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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給 ”是人類 基本的行為之一，“給 ”類動詞在語 中一般也屬於常用高頻

詞。在斯瓦迪士(Swadesh)的高階詞表（100詞表）中，“給 ”列第70位，其核心義

素是【+使 方獲得】。很多研究 認為：由於“給 ”類詞在詞彙系統中的地位和自身

特點, 它們新 詞替換過程的研究具有典型意義,得出的結論 揭示語法詞歷時替

換的一般規律可能有重要意義1)。
研究 目前 漢語“給 ”類動詞的歷時發展研究主要集中在動詞“給”的產生及

其 之前核心詞“ （予）”位置的取代，而 前一核心詞“ （予）”的發展演變、
化以及是如何被“給”取代的則 關注。 語料的 察也大多集中在近代漢語時

期，尤其以明清時期 說為重， 上古和中古時期則關注不足2)。
  * 德成女子大学中文系，助教授。
 1) 引自李宗江. 《<紅樓夢>中的“ ”和“給”》，《紅樓夢的語 》（1996.126一141），北京:

北京語 學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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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類動詞的核心詞由“ （予）”變為“給”已是公認的事實，然而表“給予”意義

的動詞“給”何時產生，來源如何以及如何 “ （予）”競爭，並 終取代“ （予）”

的核心詞地位，則歷來說法歧出，莫衷一是。
一般研究 多認為表給予意義的“給”產生於清代，但也不斷有研究 提出新的

例證，如《漢語大詞典》收宋代吳曾《能改齋漫 ⋅事始二》為首用例3)，日本學 志

村良治《中國中世語法史研究》（1995）根據《武王伐紂平話》中的一個用例推斷“給”

在元代或許已經大量存在。張美蘭《<訓世評話>中的授 動詞“給”》（2002）又提供

了《訓世評話》中文 文部分的“給”表示授 意義的若干用例。趙世 的《授 動詞

“給”產生 發展簡論》（2003年） 察“給”的歷時發展，提出它萌芽於先秦，成長於

漢魏六朝，成熟於隋唐。
鑒於“給予”類動詞的研究價值和以往研究中的爭議問題，本文試圖重點 察自

上古至中古時期4)，給予類動詞的核心詞“ ”和“給”的歷時競爭 共時分佈，以彌補

前人研究的不足。

Ⅱ. 上古時期“ （予）”和“給”的共時分 和歷時發展

這裏說的上古時期主要指自先秦至秦漢時期，本章嘗試選擇反映時代語 特點

的部分語料， 察“ （予）”和“給”的共時分 和歷時發展。

 2) 上古和中古時期關注不足，主要因為研究 一般認為“給”在近代漢語中方始產生，
“ ”的替換也是近代以後的事情。

 3) 宋代吳曾《能改齋漫 ⋅事始二》：“俄而女僕請飯庫鑰匙，備夫人點心。傪詬曰：‘適已

給了，何得又請’云云”。
 4) 關於漢語史的分期各家說法略有出入，根據“給 ”類動詞的發展情況，本文主要採用了

王云路、方一新先生的看法，上古時期主要包括先秦和秦漢時期，兩漢可視為上古漢

語向中古漢語演變的過渡階段；中古時期主要指魏晉南北朝隋；初唐、中唐視為中古

漢語向近代漢語演變的過渡階段；晚唐五代以後視為近代漢語時期。為研究方便起

見，在論文中唐五代時期也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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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先秦時期（周—春秋—戰國）

自周代《今文尚書》、《詩經》直至戰國時期《呂氏春秋》、《韓非子》等11部語料的

察情況來看，作為“給 ”類動詞的“ ”和“予”無別，在部分文獻中混用，也有部分

文獻傾向於只使用“ ”或“予”；“給”在先秦做動詞基本意義是“滿足（某人或某事的

要）”，直至戰國後期才真正出現指“給 ”意義的用例，但之前有 多用例 “給 ”意

義、用法極為接近。
“ ”、“予”和“給”在語料中出現的情況統計如下。

时代 周 春秋 戰國

文献
今文

尚書
詩經 周易 國語 孫子 左傳 子 論語 孟子

呂氏

春秋

韓非

子

禮記

2/

275)

0/

77

1/

53

23/

226

0/

18

166/

846

3/

15

7/

141

30/

232

52/

483

49/

380

28/

330

予
0/

220

6/

100
0 34/36 1/1 13/15 0 0/25 0/46 13/13 34/34

5/

31

給 0 0 0
0/

12
0

0/

12
0 0/1 0/2 2/7

0/

12
0/7

總計 2 9 1 57 1 179 3 7 30 67 83 33

表一 “给 ”類動詞“ ”、“予”、“給”語料中出現頻率

從上表（表一）的統計情況來看，“ （予）”雖然從語義上看已經是“給 ”類動

詞的上位詞，但出現頻率並不高，這主要是因為這一時期“給 ”類動詞中存在大量

的下位詞（如：賜、獻、饋、贈等），且其使用數量遠遠超過“ （予）”，這些詞一

般為單義詞，只表示“給 ”意義，且這類下位詞 上位詞“ （予）”連用的例子極為

罕見。
從下表（表二、表三）的統計情況來看，這一時期“ ”除指“給 ”外還同時兼有

 5) 表中數字分隔符前邊的表示指“給 ”意義動詞出現次數，後邊的表示该词在文獻中出現

的總次數（一般統計時不包含人名用字，如“宰予”的“予”），如“2/27”指在《金文尚書》中

“ ”共出現27例，其中指“給 ”的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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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於現代漢語介詞“和”、並列連詞“和”、表示“參 、支持、讚成等”其他動詞意義

和 句末語氣詞“歟”通假的多種用法，其中介詞和連詞用法出現頻率 高，指“給 ”

意義的動詞義 相 來說出現頻率 低。“予”相 “ ”來說用法比 單純，除指表示

“給 ”意義外，只有作第一人稱代詞的用法，兩種用法所占比例因文獻不同而有所

不同。

時代

文獻

周 春秋 戰國

今文

尚書
詩經 周易 國語 孫子 左傳 子 論語 孟子

呂氏

春秋

韓非

子
禮記

指“給

”
2 0 1 24 0 167 3 7 30 52 49 28

其他

動詞
1 7 18 45 0 116 1 15 12 54 31 51

介詞 16 35 23 86 16 324 9 39 106 233 215 131

連詞 5 24 9 60 2 191 2 18 18 129 66 62

其他 3 23 3 113 0 24 0 62 66 150 20 58

總計 27 69 53 226 18 846 15 141 232 483 380 330

表二 “ ”常見用法分佈情況

時代

文獻

周 春秋 戰國

今文

尚書
詩經 周易 國語 孫子 左傳 子 論語 孟子

呂氏

春秋

韓非

子

禮記

指“給 ” 0 6 0 34 1 13 0 0 0 13 34 5

代詞 220 94 0 2 0 2 0 25 46 0 0 26

總計 220 100 0 36 1 15 0 25 46 13 34 31

表三 “予”常見用法分佈情況

1) 西周時期情況

從語料情況來看，“ （予）”指“給 ”意義的用法用例極 ，“給”則完全沒有出

現。“ ”在《今文尚書》中出現2例，均為“ +間接賓語(N1)+直接賓語（N2）”，在

《周易》中出現1例，和“求” ，《詩經》中無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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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後丕降 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

孫有比！（《尚書⋅盤庚中》）
（2）惟吊茲，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 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

罰，刑茲無赦。（《尚書⋅盤庚中》）
（3）乾剛坤柔，比 師憂。臨、觀義，或 或求。（《周易⋅雜卦》）

“予”指“給 ”在《今文尚書》和《周易》中無用例，僅在《詩經》中出現6例，其中單

獨使用1例，“予+直接賓語（N2）”2例，藉助介詞 “直接賓語（N2）”前置的

“（以）N2+予+ N1”2例，另有1例“予”和其他“給 ”類動詞“錫（賜）”連用：

（4）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詩經⋅ 雅⋅菀柳》）
（5）天命多辟，設都於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詩經⋅商 ⋅殷

武》）
（6）彼姝 子，何以予之？（《詩經⋅鄘風⋅幹旄》）
（7）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詩經⋅ 雅⋅桑扈之什⋅采菽》）

2）春秋時期情況

從語料情況來看，春秋時期“ （予）”指“給 ”意義的用法已經有 多用例；
“給”有部分用例出現，但還沒有出現指“給 ”意義的用法，其常用義是“供給（滿

足……的 要）”，“供給”連用的例子多見。
“ ”指“給 ”，在《國語》中出現24例，在《左傳》中出現167例，《 子》中3例，

《論語》中7例，共計201例。“予”指“給 ”，在《國語》中出現34例，《孫子》中出現1

例，《左傳》中出現13例，《 子》、《論語》中無用例，共計48例。從語義看“ （予）”

和現代漢語“給”相同，是“給 ”類動詞的上位詞，可 “取”、“奪”等 ：

（8）故聖人之施捨也議之，其喜怒取 亦議之。（《國語⋅周語》）
（9） 欲奪之，必固 之。（《 子⋅三十六章》）
（10）故善动敌 ，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孫子⋅兵勢》）

從句法結構看，除單獨使用外，語料中“ （予）+間接賓語(N1)+直接賓語

（N2）”出現108例，“ （予）+间接賓語（N1）”出現49例，“ （予）+直接賓語



248  《中國文學硏究》⋅제60집

（N2）”11例，藉助介詞 “直接賓語（N2）”前置的“（以）+N2+ （予）
+N1”38例，如：

（11）申生恐而出，驪姬 犬肉，犬斃。（《國語⋅晉語》）
（12）鄭人以名寶行成，公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還。（《國語⋅晉語》）
（13）君 若之何?欲 大叔,臣請事之。（《左傳⋅隱公元年》）
（14）已失人，又失天，其有殃也多矣。君其伐之，勿予糴！（《國語⋅晉語》）
（15）惠王以梁 魯陽文子，文子辭。（《國語⋅楚語》）

其他動詞和“ （予）”連用的例子，僅在《國語》中出現1例：

（16）其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 人體委 之。《國語⋅
周語中》

從語料情況來看，“給”在《國語》和《左傳》各有12例，共24例，“给” “足”同义，
作形容词语义为丰足、充裕，主语可以是物资，也可以是人，如：

（17）若貪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國語⋅周語》）
（18）若匱，王用 有所乏，乏則 厚取於民。民不給， 有遠志，是離民

也。（《國語⋅周語》）

“给”作动词，指“满足某人或某方面的 要”，可直接带宾语，如：

（19）敬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业也，恭所以给事也，俭所以足用也。（《國
語⋅周語》）

有部分用例 “给 ”意义极为接近，但语义仍是强 满足 要，如：

（20）夫大国之人。令於 国。而皆获其求。 何以给之。（《左传⋅昭公十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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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其中“供給”連用3例，語義 現代漢語相似，指以财物满足某种 要（特

定语境可专指奉祀）：

（21）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左傳⋅僖公四年》）
（22）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

於是乎在。（《國語⋅周語》）
（23）內官不過九禦，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而已，豈敢厭縱其耳目心腹

以亂百度？（《國語⋅周語》）

3）战国時期情況

從語料情況來看，战国時期“ （予）”指“給 ”意義的用法有所发展；“給”在战

国后期文献中有 数用例指“給 ”，其常用義仍是“供給（滿足……的 要）”，“供給”

連用的例子多見。
“ ”指“給 ”，在《孟子》中出現30例，在《吕氏春秋》中出現52例，《韩非子》中49

例，《礼记》中28例，共計159例。“予”指“給 ”，在《孟子》中无用例，《吕氏春秋》中

出現13例，《韩非子》中出現34例，《礼记》中出现5例，共計52例。指“给 ”意义的

“ （予）”基本和春秋时期文献中用法相同，除單獨使用外，語料中“ （予）+间

接賓語(N1)+直接賓語（N2）”出現54例，“ （予）+间接賓語（N1）”出現63

例，“ （予）+直接賓語（N2）”13例，藉助介詞 “直接賓語（N2）”前置的

“（以）N2+ （予）+ N1”16例。
值得關注的是在戰國後期文獻《韓非子》、《禮記》中，出現了一些“ （予）”和

其他動詞連用的例子，其中“V+ ”3例，如：

（24）夫施 貧困 ，此世之所 仁義。（《韓非子⋅奸劫弑臣》）
（25）毋吒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 狗骨。（《禮記⋅曲禮》）

（24）例中動詞“施”是“ ”的下位詞（指施捨），（25）例中動詞“投”指“ ”的

動作、方式。
《韓非子》、《禮記》中，另有6例為“ +（N1）+V”，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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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明趙之所以欺秦 ； 魏質以安其心。（《韓非子⋅存韓》）
（27）此師延之所作, 紂為靡靡之 也。（《韓非子⋅十過》）
（28）長 之提攜，則兩手奉長 之手。（《禮記⋅曲禮》）

（26）例中“ 魏質（ +N1+N2）”和“安其心”連用，後 為前 （“給 ”行

為）的目的，兩 各自獨立，為“ ”的一般用法；（27）例“ 紂（ +N1）”和動詞

“為”連用，意思是“給紂做……”，“ ”介於動詞、介詞之間；（28）例“ 之提攜”即是

“提攜之（抱他、牽他）”，“ ”引進後續動詞的 象，用法更接近介詞。
“給”在這一時期用法基本 春秋時期相同，可作動詞也可作形容詞，出現在雙

音節詞中指敏捷、迅捷例子增多（如口給、辯給等），“給”作動詞語義上和“給 ”接

近的例子多見6)，如：

（29）凡马之所以大用 ，外供甲兵，而内给淫奢也。（《韓非子⋅難勢》）
（30）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饘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莊

子⋅讓王》）

2. 兩漢時期（西漢—東漢）

兩漢時期基本上延續了先秦時期的情況，從《新序》到《太平經》等6部語料的

察情況來看，“ （予）”仍然是“給 ”類動詞的上位詞，并在原有用法上產生了一些

新的用法，但也仍然保留了先秦時期的全部義 ， 主要的義 仍是做介詞（引進

行為 象或比 象，類似於現代漢語中的“ ”或“和”）以及做並列連詞（類似於現

代漢語中的“和”）。“給”的主要義 先秦時期相同（指“足”或“滿足……的 要”），
到東漢後期的文獻中“給”指“給 ”意義的用例逐漸增多，用法也漸趨豐富。

 6) “給”在《呂氏春秋》中出現了2例指“給 ”：1）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惡能給若金？”

（《呂氏春秋⋅權勳》）；2）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給之？（《呂氏春

秋⋅應 》）。1）例“给”可带双宾语，即“给+間接賓語(N1)+直接賓語（N2）”，2）例

中给出现在“直接賓語（N2）”前置的格式“（以）N2+给+N1”中，两格式均为“给 ”类

动词 常出现的结构。但同期文獻及此後 長時間都未出現相同用法，故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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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文獻

西漢 東漢

新序 淮南子 法 論衡 風俗通義 太平經

25/236 34/472 1/77 24/978 14/106 65/951

予 21/25 38/38 0/1 21/54 0/20 19/19

給 0/4 0/21 0/1 0/9 1/3 6/32

總計 46/265 72/531 1/79 45/1041 15/129 90/1002

表四 “ ”、“予”、“給”兩漢時期語料中分佈情況

1）西漢時期情況

從語料情況來看，西漢時期基本 戰國時期情況一致，“ （予）”繼承了前代

指“給 ”意義的各種用法，“給”的用例仍然 見，其常用義是“供給（滿足……的

要）”，僅有個別用例語義接近“給 ”。
“ ”指“給 ”，在《新序》中出現25例，在《淮南子》中出現34例，《法 》中出現1

例，共計60例。“予”指“給 ”，在《新序》中出現21例，《淮南子》中出現38例，《法 》

中無用例，共計59例。“ （予）”語義上可 “取”、“奪”、“求”、“授”等並 ，用法上

可帶單賓語“ （予）+N1（或N2）”或雙賓語，即“ （予）+N1+N2”，也可藉助

介詞 “間接賓語（N2）”前置即“（以）N2+ （予）+ N1”，如：

（31） 天地取 ;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故而無所私而無所公。（《淮南子⋅原道

訓》）
（32）今 人卞氏之璧，未受 ，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 ，後也。（《淮

南子⋅詮 訓》）
（33） 二國幷力合 ，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予楚，以地予

魏。（《新序⋅善 》）

有 數用例為“ （予）+以+N2”：

（34）楚王甚悦之，予以节，使于秦。（《淮南子⋅道應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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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在三種文獻中共出現26次，僅3例為形容詞，如：

（35）上下同心，君臣辑睦，衣食有余，家给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顺。
（《淮南子⋅本經訓》）

其他均為動詞可直接帶賓語，賓語涉及以下幾種情況：

（36）居 無食, 行 無糧, 不養, 死 不葬, 贅妻鬻子, 以給上求, 猶弗

能澹。（《淮南子⋅本經訓》）
（37）妻子 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征賦、車、兵革

之費。（《淮南子⋅主術訓》）
（38）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淮南子⋅道應訓》 

（39）二君处强大势位，修仁义之道，汤、武救罪之不给，何谋之敢当！氾论

训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 響，,若鏜之 鞈，眯
不給撫，呼不給吸。（《淮南子⋅兵略訓》）

（40）来年秦复求割地，王 之乎？弗 ，是 前功而挑秦祸也；予之，则

无地而给之。（《新序⋅善 》）

（36）例宾语为“上求”，“给”表示“满足某人（的要求或 求）”；（37）例宾语

为“上之征賦、車、兵革之費”，阐明了某个要求或 求的具体内容，“给”表示“满足某

个（具体的要求或 求）”，因其大多通过供给财物来满足，也可解为“供给（某方

面的）财物”；（38）例宾语为“鱼”，指“对鱼的 求”，“给”表示“供给（鱼）”；（39)

例宾语为动词“抚”、“吸”，句子意思为“来不及擦眼睛”、“来不及吸气”，“不给”指“（因

时间紧迫）无法满足（做某事）的要求或 求”；（40）例宾语为“之（指“秦国）”，
句子意思指“（没有土地）可以给（秦国）”，“给”语义跟现代汉语“给 ”相似。

2）東漢時期情況

從語料情況來看，東漢時期，“ （予）”除繼承了前代指“給 ”意義的各種用法

外， 其他動詞連用的用例增加，用法上也有了新的發展，基本上具備了現代漢語

中“給”除表被動之外的全部用法。“給”指“給 ”的用例有所增加，用法也更豐富。
“ ”指“給 ”，在《論衡》中出現24例，在《風俗通義》中出現14例，《太平經》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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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65例，共計103例。“予”指“給 ”，在《論衡》中出現21例，在《風俗通義》中無用

例，《太平經》中出現19例，共計40例。
“ （予）”和其他“給 ”類動詞連用的例子增多，“賜 （予）”、“施 （予）”、

“授 （予）”等多見，“給 ”也有1例，這類連用的詞語可單獨使用，也可帶直接賓

語（N2）或間接賓語（N1），如：

（41）喜 和温，和温赏赐，阳道施予，阳气温，故温气应之。（《論衡⋅狀

留》）
（42）知人坚 不？或赐 美人玉女之象，为其作色便利之，志意不倾。（《太

平經》卷一百十四）
（43）赐予富人，绝去贫子，令使其饥寒而死，不以道理，反就笑之。（《太平

經》卷六十七）
（44）然天 兴之，瑞应文琦书出付 之（《太平經》卷五十三）
（45）内有以相知，视彼犹我，取之不疑。圣人起王，犹管之取财也。朋友彼

我无有授 之义。（《論衡⋅偶 》）
（46）人可求以祭祀，尚不给 ，百神恶之，欲使无世。（《太平經》卷六十

七）

非“給 ”類的其他動詞和“ （予）”連用的例子也有出現，如：

（47）犹河精为人持璧 秦使 ，秦亡之徵也。（《论衡⋅无形》）
（48）中古以来，有善道 皆相教闭藏，不肯传 其弟子，反以浮华伪文教

之。（《太平經》卷四十九）
（49）汝南戴幼起，三年服竟，让财 兄， 妻子出客 中住，官池田以耕

种。（《風俗通義⋅過譽》）

（47）例動詞“持”不含有“給 ”的意思，“持璧”和“ 秦使 ”是兩個連續的動作

行為，“持N2 N1”為連動結構；（48）例“傳”含有“給 ”的意思，“傳 ”語義類似于

現代漢語“傳給”，“傳 ”連用 “傳”同義，其中“ ”介於動詞和介詞之間，可以認為是

次要動詞，也可認為是引進動作 象的介詞；（49）例“讓”也含有“給 ”的意思，
“讓N2 N1”和（47）例不同，不是連動結構，其中“ ”更接近于引進動作 象的介

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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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N1）+V”的用法也有 多用例，如：

（50）必然之验，故谴告之 信也。予之谴告，何伤於义。（《論衡⋅狀留》）
（51）天怨之，人恶之，其罪不得 （之）赦也。（《太平經》卷八十六）
（52）故天下人以淹污辱恶， 人食之，天乃遣雷电下，自捕取之。（《太平

經》卷一百十七）
（53）故文帝宜修秦余政教，轻刑事 ， 之休息，以俭约节欲自持，初 籍

田，躬劝农耕桑，务民之本。（《風俗通義⋅正失》）
（54）日念生意， 神为臣，表其类也。（《太平經》卷一百一十）

（50）例“予之谴告”即“給（ ）他警告”，“予”介於動詞和介詞之間，可解為

“給”，也可解為引進“警告” 象的介詞“ ”；（51）例“ （之）赦”即“赦免他”，“ ”和

介詞“ ”更接近；（52）例、（53）例中“N1”為兼語，“ ”語義類似於“叫、讓”；
（54）例“ 神为臣”即“給（為）神作臣”，“ ”為介詞，引進的是“動作的服務 象”。

“給”在東漢時期三種文獻中共出現44次，基本繼承了前代指“滿足”、“供給”的用

法，還有7例指“給 ”，意義用法和“ （予）”接近，但未找到帶雙賓語的例子，
如：

（55）人可求以祭祀，尚不给 ，百神恶之，欲使无世。（《太平經》卷六十

七）
（56）大神 ：“此人年未满，期未至，请至期教其所报谢；当时未昇，其 空

虚，无以自衣，有道 给食，至时止。”“敕天官给所当得，此人空虚日

久， 食令足。”（《太平經》卷一百一十）
（57）大神 ：“令敕天官神给姓名，勿令空乏。”（《太平經》卷一百一十）
（58）时太守宋均到官，主 白出钱，给聘男女，均曰：“众巫 神合契，知其

旨欲，卒取 民不相当。（《風俗通義⋅怪神》）

（55）例“給 ”連用，（56）例上文為“給食”，下文為“ 食”，“給”和“ ”語義相

近；（57）例“給姓名”，為“給+直接賓語（N2）”；（58）例“给聘男女”即“給（為）
（神）聘男女”，“給”為介詞，引進的是“動作的服務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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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中古時期7)“ （予）”和“給”的共時分 和歷時發展

進入中古時期之後，“ （予）”一方面指“給 ”義的義 繼續發展，至六朝時期

現代漢語中“給”的全部動詞和介詞用法均已產生，且大多數用法在前代基礎上進一

步發展成熟，另一方面“ （予）”仍保留了其作為高頻介詞（引進行為 象或比

象，類似於現代漢語的“ ”、“和”）和高頻並列連詞（類似於現代漢語中的“和”）
的用法。由“給 ”義引申出的介詞義 （引進行為 象或服務 象，類似於現代漢

語中“給”）和原有介詞義 經常性出現在同樣的句法結構（ +N1+V）中，引起

歧義的機率大大增加。
“给”指“给 ”义的义项逐渐成为其主要义项，用例逐渐增多，到唐代以后“给”帶

雙賓語（給+N1+N2）的例子逐渐增加，并逐步引申出其他相关义项。

時代 六朝 唐代 五代

文獻 《世說新語》 《十誦律》 唐詩8) 唐 說9) 《祖 集》
《敦煌變文集

新書》

24/386
2500/

4989
55/510 112/581 375/892 390/788

予 0/2 0/0 1/53 1/6 0/0 1/1

給 2/6 30/130 0/19 18/7310) 1/11 7/43

總計 26/394
2530/

5119
56/123 131/662 378/903 398/832

表五 “ ”、“予”、“給”六朝、唐、五代語料中分佈情況

 7) 中古時期主要指六朝直至唐以前這一段時期，其中南北朝時期是中古的核心時期；初

唐、中唐可以視為中古漢語向近代漢語演變的過渡階段；晚唐五代以後視為近代漢語

時期。為研究方便起見本章涉及相關詞語自六朝直至唐五代發展情況。
 8) “唐詩”指CCL語料庫中“唐詩”部分，包括《唐诗三百首》、《寒山诗》、《崔颢诗》、《拾得

诗》、《李商隐诗》、《李白诗》、《李贺诗》、《杜审 诗》、《杜甫诗》、《王维诗》、《白居易

诗》、《薛涛诗》、《陈子昂诗》。
 9) “唐 說”指CCL語料庫中“唐 說”部分，包括《五代新说》、《南岳 录》、《唐国史补》、

《大唐创业起居注》、《大唐新语》、《明皇杂录》、《游仙窟》、《野朝佥载》、《隋唐嘉话》、
《霍 玉传》10部 說。

10) “給”73例中含有37例為職官名，如“給驛”、“給事中”、“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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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朝时期

中古時期主要指六朝至唐以前這一段時期，其中六朝時期是中古的核心時期。
從《世说新语》和《十诵律》2部語料的 察情況來看，这一時期“给 ”类动词在延續前

代用法的同时，有了新的发展。“ （予）”仍然是“給 ”類動詞的上位詞，不仅使用

频率远高于同类其他动词，而且從句法分佈情況來看，可覆蓋其他詞的使用範疇；
“ ”指“给 ”义的用法也引申出了一些新的义项，但“ ”自先秦就有的作連詞和介詞

的用法仍然是其 主要的义项。“给”指“给 ”义的用例有所增加，仍然没有出现带双

宾语的例子。
“ ”在《世说新语》中出現386例，其中仅24例指“給 ”，其余300多例几乎全部

为介词（类似于现代汉语的“对”、“和”）和并列连词（类似于现代汉语的“和”）；“ ”

在《十诵律》中出現4989例，有超过50%的例子指“给 ”。“ ”在这一时期不僅具备

了现代汉语中“给”除表被动外的全部用法，而且這些用法都有 多用例，如：

（59）有達尼迦比丘，來作是 ，阿闍世王 我材木。（《十诵律》卷一）（
+N1+N2）

（60）王今云何乃以大材 此比丘。（《十诵律》卷一）（介詞+N2+ +N1）
（61）看竟，擲 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世說新語⋅文學》）（V+

+N1）
（62）是中有人，強奪諸人民田業，賣 比丘。（《十诵律》卷一）（V+ +N

1）
（63）有雌獼猴常數來往此比丘所，比丘即 飲食誘之。（《十诵律》卷一）

（ +<N1>+N2+V+<N1>）
（64）殷徐语左右：取手巾与谢郎拭面。（《世說新語⋅文學》）（ +N1+

V）
（65）复有贾客至关税处语比丘 ： 我过是物。比丘 过税直五钱波罗夷。

（《十诵律》卷一）（ +N1+V）
（66）既至，淮 宣帝书曰：五子哀恋，思念其母。（《世說新語⋅文學》）

（ +N1+V）

（59）例“ ”帶雙賓語、（60）例用介詞“以” N2前置的用法，先秦即已產

生，為“給 ”類動詞 常見用法；（61）、（62）例“V+ +N1”， 漢代情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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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使用頻率有所增加，其中V可以是一般動詞（如持 、割 ），表示“ ”的方

式，也可以是“給 ”類動詞（如賜 、贈 、授 ）；（63）例“ ”後出現其他動

詞，形成連動結構，“ ”為其中次要動詞，（64）例“ ”介于动词和介词之间，（65) 

例“ ”为介词，引进服务对象，语义近似“替、为”，（65）例“ ”为介词，引进行为

涉及的对象。
“ ”表被动在一般传世文献中无用例，只在译经中有类似用例，如：

（67） 时佛 百千万众恭敬围绕而为说法。（《十诵律》卷一）

“给”在這一時期文獻中大多數情況下仍然指“供给”，语义上偏重強調滿足 方的

要，而不是单纯意义的“給 ”，在《世说新语》中仅有2例，指“给 ”；值得注意的

是在《十诵律》中“给”共出现130例，其中100例为“供给”连用，其他30例“给”单独使用

均指“给 ”。“给”一般单独使用或单独加直接宾语（N2）或单独加间接宾语（N1）, 

没有带双宾语的例子，如：

（68）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 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 。
（《世說新語⋅德行》）

（69）是馬有五百匹，比丘五百 一。一馬食麥二斗，一比丘給一斗，一斗

馬。中有良馬給麥四斗，二斗給佛，二斗 良馬。千二百五十使人，一

比丘給一人，給 一切閻浮提人為米麵故來 。一切自恣給 米麵，如

故不盡。（《十诵律》卷二十六）

2. 唐代

唐代是中古向近代漢語過渡的時期，從 察語料的情況來看，這一時期“給 ”

類動詞基本上延續了前代的用法，“ ”基本沒有發生新的變化，在唐代 說類文獻

中“給”具備了現代漢語中動詞“給”的幾個常見用法，出現了借助介詞“以” N2提前的

結構(以+N2+給+N1)，也可 其他動詞連用，但仍沒有“給”帶雙賓語的例子。
“ （予）”在兩種語料中都有 多用例，在“唐詩”類語料中共出現510例，其中

55例指“給 ”；“唐 說”中出現581例，其中112例指“給 ”，“ ”指“給 ”及由“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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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申出的介詞義 在兩類文獻中都沒有超過全部用例的20%，其他80%幾乎全部為

自先秦就有的作連詞和介詞的用法，其 常見義 仍 是這兩個。
“ （予）”六朝時期指“給 ”及由“給 ”引申出的介詞義 在這一時期都有 多

用例，另外在語料中出現了1個“ ”表被動的例子：

（70）世間一等流,誠堪 人笑。出家弊己身,誑俗 為道。（《寒山詩》）

“給”在“唐詩”類語料中共出現19例，其中11例為官職名“給事”，其他均指“供

給”，沒有指“給 ”的用例。“唐 說”類語料中，“給”共出現73例，其中37例為職官

名，其餘36例中18例指“供給”，18例指“給 ”，用法比前代更豐富：

（71）韋太 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 吏婚嫁，則以熟彩衣給其夫氏，以銀

泥衣給其女氏，又各（《唐國史補》）（以+N2+給+N1）
（72）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 前事，公主亦為之悲歎良久，給錢十二萬焉。

（《霍 玉傳》）（給+N2）
（73）玄宗異之，召入賜宴，拜諫議大夫，賜以章服，並辭不受。乃給米百

石，絹五百疋，還隱居之所。（《大唐新語》）
（74）自是以後，記室奉命宣旨稱教，部伍間事，給付一物，軍書羽檄，賞罰

科條，接撫初附，（《大唐創業起居注》）（給+V+N2）
（75）居家以 約自處，所得俸祿，散給宗親，餘貲寫書數萬卷。（《大唐新

語》）（V+給+N1）

3. 五代

五代是近代漢語的初始階段，從 察的兩部語料情況來看，這一時期“給 ”類

動詞總體上延續了前代的用法，“ ”又產生了新的義 ，“給”雖用例不多，但出現了

帶雙賓語的例子，同時“給”指“供給”的義 基本只出現在 有名詞和雙音節動詞中，
很 單獨使用。

“ ”在《祖 集》中共出現892例，其中375例指“給 ”，《敦煌變文集新書》中共

出現788例，其中390例指“給 ”，用法 前代基本相同，只是兩種文獻中均沒有出

現“ ”指被動的例子，但“ ”指“叫、讓”的用法 前代有更多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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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於時波羅門聞師所說而生歡喜，欲求出家。師 出家，受具足戒，令證

道果。（《祖 集》第二卷）
（77）若 我此山安 ，即便從伊。若 我此山不安，汝便當時發遣出此山

中。（《敦煌變文集新書⋅廬山遠公話》）
（78）有計但知說來，一任 娘子鞭恥。（《敦煌變文集新書⋅舜子變》）

在《敦煌變文集新書新書》中出現了“ +N2+方位詞”的用法，義為“把N2置於

某處”：

（79）寮欲喚師針灸，恐痛， 口於母腫上吮之，即得 差，以膿血數口流

出，其母至夜，便得眠臥安穩。（敦煌本《搜神記》）
（80） 耶輸母子各縛在柱上，遣武士於母身上割一啖 子口中，於子身上割

一啖 母口中。（《敦煌變文集新書新書⋅太子成道經》）

“給”在《祖 集》中共出現11例，其中僅1例指“給 ”，《敦煌變文集新書》中共出

現43例，其中7例指“給 ”。
“給”指“供給”的用例所佔比例 高，但幾乎沒有單獨使用作動詞的例子，《祖

集》中指“供給”的10例分別為“供給”3例、“給侍”3例、“日給”3例、“給孤（人名）”1

例；《敦煌變文集新書》中指“供給”的36例分別為“供给”11例、“给施”6例、“给济”1

例、“济给”1例、“给事”2例、“给侍”1例、“給效”2例、“岁给”1例、“給孤獨（人名）”5

例，其餘為形容詞用法。
“給”指“給 ”的用法在前代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出現了“給”帶雙賓語的例子，

表明“給”指“給 ”的用法漸趨成熟：

（81）皓往自唤取去，请 侍从，子京必当欢喜而来。”於是王即给皓行从并手

力精骑，往秦州唤子京。（敦煌本《搜神記》）

Ⅳ. 結論

1. 從 察的情況來看，自西周時期直至晚唐五代“ ”指“給 ”的用法始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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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 主要的用法。其 主要、使用頻率 高的義 一直都是：（1）介詞，引入

動作 象或比 象，語義類似於現代漢語中“和”或“ ”，主要出現在“ +N1+V”

結構中；（2）並列連詞，連接兩個名詞性成分，語義 現代漢語中“和”相同，當出

現在靠近主語位置時，也出現在“ +N1+V”結構中。
2. “ ”自西周直至晚唐五代一直是“給 ”類動詞中的上位詞。指“給 ”的用法

自西周時期就已產生，且其已經具備了“給 ”類動詞的一般用法，可帶直接賓語、
間接賓語、雙賓語，也可借助介詞 直接賓語提前，但使用頻率極低，這主要是因

為上古時期“給 ”類動詞中有大量單音節下位詞，表示具體的給 行為。直至東漢

時期“ ”的用例才有明顯增加，並在動詞基礎上引申出表“使令或允許”意義的動詞義

，語義類似於現代漢語的“叫、讓”以及一系列介詞義 （參見表五），這些引申

義 基本都用於“ +N1+V”的結構。
這些引申義 自東漢陸續產生，到六朝時期逐漸發展成熟，用例逐步增加，到

唐、五代部分義 已經成為使用頻率 高的常見義 ，由於它們和“ ” 主要、使

用頻率 高的兩個義 應用於同一結構（ +N1+V），引起歧義的可能性大大增

加。
3. 從 察的情況來看，“給” 早出現在春秋時期，其常用義 為：（1）形容

詞“豐足或滿足”，主要出現在“ 事主語（N2或N1）+給”的結構中；（2）動詞“滿

足.....（ 要）”，動詞涉及的 象可以是某個人，也可以是某個具體的要求或

求，因其大多通過供給財物來滿足，也可解為“供給（某方面的）財物”，主要應用

於“給+N1或N2”的結構中，到戰國後期“給”也可以用於指滿足某一行為的 要，主

要應用於“給+V”的結構中。
“給”指“給 ”的義 由上述動詞用法引申而來，在先秦時期即產生了一些“給”介

於“供給”和“給 ”之間的例子，到東漢時期出現了“給”明確指“給 ”的例子， 指“供

給”的義 一致，其主要出現在“給+N1或N2”的結構中，因而常出現語義混淆的情

況，“給”指“給 ”的用法尚不成熟。直至唐、五代才逐漸產生了“以+N2+給+N1”和

“給+N1+N2”的用法，表示“給”指“給 ”的用法日趨穩定，到近代漢語時期隨著用例

逐漸增加，這一用法才真正成熟起來。
4. 隨著“給”指“給 ”用法的逐漸發展，“給”作動詞指“滿足.....（ 要）”的用法

逐漸消 到只出現在雙音節詞語中，不再單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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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從 先秦直至晚唐五代部分語料的 察情況來看，“給” 終取代“ ”

成為“給 ”類動詞的上位詞和核心詞，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1)“ ”指“給 ”的用法

始終不是其 重要的核心義 ；2）“ ”由“給 ”引申出的多個介詞義 “ ” 主要、
使用頻率 高的兩個義 應用於同一結構（ +N1+V），引起歧義的可能性大大

增加；3）“給”的用法 “ ”更為單純，沒有其他高頻義 ，且隨著“給”指“給 ”用法

的逐漸發展，原有用法逐步消 ，不再單獨使用。

詞性 詞義 用法 西周 春秋 戰國 西漢 東漢 六朝 唐 五代

動詞 指“給 ”

+NI + + + + + + + +

+N2 + + + + + + + +

+NI+

N2
+ + + + + + + +

以+N2+

+N1
+ + + + + + + +

動詞/

介詞
V+ +N1 + + + + + + + +

動詞
指“叫、

讓”

+N1+

V
+ + + +

介詞

指“給、
替”

+N1+

V
+ + + +

指“向、
”

+N1+

V
+ + + +

指“被”
+N1+

V
+ +

介詞
指“和”

或“ ”

+N1+

V
+ + + + + + + +

連詞 指“和”
S+ +N1

+V
+ + + + + + + +

表五 “ ”主要義 產生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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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性 詞義 用法 西周 春秋 戰國 西漢 東漢 六朝 唐 五代

動詞 指“給 ”

給+NI + + + +

給+N2 + + + +

給+NI+

N2
+

以+N2+

+N1
+ +

動詞/介

詞
V+给+N1 + +

介词
指“給、

替”

给+N1+

V
+ +

形容詞 指“足” N2+給 + + + +

動詞
指“感到

滿足”
N1+給 + +

動詞

指“滿足

......

( 要)”

給+N1 + + + + +

給+N2 + + + + +

給+V + + +

供給 + + + + + + +

表六 “給”主要義 產生發展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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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提要】

On meaning “give”，there was diachronic competition between” 

“YU( )”and “GEI(給)”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anguage. By the 

investigation, we think that “YU( )” is a hypernym in the 

giving verbs from the Zhou Dynasty to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is  a preposition and 

conjunction most frequently. And the  use of “ YU( )” preposition 

or conjunc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its as a giving verb. “GEi

(給)” as a giving verb is derived  the meaning “satisfy”,and has 

produced other different meanings. Finally GEI(給) is used 

important giving verb, because YU( ) has numerous meanings 

and can lead to ambiguity.

【主題語】

YU( )，GEI(给)，Diachronic Competition，Synchronic Distributing，
Ancient times，Mediaeval times

，給，歷時競爭，共時分佈，上古時期，中古時期

유( )，게(给), 역시경쟁, 공시분포, 상고시기, 중고시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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