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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語言風格學角度看〈嫁妝一牛車〉 

怪誕風格的語言偏離現象* 

徐富美 

元智大學 

本論文從語言風格學角度探討〈嫁妝一牛車〉一文的語言特色與其

「怪誕」風格。〈嫁妝一牛車〉的怪誕風格來自詞彙偏離和句法偏離以及

性別話與偏離三方面。詞彙偏離得自言內語境與言外語境的語碼雜燴；

句法偏離則主要得自言內語境的塑造，包括動詞語義歧義以及改變信息

焦點成分等。性別話語偏離主要是詈詞使用的性別顛倒。透過本文分析，

可提供語言學方式來理解及欣賞文學作品。 

關鍵詞：嫁妝一牛車、語言風格、偏離、怪誕、系統功能語言學 

1. 語言風格學意涵 

首先，我們以竺家寧（2001: 27）中的一段話說明語言風格學角度： 

凡是用文學的方法從事研究，涉及作品內容、思想、情感、象

徵、價值判斷、美的問題的，是「文藝風格學」；凡是用語言 

                                                 
*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2012 年 10 月桃園中央大學所舉辦「第 9 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

術研討會」，並加以改寫而成。感謝匿名審查者提供修改意見，使本文能減少錯誤，謹此

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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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觀念和方法進行研究，涉及作品形式、音韻、詞彙、句法

的，是「語言風格學」。 

用語言風格學角度探討文學作品，是討論作者語言使用的「表達效果」，

而不是「正確與否」。偏離（deviation）是語言風格學中常涉及的一個概念。

秦秀白（1986: 96-100）認為文體學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風格是對常規的

變異」。1如果我們把語言學上的語音、詞彙和語法等方面「合語法」的語言

規則看作是語言常規的話，那麼違背這些語言規則的表達方式便是偏離。2就

文學作品而言，偏離的目的在於造成一種突出（foregrounding）；偏離是一

種手段，不是目的。 

本論文嘗試從語言風格學角度探討〈嫁妝一牛車〉一文的語言特色，探

討作者王禎和如何使用語言手段，主要集中探討王禎和在文中如何營造出他

所想要的「怪誕」風格出來。〈嫁妝一牛車〉一文獨特的怪誕風格，是作者

刻意為之；其自覺性的語言運用，為的是要表達異於語言常規的偏離性。本

文以分析王禎和〈嫁妝一牛車〉的語言偏離為例，來具體說明語言風格學如

何有別於文學、文學批評或修辭學上對文學作品的分析。〈嫁妝一牛車〉的

語言使用，是大量使用偏離手段來呈現其文學效果；更具體地說，〈嫁妝一

牛車〉一文的語言特點主要來自詞彙、句法和性別上的話語偏離。 

王禎和這種獨特的寫作風格，是他在創作時自覺性的語言運用。他在自

序〈永恆的尋求〉（1987）文中說： 

個人非常喜歡在文字語言上做實驗。做實驗，不是為了標新立

異，是為了這樣那樣把方言、文言、國語羼雜一起來寫，把成

語這樣那樣顛倒運用，是不是更能具體形容我要形容的？更符

合我所要表達的嘲弄諷刺？把主詞擺在後面，懸宕性和緊張

性，是不是比正常的句子高一點？ 

                                                 
1
 秦秀白把 deviation 翻成「變異」；本文為與社會語言學當中的變異（variation）概念作區

隔，採用「偏離」這個語詞。 
2
 這裡所說「合語法」是就語言習慣而言比較常用的，「偏離」不代表就完全「不合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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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嫁妝一牛車》時，已經寫了五千多字，我還是覺得沒有把

我想要營造的那種怪誕、荒謬、悲涼、好笑的意思表現出

來。……於是我就試著把一些主詞、動詞、虛詞掉換位置，把

句子扭過來倒過去，七歪八扭的，我想要的語調終於出來了。 

王禎和（1987）說「我想要的語調終於出來了」，大概如此才能表達一

般句式所不能表達的意思。上面所說「嘲弄、諷刺」及「怪誕、荒謬、悲涼、

好笑」這些描述其文風格的語詞，可以說是王禎和本人對自己作品的總體概

括。這些概括可以分成三類：「嘲弄、好笑」類、「怪誕、荒謬」類，以及「悲

涼」類。本論文針對其中的「怪誕、荒謬」類作討論。 

本文研究文學作品的語言風格，有三方面意義。首先，從語言風格學看

文學作品，可以進一步說明作家的語言使用。例如，許琇禎（1999: 559）從

社會文化看〈嫁妝一牛車〉的語言使用說： 

寫作〈嫁妝一牛車〉的六O年代，國語不只是一種通用的語言，

它還是強勢文化與階級的代表，王禎和寫「萬發」這樣一個在

生活競爭中被淘汰的社會底層人物，台語所具有的意義，其實

更含醞著它本身在所屬的文化中，所居處的那種自棄絕望又不

平的位置。 

在上面所說「台語所具有的意義，其實更含醞著它本身在所屬的文化

中，所居處的那種自棄絕望又不平的位置」敘述中，究竟閩南語（台語）在

台灣當時的社會文化中如何居處在「那種自棄絕望又不平的位置」，讀者不

一定就能夠「望之即心領神會」。也許，這種文學上說法，就是竺家寧（2001）

所說，文學角度總是「印象的、唯美的、主觀的、綜合的」根據所在。3相

對的，倒是語言學角度，可以在台灣當時社會結構的語言使用上做進一步具

體闡述，例如下文 2.3 小節中就提到，這與台灣的語言政策和人口比例有關。 

 

                                                 
3
 竺家寧（2001）〈自序〉中說：「文學家們用的是印象的、唯美的、主觀的、綜合的方法，

語言學家用的是具體的、求真的、客觀的、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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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想要嘗試從語言風格學角度具體說明，〈嫁妝一牛車〉這個語篇（text），

何以會有這樣的文學效果。 

在此說明的是，本文所說從語言風格學角度分析文學作品，有別於文學

角度的分析，倒不是說，語言風格學角度的分析可以取代文學角度的分析。

語言風格學的分析和文學角度的分析二者性質不同，各有其專業所長。語言

風格學和文藝風格學合在一起討論或更能彼此增益，4但本文集中以語言風

格學為分析角度，是想嘗試專用語言學方法分析的可能性及適切性。 

其次，用語言風格學角度分析文學作品，具有「跨域研究」意義。研究

〈嫁妝一牛車〉的相關文獻不少，但多半是從文學、文學批評或修辭學角度

著眼。例如王德威（1986）、李育霖（2006）、洪錦淳（2002）、姚一葦（1979）

高全之（1997）等，大體都是從文學角度看王禎和作品。即使邱貴芬（2007）、

許琇禎（1999）、黃武忠（1979）或廖淑芳（2008）等有涉及小說中方言或

多語言的使用，也大體可歸為文學角度；可以說，這些論文基本上都是以文

學角度分析文學作品。本文從語言風格學角度分析文學作品，可為語言學與

文學作為「跨域整合」的開展，符合近幾年來國家推動「跨域合作」、「跨域

研究」的趨勢走向。 

有若干著作已經嘗試用語言風格學角度分析文學作品。例如，竺家寧

（2001）從語言的語音、詞彙或韻律等角度研究古代文學作品，尤其是韻文

類的詩作。又如羅漪文（2003）從語言的概念隱喻和句式兩方面研究現代散

文作品。本文以語言風格學角度分析〈嫁妝一牛車〉一文，有兩方面不同。

在所處理的材料上，本文在詩、文兩大類別之外，用語言學分析小說類的文

學作品，具有語類（genre）上的意義。另一方面，本文除了從語言內部角

度探討詞彙及句法的語言風格之外，也將從語言外部角度，探討語言的語境

（context）因素，尤其以系統功能語言學（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討論語言與社會的關係，嘗試開發語言學與文學對話的可能。 

 

                                                 
4
 誠如審查者之一指出，「文藝風格學」和「語言風格學」合在一起討論也是很常見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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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以語言風格學角度作語篇分析，可以為數位人文時代作出貢獻。

在當今資訊發達、3C 產品充斥的「人機時代」，文學作品很難獨身於資訊媒

體之外。尤其大數據（big data）及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來

勢洶洶，大大提升許多資訊及內容的具體性和準確度，並預測未來，甚至改

變政治、社會等局面。當電腦程式贏了圍棋高手，當電腦可以自動撰文播報

氣象，作新聞報導，甚至能自動寫出某些很像樣的文章作品等，就已經宣告

我們已經進入「人、機難辨」的資訊時代。電腦這種能力，無非就是利用網

路或電腦上大量的語言、文字資料，以及許多其他諸如表情、手勢等多模態

（multimodal）符號作為一種「成分」，把有助於辨認的具體特徵進行標記

編碼，來讓機器學習、辨認、歸類並加以處理。現今處理 AI 等相關的資訊

業界，往往需要「語言風格」方面的語言分析師。語言學講求「以簡馭繁」，

講求抓取語言規律的研究方向，正可以為資訊時代提供語言及文字上的規

律，發揮其專業貢獻。 

本文立論基礎除了討論詞彙及句法之外，還包括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

境、語法隱喻（grammatical metaphor）、信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以

及認知語言學（Cognitive Linguistics）的概念隱喻等幾個概念。下面分為詞

彙偏離、句法偏離，以及性別話語偏離等三個部分，討論〈嫁妝一牛車〉一

文中的偏離所造成的突出效果。 

2. 〈嫁妝一牛車〉的詞彙偏離 

王禎和以國語作為基礎，並摻雜文言和方言詞彙，這是他的文學主張。

高全之（1997: 101-102）引王禎和對中國語言使用情形的看法，認為小說語

言要在「國語的原則」下，盡量收納反映不同時間或空間的特色詞彙： 

今天我們的國語和五四時代說的北京話不太一樣，如今大陸到

美國去的留學生，他們說的北京話也跟我們的國語不太一樣，

但國語的語法是相同的，用國語語法應該是個基本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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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妨在國語的原則下儘量的收，只要是寫我們生長、關切的土

地就可以，不必單用地域觀念來看它。 

從上文看，王禎和已經注意到語言形式有歷時上與共時上的變體

（variety）差異。他這裡所說的差異，指的應該只是語音上的差異，而認為

語法是相同的。他主張在國語語法的原則下，儘量收取方言詞彙。 

如前面所言，王禎和在〈嫁妝一牛車〉文中把方言、文言詞彙，與國語

摻雜一起來寫，希望更能形容他所要形容的。我們認為，王禎和在〈嫁妝一

牛車〉文中所營造的詞彙偏離情況，是透過語境的提供而達成。下面分為三

個小節討論。2.1 小節指出〈嫁妝一牛車〉使用閩南方言和文言詞彙偏離成

分；2.2 小節介紹與之相關的語境說法；2.3 小節說明〈嫁妝一牛車〉的詞彙

偏離體現在語境上的怪誕。 

2.1〈嫁妝一牛車〉詞彙偏離的方言和文言成分 

〈嫁妝一牛車〉的詞彙偏離，主要是在「國語」的常規使用當中，摻雜

了「閩南方言」和「文言」的詞彙偏離成分。這是作者王禎和刻意為之，尤

其是閩南方言。他曾在文中〈自序〉說： 

民間語言想像力的豐富，組合力的精妙，大大令我驚奇感

動——也就在這時候，每當年紀大一點的人，講起閩南語，我

一定像隻貓那樣豎起耳朵聽。沒辦法正式聽，我就偷聽……。 

〈嫁妝一牛車〉文中雜揉了不少閩南方言成分，王禎和在〈嫁妝一牛車〉

文中運用閩南語可以分成兩個部份，一種是有標示出來，一種是沒有標示出

來。有標示出來的就是在文中有特別註解說明出來，沒有標示出來的是文中

沒有標示、但我們很明顯看得出是使用閩南方言詞彙。 

在有標示方面，王禎和在〈嫁妝一牛車〉文末有標閩南語註解總共 15

個。分別如下： 

呷頓嶄底（吃頓好的）、頭家（老闆）、打桌圍（聚餐）、臭

耳郎（聾子）、半瞑（半夜）、厝邊（鄰居）、羅漢腳（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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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三不五時（時常）、月給（一個月的工資或薪水）、屎

哈坑（茅坑）、跳人（責人不是）、你爸（生氣語如「老子我」）、

奸姦簡三字臺語同音、5騙肖（混帳）、在室女（處女） 

我們舉文中幾個所用情況如（1-5）： 

(1) 定到料理店呷頓嶄底，每次萬發拉了牛車回來。 

(2) 是這臭耳郎咧！不怕他。他要能聽見，也許就不會有這種事啦！  

(3) 幹──沒家沒眷，羅漢腳一個。鹿港仔，說話咿咿哦哦，簡直在講俄  

羅！ 

(4) 做人厝邊不去看看人家去。也許人家正缺個手腳佈置呢！  

(5) 「騙肖。」萬發衝刺出來，一身上下氣抖着，揪上賣醬菜底胸就掄拳   

踢腿下去，像敲着空醬缸的樣子，賣醬菜底膺膛嗡嗡痛叫着。 

除了上面有標示的方言詞彙之外，〈嫁妝一牛車〉文中更多的是沒有標

示的方言偏離詞彙。如（6-10）：6
 

(6) 實在怕自己的耳病醜了生分人對自己底印象。 

(7) 這地帶住慣了，才看上你這破草厝。 

(8) 簡先生給你頂了一臺牛車。明天起你可以賺實在的啦！ 

(9) 他就是這樣一個憨大呆吧！ 

(10) 半生來在無聲底天地間慣習了――少一個人，多一位伴，都無所謂。 

另一方面，〈嫁妝一牛車〉文中也有許多文言成分。如： 

(11) 只覩頭家焦乾的兩片脣反覆著開關底活動，一會促急得同餓狗啃咬    

剛搶來的骨頭，一會又慢徐得似在打睡欠，不識呱啦個什麼？ 

(12) 剛出獄那幾天裡，他會爾然紅通整臉，遇著有人指笑他。現在他底    

臉赭都不赭一會底，對這些人的狎笑，很受之無愧的模樣。 

                                                 
5 台灣閩南語「奸、姦」二字與「簡」之音其實並不同聲調。「奸、姦」是陰平調，「簡」

是陰上調，「簡」在連讀變調時才會變成陰平調。 
6
 在此我們不窮盡所有的詞彙，只是說明〈嫁妝一牛車〉有許多偏離詞彙。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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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那新鄰居，三十五、六年歲──比他輕少十稔的樣子，單姓簡，成衣

販子，行商到村裏租用這墓埔邊空寮，不知究看透出了什麼善益來？ 

(14) 萬發幾微地哂樂起來，算找到了一個可以讓他眱笑底人。 

(15) 詎料出獄後他反倒閒適起來，想都想不到底。 

上面例子（11）的「覩」和「識」是動詞；（12）的「赭」是形容詞；（13）

的「稔」是名詞；（14）的「哂樂」是形容詞，「眱笑」是動詞；（15）的「詎」

是疑問詞。 

2.2 語言與語境 

系統功能語言學著重研究語言在語境中的使用（language in use），強調

語言不能從真實使用中抽離出來獨立研究，關注語言和語境的關係，以及語

境對於語言形式的影響。Martin (1997) 曾用圖示表達語言與語境的體現

（realization）互動關係。如圖一： 

圖一 語言和社會語境 

如圖一所示，語言體現社會語境，語言根據話語需要，從語境當中選取

一組符合話語需求的選項；語言和社會語境構成雙向的識解（construal）關

係。對於語境進一步的具體條目，我們以徐富美（2017: 67）的條列整理作為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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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語境條列項目 

語 

境 

言內語境 
所使用的語言知識 

對語言上下文的了解 

言 

外 

語 

境 

情景語境 

交際活動的時間、地點 

交際的話題 

交際的正式程度 

參與者的相互關係 

文化語境 

特定文化的社會規範等 

會話規則 

關於客觀世界的一般知識 

參與者的相互了解 

從上表看，語境分為言內語境和言外語境。言內語境主要是指語篇內部

的語言知識及上下文等；語言外部的言外語境則又分為情景語境和文化語

境。情景語境是指不在語篇內部，卻在話語現場的人、事、時、地、物等；

文化語境則是指特定的會話規則、社會規範，或是對於世界的特定背景知識

等。與本文相關的是言內語境和言外的文化語境。 

詞彙偏離會造成語境上的不一致，而語境上的不一致則會造成文章的怪

誕風格。如上所述，語言根據話語需要，從語境當中選取一組符合話語需求

的選項。當語境中的詞彙產生偏離，那麼就會造成識解上的錯亂，而產生怪

誕風格。 

2.3 〈嫁妝一牛車〉的詞彙偏離與語境怪誕 

〈嫁妝一牛車〉在國語基礎中雜用閩南語、文言等成分，這種不同時空

特色語言的表達能產生怪誕效果。這種〈嫁妝一牛車〉的詞彙偏離，一方面

體現言內語境的怪誕；另一方面也體現言外的文化語境。 

〈嫁妝一牛車〉一文使用方言成分，文中人物萬發、阿好或是姓簡的，

都屬於中下層老百姓，其語言使用選擇當時佔台灣絕大多數的閩南方言，文

中人物的對話使用閩南語成分，合乎「本色」表現。這種詞彙偏離，是言內

語境上的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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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妝一牛車〉的言內語境偏離，不只表現在人物的語言對白上，還表

現在文中敘述的部分。〈嫁妝一牛車〉在「故事敘述」和「人物對話」上都

雜用閩南方言成分；閩南語成分在對話和敘述之間並沒有顯著差別。再者，

〈嫁妝一牛車〉文中也雜有許多文言成分，文言成分同樣也散雜在對話部份

和敘述部份；也就是說，王禎和同樣都雜用了高階形式的文言詞彙來述說低

階人物。對話及敘述都雜用閩南語成分和文言成分這種詞彙偏離，並不全是

為了反映人物語言特點而設。 

另一方面，〈嫁妝一牛車〉的詞彙偏離也有其文化語境。這與台灣的語

言政策和人口比例有關。台灣的國語具有優勢源自政治及教育上的語言政

策；而閩南語成為優勢語言則是因為人口上的優勢。7若就表一來看，台灣

人口比例以及語言政策屬於文化語境當中的「關於客觀世界的一般知識」或

是「特定文化的社會規範」。 

〈嫁妝一牛車〉在使用國語的常規中雜用方言和文言偏離成分，造成閱

讀上的難度。國語、閩南語和文言成分儼然是三種不同的語言系統，讀者穿

梭在語言系統持續不斷轉換的過程中，為求理解上的連貫，就面臨「翻譯」

問題。瓦爾特・本雅明（2000）提出「任何作品在某種程度上都是無法翻譯

的」觀點。李育霖（2006）認為，王禎和的書寫本身所展現的就是翻譯的行

為和過程，作者將這三種語言結合，並且將語彙、意義以及表達從一個語言

轉移到另外一個語言；雜燴風格展示了一種使語言結舌的方式。 

這種詞彙偏離體現文化語境的怪誕，與文化語境所造成的「不可譯」性

質有關。每個族群對世界的認知不同，其所說的語言，也反映不同世界觀、

生命觀及其對社會文化的認知。不同的語言或方言之間有相對應的語詞，在

                                                 
7
 台灣由於國語政策之故，有一度形成當時社會的雙言（diglossia）現象；閩南方言在戒嚴

時代屬於低階語言。台灣的原住民、閩南、客、外省等四大族群當中，閩南族群佔了台

灣人口的絕大部分。根據黃宣範（1993: 21）資料，台灣四大族群的人口分別是閩南人

73.3%、外省 13%、客家 12%、原住民 1.7%；閩籍族群幾乎佔了台灣約四分之三人口。

即使 20 年後現今不像以前用戶籍身分的血統來認定，而是以個人認定作為標準，但根據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網站 https://www.hakka.gov.tw/《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研究

（2010-2011 年）》，閩南人仍然佔有 67.5%之多，佔台灣人口比例超過一半以上。 

https://www.hakka.gov.tw/


從語言風格學角度看〈嫁妝一牛車〉 153 

 

 

表面上可以互相翻譯，但其認知內涵並不一定完全相同。從這個角度看〈嫁

妝一牛車〉中所使用的方言和文言偏離成分，我們無法把它們翻譯為完全對

等的國語詞彙。 

先以不同語言或不同方言的詞彙概念，說明詞彙偏離的「不可譯」性質。

例子如下： 

(16)（國語）龍眼 

   （閩南語）龍眼 

   （客家話）牛眼 

(17)（國語）博愛座 

   （英語）priority seat（優先座） 

(18)（國語）不客氣。 

   （英語）You are welcome.（你很受歡迎） 

(19)（國語）A：你好。B：你好。 

   （馬來語或印尼話）A: Apa khabar? B: Khabar baik. 

       （A：什麼消息？B：好消息。）                     

(20)（國語）晚安 

   （英語）good night.（祝你有個很好的晚上） 

   （皮拉哈語）別睡，這裡有蛇。8
 

例子（16）國語和閩南語所說「龍眼」，在客家話來說是「牛眼」，所用

的喻依不同，一個用「龍」，一個用「牛」。以「龍」或是「牛」作隱喻，都

表示「大大圓圓」的樣子，可以作為某種程度的對譯；但不同族群對這種水

果的認知概念是不一樣的。不同族群透過不同詞彙作為喻依，也就是透過不

同的語言認知方式，來認識世界。例子（17）是我們常在捷運或火車上看到

的中文詞彙「博愛座」，相對應的英語是 priority seat，但這兩個語詞的認知

概念是不一樣的。「博愛座」是禮儀國度所強調的道德品質，是出於禮讓的

自動自發行為；而 priority seat 則是強調某些人尤其是弱勢族群，他們在法

                                                 
8
 例子來自丹尼爾・艾弗列特（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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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上所該具有的權利和保障。換句話說，「博愛座」是東方重視倫理精神而

產生敬老扶弱認知的詞彙，而 priority seat 則是西方強調權利義務的概念。 

例子（18）的漢語「不客氣」，其實和英語的 You are welcome 概念並不同，

只是相對應而已。「不客氣」是注重禮儀之社會下的產物，表達個人對謝意

的「不敢當」；而 You are welcome 則是表達個人對謝意的「直下承擔」，其

意為「你很受（我的）歡迎」之意。例子（19）是我們平常碰面打招呼的「你

好」，馬來話或印尼話相對應的問候語其字面上意義是「有什麼消息嗎？有

好消息！」。9例子（20）說明我們一般所說的「晚安」，與英語的 good night

語義比較接近，但 good night 是名詞組，與「晚安」是謂語結構或句子結構

的概念也不一樣。10在南美洲亞馬遜流域的原始部落皮拉哈人（Piraha）相

對應的「晚安」是「別睡，這裡有蛇」。皮拉哈部落地處原始叢林，隨時有

各種危險，即使在睡覺時也要隨時保持警覺，因此用「別睡，這裡有蛇」來

互道晚安，其語詞所反映的認知概念與「晚安」相差許多。 

即使是同一個語言系統內部，幾個語義相關的詞彙之間，也存在著「不

可譯」的問題。我們用漢語的詞彙認知作為例子說明。有些漢語語詞的內部

結構就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其中一個詞素作為具體的喻依，以隱喻說明另一

個詞素的抽象概念。以國語的「心」為例，國語關於「心」的雙音節語詞，

可以有「心地」、「心田」、「心坎」、「心眼」、「心門」、「心窗」等語詞。「心」

是一個抽象概念，分別以具體的「地」、「田」、「坎」、「眼」、「門」、「窗」等

不同隱喻來表達「心」這個抽象概念。「地」、「田」、「坎」是用土地或地上

的凹洞作比喻；「眼」是用身體作比喻；「門」、「窗」則是用房子的一部份結

構作比喻。 

 

                                                 
9
 馬來話或印尼話的 Apa 是「什麼」，khabar 是「消息」，baik 是「好」的意思；馬來話或

印尼話的定語在中心語後面。 
10

 審查者之一提醒，漢語「晚安」一詞源自西化 good night 之中譯，傳統中國人並不說，

覺得很洋派。我們認為，即使是洋派的中譯，但現在年輕人常講，仍可以對應，二者的

語言內部結構仍然不同，可以反映語言習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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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王禎和註解閩南語的「呷頓嶄底」為「吃頓好的」作為說明。11

閩南語的「呷」雖然翻譯對應為國語的「吃」，但閩南語「呷」並不完全等

同於國語的「吃」。閩南語「呷」的多義用法雖然與國語「吃」的語義或用

法有些地方相同，如閩南語「呷飯」相當於國語的「吃飯」；但「呷」並不

完全等同於「吃」。顏秀珊（2008）討論閩南語「呷」的多義用法時指出，12

「呷」可以有「呷頭路」（上班工作）、「呷褒」（喜歡被讚美）、「呷衰」（遭

殃）、「呷查某」（偏好女色）、「呷目睭」（工作靠眼力）等用法，這些用法都

是國語的「吃」所沒有的。13也就是說，讀者認知閩南語「呷」和國語「吃」

的概念並不一樣。再說閩南語的「嶄」和國語的「好」。閩南語的「嶄」並

不等於國語的「好」；閩南語「嶄」的程度要高過國語的「好」，更接近於「棒」，

但國語沒有「吃頓棒的」這樣的說法。時下網路很流行的「按讚」及其符號

來自閩南詞彙的概念；閩南語那種豎起大拇指、表示很棒的「嶄」（或「讚」）

並不等於國語的「好」，甚至也無法完全等同於國語的「很棒」。〈嫁妝一牛

車〉使用詞彙偏離，造成文化語境的怪誕，使得讀者在閱讀和理解上產生一

定困難。 

3.〈嫁妝一牛車〉的句法偏離 

就語言學而論，〈嫁妝一牛車〉文中許多句法怪誕之處，其實都不違背

漢語既有結構特點，但會造成語義改變，或是意思上的錯解。下面討論〈嫁

妝一牛車〉句法偏離的三個部分，分別是標題「嫁妝一牛車」一詞的歧義性

（ambiguity），「動詞化」的語法隱喻，以及副詞及小句的語序成分偏離與信

息焦點成分的改變。 

 

                                                 
11

 在此暫且不討論閩南語「本字」問題。 
12

 顏秀珊用本字「食」。為方便討論起見，在此我們用王禎和所使用的「呷」代替。 
13

 顏秀珊文中並提到「呷油（耗油）」、「呷父母（靠父母過活）」等語詞。但考量有些人的

語感認為臺灣的國語亦有「吃油」及「吃父母」說法，因此我們不列入這兩個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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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嫁妝一牛車」一詞的歧義性與漢語語法特點 

王禎和在文章標題「嫁妝一牛車」上所表現的意圖，是他運用漢語「名

詞謂語句」的語法特點所造成的歧義偏離句式，來製造文學效果。我們在此

要說明的是，「嫁妝一牛車」並不違背漢語的句法特點，卻造成語義上的歧

義解讀。 

漢語有一個句法特點，就是形容詞成分或是名詞成分可以直接作為謂

語，不用藉由動詞形式就能表達。英語則必須有動詞出現。如： 

(21) a. 瑪莉很漂亮。 

b. Mary is beautiful. 

c. *Mary beautiful. 

(22) a. 今天星期天。 

b. Today is Sunday. 

c. *Today Sunday. 

王禎和利用漢語這種語法特點來製造語義上的歧義和突兀效果。「嫁妝

一牛車」一詞可以是個句子，是數量詞組作謂語所構成的名詞謂語句。「嫁

妝」是主語，「一牛車」是謂語，謂語不需要加上其他動詞即可成句。如果

要加上動詞，可以加上「有」，表達「嫁妝有一牛車之多」或「嫁妝很多，

有整整一牛車」之義。動詞「有」未出現的這種句子在漢語很常見，如： 

(23) 蘿蔔一籮筐。 

(24) 信件一整箱。 

(25) 理由一大堆。 

另一方面，「嫁妝一牛車」這種名詞謂語句除了可以補上「有」之外，

還可以補上動詞「是」，表達名詞謂語句的同位關係。這種句子在漢語也很

常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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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獎品一部電腦。 

(27) 代價一頓飯。 

(28) 酬勞一枝金筆。 

此外，還有一種名詞謂語句，同時補上「有」或「是」皆可。「嫁妝一

牛車」一詞就是屬於此類。其他例子如： 

(29) 信中一疊鈔票。 

(30) 裡面一封信。 

(31) 袋內一把鑰匙。 

王禎和就是利用漢語這種特有的名詞謂語句，利用其歧義可能，讓讀者

產生錯亂感受。讀者讀了文章之後，才發現「嫁妝一牛車」不是「嫁妝有一

牛車」，而是「嫁妝是一部牛車」。這種歧義正是利用偏離形式、卻仍然不脫

漢語結構而達成文學怪誕效果。 

3.2 〈嫁妝一牛車〉的語法隱喻 

王禎和還在〈嫁妝一牛車〉中大量運用語法隱喻的偏離手段，來表達小

說中荒謬、怪誕效果。下面我們先說明語法隱喻概念，然後說明〈嫁妝一牛

車〉中的語法隱喻。 

3.2.1 系統功能語言學的語法隱喻 

隱喻（metaphor）在不同領域，其內涵也不同。此處所說的語法隱喻是

系統功能語言學所提出來的看法，其語法隱喻概念不同於傳統修辭學上的隱

喻，也不同於上面認知語言學所說的概念隱喻。 

根據系統功能語言學說法，語法隱喻是不同的能指（signifier）指向相

同的所指（signified）。隱喻存在一種很強的語法因素，它的變化從本質上看

是它的語法形式，儘管也常常蘊含某些詞項意義的變化。使用隱喻形式是一

種有意義的選擇，所選擇的特定隱喻會增添額外的語義特徵。換句話說，隱

喻是一種意義表達方式的變異形式，隱喻性變異不只是詞彙現象，還是一種

語法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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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法隱喻有兩種語言變體，一個是一致式（congruent），另一個是隱喻

式（metaphorical）。我們以 Halliday (1994: 346) 書中所舉例說明： 

(32) a. They arrived at the summit on the fifth day.（一致式） 

b. The fifth day saw them at the summit.（隱喻式） 

在一致式（32a）中，they 是動作者、arrived 是動作、at the summit 表

地點、on the fifth day 表時間。而在隱喻式（32b）中，the fifth day 是感知者、

saw 是感知行為、them 表參與者、at the summit 表地點。（32b）中的「時間」

喬裝出現，儼然是一個「參與者」，一個「看到」登山者到達山頂的旁觀者。 

從語法隱喻的角度分析，可以看出語篇在語類上的表現特色。例如，英

語的語法隱喻最為人熟知的是名詞化（nominalization）現象。名詞化機制是

動詞或形容詞重新措辭為名詞，它們在名詞組中擔任事物（Thing）功能，

而不是小句中的過程（Process）或屬性（Attribute）角色。名詞化的語法隱

喻往往出現在科技語類的語篇當中，後來成為一種具有話語聲望和權力的標

記（Halliday 1994: 352-353）。語法隱喻表達的是語言形式的「程度多少」問

題，不同語類的語篇往往表現出不同語法隱喻形式的傾向性（tendency）或

蓋然率（probability）。 

3.2.2 〈嫁妝一牛車〉中的語法隱喻 

王禎和在〈嫁妝一牛車〉所使用的非常規隱喻式在於讓語篇風格呈現密

集的「動詞化」傾向。主要手段是把名詞或形容詞加以動詞化，或是把不及

物動詞加以「及物化」。〈嫁妝一牛車〉動詞化的語法隱喻讓句子的語義產生

改變，把事物性變成動作性，或是把動作性進一步變成持續性。這些動詞化

和及物化的語法隱喻式，是透過語詞放在一定句式或語境中型塑而成。 

首先看名詞轉變為動詞的例子如下：14
 

(33) a. 萬發一面食物著，一面冷厲地瞠瞪阿好和姓簡底。 

b. 萬發一面吃著食物，一面冷厲地瞠瞪阿好和姓簡底。 

                                                 
14（a）表示的是文中的「偏離式」；（b）是本文所對照的「常規式」。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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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 往別人菜園偷挖了蕃薯，她用火灰烘熱便午飯下去了。 

b. 往別人菜園偷挖了蕃薯，她用火灰烘熱便把它當午飯吃下去了。 

(35) a. 又憶記他好處着自己底種種。 

b. 又憶記他對自己有好處底種種。 

上面例子說明，王禎和把表事物性變為動作性，把「非動作義」變成「動

作義」。例子中的「食物」、「午飯」和「好處」都是名詞，王禎和運用成動

詞「食物著」、「午飯下去」和「好處著自己」，就變成具有「動作性」。 

此外，形容詞轉變為動詞的例子如下： 

(36) a. 村人底狎笑，尷尬他難過！ 

b. 村人底狎笑，讓他尷尬難過！ 

(37) a. 這訊息不能心動萬發底。 

b. 這訊息不能讓萬發心動底。 

(38) a. 萬發自己也奇怪着，怎麼忽然之間會計斤較兩得這般。 

b. 萬發自己也覺得奇怪，怎麼忽然之間會計斤較兩得這般。 

（36a）把形容詞「尷尬」或（37a）不及物動詞「心動」放在名詞「他」

或「萬發」前面，就變成了及物動詞。（38a）形容詞「奇怪」放在表持續體

標記「著」的前面，就變成了動詞。形容詞轉變為動詞的語法隱喻會增加致

使或意動的語義，如例子（36a）的「尷尬他難過」的「他」變成致使對象。 

不及物動詞變成及物用法的例子如下： 

(39) a. 充耳不聞她！ 

b. 對她充耳不聞！ 

(40) a. 阿好瞪眼他，齘齒地。 

b. 阿好向他瞪眼，齘齒地。 

(41) a. 聆了這樣動她心底打算，她喜不勝地轉家來報告。15
 

b. 聆了這樣讓她動心底打算，她喜不勝地轉家來報告。 

                                                 
15

 我們把例子（41a）的「心動」和例子（37a）的「動心」分別處理，因為「心動」是形

容詞，「動心」是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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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物動詞變成及物用法會增加一些額外語義，如例子（39a）的「充

耳不聞」除了有動作之外，還讓「她」變成動作的直接對象。 

王禎和運用動詞化的語法隱喻，還往往加上「著」，使變成帶有持續義

的動作。除了上面例子（33a）、（35a）及（38a）之外，還包括如下例子： 

(42) a. 鬼打架着吧？ 

b. 鬼（在）打架吧？ 

(43) a. 日夜他都在村裏刺探那家有人重病著。 

b. 日夜他都在村裏刺探那家有人（生）重病。 

(44) a. 萬發和阿好在家裏經常吵鬧著。 

b. 萬發和阿好在家裏經常吵鬧○。 

上面例子（42b）的「鬼在打架」只表明「鬼」當時發生的情狀動作「打

架」，而（42a）給讀者的心中圖象則是「鬼」不只在打架，而且一直不斷的

在打架；可能休息一段時間過後，又繼續打架，而且持續好一陣子。 

不只是不及物動詞，還有及物動詞也都加上「著」。如： 

(45) a. 何況他自己也有一點喜歡這道藝能着。 

b. 何況他自己也有一點喜歡這道藝能○。 

(46) a. 兩手搖醒著眠在那裏底人，推搖得很力。 

   b. 兩手搖醒○眠在那裏底人，推搖得很力。 

(47) a. 嘴巴近上萬發底耳，要密告著什麼什麽的樣子。 

    b. 嘴巴近上萬發底耳，要密告○什麼什麽的樣子。   

（45b）的「喜歡」只表示一種靜態性的狀態，而（45a）則表現了動態

性的動作持續。王禎和利用這種動作持續性來表達文中人物行為動作的滔滔

不停，一直重複。（46a）的「搖醒」是個瞬成類（achievement）動詞，常規

用法無法加上持續義的「著」；加了「著」之後，彷彿一直不斷的「睡著」

又「搖醒」。 

〈嫁妝一牛車〉動詞化的語法隱喻造成文學效果；而動詞化與名詞化所

造成的話語效果不同。英語的名詞化是書面語高度抽象化的語類特徵，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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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科學、人文及政府部門的語境中，它把行家和門外漢區分開來，成為一

種具有話語聲望和權力的標記（胡壯麟等 2005: 312，Halliday 1994: 353，Martin 

1992: 138）。如果說名詞化是把「行家」和「門外漢」區分開來，成為一種具

有話語聲望和權力標記的話，那麼動詞化用名詞或形容詞生動而簡潔的表達

動作語義，則造成「具象化」效果，使語言表達更接地氣，更趨於大眾。Clark 

and Clark (1979: 801-802) 提到把名詞變成動詞是由於簡約的修辭考量，把

多個語詞打包到一個動詞當中，具有意象鮮明的印象以及令人驚奇的詼諧效

果。王禎和在〈嫁妝一牛車〉中使用動詞化所產生的怪誕化及陌生化，就具

有意象鮮明的印象以及令人驚奇的詼諧效果。 

王禎和運用了大量的語法隱喻，但這些隱喻式並不脫漢語的結構特點，

只是詞彙不同。也就是說，上面所說名詞或形容詞作動詞用，以及不及物動

詞作及物用法，也都是漢語的特色。古代漢語就有很多「轉類」或「活用」

現象，名詞或形容詞作動詞用，以及不及物動詞作及物動詞用的情形很普

遍。例子如下： 

(48) 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左傳‧定公十年》 

(49) 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國，子萬民乎？《戰國策‧齊策

四》 

(50)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孟子‧盡心上》 

(51) 必將富之貴之。《墨子‧尚賢》 

(52) 遂仕之，使助為政。《左傳‧襄公 30 年》 

(53) 兒子何故乃肯逃我？《韓非子‧外儲說左下》 

例子（48-49）是名詞作動詞用的例子。例子（50-51）是形容詞作動詞

用的例子。例子（52-53）是不及物動詞作及物動詞的用法。〈嫁妝一牛車〉

這些語法隱喻，可以在古代漢語中找到源頭。 

即使是像下面（54a）這樣的例子，也仍然合乎漢語特色： 

(54) a. 興高了很有一會，就很生氣起自己來。 

b. 高興了很有一會，就很生氣起自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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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興」這個詞通常我們不會拆開來用，但王禎和在這裡運用了漢語「離

合詞」的特點。所謂「離合詞」簡單來說是既可合又可離的動賓結構語詞，

像「洗澡」、「寫信」、「結婚」等，這些詞可以把動詞和賓語分開，變成「洗

了一上午的澡」、「寫了很長一封信」、「結了好幾次的婚」等。運用這種結構，

再加上受事當主語的話，就可以造成「澡洗了一上午」、「信寫了很長一封」、

「婚結了好幾次」等結構；這些結構我們平常是講的。即使「高興」不是典

型的離合詞，我們讀起像「興高了很有一會」這樣的句子覺得「怪怪的」，

但因為漢語有這種句型，讓我們讀起來仍然可以得到理解。 

3.3 〈嫁妝一牛車〉的語序偏離與信息焦點成分的改變 

這小節所討論的語序偏離與上面所說語法隱喻的偏離有兩點不同，一個

是語法隱喻基本上只針對一個句法成分，而語序偏離主要涉及狀語或小句，

尤其是複句中的小句彼此之間的語序關係。另外一個不同是，這類偏離的數

量非常之多，在許多作家的文學作品中也很常見，不限於王禎和個人所使

用，甚至可以說語序成分的偏離是文學效果的通例，是很普遍的偏離效果。 

我們認為，〈嫁妝一牛車〉這種頻繁使用語序偏離的情況，是一種語言使

用上的差異，是作家對於語言的自覺使用。〈嫁妝一牛車〉整個語篇頻繁使用

語序偏離的句法形式，主要是為了凸顯特殊語義，以表達文章風格上的怪誕

效果。也就是說，語序偏離形式作為一種語言使用，有其語境上的需要。這

種語言使用在話語表達層次，其精神更接近於語用學、文體學或語言風格學。 

3.3.1 〈嫁妝一牛車〉的語序偏離 

我們把〈嫁妝一牛車〉語序偏離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類型，是把從屬

小句放在主要小句的後面。例子如下： 

(55) a. 定到料理店呷頓嶄底，每次萬發拉了牛車回來。 

b. 每次萬發拉了牛車回來，定到料理店呷頓嶄底。 

(56) a. 剛出獄那幾天裏，他會爾然紅通整臉，遇著有人指笑他。 

b. 剛出獄那幾天裏，遇著有人指笑他，他會爾然紅通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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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 幾乎都有這種感覺，每一次他飲啜姓簡底酒。 

b. 每一次他飲啜姓簡底酒，幾乎都有這種感覺。 

漢語的從屬小句可以位在主要小句的前面，也可以位在主要小句的後

面；以位於前面為普遍。這與戴浩一（Tai 1985，戴浩一 2007）所提出的「時

間順序」原則有關。16 

第二種類型，是把狀語放在句末。這種例子很多，舉幾個如下： 

(58) a. 萬發駭驚得冷汗忘記出地跳高起來，火急中踢翻一隻木箱子，響

聲抖震心，在這死寂地墳野裏。 

    b. 萬發駭驚得冷汗忘記出地跳高起來，火急中踢翻一集木箱子，在

這死寂地墳野裏，響聲抖震心。 

(59) a. 後來情況移變了，急轉直下地。 

b. 後來情況急轉直下地移變了。 

(60) a. 肺炎草水葬到那裏去，也不知識底。 

b. 肺炎草也不知識底水葬到那裏去。 

狀語可以自由出現，可以在句子前面作整個句子的修飾語，也可以在句

子中間修飾動詞組，或是放在句末作補充。狀語在動詞末的例子數量和比例

非常多；這種偏離非常普遍。 

第三種類型，是把副詞放在動詞或形容詞的後面，變成補語。例子如下： 

(61) a. 這實在是件遺憾得非常底事。 

b. 這實在是件非常遺憾底事。 

(62) a. 彷彿站在寒極了的空氣裏的老人家，縮矮得多麼！ 

b. 彷彿站在寒極了的空氣裏的老人家，多麼縮矮！ 

                                                 
16 戴浩一（2007）認為漢語兩個句法單位之間的相對順序，受到展現於概念世界之狀態的

時間順序所決定；換句話說，漢語語序與時間順序有高度象似性。兩個句法單位的組成

可以是詞和詞、動詞組和動詞組、謂語和謂語，或者句子和句子。戴浩一所講的這種時

間順序原則還可以擴大到以數個小句所組合而成的語段，具體的時間順序還可以衍生為

抽象的事理因果順序，由因到果，由事到理，由假設到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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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a. 阿好竟興狂得那麼地搶着報給萬發這重要性得一等底新聞。 

b. 阿好竟那麼興狂地搶着報給萬發這一等重要底新聞。 

例子（61a）的副詞「非常」是定語「遺憾」的補語；（62a）的副詞「多

麼」作為句子述語「縮矮」的補語；（63a）的「那麼地」和「一等」則分別

是狀語「興狂」和定語「重要」的修飾語。 

3.3.2 語序偏離所造成信息焦點成分的改變 

上面這些語序偏離，與語篇的信息結構有關。王禎和透過語序上的偏

離，把信息焦點的成分加以改變，以達成文學效果。 

信息（information）在語言學上是指說話人和受話人在交際過程中，所

傳遞的語言形式及內容。根據系統功能語言學，信息單位是一種結構，由已

知信息成分和新信息成分兩個功能構成。在一般情況下，每個信息單位是已

知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後。此外，一個信息單位並不與小句語法中的任何單

位對應。信息單位和句法系統的小句、詞組、詞以及詞素任何一個單位相平

行；信息單位可以大於一個小句，也可以小於一個小句。17 

我們以下面現代漢語例子說明信息焦點： 

(64) a. 屢戰屢敗。 

b. 屢敗屢戰。 

(65) a. 輕輕的，我走了。 

b. 我輕輕的走了。 

c. 我走了，輕輕的。 

例子（64）是由「屢戰」和「屢敗」兩個動詞組所組成。（64a）先是「屢

戰」，然後是結果「屢敗」。而（64b）則先是「屢敗」，但仍然「屢戰」。前

                                                 
17

 徐富美（2017: 137-138）提到最初把信息理論運用在語言學領域的是 1920 年代的布拉格

學派（the Prague School）。布拉格學派講求語言的信息結構，他們對句子功能的研究揭

示了語言系統中能夠創造語篇的具體功能；有了這種功能，語言才能在特定的情境中為

各種各樣的目的服務。布拉格學派的信息理論，影響系統功能語言學很大，成為系統功

能語言學語篇功能的主要內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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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次序的不同，會造成信息焦點的差異。（64a）的信息焦點落在後面的「屢

敗」，偏向負面評價；而（64b）則落在後面的「屢戰」，偏向正面評價。例

子（65）三個句子中的「輕輕的」，放在句法位置上的不同，反映句子的不

同成分，也表達不同的語言功能。（65a）句的「輕輕的」修飾整個句子「我

走了」，（65b）句修飾謂語「走了」，（65c）句則是對「我走了」的補充說明。

就信息焦點而言，例子（65c）句與（65a）或（65b）句的不同在於信息焦

點的成分不同。（65a）句和（65b）句的信息焦點在「我走了」或「走了」；

而（65c）句的信息焦點則落在「輕輕的」。 

此外，例子（65c）的「輕輕的」放在句末不只是作為信息焦點，還表

達「小句」功能。邢福義（1979）及 Hsu (2017) 提到現代漢語有些詞組單

獨存在時，具有小句功能。我們認為，像（65c）這種單獨存在的狀語「輕

輕的」也具有小句功能。（65c）句「輕輕的」之所以具有小句功能，乃因為

可以作為下面這樣的解讀： 

(66) 我走了，輕輕的（走了）。 

第二個小句「輕輕的」放在句末，可解讀為是刪略「走了」的簡省形式。 

回到〈嫁妝一牛車〉的情況。首先討論第一種類型，我們以（55）為例

說明。這兩個句子由兩個小句組成，一個是從屬小句「每次萬發拉了牛車回

來」，一個是主要小句「定到料理店呷頓嶄底」。就信息焦點而言，從屬小句

和主要小句的前後位置不同，造成的修辭效果也不一樣。（55a）的信息焦點

落在後面的從屬小句「每次萬發拉了牛車回來」；而（55b）則落在後面的主

要小句「定到料理店呷頓嶄底」。 

在語篇敘述手法上，王禎和把從屬小句放在主要小句後面，是要營造他

所想要的語篇銜接（cohesion）效果。仍以（55a）為例，從屬小句「每次萬

發拉了牛車回來」作為新信息，引發語篇後面整個事情的來由。這個複句的

信息焦點不是萬發到料理店吃頓好料的，而是說明這頓好料的經濟來源是萬

發藉以謀生的「牛車」，牛車背後金主就是讓他戴綠帽子的簡姓商人。「牛 

 



166 徐富美 

 

車」是典當妻子的代價，帶引出〈嫁妝一牛車〉文中這部「牛車」的特殊來

歷。那麼，這個句子用萬發「拉牛車」來表達信息焦點，就要比用「吃東西」

更具有文學效果。 

其次看第二種類型。第二種類型的狀語放在句末，也是語句的信息焦點

所在。〈嫁妝一牛車〉常常把狀語放到句末，王禎和藉著把所要表達的句子

成分放在句末，成為信息焦點，表達他所要強調的語言信息。以（58a）為

例，（58a）有三個小句，分別是「（萬發）跳高起來」、「（萬發）踢翻箱子」

以及「（箱子）聲響震心」。這裡的介詞組「在這死寂的墳野裡」是作為第三

小句「響聲抖震心」的對比凸顯背景，一「吵」一「靜」，「靜」補充說明「吵」，

「靜」是信息焦點。而（58b）的信息焦點則落在「響聲抖震心」，強調萬發

踢翻箱子造成聲響的「不小心」，「靜」修飾「吵」，「吵」成了信息焦點。（58a）

「在這死寂的墳野裡」放在句末作為信息焦點，可以凸顯當時「靜悄悄」的

場景。就是「靜悄悄」讓萬發不小心睡著了，而讓妻子阿好和簡姓商人有偷

情機會。那麼，句末用「在這死寂的墳野裡」的「靜」作為信息焦點，就要

比用「響聲抖震心」的「吵」來得更具有語篇銜接效果。 

再看第三種類型。以（61）為例，（61a）的偏離式「遺憾得非常」與（61b）

的常規式「非常遺憾」的差別也是語序偏離，信息焦點都是後面的成分。「非

常遺憾」表達的信息焦點是後面成分「遺憾」，而「遺憾非常」表達的信息

焦點則是後面成分「非常」。 

4. 〈嫁妝一牛車〉的詈詞使用與性別話語偏離 

這一小節討論〈嫁妝一牛車〉文中的詈詞使用，我們關注詈詞使用的性

別偏離情況。分為兩小節，先討論詈詞使用與社會階層及性別的關連性，然

後討論〈嫁妝一牛車〉文中的性別話語偏離。 

4.1 詈詞使用的社會階層與性別 

詈詞的使用是社會上很普遍、語言研究卻相對偏少的議題，尤其牽涉到

與「性」有關的詈詞，往往難以公開討論，這種情況古今中外皆然。本文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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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詈詞使用的兩個社會因素，一個是詈詞常用於社會底層的話語當中；另一

個是詈詞多用於男人話語。 

就詈詞的社會階層而言，〈嫁妝一牛車〉一文的詈詞使用，是作者王禎

和藉以表達文中人物作為社會底層身份的日常話語特點。王希杰（1996: 117）

說「出口髒」有其社會根源，是由於文化教育程度不夠。但我們認為，底層

人物使用詈詞與所受教育程度不高有關，也不完全是「詞窮」的表現。Trudgill 

(1972) 討論英國 Norwich 城市的男性勞工階級不講社會聲望較高的標準

語，反而選擇社會聲望較低的話語。他提出所謂隱性聲望（covert prestige）

說法，以別於 Labov (1966) 討論紐約市社會階層較高的人，會選擇聲望較

高的標準語所代表的顯性聲望（overt prestige）。Trudgill 認為，社會地位較

低的話語在社會上也產生一定的聲望作用，代表著粗獷堅毅（roughness and 

toughness）的男子氣概（masculinity）。我們認為，詈詞這種常使用於社會

階層較低的話語中，也代表著一定程度的隱性聲望。 

就詈詞與性別而言，詈詞多出自男人之口；粗鄙之言的使用有性別上的

差異。Wardhaugh (1986: 343) 提到 Kramer (1974) 調查《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在 1973 年的 2 月 17 日到 5 月 12 日之間所刊載的漫畫話語時

發現，男人話語的比例是女人的兩倍多。所講話題也不同，男人講的多半是

生意、政治、法律、運動等；女人則多半是社會生活、飲食及生活方式等。

女人講話沒有男人那麼強而有力；男人講咒罵語要比女人多得多等。雖然這

種漫畫式話語不是實際的話語記錄，但也必然基於人們認為什麼樣的性別話

語比較會發生。楊永林（2004: 150）也提到，在絕大多數情況下，俗詞俚語、

髒話粗語、黃色玩笑均為男子話語專利，女性很少使用。 

〈嫁妝一牛車〉中的詈詞「幹」、「伊娘」、「幹伊娘」、「幹伊祖」、「奸你

母」等語詞，除了有使用上的性別差異之外，也與東方社會的「文化語境」

有關。就生理結構來看，詈詞「幹伊娘」等語詞原先只用在男人的情緒發洩

上；女人難以「幹伊娘」。「幹伊祖」或「幹伊祖公」應該是「幹伊祖婆」或

「幹伊祖公婆」的省稱。「問候人家的媽媽、奶奶或祖公婆」在西方社會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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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很難理解；英語 fuck 一詞只對應到幹對方（fuck you），對應不到對方的

長輩「娘」、「母」或祖先「祖」。唯有在東方社會環境下，這種重視家族、

宗族、輩份倫理的話語才具有社會意義。「幹伊娘」或「操他媽」的主事者

是說話者「我」，那麼「我」就變成「他的老子」；在「幹伊祖」話語中就變

成「我是他爺爺的老爸」。當社會底層人物心中有憤怒或受到委屈、又沒有

能力反抗時，透過「幹伊娘」或「操他媽」這種「我是他老子」的發洩，自

我可以得到「阿 Q」式的快意。〈嫁妝一牛車〉文中的「你爸」和國語的「你

老子」可以說都是以不同語言形式表達相同概念及功能的語詞。 

從語言社會學的角度來看，講詈詞一般是男人，尤其是社會較低階層的

男人表現男人氣概的行為。但後來詈詞的實際意義虛化了，只作為表達情緒

的功能，那麼也可以用於女人。〈嫁妝一牛車〉中的詈詞使用，就是以文中

女主角阿好說的最多。                                                                                                         

4.2 〈嫁妝一牛車〉詈詞使用的性別話語偏離 

〈嫁妝一牛車〉文中人物阿好的性別偏離有二，一是好賭的行為偏離，

一是講詈詞的話語偏離。阿好好賭成性的行為，和一般賭徒多半是男性的文

化印象有所不同。除了好賭，阿好在〈嫁妝一牛車〉文中有多處講詈詞。 

在〈嫁妝一牛車〉文中，對話發言的多半是阿好。阿好掌握了發言權，

所使用的詈詞數也較多。文中詈詞所發生的語境如下：18
 

 

 

 

                                                 
18

 本文只就詈詞使用統計數據，其他的偏離則未進行統計。主要理由在於，其他部分的統計

不容易有客觀標準。在詞彙偏離方面，王禎和在文中註解只列舉了 15 個閩南語詞，但其

實文中有更多的閩南語詞以及文言語詞，若要一一考證，將會延伸出許多額外議題，包

括究竟是否是閩南語詞，還是國語及閩南語共有的語詞。文言語詞尤其難以做統計，因

為漢字系統貫串文言和白話文，彼此有繼承關係，難以切開。在句法偏離方面，語序偏

離的情況相當普遍，尤其是第二種類型把「狀語」放在句末的偏離，有時會令人認為那

是一般常態，放在句末很自然。這種情況俯拾皆是，因此本文並未對這些部分進行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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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詈詞數 

語境 詈詞數 

語

境 

對 

話 

阿好 18 

萬發 9 

賣醬菜的 2 

敘 

述 

萬發心裡 1 

簡姓商人落跑 1 

詈詞總數 31 

從上表看，〈嫁妝一牛車〉一文的詈詞主要出現於對話語境中，而且大

多是阿好的講話。阿好掌握發言權，是因為萬發耳聾，聽人說話聽不真切，

最後不管是出自於自願，或是受迫於不得已，萬發退縮成儘量少說話的結果，

導致喪失原本表現男性氣概的能力。在萬發這對夫婦的語言互動上，萬發淪

為被動，阿好變成主動，這與上面 Kramer (1974) 所說男性話語要比女性多

兩倍的情況有別。王禎和在〈嫁妝一牛車〉開頭的地方引出「生命裏總也有

甚至修伯特都會無聲以對的時候」，就已經預示了萬發「無言以對」的困頓。 

詈詞作為阿好表達情感的語詞，在〈嫁妝一牛車〉中展現了幾種不同的

表達意義。如下： 

表三 詈詞的語言功能 

功能 例句 

表意外 （67） 

表佩服 （68） 

表驚喜 （69） 

表焦慮 （70） 

表不耐煩 （71） 

(67) 「幹──沒家沒眷，羅漢腳一個。鹿港仔，說話吚吚哦哦，簡直在

講俄羅！伊娘的，我還以為會有個女人伴來！」 

(68) 「也許自己煮。伊娘，又要做生意，又要煮吃，單身人一雙手，本

領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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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領到阿五的月給，我打算抓幾隻小豬養。幹──自己種有蕃薯菜，

可省儉多少底飼料。伊娘，豬肉行情一直看好，不怕不賺。」 

(70) 「伊娘，你到底聽著了沒有？！講這半天。伊娘，你說話，怎一句

不講？幹──難不成又患啞巴？！」 

(71) 「跟什麼的！伊娘，沒見這麼不三不四，看人家放尿。再眼看，你

爸就撤一泡燒尿到你臉上。」 

就文中人物阿好而言，詈詞會根據不同語境而表達她在對話中的評價態

度，包括正面的驚喜和意外，以及負面的辯解、焦慮和埋怨等。 

萬發講了九次的詈詞，但都集中在一處的講話中。如下： 

(72) 「幹伊娘 1，給你爸 2滾出去，幹伊祖公 3，我飼老鼠咬布袋，幹 4！還

欺我聾耳不知情裏！幹伊祖 5啊！向天公伯借膽啦！欺我聾耳，呵！

我奸你母 6──奸你母 7！眼睛沒有瞎，我觀看不出？幹 8──以為我

不知情裏？幹 9──飼老鼠，咬布袋──」每句的句首差不多都押了

雄渾渾的頭韻，聽起來頗能提神醒腦，像萬金油塗過眼睛裡一樣。 

這是賣醬菜的來家裡嘲弄挑釁，萬發被激怒而說出一連串詈詞。他在每

句的開頭都用詈詞，就如（70）所說「每句的句首差不多都押了雄渾渾的頭

韻」，是在表達萬發最後忍無可忍的總發飆。 

5. 餘論：文學語篇的語言本體性 

總而言之，〈嫁妝一牛車〉有別於其他作品的寫作風格，主要在於詞彙上

的雜燴風格、語法上的「動詞化」語法隱喻與語序偏離，以及性別話語偏離

等特色。王希杰（1996: 522）說，詭奇風格是對零度風格最大限度的偏離，

詭奇風格就是要盡可能地超常，打破常規，出其不意，在偏離方面下功夫。那

麼王禎和在〈嫁妝一牛車〉中所運用的語言形式特徵，當是典型的詭奇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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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進一步說明的是，王禎和這種詭奇怪誕風格，是語言形式本身所帶來

的，而不是由內容意義衍生而來。這是一種新近的語言觀，新近的現當代鄉

土語言觀。 

對於語言觀，古人早已有所注意。早自《莊子》的「得魚忘筌」、「得意

忘言」，已經開啟人們對於語言形式（能指）和意義內涵（所指）關係的討

論。「言」、「意」之辨一直到了中國中古時代，仍然是熱門討論議題之一。19

前人的看法是語言工具論，古人認為文字、聲韻、訓詁等都是「小學」，

是「解經」的基礎工具。到了近現代，語言仍然被認為只是一種工具，

是承載思想的載體（carrier），小說的語言僅僅只是被認為是敘述故事、

表達生活情感、表達主題思想的工具，而不是創作的目的，語言形式是

被作品內容所決定的。 

這種觀念後來有了改變，語言從過去的語言工具論，變成了語言本

體論。語言本身就是藝術形象的組成成分，是文學作品審美價值的組成

成分；就如洪漢鼎（1992）及肖莉（2011）所說，語言表現形式就是文

學本身，而不只是承載文學的工具。語言本身就是藝術，就有美。這種

「言」、「意」不二的看法，與 Sapir-Whorf 假設或是上面所說「不可譯」性

質，認為語言會影響思想的看法相呼應，他們都點示出語言的本質問題。 

我們關注語言在文學語篇中的地位。台灣文學經歷了文學改革，無論是

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或是白話文雜用台灣語文，都不只是文學意義在表達

工具上的改革而已，更是語言本質上的不同。王禎和對語言文字自覺性的運

用，點出了語言不僅僅是文學意義內容的外殼，同時也是文學意義的內容本

身。這把語言提升到本體的層次。 

                                                 
19

 王邦雄等（2005）提到，「言」、「意」之間的關係可以分成兩個層次，即「言」表不表

「意」，以及「言」盡不盡「意」問題。首先是「言」表不表「意」問題，有主張「言

不表意」者，例如荀粲。而「言」可以表「意」又再分為「言」盡不盡「意」，歐陽建

認為「言可盡意」；荀俁認為「言不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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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Stylistic Study on the Language 

Deviation in Literature:  

The Grotesque in An Ox-Cart for Dowry  

Fu-mei HSU 

Yuan Ze Universit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linguistic features of the grotesque style 

of An Ox-Cart for Dowry from a perspective of linguistic stylistics. 

The grotesque style of this novel comes from both lexical deviation 

and syntactical deviation. The former is derived from the intra-lingual 

contexts and extra-linguistic contexts, and the latter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intra-lingual contexts in which new verbs are shaped and 

information focuses are changed.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deviation of gender discourse in swearing. Through the analyses in 

this paper, literary works can be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through 

linguistic methods. 

Key words: language style, deviation, grotesque style, An Ox-Cart for 

Dowry,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176 徐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