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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漢空間方位詞的隱喻散論

崔健

零.引言

0.1 認知語言學家認為在人類的概念範疇中存在一些最基本的認知域 (basic

domonis)，如空間域﹒時間域﹒顏色域 M 情感域 其中空間域極認為是最基本

的認知範疇.他們認為方位表達形式是其他類型表達形式的基閥，如時﹒體﹒存

在都可解釋為具有底層的方位特徵據此，認知語言學家對表達空間域的形式進

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並取得了令人囑目的成果.

表示方位的詞語如介詞﹒助詞﹒方位詞是存在于各種語言的語言普通素(lang

uage umv巴Tsals)之一.方位詞語的基本功能是用來指定參照物和目的物的相對

位置，而這種基本功能通常被引伸用來表示其他關係形成隱n俞(metapho.r)方位

詞語的隱喻也是語言的普遍現象之 . 方位詞語的隱喻包括方位隱喻(ori凹的』

tional metaphor)和容器隱喻(container metaphor) 而這種隱喻不是任意的，它

跟人類的生理構造和文化經驗密切相關

0.2 本文擬討論韓國語和漢語方位詞的隱喻用法 k的異同. 韓國語的方位詞

根據其來源可分為韓源方位詞和漢源方位詞前者如“抖，。十L11竹，後者如“甘，

詐，\二者不儘來源不同，而且在功能上也存在較大的差異 本文所說的韓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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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詞主要指韓i原方位詞.漢源方位詞的隱喻用法只在必要時隨丈進行說明韓

漠方(立詞有單純方位詞和種合方位詞之分.本文的討論範團眼于單純方位詞.

0.3 聲嘆方佐詞的隱喻早已引起韓國語學界和模語學界的注意， 關于韓國語

方位詞的隱喻， 科景賢曾在《韓國語空間概念詞語研究'3>(1987年)進行了廣泛

而細致的討論.關于漢語方位詞的隱喻，<:::現代漢語八百詞〉做了較為細致的描

寫.但是韓嘆方位詞的隱喻對此只有一些零星的論述可參考.

壹.方位隱喻

方位隱喻指參照空間方位而形成的一系列隱喻概念. 空間方位概念來源于人

類與大自然的相互作用上-下‘前-後，內』外，中d心邊韓等方位是人類輔以生存

的最基本的概念.人們把這些具體前方位概念投射到抽象的事物之上，于是形成

了一整套用方位詞表達抽象概念的表達形式.在不同的語言中，這種投射領域與

表達形式或許相同，相近或許不一致-

1.1“上-下"概念方位詞，“上-下"概念是方{立概念中最基本﹒最明顯的一對

概念“上-下"指高于/低于參照物(黑白)的位置.而且參照點i和這個位置基本上在

同一垂直于地面的垂線上或在該垂線的兩邊附近. 垂直的概念和由此推車出來

的高低概念是使用“上同下"概念的先袂條件.當人們說某一個事物位于參照物(黑白)

之上/之下，這實際上是說某一個事物在高于/低于參照物(點)的位置人們把這種高

于/低于的觀念投射到抽象事物立上， 我們知道等級﹒地位﹒輩份﹒品質﹒水平﹒

程度等總是存在大/小. I高/低﹒多/少﹒好/壤﹒強/弱等區別. 人們通常把大﹒高﹒

多﹒好﹒強等同“上"的概念連繫起來， 把小﹒低﹒少﹒壤﹒弱等同“一F們的概念

連繫起來我們管這種關係稱作“正負"(positive-negative)關係.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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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副刊且主斗斗.

b 向上反映

(2) a ol-~吋l 逆耳主詐q.

b 向下傳達

伊11(1)，(2)襄“♀1 . ö}司"和“上. T"分別l指地位的高低 不過漢語表示“正負"

關係時並不總是使用“上-下"概念方位詞.例如:

(3)ajEλHJ (長輩，上級)

b o~lil件苦 (1與輩，下級)

(4) a 吾吾土FO] (排行最大的姐姐，大姐)

b o~lil牛。(排行最小的妹妹，小妹)

例(3)的“科. öti!ll"分別指輩份的大/小或地位的高/低， 例(4)的“♀~ . öti!ll"則

指輩份或年齡的大/小.這時漢語通常不用“上-下"概念方位詞而用其他形式.

1.1.1 “正負"關係通常是以對稱的形式出現的， 如土述各例. 但是有時只有

“正"而沒有“負"或只有“負"而沒有“正"先看韓國語的例于.

(5)a 矣。1芒 〔尊長)

b 91叫 (對對方房舍的敬稱)

C ft金 (男/女債廂)

d ol-cJ1~司 (部下，手下的~Z稱)

*ο~lil t>1芒

*ol- lll91 
村干司H生

*42次

(5)且】C中的“吋芒，司，是-"具有[ +高]酌語義特徵，因此通常不存在與之

相對的“öt叫扑在。于叫司，叫ê1J金"“吏"為對人或動物的貶稱具有[ -高]的

語義特也因此也就不謂“領司司\這時漢語仍然不用“上-下"概念方位詞.

1.1.2 漢語里也存在“正負"不對稱的現象自此較:



76 東亞文化第33輯

(6) 且上級 下等 土策 上品

b 下級 下等 下策 下晶

(7) a 上帝 J二賓 下流 下賤
b 背下帝 *下賓 *上流 *上泉

例(6)襄“正負"互相對稱，例(7)的情況有所不同.這個現象同例(5)平行.值得

注意的是表達(6)(7)的意義的時喂，韓國講使用漢源方位詞“土﹒ f"而不使用韓

源方位詞，如我們不用說“合亨見2月，外?jJ:3月，\

模源方{立詞“甘"通常跟i翼源詞結合，不過有時也可以跟韓輝詞結合.

(8) a 兮丌又1 (乞丐中最可憐的)

h 兮1J'1合 (長工中專干重活兒的)

C 位主c~ (老人中年齡最大的)

例(8)各例中酌“兮"分別表示程度﹒能力﹒年齡之“最" 這時只能用“甘"而不

能用“詩"例我們不能說叫吽才莉，可}O)舍*言于三立姐，\漢語的“上"無此用法.

1.1. 3 上文謂“上-T"概念表示種比較.這在句法層面上亦有反映但是兩種

語言的情況有所不同.“呵，也十叫"可kJ，用于比較句中，“上，干"則不能例如:

(9) a è目牛毛王型令且cJ-干~♀lfó}C1Jr干

b 英侏此哲i*大/小兩歲.

(10) a L午告立且吽 5萄♀l;ó}亞特吽

b 我比他高/低五分

(11) a 71含金等牛持清午且吽電子牛♀1Mt!1 q 
b 論技術，昌侏比男侏高一等/差一截回

事實上，“明. ö}?]1"在語義上眼力小，高/低，目卸弱等形容詞等價2 因此也就

可以直接用于比較句中 漢語的“土﹒干"{盡管在語義上“領似于形容詞"({::現代

漢語八百詞>>)，但不能用于比較旬中.我們不能說叫英j朱tt哲株土j下兩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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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比他」二/下五分"

1.1.4“扑"和“上"有一個常用的意義， ~n指事物的“表面‘\如“2月苛♀1 :桌于

土"“西♀1 :堵上"而事物的表面是容易觀察到的，襄面則否，韓國語的

O吋] tl1 "可以用來表示事物的裴E干和日裹面， ~即D"“吾.守J廿1今 .q苛}"義 伊例例Ij阱吉如日

(1 2) a 妥才寺(被面)

b ot r.1l 71寺(被襄)

這時漢語直接使用“前，末日w里"而不用“上"和“下" 韓國語“叫jO I-tl1"的這種意

義進一步被引伸指“添加，\

(13) a 也是 ~T'L叫主要苟安ll 立抖。1 主sl~位叫 71}7-Ì豆豆)或主~y 芙苛

型。lict斗

b 新來了幾l'自技術人員，再說最新設備也到了， 切都好辦了

(14) a 又1舌 ~-jl 奴;:: BB 吋哇!司正吐Sicl 芒吋1 立♀l 叫l 正平吱是 E吋吽

主午效告叫朴?

b 現在的關懷已經修大的了，還能有甚麼更多的奢望呢?

漢語的“上"也可以指“表面" 但是這種意義並沒有引伸為“添加"、 而引伸為

“方面"例如

(15) 政治上 經濟上 心理上 數量上

韓國語的“升"則無此引伸用法.我們不能說“*范文l ♀1 " ，“哥朴|斜"

LL5 上丈說 “ o ]êR"的這種意義被引伸用來表示一個事4勿在另一個事物的

"影響之下"或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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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去.伊IJ如:

(16) a 刻牢1. 在等等到勻互利型jö}叫

b 指揮﹒監督﹒統治，領導﹒支援/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影響'~p可以導致滿意的結果也可以導致不滿意的結果 例

白日:

(17) a 才|哥平斗斗等文1 件均1 4-2-]:::: ó l-宇平等三三~i 致吽

b 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我們過得十分痛苦.

(18) a 背井l苛于斗斗夸其1 ó}叫♀èj:::: ö}于守主牛或斗，

b 丹在帝國主義的統治下，我們過得十分幸福回

l.1. 6 漢語的“干"還有一種引伸用法， ~p表示動作的持續.比較:

(19) a 往下跑

b 往下說

往不走

往下看

往下流

往下讀

仔1](19a)中“下"表示“處所"例(19的中則表示“持續"韓國語的“外l1l"不表示

“持續"義自 (19a)和(l9b)在韓國語中有不間的說法.

往下跑 ó l-i'-Jl主持 öi4.

往下說 才11"年司 λi ~司吽

1.2“前-眩，概念方位詞.“前-後"概念:方位詞在表達中，“前"是主要的“後"

是由“前"所指的方位推析出來的. “前"的概念主要根蟑(1)參照和面對的方位，

(2)參照憐惜的方位， (3)參照物運動時空捕的方位來指定.參照物如無明顯的

上述裝點標準則根據(4)觀察者面對參照物的方位， (5)正常情況干接近參照物的

一面來指定-“後"所指的方位，可以根據跟上述標準相對的標準來指定~P(l)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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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方位， (2)尾對著的方位， (3)與運動方向相反的方位等等.在人們的語言心

理中“苗"總是可以直接觀察到的， “後，明J否 于是人們把公開的事物和行為跟

“前"連繫起來，相應地把不公開的事物和不正當行為跟“後"連繫起來我們把這

種關係，稱作“肯定』否定"或“積極-消極"闡係.不過兩種語言在具體的投射領域

和表達形式上存在些差異.例如.

(20) a 當斗1λ.ì pJ詐又1 注2工副刊λ? 當是吽

b 當面不說，背後亂說

韓國譜真有一整套由“軒"構成的慣，用形式， 漢語則較少使用“後"而使用其他

形式，例如

(2 1) a -3:1斗合計叫

b 苦1苦芒含 õ}c干

c 吱才叫善科q

d 王丹 fE金已t-lq

e 平J吾外于亡l-.

f ~到乃至"'1斗斗

E 年171 可J 71斗

(背後罵人)

(背後議論)

(走後們)

(明推睛就)

(包庇)

(露出馬胸!I尾巴)

(為後果擔憂)

1.2.1 不公開的事物或暗中進行的行為並不一定總是“否定"的或“消極"的.當

人們要完成某些事情或維持正常的狀態﹒秩序時通常需要某種支持(sup戶口).

這種支持旺可以是具體的事物如金錢，也可以是抽象的行為如忠告闕，心﹒暗中

支持﹒保護等 般地來說，這種支持物或支持行為通常被認為是不公開的或看

不見的.于是人們很自然地把這種支持物或支持行為跟“後"的概念連繫起來.在

這一點上兩種語言仍表現出不同的傾向.漢語較少用“後"而用其他形式-例如:

(22) a 夸1 型型。l 司斗(做後盾)

b 吱{]o1 :U斗 (有靠注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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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早J喜叫斗(按J齊(共給)

d 嗔吽已于又1妄言?斗 (照料，照顧)

1.3側位概念方位詞.表示例位概念輯圈語使用“墊﹒寶:漢言剖吏用“旁"“墊﹒

毛主"和“旁"的基本意義是指參照物的左右兩邊或靠近參照物的位置.韓國語的這

種概念引伸到人際關係領域，用來表示親信，助手，協助(者)等意義.摸語的“旁"

不表示這種意義例如:

(23) 至丑 (幫手) 哥吽寺 (二東家)

zi量可 (拉偏架) 蓮。1 日1吽(身邊沒有可靠的人)

1.3.1 所謂“例位"是相對“中心"而言的，在語言心理中通常被認為是“非主要"

的，而“非主要"的可以理解為“次要的﹒從膚的﹒間接的"先看韓國語的例子.例

立日;

(24) a~7}'^1(分枝，分攻)吾吾71(校幹) 空在(耳房)

b 翟7↑E十(走小路) 吾吾01斗(兼做幾件事) 有T吽Lj是~l:十(附帶說一句)

漢語的例位概念方位詞也用來表示上述意義，但是比較少.常見的有:

(25) 旁主﹒旁系(哈渴1]) ， 旁觀者(哈甚7-}) 旁聽('"J荐)

貳容器隱喻

人是獨立于周圍世界以外的實體，每個人本身可視為一個容器，有分界錦﹒襄

外等.人們把這種概念投射到其他事物之上便產生了容器隱喻.事實上，在真實

世界中有的事物具有明確的度稚，有的事物@p沒有，但是人們仍然對那些沒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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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度稚的事物賦與一種界線w;假設存在抽象的分界線，使它們得tJ、領域化(terri

toriality)‘容器隱喻通常用“海』溫"即“內-外"概念、方位詞來表達.

2.1 “內外"概念方位詞的隱喻通常首先反映在對時間酌筒域化方面， 時間本

身是一種沒有起草點的客觀存在，但是人們卸人為地加以切分，賦與界線，都一

天三時，一年四季-“內外"概念方位詞的時間隱喻主要是表示時間範!Il例如

(26) a 1 扑在啥叫11 [司一告到斗，

b 一個小時內都霜完了自

值得注意的是，聞單語白白“時段詞+qr後頭即可以用“斗"也可以用“旦旦"但

是二者的使用條件不盡相同， “時段詞+tT+斗11 "即可以用于未然句中， 也可以用

于已然句中J已時段詞+吋+立豆"則只能用于未然中旬漢話則沒有這種限制.例

t口:

。7) a 副主手牡"11 斗且9J:t:J

b吋戶旱 tf豆豆吋且REd-

c 一天內都是主完了‘

(28) a 計于 tf斗Il位主主吋且ö}cl!

b 一芙內都君完1

值得注意的是，韓閻語的“qf"可以用于時點詞語後頭，漢語的站里/肉"則不能

(29) a 3λ1 啥叫l 量。十斗叩

b 三點以前回來F

c "三點(tJ)或i內回來!

2. 1.1韓國語的“世弓，司用于..苦，已司"前頭，表示未超出故早于某一時點，

漢誦的“里、中，內"等則沒有這種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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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a '?J:重'?J:.g

b 前一天 前一個月

叭里/中/內天 *襄/中/內一個月

tf司

前年

女動中/FkJ一年

韓國語和漢語肘這種區別反映了兩種語言世界對時間流向的視點上的差異.

“唔"突顯範圈，“前，突顯流動不過韓國語也可以用漢源詞“丑"

(31) 也注 司豆豆 在司

2.2 性別是生物學概念，同時又是社會學概念.社會學認為男女不平等或男女

有別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古今中外概念莫如此.這種社會現象必然反映到語

言中來，也蹈、然影響人們的語言心理.從某種意義上說，性別的差異及其表現首

先反映在括動範圍的不同女性主內，男性主外創乎已經成為天經地義的觀念接

受下來 “的-外"概念方位詞也反映這種觀念.不過韓國語和漢語的情況有所不

同 漢語襄用“內-外"概念方位詞表示男女不平等或男女有別的例子限于“屋襄

酌叭，“賤間"“何人"“賢內助"等幾個詞.而在韓國語襄均有成套的區別例如:

(32) a 位平!r.jèl}毫平旦(母載于父親)

btf斗目甘于全λ干旱(兒媳的母親/父親)

c 址宇哩1fèl十登平也(妻子l丈夫)

d tf斗干/吽電斗干(女家眷/女家眷)
e 守主:-'B/ti}受金甘(女賓/男賓)

f 位主己'?l/吽弩之哇l(上了年紀的女性老人l男性老人)

E 吐臭/叫是冬(女人在家里穿的衣服j男人在家里穿的衣服)

值得注意的是韓國語的漢源詞“41司"表示夫妻， 而漢語的“內外"則沒有這種

意義

2.3 韓國語的“午，指“較諜"“實，心"的方位，與之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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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漢語的“內"和“外"也有這種區別如“今吽告:內心"和“吾旦呼:外表"韓

國語的“主?"J‘空"的這種意義，進 步引伸分別表示“真實"和“不真實，\相比較

而言，漢語的“內"和“外"很少用來表示這種意義.例如

(33) a "'早 7]功~7] 寺(心里佔HI大略估計)

b 寺耳v是聖(心里ìli/表面的言辭)

c 型企干吽(要小眼兒/小聰明)

d 寺安告j至1安全(暗自慶幸/皮笑肉不笑)

巴今文l 司111霍夫l 叫1](-心思/裝飾鬥面)

2.4上文(2.1)說，“內-外"概念方位詞用來表示限制時間範圓圓事實上其他方

位詞也可以用來限制某種範圍.例如:

(34) a 卷入1在哈特

b 一小時左右

(35) a 11 司吐帶

b 才里左右

查手包位帶。]\1~帶

週左右 兩年左右

斗斗qf帶 封口1司 tf帶

三尺左右 十朱左右

例(34)和(35)分別表示時間和數量的大概範圍 這時韓國語通常用“空.有呵呵，

漢語則用“左﹒右"事實土漠

示限制範圍.例如:

(36) a 三十歲上下(吋芒ff tf有)

b 國慶節﹒春節前後(哥哥墊﹒吾吾也字)

(36)a表示年齡的範園， (36)b表示節日的前後時間值得注意、的是?閹盟譜的

漢源詞“叫叫"可以用來限制範間，漢語的“自外"則不能例如:

(37) a i'.封公叫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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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五十歲左右/上下 *五十歲內外

2.4 .1 所謂~R制範圍賈際上是一種量化的結果，量化通常需要有一個具體的數

量基準，如(2.4)的各例.但有時基準可以不是具體的數量而是一個整體這時漢

語可用方位詞，表示總括，毫無例外.例如:

(38) 全團﹒全軍﹒全省上下

方位詞還可以是重疊形式.例如.

(39) 且全國上土下下

b 事情的前前後後

c 家裹的事兒里里外外都是他一個人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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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以上討論的內容可概括如T

3.1 方位隱喻

“上- ~I才"概念方位詞

韓 i寞 備注

地位 + + 韓國語有時只使用漢源詞 l

年齡 + J英語用其他形式

輩份 + 漢語用其他形式

品質，程度 + + 韓國語通常用峙 l 
添加 + 漢語用其他形式

方面 4 韓團語有時用漢源詞

影響圍內 + + 

持續 + 韓國語用副詞

比較旬 + 漢語用形容詞

“前且後"概念方位詞

韓 模 (有注

積極 + + 漢語較少使用方佐詞

支持特 + + 棋譜較少使用方位詞

“側位"概念方位詞

掉一 漢 備注

親信 + 漢語同其位形式

次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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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容器隱喻

“內-外"概念方位詞

韓 漢 備注

韓國語的“甘"可以用于時

時間 + + 點詞語前後

漢語的“當內/中"則不能

男女 + + i真:吾只喂于幾(國詞

真假 + 漢語用其他形式

漢語“上-下" “前自後，'，

“內-外"方位詞可用來限制

其他範闇 + + “年齡"“機構"等範圍，且

可以重疊使用

韓國語則不能

3.3 典型的空間方位詞通常是多義的 ~p空間方位詞的基本意義通常投射到

其他領域形成瞎喻. 但是就具體的投射領域來說不間的語言可能顯示出不同的

傾向，反映在語言里則表現為選擇和使用不同的語言符號或形式這種不同的傾

向性最終跟文化經驗的不司有關.從總體上來說.韓國語空間方位詞的投射領域

比漢語寬儘管有些投射領域是相同的，但是的有區別， 1英語較少直接使用方位

詞，而更多地使用其他形式，事實上，兩種語言的這種差異在並不儘儘限于空間

方位詞的隱喻上，我們在其他領域和表達形式上也可以看到平行的現象.漢語有

種傾向，喜歡“繞臂于"而避開直接表露.

本文的對比是十分粗略的，實際情況比我們討論的接雜得多，需要詳細的描寫

和分析.如空間方位祠與時間表達，空間方位詞的基本意請與隱喻之間的具體的

引伸過程，我們沒有詳細地可以討論.又如單純方位詞和接合方位詞的差異.漢

ti票方位詞和漢語方位詞的差異，參照點的選擇及其文化背景上的差異，本文也沒

有進行討論-這些問題都需要專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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