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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中國人對「鬼」字一般比較忌諱，但廣東話中，
「鬼」字的用法卻多不勝數，
除了有豐富的與「鬼」字搭配而成的俗語和詞彙外，在日常的口語中，「鬼」字
的使用也十分普遍。在香港，「鬼」字的使用好像是一種語言習慣，不少香港人
在說話時都會不自覺地在句子中加上「鬼」字。其中，有一些「鬼」字的用法更
是廣東話獨有的，極具特色。因此，本文將會從「鬼」的基本義入手，進而分析
「鬼」字在廣東話中的詞類轉變，以及「鬼」字在不同句子中的語法特色。
本文將集中討論「鬼」字在口語句子中的使用情況。本文會以詞類作為劃分，
從名詞、副詞和助詞，羅列出「鬼」字會出現在香港粵語中那些句子結構，並從
中分析「鬼」字的語法意義和功能，以及探討「鬼」字在不同詞類之間的關係。
為確保所討論的「鬼」字用法是常見於香港的新聞和日常的溝通中，本文討論「鬼」
字在不同的句子結構時，會附以多條相應的例句供參考，語料的來源主要是本地
報章的報導內文的句子，也有少部分源自日常生活中的口頭例句。

關鍵詞：
粵語、港式中文、現代漢語、詞類轉換、語法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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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論
「鬼」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概念。自有文字起，中國便有
關於「鬼」的記載1，所以「鬼」是一個極具文化內涵的字眼2。即使在現今社會
很多人都不再相信有鬼魂的存在，但漢語中仍有很多與「鬼」字搭配的詞語，包
括一些因前人對鬼的迷信而產生的與鬼魂意思相關的詞類，如「鬼怪」
、
「鬼門關」
和「鬼魅」等，以及從鬼魂意義引申而來的新詞、成語和四字詞，如「鬼混」
、
「鬼
3
點子」
、
「心懷鬼胎」和「鬼鬼祟祟」等。 而在粵方言中，
「鬼」字更從一個概念
發展成為一個語言習慣。不少香港人在說話時也會不自覺地在句子中加上「鬼」
字，所以「鬼」字在香港粵語中除了有像現代漢語般與他字構成的新詞外，也有
充當不同的詞類出現在句子中。
過往有不少學者曾就「鬼」字的本義和現代漢語中的構詞用法作出研究，但
目前針對粵語中的「鬼」字用法的研究卻寥寥可數。當中，温昌衍的〈廣東客家
閩粵方言詈罵文化〉4、鄧小琴的〈粵方言的語氣範疇及其表現形式〉5和湯志祥
的〈粵語的常見後綴〉6都曾提及「鬼」字在粵語中的用法，但「鬼」字在三人
的論文中只是眾例子之一，不是文章的分析重點，因此有關的解釋並不詳細。以
粵語中的「鬼」字為研究對象的，大概只有陳曉彤的〈粵語「鬼」字的語法特性〉
7，然而這篇文章的某些內容似乎有待商榷，本文在論及相關部分時將會稍作補

充。
由於香港粵語中含「鬼」字的詞語的構成形式和隠喻意義與現代漢語相似，
且過往已有不少學者曾對現代漢語中的「鬼」字族詞語作出詳細的分析，因此本
文將會略過香港粵語中以「鬼」字搭配而成的詞語的部分。本文將以「鬼」字的
詞類作為劃分，分析「鬼」字在香港粵語句子中的語法意義和功能，並附以本地
報章對「鬼」字的使用為例，作全面的解釋。

徐穎楠、張曉紅：
〈常州方言「鬼」字族研究〉
，
《江蘇技術師范學院學報》
，第 19 卷第 5 期（2013
年 10 月）
，頁 27。
2
梁田：
〈試論中文與日語中「鬼」用語的異同點〉
，《科技致富向導》，第 33 期（2010 年）
，頁
25。
3
鄭春燕：
〈漢語的「神」
「鬼」文化積淀〉
，《金華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第 5 卷第 3 期（2005 年
9 月）
，頁 86。
4
溫昌衍：
〈廣東客閩粵方言詈罵語中的詈罵文化〉
，
《嘉應學院學報》
，第 32 卷第 1 期（2014 年
1 月）
，頁 5-9。
5
鄧小琴：
〈粵方言的語氣范疇及其表現形式〉
，
《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第 30 卷第
4 期（2014 年）
，頁 21-26。
6
湯志祥：〈粵語的常見后綴〉
，《方言》
，第 4 期（2000 年 11 月）
，頁 342-349。
7
陳曉彤：〈粵語「鬼」字的語法特性〉
，《香港教育大學畢業論文》
，（2017 年）
，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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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鬼」字的基本義
對於「鬼」字的構形和本義，學術界有不同的說法。《說文解字》：｢鬼，人
所歸為鬼。从人，象鬼頭。鬼陰氣賊害，从厶。凡鬼之屬皆从鬼。」 8許慎認為
鬼是一個象形字，字的下部是人形，上部則是怪異的頭部，像人死後變成面目可
怕的靈魂之形9。有學者在許慎的基礎上提出和認為，
「鬼」字是一個會意字，其
與屍體相關的鬼魂概念是會人死屍體葬於地上之意10。此外，也有學者否定許慎
「釋鬼為魂」的說法，認為「鬼」字本義應指面部「深目高鼻多鬚」與南方華夏
族人有明顯差異的突厥人。11同時，也有學者認為「鬼」字是指在宗教祭祀活動
中戴着面具的巫祝。12至於哪種說法較可取，由於不是本文論述的重點，因此將
不作討論。不過可以確定的是，不論「鬼」字本義是什麼，「鬼」字最初都應為
一個名詞。
此外，「鬼」字的基本義也是可以肯定的。字典的義項一般都是按出版時字
義的使用頻率和普遍認知性而排列的。「鬼」在很多著名的字典，如《現代漢語
詞典》
、
《漢語大字典》
、
《辭海》和《辭源》中，第一義項都是「迷信者以為人死
後離開形體而存在的精靈」13，這反映「鬼」字被解釋為「人死後的靈魂」的現
象是常見的。大眾把「鬼」字與「人死後的靈魂」聯繫，在共同的潛意識下將「鬼」
字等同「人死後的靈魂」
，並用於溝通上。故此，
「鬼」字的基本義是「人死後的
靈魂」，而本文亦將以這個「鬼」的基本義作為分析的源頭，詳細探討「鬼」字
的基本義對其在香港粵語中的語法意義和功能的影響。

許慎：
《說文解字》（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
，頁 188。
李樂毅：《漢字演變五百例》
（北京：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2）
，頁 119。
10
程邦雄：〈
「鬼」字形義淺探〉
，《華中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3 期（1997 年）
，頁
102-104。
11
胡津齡：〈釋「鬼」〉
，《學語文》，第 4 期（2003 年）
，頁 47。
12
鄭宇釋：〈釋「鬼」〉
，《晉中學院學報》，第 24 卷第 1 期（2007 年 2 月）
，頁 12-15。
13
胡津齡：〈釋「鬼」〉
，《學語文》，第 4 期（2003 年）
，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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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鬼」字在香港粵語中的語法
1、名詞
（一）「鬼」的基本義：鬼魂
當「鬼」字出現在句子的主語或賓語的位置時，它會作為名詞使用，可
解作「鬼」字的基本義，即靈界裡的靈魂。在這個用法中，鬼字的意思比較
實在，基本上没有爭議，是單純指鬼魂。例如：
（1）「Leon 受訪時曾經講過『拍拖同撞鬼（案：遇見鬼魂）一樣係講緣
分』。」〈黎明新寵阿 Wing 傳佗 B6 個月〉14
（2）
「撞鬼呀你！（案：你遇到鬼魂嗎？）連老娘都嚇！」
〈夏蕙 BB 哈囉
15
喂反「嚇」為主：撞鬼你咩！〉
（3）
「一夜之間，電影公司離棄我，以前感情好好嘅記者亦怕咗我，聽到
我電話好似見鬼（案：看見鬼魂）咁。」
〈嫁人豪門被譏「唔三唔四」 邵
16
音音：好痛苦，好痛〉
（4）「我嚇了一跳：『你在扮鬼（案：裝成鬼魂）嚇人嗎？』」〈梳打餅脂
肪分分鐘 多過牛油曲奇〉17
當「鬼」字所指鬼魂時，其僅是「人死後的靈魂」的名稱，本身並不帶
褒義或貶義的成分和意義，從例子（1）中將「撞鬼」與「拍拖（談戀愛）」
類比為一樣需要講求緣分的情節可見，
「鬼」本身只是客觀的對象，而「鬼」
字也是帶中性的。
另外，例子（1）至（4）的句子所帶的不討好感覺其實是從文句的語境
而來的。根據温昌衍曾提到方言中「借鬼罵人」的詈罵文化的說法18，例子
（2）中的「撞鬼呀你！」便是屬於「借鬼罵人」的一種，但本文卻認為這
並不盡然。
「撞鬼呀你！」是倒裝句，可作「你撞鬼呀！」
。單從「你撞鬼呀！」
這句看，它只是單純地表達了說話者對說話對象的情況推測和敘述，「鬼」
字本身是不帶咒罵的效果。「撞鬼呀你！」一句之所以給人負面的印象，主
要是因為其後出現了「嚇」這個負面舉動，使「撞鬼呀你！」一句不再像純
粹的中性的推測和敘述，而是包含責罵的意味。

東方日報：〈黎明新寵阿 Wing 傳佗 B6 個月〉，2018 年 03 月 16 日。
蘋果日報：〈夏蕙 BB 哈囉喂反「嚇」為主：撞鬼你咩！〉
，2016 年 09 月 07。
16
蘋果日報：〈嫁人豪門被譏「唔三唔四」 邵音音：好痛苦，好痛〉，2017 年 12 月 02 日。
17
am730：〈梳打餅脂肪分分鐘 多過牛油曲奇〉
，2018 年 03 月 19 日。
18
溫昌衍：
〈廣東客閩粵方言詈罵語中的詈罵文化〉
，
《嘉應學院學報》
，第 32 卷第 1 期（2014 年
1 月）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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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些涉及「鬼」字的諺語和四字詞，如「心懷鬼胎」和「鬼斧神工」
可見，
「鬼」在中國的形象既有負面的，也有正面的19。例子（3）將「讓人
害怕、想要避之的『我』」直接比擬成「鬼」
，使其中的「鬼」因而帶有負面
的形象，所以例子（3）中的「鬼」字之所以給人帶來不好的感覺，其實是
文中的語境附加的。
例子（4），「扮鬼」本身只是對一個人的行動描述，句子中的提到說話
者被「嚇了一跳」和將說話對象的行為總括為「嚇人」這負面結果，才使「扮
鬼」在句子中變成一項不好的行為，並不表示「扮鬼」二字本身就用於描述
負面的行為。
不過，雖然說「鬼」字在文句中的負面感覺並不是自帶的，而是從文句
中的語境而來。但無可否認的是，人們因為未知而對鬼產生恐懼等心理作用
20，所以很多含「鬼」字眼的句子都是偏向負面的，如與責罵、死亡和恐懼
心理等有關。
（二）「鬼」的比喻義
隨着科學水平的提高，愈來愈多人開始不相信「鬼」的存在，這使漢語
中的「鬼」字出現了不少比喻義的用法。21這現象不只現代漢語，在粵語中
也有出現，所以「鬼」字作為名詞時，除了會是上文提到的基本義外，也可
以是比喻義。在這種情況下，「鬼」字在句子中一般是一語雙關的，即表面
上「鬼」字好像是用了基本義，但其內裡實際上隱含其他意思22。例如：
（1）
「最終竟然推咗梁耀忠做鬼（案：面對群眾質疑和詬病的人）
。」
〈反
對派封口 「團結」為飯碗〉23
（2）「有『紅棍』對他直言：『我覺得你係鬼（案：卧底）嚟。』」〈潛伏
新義安行動組 令 14 人定罪 卧底兩遭紅棍疑是「鬼」〉24
（3）「怕『多隻香爐多隻鬼』（案：原本獲得的利益被後來者分薄）所以
刻意留力？」〈西環集中營：建制鬼打鬼（案：內訌）

拖垮陳家珮〉25

（4）「他稱於去年花了二千四百元購買樂視提供的英超、中超及 NBA 球
賽轉播服務，但現時『見過鬼怕黑』（案：吃過虧後便不敢再作同類的事
葉曼茹、池清漪：
〈淺析「鬼」在中日諺語中的文化異同〉
，
《考試周刊》
，第 18 期（2014 年），
頁 20。
20
陳曉彤：〈粵語「鬼」字的語法特性〉
，《香港教育大學畢業論文》
，（2017 年）
，頁 7。
21
趙聖花、江波：
〈漢日「鬼」詞語的隱喻表達對比研究〉
，
《遼寧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 36 卷第 1 期（2013 年 1 月）
，頁 114。
22
羅潔清：
〈「鬼」字的用法與鬼魂崇拜〉，
《殷都學刊》，第 3 期（1998 年）
，頁 80。
23
文匯報：〈反對派封口 「團結」為飯碗〉
，2018 年 03 月 23 日。
24
蘋果日報：
〈潛伏新義安行動組 令 14 人定罪 卧底兩遭紅棍疑是「鬼」
〉
，2018 年 03 月 22 日。
25
蘋果日報：〈西環集中營：建制鬼打鬼 拖垮陳家珮〉，2018 年 0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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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樂視體育直播英超又斷片〉26
例句（1）中的「鬼」代表「醜人〔jɐn2〕」
，即會替同伴做得罪人的事，
及遭他人遣責的人，是個不討好的人物。從例句（1）的語境可見，由於句
子中「做鬼」的人是被迫的，所以「鬼」字代表的「醜人」同時也有替罪羔
羊的意味。
此外，在人類的意識裡，鬼魂與人是有區別的，且大部分人在心理上都
對作為人的身份有一定的優越感，所以香港粵語會取「鬼」字來表示或指認
群組裡的異類分子，且這種表示或指認從說話者的角度而言是帶貶意的，例
句（2）和（3）便是其中的例子。例句（2）的「鬼」是指卧底，即指秘密
混入組織以暗中調查分子。由於「卧底」一般是指掌握組織犯罪證據的警員，
其立場與組織內的大部分人是相對的，因此「卧底」對於涉及的組織來說是
不忠誠的人物，具有負面形象的。
例句（3）
「多隻香爐多隻鬼」中的「鬼」字，雖然硬要解作「鬼魂」也
是能說得通的，但卻不準確。句子中的「鬼」是借喻，本指別有用心、意圖
瓜分他人固有利益的覬覦者。對於本身就處於利益中心的人來說，這些覬覦
者的形象自然是負面的。而在例句（3）的原文標題中的「鬼打鬼」
，其中的
「鬼」字是指群組中的壞人，所以「鬼打鬼」即指群組裡壞人之間的爭鬥27，
有內訌的意思。
不同於例句（1）至（3）
，例句（4）中的「鬼」字並不是用作比喻成「人」
。
例句（4）的「鬼」是指過往的不好經歷。根據文意，例句（4）中的「見過
鬼怕黑」是指受訪者在去年經歷花錢購買頻道轉播球賽的壞經歷。
值得留意的是，上述例句中以「鬼」比喻的對象都是帶貶意的，而在現
實的語言環境中這個情況其實也是十分普遍的，當「鬼」字在句子作為比喻
義時，其比喻對象一般都具有負面形象的，這點很可能與上文曾提到的，人
們對「鬼」一般都有恐懼的心理有關。
（三）「鬼」+動詞
當「鬼」字作名詞時，除了有以上的用法外，也會以「鬼+動詞」的形
式出現在句子中，並使句子在語境上具有否定的意思。
「鬼+動詞」的句子結
構可出現在兩種句式中，一是「鬼+動詞+……」，二是「……+鬼+動詞」／
「……+鬼+動詞+……」。前者在「鬼+動詞」前是不可 加上其他名詞或代
名詞作為句子的主語，而後者則可以。
「鬼+動詞+……」
26
27

東方日報：〈樂視體育直播英超又斷片〉，2018 年 03 月 12 日。
蘇真真：《真中文－－正確中文這樣寫》，
（香港：日閱堂，2011）
，頁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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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句式中，「鬼」充當句子中的主語成分。陳曉彤在〈粵語「鬼」字
的語法特性〉中認為，這類句子中的「鬼」是疑問代語，表示「誰」的意思
28，但本文卻認為這類句子中「鬼」是名詞，解作「鬼魂」
。雖然在粵語與
現代漢語的對譯中，
「鬼」字被譯作「誰」
，但因為譯文主要以句子的整體意
思為本，而非以字義為本，所以對譯的結果不代表「鬼」字的用法就等同於
「誰」字，並可以以「誰」字的用法來解釋「鬼」字。「鬼+動詞+……」的
句子並不帶疑問語氣的，相反還帶有肯定的語氣，肯定句子中所描述的情
況，或敘述的事實。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句子中的「鬼」字只是解作「鬼魂」
，
其本身並没有肯定語氣，而句子中的肯定語氣則是句子組合後產生的主觀感
覺。例如：
（1）「鬼整你（案：誰作弄你）咩！」〈「鬼」話連篇〉29
（2）
「唔呃都呃咗，鬼叫你傻（案：誰叫你傻）
，認命就是。」
〈新年流流
30
偷呃拐騙〉
（3）「做到一百歲都無計，鬼叫我哋窮（案：誰叫我們貧窮）咩！」〈南
亞賊夥港漢 「撳鐘仔」劫鳳姐〉31
（4）「鬼唔知最理想的愛情故事（案：誰不知道最理想的愛情故事），就
系白雪公主與白馬王子。」〈嗱！我今鋪撐城城呀！〉32
（5）「鬼唔知阿媽係女人（案：誰不知媽媽是女性）咩。」〈輪候公屋創
新高 上樓難過上青天〉33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鬼+動詞+……」中的「鬼」字都是表示「鬼魂」
的意思，至於其後所引伸成「誰人」或「没有人」的意思則是句子語境和「鬼
魂」的性質所致，其中例句（1）是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例句（1）的「鬼
整你」
，以字義直譯該為「鬼魂作弄你」
，但由於這句話是說話者用來回擊說
話對象之前那類似「你剛剛作弄我？」的指責，所以「鬼整你」在這情境下
並不是單純指「鬼魂作弄你」意思，而是一種較為婉轉的暗示性否認說法。
由於「鬼魂」是指人死後的靈魂，是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的人，因此「鬼」字
在很多的語境，尤其在「鬼+動詞+……」的句子結構中，也會被理解為「没
有人」的意思，如例子（1）的「鬼整你」則可被理解成「没有人作弄你」。
至於「鬼+動詞+……」中的「鬼」多被譯成「誰」
，而非「没有人」
，則是因

陳曉彤：〈粵語「鬼」字的語法特性〉
，《香港教育大學畢業論文》
，（2017 年）
，頁 12。
魯凡文藝坊：
〈「鬼」話連篇〉
，《活潑廣東話系列 7》
，（2012 年）
，檢自
http://lopamliterature.blogspot.hk/2013/07/7.html，瀏覽日期：2018 年 03 月 30 日。
30
信報財經新聞：〈新年流流偷呃拐騙〉
，2018 年 02 月 21 日。
31
東方日報：〈南亞賊夥港漢 「撳鐘仔」劫鳳姐〉
，2018 年 02 月 10。
32
am730：〈嗱！我今鋪撐城城呀！〉
，2017 年 03 月 31 日。
33
東方日報：〈輪候公屋創新高 上樓難過上青天〉
，2015 年 11 月 02 日。
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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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者能加強句子中的肯定語氣和保留說話者的諷刺語氣，更好表達「鬼+
動詞+……」的句式一般所附帶的語氣。
比較例子（2）和（3），可得知「鬼+動詞+……」的句式的描述對象既
可以是他人，也可以是自己，如例子（2）的「鬼叫你傻」是揶揄他人，而
例子（3）的「鬼叫我哋窮」則是自嘲。
除了描述人外，也可以以「鬼+動詞+……」的否定句式，即「鬼+唔+
動詞+……」陳述事實，如例子（4）和（5）的「鬼唔知最理想的愛情故事
就系白雪公主與白馬王子」和「鬼唔知阿媽係女人」。「鬼+唔+動詞+……」
中的「鬼」字都是指「鬼魂」的意思，不過其後也因為語境的關係被引伸為
「没有人」的意思。所以，
「鬼+唔+動詞+……」多被理解為「没有人不……」
，
至於為何不直接用「所有人都……」代替「鬼+唔+動詞+……」
，則因後者所
表達的語氣更強烈，使人印象更深刻。
「鬼+唔+動詞+……」與「鬼+動詞+……」
不同之處大概在於賓語，否定式的賓語一般是大眾所認知或公認的事實，而
肯定式則一般是對人的描述。
「……+鬼+動詞」／「……+鬼+動詞+……」
這句式與對上一類的最大分別是兩者的主語。不同於「鬼+動詞+……」
句式的主語是「鬼」，「……+鬼+動詞」或「……+鬼+動詞+……」的句式在
「鬼+動詞」的結構前一般已附有或隠含了主語成分。從這種句式的不同語
句之間的差異，可看到「鬼」字的詞義轉變過程。例如：
（1）
「有勞無賞，有辱無榮，這些工搵鬼做（案：這些工作找誰來做）
。」
〈世界級離地忠告與實用建議（二）〉34
（2）「佢嘅事搵鬼理佢（案：他的事找誰理會他），咁梗係要再擺番酒井
上枱。」〈村姑大娛塘：酒井再被衰佬擺上枱〉35
（3）「若廚房似幾十年前成個火爐款，搵鬼嚟（案：〔餐廳老闆〕找誰來
入行做廚師）嘞。」〈口味、福利、紅利〉36
（4）
「如果唔係仲有十多間明星商戶坐鎮，真係揾鬼幫襯（案：
〔港交所〕
找誰光顧股票市場）！」〈股場如商場〉37
（5）
「如果我哋冇進入到問題，人哋鬼理你（案：其他人不會理你）咩？」
〈高佬和向朱凱廸發死亡恐嚇〉38

34
35
36
37
38

am730：〈世界級離地忠告與實用建議（二）〉
，2017 年 01 月 24 日。
蘋果日報：〈村姑大娛塘：酒井再被衰佬擺上枱〉
，2015 年 01 月 21 日。
星島日報：〈口味、福利、紅利〉，2018 年 03 月 16 日。
都市日報：〈股場如商場〉，2017 年 07 月 11 日。
壹週刊：〈高佬和向朱凱廸發死亡恐嚇〉，2016 年 0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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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完全唔識佢，鬼知佢係邊個（案：〔我〕不知他是誰）。」〈容樂
其容海恩撐枱腳講男講女〉39
（7）「鬼有心情開會（案：〔大家〕没有心情開會），10 分鐘內走了一半
人。」〈下一鋪：蘇格蘭獨立〉40
（8）
「鬼有人識（案：
〔我們〕没有人認識）嗰個肥仔區議員咩？」
〈民協
區議員添醜聞 學長指有人中學搞女生 江貴生偷拍門 再爆非禮疑案〉41
（9）「一般人使用電信公司提供的線路，鬼有自己鋪設的光纖（案：〔電
訊公司〕没有自己鋪設光纖網絡）。」〈千分之一秒的戰爭〉42
（10）「『係咪 K 寶哥食水太深先？』『鬼係（案：不是／〔K 寶哥〕没有
要價大高）！』」〈先達 Walker〉43
以上的例子可分細分為三類，其例句（1）至（4）
、例句（5）和（6），
及例句（7）至（10）可各自分為一類。

例句（1）至（4）的共通點是句子在「鬼+動詞」的結構前都加上「揾」
這個有「找」的意思的動詞。以例句（1）的「這些工搵鬼做」為例分析，
「這
些工」是主語，而在「搵鬼做」這個謂語中，「鬼」作為兼語，分別是「揾
鬼」和「鬼做」的賓語和主語，這證明了「鬼」在句子中是一個名詞。作為
一個名詞時，「鬼」有「鬼魂」的意思，所以「這些工搵鬼做」表面可譯為
「這些工找鬼魂來做」。由於「鬼魂」是人們迷信的一個概念，並不是一個
實體，
「找鬼魂來做」的結果便是「没有人來做」
，所以「鬼」字雖指「鬼魂」，
但在句子的組合後，語境會為「鬼」字加上「没有人」的深層意思。
例句（5）和（6）雖然在「鬼+動詞」的結構前不見「揾」字，但句子
中仍可以看見「揾」字隠含的痕跡。在例子（5）的「人哋鬼理你」中，
「人
哋（他人）」和「鬼」都是名詞，但漢語一般不會將兩個名詞放在相鄰的位
置上，所以「人哋」和「鬼」之間應缺少能表達兩者關係的東西。將例句（5）
與例句（1）的句子結構比較，發現兩者的句子結構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例
句（1）比例句（5）在「鬼+動詞」的結構前多加上一個「揾」字，而若將
「揾」字加插在例句（5）的「人哋」和「鬼」之間，可發現這不但没有影
響例句（5）所表達的意思，而且還使句子（5）的文句變得更加通順、意思
明報：
〈容樂其容海恩撐枱腳講男講女〉，2017 年 10 月 20 日。
明報：
〈下一鋪：蘇格蘭獨立〉
，2016 年 06 月 27 日。
41
文匯報：
〈民協區議員添醜聞 學長指有人中學搞女生 江貴生偷拍門 再爆非禮疑案〉
，2017 年
02 月 12 日。
42
今周刊：〈千分之一秒的戰爭〉
，2016 年 08 月 15 日。
43
電腦廣場：〈先達 Walker〉，2015 年 0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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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完整，由此可推斷，例句（5）的本應為「人哋揾鬼理你」
，其中的句子結
構應如例句（1）般本身就包含個「揾」字，而後來之所以被省略掉則很可
能是為免句子過於累贅。所以，「鬼」字在這一類句子中的用法和意思都與
第一類的句子相似，或甚相同。
例句（7）至（10）的句子結構表面上雖然與例句（5）和（6）相同，
但實際上不同於例句（5）和（6）只是將「揾」字隠藏在句子中，例句（7）
至（10）的句子是真的不含「揾」字。以例句（7）為例，補上省略的主語
後，例句（7）該為「大家鬼有心情開會」。但若將「揾」字如例句（5）和
（6）般加插在例句（7）的主語和「鬼」字中間，就會變成「大家揾鬼有心
情開會」
，可見句子會因此而變得不順暢，所以例句（7）的主語和「鬼」字
之間並没有「揾」字的位置。對於「大家鬼有心情開會」這句，句首的「大
家」無疑是句子中的主語，那基於漢語一般不會直接將兩個名詞放在相鄰的
位置上的原則，可推斷句子中與「大家」相鄰的「鬼」字並不是一個名詞。
前文提到，
「鬼」字雖然指鬼魂，但很多時會受到語境的影響而被理解成「没
有人」的否定意思，所以「鬼」字由此引申成否定的用法也是很有可能的。
既然句子（7）中的 「鬼」字不是名詞，那從例句（7）
「大家鬼有心情開
會」是指「大家没有心情開會」的意思看來，其中的「鬼」很可能是作為一
個狀語，用作否定處於其之後「有」這個動詞。而從例句（10）中的短句「鬼
係」可見，
「鬼」字明顯可直接修飾和否定「係（是）」這個動詞，使「鬼係」
有「不是」的意思。因此，在例句（7）至（10）這一類句子中，
「鬼」字不
再作為名詞，解「鬼魂」的意思，而開始作為狀語，用於否定位於其後面的
動詞的行為、動作44。
由此可見，不同種類的「……+鬼+動詞」／「……+鬼+動詞+……」的
句式展示了「鬼」字的語法轉變的過程，也證明「鬼」字除了能解作「鬼魂」
外，也有表示否定動詞的用法。
（四）動詞+「鬼」
上文提到當「鬼」字出現在動詞前時，「鬼」字可以根據其在句子充當
的作用，而使含有「鬼+動詞」結構的句子在語境上有否定的意思。同樣，
當「鬼」字與動詞的位置互換，即組成「動詞+鬼」的結構時，也會使句子
的語境帶有否定的意思。例如：
（1）
「問到彩姐報檔生意，她少許激動地稱： 『做鬼（案：没有營業額）
咩，日日嚟坐吓……而家個個都上網睇，有個牌咪做吓囉！』」〈賣報紙婆
婆欲哭：條鐵救返我〉45

44
45

陳曉彤：〈粵語「鬼」字的語法特性〉
，《香港教育大學畢業論文》
，（2017 年）
，頁 13。
大公報：〈賣報紙婆婆欲哭：條鐵救返我〉
，2017 年 03 月 0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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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網民指『生得啲水橫枝有鬼用（案：没有用）咩』，指樹冠或已
腐爛，擔心石牆樹『救唔返』。」〈般咸道石牆樹重生 長出濃密枝葉〉46
（3）
「細個英文堂老師話要有英文名，屋企人識鬼（案：不識／不懂）改
英文名咩！」〈縫縫補補〉47
（4）
「以前出來行走江湖，同一幫派嘅人見面，真係要擺呢類手勢和暗語
出來，大家先知道對方係自己人，同埋咩職級，依家啲黑社會仲知鬼呢套
（案：不知道這些俗套）咩。」〈洪門暗語曝光〉48
（5）
「病到死死吓，苦茶不太苦已謝天謝地了，理鬼飲了甚麼（案：不理
會喝了甚麼東西）下肚。」〈食慾大增的菜單〉49
雖然含有「動詞+鬼」和「鬼+動詞」結構的句子都會因此而帶有否定的
意思，但「鬼」字在「動詞+鬼」中的涵意與在「鬼+動詞」時是有少許的差
別的。
「鬼」字一般是指「鬼魂」
，但因為鬼魂是不存在於現實世界中，所以
「鬼」字可以引伸指「没有的東西」
，而例子（1）便是用了這個引伸義。例
句（1）中的「做鬼」，可直譯為「做没有的東西」，換句話說是指「没有做
任何的東西」
。按照例句（1）的文意，其中的「做」是指「做生意（經營）」，
所以「做鬼」就是指「没有生意做（没有經營）」
，即暗示「没有生意額（没
有營業額）」。
不同於例句（1），例句（2）至（5）在「動詞+鬼」的結構後多了一項
賓語。例句（1）的「鬼」字算是句子中的賓語，但例句（2）至（5）的「鬼」
字似乎不是句子中的賓語。雖然主謂雙賓的句子結構在漢語中是常見的，但
例句（2）至（5）的「鬼」字並不是句子中的間接賓語，因為該「鬼」字並
不是謂語動作的對象。以例子（2）的「有鬼用」為例，由於其中的「鬼」
字不是賓語，且若將其省略也會影響句子的意思，所以其與動詞的關係相對
密切，故可將「有鬼用」拆成「有鬼」和「用」分析。對於「有鬼」，「鬼」
字有修飾前面動詞的作用，但「鬼」字又不是「有」的補語，所以「有鬼」
應該是前文提到的「鬼+動詞」結構的倒裝，即「有鬼」便是「鬼有」的變
體。根據上文，當「鬼」字在動詞前時，有否定其後動詞的作用，所以「鬼
有」即是「没有」的意思，而由於「有鬼」是「鬼有」的倒裝，因此「有鬼」
也是指「没有」的意思。將「有鬼」和「用」重新組合，「有鬼用」便是指
「沒有用處、效果」的意思，而這意思正貼合例句（2）想表達的意思，所
以前面的推論應該是合理的。
由此可見，「動詞+鬼」又可細分為兩種，一是「動詞+鬼」的結構後没
46
47
48
49

頭條日報：〈般咸道石牆樹重生 長出濃密枝葉〉
，2018 年 04 月 04 日。
壹週刊：〈縫縫補補〉
，2017 年 11 月 30 日。
壹週刊：〈洪門暗語曝光〉，2015 年 08 月 06 日。
東周刊：〈食慾大增的菜單〉
，2017 年 0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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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加上其他賓語，一是「動詞+鬼」的結構後有加上賓語。前者的「鬼」字
便是句子中的賓語，可引伸成「没有的東西」的意思，而後者的「動詞+鬼」
的結構則是「鬼+動詞」結構的倒裝，其中的「鬼」字有否定動詞的作用。
但無論那種，「動詞+鬼」中的「鬼」字都會使句子的語意有否定的意思。
「鬼+動詞」和「動詞+鬼」的差異
雖然「鬼+動詞」和「動詞+鬼」的結構在構成方式上只是將「鬼」字和
動詞的位置互換，而且「鬼」字在兩者的語境中都帶有否定動詞的作用，可
以扭轉動詞的意思，但兩者其實是有些微的差別的。
在表達重點上，「鬼+動詞」的重點放人物，即主語上，而「動詞+鬼」
則放在動作，即謂語上。50而在結構特徵上，
「鬼+動詞」結構中可配搭的動
詞限制較少，可以是單音節的動詞，如「知」和「識」，也可以是雙音節的
動詞，如「打壓（打擊壓制）」、「幫襯（光顧）」和「得閒（有空）」等，但
「動詞+鬼」結構中動詞則限制較多，一般只可以搭配單音節的動詞，基本
上不會與雙音節動詞配搭，除非是將「鬼」字以插入式的方法插入雙音節動
詞的第一個音節後，如「得鬼閑（没有空）」
，但能滿足這種情況的雙音節動
詞少之又少，所以這個搭配方式算是個別例子。
此外，只有「鬼+動詞」的結構可在「鬼」字後搭配帶有否定副詞的動
詞，如「唔知」
，因為若「鬼」字以「動詞+鬼」的形式與帶有否定副詞的動
詞配搭，便會產生如「唔鬼知」等下文將會提及的另一種情況。因此，雖說
「鬼+動詞」和「動詞+鬼」的結構在構成方式上只是將「鬼」字和動詞的位
置轉換，但兩個結構在有些情況下是不能隨意對換的。
2、副詞
上述提及，
「鬼」字作名詞用時雖然是指「鬼魂」
，但卻因其不存在現實環
境的特點而常常在句子組合中被理解成「没有」的意思，並使句子的語境因而
帶有否定的意思。由此，「鬼」字直接從「鬼魂」引伸成為否定作用，從名詞
轉化成副詞之用。
（一）「鬼」+形容詞
當「鬼」作為副詞時，會以「鬼+形容詞」的結構出現在句子中。在「鬼
+形容詞」的結構中，
「鬼」字會與褒義的形容詞組合，其中「鬼」字是否定
副詞，會作為狀語修飾其後的形容詞。例如：
（1）「啲明星打針打到成塊面都唔對稱，鬼靚咩！」（案：那些明星過分
打肉毒桿菌的針，使其整張臉都不對稱，才不漂亮呢！）

50

陳曉彤：〈粵語「鬼」字的語法特性〉
，《香港教育大學畢業論文》
，（2017 年）
，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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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佢地兩個鬼乖咩，成日係屋企嗌交。」（案：他們經常在家吵架，
才不乖巧呢。）
（3）「佢鬼醒咩，成碌木咁無嚟變通。」（案：他像根木頭般不會變通，
才不機靈呢。）
（4）「碗麵食到我成口油咁，鬼好食呀。」（案：這碗麵並不好吃，吃到
我滿口都是油。）
（5）「等左成個鐘都攞唔倒位，鬼開心咩！」（案：在餐廳門口等待了一
個小時也没有拿到位置，所以不開心。）
（6）「佢鬼犀利咩，連決賽都入唔倒。」（案：他就連決賽都未能進，才
不厲害呢。）
在以上的例子中，例句（1）至（3）中的與「鬼」字後相鄰的是單音節
的褒義形容詞，而例句（4）至（6）中則是雙音節的褒義形容詞，可見只要
置於「鬼」字其後的形容詞是褒義，不論形容詞的音節數目，「鬼」字都會
發揮其作用，否定其後形容詞所附帶的褒義意思。以例句（1）中「鬼靚」
為例，
「靚」即「漂亮」
，一般用作讚美他人或自己的外貌，是一個單音節且
褒義的形容詞，所以處於「靚」字之前的「鬼」字便會作狀語，否定「靚」
這個形容詞的褒義。因此，「鬼靚」是指「不漂亮」的意思。
又以例句（4）為例，在「鬼好食」中，「好食」可解「好吃」，一般是
對食物的正面評價，是一個雙音節且褒義的形容詞，所以當「鬼」字置於「好
食」之前時，其會否定「好食」這個形容詞的褒義意思，使組成的「鬼好食」
解作「不好吃」的意思。
（二）「鬼」字後置於形容詞第一個音節後
上文提到，當「鬼」字出現在形容詞之前時，其便可作為狀語，否定其
後的形容詞所附帶的褒義意思。但在粵語中，除「鬼+形容詞」的結構外，
當「鬼」字置於褒義形容詞的第一個音節後時，也同樣有否定該形容詞所附
帶的褒義意思的作用。例如：
（1）「我成幾啊歲人喇喎，靚鬼（案：才不漂亮）呀？」〈粵典–「鬼」〉
51

（2）
「佢乖鬼，成日剩係識闖禍。」
（案：他整天只會闖禍，才不乖巧呢。）
（3）「佢叻鬼呀，唔包尾已經偷笑啦！」（案：他才不棒呢，他考試排名

劉擇明：
〈粵典–「鬼」
〉
，
《粵典 Words.hk》
，
（2014）檢自 https://words.hk/zidin/%E9%AC%BC，
瀏覽日期：2018 年 04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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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最後已經很好了。）
（4）「碟餸咁鹹，好鬼食咩！」（案：這味餸菜這麼鹹，才不好吃呢！）
（5）
「你唔喺佢身邊，佢開鬼心（案：他才不開心）呀！」
〈粵典–「鬼」〉
52

（6）
「冇練咁耐，退步咗好多喇，犀鬼利咩（案：才不厲害呢）
。」
〈粵典–
「鬼」〉53
在現代漢語中，句子中的狀語成分一般是置於謂語之前，而置於謂語之
後的則是補語成分，但以上兩種成分都不會置於謂語的中間位置。可是，從
以上的例子可見，當「鬼」字像是作為插入性成分，置於在褒義形容詞的第
一個音節後時，其中的形容詞所帶的褒義意思都會被否定，情況與上文提到
的「鬼+形容詞」的結構的結果非常接近。而且，以詞類功能來說，置於形
容詞第一個音節後的「鬼」字的語法功能與狀語相似，都有修飾形容詞的作
用，所以對此情況，本文認為這是粵語中的一種文言現象，「鬼」字置於褒
義形容詞的第一個音節後的現象其實是「鬼+形容詞」的結構中的狀語後移
的結果。
以例句（1）的為例，
「靚鬼」中的「鬼」是狀語，其本應置於「靚」字
前，但因狀語後移，使「鬼靚」中的「鬼」字往謂語方向後移一個音節，因
為「靚」字是一個單音節形容詞，所以當「鬼」後移後，其便好像是後置於
形容詞，變成「靚鬼」
，但這並不影響「鬼」字的語法功能，所以處於「靚」
這個形容詞後的「鬼」字同樣會有否定作用，使「靚鬼」解作「不漂亮」的
意思。又以例句（4）為例，
「好鬼食」中的「鬼」其實是形容詞「好食」的
狀語，其本應置於「好食」之前，但因為狀語後移，使「鬼好食」中的「鬼」
字往謂語方向後移一個音節，但因為「好食」是一個雙音節形容詞，所以「鬼」
字在後移後就好像是一個插入性成分，加插到形容詞中間，形成「好鬼食」，
但後移並没有影響「鬼」字的語法功能，所以「好食」的意思同樣會被「鬼」
字否定，使「好鬼食」解作「不好吃」的意思。
鬼字後置於形容詞第一個音節後的結構與「鬼+形容詞」的結構的分別
只是在「鬼」字的位置上，兩者在意思上是没有明顯分別的。不過，鬼字後
置於形容詞第一個音節後的結構一般會比「鬼+形容詞」的結構所帶的否定
語氣較強烈，這與「鬼」字的作用無關，主要是因為前者中的形容詞和「鬼」
字的組合形成「欲抑先揚」的效果，即形容詞的褒揚在前有助加強其後「鬼」
字的否定作用。
劉擇明：
〈粵典–「鬼」
〉
，
《粵典 Words.hk》
，
（2014）檢自 https://words.hk/zidin/%E9%AC%BC，
瀏覽日期：2018 年 04 月 07 日。
53
劉擇明：
〈粵典–「鬼」
〉
，
《粵典 Words.hk》
，
（2014）檢自 https://words.hk/zidin/%E9%AC%BC，
瀏覽日期：2018 年 04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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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鬼字後置於形容詞第一個音節後的
結構，還是「鬼+形容詞」的結構的使用目的其實都是為了反駁他人對某人、
某物或某事情的正面評價，如「佢鬼乖」與「佢乖鬼」其實都是在反駁有人
對「佢很乖（他很乖巧）」的正面評價，所以兩個結構中的形容詞都要是褒
義，而且兩個結構的結果都只是否定其中形容詞所帶的褒義，而不會產生與
該褒義形容詞相對的貶義意思，如「碟餸鬼好食」或「碟餸好鬼食」只會被
否定成「這餸菜不好食」的意思，而不會產生「這餸菜難吃」的意思。
3、助詞
「鬼」字除了有由名詞轉化成副詞的用法外，還會有轉化成助詞的用法，
表示語氣的加強。這項詞性改變，很可能是與人們對鬼魂的恐懼的心理有關，
當人們提到鬼魂時會因恐懼而比較激動，所以漸漸「鬼」字演變成有加強語氣
的作用。在語氣助詞的用法中，「鬼」字一般會作為插入性成分，以插入式加
在句子的結構中。當「鬼」字作為語氣助詞時，它會出現在三類的句子結構中。
（一）程度副詞+「鬼」+形容詞
在形容詞前加上程度副詞，可以加深該形容詞的程度，但若在程度副詞
和形容詞中間再加上「鬼」字，則可通過加強結構的語氣，進一步加強形容
詞的程度。
陳曉彤在〈粵語「鬼」字的語法特性〉中認為這類結構中的「鬼」字是
一個程度副詞54，但本文卻認為其中的「鬼」字是一個語氣助詞。在漢語中，
程度副詞會作為狀語修飾形容詞或動詞，但「鬼」字卻在一般情況下只能置
於程度副詞和形容詞之間，而不能與形容詞組成「鬼+形容詞」的結構，並
直接修飾形容詞，還有，在一般情況下，
「鬼」字也不能放「程度副詞+形容
詞」的結構前作修飾用，所以這結構中的「鬼」字是不具作為狀語的性質，
並不是副詞。分析「程度副詞+鬼+形容詞」結構時，可將該結構拆分成「程
度副詞+鬼」和「形容詞」兩部分，這顯示結構中的「鬼」字的與程度副詞
的關係更緊密。結構中的「鬼」字其實是黏附在程度副詞後，強化程度副詞，
使已強化的程度副詞在修飾形容詞時能進一步擴大形容詞的程度，這同時也
解釋了為何「程度副詞+鬼+形容詞」比「程度副詞+形容詞」結構能進一步
加深形容詞的程度，所以「鬼」字在「程度副詞+鬼+形容詞」結構中是一個
語氣助詞。例如：
（1）
「戲中演腦退化症患者的他，踩單車載住張建聲女友、模特兒陳嘉莉，
造型和感覺十足十電影《甜蜜蜜》中黎明和張曼玉咁款，情景真係幾鬼浪
漫（案：非常浪漫）㗎！〈孭飛男一玩浪漫 姜皓文同張建聲女友踩單車〉55
54
55

陳曉彤：〈粵語「鬼」字的語法特性〉
，《香港教育大學畢業論文》
，（2017 年）
，頁 15。
頭條日報：〈孭飛男一玩浪漫 姜皓文同張建聲女友踩單車〉，2017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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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拍劇半年要聞他的狐仙味，又大汗又穿厚衣服，上架小巴換衫幾鬼
慘（案：非常悲慘）。」〈田蕊妮笑吳業坤「狐味」勁〉56
（3）
「戴咗頂闊邊帽、好鬼搶眼（案：非常奪目）嘅子彤約咗靚女友去銅
鑼灣 dinner。」
〈專一好男人 對住 D 奶王曼喜開餐 胡子彤 眼中只有女友
鎧淳 BB〉57
（4）「男人嘅時裝潮流有時真係好鬼悶（案：非常沉悶），唔係皮鞋就波
鞋，唔係西裝就工裝。」〈經典工裝 注入跳躍色彩〉58
（5）
「日本型男伊勢谷友介喺戲中做劉智泰嘅經理人，為咗醫好佢嘅病，
四出尋找名醫，呢一段絕對唔 hehe 嘅感情勁鬼感人（案：非常感人）。」
〈激發淚腺之《上帝的男高音》〉59
（6）
「講真易搏贏都幾鍾意曼城，但就勁鬼僧（案：非常討厭）個無能領
隊文仙尼。」〈復任正選 貝碧托夫留力攻「城」〉60
（7）「同朋友隊住啤酒睇波就最鬼高興（案：非常高興）！」〈隊啤睇波
yeahhhh~~送「藍妹 R 啤酒全城足球熱」紀念品 50 sets〉61
（8）「演這種有傻大姐風采的女人，最鬼大鑊（案：非常麻煩）！」〈何
超儀 HEARTACHE IS A COLD PLACE〉62
（9）
「見外甥女咁鬼積極（案：非常積極）
，無謂掃佢興。」
〈大自然「鮮
花餐」〉63
（10）「咁鬼核突（案：非常惡心），點做國際大都會？」〈未來城市﹕廁
品如人品 公廁衛生靠人民〉64
（11）「秦太雖然噸位十足，但係身手仲好靈活敏捷，同已經步入耆英行
列嘅秦沛，步伐好一致，行路仲鬼咁快（案：非常快），可謂另一種夫唱
婦隨。」〈秦沛 步伐一致〉65
（12）「早排《壹》仔撞到佢同個 friend 路過，兩個仲停低吹水，見黃翊
明報新聞網：
〈田蕊妮笑吳業坤「狐味」勁〉
，2017 年 11 月 06 日。
頭條日報：〈專一好男人 對住 D 奶王曼喜開餐 胡子彤 眼中只有女友鎧淳 BB〉
，2018 年 04
月 03 日。
58
東方日報：〈經典工裝 注入跳躍色彩〉，2018 年 04 月 01 日。
59
新 Monday：〈激發淚腺之《上帝的男高音》〉
，2015 年 05 月 08 日。
60
新報：
〈復任正選 貝碧托夫留力攻「城」〉，2011 年 04 月 16 日。
61
新 Monday：〈隊啤睇波 yeahhhh~~送「藍妹 R 啤酒全城足球熱」紀念品 50 sets〉
，2010 年 06
月 25 日。
62
Milk：〈何超儀 HEARTACHE IS A COLD PLACE〉
，2014 年 04 月 10 日。
63
星島日報：〈大自然「鮮花餐」〉
，2018 年 03 月 22 日。
64
明報新聞網：
〈未來城市﹕廁品如人品 公廁衛生靠人民〉
，2018 年 03 月 25 日。
65
東周刊：〈秦沛 步伐一致〉，2018 年 03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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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講一路指手畫腳，仲鬼咁勞氣（案：非常生氣）
。」
〈老婆日日洗腎，
66
黃翊逼巴士慳得就慳〉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
「鬼」字可加插在不同的程度副詞，包括「幾」
、
「好」
、
「勁」、「最」和「咁」，與不同音節和性質的形容詞之間，作為助詞，加強
結構中的語氣，從而進一步加深形容詞的程度。以例句（1）的「幾鬼浪漫」
為例，「鬼」字在「幾鬼浪漫」中是不表意的，它只是一個語氣助語，加強
「幾」這個程度副詞的肯定語氣，使「幾鬼浪漫」整個詞比「幾浪漫」中所
形容的「浪漫」程度更深。
順帶一提，不同的程度副詞與「鬼」這個語氣助詞搭配修飾形容詞會產
生不同的程度義，該程度量可按小至大排列成：
「幾鬼」
、
「咁鬼／鬼咁」
、
「好
鬼」、「勁鬼」和「最鬼」。
此外，從例句（9）
、
（10）和例句（11）
、
（12）可見，
「咁」字較其他程
度副詞自由，因為在意思不變的情況下，它既可以「咁+鬼」的形式，又可
以「鬼+咁」的形式修飾形容詞。對於「鬼+咁+形容詞」這個特殊的結構，
本文視為一個凝固的用法，
「鬼」字在這個結構中只是位置與程度副詞「咁」
對調，但其語法功能與「程度副詞+鬼 +形容詞」中的「鬼」字無異。
（二）否定副詞+「鬼」+動詞／形容詞
「鬼」字作為語氣助詞時，除了黏附在程度副詞後外，還黏附在否定副
詞後，即置於否定副詞和動詞或形容詞的中間位置，加強句子中的否定語
氣。粵語中常見的否定副詞有「唔」、「咪」和「駛」，雖然它們都具有否定
的作用，但它們之間是有輕微的分別的。「唔」可解作「不」的意思，可以
用於否定動詞和形容詞。而「咪」和「駛」
（又可寫成「使〔sɐi2〕」）則分別
可解成「不要」和「不用」的意思，可用於否定動詞。例如：
（1）
「以往醫學會的調查，上晒岸的醫生都唔鬼睬（案：不理會）我哋。」
〈遙望那星球 蔡堅〉67
（2）「佢究竟講乜我唔鬼知（案：不知道）。」〈世界好嘈， 有些聲音永
遠聽不到〉68
（3）「輸贏唔鬼重要，盡力無悔。」（案：輸和贏不重要，盡力便不會後
悔。）
（4）
「唉，半夜三更就咪鬼去（案：不要去）沙灘游水喇！」
〈關淑怡 墮

66
67
68

東周刊：〈老婆日日洗腎，黃翊逼巴士慳得就慳〉
，2018 年 02 月 08 日。
壹週刊：〈遙望那星球 蔡堅〉
，2015 年 06 月 11 日。
am730：〈世界好嘈， 有些聲音永遠聽不到〉
，2015 年 01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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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賴高踭鞋〉69
（5）「你們這群男人咪鬼畀（案：不要給）藉口自己去滾啦！」〈男人中
年危機〉70
（6）「返深圳廣州使鬼坐（案：不用乘搭）高鐵。」〈廣深高鐵故障
線癱瘓 8 小時 港人轉搭和諧號企足全程〉71

全

（7）
「如果要長期投資，不如去買藍籌股啦，駛鬼買（案：不用買）呢啲
咩。」〈中價股最難搞〉72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鬼」字在「否定副詞+鬼+動詞／形容詞」結構中
只會加強結構中的否定語氣，而不具表意功能。以例句（1）中的「唔鬼睬」
為例，「鬼」字在結構中是作為一個語氣助詞，加強「唔」這的否定副詞的
否定語氣，所以「唔鬼睬」在意義上雖然跟「唔睬」都有「不理會」的意思，
但「唔鬼睬」的否定意味卻比「唔睬」來得強烈。
順帶一題，在「唔鬼+動詞」和「鬼唔+動詞」結構中，雖次只是「唔」
和「鬼」的次序倒轉，但兩個結構所表達的意思，以及「鬼」字在兩個結構
中充當的語法功能都是不同的。以「唔鬼知」和「鬼唔知」為例，
「唔鬼知」
中的「鬼」字是語氣助詞，只有加強句子否定語氣的作用，所以「唔鬼知」
可解作「不知道」
，而「鬼唔知」中的「鬼」字則是名詞，解「鬼魂」
，所以
「鬼唔知」是指「鬼魂不知道」
，即暗示「所有人都知道」
。因此，
「唔鬼知」
和「鬼唔知」兩者的意思剛好是相反的。
另外，對於「駛+鬼+動詞」的結構，陳曉彤在〈粵語「鬼」字的語法特
性〉中認為「駛」在與「鬼」搭配時才有否定的意思73，但本文卻認為「駛」
在「駛+鬼+動詞」結構是作為否定副詞，其本身已具有否定的意思，而「鬼」
字則是加強「駛」這個字的否定語氣，倒不具否定的意思。以例子（7）為
例，若省略「使鬼坐高鐵」中的「鬼」字，成「使坐高鐵」
，其實都是有「不
用乘搭高鐵」的意思，只是當將「鬼」字加入句子後時，「不用乘搭高鐵」
這句話的否定意味會被加強。
（三）「鬼」字插入式結構
在上述兩類結構中，「鬼」字都要黏附在副詞後，但其實「鬼」字在作
為語氣助詞時並不一定要緊隨在副詞之後。「鬼」字可作為插入性成分，插
在一些中性或帶貶義的詞語中的第一個音節後，從而加強詞語的語氣。例如：
69
70
71
72
73

都市日報：〈關淑怡 墮海賴高踭鞋〉
，2016 年 10 月 27 日。
信報財經新聞：〈男人中年危機〉，2016 年 09 月 14 日。
蘋果日報：
〈廣深高鐵故障 全線癱瘓 8 小時 港人轉搭和諧號企足全程〉
，2018 年 03 月 06 日。
明報：
〈中價股最難搞〉
，2016 年 05 月 04 日。
陳曉彤：〈粵語「鬼」字的語法特性〉
，《香港教育大學畢業論文》
，（2017 年）
，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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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都唔知邊鬼個（案：那個人）咁無手尾，洗完手唔閂水喉。」〈善
忘〉74
（2）「蘋果畀人一種初戀嘅感覺，但係啲蘋果雪糕就成鬼日（案：經常）
都唔夠味喎。」〈惡搞雪米糍〉75
（3）「噚日壞咗，今日又壞，麻鬼煩（案：麻煩）！」〈跑夜馬
再死機 受阻兩小時 專家促監管機構徹查〉76

投注站

（4）
「你哋喺街買幾百蚊部就想聽心跳？嘥鬼氣（案：浪費力氣／勞而無
功）！」〈胡諾言．陳琪流產後喜迎 B 仔〉77
（5）
「我講一次，勞氣一次。唉，激鬼死我（案：氣死我）
。」
〈人均公園
78
面積是 0? 新海濱來到前，灣仔居民公共空間自救記〉
從以上例子可見，
「鬼」字可插在不同詞類和短語結構的第一個音節後。
陳曉彤在〈粵語「鬼」字的語法特性〉中認為「鬼」字在這從類結構中
是作為程度副詞79，但本文卻認為「鬼」字在這類結構中並不具狀語的性質，
而且在這類結構中，「鬼」字除了可加插在動詞和形容詞外，還可以加插在
代詞和副詞中，後者的詞類意思較實在，並没有程度之深淺的說法，從這一
點看來，「鬼」字在這類結構中並不充當程度副詞，而是充當語氣助詞。以
例句（1）為例，
「邊鬼個」即是「邊個（那個人）」的意思，中間加插的「鬼」
字是一個語氣助詞，加強說話者的說話語氣，使其他人因而接收到說法者對
「那個未知的人」的不耐煩、厭惡等負面的情緒。
另外，這種「鬼」字插入式結構與上文提到的另一種「鬼」字後置於形
容詞第一個音節的結構相似，但其實他們是可以區分的。上文提到的「鬼」
字後置於形容詞第一個音節的結構的對象只能是形容詞，而且該些形容詞必
須是褒義的，而這裡提到的「鬼」字插入式結構的對象則較廣泛，可以是代
詞、副詞、形容詞、述賓短語和述補短語等，而且該些詞類是要中性或帶有
貶義的。

星島日報：〈善忘〉2018 年 03 月 02 日。
成報：
〈惡搞雪米糍〉
，2018 年 02 月 22 日。
76
蘋果日報：
〈跑夜馬 投注站再死機 受阻兩小時 專家促監管機構徹查〉
，2018 年 03 月 29 日。
77
東方新地：〈胡諾言．陳琪流產後喜迎 B 仔〉
，2016 年 09 月 01 日。
78
HK01 - 本土：
〈人均公園面積是 0? 新海濱來到前，灣仔居民公共空間自救記〉，2016 年 08
月 05 日。
79
陳曉彤：〈粵語「鬼」字的語法特性〉
，《香港教育大學畢業論文》
，（2017 年）
，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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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綜合整篇文章，「鬼」字可從名詞轉化成副詞和助詞，而這兩種轉化其實都
是受到「鬼」字可解成「鬼魂」這個基本義所影響。下面的表格是本文認為「鬼」
字在香港粵語句子中的語法特點：

詞類 句子結構

語義／功能

句法位置

名詞 鬼+動詞／動詞+鬼

基本義：

句首／句
尾

鬼+動詞／動詞+鬼

鬼魂

比喻義：
-

具負面形象

備註

句首／句
尾

的人物
-

不好的經歷

鬼+動詞

-

鬼魂（表面） 句首

動詞+鬼

-

没有（暗地
被理解成）

副詞 「鬼+形容詞」

否定的作用

「鬼」字後置於形容詞
第一個音節
助詞 「程度副詞+鬼+形容
詞」

加強語氣

句尾

-

一般只可以
是單音節的
動詞

句首

-

要是褒義的
形容詞

句中

-

要是褒義的
形容詞

句中

「否定副詞+鬼+動詞
／形容詞」

句中

「鬼」字插入式結構

句中

- 要是中性或帶
貶義的詞類

由此可見，作為名詞時，
「鬼」字一般用其基本義，可解作「鬼魂」
。在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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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裡，人們對「鬼」的觀感是偏向負面的，所以「鬼」字在名詞時又可以比
喻成具負面形象的人物和不好的經歷。
同時，由於「鬼」是不存在於現實世界，因此「鬼」字在「鬼+動詞」和「動
詞+鬼」結構中，很多時又被人連繫成「没有」的意思，並使句子的語境因而帶
有否定的意味。由此，
「鬼」字由「鬼魂」引伸成「否定的作用」
，從名詞轉化成
否定副詞之用，並用於「鬼+形容詞」和「『鬼』字後置於形容詞第一個音節」的
結構中。
另外，人們提到鬼魂時會因恐懼而比較激動，這使「鬼」字從鬼魂演變成有
加強語氣的作用，並轉化成語氣助詞用在「程度副詞+鬼+形容詞」、「否定副詞+
鬼+動詞／形容詞」和「鬼」字插入式」的結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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