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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虛詞和實詞為漢語中兩個大類。相比實詞，漢語中的虛詞數目比實詞要少，且無
法充當主要的句法成分，但由於其語法功能之多，虛詞依然佔漢語中一個十分重
要的位置。在意義上，虛詞可表達出抽象、非形態的語法意義，大部分實詞之間
的關係、語氣等都需依靠虛詞表達。要理解漢語，就需要先理解漢語中的虛詞。
粵語為漢語系統其中一分支，有其獨特的語言方式及習慣，虛詞的使用方法與其
他分支的亦不盡相同。
「同」
、
「同埋」為粵語中常用的虛詞， 一般而言，語法書、
語言工具書都將其解釋為與「同」相當的虛詞。但實際習慣上，其實有不少情況
只能用其中之一，兩者並非完全相同。對這兩個虛詞的選擇，有可能會影響句子
的意義，或違反粵語的語法習慣。因此，本文將以日常例子找出現時研究中缺漏
的，有關兩者的用法及意義，並分析兩者的分別。
另外，「埋」為粵語中另一常用虛詞，與「同埋」的關係亦值得討論。因此，在
分析「同」與「同埋」的分別之後，本文亦會根據這些分別，討論「同埋」與「同」
、
「埋」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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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同」與「同埋」為粵語中兩個常用的虛詞。關於「同」的用法，已有不
少學者作過研究，然而，有關「同埋」的文獻寥寥可數。一般而言，粵語語法書
及詞典會指出「同」與「同埋」的用法意義相當，只有少數提到了兩者的分別。
而實際上，粵語中「同」與「同埋」的分別仍有不少，句子中使用「同」或
「同埋」可對句意造成分別，且粵語中「同埋」仍有未被提及的用法，而這些用
法是無法以「同」取代的。又，「埋」為粵語中另一常用虛詞，「埋」與「同埋」
的關係亦少有被提及。
有見及此，本文將以香港的新聞、評論以及日常用語為例，分析「同」與
「同埋」的用法，分析兩者出現在同一句式時所造成的分別，以及各自受限的句
式，找出兩者的功能和意義上的分別。並以此分析「同埋」是否受「同」及「埋」
的影響，解釋三個粵語虛詞的關係。

二、粵語詞典及語法書對「同」、「埋」、「同埋」的定義
1. 同
對於「同」在粵語中的語法地位，學者主要將其歸作「介詞」和「連詞」使
用，另外亦有部分學者指出其帶有「共同」意。
當「同」作為介詞使用時，學者均指出主要有「引出與動作相關的對象或服
1
務對象」的作用（鄭定歐2006，鄧思穎2015）
，而此用法與普通話中的「和」
、
「跟」
、
「同」
、
「與」及「替」等詞相當2（李如龍等2000）
，並根據句意可帶有「受益意
3
義」
，與「幫」的意義相近 （鄧思穎2009）
，下以鄭定歐等《新編今日粵語上冊》
中所列為例：
（1）我同你介紹吓廣州嘅天氣啦。（我和你介紹一下廣州的天氣吧。）4
（2）你唔得閑，我同你去叫佢嚟啦。（你沒空，我替你去叫他來吧。）5

1

鄧思穎：《粵語語法講義》（香港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5）
，頁 52。

2

李如龍、張雙慶編：
《介詞》
（廣州 : 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
，頁 240。

3

鄧思穎：
〈簡論普通話與粵語的蒙受句〉轉引自甘于恩主編：《南方語言學》第一輯 （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2009）
，頁 112。
4
5

鄭定歐、潘小洛：《新編今日粵語上冊》（北京市 : 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06）
，頁 8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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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醫生同佢打咗一針佢就好番啦。（醫生替他打了一針，他就好了。）6

另外，鄧思穎在〈簡論普通話與粵語的蒙受句〉一文中提到「同」為粵語
蒙受句的介詞，如句（4），而「同」在這類句式中為介詞的「弱化形式」 7，可
用於祈使句及命令句，而文中指出，蒙受句中的「同」與其一般介詞用法有分別。
因此此句式將不作本文的討論範圍。
（4）你同我定啲。（你不用擔心。）8
而當「同」作為「連詞」使用時，則能起連接作用，用以連接短語9，表示
聯合關係10，如句（5）。
（5）我同佢一齊上廣州。（我和他一起去廣州。）11

2. 埋
學者對於「埋」在粵語中的語法地位和功能作出了以下分析：
第一，
「埋」可作動詞後綴用，帶有修飾性12及量化的作用13，有「擴充範
圍」的效果，其中一個功能與普通話中的「連……也」一樣14，亦有學者因此功
能，將其定為範圍形尾15。而當其配上副詞「都」使用時，可表達「全部範圍」
的意思16（羅偉豪1989，譚步雲1997）。
（6）佢頸都紅埋。（他連脖子也紅了。）17
（7）輸埋錢。（連錢也輸掉了。）18
6

同上。

7

鄧思穎：
〈簡論普通話與粵語的蒙受句〉
，轉引自甘于恩編：
《南方語言學》第一輯 （廣州：暨

南大學出版社，2009）
，頁 112。
同上。
鄧思穎：《粵語語法講義》（香港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5）
，頁 52。
10
鄭定歐、張勵妍等編：《粵語教程》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
，頁 121。
11
同上。
12
施其生：《方言論稿》
（惠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頁 68。
13
鄧思穎：《粵語語法講義》（香港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5）
，頁 103。
14
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頁 222。
15
施其生：《方言論稿》
（惠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頁 77。
16
羅偉豪：
〈廣東話的「埋」字〉
，轉引自詹伯慧編：
《第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
，頁 175。
8
9

17

麥耘、譚步云：《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廣州 :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7）
，頁 414。

18

施其生：《方言論稿》
（惠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頁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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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句（6）指出「他」脖子紅了， 在粵語中，假如要指出一個部位「紅了」，
會以「塊面紅咗。」
（臉紅了。）
、
「條頸紅晒。」
（脖子紅了。）來表達。而當句
中出現「埋」，則標示着脖子不是唯一紅了的地方，還有其他部位都紅了。因此
此句可理解為「除了某個部位紅了，連脖子也紅了。」而句（7）同理，
「錢」不
是唯一輸掉的東西，在「錢」之前已經有另外一些輸掉了的東西。
而「埋」作動詞後䮕用的另一意思為「把某項進行中的動作、行為進行完畢」19
（鄧思穎2015）。
（8）你食埋呢碗飯就番嚟噃。（你吃了這碗飯就回來吧。）20
根據鄧思穎的解釋，句（8）除了表示食飯這個動作本身，亦有繼續完成
的意思。21句中的聽話人本身在吃飯，而說話人讓他完成了這件事就回來。
第二，作動詞後的補語，形成動補結。當與「晒」和「啲」連用時，有全稱
量化和專門義的作用，而這些句式一般帶負面色彩。22（羅偉豪1989，鄧思穎2015）
（9）佢食埋晒啲隔夜飯。（他專門吃剩飯。）23
（10）你做埋啲咁嘅事？（你怎麼專幹這樣的事？）24
在上述例子中，
「隔夜飯」
、
「咁嘅事」都是帶負面色彩的事物。而句中的「埋
晒啲」所帶出的賓語並不能為特指的對象，如詳細講出「什麼時候的剩飯、怎樣
的壞事」
，有量化賓語的效果。同時「V埋晒啲」又能表達出「專門做某個動作」
的意思。在粵語中，不會以「V埋晒啲」來帶出有非負面色彩的事物，如「做埋
晒啲好事」就不會出現在粵語中。
作動詞後䮕時，亦能表達「靠近、接近」的意義。25（羅偉豪1989，譚步雲
1997，鄧思穎2015）
（11）唔好企咁埋。（不要站那麼近。）26
（12）再挨埋啲先夠定趸。（再貼近點才夠地方放。）27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鄧思穎：《粵語語法講義》（香港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5）
，頁 103。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麥耘、譚步云：《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廣州 :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7）
，頁 372。
麥耘、譚步云：《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廣州 :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7）
，頁 41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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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將句（11）及句（12）中的「埋」以「近」取替，亦可表達出一樣意
思，因此「埋」其實有「靠近」的意義。
第三，作介詞，帶出動作發生的地方。28（羅偉豪1989）
（13）坐埋一圍枱。（同坐在一桌酒席上。）29
（14）匿埋門扇底。（隱藏在大門的後面。）30
第四，作連詞、介詞、動詞詞尾時，可以帶出人物之間的關係31。(羅偉豪1989)
（15）連埋你總共十個人。（把你算進去總共有十個人。）32
（16）等埋你一齊上北京。（等待你到來一同到北京去。）33
（17）我同埋你去廣州。（我和你一起到廣州。）34

3. 同埋
「同埋」在粵語中，學者一般將其分類為「連詞」。與「同」一樣，「同埋」
用以連接短語35，且相當於普通話中的「和」、「與」36。
（18）北京同埋廣州都係大城市。（北京和廣州都是大城市。）37
此外，亦有部分學者會將其歸類為用以引出「對象」 的「介詞」
（袁家驊1960，
38
李如龍等2000） 。
（19）你同埋我抄啲嘢，好嗎？（你替我抄點東西好嗎？）39

羅偉豪：
〈廣東話的「埋」字〉
，引轉自詹伯慧編：
《第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
， 頁 174。
29
同上。
30
同上。
31
羅偉豪：
〈廣東話的「埋」字〉
，引轉自詹伯慧編：
《第二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
（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
，頁 175。
32
同上。
33
同上。
34
同上。
35
鄧思穎：《粵語語法講義》（香港 : 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15）
，頁 52。
28

36

黃伯榮、史冠新編：
《漢語方言語法類編》
（濟南 : 靑島出版社，1996）
，頁 539-540。

37

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頁 224。
李如龍、張雙慶編：
《介詞》
（廣州 : 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
，頁 241。
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頁 224。

38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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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與同埋
在粵語中，
「同」與「同埋」 都可以作為「連詞」使用，用以連接短語，與
普通話中的「和」
、
「與」等用法相當，用以帶出並列關係，如例（5）和例（18），
前句中，
「我」上廣州，
「佢」上廣州，兩者帶相同屬性且並沒有分主次，為並列
的關係；後句中，
「北京」是大城市，
「廣州」是大城市，同樣為並列關係。而「同」
和「同埋」分別將兩句中的主語連接，表達出並列關係。
另外，兩者都可作為「介詞」使用，用以帶出與動作相關的對象，與普通話
中的「跟」
、
「替」
、
「幫」等的用法相當。如例（2）和例（19）
，依作者的意思，
前者中的「同」帶出了「我」和「你」之間的關係，「我」是動作的發出者，而
「你」是動作的服務對象；後句中的「同埋」則表達出「你」為動作的發出者，
「我」為接受動作的對象。
根據上面引述的詞典和語法書，兩者都能作連詞和介詞使用，而下列為部分
學者對兩者分別的分析。
首先，當「同」用於表示並列關係和表示動作對象的句式時，由於兩者的結
構相同，容易引起歧義。而當句子中的「同」改成「同埋」時，則可避免此歧義 40。
以李如龍《介詞》一書中的句子為例：
（20）唔該你同細妹抄（摷）下個櫃捅，睇下嗰篇文件有冇枳埋喺角落頭。 41
句中的「你同細妹」可以有兩種理解方法，一為「你替妹妹」，另一為「你
和妹妹」。前者中的「同」作介詞用，後者為連詞，表達出完全不同的意義。而
學者指出，假如用「同埋」代替「同」，則只會有「你和妹妹」的意思。
第二，當含比較義時，只能用「同」而不能用「同埋」 42（鄭定歐2014）。
以鄭定歐編《粵語教程》中的句子作例：
（21）我同佢同年。（我和他同年（出生）。）43
（22）*我同埋佢地同年。44
（23）我哋同佢哋唔同。（我們和他們不一樣。）45

40
41
42
43
44
45

李如龍、張雙慶編：
《介詞》
（廣州 : 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
，頁 241。
同上。
鄭定歐、張勵妍等編：《粵語教程》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5）
，頁 121。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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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我哋同埋佢哋唔同。46
從上述例子中可見，無論表達正面或負面的意思，在帶比較義的句子中，
「同
埋」都是不符合粵語語法的。

5. 存在的問題
上部分將學者對「同」
、
「埋」以及「同埋」的用法進行了整理，而針對當
中部分講法，本文有以下看法：
關於以「同埋」來取代「同」
，可避免「同」因句子結構相同所產生的歧義。
一般這些句式中，「同」作連詞用時，會帶出並列關係；作介詞用時，會介出動
作的對象。但本文認為，即使使用「同埋」，同樣會引起歧義。
假如將句（20）中的「同」以「同埋」取代：
（25）唔該你同埋細妹抄（摷）下個櫃捅。47
由於「同」能作為連詞和介詞使用，而在句（20）中，兩種情況同樣合乎句
法，因此會有「你幫妹妹去翻一下抽屜」和「你和妹妹一起去翻一下抽屜」的歧
義，因而學者認為改為句（25）會更為合適。
然而，本文認為，句（25）同樣帶有相似的歧義。和「同」一樣，「同埋」
在粵語中能作為介詞帶出動作的相關對象。
「你同埋細妹」
，除了有「你和妹妹」，
其實同樣可解作「你幫妹妹」。
因此，在並列關係和表達動作相關對象的句式中，
「同埋」並不能代替「同」
去消除歧義。

三、同與同埋在粵語中的分別
「同」與「同埋」在粵語中主要作為介詞與連詞使用，此部分將分析「同」
與「同埋」在兩種詞類下的分別。

46
47

同上。
李如龍、張雙慶編：
《介詞》
（廣州 : 暨南大學出版社，2000）
，頁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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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介詞用
(一) 範圍上的不同
當「同」和「同埋」作為介詞使用時，兩者都可以帶出動作牽涉的對象。然
而，「同埋」會有「連帶」、「附帶」的意義，而「同」則不能表達此意。在句中
使用「同」抑或「同埋」，會影響語意背景所牽涉的範圍。
(i) 人物的牽涉範圍
首先，「同埋」會牽涉到較多的人物。
（26）至於會否二人世界慶祝？佢話：
「同埋小朋友啦。
（連小孩一起吧。）」
<【結婚十周年】同埋小朋友一齊慶祝 陳慧琳：keep住新婚感覺>48
在句（26）中，說話人被問到是否與丈夫二人慶祝紀念日，並回答「同埋小朋友」，
意指除了丈夫，還會跟孩子三人一起慶祝，「小朋友」在此語意背景下為連帶的關係。
假如以「同」字取代「同埋」：
(27) 至於會否二人世界慶祝？佢話：「同小朋友啦。（和小孩吧。）」
句（27）的講法同樣符合粵語語法，但在意義上無法表達出「連帶」的意思，句
意會變為在紀念日當天只跟孩子過，而不跟丈夫一起。相比之下，在同一背景下，「同
埋」所牽涉的人物比「同」為多。又以一句粵語常見的話為例：
（28）可唔可以同（埋）我玩？（可以（也）跟我玩嗎？）
當使用「同埋」的時候，聽話者本身已經在跟其他人玩，或者聽話者不止一人（而
這些聽話者本身已經在一起玩），句子有「除了和其他人玩，也帶上說話者一起玩」的
意思。而當只有「同」的時候，則聽話者本身只有一人，讓該聽話者跟說話者玩。由上
述兩例可見，「同」牽涉的範圍相比「同埋」為少。
「都」在粵語中可以表達出「也」
、
「還有」的意思，和「同埋」一樣會影響事件的
範圍，但即使句中有「都」，仍可見「同埋」和「同」對句意的影響：
（29） 「 其實都想同埋媽媽一齊去旅行（也會想和母親一起去旅遊），但媽咪
蘋果日報：
〈
【結婚十周年】同埋小朋友一齊慶祝 陳慧琳：keep 住新婚感覺〉
，2018 年 9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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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嘅狗狗病咗，佢要留低照顧狗狗。」＜周家蔚同洪天明：一年會去一次度蜜月＞49
（30）
「 其實都想同媽媽一齊去旅行，但媽咪養嘅狗狗病咗，佢要留低照顧狗狗。」
句（29）為資料原句，而將「同埋」改為「同」
（句（30））雖亦符合粵語語法，
但會表達出不同的意思。句中說話人講到與丈夫孩子去旅遊，未能跟母親過冬至，而她
其實也想和母親一同旅遊。在此語意背景下，使用「同埋」和「同」會有不同的意思。
當使用「同埋」的時候，母親就會作為「連帶」的對象，即「和丈夫孩子旅遊的時候也
叫上母親。」
；使用「同」
，則有「除了和丈夫孩子旅遊，也想和母親旅遊。」的意思，
丈夫孩子和母親可以是互不相干的，和丈夫孩子去旅行，跟和母親去旅行，是兩件完全
獨立的事。在人物牽涉範圍上，「同埋」會較「同」為廣。

(ii) 事件的牽涉範圍
除了人物的牽涉範圍，「同埋」在事件的牽涉範圍也較「同」為廣。
以句（19）為例，學者將句子翻譯為「你替我抄點東西好嗎？」50，但本文認為
此譯句並不準確，假如將此書面語重新譯為粵語，以下會更為合適：
（31）你同我抄啲嘢好嘛？
上例為「同」與「同埋」作介詞使用的情況。而兩句的分別在於句（19）帶有「前
提」，並帶有「順便」的意思，而這是句（31）不能表達的。當使用「同埋」的時候，
會直接假定「你」本身已經在抄一些東西，或者本身在幫我做其他事情，然後「我」再
叫「你」幫我抄東西。假如「你」本身並不在抄東西，也不在幫我做其他事情，則只會
講句（31）。
句（20）和句（25）有關翻抽屜的例子同理。當只使用「同」的時候，就只能表
達出「你」幫妹妹翻一下抽屜，而「同埋」則可帶出「『你』本身在翻另一個抽屜，那
麼順便幫妹妹也翻一下。」的意味。

49

東網：
〈周家蔚同洪天明：一年會去一次度蜜月＞，2018 年 12 月 30 日，檢自

https://hk.on.cc/hk/bkn/cnt/entertainment/20181220/bkn-20181220195946477-1220_00862_001.html
，瀏覽日期：2019 年 3 月 5 日。
50

袁家驊等：《漢語方言概要》
（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
，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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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人物及或事件的範圍
以一些粵語的常用句為例：
（32）你同（埋）我講啦。（你（也）跟我講嘛。）
（33）你幫我同（埋）佢講啦。（你（順便）跟他講一下吧。）
句（32）中，當「你」本身沒有跟其他人講過某件事的時候，「我」只講「同」
即可。但假若要表達出『「你」本身已經跟其他人講過某件事，那麼也順便跟「我」講
一下。』的意思，則需用「同埋」才能表達出此準確意思。
當「我」作為動作發出者的時候同理。句（33）與句（32）的分別在於句中的「幫
我」。在此句的語意背景下，「幫我」提供了「『我』本身已經知道某件事」此前提。當
只用「同」時，能表達出「我」想「你」幫幫忙，去跟「他」講一下，而「你」可以跟
「我」或者要講的事本身並沒有關係。而用「同埋」的時候，一般是「你」作為「我」
要講的事的關係者， 或者本身跟「我」有關係，例如我同時要向「你」和「他」交代
一件事，
「他」沒有出現，
「我」在跟「你」交代完之後，請「你」也去跟「他」講一下；
又或「我」本身已經請「你」跟「他」講一件事，在此之上再多講另一件事。 相比「同」，
使用「同埋」時可見聽話者或「事件」的關係較多，牽涉了更多的人物及或事件。
從上述例子可見，無論是作連詞或介詞使用，「同埋」在人物和事件的牽涉範圍比
「同」多。
(二) 結構上的分別
由於「同埋」在範圍上的牽涉較廣，粵語中有些句子中只能用「同」而不能用「同
埋」。
（34）我同（*埋）你死過。（我跟你拼命了。）
（35）同（*埋）佢唔同。（跟他不一樣。）
（36）同（*埋）佢差唔多。（跟他差不多。）
句（34）為粵語中一句常用的句式：「同＋N＋V＋過。」，相似的例子有「同你鬥
過」
，句意與句（34）相似，一般用以表達激烈、憤怒的情緒，而句中的「過」並無「過
去」的意思，與「我跟你講過。」這類句子無關係。而句（35）和（36）是前面提到過
「同」作比較義的句式。
上述三種句式的賓語都為不可擴充的對象。在粵語中，
「同＋N＋V過」這類句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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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基本只有「同你死過」和「同你鬥過」
，都是表達「跟你拼命」的意思，
「V過」為
句中動詞，而此動作的對象只能有一個方向，不能同時與幾個方向的對象「死過」（且
這些對象之間並無關聯）。在句子意義上，「N」是「V過」的唯一的對象。
而句（35）
、
（36）為兩句帶比較義的句式，表達了主語與賓語之間狀態上的關係，
在同一句內，不能同時表達出兩種狀態關係（即相同又不同）或兩個不同的對象。假如
要同時與兩個或以上的對象作比較，則要用以下句式：
（37）同A比佢好似好高，但同（埋）B比又覺得唔係真係好高。（跟A比較的話，
他看上去很高，但（也）跟B比就會覺得原來他不算太高。）
上面的句式為粵語中合理的用法。前句中，A為第一個比較對象，因此不能以「同
埋」作介詞。後句中的B為句中第二個比較對象，因此使用「同埋」為合理的用法，而
因為跟B比較可以為獨立事件，「同」亦為合理的用法。當使用「同埋」時，會較為強
調「跟A及B比較會有不同的結果；使用「同」時，則在於表達「分別跟A及B比較時的
結果」。
（35）
、
（36）及（37）均帶比較義，兩類句式的分別在於，前者為介出「狀態」的
關係者，而每一狀態都有其對應、單一的對象，後者則為「比較」的對象，而「比較」
這個動作可以同時有多個對象，因此能以「同埋」作為句中的介詞。
從上述例子可見，當句中所要介出的對象為不可擴充的對象時，不能以「同埋」作
介詞。
（三）小結
總結而言，當「同埋」作為介詞使用時，用法基本與「同」相同，主要為介
出動作相關的人或事，但在意義上「同埋」比「同」的牽涉範圍較廣。同樣句式，
「同埋」所介出的（人或及事物）對象比「同」多了「附帶」的意味，並非主語
施行動作唯一的對象。在語法上，
「同」在粵語中的「同＋N＋V＋過」的句式、
帶比較義的句式中可作介詞出現，而這些句子中的賓語都是帶針對性的、不能擴
充的，這些均為「同埋」所不可以出現的情況。

2. 作連詞用
「同」和「同埋」一般會被定義為並列連詞解「和」，用以連接短語，在這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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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以「同」或「同埋」作連詞均符合粵語語法，且不會影響句子意義。除此以外，
「同
埋」在粵語中亦可用於帶追加成分的結構中，而在這種情況下不能以「同」取代「同埋」
，
下面將分析「同」和「同埋」在結構及意義上相同及相異之處。
(一) 結構上的相同及相異
(i) 並列結構
（38）另外香港賽馬史上贏馬最多嘅馬主許世勳，同埋（同）近年養馬多
且成績良好嘅「美麗」系馬主郭少明夫婦，同（同埋）趙世曾等多位城中名人亦
榜上有名。〈馬會買新馬 城城獎門人馬時亨齊中籤〉51
（39）舊年五月，全球 20 國青年選咗高鐵、掃碼支付、共享單車同埋（同）
網購，成為當今新四大發明！無諗過一年之後，共享單車兩大龍頭摩拜同（同埋）
ofo 小黃車，前者就要「賣身」
，後者就陷入財困。
〈ofo 生死一線主腦有嘢講〉52
句（38）
、
（39）中的「同」和「同埋」均為並列連詞並可互相替換。兩句的
共通點在於所要連接的均為同類詞組。假如將修飾性成分刪去，句（38）中，所
要連接的部分則為「許世勳、郭少明夫婦、趙世曾」
，均為名詞性詞組，而句（39）
中則「高鐵、掃碼支付、共享單車、網購」為「發明品」，「摩拜、ofo 小黃車」
為「共享單車的名稱」，在句中均作名詞使用，同詞組中各單位的關係並列，無
分先後。在這種結構下，「同」與「同埋」均可作連詞用在這些句式中。
(ii) 追加結構
在粵語中，「同埋」亦可用於有「追加」成分的句子，與(i)所提的並列詞組不同，
在這些句子中，「同埋」所連接的兩部分關係未必平等。而根據「追加內容」的不同，
可分析出「同埋」作連詞時在意義上的功能，下面將逐一分析在追加結構中「同埋」的
意義。
(二) 意義上的分別
(i) 強調後部分
在部分追加結構中， 「同埋」可強調後面的內容：
（40）好多行業做到咁上下就畀人淘汰，到時可能要搵份保安做，雖然唔辛
苦，但時間長。裝修工人可以大魚大肉，但保安要就住黎使。同埋做裝修根本唔
係好辛苦（而且（或更何況）做裝修根本不太辛苦），扣咗食飯、下午茶，一日

51

星島日報：〈馬會買新馬 城城獎門人馬時亨齊中籤〉，2017 年 6 月 6 日。

52

東方日報：〈ofo 生死一線主腦有嘢講〉，2018 月 12 月 1 日。
111

工作大約 7 小時。
〈東網透視：係窮呀！網紅紮鐵工不欲子承父業（網上評論）〉53
（41）*⋯⋯。同做裝修根本唔係好辛苦⋯⋯
（42）「有個預算再就住買幾好丫，打邊爐食丸又得食象拔蚌又得，呢啲嘢真係有
平有貴，預好唔駛到時有人唔滿意。同埋而家又唔係話要夾定，只係講個大約數好預算
啫。（而且現在又不是要先付錢，只是說一個數方便作預算而已。）」〈中同火鍋聚會因
夾錢不成不歡而散！網民：係朋友就唔會計咁多〉54
（43）*⋯⋯預好唔駛到時有人唔滿意。同而家又唔係話要夾定，只係⋯⋯
句（40）的主題為比較裝修工人和保安這兩種職業，而句（42）則在說明聚
會提前定價錢的原因。句（40）中先指出「裝修工人工資高，所以比保安好」此
看法。而在首句，說話人指出了保安「不辛苦但工時長」，而「同埋」後指出了
「裝修工人實際上並不辛苦，因為工時很短」，反駁了「人們認為裝修工人很辛
苦」這點，並強調了裝修工人比保安更理想的看法。或以句（42）為例，
「同埋」
前面在解釋提前定價錢的原因，後面則進一步說明「即使定了價錢也只是個約
數，並非強逼參加者先付錢，只是為了避免不付錢的情況」，強調了「定價錢有
其必要性」
，是說話內容的重點。
「同埋」在此類句式中與普通話的「而且」的用
法相似，有「對事情作進一步補充說明以說服對方」的作用，根據句意，句子中
的則重點在後句。
（44）公屋富戶萬中無一，同埋所謂富戶頂盡都係得百幾二百萬現金。
（而
且所謂富戶最多也只有一、二百萬現金。）
〈iPhone X 不是公屋人士使用的 10 大
理由〉55
（45）*公屋富戶萬中無一，同所謂富戶頂盡⋯⋯
句（44）與前面例子相似，重點在「同埋」後面，但相對前面兩個例子，
句（44）的內容多了「讓步」的意味。句中，說話者想指出公屋富戶少，就算有，

53

香港討論區本港新聞評論：<東網透視：係窮呀！網紅紮鐵工不欲子承父業〉
，2018 年 7 月 22

日，檢自：https://news.discuss.com.hk/viewthread.php?tid=27592905&extra=&page=10，瀏覽日期：
2019 月 3 月 5 日。
54

即時科技生活新聞：
〈中同火鍋聚會因夾錢不成不歡而散！網民：係朋友就唔會計咁多〉
，2019

年 2 月 21 日，檢自：https://ezone.ulifestyle.com.hk/article/2276686，瀏覽日期：2019 月 3 月 5 日。
即時科技生活新聞：
〈iPhone X 不是公屋人士使用的 10 大理由〉
，檢自：
https://ezone.ulifestyle.com.hk/article/ 1941065，瀏覽日期：2019 月 3 月 5 日。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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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所擁有的現金也很少。首先，「同埋」前面的內容指出說話人認為公屋富戶
不是普遍的情況，後面則進一步去補充解釋這些少數公屋富戶的情況，是可以被
理解及不值得被批評的。在句子中，「同埋」的用法相當於普通話中的「即便如
此，⋯⋯」 。
從上述例子可見，在追加內容的句子中，「同埋」有強調後句的作用，在這
類句子中有指出「要為事情作進一步解釋說明」的功能，根據語意內容有時亦可
表達出「讓步」的意味，而說明的內容為「同埋」後面的內容，且「同埋」需位
於分句的句首。在粵語習慣中，這些句子中的「同埋」都不能以「同」取代。
(ii) 強調前部分
根據句意，「同埋」在帶追加成分的句子中有強調前部分的功能。
（46）至於問到最想跟那位男藝人拍親熱戲？小喬諗都唔諗就即刻答藝人林峯！原
來關係到小時候與朋友之間的「秘密」，小喬亦會於節目內坦白從寬，想知箇中原因？
同埋小喬會有咩怪癖同缺點？（還有小喬會有什麼怪癖和缺點？） <【閨蜜睡房】娘娘
杜小喬想收林峯做兵？> 56
（47）*⋯⋯想知箇中原因？同小喬會有咩怪癖同缺點？
（48）我覺得非常不尊重，第一種生機是假的，第二續命燈都是假的，這個風水師
要有職業操守。如果真的有客人畀錢你做法事應該要保密，更何況我們沒有找過他，他
想宣傳自己。同埋爸爸年紀大好避忌，新年流流傳他病危已經很不吉利，還找個師傅說
他種生機，我覺得非常不尊重。<星島日報：超蓮斥風水師博宣傳 不尊重賭王>57
（49）*更何況我們沒有找過他，他想宣傳自己。同爸爸年紀大好避忌……
句（46）中提到節目中會講兩樣東西，一為小喬的秘密與想和林峯拍戲的關係，二
為小喬的怪癖和缺點。根據文意，前者是節目的最大吸引點，是句（46）的重點，而後
者則為補充節目其他的播放內容，為對主題追加的內容。
句（48）為說話人對於記者有關「她父親找風水師及點續命燈」此提問的回應。前
句直接指出無論有沒有請風水師，都不應有相關的言論出現，更何況是沒有過的行為，
所有的言論都是假的，此段先直接否認了記者對說話人的提問內容，是說話內容的重

56

東網：
〈【閨蜜睡房】娘娘杜小喬想收林峯做兵？>，2018 年 6 月 2 日，檢自

https://hk.on.cc/hk/bkn/cnt/entertainment/20180602/bkn-20180602170012074-0602_00862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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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後面再就此話題作出指責， 為追加的部分。
根據語意背景，出現在「同埋」前的內容都是對前文的直接承接或回應，「同埋」
後的內容則為主題追加內容或評論，與前句的聯系較少，亦非直接為「同埋」前的部分
作進一步補充，與上一部分所提的用法有所不同，這種用法相當於普通話的「還有」
、
「另
外」。在這類句式中，「同埋」所連接的內容有先後之分，不能互換，且當中的「同埋」
都不能以「同」取替。
(iii) 無強調部分
在有追加成分的句中用，「同埋」可用以連接兩組無直接關係的內容，而兩項內容
並無輕重之分，此類用法更傾向於粵語中的說話習慣。
（50）如果大嶼山自駕遊期間車仔突然跪低壞咗，點算？你可以搵已獲發大嶼山封
閉道路通行許可證的拖車幫手，如果拖車冇獲發該許可證，則不可進入封閉道路，你架
車仔可能要靠你自己拖喇，呵呵！同埋記住你架車仔要入滿油充足電才好駛入嶼南自駕
遊啊，封閉道路範圍內是完全沒有充電設施的。
〈即時科技生活新聞：記者揸車遊大佛！
大嶼山自駕遊必知 10 件事〉58
（51）*……要靠你自己拖喇，呵呵！同記住你架車仔要……
（52）上次一家人去旅行，可能仲讀緊書，真係好耐冇一齊去過，同埋妹妹有咗自
己家庭會難啲，不過都想搵機會再約埋一齊去。〈拍MV要深情對望 鄭欣宜李拾壹難
忍笑狂NG〉
（53）*……真係好耐冇一齊去過，同妹妹有咗自己家庭會難啲……
句（50）的主題為「到大嶼山自駕遊」
。
「同埋」的前段說明了自駕遊時壞車的解
決方法，而後段則提醒讀者私家車要有足夠汽油或電量方可自駕遊，兩段雖均與「到大
嶼山自駕遊」有關，但前後段並無直接的關係。
句（52）的說話人在討論有關和家人旅行的想法。前段講到最後一次和家人旅行的
時間，屬於過去的事情；後段講到現在要和家人旅行的困難，屬當前的事情。雖然都是
圍繞着「和家人旅行」此話題，但兩段之間並無邏輯上直接的聯繫，而對於「和家人旅
行」這個主題來講，兩段的重要程度相當，因此句中並無需要突出的部分。
這類句式中所提的事物並無先後之分，將「同埋」前後的內容互換並不會影響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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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則重點、邏輯關係等。在語法上，沒有任何連詞連接兩段亦可。在這些句子中，以「同
埋」連接兩句，有在追加內容前作標誌的作用，並顯示出追加的內容仍然圍繞着主題。
這種用法相當於「在回應一個主題時，突然想起另外一些與主題相關的內容」，與普通
話中，講話時，突然想起並追加話題或內容時講的「對了，還有⋯⋯」相似，此為粵語中
常見的習慣用法。而在粵語中，這類句子中的「同埋」亦不會以「同」作取替。
(三) 小結
從上述三組例子可見，作連詞用時，「同埋」的用法比「同」更自由，「同」
和「同埋」均可連接並列的詞組，詞組之間可以互換而不影響句義，在這用類結
構中，以「同」或「同埋」作連詞均可；在此之上，「同埋」可用於帶追加成分
的結構中，連接短句及段落，按語意內容亦可有突出句子重點的功能，或單純為
追加內容作標誌，表達出語意未盡的意思，此結構中的「同埋」不能以「同」取
替。

四、同埋＝同＋埋？
從前面部分可以總結出「同埋」的一些用法：
首先作為介詞使用時，
「同埋」的功能及意義為：
「一、介出（人及或事物）
對象；二、這個對象是附帶的、連帶的。」在使用範圍上，當介出對象為「不可
擴充」
、
「帶針對性」時，只能用「同」作介詞，
「同埋」並不合乎語法。
「一」的
用法為介詞「同」的基本功能，而本文認為「二」這功能是受「埋」的「擴充範
圍」功能所影響。
前文提到「埋」有「擴充範圍」的意思，如句（6）
「佢頸都紅埋」59，
「埋」
表示了「頸」並非唯一紅了的地方，在「頸」之前已經有其他紅了的部位，在意
義上擴充了「紅了」的範圍。而在「同埋」作介詞的句子中，「同埋」所介出的
對象都不是語意背景下唯一的對象。當對象只能有一組、不可擴充的時候，「同
埋」就會受限制，不能使用，而此對象的性質正與「埋」的「擴充範圍」性質衝
突。由於介詞「同埋」的意義及所限制的情況均與「埋」的「擴充範圍」相似，
本文認為介詞「同埋」為「同＋埋」所組合。
而作為連詞時，
「同埋」的功能及意義為：
「一、連接並列短語；二、連接
追加的成分，並突出句子成分。」當中（一）為「同」的基本功能，而本文認為
「二」的功能是受「埋」的「靠近」義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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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耘、譚步云：《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廣州 : 廣東人民出版社 , 1997）
，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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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提到，當「埋」與其他詞尾連用時，可表達出「靠近」的意義，如句
（11）唔該你企埋啲（請你站近一點）60、句（12）再挨埋啲先夠定趸（再貼近
點才夠地方放。）61，由於將兩句中的「埋」改為「近」均可表達原意， 可見
「埋」本身有「靠近」的意義。
而在帶追加成分的結構中，句子、段落本身已可獨立表達完整意義，甚至
在部分情況下，可以無須任何連詞連接兩部分。然而當以「同埋」去連接時，有
帶出「關於主題的內容未完、將相關事物帶進話題」的意思，標示出「後部分仍
然與主題有關」，並強調了兩句之間的關聯，亦將「同埋」前後兩部分的關係拉
近，因此能有突顯出句子重點的作用。本文認為，「同埋」的「將相關事物拉進
話題」這一功能，正與「埋」的「靠近」功能相似。由於連詞「同埋」帶有「同」
和「埋」的意義，本文認為，作連詞用的「同埋」為「同＋埋」所組合。

五、總結
綜合本文，「同」與「同埋」在作介詞和連詞使用時，都有其意義及功能上的不
同。
「同」與「同埋」作介詞使用時，基本功能為介出人或事物的對象。而在意義上，
「同埋」比「同」多了「附帶、連帶」的意味。當以「同埋」作句中介詞用時，句中所
提的對象及或事件並非唯一，實際上牽涉了更多的人及或事件。另外，「同埋」的可用
範圍較「同」少。當句出所要介出的對象為「不可擴充」
、
「帶針對性」時，都只能以「同」
作介詞。
「同」與「同埋」作連詞使用時，基本功能為連接短語，當連接同類型且並列的
事物時，兩者的功能、意義一樣。而在帶追加成分的結構中，「同埋」可作連詞連接前
後部分，根據句子意思，亦可有突出句子重點部分的作用，而這些都是「同」所沒有的
功能及意義。
相比之下，作介詞使用時，
「同」的限制較少；作連詞用時，
「同埋」的用法較為
自由。
而由於「同埋」保留了「同」與「埋」的功能及意義，且其受限範圍與「埋」相似，因
此本文推論，在粵語中，「同埋＝同＋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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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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