範圍的移動 (global movement)，由位置 A 到位置 B 的移動，
如［游泳］(圖 2.2 (iii))、［來］、［去］等。這些都是所謂的聲音或其他表達形式
對應到其他概念系統所合成的語音象徵聯覺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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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圖 2.2. (i) 怕：移動形素靜止之靜態動詞；(ii) 喜歡：區域性移動形素之靜態動詞；
(iii) 游泳：大範圍移動形素之動態動詞。

其他手語之映象象似符號會在第三章作詳細的介紹，在此不再贅述。

2.2.2. 擬象象似符號系統 (diagrammatic iconicity)
指的是形式和意義間除了有聲音形式特質的相似性外，其相對性關係還系統
性地出現在一系列的字群上。語言單位的結構關係與結構所指的成份關係間存在
某種可論證性。這樣的象似性不一定指形式和意義的直接關係，而是特定對應關
係 的 重 覆 出 現 。 Haiman (1980) 將 此 類 象 似 又 進 一 步 區 分 為 成 分 擬 象
(isomorphism) 和關係擬象 (motivation)。成分擬象 (isomorphism) 指語言結構的
成份與經驗結構成份相對應，也就是 Bolinger (1975) 所說的“一個形式對應於一
個 意 義 ＂ ， 形 式 和 所 指 之 間 建 立 起 來 的 雙 向 惟 一 對 應 關 係 (bi-unique
correspondence)，句法成份與現實概念結構的成份之間一一對應。例如英文的字
首子音串 (initial consonant clusters)「fl-」表移動，除了移動的語意和摩擦音 /f/ 和
流音 /l/ 有相似的對應外，這樣的關係還表現在一系列的字群如［flow］、
［flutter］
、
［fly］等；或另一字首子音串「gl-」表與視覺有關的現象，如［glance］
、
［glimpse］、［glory］等；這些例子都是相似的形式對應相似的語意，相異的形
式對應相異的語意。關係擬象 (motivation) 指語言結構成份之間的關係與經驗結
構成份之間的關係相對應，它在語言結構的體現有三：(1)單位大小、(2)範疇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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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3)結構異同。語言學家所歸納出的關係擬象原則主要有：距離擬象原則、數
量擬象原則、順序擬象原則、獨立擬象原則、對稱擬象原則、范疇化擬象原則、
重疊擬象原則 (文旭, 2001)。另外地圖也是表達此相對關係概念的一種符號，台
灣手語詞彙中有類似的現象，例如地名［彰化］
、
［嘉義］
、
［台南 n］
、
［屏東］等，
把臉視為台灣全島，以它們實際上的地理相對位置為基礎，詞項［彰化］，手語
位置於臉頰邊，［嘉義］(圖 2.3(i)) 於耳下，［台南 n］於嘴巴下，而［屏東］(圖
2.3 (ii)) 則於下巴下等等，詞彙本身雖不具有象似性，但成份關係顯示出擬象象
似之理據性，是一種關係擬象的表現。

(i)

(ii)
圖 2.3. 地名依相對位置成份表現擬象象似關係：(i) 嘉義； (ii) 屏東

其他手語之擬象象似符號，請參考第四章的討論。

2.2.3. 隱喻象似符號系統 (metaphorical iconicity)
指的是形式和形式之間的平行對應關係。自從 Lakoff and Johnson (1980)最著
名的書<<Metaphors We Live by>>問世以來，隱喻不再只是修辭的手段，不僅是
一種語言形式，而且是人們思維與行為的方式，隱喻是概念性的，我們很多行為
18

都是建立在隱喻概念的基礎上；隱喻有其認知意義 (cognitive significance)，正是
隱喻為認知活動轉化成語言提供了可能 (Kittay, 1989)。除了隱喻，另有一相似之
概念系統－代喻 (metonymy)，也具有同樣的特質意義。以心理學的角度，隱喻
是源自於人類比較或對相似性的感知，而代喻則是透過聯想或對鄰接的印象之不
同心智能力，依此而產生大量具有指稱功能的隱喻與代喻詞彙 (李國南, 2001) 。
Ullmann (1962) 指出，在許多不同語源之各種語言中，動詞｀to catch (抓住)＇或
｀to grasp (掌握)＇都用來喻指｀to understand (理解)＇，為人類認知的普遍原理
提供了證據。這樣的普遍原理同樣表現在手語上。台灣手語的詞項［拿］(圖 2.4
(i)) 是由手型形素 /五/ 合起成 /萬/ ，就是人類抓取物件的動作行為形成的，而
詞項［會 s］和［知識］(圖 2.4 (ii)) 也都以同樣的手型變化形式，再結合位置形
素 /頭/ 而構成有｀理解＇的語意。10 雖然這些隱喻不被語言使用者察覺，但他
們是確實存在的。

(i)

(ii)
圖 2.4. 模仿抓取物件的動作行為之詞彙 (i) 拿；和隱喻延伸詞彙 (ii) 知識

10

手型形素 /五/ 或 /萬/ 之形式，請參考附件 1：台灣手語手型形素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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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手語的代喻和隱喻詞彙會分別在第三章和第五章作討論，在此不再贅
述。

2.3

台灣手語詞項組成成份簡介
在進入台灣手語的詞彙象似性分析以前，我們必須在此簡單介紹手語詞彙的

組成方式。美國手語之父 William Stokoe (參考 Stokoe 1960, Stokoe, Casterline, and
Croneberg 1976[1965]) 曾提出單一的手語詞項是由 (1) 手勢位置 (place of
articulation) 、 (2) 手 勢 移 動 (movement) 、 (3) 手 型 (handshape) 等 三 個 成 份
(parameters) 組成的。而後來的研究學者如 Klima and Bellugi (1979)和 Liddell and
Johnson (1992[1989]) 又 進 一 步 提 出 第 四 個 成 份 ： 手 心 或 手 指 指 尖 的 方 向
(orientation)。這四種成份，就好比口語音韻研究中的音素 (phoneme)，是可用來
區別詞項語意的單位，可找到所謂的最小對比字對 (minimal pairs)，手語運用的
是手勢與視覺機制，表達工具不是所謂的發｀音＇器官，我們將手語可區分詞項
語意單位的成份稱為形素 (chereme)。11 同樣的，我們將該理論運用在台灣手語
中，也找到同樣四類的形素：
(1) 手型形素 (handshape)：對比字對［現在］和［健康］
，不同僅在於手型形素，
［現在］是雙手手型 /五/ ，掌心朝下，於身前向下一放，而［健康］則是雙
手手型 /拳/ ，同樣是掌心朝下，於身前向下放。目前發現台灣手語共有 53
個手型形素，其中手型 /一/ 、 /手/、 /拳/ 、 /錢/ 使用最廣。12

11

Stokoe (1960) 曾以｀chereme＇取代口語的音素｀phoneme＇，連金發教授建議 ‘chereme’ 之
中文翻譯為｀形素＇。
12
台灣手語全部之手型形素之形式，請參考附件一：台灣手語手型形素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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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圖 2.5. 不同手型形素的對比字對：(i) 現在；(ii) 健康。

(2) 位置形素 (location)：位置形素主要在手語使用者身體前方雙手所及的範圍
內。對比字對［上當］和［語言］
，這兩個詞項具有相同的手型 /龍/ ，手心
方向都是向內，手勢移動為靜止、固定位置，惟一不同的是［上當］的手勢
位置在 /鼻前/ ，而［語言］位置在 /口前/ 。

(ii)

(i)

圖 2.6. 不同位置形素之對比字對：(i) 上當；(ii) 語言。

(3) 手勢移動形素 (movement)：移動形素有二種：一為小範圍區域性移動 (local
movement)，包括手型之開合、手指之彎曲抖動、或手心方向的改變等 (參考
Liddell and Johnson 1992 [1989])；一是牽涉到位置改變之移動形素，為大範圍
的移動 (global movement 或 path movement)，包括直線的移動或拱形或圓形
的移動。對比字對［看不清楚］和［忽然］
，具有相同手型 /五/，位置形素都
於 /眼前/，指尖方向指向眼前，不同的是，
［看不清楚］為小範圍區域性移動，
五指於眼前手腕重覆抖動表示，
［忽然］為大範圍移動，五指於眼前快速揮下。
另外，
［賽跑］和［考試］是不同形式之大範圍移動形素之對比字對，兩者具
21

有相同的雙手手型 /男/ 指尖向上、位置於身前、手心方向相對，不同的是手
勢移動形素之形式，
［賽跑］是雙手輪流前後移動，而［考試］則是雙手輪流
上下移動。

(ii)

(i)

圖 2.7. 小範圍移動形素和大範圍移動形素之對比字對：(i) 看不清楚 (ii) 忽然

(i)

(ii)

圖 2.8. 不同形式之大範圍移動形素對比字對：(i) 賽跑 (ii) 考試。

(4) 手心或手指指尖方向形素 (orientation)：對比字對［在］和［健康］，差別只
在於手心方向形素，
［在］是雙手握拳，掌心向內，往下一放變成掌心向上；
而［健康］同樣是雙手握拳，往下一放，不同的是掌心方向為向下。

(i)

(ii)

圖 2.9. 不同手心或手指指尖方向形素之對比字對：(i) 在；(ii)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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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之簡要分析，我們知道台灣手語和其它手語一樣，詞項具有可分析
性的單位，由手型、位置、移動、和手心方向等四個形素組成的。利用上述這四
種形素之互相搭配，可組成許多有意義的詞彙。另外，值得進一步說明的是，位
置形素除了五官、手語使用者之上半身前之範圍外，副手也是很重要的位置形
素。13 而雙手單手的差異，也會造成語意上的區分，形成最小對比字對，例如詞
項［懂］和［練習］
，手型都為 /拳/ ，位置都在胸前，掌心朝內，重覆輕敲胸口，
只是［懂］為單手，而［練習］為雙手之形式。

(i)

(ii)
圖 2.10. 單雙手差異之對比字對：(i) 懂；(ii) 練習。

我們根據單雙手的區別，結合上述四種形素的互相搭配，可將台灣手語詞彙
分成以下九類，美國手語和英國手語 (British Sign Language) 之研究只有區分前
六類。14
(1) 單手且位置於身前，未與身體有所接觸，如詞項［錢］(圖 2.11 (i))、
［男］
。
(2) 單手且位置形素於副手以外的身體部位，如詞項［懷疑］(圖 2.11 (ii))，
食指伸直，掌根置於額頭上且食指抖動；詞項［老虎］
，手型 /虎/ 置於
鼻頭上。
(3) 雙手同樣手型，同樣動作，位置於身前，未與身體有所接觸，如詞項［腳
踏車］(圖 2.11 (iii))，雙手握拳，輪流往前轉動，如騎腳踏車狀；詞項
13

手語詞項有的是主手和副手的組合，所謂｀主手＇指的是作動作之手，｀副手＇指的是固定
位置、靜止不動之手，通常是主手執行動作所發生地點的語意。
14
美國手語之詞彙分類請參考 Battison (1978)，英國手語之詞彙分類請參考 Sutton-spence and
Woll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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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雙手手型 /女/，掌心向內，同時往前平行移出。
(4) 雙手同樣手型，同樣動作，且互相接觸，如詞項［會議］(圖 2.11 (iv))，
雙手手型 /男/，指背相碰；詞項［銀行］，雙手手型 /錢/，中指、無名
指、小指指尖相觸成屋頂狀。
(5) 雙手同樣手型，同樣動作，且與身體接觸，如詞項［練習］(圖 2.11 (v))，
雙手手型 /拳/，重覆輕敲胸前；詞項［原住民］，雙手手型 /二/，同時
往兩頰平行橫劃，如原住民之黥面。
(6) 一手執行動作，也就是所謂的主手；一手為位置形素，所謂的副手；可
以是相同手型，如詞項［相信］(圖 2.11 (vi))，雙手手型 /棕/，主手敲
在副手上；或不同手型，如詞項［教］(圖 2.11 (vii))，主手手型 /一/，
在副手手型 /男/ 上左右擺動。
(7) 雙手為主副手關係，但副手不是所謂的位置形素，通常副手是依指涉物
的外形形成，而主手則是人類與之互動的型式，如詞項［鳯梨 s］
(圖 2.11 (viii)) 和［梨子］(圖 2.11 (ix))，具有相同副手手型 /同/ ，不
同的是詞項［鳯梨 s］以主手手型 /手/ 作削皮的型式，而詞項［梨子］
則以主手手型 /二/ 作削皮的型式。此時的副手為類別符號，而主手為
區別符號。
(8) 雙手不同手型，同樣動作，不是主副手關係，位於身前，未與身體有所
接觸，如詞項［風箏］(圖 2.11 (x))，手型 /五/ 側擺，手型 /一/ 指向其
掌心，同時重覆搖動；詞項［教堂］
，手型 /隻/ 置於側放之手型 /手/ 指
尖上方。
(9) 雙手不是主副手關係，且不同手型，不同動作，與身體相接觸：如詞項
［印第安人］(圖 2.11 (xi)，手型 /二/ 置於頭後方，手型 /手/ 重覆拍打
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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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錢 (第 1 類)

(ii) 懷疑 (第 2 類)

(iv) 會議 (第 4 類)

(v) 練習 (第 5 類)

(vii) 教 (第 6 類)

(viii) 鳯梨 (第 7 類)

(x) 風箏 (第 8 類)

(iii) 腳踏車 (第 3 類)

(vi) 相信 (第 6 類)

(ix) 梨子 (第 7 類)

(xi) 印第安人 (第 9 類)

圖 2.11. 台灣手語九大類詞彙之相關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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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ison (1978) 根據美國手語的研究提出單一詞項的組合限制：一為支配限
制 (dominance constraint)：雙手不同手型組成的詞項，副手必須為位置形素，且
需是有限之無標手型之一，美國手語的基本無標手型為 B、G、A、S、C、O、5
(相當於台灣手型名 /胡/、 /一/、 /男/、 /拳/、 /同/、 /零/、 /五/ )。一為對稱
限制 (symmetry constraint)：雙手由不同移動形素組成的詞項，必須擁有相同位
置和手型形素，必須同時或輪流的移動，手心方向必須達到對稱。我們發現台灣
手語第七類到第九類違反了 Battison 的支配限制 (dominance constraint)；另外，
手型形素在不同的手語間也會有所不同，台灣手語之基本無標手型有：/男/ (詞項
［教］)、/拳/ (詞項［包］)、/同/ (詞項［攪拌］)、/零/ (詞項［目標］)、/五/ (詞
項［穿透］)、/棕/ (詞項［溜滑梯］)、/手/ (詞項［逃］)、/兄/ (詞項［戒指］)、
/民/ (詞項［埋葬］)、/呂/ (詞項［年］)、/萬/ (詞項［發(牌)］)、/錢/ (詞項［儲
蓄］)、/臂/ (詞項［青蛙］) 等。上述手語九大類詞彙之後三類雖然違反了學者
Battison 所提出詞項組合的支配限制 (dominance constraint)，但他們確實是存在
於台灣手語之詞彙中。

上述的詞彙組成形素，加上單雙手的搭配，利用這些有限的成份，可以組成
許多無限的有意義的詞彙，詞彙和詞彙再結合成句子，表達人類生活所需要的豐
富概念。和口語一樣，手語具有所謂的結構雙層性 (duality of patterning 或 double
articulation)。但不同的是，這些組合成份在手語的詞項中，並不全是無意義的單
位，這些詞彙可依各個形素的象似性，將他們分類；並依據 Peirce (1955[1902]) 的
象似符號三分法，將手語的象似性詞彙分成 12 類及 3 類的代碼符號。如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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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類別

映 象 符 號 擬象符號

隱喻符號

代碼符號

(Image)

(Metaphor)

(Symbol)

(Diagram)

形素類別
手型形素 (手型 /二/ ) 剪刀，筷子 改，出爾反爾 b，風流，洗 本體隱喻：
腦，兼差
位置形素

聲音，見

頭，鼻子， 鼻子 (否定語意)：
口

本體隱喻：

頭部：一天，

做不成，一竅不通，懶惰，頭 部 ： 發 明， 希 望 鼻：好
髒

移動形素

于，共

口：翻譯，間諜

口：吳

分，合，上，大範圍移動 (動態動詞)： 方位空間隱喻：

上/下：

下

走，游泳；

合/分：結婚，離婚； 不知道，知道

區 域 移 動 ( 靜 態 動 詞 ) ： 上/下：進步，退步 內/外：
恨，希望，懷疑
複合形素

內/外：賺錢，虧本 不會，會

拿 (進來)， 手型合起 (拿)：

本 體 隱 喻 ＋方 位 空

丟 (出去)

影印，模仿，知識；

間隱喻：

手型打開 (丟)：

頭部：知識 (拿進

告訴，洩漏，忘記

來)，忘記 (丟出去)

表 2.1 台灣手語依符號象似程度所區分之詞彙分類表。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手語詞彙的分佈和 Peirce (1955[1902]) 依抽象程度所
區分的三種象似符號分類呈現一種平行結構的關係。這些詞彙都是所謂的實詞，
而且由映象符號到隱喻符號，也是詞彙由具體到抽象的演變形式，我們也可說詞
彙的組成成份由具體意義的單位，演變成抽象意義的單位，最後作為代碼符號所
組成之無意義的單位，成為符合結構雙層性定義的成份－有限的無意義的成份組
成無限有意義的單位。舉例來說，具體名詞［口］，食指在口前繞圈表示，是最
象似性的映象符號；抽象動詞［翻譯］
，以手型 /男/ 重覆在口前平行搖動，將位
置 /口/ 視為裝載語言的容器，是一種本體隱喻的應用；專有名詞［吳］
，由手型
/借/ 在口前開合，借用口部之外形表該字體之上半部，此時的位置形素 /口/ 是
一種代碼符號的成份。位置形素 /口/ 由表示映象符號的成份，變成隱喻符號的
成份，最後形成代碼符號的成份；所形成的詞項，也從具體實詞，轉為抽象實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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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為更抽象的專有名詞。
下面的三個章節將依上表的架構，仔細描述台灣手語詞彙之象似性，先介紹
映象象似符號 (images)， 再介紹擬象象似符號 (diagrams) 和隱喻象似符號
(metaphors)。本論文主要目的除了台灣手語 1500 多個詞彙之象似性分析之外，
擬進一步探究語言結構雙層性的演變模式，進而了解語言演化的本質，所以以語
言的可區分語意的成份作分析的基礎，以手語來說，這些成份就是手型、位置、
和移動形素，觀察其中映象象似符號、到隱喻象似符號、到代碼符號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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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手語的映象象似符號系統 (Imaginal Iconicity in TSL)

本章節將開始詳細介紹台灣手語的象似性詞彙，以映象符號介紹起，第一節
先依詞彙組成形素將映象象似符號分類介紹，而另一類同樣具有高度象似性之分
類詞結構於第二節作探討。

3.1 映象象似符號的類別
以 Peirce (1955[1902]) 的定義，映象符號 (image) 指的是該符號形式具有指
涉物的簡單特質，例如肖像畫。而語言的象似性並不像畫畫或肖像一樣，百分之
百的對應，這也是為什麼同樣是擬聲詞，各國語言會有所差異，手語也不例外。
15

Taub (2001) 根據 DeMatto (1977) 的研究，提出關於象似性的類比建構模式

(analogue building model)，他認為象似性詞彙的形成，不管是口語或手語，都經
過三步驟：刺激印象的選擇 (image selection)、基模化 (schematization)、和編碼
(encoding)。任一步驟的不同決擇，都會影響象似性詞彙的形式。手語和口語形
成象似詞彙的過程是大致相同的，只不過只有少數的外界事物具有聲音形象的刺
激，再加上口語的一維機制，形成口語詞彙僅表達些許的擬聲詞和聯覺詞的象似
性，不比手語的三維機制所允許的象似性詞彙豐富。
有系統的研究手語詞彙的象似命名，首推 Mandel (1977) 對美國手語的研
究；而 Taub (2001) 以 Mandel 的研究為基礎，更仔細的分析成十種象似性詞彙
系統。而其他手語的研究，如 Pietrandrea (2002) 分析義大利手語 (Italian Sign
Language) 的詞彙，提出四種手型形素和四種位置形素之象似命名系統。本論文
綜合多位學者的研究，認為台灣手語的映象象似詞彙，可以以美國手語之父
Stokoe (1960) 所提出的手語詞項的三種構成要素，作為象似基礎而加以分析。以
下分別就位置形素、手型形素、和移動形素的象似性，對台灣手語之映象符號做

15

參考 Klima & Bellugi (1979) 有關中國手語、美國手語、丹麥手語之詞項［樹］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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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

映象象似位置形素 (imaginal location)

3.1.1

這類詞彙的象似性，主要表現在位置方面，也就是說其他形素如手型或移動
形素等，只作為詞彙形成的必要組成成份，和口語的音段一樣，並無意義。Mandel
(1977) 稱此類命名為指示性命名 (pointing 或 indexical presentation)，而 Taub
(2001) 稱之為指涉物實體的直接呈現 (physical entities represent themselves)，兩
者都意謂著直接將指涉物以指示的方式呈現出來。「指示」這個機制在溝通系統
中使用的很頻繁，手語也不例外。但和口語不同的是，身體部位所有看得到的物
體或相關的事物，都成為手語為該指涉物命名的位置形素。我們的身體是離我們
最近，最能夠直接接觸到的工具，身體各部位都可作為手語的表達位置之一，在
命名身體部位時，直接指向該處就很清楚地表達形式和意義的自然對應。不同語
源的美國手語、中國大陸手語、台灣手語的詞項［鼻子］
、
［眼睛］等都是指示命
名而來。16 除了身體各部位的命名，代名詞系統也是運用「指示」之機制指向指
涉物所在的空間位置而來，如人稱代詞［你］
、
［我］
、
［他］(圖 3.1 (i))，
［你們］、
［我們］
、
［他們］等，或指示詞 (determiner)［這］
、
［那］
、
［這裏］
、
［那裏］等。
這些詞彙的形式，大多是本身不帶有意義的手型 /一/，直接指向身體各部位或指
涉物所在位置，如詞項［眼睛］
；或手型 /難/ ，抓住該部位而為該部位命名，如
詞項 ［耳朵］
。另外，這類命名不限制於身體部位的命名，相關的事物如詞項［衣
服］(圖 3.1 (ii)) 亦是此類命名系統；指涉物的存在與否並不影響該指涉物的命
名，如詞項［耳環］(圖 3.1 (iii))，直接雙手手型 /難/ 抓住耳朵作為［耳環］之
命名。這類例子可再次說明語言的象似性不是和肖像畫一樣百分百的對應，而是
經過概括的過程而來，對應到的不是特定指涉物，而是一個概念、一個類別
16

美國手語語源為法國手語語系 (French Sign Language Family)，中國大陸手語源自中國手語語
系 (Chinese Sign Language Family)，台灣手語源自日本手語語系 (Japanese Sign Language Family)
(姚俊英,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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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egory) 。

(i)

(ii)

(iii)

圖 3.1. 以位置形素為象似基礎的映象符號：(i) 他；(ii) 衣服；(iii) 耳環。

映象象似手型形素 (imaginal handshape)

3.1.2

和位置形素相同，手型形素也可以表達詞彙的象似性，以相似的語言基本手
型模仿指涉物的外型而命名該指稱對象，Mandel (1977) 稱此類象似機制為替代
性命名 (substituted depiction)；而 Taub (2001) 稱之為型式對型式的象似性
(shape-to-shape iconicity)。如詞項［碗］(圖 3.2 (i))，以手型 /同/，也就是五指張
開，微微捲起成半圓形，如「碗」該容器的外型表示；又如詞項［錢］(圖 3.2 (ii))，
以手型 /錢/，也就是姆指和食指指尖相接成小圓圈，就如錢幣的小圓形表示。再
如詞項［裁縫］(圖 3.2 (iii))，副手手型 /手/，表衣服布面；主手手型 /一/，表裁
縫機上的縫針。

(i)

(ii)

(iii)

圖 3.2. 以手型形素為象似基礎的映象符號：(i) 碗；(ii) 錢；(iii) 裁縫。

動物類命名很多都是運用手型的象似性，取該指涉物較明顯的特徵，以部份
代全體來命名，例如［大象］(圖 3.3 (i))，長長的鼻子，一手抓住鼻子，另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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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手型 /民/，插入另一手手臂上方，在身前晃動；而［牛］(圖 3.3 (ii))、
［鹿］(圖
3.3 (iii))等詞項，分別以雙手手型 /民/ 和 /守/ 表達該動物的角，置於頭兩側而
命名。

(i)

(ii)

(iii)

圖 3.3. 以手型形素為象似基礎之動物類映象符號：(i) 大象；(ii) 牛；(iii) 鹿。

這類命名系統還進一步應用在數字方面的表達，食指伸直表［一］，食指加
中指伸直表［二］，以此類推到全部手指伸直表［五 a］等，而另一詞項［五 b］
(手型 /男/ ，姆指伸直橫放，掌心向外) 則是借算盤的運算方式而來，上端一個
珠珠表示［五］
，加上下端一個珠珠表［六］
，姆指及食指伸直，掌心朝內橫放；
加上下端二個珠珠表［七］
，以此類推到數字［九］
。這些數字再透過隱喻，組成
有關時間概念上豐富的詞彙，如［星期六］(圖 3.4 (iii))、［昨天］(圖 3.4 (i))等，
或利用構詞造字法組成與數字相關的詞彙，如［第二名］(圖 3.4 (ii))等。

(i)

(ii)

(iii)

圖 3.4. 以手型形素為象似基礎之數字相關映象符號：(i) 昨天 (虛線之箭頭向上
指號表示向後移動)；(ii) 第二名；(iii) 星期六。

根據我們對台灣手語詞彙的調查，共發現有 53 個手型形素，其中 39 個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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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形成此類象似性命名的基礎。17 參考表 3.1 和 3.2。表 3.1 所列舉之例子，除
了［童子軍］為代喻形成的詞項外 (手型 /童/ 於太陽穴處如行童軍禮表示)，全
部都是有具體外形的名詞，有些手型也因表示該詞項而得名，如詞項［蟲］和手
型 /蟲/。

手型名稱 零

一

二

五

六

七

例子

牙刷

剪刀

風箏

槍

燕子

手型名稱 九

十

廿

卅

四十

句(六十)

例子

鷹

松鼠

楊桃

機器

腳踏車

手型名稱 虎(七十)

方(九十)

萬

龍

菜

紳

例子

麵包

水餃

龍

草

車子

手型名稱 借

像

鴨

男

兄

民

例子

雞

鴨

檳榔

香蕉

牛

手型名稱 守

胡

手

棕

童

蟲

例子

鹿

門

魚

劍

童子軍

蟲

手型名稱 同

呂

錢

拳

布袋戲

筆

例子

米

錢

貝殼

布袋戲

筆

手型名稱 隻

薑

飛機

例子

薑

飛機

汽水

青蛙

老虎

蘭花

芭樂

教堂

表 3.1：可作映象象似符號象似成份之 39 個手型及例子

17

. 請參考附件 1 之台灣手語手型形素圖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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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型名稱 三

四

八

八十

百

千

姐

女

例子

四

八

八十

百b

千b

姐

女

手型名稱 副 (五十)

博

很

難

欠

WC

例子

博士

很

難

欠

WC

三

副

表 3.2：未作映象象似符號象似成份之 14 個手型及例子

表 3.2 之手型 /三/、 /四/、 /八/、 /八十/、 /百/、 /千/等，雖然本身形成的
方式具有理據性 (如手型 /百/，食指、中指和姆指指尖相觸成二個零，是一種代
喻的表示)，他們的共同點都是為了數字的完整性而形成的，並沒有作為其它映
象象似符號的象似成份。而手型 /姐/、 /女/、 /難/、 /副/、 /博/、 /很/、 /欠/、
/WC/，從他們的例子可以看出，這些手型依所形成之詞項而得名，都不用作映象
象似符號之形素，而僅作為詞彙形成的組成成份之一，所形成的詞彙都不是象似
符號。

3.1.3 映象象似移動形素 (imaginal movement)
這個詞彙系統是以「表達器官－手或手指」移動後所呈現的路徑，對應到指
涉物的外型來命名，也就是以手或手指為畫筆，描繪指涉物的外型。和上一類命
名系統不同的是，這類詞彙的成分「手型」大多為無意義的成份，如詞項［紙］，
以雙手食指 (手型 /一/ ) 在身前描繪四方形表示；詞項［月亮］(圖 3.5 (i))，以
單手食指和姆指在身前由指尖相觸變成向下打開然後再合起所描繪出｀新月＇
的外型命名 (手型由 /呂/ 變成 /六/ 再變成 /呂/ 表示)。此系統在 Mandel
(1977) 文章中稱之為實質性命名 (virtual depiction)，而 Taub (2001) 稱之為路徑
對型式的象似性 (path-for-shape iconicity)。另外，此類象似性命名之指涉物不限
於名詞，例如詞項［長］(圖 3.5 (ii))、
［短］
，以雙手手型 /呂/ ，往左右拉開成一
長線表示［長］的概念，而同樣手型往中心點拉近成一短線，表［短］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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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詞項［上］、［下］
，以手型 /六/，分別以指尖朝上往上移表［上］的概念，
及指尖朝下往下移表［下］的概念；或是詞項［分］(圖 3.5 (iii))，以雙手手心背
向往兩邊拉開表示，詞項［合］，以雙手手心相向往中間移動表示；動詞［來］
以食指伸直指向上，向身體移入表示，
［去］(圖 3.5 (vi)) 以食指或姆指移出表示。

(i)

(ii)

(iii)

(iv)

圖 3.5. 以移動形素為象似基礎之映象符號：(i) 月亮；(ii) 長；(iii) 分；(iv) 去

3.1.4. 複合手型和移動形素的動作象似性
Mandel 稱此為模仿 (mime)。此類命名系統又分成二類：一類是將身體的動
作直接呈現出來，如詞項［跑］(圖 3.6 (i))、
［飛］等；另一類如詞項［錘子］(圖
3.6 (ii))、［帽子］
，以握住該物體的手型 /拳/ 或 /難/，加上移動形素，把我們和
該指涉物互動的動作表達出來，為該指涉物命名。其他例子還有如詞項［蛋］，
以打蛋的動作表示、
［糖果］
，以扭轉剝弄糖果包裝紙表示，這些詞項也都是此類
命名方式形成的；或如詞項［拿］或［丟］(圖 3.6 (iii))，直接以手型 /五/ 的合
起或手型 /零/ 的打開，對應到我們執行［拿］、［丟］等動作而命名。這類象似
性詞彙和上述之位置形素的象似性一樣，具有手語語言的世界通用性，也就是
說，美國手語、英國手語、和台灣手語等，雖然各屬於不同的語言家族，但這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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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項的形式卻大同小異。這是因為這類詞彙的形成，和我們人類生活習習相關，
都是以人類共同的經驗為基礎形成的，這也間接說明出語言是根植於我們人類與
外界事物的互動，而不是獨立於認知能力之外的系統。

(i)

(ii)

(iii)
圖 3.6. 綜合手型和移動形素之動作象似性映象符號：(i) 跑；(ii) 錘(子)；(iii) 丟。

另外，動物類除了之前所提到以手型象似性為基礎的命名外，有的是模仿該
指涉物的動作而命名之，如［猴子］(圖 3.7 (i)) 以抓癢的動作表示；［老虎］(圖
3.7 (ii)) 以手型 /虎/ 由掌心向內，在鼻前往外翻成掌心向外，表示老虎開口吼的
動作；或是以我們人類與該指涉物互動的動作來命名，如［馬］(圖 3.7 (iii))，以
騎馬握住韁繩表示。

(i)

(ii)

(iii)

圖 3.7. 動作象似性之動物類映象符號：(i) 猴子；(ii) 老虎；(iii)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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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5. 雙手搭配的映象象似符號
手語詞彙有些運用上述單一的象似性命名系統，有些則運用多種系統，再結
合雙手的運用，表達單一指涉物的概念，如詞項［鑰匙］(圖 3.8 (i))，結合代表
「門」的象似性手型 /手/，和代表操弄鑰匙的象似性動作 (手型 /難/ ) 而命名
之。詞項［乒乓球］(圖 3.8 (ii))，一手以象似性手型 /零/ 表達｀乒乓球＇的外型，
另一手以乒乓球球拍拍打的象似性動作 (手形 /手/ )，兩種系統結合後的型式來
對應［乒乓球］的概念；通常這類命名系統，一手作為類別符號，一手作為區別
符號，如和［乒乓球］同樣是圓形的［足球］
，都以副手手型 /零/ 表達其外形，
以人類操弄之手型 /二/ 表｀雙腳＇踢球的動作，和［乒乓球］以手型 /手/ 表達
有所區分，這裏需說明的是，［足球］(圖 3.8 (iii))和［乒乓球］的外形大小並不
相同，卻以相同手型 /零/ 表達，表現了人類範疇化的能力和語言的關係，語言
系統是一種類化 (categorical) 關係，而不是百分之百對應於外在指涉物的。其它
相關例子還有如詞項［粽子］和［佛教］
，都以副手手型 /龍/ 表｀粽子＇或｀木
魚＇的外形，主手以手型 /一/ 繞動表綑綁粽子的動作而命名［粽子］
，手型 /一
/ 敲打副手表佛教徒頌經的部分動作作為［佛教］的命名；［梨子］、［鳯梨］和
［橘子］，副手手型都為 /同/ 表其外形，主手各以不同的操弄動作表示；［電視
機］和［照相機］
，副手手型皆為 /方/表其四方形，主手分別以手型 /手/ 揮動表
影像的流動，和手型 /十/ 表按快門照像的動作；
［湯］和［麵］等，副手手型 /
同/ 表裝載食物的容器，主手分別以手型/難/ 和 /棕/ 表拿湯匙喝湯的動作和用
筷子吃麵的動作等等。
另外詞項［日出］(圖 3.8 (vi))、［日落］，以主手手型 /句/ 表太陽，副手橫
放身前做為參考點，表地平面，主手上移表［日出］
，下移表［日落］
，結合手型
的象似性、位置的象似性及移動形素的象似性而形成的。而有一些相當高能產性
、
［站］(圖 3.8 (v))、
的人類基本動作動詞，大多是運用這一類造詞方法，例如［坐］
［躺］
、
［跌倒］
、
［溜滑梯］(圖 3.8 (vi))、
［盪鞦韆］等等，都是以主手手型 /二/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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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腳」，或手型 /民/ 表「人」，加上副手手型 /棕/ 或 /手/ 表背景或動作發生
地點，再配合動詞語意，結合象似性的移動形素形成的詞項。

(i)

(iv)

(ii)

(iii)

(v)

(vi)

圖 3.8 多種象似系統綜合運用所形成的映象符號：(i) 鑰匙；(ii) 乒乓球；(iii) 足
球；(iv) 日出；(v) 站；(vi) 溜滑梯。

3.1.6. 部分代整體和代喻（synecdoche and metonymy）
｀代喻 (metonymy)＇，包括部份代全體 (synecdoche)，和｀隱喻＇一樣，
是人類共有的普遍思維方式，也是人類認識客觀世界，給萬事萬物命名的一種重
要手段。Lakoff and Johnson (1980) 曾專章討論｀代喻＇，認為代喻和隱喻一樣，
不僅構成我們的語言，也構成我們的思想、態度和行為；也和隱喻一樣，是以我
們的生活經驗為基礎的；另外，代喻也作為一種重要的詞義轉移及構詞手段，具
有不可忽視的語意功能。但和隱喻不同的是，代喻源自於鄰接聯想 (association of
contiguity) 的心智能力，而隱喻則是源自於相似聯想 (association of similarity)。
本節主要是介紹代喻所形成的詞彙，隱喻的部分於第五章討論。
首先，在部分代整體方面，上述的象似性詞彙用來表達指涉對象的方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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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整體的，也可以是只取最顯著的部分；如詞項［青蛙］和［大象］，同樣是
以手型為象似性基礎所形成之詞彙，詞項［青蛙］(圖 3.9 (i)) 取整體的外型 (手
型 /九/ )，而［大象］(圖 3.9 (ii)) 只取部分外型｀鼻子＇(手型 /民/ )，作為命名
的基礎。再如，同是模仿動作的命名，詞項［飛］(圖 3.10 (i)) 取整體，而［棒
球］(圖 3.10 (ii)) 只取揮棒的動作，作為命名的基礎。再如以移動形素為象似性
基礎之詞彙，詞項［紙］(圖 3.11 (i)) 取整體長方形，雙手食指劃方形表達，詞
項［月亮］(圖 3.11 (ii)) 只取弦月的外型等。造成這些差別的原因是很容易理解
的，萬事萬物都有繁簡的區別，同類的事物也有著細微的差異，語言在選擇符號
作為概念的表達時，呈現外部具有相似性，內部具有差異性的特質，同樣是動物
詞項［牛］和［鹿］，都取頭上的角，以部分代全體的機制，並且都以手型形素
作為象似性命名基礎，但［牛］以雙手手型形素 /民/ 表示，而［鹿］以雙手手
型形素 /守/ 表示，以區分所指類別的不同。

(i)

(ii)

圖 3.9. 全體表達和部分代全體之手型形素象似性詞彙：(i) 青蛙和 (ii) 大象。

(i)

(ii)

圖 3.10. 全體表達和部分代全體之動作象似性詞彙：(i) 飛和 (ii) 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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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圖 3.11. 全體表達和部分代全體之移動形素象似性詞彙：(i) 紙和 (ii) 月亮。

另外，手語之象似性形素還可透過鄰接聯想的方式，創造出很多代喻性詞
彙。如位置形素的象似性，除了表現在身體各部位器官的命名外，Pietrandrea (2002)
所研究的義大利手語還有其他與位置形素有關的象似命名，以該器官的特質或功
能為基礎，對應到台灣手語的例子如表嘴唇的顏色特質而命名［紅］，表眼睛的
功能而命名［看］等；其他還有很多例子也是這一類的命名方式，如與眼睛有關
的詞項［眼淚］
、
［找］
，與耳朵有關的［聲音］
、
［聽］
；與嘴巴有關的［唱歌］
、
［說］
；
與頭有關的［想］(圖 3.12 (i))、
［作夢］
；與鼻子有關的［鼻涕］
、
［聞］等。這一
類的命名也是 Mandel (1977) 所謂非直接性的命名機制 (indirect iconic device)，
他們都是以位置形素為象似性基礎，透過鄰接聯想的方式代喻 (metonymy) 而
來。再如手型形素的代喻，如詞項［護士］(圖 3.13 (i))，聯想到紅十字、
［基督 a］
，
(圖 3.13 (ii)) 聯想到十字架，都是以手型 /隻/ 表示；詞項［守衛］，聯想到舉槍
守候，以手型［守］代喻表示。而移動形素或動作的代喻，如詞項［天主教］
、
［基
督 b］
，一樣是和十字有關，
［天主教］以手型 /一/ 於身前劃十字表示，
［基督 b］
以雙手手型 /菜/ 輪流以中指點掌根，作釘十字架的動作表示；詞項［生氣］(圖
3.14 (i))，聯想到怒髮衝冠，以雙手手型 /一/ 於頭髮兩側處往上移表示。另外，
台灣手語很多詞項如［東西］
、
［老師］
、
［農夫］(圖 3.14 (ii))、
［醫生］(圖 3.14 (iii))、
［司機］等都是以相關動作行為代喻而成的，這些例子和李國南 (2001) 的專書
<<辞格與詞匯>>中提到漢語中的行為借代形成的詞匯［教授］
、
［編輯］
、
［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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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似；例如手語詞項［農夫］是以耕田的動作形成的，而詞項［醫生］則是把
脈的動作形成的。

(i)

(ii)

圖 3.12. 位置形素為象似基礎形成的代喻符號：(i) 想；(ii) 藍色。

(i)

(ii)

圖 3.13. 手型形素為象似基礎形成的代喻符號：(i) 護士；(ii) 基督 a。

(i)

(ii)

(iii)

圖 3.14 移動形素或動作為象似基礎之代喻符號：(i) 生氣；(ii) 農夫；(iii) 醫生。

3.2

分類詞結構是映象象似的應用
如前面所述，我們知道台灣手語和其他手語一樣，有著相似的象似性系統來

命名詞彙。上一節所介紹的是詞彙化的詞項，低能產性固定之映象象似詞彙 (less
productive frozen signs)，本節所要討論的是另一種象似性結構，高能產性的分類
詞結構 (highly productive classif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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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類詞結構也是運用上述同樣的象似機制的映象符號。這類手語結構首先是
由 Frishberg (1975) 提出分類詞 (classifier) 這個術語；Klima and Bellugi (1979)
認為分類詞結構是模仿外界事物的一種描述；而 Supalla (1986, 1990) 提出不同的
看法，他認為分類詞結構 (他稱之為動作和位置動詞 (verbs of motion and
location)) 是由分類詞手型詞素 (classifier handshape morpheme) 和動作詞素
(motion morpheme) 結合動詞字根而成的多重詞素複雜字詞，並不是前者所認為
模仿外界事物的一種描述而已；Liddell (1995) 對於分類詞結構中的有意義成份
是否為個別詞素提出質疑；Chang, Su, and Tai (送審中) 則根據 Talmy (1985, 1991,
2001) 的動作事件 (motion events) 分析，結合 Sutton-Spence and Woll (1999) 的
代詞 (proforms) 策略，提出分類詞結構中的分類詞手型詞素其實是一種屈折形
式 的 代 詞 (inflectional proform) ， 其 功 用 在 於 與 前 面 出 現 的 論 元 呼 應
(agreement)；學者 Zwisterhood (2003) 在其博士論文中，也認為分類詞結構中的
手型是一種呼應的標示。儘管各家說法不一，有人認為他們是可再進一步劃分的
詞素組合 (手型是所謂的詞素之一)，有人則相反地認為該結構是不可再細分的單
一詞項 (手型是所謂的音素之一)，然而大家所共同持有的看法就是，該分類詞結
構中的手型和之前出現過的論元，兩者之間有共同的語意聯結。本段落想要探討
的就是論元詞項之象似性對其在動作事件中分類詞手型形成的規範。
分類詞結構是經研究過的各個手語中所共有的語言現象，所表達的是動作事
件。動作事件包括主體 (Figure)、背景 (Ground)、動作事件本身 (Motion)、移動
路徑 (Path)、移動樣貌 (Manner) 等語意成份 (參考 Talmy 1985, 1991, 2001)。手
語的分類詞結構就是表達動作事件的方法之一，是空間動詞的一類；和移動動詞
［來］
、
［去］一樣，他們的句法表現形式，位置形素都是在身體前方，是不和身
體部位有接觸的，再利用象似性的手型代表主體和背景，結合路徑、樣貌表達象
似性的空間事件，分別以結構中的各個成份：手型、移動形素、和位置形素等，
作為分類詞結構的象似基礎；分類詞結構和移動動詞的差別在於，移動動詞是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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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化後的一個單位詞項，在句法上的表現較固定，而分類詞結構則會依動作事件
的不同情境，創造多樣化的形式，是一種較高能產性的結構。
動作事件出現的論元可以是主體本身，也可以是主體和背景二個論元；主體
是移動的物體，需結合路徑、樣貌，而背景是參考點；再加上手語的視覺與手勢
機制，容許各個成份的共現，為了將所有語意成份以雙手表達與現實世界最大程
度的象似性，所以分類詞結構中代表主體和背景的代詞手型會隨著語境作不同的
變化，而且主體分類詞手型的變化會比較複雜。分類詞手型的選擇，會因指涉物
的形狀大小，或我們與之互動操弄來決定，主要分為三類 (依照 Schick (1990) 之
分類基礎，作台灣手語的分析)：
(1) 語意類分類詞手型 (semantic classifier)：如動作事件「小狗跑進房間裏。」
(圖 3.15)，分類詞結構由主手手型 /布袋戲/ (代表主體［小狗］)，結合路徑、樣
貎，向代表背景［房間］的副手手型 /手/ 移動所組成，手型 /布袋戲/ 是表示｀動
物＇這項語意類的分類詞手型；另外，表｀人＇的語意類分類詞手型為 /民/。
例句 3.1：房間 小狗 房間 pro18 + 小狗 pro－跑進去
｀小狗跑進房間裏。＇

圖 3.15. (a) 房間

(b) 小狗

(c) 房間 pro + 小狗 pro－跑進去

18

｀pro＇代表｀proform＇的省略，意為｀代詞＇，依據 Chang, Su and Tai (送審中)，動作事件
中主體和背景論元，會以代詞的形式組成所謂的分類詞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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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為操弄類之分類詞手型 (handling classifier)：如動作事件「學生把桌子
搬進教室」(圖 3.16) 中的分類詞結構，由雙手手型 /方/ 結合移動形素形成，手
型 /方/ 代表操弄｀搬桌子＇的手型，其手型形式會因受操弄的物體外形而有所
不同。

例句 3.2：教^室 學生 桌子 桌子 pro－搬進去
｀學生把桌子搬進教室。＇

圖 3.16. (a) 桌子

(b) 學生

(c) 桌子 pro－搬進去

(3) 大小形狀類之分類詞手型 (size and shape specifier, 簡稱 SASS)：如動作
事件「葉子從樹上飄下來了」(圖 3.17)，分類詞結構是由手型 /手/ 結合相對的
移動形素組成，手型 /手/ 代表葉子的扁平外形。通常一維細長物體 (one
dimensional)，如｀筆＇或｀吸管＇等，會以手型 /一/ 為其分類詞手型；二維平
面物體 (two dimensional)，如｀紙＇或｀葉子＇等，以手型 /手/ 為其分類詞手
型；三維立體之物件 (three dimensional)，如｀石頭＇或｀汽球＇，則以手型 /
同/ 為其分類詞手型。

例句 3.3：樹

葉子 樹 pro＋葉子 pro－飄下來了

｀葉子從樹上飄下來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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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a) 樹

(b) 葉子

(c) 樹 pro＋葉子 pro－飄下來了

上述之三類手型都符合我們第一節所說的映象象似符號系統。語意類和大小
形狀類的手型，是以手型象似性為基礎而形成的；而人為操弄類的手型，則是動
作的象似性形成的；同時，移動路徑、樣貎等也是映象象似的表現。若以 Supalla
(1986, 1990) 所說：分類詞結構是由分類詞手型詞素和動作詞素組成，分類詞手
型是手型形素象似性的表現，動作詞素則是移動形素象似性的表現，整體看來就
是動作象似性的映象符號。
論元詞項的象似性類別會決定分類詞手型的改變與否，如詞項［青蛙］，形
式是主手手型 /九/，掌心向下，在副手手臂上拍打，很明顯的，主手的形式就是
指稱對象｀青蛙＇的外形，是一種手型形素的象似性命名；當它作為動作事件的
主體時，可以不需變化手型即可作為分類詞結構中的主體代詞，或是選擇語意類
代表動物之手型 /布袋戲/ 表示；而相反的，詞項［葉子］，主手手型 /一/ 在副
手手型 /六/ 的凹口重覆上下動，主手手型 /一/ 之形式，是以劃葉脈的概念形成
的，主手的形式是一種移動形素的映象象似，不是手型形素的象似性，在形成分
類詞結構的主體代詞時，會選擇以符合葉子之手型形素象似性的手型 /手/ 來表
達其扁平外形 (參考例句 3.3)。表 3.3 主要是象似性命名系統和作為主體代詞之
分類詞手型變化與否的關係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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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

詞項
(雙手)

CL

詞項
(代喻)

CL

象似性類別

詞項
(單手)

位置形素

衣服

變

褲子

變

酒s

變

動作

帽子 a

變

摩托車

變

排球

變

紙

變

月亮

變

兔子 s
蝦子
青蛙

不變
(主手)

兔子 n
狗
西瓜

變

手型＋動作

乒乓球
橘子

不變
(副手)

手型＋移動

拖鞋

不變
(副手)

移動形素
手型形素

帽子 b
錢

不變

表 3.3：象似性命名系統和分類詞手型 (classfier handshapes，簡稱 CL) 變化與否
的關係表

分類詞手型的規範，不是這麼簡單就說明清楚的，表 3.3 中詞項［兔子 n］(圖
3.18 (ii)) 和［兔子 s］
；雖然都是以手型形素為詞項的象似性基礎，但［兔子 n］，
雙手手型 /棕/ 表示兔子的耳朵，掌心朝後，置於太陽穴兩邊往後揮動，和［大
象］一樣，是以部分代全體表示，因為所代表的不是整個物件的外形，所以在形
成分類詞之代詞時，會重新選擇具有象似性之手型形素，如語意類的手型 /布袋
戲/ (參考例句 3.1)；而［兔子 s］之手型代表整體，以手型 /二/，指尖向上，在
副手手臂上跳表示，在形成分類詞結構之手型時不需改變，或是和詞項［青蛙］
一樣，選擇語意類手型 /布袋戲/ 組成分類詞結構。表中分類詞手型不變的例子
中，又區分為二類：以該論元之主手手型或以副手手型為分類詞手型，會有這樣
的差別，在於分類詞手型的選擇，是以詞項中具有象似性手型形素為主的，在［青
蛙］、［蝦子］(圖 3.18 (iii))的例子中，主手的手型就是該類指涉物的外形，所以
以主手的手型為分類詞手型的依據；而在［橘子］(圖 3.18 (vi))、
［拖鞋］的例子
中，副手的手型才是該類指涉物的外形，所以形成該分類詞手型時，是以副手的
手型為依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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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v)

圖 3.18. 不同型式之手型形素象似性詞彙：(i) 單手詞項［帽子 b］
；(ii) 部分代整
體之詞項［兔子 n］；(iii) 主手手型表指涉物外形之詞項［蝦子］
；(iv) 副手手型
表指涉物外形之詞項［橘子］。

總結來說，空間事件是具體事件，所以手語也使用最能象似表達的分類詞結
構來呈現。手語使用者會因主體和背景的語意特質，選擇象似手型形素來形成分
類詞手型，加上同樣具有象似性的位移路徑和樣貌，與主體和背景呼應 (參考
Chang, Su, and Tai (送審中))。因主體和背景在動作事件中的結合複雜多樣，以映
象象似為基礎的分類詞結構也有各種形式，這類高能產性詞彙是不需一一列入手
語的詞典中的，這也間接構成手語詞彙量小的原因。

3.3 小結
綜合手語手型、位置、移動等三種形素及雙手的搭配，各國手語詞典所收錄
的詞彙大致不超過 2000 個詞項，美國手語收錄有 1600 多個詞項，台灣手語共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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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多個。19 從所調查台灣手語 1500 多個詞彙中，接近四成 (39%) 的詞項是
屬於映象象似系統所形成的詞彙，比例相當高，而且大多是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基
本詞彙。

19

美國手語之詞項由 Tennant and Brown (1998) 所編之 Th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Handshape
Dictionary 所計算而來；台灣手語則由史文漢和丁立芬所編之手能生橋第一冊 (2001) 和第二冊
(1999)，和趙建民 (2001) 所編之台灣自然手語第一冊和第二冊，所共同大略計算而來，兩者所
收之詞彙大同小異，數量都不超過 200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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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手語的擬象象似符號系統 (Diagrammatical Iconicity in TSL)
上一章節介紹了手語最具象似性的映象符號，本章節則繼續作象似詞彙的探
討，介紹擬象符號。擬象符號表現的不是單一詞項的象似性，而是詞項間的象似
關係。19 世紀初，普通語言學的奠基人 Humboldt (1988[1836]) 曾說：由於詞始
終針對概念，所以意義相近的概念很自然地要用相似的語音來表示，這和 Bolinger
的成份擬象 (isomorphism) 概念有異曲同工之妙，也就是一定形式對應一定意
義，不同形式對應不同意義。我們發現台灣手語的詞彙，很多符合這樣的概念，
以下我們還是根據手語詞彚組成形素來介紹其擬象象似的現象。

4.1 擬象象似位置形素 (diagrammatical location)
此類擬象符號因意義相近，所以以相近的位置形素組成詞項。
(1) 詞項［發明］
，手型 /借/ ，食指點在太陽穴，中指和姆指指尖重覆開合；
詞項［想］
，食指點在太陽穴；詞項［記得］
，單手握拳敲打太陽穴等；他們都是
以 /太陽穴/ 為位置而形成的詞彙。詞項［誤會］
，雙手手型 /萬/，分別置於額頭
前與額頭後並交換位置；詞項［懷疑］，單手食指伸直，掌心朝下，掌根置於額
頭前，並食指抖動；詞項［希望］，單手食指捲曲，掌心朝左，食指貼在額頭前
等，都是以 /額頭/ 為位置形素。這些位置形素在頭部的詞項，語意也都對應到
和｀認知活動＇相關 (圖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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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圖 4.1. 擬象象似位置形素｀頭＇表認知活動：(i) 想；(ii) 記得；(iii) 搞錯。

(2) 詞項［傷心］
，手型 /五/ 掌心朝上，於胸前往下合起成手型 /萬/；詞項
［快樂］雙手手型 /五/，輪流指尖重覆上下擦過胸前；詞項［恨］
，手型 /男/ 或
/民/，姆指點在胸前位置；詞項［勃然大怒］
，雙手手型 /同/，指尖貼在胸口位置，
同時往上一抓等；這些詞項位置形素都為 /胸部/ ，意義都和｀情緒＇有關 (圖
4.2)。

(i)

(ii)

(iii)

圖 4.2. 擬象象似位置形素｀胸部＇表情緒相關之活動：(i) 快樂；(ii) 恨；(iii) 勃
然大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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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外，台灣手語有 52 個詞彙以 /鼻子/ 為位置形素，除了映象象似符號
［鼻子］、［香］、［臭］等詞項，有 26 個詞彙有｀負面或否定＇的語意，如詞項
［倒楣］
，手型 /五/ 之姆指從鼻角往下劃過；詞項［做不到］
，手型 /借/ 在鼻前
重覆開合；詞項［一竅不通］，手型 /菜/ 之中指點在鼻頭上；詞項［壞］，單手
握拳，掌心朝內，由鼻前橫劃過；詞項［頑皮］，雙手握拳，掌心朝內，輪流在
鼻前交互劃過；詞項［懶惰］
，手型 /七/ 掌心向內，在鼻頭上橫劃過等 (圖 4.3)。

(i)

(ii)

(iii)

圖 4.3. 擬象象似位置形素｀鼻子＇表否定、負面語意：(i) 倒楣；(ii) 壞；(iii) 懶。

(4) 除了身體器官外，位置形素還包括副手手型，如詞項［控制］
、
［吸引］、
［幫忙］等，位置形素皆為副手手型 /男/ ，而這類動詞都是以有生命的動物或
人作為受詞之互動類及物動詞。再如詞項［青蛙］、［蝦］、或［兔子 s］，都以副
手 /手臂/ 做為位置形素，這類詞項都是會跳的動物，副手 /手臂/ 或 /手/ 作為
動作發生的位置形素，其他還有詞項如［火車 s］、［躺］、［跌倒］、［蚊子］或抽
象詞項［演講］、［證明］、［登記］等等 (圖 4.4)。

(i)

(ii)

(iii)

圖 4.4. 擬象象似位置形素｀副手＇：(i) 控制 (副手手型 /男/ )；(ii) 蝦 (副手手
型 /臂/ )；(iii) 演講 (副手手型 /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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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擬象象似還表現在雙手具有相對位置的手語詞項中，如詞項［尷尬］
，雙
手手型 /萬/ 相碰；詞項［平分秋色］，由雙手手型 /男/ 掌心相對，同時手腕往
下一轉，轉成掌心向下；詞項［換］
，由雙手手型 /一/ 在身前交換位置；詞項［默
契］，雙手手型 /五/ 掌心相向，往中心處相移並合起成手型 /萬/ 並相碰；詞項
［成績］
，由雙手手型 /姐/ 左右相對，同時往下一甩；其他還有詞項［分］
、
［合］
、
［反］
、
［比較］
、
［打架］
、
［吵架］
、
［開會 (會議)］
、
［代替］
、
［討論（聊天）］
、
［像］
、
［一樣］、［不一樣］、［不是］、［互相］、［幫忙 b］、［約會 b］、［敵人］等；這些
詞項都是左右相對位置，相同手型之形式，都隱含有二個以上的參與者的語意。
另外詞項［部屬］
，由手型 /五/ 在手型 /男/ 之下方重覆擺動表示；詞項［罰］，
由雙手手型 /男/ 上下相對，上方之手型往下方之手型一擺表示；其它還有詞項
［組織］
、
［控制］等，都是上下相對位置形素的形式，具有關於權力地位方面的
語意 (圖 4.5)。

(i)

(ii)

(iv)

(v)

(iii)

(vi)

圖 4.5. 相對位置所表現之擬象象似符號：(1) 左右相對位置： (i) 尷尬；(ii) 平
分秋色；(iii) 換 d；(iv) 成績；(2) 上下相對位置：(v) 部屬；(vi) 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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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擬象象似手型形素 (diagrammatical handshape)
這類擬象符號因意義相近，所以以相近的手型來組成詞彙。
(1) 詞項［貪心］
，手型 /錢/ 置於額頭前；詞項［吝嗇］
，手型 /錢/ 置於齒
間；詞項［免費］
，手型 /錢/，掌心朝外，打開成手型 /五/；詞項［缺乏］
，雙手
掌心朝內，手型 /錢/ 在另一手手背打開成手型 /五/；詞項［夠］，手型 /錢/ 敲
打下巴並打開成手型 /五/ ；這些詞項都以 /錢/ 作為手型形素，語意都和｀錢＇
有關；其他還有如詞項［銀行］
、
［生意 (店)］
、
［經濟］
、
［買］
、
［賣］
、
［付錢］
、
［用
(花)］
、
［公費］
、
［貴］
、
［便宜］
、
［儲蓄］
、
［有錢］
、
［賺錢］
、
［虧本］等 (圖 4.6)。

(i)

(ii)

(iii)
圖 4.6. 擬象象似手型形素 /錢/ 所形成之相關詞項：(i) 吝嗇；(ii) 缺乏；(iii) 免
費。

(2) 詞項［出爾反爾 b］
，以手型 /二/ 在口前重覆轉動；詞項［改］
，雙手手
型 /二/ 在身前由掌心向外轉成掌心朝內；詞項［兼差］，手型 /二/ 分別敲打左
胸和右胸；詞項［和］，一手抓另一手型 /二/ 之中指，並且手型 /二/ 由掌心向
下轉成掌心向內；詞項［再］，手型 /二/ 掌心朝內，往下一甩；詞項［換 a］，
雙手手型 /二/ 在身前交叉；詞項［風流］
，手型 /二/ 在副手手型 /女/ 前重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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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項［洗腦］，手型 /二/ 在頭旁重覆轉動等等；這些詞項都以手型 /二/ 為
手型形素，語意都和｀二＇或｀變＇有關 (圖 4.7)。

(i)

(ii)

(iii)

圖 4.7. 擬象象似手型形素 /二/ 所形成之相關詞項：(i) 出爾反爾；(ii) 改；(iii) 兼
差。

(3) 詞項［厚臉皮］，手型 /句/ 姆指點在臉頰邊；詞項［富有］，手型 /六/
食指點在下巴下；詞項［吹牛］，手型 /句/，食指和姆指分別點在太陽穴和臉頰
邊之位置 (圖 4.8)；這些詞項都以食指和姆指伸直張開成手型 /六/ 或 捲曲成手
型 /句(六十)/ 的形式，語意都和｀大、厚、多＇有關；其他尚有詞項［大］
、
［厚］
、
［擴展］、［勇敢］等等。

(i)

(ii)

(iii)

圖 4.8. 擬象象似手型形素 /六/ 或 /句/ 所形成之相關詞項：(i) 厚臉皮；(ii) 富
有；(iii) 吹牛。

4.3 擬象象似移動形素 (diagrammatical movement)
如第二章所介紹，移動形素有兩種，一種是大範圍的移動 (global movement
或 path movement)，一種是小範圍局部性的移動 (local movement)，包括手型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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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手指抖動、手腕轉動等。20 此類擬象符號因意義相近，所以由相近的移動形
素組成詞彙。又可細分為以下六類：

(1) 手型的開合：詞項［丟掉］
、
［忘記］
、
［告訴］
、
［太陽］
、
［花］
、
［發生］、
［慶祝］等，都由｀手型張開＇的移動形素組成的，語意和｀張開、釋放＇有關；
相對地，詞項［知識］
、
［影印］
、
［模仿 (學)］
、
［保留］等，以｀手型合起＇為詞
彙組成成分之一，語意都和｀吸收＇或｀保留＇有關。再如詞項［從來沒有］
、
［免
費］
、
［缺乏］
、
［不一樣］
、
［浪費］
、
［不小心］
、
［不好］
、
［做不成］等，都由｀手
型張開＇的移動形素組成，語意都有｀否定＇或｀負面＇的語意。另外手型的開
合還分別形成｀分、合＇的語意，如詞項［一樣］
、
［巧合］
、
［服從］
、
［原來］
、
［默
契］
、
［老是］
、
［一律］等，都是手型合起的形式，都有｀合＇或｀相同＇的語意；
而詞項［不一樣］
、
［各式各樣］等，為手型張開的形式，有｀分＇或｀不同＇的
語意 (圖 4.9)。

(2) 手型重覆開合、手腕的重覆轉動、或手部動作的重覆等小範圍局部性的
移動 (local movement)：手型的重覆開合如詞項［為什麼 b］
、
［沒關係］
、
［沒有］；
手腕的轉動如詞項［為什麼 a］
、
［如何］
、
［不是］
；手部動作的重覆如詞項［什麼］
、
［還沒］
、
［看不清楚］
、
［如果］
、
［差不多］
、
［嘗試］
、
［像］
、
［不要 n］
、
［不一定］
等；這些詞項形式上都有小範圍的移動，語意都有｀不確定＇或｀否定＇的意
、
［沒關係］之相對反義詞［要 n］
、
［有］、
思，其中［不要 n］
、
［沒有］
、
［不一定］
［一定］、［關係］並無小範圍移動的形式 (圖 4.10)。

20

參考 Liddell and Johnson, 1992[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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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v)

(v)

(vi)

圖 4.9. 手型開合之擬象象似符號：手型打開表｀釋放＇語意之詞項 (i)［告訴］；
手型合起表｀吸收＇語意之詞項 (ii)［影印］；手型打開表｀否定＇或｀負面＇
語意之詞項 (iii)［從來沒有］
、(iv)［不好］
；手型合起表｀相同＇之語意之詞項 (v)
［默契］；手型打開表｀不同＇之語意之詞項 (vi)［各式各樣］
。

(i)

(ii)

(iii)

圖 4.10. 小範圍局部性移動形素之擬象象似符號： (i) 手型重覆開合之詞項［沒
有］；(ii)手腕重覆轉動之詞項［不是］；(iii) 手部動作重覆之詞項［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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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另外，掌心方向的改變 (也就是手腕的轉動)，意謂著狀態的改變，如詞
項［死］、［走了］、［過了］、［出爾反爾 ab］、［風流］、［洗腦］、［畢業］等 (圖
4.11)。

(i)

(ii)

圖 4.11. 掌心方向改變之擬象象似符號：(i) 走了； (ii) 畢業。

(4) 移動形素為大範圍移動之詞項，大多是動態動詞，如詞項［走］
、
［游泳］
等；而小範圍移動如詞項［想］
、
［恨］
、
［喜歡］等，或固定位置者如詞項［希望］、
［怕］等，大多為靜態動詞 (圖 4.12)。

(i)

(ii)

(iii)

圖 4.12. 大範圍移動形素之動態動詞 (i)［游泳］
；固定位置之靜態動詞 (ii)［希
望］；小範圍移動之靜態動詞 (iii)［喜歡］。

(5) 另外，有一系列相關語意的動詞和名詞，在形式上有相同的部份表達其
語意相關，也有不同的地方，表達其不同詞類，例如［坐］和［椅子］
、
［錘］和
［錘子］
、
［關門］和［門］(圖 4.13) 等，語意上相關，所以在手型和位置形素相
同；但各屬不同詞類，所以在移動形素上，名詞是以快速重覆動詞的移動形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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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範圍移動形成的。21

(i)

(ii)

圖 4.13. 相關動詞和名詞之衍生變化：(i) 關門：象似性移動形素組成之詞項；(ii)
門: 重覆動詞之移動形素。

(6) 詞項［歷史］
、
［故事］
、
［詳細］
、
［祖先］等，移動形素都是雙手相碰後，
一手向右上方移動和另一手向左下方移動，或是詞項［繼續 a］
、
［繼續 b］
，分別
是雙手手型 /錢/ 相扣，或是雙手食指指尖相觸成一直線，由右上方往左下方移
動，這兩類詞項都是以移動形素形成由右上方到左下方的直線形式，表達的語意
都和｀聯繫，串聯＇有關 (圖 4.14)。

(ii)

(i)

圖 4.14 移動形素形成由上到下的直線路徑表達｀串聯、聯繫＇語意之擬象符
號：(i) 歷史；(ii) 繼續 a

21

參考 Newport and Supalla (1978) 有關美國手語相關動詞和名詞的構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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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台灣手語的隱喻象似符號系統 (Metaphorical Iconicity in TSL)
5.1 引言
傳統的理論認為隱喻只是一種修辭手段，如 Aristotle 的對比論 (comparison
theory)，Quintillion 等人的替代論 (substitution theory)，Richard and Black 的互動
論 (semantic interaction theory) 等 (參考胡壯麟 2004)；而現代的隱喻理論如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則 提 出 隱 喻 的 用 法 不 僅 限 於 詩 詞 文 章 的 表 現
(figurative languages)，日常生活中的語言，到處都是隱喻的用法，並認為隱喻不
僅是一種修辭手段、一種語言形式，而且是人類認識事物、形成概念的一種思維
方式，一種認知手段，提出了概念隱喻理論 (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他們
將語言中的隱喻性用法分成三類：本體隱喻 (ontological metaphors)、方位隱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s)、和結構隱喻 (structural metaphors)。另外，隱喻也是創
造新詞或舊詞延伸新意的重要手段之一，Rumelhar (1979, p. 89) 提到：當我們談
到抽象概念時，我們總是從另一個具體的領域所使用的語言中選擇詞彙，因此舊
詞就有了新的抽象語意，空間到時間的隱喻就是很多語言都有的現象。手語除了
我們在前面章節所介紹到的映象象似詞彙外，還有許多透過相似聯想的方式，表
達抽象概念的隱喻象似詞彙 (參考 Wilbur 1987, Sutton-Spence and Woll 1999,
Taub 2001)。美國學者 Wilbur (1987) 是第一位系統性運用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的概念隱喻理論於手語的分析上，後來陸陸續續有多位學者跟進，如
Bouvet (1996), O’Brien (1999), Taub (2001) 等等。
Wilbur (1987) 觀察到多位學者提到的概念，雖然他們使用不同的例子，但
同樣都可以以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的概念隱喻理論得到共同的結果，這些
概念包括 Frishberg and Gough (1973, 2000) 所提到的詞彙家族 (sign families)，
Boyes-Braem (1981) 提到以手型特質表示視覺上的隱喻，和 Gee and Kegl (1982)
提到的抽象動詞是由空間動詞隱喻延伸 (metaphorical extension) 而來的等等。以
下我們將他們的研究結果簡述如下 (使用台灣手語的例子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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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位隱喻 (orientational metaphors)
以實體的空間關係表達抽象的概念，像是情緒上的高興或悲傷、數量上的多
寡、品質上的好壞等等，分別以空間方位的｀上＇或｀下＇表示。或是以空間隱
喻到時間，｀手往前移＇表未來、｀手往後移＇表過去等等。口語裏也有一類相
似的隱喻，如英文的 cheer up, fall ill, drop dead 等，中文的［死氣沉沉］、［物價
上漲］
、
［股票下跌］等。人們總是借用這類具體的方位概念表達抽象概念或關係，
這些語言事實的存在並不依賴於語言本身，而是依賴於人類普遍的心理、感知和
經驗。從進化論的觀點來看，空間概念系統的形成要比語言早得多。由於人類認
知的這一普遍規律，英語和漢語中的方位概念隱喻也表現出極大的相似性，同樣
的，這一普遍規律也適用於手語。22

(2) 本體上的隱喻 (ontological metaphors)
以概念隱喻理論的架構，此隱喻視活動、狀態、事件、想法、情緒等抽象的
概念為實體，可以抓取、丟出、儲放等。例如將我們的心智看作一部機器，或一
個容器；手語位置在 /頭部/ 者，代表智力方面的活動；位置在 /心/ 者，代表情
緒方面的活動。同時，將想法、感情、情緒等抽象概念看作具體事件，內部所運
作的想法、情緒可以拋出，如詞項［忘記］
；也可以抓進去，如詞項［記得］
。另
外 Gee and Kegl (1982) 認為手語中，具體空間動詞是語法的基礎，抽象的情緒動
詞、感知動詞，都是空間動詞隱喻延伸而來的，分類詞手型 /一/ 由原本代表細
長的具體物件，引伸為思想、訊息等抽象概念，所以有了詞項［夢］
、
［說］等動
詞。

(3) 結構上的隱喻 (structural metaphors)
人類的概念隱喻具有系統性，我們根據一種經驗去理解另一種經驗，不同概
22

參考李國南 (2001) 有關英、漢語中概念隱喻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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念之間相互關聯、相互類比，由已知到未知、由具體到抽象、由空間到時間，形
成一種隱喻認知系統。Lakoff and Johnson (1980) 指出，因為我們思維中的隱喻
概念是系統性的，我們用以談論該概念的語言也必然是系統性的；在「Time is
Money (時間就是金錢)」的隱喻中，具體的「金錢」是來源域，一些和其相關的
概念，如花費、借用、浪費等，同樣系統性地表現在描述與目標域「時間」相關
的語言行為中。

Taub 之手語雙層映射隱喻理論 (Double Mapping Metaphor)

5.2

學者 Taub (2001) 認為手語和口語一樣，有很豐富的隱喻系統，因為隱喻系
統是基於我們日常生活經驗而形成的，具有人類語言的普遍性。然而，手語和口
語不同的是，手語除了來源域 (source domain) 和目標域 (target domain) 的隱喻
映射 (metaphorical mapping) 外，多了一層表達器官和來源域的象似性映射
(iconic mapping)，這也是手語的外部理據性和口語不同的原因之一，也就是說，
手語和口語一樣，可經由隱喻映射延伸語意形成新詞，但除此之外，手語的來源
域本身的字根、衍生詞綴或屈折變化也具有外部理據性，是一種表達器官和來源
域的象似性映射。

5.3 台灣手語的隱喻符號
根據上面的介紹，我們將台灣手語的隱喻性詞彙系統，對應於第三章之映象
象似 (imaginal iconicity) 詞彙，同樣以各個詞彙成份的隱喻象似性，做了以下之
分類，並以 Taub 的手語雙映射隱喻理論 (double mapping metaphor) 說明之：

隱喻象似位置形素 (metaphorical location)

5.3.1

位置形素之隱喻象似是本體隱喻 (ontological metaphor) 的一種，將我們的
｀頭腦＇、｀心臟＇等器官視為一容器，所有和這些容器運作有關的抽象概念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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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位置形素命名，如［聰明］
、
［活潑］
、
［希望］
、
［記得］等認知活動，以位置
/太陽穴/ 或其它頭部命名；而［緊張］
、
［擔心］
、
［傷心］等有關情緒方面的詞項，
以位置 /心臟/ 或 /胸部/ 命名；另外詞項［看不清楚］，五指指尖指向眼睛並左
右晃動、詞項［亮］
，雙手指尖合起 (手型 /零/ )，在眼前拉開並手指張開成雙手
手型 /五/、詞項［暗］
，雙手張開指尖朝上，掌心朝外，慢慢從眼前合起成雙手
相疊等，這些詞項都以 /眼睛/ 為位置形素，而其語意也因眼睛的｀視覺＇功能
而引伸出與｀視覺＇相關的述語；甚至這些詞項還延伸出和時間有關的詞項，如
［忽然］，單手指尖朝內，快速從眼前掃過、［白天］，雙手相疊，掌心向外，慢
慢在眼前拉開、［晚上］，雙手掌心朝外，慢慢從眼前合起相疊等 (圖 5.1)。

(i)

(ii)

(iii)

圖 5.1. 隱喻象似位置形素 /眼睛/ 組成之詞項：(i) 忽然；(ii) 白天；(iii) 晚上

表 5.1

位置形素 /頭/ 代表認知活動的所在位置之雙映射隱喻理論

象似映射

隱喻映射

表達器官

來源域

目標域＿＿＿＿＿＿＿＿＿＿

｀頭＇

頭部

認知活動的位置

位置形素：/頭/

頭內部的腦

認知活動運作

手勢移向頭部

事物進入腦部

外部事件引起認知活動的運作

手勢從頭部移出

事物離開腦部

認知活動的產生

另外，我們以表 5.1 說明位置形素 /頭/ 代表認知活動的所在位置之雙映射
隱喻理論。以詞項［夢］、［知識］為例，詞項［夢］是手型 /一/ 從頭部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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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認知活動的產生；詞項［知識］是雙手手型 /五/ 輪流移向頭部並五指合起，
表吸收新知引發認知活動的運作並產生結果 (圖 5.2)。

圖 5.2. 詞項［夢］和［知識］：位置形素 /頭/ 之認知活動雙層映射隱喻。

表 5.2. 詞項［夢］之雙映射隱喻理論表現
象似映射

隱喻映射

表達器官

來源域

目標域＿＿＿＿＿＿＿＿＿＿

手型 /一/

一件具體事物

一件抽象事物

位置形素 /頭/

頭內部的腦

認知活動運作

移動形素 /移出/

事物移出

事物的產生與流動

表 5.2 說明了手語詞項［夢］除了本體隱喻之映射：將抽象事件［作夢］看
成像具體事件的流動；表達器官和來源域之間還存在有口語所少有的象似映射：
手型 /一/，食指伸直表細長的具體物件、映象象似的位置形素 /頭/ 和移動形素 /
移出/；象似映射和隱喻映射組成詞項［夢］
，表示抽象的認知活動事件從腦部產
生出來。

第二章在介紹手語詞彙組成成份時，我們提到位置形素也包括副手，很多
人類互動的動詞，都以副手手型 /男/ 為基本的位置形素，加上互動的動作而形
成的，如［教］ (圖 5.3 (ii))、［愛］
、［幫忙］、［問］(圖 5.3 (i))等；或是一些隱
閉性活動詞，會以 /手/ 或 /手臂/ 作為位置形素，表掩蓋物，主手在其下方表
達活動的內容，如［逃］(圖 5.4 (ii))、
［賄賂］
、
［貪污］(圖 5.4 (iii))、
［洩漏］
、
［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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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a］(圖 5.4 (i))等；另外詞項［插隊］
、［與眾不同］、［輪流］(圖 5.5 (i))、［選
擇］
、
［規則］(圖 5.5 (ii))、
［升官］
、
［干涉］
、
［穿透］等，都由副手手型 /五/ 或
/四/，表人事物，再結合主手的動作組成不同語意的詞彙；詞項［插隊］
、
［與眾
不同］
，由主手手型 /一/ 、
［干涉］
，由主手手型 /手/ ，再與副手表｀眾人或眾
事物＇的手型 /五/ 互相搭配而成；詞項［選擇］
、
［規則］
，由主手手型 /錢/ 或
/難/ 依序抓副手手型 /五/ 的食指到小指，各個手指代表著不同的選項或條文規
約；詞項［升官］，同樣是主手手型 /錢/ 或 /難/ ，但由副手手型 /五/ 的小指
到食指依序抓起，各個手指代表著不同的職位。另外詞項［一半］
、
［第一個］、
［輪流］
、
［星期一 s］
、
［環境］
、
［年］
、
［到］等，分別以副手手型 /一/ 、 /三/ 、
/五/ 、 /七/ 、 /同/ 、 /呂/ 、 /手/ 作為參考點再結合相應的主手動作而形成
各類的詞彙。

(ii)

(i)

圖 5.3. 副手手型 /男/ 表互動類動詞之參與者：(i) 問；(ii) 教。

(i)

(ii)

(iii)

圖 5.4 副手手型 /手/ 或 /手臂/ 表隱閉性活動詞之遮避物：(i) 陰險；(ii) 逃；(iii)
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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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圖 5.5. 副手手型 /五/ 或 /四/ 表人事物：(i) 輪流；(ii) 規則。
隱喻象似手型形素 (metaphorical handshape)

5.3.2

(1) 手型 /一/ 、 /二/ 、 /五/ 中的各個手指，由表達具體物件，如［牙刷］、
［剪刀］
、
［風箏］(圖 5.6)等，轉變為表達抽象物件，如訊息、想法、情緒等，是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所謂的本體隱喻的應用 (ontological metaphor)，如詞項
［說］、［聲音］
、［問］(圖 5.6) 等，分別以手型 /一/ 、 /二/ 、 /五/ 的移出或
移入，表達訊息的產生與接收；詞項［懷疑］
、［妒嫉］，以食指伸出，分別於 /
前額/ 、 /鼻子/ 上抖動或捲曲，表｀懷疑＇的想法或｀妒嫉＇的情緒。

(ii)

(i)

(iv)

(iii)

(v)

(vi)

圖 5.6. 手型 /一/、/二/、/五/ 由表具體事件之詞項：(i) 牙刷；(ii) 剪刀；(iii) 風
箏，至表抽象事件之詞項：(iv) 說；(v) 聲音；(vi)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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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數字［二］
，以手型 /二/ 為詞項成份所組成的字，衍生成｀更換改變＇
的語意，如詞項［改］(圖 5.7 (i))，另外再結合不同的位置 /頭/ 、 /口/ 、/身體
/、副手手型 /女/ 等分別形成詞項［洗腦］
、
［出爾反爾 b］(圖 5.7 (ii))、
［兼差］、
［風流］等，同樣具有｀更換改變＇的語意。

表 5.3

手語詞項［出爾反爾 b］之雙映射隱喻

象似映射

隱喻映射

表達器官

來源域

目標域＿＿＿＿＿＿

手型 /二/

兩件具體事物

兩件抽象事物

位置 /口/

口

話語

移動形素 /手腕轉動/

事物的重覆改變

表 5.3，我們以詞項［出爾反爾 b］來說明 Taub 所謂的手語的雙映射隱喻理
論。首先表達器官和來源域有所謂的象似性映射，如手型 /二/ ，以食指和中指
伸直，表示兩件具體事物；加上手腕的轉動，表示｀改變＇；而後來源域映射到
目標域，具體的兩件事物，經由本體隱喻，轉為抽象的兩件事物；另外視位置形
素 /口/ 為容器，同樣是本體隱喻的應用，兩件抽象事物隱喻表示為兩套話語；
最後結合移動形素，成為｀兩套話語的重覆改變＇，而有［出爾反爾 b］的語意。

(i)

(ii)

圖 5.7. 手型 /二/ 組成具有更換改變語意之詞項：(i) 改；(ii) 出爾反爾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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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型 /兄/ ，中指伸直，為五指的中間指，轉有［普通］(圖 5.8 (i)) 的語
意；手型 /男/ 和 /女/ ，分別是｀姆指＇和｀小指＇伸直，以｀姆指＇和｀小指＇
在手中的相對位置或大小，引伸出大姆指手型 /男/ 是詞項［男］
、
［棒］
、
［領袖］
(圖 5.8 (ii)) 等字的成份，和小姆指手型 /女/ 構成詞項［女］
、
［差勁］
、
［謙虛］(圖
5.8 (iii)) 等字。另外，以食指將另一伸直五指的中指壓成彎曲形成手型 /菜/，表
示詞項［缺］(圖 5.9 (i))；而手型 /菜/ 所賦與的｀缺少＇語意，再結合位置形素
/頭/ ，成為詞項［秃頭］(圖 5.9 (ii))，或是延伸成［阻礙（未遂）］(圖 5.9 (iii))、
［一竅不通］等表否定的語意。

(i)

(ii)

(iii)

圖 5.8. 依手指之相對位置形成手型 /兄/ 組成詞項 (i) 普通；手型 /男/ 組成詞
項 (ii)領袖；手型 /女/ 組成詞項 (iii) 謙虛。

(i)

(ii)

(iii)

圖 5.9. 詞項 (i) ［缺］之手型 /菜/，延伸語意組成詞項 (ii) 秃頭；(iii) 阻礙。

(4) 除了單一手指的本體隱喻延伸詞彙外 (如食指在另一食指上相切表詞項
［刀子］，延伸到表抽象詞意的［研究（切磋）］等)，複數手指也可透過隱喻延
伸，由具體的語意轉變為抽象的語意，如手型 /五/ ，五根手指伸直，由表複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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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如詞項［排隊］，延伸到表具有內部複數語意的抽象詞項［熱鬧］等；或
是詞項［來］、［去］，分別由食指移入和移出表達，衍生成雙手五指的移入：詞
項［湧入（蜂擁而至）］
、和移出：詞項［趨之若鶩］等，表達複數的概念；詞項
［吵架］
，由雙手食指相切，延伸成詞項［戰爭］
，以雙手五指相切表達抽象的複
數語意 (圖 5.10)。

(i)

(iv)

(ii)

(iii)

(v)

(vi)

圖 5.10. 單一手指由表具體物件 (i) 刀子，延伸表抽象事件 (ii) 研究；複數手指
由表具體事件 (iii) 排隊，延伸表抽象事件 (iv) 熱鬧；單一手指表 (v) 吵架，複
數手指表 (vi) 戰爭。

(5) 另外，手型 /龍/ ，本來用來表示動物［龍］、
［狼］、
［狐狸］、或［長頸
鹿］等的頭形，由於人類對［狼］
、
［狐狸］之陰險、狡猾的印象，延伸成［騙］、
［陰險 ab］
、
［上當］等有負面語意的詞項。手型 /民/ 由表具體的｀人＇，如詞
項［跌倒］
、
［溜滑梯］等，轉為與人有關的抽象詞彙，如［民族］
、
［歷史］
、
［故
事］、［社會］等 (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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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v)

(v)

圖 5.11. 手型 /龍/ 由表具體物件 (i) 狼，延伸表抽象語意 (ii) 上當、(iii) 陰險
b；手型 /民/ 表具體的人如詞項 (iv) 溜滑梯，延伸表抽象語意 (v) 歷史。

5.3.3 隱喻性移動形素 (metaphorical movement)
前面第二章節有提到，移動形素有二，一為區域性移動 (local movement)，
包括手型之開合、手指之彎曲抖動、或手心方向的改變等；一是牽涉到位置的改
變，為大範圍的移動 (global movement 或 path movement)。分項討論如下：
(1) 以區域性移動形素形成的隱喻，是本體隱喻 (ontological metaphor) 的應
用。例如手型的開合：由具體的［花開］
、
［花謝］延伸出［(開)燈］(圖 5.12 (i))、
［關燈］表光線的釋放或關閉；而詞項［傷心］(圖 5.12 (ii))、
［搞錯 b］(圖 5.12
(iii))、
［閉嘴］
，由手型合起表容器｀心＇、｀眼睛＇、或｀口＇的密合而形成情
緒或訊息的封鎖之語意；或詞項［乾杯］、［結束］(圖 5.12 (iv))，由手型合起緊
握表事件的完成，或詞項［遺失］表物件的消失等。另外詞項［知識］、［模仿］
(圖 5.12 (v))、［權力］中，以手型閉合，表知識、訊息、權力等抽象的概念，是
像具體物件一樣，可以抓取的，相反的，也是可以丟出的，以手型張開表示，如
詞項［忘記］、［告訴］、［發明］(圖 5.12 (vi))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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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v)

(v)

(vi)

圖 5.12. 區域性移動形素｀手型開合＇形成的隱喻詞項：(i) 燈；(ii) 傷心；(iii)
搞錯 b；(iv) 結束；(v) 模仿；(vi) 發明。

(2) 運用大範圍移動形素形成的隱喻，是 Lakoff and Johnson 所謂方位空間隱
喻的應用 (orientational metaphor)，以實體的空間移動表達抽象的概念：

(a) 垂直平面：如情緒上的［快樂］
、
［傷心］
、
［失望］
，品質上的［程度高］、
［程度低］或［進步］
、
［退步］(圖 5.13 (i) (ii))，數量上的［貴］
、
［便宜］(圖 5.13
(iii) (iv))等都各以 /上/ 和 /下/ 等移動形素表達情緒品質上的好壞或數量上的多
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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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v)

圖 5.13. 垂直平面之大範圍移動形素所形成之隱喻詞項：(i) 進步；(ii) 退步；(iii)
貴；(iv) 便宜。

表 5.4

詞項［貴］之雙映射
象似映射

隱喻映射

表達器官

來源域

目標域＿＿＿＿＿＿

手型 /錢/

錢幣

價值

移動形素：向上移

垂直平面的頂端

多

表 5.4 以詞項［貴］說明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之｀MORE IS UP＇隱喻
在手語的移動形素之雙映射隱喻理論。手型 /錢/ ，食指和姆指指尖相觸成圈，
由象似映射表來源域的｀錢幣＇，再由隱喻映射表抽象概念｀價值＇，移動形素
/上移/ 表至垂直平面的頂端，再透過方位空間隱喻，表示數量上的多數，形成詞
項［貴］表｀價值上的多數＇。

(b) 水平平面：如向前移動表未來，如詞項［以後］
、
［明天］
、
［下星期］(圖
5.14 (ii))、
［新］等；向後移動表過去，如詞項［以前］、［昨天］
、［上星期］(圖
5.14 (i))、
［舊］
、
［古］
、
［剛剛］等；移入或移出的移動形素，也分別形成詞項［賺
錢］、［虧本］；［買］、［賣］；［要］、［不要］；［貪污］(圖 5.14 (iii))、［賄賂］(圖
5.14 (iv))；
［小心］、［不小心］等反義詞詞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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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v)

圖 5.14. 水平平面之大範圍移動形素所形成的隱喻：(1) 後/前：(i) 上星期 (以虛
線向上之箭頭表向後移)；(ii)下星期 (以虛線向下之箭頭表向前移)；(2) 內/外：
(iii) 貪污；(iv) 賄賂。

(c) 位置形素方面的改變，如［翻譯］(圖 5.15 (i))，手型 /男/ 在嘴角左右間
移動、
［間諜］(圖 5.15 (ii))，手型 /手/ 敲身體左方後敲至右方、
［兼差］(圖 5.15
(iii))，手型 /二/ 敲身體左方後敲至右方、
［搞錯 a］
，雙手手型 /萬/，分別置於額
頭前和額頭後，再交換位置、［延期］(圖 5.15 (iv))，雙手手型 /呂/，掌心朝下，
同時向左側移動等，這些詞項的位置變化，分別表示｀語言、國家、工作、想法、
時間＇等抽象事件間的轉換改變。

(d) 圓圈方面的移動形素，由具體的詞項［轉動］
、
［錄音帶］(圖 5.16 (i)) 等，
、
［一星期］
、
［整天 ab］等表時間週期的語意，或表［經濟］
、
［溝通］
轉為［一年］
(圖 5.16 (ii)) 等抽象事件的交流；而詞項［面］、［範圍］、［院子］(圖 5.16 (iii))
等由表實體空間的移動形素，轉為表詞項［全部］
、
［民族］
、
［他們］等複數的語
意，或詞項［縣］(圖 5.16 (iv))、
［鄉］
、
［村］等表土地面積、人口數等不同等級
之地方行政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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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v)

圖 5.15. 位置形素上的改變所形成之隱喻詞項：(i) 翻譯；(ii) 間諜；(iii) 兼差；
(iv) 延期。

(i)

(ii)

(iii)

(iv)

圖 5.16. 圓圈方面的移動形素：由具體之轉動，(i) 錄音帶，延伸表抽象的想法交
流，(ii) 溝通；由表單一具體的小範圍，(iii) 院子，延伸形成抽象的行政單位之
範圍，(iv)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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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移動形素的重覆，由表具體的動作重覆，如［跳］
、
［煎］
、
［騎腳踏車］，
轉為詞項本身所隱含的抽象的複數語意，如［東西］(圖 5.17 (i))、
［水果］
、
［多］
(圖 5.17 (ii))、
［種類］
、
［每次］
、
［偶而］(圖 5.17 (iii))、
［常常］
、
［各式各樣］
、
［出
爾反爾 a］等。

(ii)

(i)

(iii)
圖 5.17. 移動形素的重覆，引伸出具有複數語意的詞項：(i) 東西；(ii) 多；(iii) 偶而。

另外，比較詞項［以前］、［剛剛］、［延期］(圖 5.18)，都是空間方位隱喻的
應用，由具體的空間轉變作抽象時間的表達，但由移動形素形式的不同可以看出
其象似性程度的不同，詞項［以前］
，以手型 /手/ 往身體後方作大範圍移動形素
之揮舞，位於身後之事指過去的事，象似程度較高；詞項［剛剛］，以副手為參
考點，主手手型 /方/ ，掌心向上，往後作小範圍之移動，表過去不久的時間，
象似程度次之；而詞項［延期］以改變空間位置，往右移表示時間的延後，也是
空間移動到時間的隱喻，但左右方位的移動和時間的先後聯結最弱，象似性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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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圖 5.18. 移動形素的差異造成象似性程度強弱區分之隱喻詞項：(i) 以前 (以虛線
向上之箭頭表往後移)；(ii) 剛剛 (以虛線向上之箭頭表往後移)；(iii) 延期。

雙手搭配運用所形成的隱喻

5.3.4

在 Lakoff and Johnson (1980)的文獻中，有一章節探討了隱喻所賦與的語意，
其中一項｀形式的多數等於語意的多數 (more of form is more of content)＇，在手
語中，除了上面有關複數手指的運用或動作的重覆有此類複數語意的表達外，最
明顯的還有雙手的搭配，如詞項［車禍］
、
［頑皮 s］
、
［計劃］
、
［打架］
、
［問題］(圖
5.19 (ii))、
［討論（聊天）］、［交通］、［關係］等，分別是單手詞項本來具有的語
意［車 a］、［壞］、［寫］，或雙手詞項具有的語意［打］
、［問］(圖 5.19 (i))、［告
訴］
、
［車 b］
、
［關］之主手，結合成雙手具有共同手型，共同動作，形成新語意
的詞項；其它詞項［一定］
、
［約定］(圖 5.19 (iii))、
［成績］
、
［敵人］
、
［尷尬］
、
［默
契］
、
［罰］
、
［組織］等，雖然單手本身不一定具有詞意，但結合雙手上下左右相
對位置的搭配，形成內部具有二個以上的參與者或事件等表達複數語意的詞彙。
另外，雙手搭配還可形成｀分或合＇的語意，和上面提到的手型的開合一樣，如
詞項［結婚］
、
［離婚］
；
［約定］
、
［失約］
；
［一定］
、
［不一定］
；
［關係］
、
［沒關係］；
［朋友］
、
［繼續 ab］
、
［相信］(圖 5.19 (iv))、
［幫忙 b（約會 b）
（互相）］
、
［吵架］、
［還(再)］
、
［會議］等，都隱含有複數的參與者或事件，及其相聯結與否的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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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i)

(ii)

(iv)

圖 5.19. 雙手搭配所形成的隱喻詞項：(i) 主手：問；(ii) 雙手：問題；(iii) 約定；
(iv) 相信。

複合形素的隱喻符號

5.3.5

和第三章映象象似詞彙一樣，有些詞彙是不同形素的不同隱喻共同組成的。
例如詞項［傷心］
，將位置形素｀胸部＇視為一裝載情緒的容器；另以手型合起，
表容器的密合，兩者都是本體隱喻的運用；再加上向下移動的形素，表達情緒的
低落，是為方位空間的隱喻；兩種隱喻的應用，共同表達情緒上的消沉糾結。詞
項［出爾反爾 b］
，位置形素｀口＇視為產生訊息的機器；以手型 /二/ 表兩件事
物；手腕轉動表｀改變＇，組合起來表｀兩件抽象的訊息的反覆改變＇。

5.3.6 多重隱喻的操作
概念隱喻指的是從來源域到目標域的映射，是一種概念上的映射，而語言中
使用這樣的映射機制者，稱之為隱喻表達式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同時，來
源域和目標域的映射不只是一對一的關係，Lakoff (1993) 進一步提到一對多和多
對一的隱喻映射，這也是語言具有豐富創造性的原因之一。一對多的隱喻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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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來源域｀旅程＇ 可映射到目標域｀愛情＇、｀人生＇、｀辯論＇等，形成｀愛
情是旅程＇、｀人生是旅程＇、｀辯論是旅程＇等隱喻；多對一的隱喻映射，如
｀辯論是旅程＇、｀辯論是戰爭＇、｀辯論是遊戲＇等隱喻，其中來源域｀旅
程＇、｀戰爭＇、｀遊戲＇都可映射到目標域｀辯論＇。經過我們對台灣手語的
詞彙研究，發現同樣的隱喻語言表現。
以移動形素垂直平面的隱喻來看，台灣手語和美國手語詞彙都有來源域到目
標域一對多的映射隱喻表現23，如詞項［貴］和［便宜］是｀MORE IS UP＇的
隱喻、詞項［進步］和［退步］是｀GOOD IS UP＇的隱喻、詞項［領導］
、
［罰］
和［部屬］是｀POWERFUL IS UP＇的隱喻；另外，台灣手語詞彙也有來源域到
目標域多對一的隱喻映射表現，除了｀MORE IS UP＇的隱喻，詞項［寫］和［計
劃］或［告訴］和［討論］是｀MORE IS BOTH HANDS＇的隱喻，詞項［一次］
和 ［ 每 次 ］ 或 ［ 不 一 樣 ］ 和 ［ 各 式 各 樣 ］ 是 ｀ MORE IS REDUPLICATED
MOVEMENT＇的隱喻。

23

美國手語的隱喻表現，參考 Taub (2001), p. 138-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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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台灣手語構詞策略之象似分析
經由前面第三章至第五章的介紹，我們對台灣手語象似性詞彙已有了初步的
了解。本章進入手語構詞的象似性分析。構詞區分為兩類：一類為創造新詞或改
變詞類的衍生法 (derivation)，一類是標示句法關係的屈折變化 (inflection)。手
語和口語在象似性的不同，除了第三章所介紹單純詞 (原生詞) 的映象符號所具
有豐富的理據性外，透過隱喻所創造的新詞或屈折變化也具有比口語更直接豐富
的理據性。第一節先介紹新造詞的方法及其理據性；第二節介紹詞類轉類的象似
性，提出名詞、動詞衍生變化的動機是成份擬象 (isomorphism) 的表現；最後一
節揭露手語中標示語法關係的呼應形式是隱喻象似的應用。

6.1 新造詞的象似性及對傳統構詞理論的反思
新 造 詞 的 方 法 主 要 有 二 種 ， 一 種 是 加 綴 法 (affixation) ， 一 種 是 複 合 詞
(compounding)。另外，借用 (borrowing) 也是方法之一。
6.1.1 複合詞 (compounding)
台灣手語和中文一樣，很多複合詞的運用；而因為手語運用手勢與視覺的機
制，有效的空間運用加上雙手的搭配，使得複合詞可依其詞素的排列方式，除了
和口語一樣有序列複合詞 (sequential compounds) 以外，還有所謂的共現複合詞
(simultaneous compounds)。
序列複合詞如詞項［捷徑］，由［老鼠］加上［路］形成，詞素［老鼠］和
［路］是先後順序表達的；再如詞項［整天 a］(圖 6.1 (i))，以雙手手型 /六/，指
尖向上，由左上方往右下方劃一半圓，同時改為指尖向下，表示太陽由方位［東］
，
移動到方位［西］的概念來命名［整天 a］
；由詞項［東］(圖 6.1 (ii)) 和詞項［西］
(圖 6.1 (iii)) 的手型，再加上移動形素由詞項［東］的左上方到詞項［西］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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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方，由空間到時間的概念隱喻來表達［整天 a］24；另外有些複合詞會在音韻
結構上有類似於口語的同化現象 (assimilation)，詞項［公費］(圖 6.2 (i))，由詞
素［公］和［錢］組成，詞素［公］(圖 6.2 (ii)) 由手型 /六/ 和手型 /呂/ 分別
表示［公］字的上半部和下半部字形所組成，結合詞素［錢］(圖 6.2 (iii)) 後，
詞素［公］之手型 /呂/ 受到詞素［錢］之手型 /錢/ 的影響，變成手型 /錢/，是
一種手型由後到前的同化 (regressive assimilation)；或是詞項［不必］(圖 6.3 (i))，
由詞素［要］和詞素［沒有］組成，詞素［沒有］(圖 6.3 (iii)) 受到詞素［要］(圖
6.3 (ii)) 雙手且掌心相向的影響，由原本的單手掌心向上的形素變成雙手掌心相
對，是一種手心方向由前到後的同化 (progressive assimilation)；這些複合詞在詞
素上的排列有序列性，也屬序列複合詞。

(i)

(ii)

(iii)

圖 6.1. 複合詞 (i) 整天 a，及其組合詞素 (ii) 東 和 (iii) 西 。

(i)

(ii)

(iii)

圖 6.2. 手型由後到前之音韻同化現象：複合詞 (i) 公費，及其組合詞素 (ii) 公
和 (iii) 錢。

24

這裏需注意到，詞項［東］
、［西］的位置象似性已消失，而詞項［整天］完全是詞素［東］和
詞素［西］組成的字，其移動形素的象似性在某個層面也有所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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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圖 6.3. 手心方向由前到後的音韻同化現象：複合詞 (i) 不必，及其組成詞素 (ii)
要 和 (iii) 沒有。

共現複合詞如［除夕］
，由［十二］加上［尾巴］形成，一手以手型 /筆/ 表
［十二］(本身也是 詞素［十］和［二］經過音韻變化所組成的複合詞)，而另一
手以食指置其手肘處表［尾巴］，詞素［十二］和［尾巴］同時由雙手表達，結
合雙手相對位置形成［除夕］的意義；再如［結婚］和［離婚］，由詞素［男］
和詞素［女］，結合方位空間隱喻，分別以移動形素相合或相離，來表達婚姻關
係的結合和離異 (圖 6.4)。這些組合詞素同時表達，屬於共現複合詞。

(i)

(iii)

(ii)

(iv)

圖 6.4. 複合詞 (i) 結婚 和 (ii) 離婚，及其組成詞素 (iii) 男 和 (iv) 女。

有一系列的詞項由反義詞詞對相結合形成，如［買］
、
［賣］形成［買賣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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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店)］(圖 6.5)，
［貴］
、
［便宜］形成［價值 (多貴)］
，
［長］
、
［短］形成［多長］
等等，這些詞項由語意的結合上，看似複合詞，但從形式結構變化來看，和相關
動詞名詞的衍生變化一樣，名詞重覆動詞的移動形素衍生而來；詞項［買］由主
手手型 /錢/ 在副手手型 /手/ 之上移出 (以向下之虛線箭頭表示移出)，表示金
錢的支付；詞項［賣］由主手手型 /錢/ 在副手手型 /手/ 之上移入 (以向上之虛
線箭頭表示移入)，表示金錢的賺取；而詞項［買賣 (生意) (店)］則是雙手輪流
重覆移出和移入 (以虛線之雙箭頭表示重覆移出和移入)，是一種｀形式上的多數
等於語意上的多數 (more of form is more of content)＇的表示。無論詞項［買賣
(生意) (店)］是複合詞或衍生詞，和單純詞［買］和［賣］一樣具有比口語更豐
富的理據性。

(i)

(ii)

(iii)

圖 6.5. 複合詞或名詞、動詞之衍生變化：(i) 買；(ii) 賣；(iii) 買賣 (生意) (店)。

不論是序列複合詞或共現複合詞，這些複合詞除了從詞素的結合得到新意
外，詞素間的安排如移動形素或相對位置等也賦與該複合詞相當的理據性，這點
是手語比口語在新詞創造上有更直接的理據性表現。

加綴法 (affixation)

6.1.2

除了複合詞的運用，加綴法在手語也是很常見的構詞法。在這裏我們和
Liddell and Johnson (1992[1989]) 持不同的看法，他們認為美國手語除了施事者名
詞 (agentive nouns) 的以加綴法形成外，加綴法在手語是很少見的；但如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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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手語的位置形素所占手語構詞角色的重要性，我們就會發現其豐富的加綴
構詞法。所謂衍生構詞就是自由詞素 (free morpheme) 和黏著詞素 (bound
morpheme) 結合產生新詞的方法，因為位置形素不單獨出現，視為所謂的黏著詞
素，而和這類詞素結合的詞彙相當能產，且語意也很直接能理解，所以這類造詞
應歸為衍生詞彙，如詞項［忘記］和［知識］
，分別是自由詞素［丟掉］和［拿］
結合位置詞素［頭］而形成的新語意詞項；而詞項［洩漏］，同樣是結合自由詞
素［丟掉］和黏著位置詞素所形成，不同的是此詞項之詞綴，也就是位置詞素，
以副手手型 /手/ 作為遮避物，而形成新的衍生詞 (圖 6.6)；另外，詞項［出爾
反爾 b］、［洗腦］、［風流］等，都是詞項［改］(手型 /二/ ) 之自由詞素，分別
結合位置詞素 /口/ 、 /頭/ 、副手手型 /女/ 形成的，語意很明顯就可理解。這
裏遇到二個問題 (此論文並未進行這些問題的詳細研究)，詞項［風流］由詞項［改］
和［女］組成，詞項［女］和其它詞項如［告訴］、［問］等之副手手型 /男/ 一
樣，雖然可單獨出現，但由於其高能產性、高語意透明度，結合後之詞項應視為
複合詞或衍生詞？同樣的，手型 /男/ 還出現在［尊敬］
、［控制］、［組織］、［部
屬］、［邀請］、［教］(圖 6.7) 等詞項，這些詞項之形式都是副手手型 /男/ 結合
另一非單獨出現的黏著手型詞素，此類的構詞應視為複合詞、衍生詞、或單一詞
素的詞項？
另外學者 Johnston (1989) 研究澳洲手語 (Australia Sign Language) 提出所
謂的否定詞綴 (negative affix) ，該詞綴的形式有二種，台灣手語反義詞詞對也有
相似的形式，一種是手型打開表否定，如詞項［好］
、
［不好］
；
［小心］
、
［不小心］
；
［喜歡］
、
［不喜歡］ (圖 6.8)；
［關係］
、
［沒關係］等，否定詞都是肯定詞之手型
打開的構詞變化；一種是以相反方向之移動形素表否定，如詞項［會］、［不會］
(圖 6.9)；［知道］
、［不知道］；［要］、［不要］等，否定詞都是肯定詞之相反方向
移動形素的構詞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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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圖 6.6. 自由詞素 (i) 丟掉，結合不同位置之黏著詞素所形成的衍生詞：(ii) 忘記
(位置：頭)；(iii) 洩漏 (位置：副手手型 /手/ )。

(ii)

(i)

(iii)

圖 6.7. 副手手型 /男/ 所組成的詞項：(i) 控制；(ii) 部屬；(iii) 尊敬。

(i)

(ii)

圖 6.8. 否定詞綴｀手型打開＇所形成的反義詞詞對：(i) 喜歡；(ii) 不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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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圖 6.9. 否定詞綴｀相反方向移動形素＇所形成之反義詞詞對：(i) 會；(ii)
不會。

不論這些新詞所增加的形式是複合詞字根或衍生詞詞綴，我們在此可以發
現，這些附加形式和語意之間也比口語的詞綴具有更大程度的理據性。
除了複合詞、衍生詞彙外，手語還有很多由二個以上的非自由詞素組成的多
詞素詞彙，如詞項［吵鬧］
、
［活潑］
，以手型 /借/ 重覆開合，分別結合位置形素
/耳朵/ 和 /頭/ 表達聲音或想法的流動，手型和位置形素雖然都是黏著詞素，但
對該合成詞都個別賦與了相當的語意；同樣的，詞項［聰明］
、
［亮］等 (圖 6.10)，
分別以單手手型 /呂/ 和雙手手型 /零/ 打開，結合位置 /頭/ 和 /眼/ 表達人的
智慧盛開或眼睛所接收的明亮視覺感受，此手型打開之區域性移動形素和位置形
素也都是黏著詞素，也分別賦與該合成詞相當的語意。這些例子的組成成份都不
會單獨出現，依傳統的定義，所組成的詞項既不是複合詞，也不是衍生詞，但卻
都清楚地以兩個或兩個以上的語意成份組成，這些例子對傳統以詞素為基礎
(morpheme-based) 的構詞法造成很大的挑戰。25

25

參考 Waugh and Newsfield (1995) 有關口語的分析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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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圖 6.10. 二個以上的非自由詞素組成的多詞素詞彙：(i) 聰明；(ii) 亮。

另外，戴浩一 (2002) 曾指出中文和英文在范疇化概念的不同，語言結構也
不同，中文可以以上義詞 (hypernym)［車輛 (vehicle)］作為構詞基礎，加上區
別符號形成［火車］
、
［卡車］
、
［腳踏車］等基本層次 (basic level) 詞彙；英文則
以 train, truck, bicycle 等完全不同且單詞素的詞彙表達。手語在這一點上和中文
比較類似，上義詞［水果］以手型 /同/ 在臉頰邊轉動表示，同屬圓形物之水果
［柳橙］、［橘子］、［梨子］、［鳯梨］等，都以手型 /同/ 為類別符號，結合以人
類與之互動的動作為區別符號形成，例如［橘子］以手型 /難/ 作剥皮的動作，
而［梨子］以手型 /棕/ 作削皮的動作等；另外詞項［芒果］同樣以手型 /同/ 作
為類別符號，不同的是此手型 /同/ 除了作為類別符號，還結合位置形素 /口/ 同
作區別符號，和詞項［玉米］以手型［紳］結合同樣位置形素 /口/ 有所區別 (圖
6.11)。這些手語和漢語的區別符號在構詞上的角色為何？複合詞字根？或衍生詞
詞綴？

(i)

(ii)

(iii)

(iv)

圖 6.11. (i) 水果； (ii) 梨子； (iii) 芒果； (iv) 玉米。

這些由黏著詞素組成的字，語意都具有高度相關性，所以詞項語意透明度很
高，Waugh and Newfield (1995, p.206) 針對他們所觀察到的英文擬象象似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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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新造詞的目的不只是為了該語言詞彙的豐富性，而且還是為了創造相似形式
詞彙的語意象似關係。傳統以詞素為基礎的構詞法 (morpheme-based approach)
面臨挑戰，詞素的角色在此論證下已失去重要性。

借字 (borrowing)

6.1.3

談完了語言系統內部的造字方法後，借字是另一種常見的創造新詞的手段。
手語是聾人在其語言社區中所使用的語言，但不代表手語不會有語言接觸上的問
題。台灣手語處於中文語言的環境下，中文字對手語造成很大的影響，很多新形
成的概念，除了以手語原有詞項結合後直譯 (如詞項［機會］由詞項［機器］和
［會議］結合形成)，很多會借中文字的字形，以手語的機制造字，例如詞項［公
司］，一手手型 /六/ 代表中文字｀公＇的上半部，另一手手型 /呂/ 代表其下半
部，結合成為［公］字，再由該手型 /呂/ 打開成手型 /六/,，代表中文｀司＇字
的外框，最後形成詞項［公司］ (圖 6.12 (i))。通常專有名詞的字比較會用借字
的方式，如姓氏［于］由副手手型 /二/ 和主手手型 /一/ 描繪該字型；姓氏［趙］
取該字型的右上角表示，以手型 /三/ 在詞項［名字］的位置形素 /左胸前/ 擦劃；
，以食指在横放
姓氏［田］(圖 6..12 (ii))，雙手手型 /三/ 相貼表示；姓氏［毛］
且掌心向內之手型 /錢/ 之伸直的三根手指上劃 /U/ 字等等；另外，地名［豐原］
(圖 6.12 (iv)) 以手型 /一/ 於橫放、掌心向內之手型 /錢/ 之伸直的三根手指上，
往下一劃形成｀丰＇字表示。我們在前面章節所提到手型、位置、移動等形素的
象似性，一樣可以變成｀字形＇造字的代碼符號，尤其很多原本未有象似性詞彙
的手型，如上述例子中之手型 /三/ 等，更是豐富應用在此類造字系統上 (參考
Ann 1996, 1998, 2001)；通常位置形素和手型形素在基本詞彙中都具有象似性，
而姓氏［吳］(圖 6.12 (iii)) 運用位置形素 /口/ 的外形表該字的上半部形成，位
置形素 /口/ 在此只作為一種代碼符號；或是手型 /錢/ 形成地名［豐原］或姓氏
［毛］等字亦是代碼符號的應用。此類語言接觸、語言借代等所形成形素象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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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淡化或消失，在其他手語也有發現，第七章討論美國手語和台灣手語的比較時
會再提到，同時我們認為此象似性淡化或消失是語言演變成具有結構雙層性特質
的原因之一。

(i)

(ii)

(iii)

(iv)

圖 6.12. 借字構詞法所產生的詞項：(i) 公司； (ii) 田； (iii) 吳； (iv) 豐原。
其中詞項［吳］之位置形素 /口/，詞項［公司］所使用之手型 /六/、/呂/，詞項
［田］所使用之手型 /三/，詞項［吳］之手型 /借/，詞項［豐原］之手型 /錢/、
/一/ 等都只是代碼符號的應用。

除了上述完全借中文字形的造字以外，有些詞彙會結合中文字形和手語本身
的系統產生新的詞彙，如詞項［公費］，由手型 /六/ 表中文 ’公’ 字之上半部，
結合手語詞素［支付］(主手手型 /錢/ 移出) 表示；
［癌症］
，以雙手手型 /呂/ 在
嘴巴下方表中文之 ‘品’ 字，再結合詞素［生病］表示；［價值］(圖 6.13 (iii))，
副手以手型 /六/ 表中文 ‘價’ 字之左半部 ‘人’ 字形，主手以詞素［貴］和［便
宜］結合之複合詞 (手型 /錢/ 上下移動之形式) 表示。借字系統和手語本身構
詞系統的綜合運用所產生的詞項［價值］，多出來的｀人＇字旁 (手型 /六/) 造
字，很難以傳統的詞素為基礎的構詞法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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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圖 6.13. 借字系統和手語構詞系統的應用所產生的新詞：(iii) 價值，及其組成詞
素：(i) 貴；(ii) 便宜。

由於空間的運用，手語借用中文成語而形成的詞彙相當生動活潑，如詞項［雞
同鴨講］
，將詞項［討論（聊天）］的位置和移動形素保留，雙手分別取代為詞項
［雞］和［鴨］的手型；另外［十全十美］
、
［七上八下］等，分別運用相似字型
｀十＇之手型 /隻/ 和數字｀七＇和｀八＇，加上雙手搭配的上下相對位置表
達；詞項［提心吊膽 (擔心)］則是詞項［提］的重覆，並以 /胸部/ 為位置形素
而形成的詞彙。這些新詞的創造雖然是與中文口語接觸之下而產生的成語，但其
組成方式不但符合手語的構詞規則，在象似性上也比較豐富。

(i)

(ii)

圖 6.14. (i) 詞項［提］和中文成語在手語的應用 (ii) 提心吊膽

6.1.4 其他
除了複合詞、加綴法等創造新詞之方法外，改變詞項之形素成份也是很能產
的。如詞項［城市］以詞項［房子］為基礎，往前移出表複數而得名；同樣以［房
子］為基礎之詞項［樓］，則是往上重覆詞項［房子］的形式；其它還有如詞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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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律］
、
［各式各樣］
、
［每次］等，分別是改變詞項［一樣］
、
［不一樣］
、和［一
次］的移動形素而創造的新詞。另外手指數的增加和單雙手的差異也可以產生新
詞，如［來］和［湧入］
、
［去］和［趨之若鶩］等，都是單手手型 /一/ (食指) 和
雙手手型 /五/ (五指) 的差別；［打架］和［戰爭］是雙手手型 /一/ (食指) 和雙
手手型 /五/ (五指) 的差別；
［來］和［來參加］
、
［寫］和［計劃］則是單雙手的
差別。這些移動形素或是手型、單雙手的改變，複數的語意很清楚就可理解：形
式上的多數等於語意上的多數 (more of form is more of content)，但一樣很難用傳
統詞素理論來說明。
因為手語擁有和口語不同的機制，在構詞上只要在手型形素、移動形素或位
置形素等稍作調整 (modification)，就可形成新的語意，形成更豐富的詞彙。例
如詞項［大眼睛］
、
［高鼻子］
、
［頭痛］
、
［牙齒痛］等，這些都是以身體部位做為
命名的組成成份之一，結合其它形素而命名的，因為該位置成份不單獨出現，相
當於口語所謂的黏著詞素。再如［大張紙］、［小張紙］，以食指所描繪出的大小
長方形加以區分；
［大杯子］
、
［小杯子］
，以手型 /同/ 的大小變化區分；
［很乾淨］
、
［很壞］，以移動形素的快慢鬆緊 (intensity) 表達程度副詞｀很＇等；這些例子
都是以變化移動形素或手型形素來表達修飾語的功能。
［大張紙］
、
［小張紙］中，
詞項［紙］是以移動形素的象似性所形成的詞彙，加上形容詞［大］或［小］時，
形素成份都一樣，只是結果呈現不同。詞典中只需收錄所謂［眼睛］
、
［痛］
、
［紙］
等基本詞項，再依不同的語意作形素的改變，就能形成無數的詞彙。

小結

6.1.5

傳統口語有關詞彙理據性的研究認為，除了擬聲詞和語音象徵外，原生詞的
能指和所指是没有自然聯系的，但在新詞的創造上，則是有豐富的理據性，包括
象形 (shape/form) 理據、行為動作 (canonical behaviour) 理據、特性 (typical
nature) 理據、社會事件 (social events) 理據等 (張克定 2001)。手語除了原生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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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豐富映象象似的表達外，新詞的創造也透過隱喻象似達到比口語更容易理
解的理據性。雖然口語和手語在新詞創造上都擁有豐富的理據性，但口語所依附
的常常是詞源學或歷史事件的推演，不像手語以共時的角度就可分析出來，這是
因為同樣隱喻象似的應用，手語除了來源域到目標域的映射外，還有表達器官和
來源域的象似映射 (Taub 2001；也可參考本論文第五章的應用分析)，其理據性
和原生詞一樣，豐富表現在形素成份上：手型、位置、和移動形素等之象似性。

6.2

相關名詞和動詞的衍生變化是成份擬象 (isomorphism) 的應用
早在 1963 年，Hockett 就提出名詞和動詞是形式上可加以區分的詞類

(form-class)，適用於所有語言 (當時他只認為口語是真正的語言)；同樣的，Slobin
(1975) 也建議名詞和動詞的區分是語言充分表達的基本條件。在 Stokoe 等人
(1965) 的研究中，美國手語中相關的名詞和動詞的形式是一樣的，這似乎意味著
動詞和名詞形式上的區分只適用於口語那種口說與聽覺機制語言處理系統。但
是，Supalla and Newport (1978) 發現美國手語的相關名詞和動詞在形式上是有所
區分的，而且和口語一樣有規則可尋；此項研究結果證明了單憑口語的研究，是
不能決定語言的共性原則的 (language universals)。
手語因為溝通機制 (modality) 的不同，運用不同的策略來表達語法標誌，
如 Supalla and Newport (1978) 有關名詞和動詞在移動形素 (movement parameter)
上的不同，而有名詞和動詞的區分，如詞項［坐］和［椅子］
：動詞［坐］
，主手
手 型 / 棕 / 敲 在 副 手 手 型 / 棕 / 上 ， 以 大 範 圍 的 移 動 形 素 表 達 (global
movement)；名詞［椅子］
，同樣的手型，相似的動作，只不過此時的移動形素屬
於小範圍局部性的形素 (local movement)，快速重覆動詞的移動形素。相關動詞
和 名 詞 形 式 上 的 區 分 ， 證 明 手 語 符 合 Bolinger (1977) 所 提 出 的 成 份 擬 象
(isomorphism) 概念：一定的形式對應一定的語意。本節會以 Stokoe (1991) 的語
意 音 韻 學 (semantic phonology) 和 Langacker (1987, 1991) 的 原 型 理 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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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otype) 和基模理論 (schema theory) 為依據，結合象似性詞彙命名系統，來
探討台灣手語中相關名詞和動詞的關係。
美國手語之父 Stokoe (1991) 曾提出語意音韻學 (Semantic Phonology) 的理
論，他認為手語詞項的形式是由語意決定的，詞項可以是動詞和名詞的結合，詞
項本身可以是一個完整概念、一個句子。如果將 Stokoe 的概念應用在台灣手語，
詞項［飛機］(圖 6.15) 以手型形素的象似性形成，手型即物體的外形，加上移動
形素，指的是｀有個有飛機外形的物體在移動＇；詞項［足球］(圖 6.16) 以主手
手型 /二/ 對著副手手型 /零/ 敲動，指的是｀人的雙腳在踢一種圓形的物體＇。
相對的，詞項［衣服］(圖 6.17) (位置形素的象似性)、［紙］(圖 6.18) (移動形素
的象似性) 等，手型和移動形素在此都只是形素，構成詞項本身的意義而已。前
面兩個詞項［飛機］
、
［足球］所具有的手型和移動成份可以是有意義的，是一種
詞素 (morpheme)；而後面兩個詞項［衣服］、［紙］的手型和移動成份只是一種
音素 (phoneme)，是無意義的。這樣的差別使得前面兩個詞項可以是名詞，也可
以是動詞，而後面二個只可以是名詞。
另外 Langacker (1987, 1991) 的認知語法理論 (cognitive grammar) 中，認為
語意可以決定句法表現，名詞表物件 (things)，動詞表過程 (process)，相關的名
詞和動詞具有同樣的意象圖式 (image schema)，差別在於角度攝取 (profiling) 的
不同。根據 Stokoe (1991) 和 Langacker (1987, 1991) 的理論，加上象似性詞彙命
名系統的研究，運用在上面所舉的四個例子中，詞項［飛機］、［足球］，由象似
性手型形素和移動形素系統命名，意象圖式是同時包括名詞和動詞的，選擇表物
件時作為名詞類，選擇表過程時則作為動詞類；而詞項［紙］、［衣服］，手型和
移動形素在此的作用只是形素，意象圖式只包括名詞的成份，只會有名詞的詞類
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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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5. 飛機

圖 6.16. 足球

圖 6.17 衣服

圖 6.18 紙

然而，雖然相關的動詞和名詞具有同樣的意象圖式，在實際的語言表達中，
有些動詞和名詞的形式會有些微的不同，動詞以大範圍的移動形素表示，而名詞
的形式和動詞一樣具有同樣的手型和位置，但移動形素重覆且只是小範圍局部性
的移動，這樣形式上的部份相似與相異符合成份擬象 (isomorphism) 的概念。從
手語使用者的個人形式的差異，如詞項［椅子 ab］，［椅子 a］(圖 6.19 (ii)) 是和
動詞［坐］(圖 6.19 (i)) 有相似的型式，［椅子 b］(圖 6.19 (iii)) 則是運用手型形
素的象似性而命名，以手型 /二/，指尖向上，掌心面側，另一手食指和中指捲曲
(手型 /廿/ ) 指尖貼於其指節上，如同椅子之外形，代表［椅子］
。比較［椅子 a］
和動詞［坐］相似的型式，我們可以得出名詞是動詞衍生而來的假設，動詞是象
似性移動形素形成的，而名詞是依動詞的形式，符合成份擬象 (isomorphism) 的
概念衍生而來；其它例子還有詞項［報紙］
，一種從相關動詞［印刷］衍生而來，
一種則以｀看報紙＇的動作，由｀兩手合掌，指尖向上，到往兩側攤開＇表達。
語言象似性的動機下，形成象似性的動詞，而在象似性動機 (iconic motivation) 和
經濟性動機 (economic motivation) 的互相牽制下，相關的名詞可以選擇經濟性考
量，只是重覆動詞的形式，形成名詞如［椅子 a］
；或是選擇象似性考量，而形成
名詞如［椅子 b］。名詞和動詞的相似形式，符合成份擬象 (isomorphism)：相似
意義，相似形式；名詞和動詞的形式區分也符合成份擬象 (isomorphism)：不同
意義 (在此指語法意義：詞類)，不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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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圖 6.19. (i) 映象象似符號［坐］；經濟性考量形成詞項 (ii) 椅子 a；象似性考量
之映象象似符號 (iii) 椅子 b

6.3

傳統呼應動詞之標誌是隱喻象似的應用
談完了新造詞和相關名詞和動詞的象似性後，本節將著重在屈折變化的象似

性討論。
第三章討論到分類詞結構中，分類詞述語的手型會依主體或背景的語意或外
形而有所改變，是一種手型形素的映象象似表現，也是一種呼應的表現；另外其
移動路徑結合樣貎，由起始點到終點的形式，是移動形素的映象象似表現，也是
另一種呼應形式。本節所要揭露的是傳統所稱謂的呼應動詞和空間動詞 (包括分
類詞結構) 一樣，也是象似性的表達法，不同的只是那些呼應動詞的動詞本身形
式和屈折變化，分別是手型形素和移動形素的隱喻象似表現，而不是映象象似的
應用。
傳統上，手語動詞可依其句法特質次類劃分為非呼應動詞 (plain verbs)、呼
應動詞 (agreement verbs)、和空間動詞 (spatial verbs) (Padden 1990；Suttonspence and Woll 1999)。以語法關係的有無屈折變化 (inflection) 為標準，區分為
呼應動詞和非呼應動詞。照傳統的分法，台灣手語詞項如［喜歡］
、
［害怕］
、
［討
厭 ］ 等 ， 這 些 詞 項 因 為 形 式 上 都 以 身 體 部 分 作 為 音 韻 的 位 置 形 素 (bodyanchored)，分別是 /口角邊/、/胸前/、和 /額頭/，在語法上無法以屈折變化標示
語法關係，因此視為非呼應動詞，參考例句 6.1，動詞［怕］不會隨著主詞［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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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或受詞［蟑螂］而改變位置，是所謂的非呼應動詞 (plain verbs)；相對的，
詞項［相信］
、
［教］
、
［邀請］等，這些詞項沒有上述音韻上的限制，位置形素都
是在身前，語法關係的主受語可以在動詞本身的詞項上作方向或位置的變化來標
示，視為呼應動詞，參考例句 6.2，動詞［教］由主詞［他］的位置移到受詞［妹
妹］的位置，與主受詞達到呼應，是所謂的呼應動詞；而第三類表達動作事件的
空間動詞也有呼應的表達，但和呼應動詞所標示之主受語不同，標示的是與事件
的起始位置呼應的屈折變化，如例句 6.3，動詞［跑］一方面因主詞［小狗］的
語意而形成分類詞手型 /布袋戲/，一方面移向背景 (終點位置) ［房間］，與事
件的起始位置達到呼應，是所謂的空間動詞。
例句 6.1 蟑螂 姐姐 怕
｀姐姐怕蟑螂。＇ (非呼應動詞)

圖 6.20. (a) 蟑螂

(b) 姐姐

例句 6.2 他 i

i-教-j

他 pro＋妹妹 j

‘他教妹妹數學。’

圖 6.21 (a) 他 i

(c) 怕

數學

(呼應動詞)

(b) 他 pro＋妹妹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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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i-教-j

(d) 數學

例句 6.3 房間 小狗 房間 pro＋小狗 pro－跑進去
｀小狗跑進房間裏。＇(空間動詞)

圖 6.22. (a) 房間

(b) 小狗

(c) 房間 pro＋小狗 pro－跑進去

然而，所謂｀呼應＇是一種句法上標示語法關係的機制，它應適用於所有動
詞，只是有些動詞有標 (marked)，有些動詞無標 (zero marked)。例如英文的過
去式 ［-ed］
，是一種與時式 (tense) 呼應的標記，我們不會因為他們的語音形式
(inflected forms) 而去區分呼應與否，也就是說我們不會說英文的 put、 cut 是非
呼應動詞，只因為它們在表達過去式時無任何標記；或將英文的 walked、jogged
稱為呼應動詞，只因它們表達過去式時有屈折詞綴［-ed］
。手語的動詞次類劃分
違反了呼應的基本定義，我們應該以另一種方式來詮釋手語的呼應問題。而且我
們發現在台灣手語中，同樣是未以身體為位置形素 (非 body-anchored) 的詞項
［教］和［尊敬］
，在句子｀我教他英文＇時，動詞［教］有呼應主受語，而｀我
尊敬他＇之動詞［尊敬］卻不需呼應；再如詞項［看］，雖是位置形素在 /眼睛/
(body-anchored) 的形式，卻可運用隱喻，將手型 /錢/ 由眼睛移到受詞的位置，
表達呼應的形式。音韻上的限制不能作為呼應形式的決定條件，傳統有關手語動
詞的次類劃分必須重新探討。我們認為手語動詞都有呼應標誌，只是表達方式有
所不同，傳統的非呼應動詞以表情如眼神所看的方法表達，呼應動詞以移動路徑
表達，而分類詞結構表達呼應的方法有兩種：一種是第三章所提到，分類詞述語
依主體、背景的語意或外形而改變手型而達到的呼應；一種是由主體到背景所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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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移動路徑的起始位置呼應 (Chang, Su, and Tai 送審中)。
Taub (2001) 以語意為基礎，結合象似性和隱喻，以認知語言學，特別是其
中的 Fillmore 的框架語意學 (Frame Semantics) 和典型化理論 (Prototype theory)
為工具，探討美國手語的呼應。他和早期的研究 (Friedman 1975, Gee and Kegl
1982, Shepard-Kegl 1985 等)，及近期的研究 (Meir 1998, 2001) 持相同的看法，
也就是手語的呼應動詞和空間動詞，都是標示語意角色從來源者 (source) 到目
標者 (goal) 間的空間轉移，只不過 Taub 認為空間動詞在心裏空間和語言表達空
間的結合上比較象似性，而呼應動詞則除了象似性之外，還比較基模化
(schematic) 和隱喻化 (metaphorical)。當手語使用者想要強調實際的空間關係
時，他會用空間動詞的形式；強調人際互動時，會用呼應動詞的形式；如果兩者
都不需強調，則不需將空間結合在動詞的表達上，以原型呈現，也就是所謂的非
呼應動詞 (plain verbs)。他並舉了兩個美國手語的例子：(1) 詞項［坐］
，當他強
調實際坐下的位置時，其動詞形式會和座位［椅子］呼應；當他想表達的只是姿
勢的改變，如由站立變成坐下，則其動詞形式就是原型的［坐］
；(2) 詞項［偷］，
動詞形式可以結合被偷物的位置，此時為空間動詞的表現；或結合被偷者的位
置，此時為所謂的呼應動詞。我們觀察台灣手語時也發現，當手語使用者要表達
句子｀他教數學＇時，既不強調實際的空間關係，也無所謂的互動關係，所以以
原型動詞［教］呈現；如果以傳統的說法，此時的［教］為非呼應動詞；而句子
｀他教妹妹數學＇時，動詞［教］與受詞［妹妹］呼應，依傳統的說法，此時的
［教］又變成呼應動詞；我們不需因其句法形式不同而去刻意區分非呼應動詞和
呼應動詞，如果動詞需要次類劃分，我們應該從語意或構詞上著手，例如靜態動
詞和動態動詞的區分，而不是單獨以句法現象為依據。
應用 Taub 的方法，當台灣手語詞項［愛］
、
［教］
、和［邀請］等用於強調人
際的互動，得使用呼應動詞的形式，所表達的是一種隱喻性移動形素的象似性。
詞項［尊敬］
，位置形素在 /身前/，雖然沒有音韻上的限制，但和［怕］
、
［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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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強調的是自己內心的心理活動，無需呼應形式的標示。我們這裏所想要繼
續探討的是，除了呼應形式受到動詞的語意影響之外，動詞本身的形式是否也受
到語意的影響？比較［愛］和［喜歡］，其形式上的差異是否是語意決定的？也
就是說，［喜歡］(圖 6.23) 和其它動詞如［想］、［擔心］一樣，最典型的語意是
強調自身的心理活動，所以以身體五官為位置形素，也因語意上很少用於人際互
動上，所以用屈折變化表達呼應的形式就很少見。而［愛］(圖 6.25)、
［邀請］強
調的是互動，所以搭配副手手型 /男/ 而形成互動類的詞彙，動詞本身的形式也
是一種隱喻的呈現 (參考第五章之隱喻性位置形素的探討)，當然呼應形式就很常
見。另外，詞項［尊敬］(圖 6.24)，雖然也以副手手型 /男/ 組成，但和詞項［邀
請］(圖 6.26) 不同，兩者因移動形素的不同形成最小對比字對，［邀請］以水平
面的移動路徑隱喻表達互動，將受邀者 (手型 /男/ ) 移到邀請者的位置；而［尊
敬］以手型 /男/ 搭配向上移的移動形素，隱喻表達對該指涉對象的崇敬之心，
是強調自身的心理活動，而不是互動關係的表達，所以兩者在呼應形式的表現有
所不同。

圖 6.23. 喜歡

圖 6.24. 尊敬

圖 6.25. 愛

圖 6.26. 邀請

總結來說，手語的詞彙由語意決定。手語詞項中，
［看］
、
［聽］
、
［聞］
、
［想］、
［說］
、
［怕］(圖 6.27) 等，這一類動詞因為語意上無需聽話者的互動，形式上都
是以手語使用者的身體或五官作為位置形素代喻形成的 (參考第三章有關代喻
詞彙的探討)，是為無標 (zero-marked) 的呼應動詞；而相對的，
［教］(圖 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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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
［邀請］等，這類動詞本身語意就隱含了聽話者的互動，形式上不以手語
使用者的身體或五官作為位置形素，而以副手手型 /男/ 表互動的對方，所以在
句法表現上會因受詞的所在位置而改變其本身動詞的形式，是為有標 (marked)
的呼應動詞，所呈現的是一種隱喻性的移動形素所表達的路徑呼應。最後，動作
類動詞如［游泳］(圖 6.29)、［走］等，根據 Talmy (1985, 2001) 對口語的研究，
這些動作事件的語意成份包括主體、背景、路徑、樣貎等，手語本身動詞形式已
以替代性的命名系統，將主體合併在內，在句法的表現上強調實際的空間關係，
與路徑達到呼應，是一種移動形素的映象象似表現。呼應是句法現象，適用於所
有動詞，只是表現形式有象似性程度的區分。

圖 6.27. 怕

6.4

圖 6.28. 教

圖 6.29. 游泳

小結
手語詞彙的象似性使形素和詞素這兩個概念在手語是很難區分的，同時也對

傳統以詞素為基礎的構詞學 (morpheme-based morphology) 形成了挑戰。名詞和
動詞的劃分，甚至是動詞的次類劃分都可以以語意為基礎，Chomsky 為首的形式
語言學，強調語法的自主性，在此並不適用。手語和口語除了單純詞具有象似性
程度的不同，複合詞、衍生詞和屈折變化等形式，手語的象似性也高於口語。手
語的高度象似性並不能否定手語語言的地位，再加上口語擬聲詞、聯覺詞、句法
象似性的表現，語言的本質不能蓋棺論定的認為是任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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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台灣手語和美國手語之象似性異同分析

原則上，台灣手語和美國手語各屬於不同的語言家族 (language families)，
台灣手語屬於日本手語語系，美國手語屬於法國手語語系 (姚俊英, 2001)。但前
面章節的介紹，我們知道台灣手語詞彙和美國手語一樣，有 Mandel (1977) 所介
紹的象似性命名系統，有些基本詞彙運用同樣的策略，形式上是相同或相似的；
同時，句法構詞方面更是存在著語言的共通性，這些都是手語的視覺手勢機制所
造成的結果。然而，有同樣象似性系統，也會因社會制約化的結果或角度攝取的
不同，運用不同的方法，造成詞彙在各語言間存在著差異性。本章第一節先就最
象似性的映象符號作比較，進而比較隱喻符號，最後擴展到構詞策略的討論。

7.1 映象象似符號之比較
如同第三章所介紹的，台灣手語詞項的各個成份都可能作為詞彙的象似性基
礎，但語言不是完全百分百對應於現實世界的該指涉物，必須經過語言使用者本
身的詮釋和社會的制約，經過類比建構模式 (analogue building model) 後形成象
似詞彙系統：刺激印象的選擇 (image selection)、基模化 (schematization)、編碼
(encoding) (Taub, 2001)，角度攝取的不同、語言系統的不同，即使使用容許高度
象似表達的手勢與視覺機制，也會造成不同手語之間的差異。表 7.1 列舉了台灣
手語和美國手語，這二種不同語源家族之映象象似詞彙簡單比較表。
比較台灣手語和美國手語的詞彙，運用同樣策略於同一類物件上，形式大致
上會相同，例如五官或五官基本功能的命名，形式大同小異，如直接指示的［眼］
［鼻］、［口］、［耳］、［頭］等，和代喻形成的［見］、［聞］、［說］、［聽］、［想］
等，甚至是與該位置相關的詞項［鈕釦］
、
［耳環］等，形式也相似。另外人為操
弄的工具類物件或運動類的命名，如［錘(子)］、［(打)棒球］等也大致相同 (圖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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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表示

間接表示 (代喻 (包括部分代全體))

語言 TSL

語言

ASL

詞項

TSL

ASL

詞項

眼∕耳環 位置

位置

見

位置

位置

錘子

動作

動作

老虎

動作

移動

桌子

移動

動作

月亮

移動

手型

飛機

手型

手型

房子

手型

移動

拖鞋

手型＋移動

動作26

玻璃

亮(位置:眼)

硬(位置:牙)

表 7.1：台灣手語 (TSL) 和美國手語 (ASL) 之映象象似詞彙簡單比較表

(i)

(iv)

(ii)

(iii)

(v)

(vi)

圖 7.1. 台灣手語 (TSL) 和美國手語 (ASL) 形式相似之詞項：(i) / (iv) 見；(ii) / (v)
耳環；(iii)/ (vi) 棒球。

26

形式和台灣手語［鞋子］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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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角度攝取不同，用不同策略，不論直接的或間接的表達，形式上或多或少
會有所不同，例如都是直接表達的詞項［拖鞋］
，台灣手語以副手手型 /手/ 表鞋
底，加上主手食指在其上描繪｀夾腳鞋＇的人字形表示，美國手語以副手手型/
方/ 表｀鞋子＇，主手手型 /手/ 表腳板，結合移動形素表｀穿鞋子＇的動作；
間接表示者如詞項［老虎］
，台灣手語取臉部動作表情｀張口吼＇，以手型 /虎/ 代
表老虎嘴巴張開的外形，進而代喻老虎，美國手語取臉部部份外形｀鬚＇，雙手
手指張開在臉頰兩側橫行劃過，所描繪的路徑表示虎鬚，進而代喻老虎；再如詞
項［玻璃］(圖 7.2)，同樣運用代喻，但台灣手語以手型 /二/ 或手型 /手/ 在眼
角邊手腕轉動，以其在眼前發亮的特質來表達［玻璃］的概念；而美國手語以食
指指向牙齒，以牙齒的硬度表其特質來表達［玻璃］的概念；而詞項［花］，台
灣手語以指涉物本身的動作｀花開＇的策略；而美國手語用人類與之互動的動作
｀聞花＇來表達。這些詞項個別看來雖然都是象似性的映象符號，但不同手語之
形式因攝取角度不同、選擇不同策略而有所差異。另外，詞項［月亮］(圖 7.3)，
攝取角度相同，同樣是取其新月的外形，但台灣手語用描繪的策略，以手型 /呂
/ ，食指和姆指指尖相觸後，往下張開再往下合起，以移動形素所形成的路徑等
於新月的外形來表達［月亮］的概念，而美國手語直接以手型 /bent L/ (台灣手
語手型名為 /句/ ) 表新月的圓弧外形，以手型形素的象似性來表達；詞項［房
子］，台灣手語和美國手語都是表達房子的外形，但台灣手語只取屋頂的部分、
部分代全體，以雙手四指尖相接觸的形式來表示［房子］的意義，而美國手語則
是運用移動形素的象似性，用雙手食指劃出房子的整體外形來表達。即使同樣的
角度攝取，但選擇不同的象似機制，也會造成形式上的差異。
與台灣手語相對應的 29 個美國手語手型，其中只有 4 個手型未作映象象似
符號象似成份，無映象象似符號的例子 (參考附件 4)；而與台灣手語相對應的 6
個美國手語手型，有 3 個未作映象象似符號象似成份，無映象象似符號的例子。
另外有 5 個美國手語之手型，並無相對應的台灣手語手型，這些手型也未作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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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似符號象似成份，無映象象似符號的例子 (參考附件 5)。也就是說美國手語共
40 個手型，其中 12 個手型未作映象象似符號象似成份，無映象象似符號的例子。

(ii)

(i)

圖 7.2 不同攝取角度所形成的詞項［玻璃］：(i) 台灣手語取玻璃之｀發亮＇特
質；(ii) 美國手語取玻璃之｀堅硬＇特質。

(i)

(ii)

圖 7.3 不同象似性策略的運用所形成的詞項［月亮］
：(i) 台灣手語運用移動形素
所描繪之路徑表示；(ii) 美國手語以手型之象似性表示。

7.2 隱喻象似符號之比較
除了上述所謂映象符號的比較外，隱喻符號也有相同或相異的地方。如果應
用人類認知所共有的隱喻概念系統，即使抽象的事物都有可能會相似。屬於不同
語言家族的台灣手語和美國手語，不僅基本詞彙很多相同，還有很多相似的抽象
詞 彙 ， 這 就 表 示 語 言 是 根 植 於 我 們 人 類 共 有 的 經 驗 之 上 的 (grounded,
embodied)，而隱喻也因人類相似概念系統的運用而具有語言的普遍性。例如詞
項［暗］(圖 7.4)，台灣手語和美國手語同樣運用了在眼前的位置形素和雙手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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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移動形素，來表達視覺上［暗］的概念，只不過台灣手語以掌心朝外表示，美
國手語則是掌心朝內。

(ii)

(i)

圖 7.4. 相同隱喻概念的運用所形成相似的詞項［暗］
：(i) 台灣手語；(ii) 美國手
語。

第五章提到的以移動形素為象似基礎的方位空間隱喻，雖然詞項形式在手型
其他成份上也許不一定相同，但相似的概念也表現出相似的移動形素，如［明天］
等未來的時間，移動形素向前，過去的時間［昨天］則向後，台灣手語以手型
/一/ 表示，美國手語則以手型 /A/ (相當於台灣手型名 /男/) 表示。數量上的多
寡，如美國手語的［太多］
，台灣手語的［貴］
，都以移動形素向上表示，是隱喻
｀more is up＇的表現。美國手語的［固執］和台灣手語的［笨］形式一樣，都
是姆指點在太陽穴，掌心朝外，其餘四指向下彎曲，以移動形素的向下彎曲表示
想法上的不知變通或遲鈍；美國手語的［發展 (develop)］以手型 /D/ 向上移動
表示，和台灣手語［進步］由雙手朝斜上方移動；這些詞項都有｀good is up＇的
隱喻內涵。美國手語的［學會 (learn)］和台灣手語的［知識］(雙手)、
［會 s］(單
手) (圖 7.5)，以同樣手型合起的移動形素表示｀抓取知識＇的意思。美國手語的
［辯論］和［敵人］和台灣手語一樣，都是雙手同樣手型和相對位置，表達兩個
以上參與者的內部語意。另外，台灣手語和美國手語的詞項［死］
、
［改變］等詞
項都以掌心方向的改變表達狀態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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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圖 7.5. 相同隱喻概念所形成相似之詞項：(i) 台灣手語詞項［知識］
；(ii) 美國手
語詞項［學會(learn)］
。

數量上的多寡除了以移動形素的上下表示外，單雙手、手指數的差異、或是
移動形素的重覆也是另外的表達法，也就是 Lakoff and Johnson (1980) 所謂｀形
式上的多數等於語意上的多數 (more of form is more of content)’，如美國手語的
［渴望］和［強烈渴望］，分別以食指和五指在喉頭處劃下表示；另外，美國手
語［故事］以重覆［句子］的移動形素表達；台灣手語的［討論(聊天)］
、
［知識］
分別重覆［告訴］
、
［會 s］雙手表達，
［各式各樣］以重覆［不一樣］的移動形素
表達等等。27
當然即使有相同的象似性命名系統，及以人類共有經驗為基礎的隱喻詞素造
詞，也會有完全不同的詞彙形式。如詞項［檢查］
，台灣手語以食指和中指捲曲，
掌心向內，在眼前繞圈，表示眼睛的轉動，進而表示［檢查］的概念；而美國手
語卻是以食指從眼下移到手掌上打勾 (check) 來表達。又如詞項［欺騙 (cheat)］
(圖 7.6)，台灣手語因對動物｀狼＇的認識，以詞項［狼］之手型 /龍/ 隱喻延伸
27

美國手語的詞項［渴望］和［強烈渴望］請參考 Taub (2001) 有關｀intensity is quantity＇的隱
喻詞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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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達［欺騙］
、
［陰險］等負面語意，而美國手語取［欺騙］之｀隱藏＇語意，以
手型 /七/ (表人) 置於手型 /手/ (表遮避物) 底下表示。這些角度攝取所造成形式
上的差異是不是和文化的不同有關？西方人比東方人還實事求是、還實際？學者
Pietrandrea (2002) 研究義大利手語詞彙的象似性和任意武斷性的文章中，分別探
討了手型和手勢位置的象似性，所持有的觀念和我們在第三章所介紹的大致相
同；不過，他還提到一種文化語意所賦與手型和位置的象似性，這點也是語言間
詞彙不同形式的因素之一。

(i)

(ii)

圖 7.6. 角度攝取不同，運用不同之隱喻概念所形成不同形式之詞項［欺騙］：(i)
台灣手語運用隱喻性手型形素手型 /龍/ 形成；(ii) 美國手語運用副手手型 /手/
表遮避物，主手手型 /七/ 表人，主副手結合之動作表隱閉性活動。

另外，美國手型 /open 8/ (相當於台灣手型名 /菜/)，由表［接觸］的語意延
伸到表｀感覺＇，與此相關語意的詞項如［生病］
、
［喜歡］等都以此手型表達，
但台灣手語詞項［接觸］和美國手語形式相同，但並無此語意延伸，而是由另一
個詞項［缺］延伸表｀負面或否定＇的語意，形成［阻礙］和［一竅不通］等詞
項，［阻礙］和美國手語之詞項［生病］碰巧具有相似的形式。這些差異都再次
說明形式和功能間的對應是社會制約化的結果 (圖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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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v)

圖 7.7. 同樣手型但不同語意延伸：(1) 台灣手語 (i) 缺；(ii) 禿頭；(2) 美國手
語 (iii) 生病；(iv) 喜歡。

7.3 構詞策略的比較
象似性和約定俗成，還表現在不同手語間借字或新詞的創造上。隨著溝通通
道的多樣化，溝通內容的複雜化，基本詞彙已不敷所求。加上和不同口語系統語
言間的相互影響，具有同樣高度象似性的美國手語和台灣手語，會有更多不一樣
的詞彙變化。
美國手語和台灣手語一樣，都是視覺與手勢機制和空間的運用，在構詞策略
上也會有很豐富的相似性。例如相似的共現複合詞之豐富表現、相近的分類詞手
型形成規範、同樣具有呼應形式的移動路徑象似性等等。而語言接觸環境的不
同，會造成借字詞彙方面的不同，對舊詞造成的改變也會影響象似性的表現。

7.3.1 衍生變化 (derivation)
美國手語和台灣手語在構詞上同樣具有複合詞、加綴法或重覆等形式。複合
詞同樣區分為序列複合詞和共現複合詞，詞素的組成過程中同樣具有同化、音段
刪除等音韻變化。加綴法中，位置形素在造詞上占同樣重要的角色，一些美國手
語 新 造 詞 或 抽 象 詞 彙 如 ［ 哲 學 (philosophy) ］、［ 電 腦 (computer) ］、［ 意 見
(opinion)］(圖 7.8) 等，都以位置形素 /頭/ 分別結合相對的英文字首手型 /P/、
/C/、/O/ (相當於台灣手語手型名 /欠/、 /同/、/零/ )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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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圖 7.8. 美國手語位置形素/頭/之加綴法形成之詞項：(i) 哲學 (philosophy，手型
/P/ )；(ii) 電腦 (computer，手型 /C/ )；(iii) 意見 (opinion，手型 /O/ )。

另外，反義詞詞對之加綴法同樣有二種形式：一為肯定詞之手型張開表示相
對的否定詞，如［重要］
、
［不重要］
，
［喜歡］
、
［不喜歡］等；一為改變手心方向
表示反義詞，如［知道］、［不知道］等 (圖 7.9)。

(i)

(ii)

(iii)

(iv)

圖 7.9. 反義詞詞對：(1) 手型打開：(i) 重要；(ii) 不重要；(2) 改變手心方向：
(iii) 知道；(iv) 不知道。

另外，名詞、動詞等詞類和口語一樣，都是語言形式上可以劃分的詞類，在
相關名詞和動詞的衍生變化上有一致的表現，都符合成份擬象 (isomorphism) 的
概念：一定的形式對應一定的意義，不同的意義有不同的形式表現，也就是說相
關名詞和動詞，因語意相關，以同樣的手型和位置表達，也因語法意義不同 (不
同詞類)，所以以不同形式的移動形素來區分，名詞以重覆動詞的移動形素表達
(Supalla and Newport,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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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 屈折變化 (inflection)
美國手語和台灣手語在呼應形式的表現有語言的共通性。分類詞結構的手型
形式雖然和台灣手語有些不同，例如表動物的手型，美國手語以手型 /bent 3/ (相
當於台灣手語手型 /虎/ ) 表示，台灣手語則以手型 /布袋戲/ 表示；雖然結果形
式不同，但手型之形成規範，仍以論元之語意或外形大小為基礎而形成的，都是
映象象似的呼應形式表現；另外，動作事件所表達的移動路徑也是映象象似的呼
應形式，傳統所稱謂的抽象呼應動詞的移動路徑則是隱喻象似的呼應形式。

7.3.3 借字 (borrowing)28
手語因語言接觸、教育的問題，美國手語有按照英文字母而編排的拼指法
(finger spelling) 系統，這個系統除了創造新詞，如詞項［公車 (bus)］
，由手型 /B/
/U/ /S/29 組成外，也對舊詞造成了影響，很多詞彙都變成以該字的英文起首字
母為手型 (initialization)，而淡化或失去原本手型形素的象似性，如美國手語詞
項［水果 (fruit)］(圖 7.10)，由手型 /C/ (相當於台灣手語手型名 /同/ ) 在臉頰
邊重覆向前轉動手腕，代表水果的圓形，和台灣手語一樣的形式，後因受到英
文口語形式的影響，以字首字母代以手型 /F/ (相當於台灣手語手型名 /錢/ ) 表
示，漸漸地和台灣手語在手型上有些許的不同，這是語言系統的接觸所造成象
似性淡化的例子之一。而台灣手語處於漢語和漢字的環境下，很多姓氏名都是
以手指描繪該字體，如姓氏［丁］
；或在新詞的創造上，以手型或手型組合替代
該字部分字體，如［公司］
，以手型 /六/ 和 /呂/ 合起來代替｀公＇字，再由手
型 /呂/ 張開變成 /六/ 表｀司＇字的外框。這些以中國文字為基礎的命名系
統，一定和美國手語有很大的不同。另外，詞項［啤酒］(beer)，以手型 /胡/ 變
成手型 /四十/ (分別是美國手語手型名 /B/ 和 /E/)，是台灣手語借了拼指法

28
29

美國學者 Battison (1978) 專書探討美國手語的詞彙借用相關問題。
相當於台灣手型名 /胡/ /筆/ /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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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gerspelling) 的系統所造的字，但結果反而和美國手語的詞彙形式不同，美
國手語以手型 /B/，位置於口側重覆磨擦表示，是一種英文字首字母手型法
(initialization) 的造字方法形成的。比較起來，中文對台灣手語的影響主要在創
造新詞上，而英文除了創造新詞，也對舊詞造成了影響，原本詞彙的象似性因
此而淡化，原本台灣手語和美國手語的相似性也消失了。要了解語言接觸對手
語詞彙的影響，可以從比較台灣手語、日本手語、和韓國手語 (Korean Sign
Language) 著手，一方面因為台灣手語、日本手語、和韓國手語屬於同一語言
家族，詞彙的相似性相當高；相對的，口語方面，日文、韓文和中文有著顯著
的不同；以相似的詞彙做比較可以確認語言接觸的影響程度及影響模式。

(i)

(ii)

圖 7.10 因英文字首字母手型法 (initialization) 的影響而造成詞項［水果 (fruit)］
在不同手語間有形式上的差異：(i) 台灣手語，手型 /C/ (相當於台灣手語手型 /
同/ )；(ii) 美國手語，手型 /F/ (相當於台灣手語手型 /錢/ )。

另外，我們觀察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受到不同口語之語言接觸的影響，顏色
詞在台灣手語和美國手語的表現有系統性的不同。台灣手語所有的基本顏色詞都
是以代喻的方式形成的，以頭髮表［黑色］，牙齒表［白色］，嘴唇表［紅色］，
舌頭上的青筋表［綠色］
，黑眼圈表［紫色］
。另外以其它指涉物形成的顏色詞有：
以手型 /六/ 姆指點在前額，食指抖動，表小雞雞冠，進而代喻為［黃色］
；手橫
畫過臉頰表原住民黥面的［藍色］(圖 7.11 (i))；手橫畫過下巴表刮鬍子後的［青
色］痕跡等等。基本上，顏色本質上很難具體表現，手語運用代喻的方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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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見的相關物體來表達是很容易理解的，但美國手語的顏色詞除了［黑］、
［白］
、
［紅］是運用代喻的機制外，其他則是運用美國手語手型表示該顏色詞的
英文字首字母手型法 (initialization) 的方式形成的，例如詞項［黃色 (yellow)］，
以手型 /y/ (相當於台灣手型 /民/) 在身前重覆由掌心朝內轉向朝外表示；詞項
［綠色 (green)］由手型 /G/ (相當於台灣手語手型名 /像/) 在身前重覆甩動表
示；詞項［藍色 (blue)］(圖 7.11 (ii)) 由手型 /B/ (相當於台灣手語手型名 /胡/) 在
身前，指尖朝上，重覆由掌心朝內轉成朝外表示；這些顏色詞都以英語詞彙的字
首字母，代以美國手語的手型名，以同樣重覆的移動形素表示，和台灣手語運用
代喻的方法有很大的不同。30 台灣手語顏色詞的表現是個別符號的映象象似，而
美國手語，雖然個別符號較為抽象，但集體看來，是一種系統性的擬象象似表現。

(i)

(ii)

圖 7.11. 運用不同機制形成的顏色詞［藍色 (blue)］：(i) 台灣手語以原住民的黥
面代喻表示；(ii) 美國手語以字首字母手型化 (initialization) 的方式 (手型 /B/ )
形成。

另外星期詞彙的表現也有所不同，台灣手語以數字［一］至［七］，結合副
手手型 /七/ (七天為一星期) 形成［星期一］至［星期日］的詞彙，而美國手語
除了［星期日］外，［星期一］至［星期六］分別以該詞項之英文的字首字母，
代以美國手語的手型名表示，如［星期三 (Wednesday)］(圖 7.12 (ii)) 和［星期
五 (Friday)］
，分別以手型 /W/ 和手型 /F/ (相當於台灣手語手型名 /三/ 和 /錢/ )

30

Rosch (1977) 跨語言共有的顏色詞階層表：黑∕白＞紅＞黃∕綠＞棕∕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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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覆繞圈表示。31 手語形式的差異和相關接觸之口語系統有關，中文的星期詞彙
是衍成詞，台灣手語的表現也是衍生詞的形式；而英文的星期詞彙，都具有相同
形式｀day＇，美國手語的表現也以同樣的移動形素之重覆繞圈表現擬象關係。

(i)

(ii)

圖 7.12. 運用不同機制形成的詞項［星期三 (Wednesday)］：(i) 台灣手語以衍生
詞表示；(ii) 美國手語以字首字母手型化 (initialization) 的方式 (手型 /W/ ) 形
成。

第六章節提到，中文字對台灣手語的影響，大多在專有名詞的創造上，但美
國手語處在強勢的英文環境之下，英文字首字母手型法 (initialization) 的運用不
限於專有名詞，例如詞項［期間 (period)］
，將詞項［小時 (hour)］之手型 /一/ 改
為手型 /P/ 形成；詞項［文法 (grammar)］和［語言 (language)］(圖 7.13 (ii))，
分別以手型 /G/ 和手型 /L/ 取代詞項［句子］(圖 7.13 (i)) 之手型 /F/ 形成；詞
項［社會 (society)］
、
［家庭 (family)］(圖 7.13 (vi))，分別以手型 /S/ 和手型 /F/
取代詞項［群體 (group)］(圖 7.13 (iii))之手型 /C/ 形成。甚至很多字的形成，直
接以英文字首代以相對之手型名表示，如詞項［參議院 (Senate)］以手型 /S/ 在
身前橫畫過表示，或詞項家具［(furniture)］
，直接以手型 /F/ 左右晃動表示。這
是否也會造成台灣手語和美國手語詞彙的象似性不同演變？

31

此為南部方言的台灣手語，北部方言的形式同樣是數字［一］至［六］，但由位置形素 /胳肢
窩/ 移出表示［星期一］至［星期六］，
［星期日］以手型 /鴨/ 抓取嘴唇，表日歷上的紅色數字
代喻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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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i)

(iii)

(iv)

圖 7.13. 美國手語以英文字首字母手型法 (initialization) 的方式改變原生詞的手
型而衍生新詞：(i) 句子 (手型 /F/) 和 (ii) 語言 (language, 手型 /L/ )；(iii) 群
體 (手型 /C/ ) 和 (iv) 家庭 (family, 手型 /F/ )。
因西方的拼音文字系統而形成的美國手語之英文字首字母手型法
(initialization) 系統造字或對舊詞的影響，和漢語方塊字系統對台灣手語的影響
有著顯著的不同，手語之間雖然擁有語言共性 (language universals)，但同樣也有
語言個性。比較起來，因為不同口語語言系統接觸的影響，台灣手語比美國手語
保留較大程度的象似性。

7.4 小結
本來不同語言有不同的詞彙是很正常的，手語也不例外，手語和口語的象似
性詞彙都經過刺激印象的選擇 (image selection)、基模化 (schematization)、編碼
(encoding) 三步驟 (Taub, 2001)；同時，語言結構是概念結構符號化的過程，概
念結構是由推演的規則 (rules of inference)、印象創造 (image creation)、和隱喻
映射 (metaphorical mapping) 組成的 (Tai, 2002)；人類經驗生活的共性形成些許
詞彙的相似，手語語言的手勢與視覺機制容許較大程度的象似性詞彙表達，但文
化社會的差異性，或是語言的接觸等，也會造成語言結構的相異。只是手語的機
制造成象似性詞彙系統的共存，三維甚至四維的機制在表達同樣三維或四維的世
界，自然而然會有比較象似性的表達，手語語言間的偶發、碰巧的相似性程度也
會比較大；但手語間有些許相同的詞彙並不能使不同手語語言使用者在溝通上互
通有無。隨著語言接觸的日益頻繁，手語之間的相似性也會日益遞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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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結論與預測 (conclusion and implication)
8.1

總結
經過我們對台灣手語 1500 多個詞彙的分析，完全是無意義單位組成的詞

項，只佔 11%；也就是說，將近九成的詞項，都至少擁有一個形素的象似性，構
成的可能是映象象似符號 (images)、擬象象似符號 (diagrams) 或隱喻象似符號
(metaphors)。具體的名詞和動詞大多是映象象似符號，即使是抽象的名詞或動
詞，也可應用概念隱喻而形成隱喻象似符號，或應用擬象象似類化概括而成。而
那些代碼符號 (symbols) 之詞彙，大多是封閉詞類的字，或姓氏、地名等專有名
詞。表 8.1、8.2、8.3 分別列舉了手型形素、位置形素、和移動形素等從作為映
象符號到隱喻符號到代碼符號成份的發展。
符號類別 映象符號(image)

隱喻符號(metaphor)

代碼符號(symbol)

手型名稱
二

剪刀

出爾反爾 B

于

五

風箏

問

雖然

女

（無）

敵人

可以

博＞筆32

（無）

（無）

（博士）

薑＞守

薑

（無）

（無）

飛機＞守

飛機

（無）

（無）

表 8.1 部分手型形素和相關的映象象似符號、隱喻象似符號、代碼符號的例子33
台灣手語 53 個手型中，有 39 個手型都能形成映象符號，而且都是手語的具
體實詞之基本詞彙 (參考第三章) ，透過隱喻的機制再形成豐富的抽象詞彙，即
使是未作映象符號成份的手型 /女/，也能運用雙手的搭配形成隱喻詞彙［敵人］
。
除了其他 14 個手型作為代碼符號的成份外，這些映象象似符號的手型形素也同
32
33

符號｀＞＇表示｀變成＇的意思。
. 全部的手型及相關例子請參考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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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能作為代碼符號的成份，形成更抽象或封閉詞類的詞彙，如手型 /二/ ，作為
映象象似符號［剪刀］的組成形素，由數字［二］隱喻延伸形成詞項［出爾反爾
b］
，最後形成代碼符號｀姓氏［于］＇的組成成份；又如手型 /五/，作為詞項［風
箏］中的映象象似手型形素成份，另外，經由隱喻由具體的物件轉作為抽象的訊
息或話語，形成詞項［問］之隱喻符號，最後形成代碼符號，作為封閉詞類｀連
接詞［雖然］＇的組成成份。另外有些手型如 /薑/ 、 /飛機/ 和 /博/ ，因手指
組合的複雜程度，是所謂的有標形素 (physically marked phonemes)，再加上這些
形 素 只 組 成 各 一 個 詞 項 ， 在 形 素 系 統 簡 單 化 及 語 言 的 容 易 產 生 (ease of
production) 的動機之下，此類形素在年輕一輩的手語使用者已很少使用 (很像古
英語語音的演變：軟腭摩擦音 /x/ 的消失)。原本的映象象似詞彙［薑］
、
［飛機］
改由近似的手型 /守/ 組成，手型形素的象似性也因此消失；而詞項［博士］改
由近似的手型 /筆/ 組成，但位置形素 /頭/ 的保留使詞項［博士］具有同樣的隱
喻象似。34這些形素在歷史演變之下，由於本身的表達困難度而消失於該語言系
統。
符號類別 映象符號(image)

隱喻符號(metaphor)

代碼符號(symbol)

位置名稱
頭

頭

誤會

師範大學

口

口

翻譯

吳

耳

耳朵

變聾

嘉義 b

鼻

鼻

（大多為擬象符號） 台南 s

胸（心）

心

緊張

足夠 a

男（副手）

他

控制

（無）

身前（neutral）

身體

健康

很

表 8.2 部分位置形素和相關的映象象似符號、隱喻象似符號、代碼符號的例子
34

參考李信賢 (2003) 之碩士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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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形素比手型形素具有較高的象似性，所有器官的命名都是透過指示的方
式形成，而作為代碼符號的例子大多為專有名詞或以 /身前/ 作為位置形素，也
就是說，利用位置形素，尤其是 /五官/ ，形成的字大多是和該位置所延伸的語
意是高度象似的。當然歷史的演變也會使某些詞項因位置形素的改變而喪失象似
性，如詞項［緊張］由位置形素 /胸 (心)/ 變成 /身前/ ，符合對稱的需求，位
置形素的隱喻性就淡化了；而詞項［研究］有二種形式，一種是由食指磨擦另一
手食指，位置形素為 /太陽穴/，表｀認知能力＇方面的活動；另一種食指磨擦另
一握拳之手背處，位置為 /身前/，原本位置形素的隱喻性消失了。

符號類別 映象符號(image)

隱喻符號(metaphor)

代碼符號(symbol)

移動形素
分∕合

分∕一起

離婚∕結婚

上∕下

升旗∕降旗

貴∕便宜

不知道∕知道

內∕外

來∕去

賺錢∕虧本

不會∕會

表 8.3 部分移動形素和相關的映象象似符號、隱喻象似符號、代碼符號的例子

原則上，移動形素和位置形素一樣，都比手型形素具有較高的象似性，即使
充當代碼符號的成份所組成的詞項如［會］、［不會］；［知道］、［不知道］，單獨
的詞項本身雖然看不出其移動形素的象似性，但從一群反義詞詞對就可看出他們
在移動形素上呈現擬象符號的關係性，也就是說，詞項［會］移動形素向外，而
［不會］則向內，詞項［知道］移動形素向下，而［不知道］則向上，正反義詞
之間之移動形素的形式是任意的、沒有原因的，但我們知道很多反義詞詞對以相
反的移動方向表示其語意關係。

總括來說，從其詞彙分佈看來，手型形素、位置形素、和移動形素都可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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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性的成份轉變作為代碼符號的成份，其詞彙的類別也從基本詞彙的具體實詞、
到抽象實詞、到虛詞或是專有名詞，這樣的演變形式和人類的思維認知的發展、
生活經驗習習相關，下一節將依此分析結果，對語言的演變，特別是結構雙層性，
提出自己的看法。

8.2 詞彙演變與結構雙層性
從這篇論文的分析討論，我們知道台灣手語的詞彙充滿著象似性，從映象符
號、擬象符號、到隱喻符號，都可分析出詞項形素的象似性。雖然詞項中的各個
形素象似性的程度不同，但從它們的不同，我們可以看到語言演變的過程和人類
思維、人類生活方式是息息相關的，從直觀的動作思維、具體的形象思維、到類
化的抽象思維，語言符號也從形素的映象象似、到隱喻象似，或從一定的形式，
找到類化的擬象意義組成，最後再演變成抽象意義或封閉詞類的代碼符號。手語
和口語一樣擁有結構雙層性特質 (duality of patterning, 或 double articulation)，利
用有限的成份表達無限的溝通概念，只是手語這些有限成份因為視覺與手勢機制
的允許，呈現較高程度、較大範圍的象似性，而這些象似性又因習得環境的特殊
性，抵制了語言因歷史演變所造成象似性消失的速度，這些有限的成份相對於口
語，只有少數是完全無意義的，手語詞彙的理據性豐富地存在在基本詞彙中，而
且以共時的角度就可加以研究。
另外，從手語的基本詞彙分佈來看，具體的動詞和名詞絕大多數都是映象象
似符號，抽象的實詞也可以以隱喻的思維概念化形成，而詞彙中的組成成份也由
具體的意義變成抽象的意義，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會用到的詞彙；隨著溝通需要
的複雜化，文化、社會、歷史環境的演變，實詞語法化成虛詞，專有名詞的產生
等；再加上語言接觸對彼此語言系統的影響，如借字的產生或詞彙形式的改變
等；詞彙中的組成成份更相對地從抽象的意義變成無意義的代碼，達到所謂結構
雙層性的極致：有限的無意義的成份組成無限的有意義的單位。由本論文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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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結果，我們可以說當代口語語言的相對任意性，一方面是口語的一維口說與
聽覺機制系統的限制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上述的種種原因而造成原本具
有的象似性一點一滴地消失在語言歷史的長河中，這也是為什麼透過語源學的研
究，常常可發現少部份口語理據性的原因之一。
上一章節提到美國手語因教育和語言接觸所形成的拼指法 (fingerspelling)
或英文字首字母法 (initialization) 系統的影響，造成一些詞彙象似性的消失，如
詞項［水果 (fruit)］
，由象似性的手型形素 (手型 /C/ ，表圓形的物體)，變成語
言代碼 (手型 /F/) 組成。欲了解語言接觸所造成象似性消失的程度，可以從比
較美國手語的歷史語言學著手，另一方面，台灣手語受到中文方塊字的影響所形
成的詞彙研究和同樣語源的日本手語、韓國手語 (Korean Sign Language) 之比較
研究等也是很重要的方向。
結構雙層性的發展或象似性消失的原因總結如下：
(1) 為了表達豐富無限且抽象的概念，有限有意義的成份必做無限無意義的
成份使用，符合語言經濟性、效率性的特質，減低記憶的負擔。
(2) 語言接觸使強勢語言系統對弱勢語言的規範，如拼指法 (fingerspelling)
或英文字首字母手型法 (initialization) 對美國手語手型的改變及形成新
的造字系統，原始形成詞彙的象似性因此而淡化。
(3) 為了語言的容易產生 (ease of production)，有些複雜困難的形素會消失於
該語言系統 (如台灣手語手型 /薑/ 、 /飛機/ 、 /博/ 等)；或是為了語
言的容易理解 (ease of perception)，如手語位置形素因對稱考量移至中心
點 (詞項［緊張］由位置形素 /心/ 移至 /身前/ )，原本的象似性也會消
失。
(4) 結構雙層性的發展或象似性的消失是需要世代交替的歷史傳承，小孩習
得語言的初期，象似性的程度比成人高，直到語言的溝通使用趨於頻繁
時，小孩從父母的語言繼承了約定俗成的符號，象似性向約定俗成的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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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發展，才慢慢演變成成人的語言。然而，90%的聾小孩是在聽人父母
的環境下成長，聾小孩在聽人世界的特殊習得環境之下，象似性的符號
容易保留下來，長大成人後與外界溝通，才慢慢有些許的約定俗成符號
產生。

從前面各章節的介紹，我們知道手語在結構雙層性上 (duality of patterning
或 double articulation) 和口語有所不同，也就是說，手語詞項組成成份，大多具
有象似性。基本詞彙大多是象似性成份組成的象似符號 (icons)，象似性的成份
衍變成無意義的代碼符號是因應溝通效率的需要、記憶負擔的考量、及語言接觸
而產生的必然形式。本論文支持語言的起源是手勢語的論點，口語和手語都是手
勢語經過歷史演變，演變成現今的語言結構。
總結來說，經由手語詞彙的分佈調查，及對手語的機制和特殊習得環境的了
解，我們支持語言的起源為手勢語，而後隨著人類思維的演變、社會文化的發展，
手勢語的限制已無法滿足語言的溝通需要，再加上記憶負擔、語言經濟效率的制
衡，語言符號開始往結構的雙層性發展，手勢語演變成手語或口語這樣的人類語
言系統。機制和習得環境的不同造成手語和口語在結構雙層性的發展和象似性有
質與量上很大的不同，沒有絕對象似性的手語，也沒有絕對任意性的口語。再加
上語言是溝通的工具，溝通管道及語言的接觸也會造成不同的口語有任意性程度
的差別，不同的手語也有象似性程度的差別。以當代的語言系統來看，手語和口
語分別處在象似性和任意性所構成的連續體的兩端。

8.3 後記
手語的研究目的，除了可加強語言學理論的完整性之外，最重要的是希望對
聾人團體有直接的幫助，希望經由這篇論文的介紹，能引起台灣其他學者的共
鳴，進而探究手語語言學的奧祕，由語言學學者的手語研究發現來提高對手語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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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重視，相信傳統教育界對手語的錯誤觀念也能慢慢破除，讓聾人擁有他們真
正的母語：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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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台灣手語之手型形素圖庫

零

六

一

七

二

三

四

八

九

十

二十

虎(七十)

八十

三十

四十

副(五十)

方(九十)

百

千

萬

紳

借

像

兄

姐

民

棕

童

蟲

WC

隻

拳

博

句(六十)

布袋戲

薑

鴨

守

同

筆

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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龍

五

菜

男

女

胡

手

呂

錢

很

難

欠(K)

附件 2: 美國手語之手型形素圖庫35

35

取自 Tennant and Brown (1998) 所編之 The American Sign Language Handshape Dic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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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台灣手語手型形素和相關的映象象似符號、隱喻象似符號、和代碼符號
的例子
符號類別
手型名稱

印象符號

隱喻符號

代碼符號

零

(image)
汽水

(metaphor)
從來没有 C

(symbol)
（屏東）

一

牙刷

說

丁

二

剪刀

出爾反爾 B

共

三

(烏賊)

田

四

業

五

風箏

問

雖然

六

槍

厚臉皮（厚＞）

北

七

燕子

没意思（空 B＞）

空B

八

八

九

青蛙

十

鷹

吸引（勾＞）

沒辦法 B/工

廿

松鼠

檢查

二十

卅

楊桃

三十

四十

機器

血∕四十

副（五十）

九/如果

副

五十

句（六十）

腳踏車

吹牛（厚＞）

句子∕除

虎（七十）

虎

兇

七十

八十
方（九十）

八十
麵包

九十

百

百B

千

千B

萬

水餃

吻

萬

龍

龍/狼

騙

（語言）

菜

草

缺 B/阻礙/秃頭

菜

紳

車子

借

蘭花

吵鬧

（越南）∕國際牌

像

雞

一樣

中

鴨

鴨

雞同鴨講

男

檳榔

比賽

貧窮

敵人

可以

普通

（兄）

成績

（姐）

女
兄
姐

香蕉

（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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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台灣手語手型形素和相關的映象象似符號、隱喻象似符號、和代碼符號
的例子 (接續上頁)
符號類別
手型名稱

印象符號

隱喻符號

代碼符號

民

(image)
牛

(metaphor)
歷史

(symbol)
足夠 a

守

鹿

守衛

胡

門

開始∕放假

是

手

魚

幫忙 B

文化

棕

劍

相信（信＞）

如何

童

童子軍

蟲

蟲

約定

同

水果

控制 A (石頭＞)

呂

米

錢

錢

WC
拳

貝殼

布袋戲

布袋戲

筆

筆

呂
吝嗇

（彰化）

控制 B (拳頭＞)

WC
好

錯 (X＞)

很

漸增

很

欠(K)

一次 OK

欠

十全十美

隻

隻

教堂

博

（博士）

薑

薑

飛機

飛機

難

變聾(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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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

附件 4：與台灣手語相對應的 29 個美國手語手型及映象符號的例子
手型名稱

零

一

二

五

六

七

(O)

(1)

(V)

(5)

(L)

(3)

例子(ASL)

日出

牙刷

剪刀

風箏

槍

太空船

手型名稱

九

十

廿

卅

四十

句

(bent B)

(X)

(bent V)

(-)

(-)

(bent L)

例子(ASL)

船

鷹

蛇

-

-

眼鏡

手型名稱

虎

方

萬

龍

菜

紳

(bent 3)

(bent 5)

(flat O)

(1-I)

(open 8)

(-)

例子(ASL)

蟲

梳子

梨子

帳篷

-

-

手型名稱

借

像

鴨

男

兄

民

(8)

(-)

(open N) (A)

(-)

(Y)

例子(ASL)

-

-

鴨

-

-

牛

手型名稱

守

胡

手

棕

童

蟲

(L-I)

(B)

(open B) (H/U)

(-)

(-)

例子(ASL)

飛機

門

魚

刀子

-

-

手型名稱

同

呂

錢

拳

布袋戲

筆

(C)

(baby O)

(F)

(S)

(-)

(R)

例子(ASL)

水果(F)

雞

錢幣

-

-

甜甜圈

手型名稱

隻

薑

飛機

(-)

(-)

(-)

-

-

-

例子(ASL)

註：手型名稱欄上方為台灣手語手型名，下方以 ( ) 表示者為相對應之美國手語
手型名，對照參考本文中之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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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與台灣手語相對應的 6 個美國手語手型及映象符號例子
手型名稱

三

四

八

八十

百

千

姐

女

(W)

(4)

(-)

(-)

(-)

(-)

(-)

(I)

例子(ASL)

(水)

彩虹

-

-

-

-

-

線

手型名稱

副

博

很

難

欠

WC

(-)

(-)

(G)

(-)

(K)

(open F)

例子(ASL)

-

-

-

-

-

-

手型名稱

-

-

-

-

-

(D)

(E)

(M)

(N)

(T)

-

-

-

-

-

例子(ASL)

註：手型名稱欄上方為台灣手語手型名，下方以 ( ) 表示者為相對應之美國手語
手型名，對照參考本文中之表 3.2。另外有 5 個美國手語之手型，並無相對應的
台灣手語手型，這些手型也未作映象象似符號象似成份，無映象象似符號的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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