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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內容 

 

２－１前言 

 

    先行研究已廣泛指出「他動詞+非對格動詞」類型的複合動詞(1a)是由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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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他動詞+他動詞」類型的複合動詞(1b)所衍生的（西尾 1982、須賀 1983、

影山 1993、松本 1998）。 

(1) a. 打ち上がる／吊り下がる／当てはまる／切り替わる 

    b. 打ち上げる／吊り下げる／当てはめる／切り替える 

但是並非每個「他動詞+他動詞」複合動詞都能衍生「他動詞+非對格動詞」複

合動詞，且也有因為受詞的不同而導致無法衍生的例子。 

 (2) 見上げる－*見上がる／抱き上げる－*抱き上がる 

 (3) a. 鉄骨を吊り上げる／値段を吊り上げる 

      b.*鉄骨が吊り上がる／値段が吊り上がる 

    「他動詞+他動詞」和「他動詞+非對格動詞」的成對複合動詞中，數量最

具優勢的是「他動詞+上げる」以及「他動詞+上がる」（本研究以「V1+上げる」

「V1+上がる」表示）。本研究即以「他動詞+上げる」和「他動詞+上がる」為

研究對象探討由「他動詞+上げる」衍生出「他動詞+上がる」的條件。 

 

２－２研究目的 

 

  如２－１所述，本研究以「他動詞+上げる」和「他動詞+上がる」為研究

對象探討由「他動詞+上げる」衍生出「他動詞+上がる」的條件。 

 

２－３文獻探討 

  

  關於「V1+上げる」「V1+上がる」複合動詞的先行研究有姬野（1999）和朱

（2009）。姬野（1999）只分析「V1+上げる」「V1+上がる」的語意，並沒有探

討「V1+上げる」和「V1+上がる」之間的衍生條件。朱（2009）則指出了以下

狀況能衍生「他動詞+非對格自動詞」的複合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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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易衍生出「他動詞+非對格自動詞」的狀況 

 ① 不論後項動詞是否具有實質語意，前項動詞沒有實質語意  

② 前項動詞表示抽象概念，後項動詞擁有實質語意 

 不容易衍生出「他動詞+非對格自動詞」的狀況 

① 不論前項動詞是否具有實質語意，前項動詞表示物理性變化  

② 前項動詞表示抽象概念，後項動詞沒有實質語意 

  朱（2009）指出：前項動詞即使擁有實質語意，只要不表具體變化而是表

抽象概念的話，仍舊容易衍生出「他動詞+非對格自動詞」。 

 (4) a. 荷物を積み上げる 

    b.*荷物が積み上がる               （朱 2009: 95） 

 (5) a. 実績を積み上げる  

      b. 実績が積み上がる                  （ibid.） 

但是也有朱（2009）無法解釋的反例存在。以下的例子中，前項動詞不僅有實

質語意，同時也表具體變化而非抽象概念。 

(6) 砂塵が巻き上がる  

（「砂塵を巻き上げる」→砂塵を巻く） 

(7) 勝利の瞬間、「やったー！」「よっしゃ！」の歓声とともに、無数のこ

ぶしが突き上がった。（毎日新聞データファイル 1996/7/22） 

   （「こぶしを突き上げる」→こぶしを突く） 

  朱（2009）的說法同時也有為何存在①和②兩項衍生條件的問題。本研究

的目的在於找出既能說明上述反例，亦能具有一般性的衍生條件。 

 

２－４研究方法 

 

２－４－１關於資料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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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資料收集主要是利用 BCCWJ Corpus Monitor Data（2009 年度）、

每日新聞 1996~2005 共 10 年份、新潮文庫 100 冊以及 CASTELJ 所公佈的語料庫

來收集實例。網路上的例子由於較多週邊的實例，所以本研究只將其做為參用。 

 

２－４－２「V1+上げる」「V1+上がる」的語意與衍生條件的關連 

 

同樣是「吊り上げる」這個動詞，卻有因為受詞的不同而導致無法衍生「V1+

上がる」的例子。 

 (8) a.  鉄骨を吊り上げる／金利を吊り上げる 

      b. *鉄骨が吊り上がる／金利が吊り上がる 

  由這個例子我們可以知道表示＜方向＞的「V1+上がる」的衍生與否是取決

於「V1+上げる」的整體語意，與前項動詞是何種動詞並無關聯。 

  相對於此，表＜完成＞的「V1+上げる」不會像表＜方向＞的「V1+上げる」

一樣會因受詞的不同而導致無法衍生「V1+上がる」複合動詞。 

(9) a.生地を練り上げる／予算案を練り上げる 

    b.生地が練り上がる／予算案が練り上がる 

  此外，表＜方向＞的「V1+上がる」需要符合「自然發生的事態」的條件（請

參照次節說明），但是表＜完成＞的「V1+上げる」只要將焦點放在事態的結果

便可以衍生出「V1+上がる」。 

(10) a.*（船が吊り上げられたことを）船が吊り上がった。 

     b. （卵が茹で上げられたことを）卵が茹で上がった。 

    因此，與表＜方向＞的「V1+上がる」不同，衍生出表＜完成＞的「V1+上

がる」是語構成內部的問題。由上所述可知，「V1+上がる」的衍生條件會因為

「V1+上げる」的語意而有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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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結果與討論 

 

２－５－１當「V1+上げる」表＜方向＞的意思時 

 

  「V1+上がる」（「他動詞+非對格自動詞」）由於不符合「他動性調和」和「主

語一致」的複合動詞規則，其存在可以說是因為特殊的衍生條件才得已成立，

以下即是「V1+上がる」的衍生條件： 

 (A)「V1＋上げる」表自然現象 

 (B)「V1＋上げる」表自然產生的事件 

 (C)「V1＋上げる」表再歸用法 

以下例句(11a)(12a)皆因為主詞是人類，所以無法衍生出(11b)(12b)，其中只

有「(風が)砂を巻き上げる」可以衍生出「砂が巻き上がる」，因此我們可以得

知(A)條件是成立的。 

(11) a. 見上げる／ 抱き上げる／ 拾い上げる／ 追い上げる 

       b.*見上がる／*抱き上がる／*拾い上がる／*追い上がる 

(12) a. 碇を巻き上げる／ 金を巻き上げる／砂を巻き上げる 

       b.*碇が巻き上がる／*金が巻き上がる／砂が巻き上がる 

    接下來看(B)條件。例句(13a)的「船を引き上げる」由於主詞是人類，所

以無法衍生出「船が引き上がる」，但是「金利を引き上げる」基本上是由市場

機制決定，並非完全是人力操控，所以「金利が引き上がる」得以成立。 

(13) a. 船を引き上げる／金利を引き上げる 

    b.*船が引き上がる／金利が引き上がる 

「V1+上がる」的前面常常有條件節的出現，這是因為「V1+上がる」的成立需

要「因為特定條件而自然發生的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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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信用組合の一件当たりの融資限度額は出資金と法定準備金など自己資

〇本の二 ％以内と法律で規定。出資金が増えれば、それだけ融資限度

額も引き上がる仕組み。    （毎日新聞データファイル 1996/1/29） 

朱（2009）曾提出前項動詞就算沒有實質語意，只要表抽象概念的話就有能衍

生出「V1+上がる」，根據實例也印證了朱的說法。 

(15) a.鉄骨を吊り上げる（ 鉄骨を吊る） → *鉄骨が吊り上がる 

     b.相場を吊り上げる（*相場を吊る）  →  相場が吊り上がる 

但也有即使 V1 擁有抽象概念，仍無法順利衍生出「V1+上がる」的例子。 

(16) 手元の書類を取り上げる（手元の書類を取る） 

     → *手元の書類が取り上がる 

    因此，「V1+上がる」的衍生與否跟 V1 是否表抽象概念並無絕對的關聯性。

接下來看(C)條件。以下的例句中，主詞都是人類身體的一部份，全部都是再歸

用法，而「V1+上がる」複合動詞也能順利地產生。 

(17) a. 眉毛が吊り上がる／手が振り上がる／顔の肉が引き上がる 

     b. 眉毛を吊り上げる／手を振り上げる／顔の肉を引き上げる 

    由上所述可知表＜方向＞的「V1+上げる」能否衍生出「V1+上がる」並不

是「V1+上げる」的語構成內部的問題，而是取決於「V1+上げる」整體所表達

的事態意思。也就是說「V1+上げる」 「V1+上がる」這樣的衍生過程中必需

滿足之前所說的條件(A)(B)(C)其中任一項。 

 

２－５－２當「V1+上げる」表＜完成＞的意思時 

 

    本研究中＜完成＞用法即是指以下可以跟限定的時間副詞共起的用法。 

(18) 一時間で 茹で上げた／染め上げた／書き上げた／焼き上げた 

(18a)可視為＜完成＞的用法，但是(18b)根據姬野（1999）則是「強調」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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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18) a.一時間で小説を読み上げた。 

     b.大声で番号を読み上げた。 

  表＜完成＞的「V1+上げる」是由表＜方向＞的「V1+上げる」接尾辭化所

演變來的。就如影山（1993）所述，表＜完成＞的「～上げる」「～上がる」雖

是「語彙複合動詞」，其前項動詞和後項動詞呈現補文關係跟「統語複合動詞」

是共通的。也就是說「茹で上げる」雖不是統語複合動詞，卻是【【(卵を)茹で

ること】を上げる（＝完成させる）】這樣的補文構造。因此跟表＜方向＞的「V1+

上げる」相比，表＜完成＞的「V1+上げる」意思上是更具合成性且更透明。 

  表＜完成＞的「V1+上げる」欲衍生「V1+上がる」的複合動詞需要滿足以

下條件： 

 「V1＋上げる」的前項動詞必須是生產動詞。 

  奧津（1983）提到，「生產動詞」擁有＜始發＞和＜結果＞兩種意思，「～

を～で」「～で～を」是其構文上的特徵。由以下的例句可知，前項動詞都是生

產動詞，非生產動詞則無法衍生出「V1+上がる」。 

(19) a. 一時間で （小説を）書き上げた／（パンを）焼き上げた 

       b. 一時間で （小説が）書き上がった／（パンが）焼き上がった 

(20) a. 一時間で （本を）読み上げた／（商品を）売り上げた／ 

   b.*一時間で （本が）読み上がった／（商品が）売り上がった 

 

２－５－３同時具＜方向＞和＜完成＞語意的「V1+上げる」 

 

  本研究將「V1+上げる」的語意分為表＜方向＞和表＜完成＞進行分析，但

有些「V1+上げる」同時擁有＜方向＞和＜完成＞這兩者語意。 

(21) 杯を重ねるうち、ザリガニの殻は山のように積み上が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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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毎日新聞データファイル 1998） 

(22) しかも驚いたことに、彼の作業班は一日働いた後、五段目のブロッ

クを積みあげる仕事がもう少しで片づくことを知ると、他の班は作業

を終えて工具をかえしに行ってい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その完成に向け

て猛然と突進するのである。（中略）ようやく五段目が積みあがって仕

事の終りがくる。                                     （castelj） 

    (22)的「積み上がる」是表＜完成＞的意思，但是前項動詞「積む」本身

有向上的語意存在，所以也可解釋成表＜方向＞。「積み上がる」要區分＜方向

＞和＜完成＞有一定的困難，於是本研究提出以是否能用「できあがる」代換

做為檢測方法。(21)因為代換成「できあがる」後文意會改變，所以沒有＜完

成＞的語意。(22)的文意經過代換之後不會改變，因此可以視為擁有＜完成＞

的語意。 

(23) a.#杯を重ねるうち、ザリガニの殻は山のようにできあがる。 

   （ザリガニの殻の山を作ることを目標にする場合なら成立する） 

   b. ようやく五段目ができあがって仕事の終りがく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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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以數量具優勢的「他動詞+他動詞(「V1＋上げる」)」「他動詞+非對

格動詞(「V1+上がる」)」為考察對象，但是其它諸如「－下げる」「－下がる」，

「－重ねる」「－重なる」的成對動詞是否也有此現象還需要加以考察。 

    另外本研究所探討的對象是以成對的「V1+上げる」和「V1+上がる」複合

動詞為主。其中也有像下面的例子，前項動詞接頭辭化和前項動詞與後項動詞

一體化的實例存在，這些實例有成對，也有不成對的情況。 

         雰囲気を盛り上げる／雰囲気が盛り上がる 

           出発日を繰り上げる／出発日が繰り上がる 

          事件を持ち上げる／事件が持ち上がる 

    這種實例的衍生關係較為複雜，尤其是意思上無相對應的「持ち上げる」

和「持ち上がる」並沒有辦法解釋成「持ち上がる」是由「持ち上げる」衍生

而來的。這種實例之間的衍生關係需要利用通時的考察來釐清，這也是往後必

需克服的一大課題。 

附註：本計劃之研究成果已發表於以下論文 

王淑琴（2010）「『他動詞＋上げる』に対応する『他動詞＋上がる』の派生条

件」『台灣日語教育學報』第 14 期  pp.102-128  台灣日語教育學會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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