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忍心」輿句子賞語

探討勤賓結構動詞「忍心」後接句子賓語之句法一

伊 原 大 策

1前言

営我椚注意到「忍心」的詞法結構，並従這個角度加以観察，是根有意思的。

因為「忍心」分明是勧賞結構動詞，但又容許後接文法上相嘗於賓語的動詞姐甚或

長句子（本文続柄句子音語）。例如：

1，我不塾出巨砲他的要求。（大修館書店《中日大尉典増訂版》）

根擦大修館書店《中日大群典》的解繹，上旬的語意是：「彼の要求を拒絶

するのは忍びがたい」。雑然通過翻澤去理解原文的句法結構並不足取，但顕然

退部辞典的編者是把動詞組「拒絶他的要求」，常成動詞「忍心」的賓請来解繹

的。賓際上，早有不少学者牌「忍心」掃類成「句賞動詞」，可見通位編者的看法

應属尋常。

此外，「忍心」通有一項特別之虚，就是在句子裡往往只能以否定的形式出

現。如下例！

2，我不塵生傷害軟弱女該。

3，我椚不塾生再把舎人傷心的東西送給他。

也就是説，要用「忍心」去造肯定句是十分困難的。若是想避免造否定句的

話，就食草現句子的語意含有反問的意思。如下旬；

4，難道我椚塾生看見体這様折磨自己？

然而，只要我椚回想一下古典文学作品的開講経験，就合争現「忍心」一詞

並非只限於否定用法的動詞。例如，「忍心音理」就是近代漢語裡常用的話語。

至於現代漢語裡的「忍心」，何以只能以否定的形態出現7在其動賓結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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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又何以容許後接客語？甚至，後接的賞語遠足句子音語，這又是為什磨？

一般而言，既是勤賓結構的詞語，又容許伴随賓語，往往都層詞法帝展上較

為晩近的新詞。其中有些詞彙如非新詞，例如「得罪＋賓語」就是把文言的句型

碍到口語裡使用。又如「小心＋賓語」形成了特定的慣用句l。

既是如此，我椚可以推想営「忍心」後接寓語的時候，或許也同時伴随著某

種相磨的語法機制。本文試圃従語法史的観鮎，探索「忍心」一詞的攣遁軌跡，

並探討不及物動詞演欒成及物動詞的過程背景。

2．1現代漢語裡的「忍心」

「忍心」一詞既是近代漢語中耳熟能詳的用詞，又是現代漢語裡使用頻率頗

高的詞彙。共核心語意為；「忍其為人之心」，従文脈的語意加以延仲，可以解繹

成「狽‾‾F心腸」的意思。従這一粘看来，「忍心」一詞的結構則可以理解成動賓

結構。只是，就如前節所指，「忍心」在現代漢語裡往往復接賓語，而且只能用於

否定句。即使回潮到民国初年，作為動詞之用的「忍心」也遁是不用於肯定句2。

5，称想我墨生連休出去喝7（巴金《家》10）

6，地尭塾生撤了我凋自飛昇？（魯迅《奔月》3）

7，我鰻不塾生叫一家人都餓死。（張天異《夏夜夢》）

従上面的例句，就可以推知最起碍従民国到現在的資料宮中，「忍心」只能

用於否定句或反間（或疑問）句中。

2．2近代漢語裡的「忍心」

然而，従明清白話小説的用法去看，就和現代漢語大不相同。

8，老逆賊！命女耕君，塾生簑位，罪悪如山。（《封神演義》10）

9，那螢酋忍心舎利，随佑孤身窮漠，也要勤取好絹三十疋，方准購回。（《古今

小説》8）

1「得非」的論析請参照拙著2000，レト心」則見拙著20（）1。

2特殊例子並非皆無。例如，用在輿「耐心」語意相同情況之下的 「忍心J；「他忍心的等著；他的

錦象舞台上的名角似的，非敲敲媒鼓是不含出水的。」（老舎〈四世同堂》18）。此虎的用法可以理

解成「忽心」原本用法的引伸意義，也就是輿「壁抑人性慈悲心偵」的本意有所出入，並且例句為

敷極少，所以並非本文的探討封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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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従前塵生地棄，今後食圃財檀。若無題父，我不知死在邦裏了。（《娯目醒

心魂》6－2）

11，兄何故為一婦人，就至干如此？兄暫且墨企耐意，弟自然為兄力圃之。（《天

壌巧》1）

12，貿妃難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適錯不得的，只得墨立上輿去了。（程甲本《紅楼

夢》18）

従＿＿L例可以看出，如果調査明代到晴代中期的白話作品，就倉辛現僅有肯定

形態的用法。也就是説，「忍心」在現代漢語宮中，只限於否定或反間的用法，

但在明清白話宮中御只能用於肯定的用法。究尭鷹常如何解繹這種語言現象堀？

3．1現代漢語裡的「耐煩」

在詞彙的内部結構興語意、語用上，都有和「忍心」類似的動詞。「耐煩」

就是其中之一。而且，「耐煩」也往往用在否定輿反間句中。我椚先看看現代漢

語裡的例子。

13，我暗想我和掌楷的等級週眼速呪，而且我椚掌植也従不軌旨香豆上賑；

又好笑，又不鍵盤，瀬棚的答地道…。（魯迅《孔乙己》）

14，牧版権税又半年六月捜消息，‘速水救不得近火’，誰亜短？（魯迅《端午節》）

15，立得他自己都不亜盤了，他娩低著頭往家走。（老舎《範範祥子》16）

以上的例句都是否定形態或反間形態。従蔚典的例句中，也常常拭得到否定

形態。

16，他表示了不耐煩的様子。（《岩波中国語辞典》）

17，体追磨嘆明，我賓在有鮎兄不幽。（大修館《中日大群典増訂版》）

18，我真有粘兄不直垣了。（角川書店《中国語大辞典》）

「耐煩」也可以後接動詞組，其例如下；

19，我椚不直垣開通磨長的合。

20，我根不幽倣追磨麻煩的事情。

21，他不亜盤看邦磨長的小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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従上述例句可以看出，「耐煩」用在勤詞組宮中時，也是以否定的形態出

現。如果一定要採取肯定形態的話，就勢必以反問的語気表達不可。如果我椚把

弟21句例句改換成肯定句的説法如下…

22，他真幽看邦磨長的小説！（類似的例句見干《岩波中国語辞典》）

這時，我椚就食草現，「耐煩」具有句賓動詞的語法功能，而且可用於否定

戎反間。換句講説，「耐煩」的語法特徴輿「忍心」是相同的。困此，探討「耐

煩」過去的語史奇展，封於理解「忍心」的語法功能析寄生的演攣過程，是具有

相営参考作用的。

3．2近代漢語裡的「耐煩」

「耐煩」一詞早在明代之前就己鮭出現。困此，我仰ヨ就従明清白話裡的「耐

煩」来探討該詞的用法。首先，水着看不含後接成分的例子。

23，好壬明，好耐煩，放下個随身草，揖上前去，只見人叢裏面，又是一個撮

掃戯兄的。（《三貴太監西洋記》79）

24，菩薩此時己到南海，不亜盤臭。（《西併記》15）

25，侮椚自吃，我不塵塵。（《水耕侍》21）

26，半夜三更，勲油貴火，我邦裡耐煩！（《金瓶梅》13）

上面的例句中，包括了肯定、否定、反間的形態。邦磨，我椚再束看看，後

接動詞組的例句：

27，体直垣在裏頭再坐一骨，料然我救得体出水。（《三宮太監西洋記》43）

28，長官，佑直垣保重。（《金瓶梅》79）

29，自従那目困些閑話，見大娘緊門緊戸，所以不直盤走勤。（《金瓶梅》83）
30，年三十飴，覚得心裡不耐煩倣此道路，告脱了，在本蘇去別尋生理。（《初

刻拍案蔦奇》3）

31，誰塵盛典体清謎追白。（《醒世情言》16）

上面所畢的例句宮中，也包括了肯定、否定、反間的形態。那磨，我椚再接

著者看「耐煩」輿後接動詞組的語法関係，就合顎現肯定句中的「耐煩」顕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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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修飾後接動詞姐的功能。也就是説，如果是把「耐煩」営成形容詞用法，「耐

煩」在句中就額挿了状語的功能。如果我椚営造裡的「耐煩」是動詞的話，其功

能就層連動式（複敗的動詞併用，且層同一主詞之下）的第一動詞的用法。

然而，在否定的例句宮中，其語法関係略有出入。侶如以肯定句中的語法関

係来解渾否定的例句，邦就意思不通了。先着弟27句例句，語意是：「耐住煩，

請再坐一合兄」。但第29句的語意既不是「不耐煩而外出」，也不是「耐煩而不外

出」。這裡磨営理解成：「耐不住外出之煩」。同様的道理也可以用来解輝男30

句，這句可理解成王「耐不住追種営捕頭的差事之煩」。追些否定句的語法鈷構上

的統御関係，究尭該如何解繹？

4．1「不耐煩」輿其後接成分

「耐煩」一詞，極少出現後接名詞的用法。例如王

32，誰直垣這些！（《三伏五義》59）

這裡的動詞「耐煩」和英後接的指示詞「追些」之間，具有語法上統御関係

（「動詞＋受詞」構造）的功能，其後接成分随動詞而顕現其動作的封象。因此，

「追些」可以祝為「耐煩」的賓語。

上例鋸屑干較新的用法，但類似的例子早在明代白話就可以検出。

33，我椚在海船裡頭不幽寂実，若得兄去，在船中説諭笑笑，有甚難過的日
子？（《初刻拍案駕奇》1）

上例中，「寂実」的詞畦究尭是名詞或是形容詞，就上例而言並不重要。追個

例句主要的意義在於確認，「寂莫」是「耐煩」所持渉的封象，也可説是受詞。

遁有一鮎伍得注意的是，道南個例子宮中，都連用了否定（或反間）的句

型。追裡捉到的「不耐煩」（或反間的「耐煩」），其語法功能就像是容許後接寓

語的単語動詞。如果把「不耐煩」営成是一個単語及物動詞，邦磨官後接動詞組

時，就應普能鈎後接句子賓語。

困此，営我椚再度観察第29－31句（否定及反間的用法）時就可以得知，這

些句子中的「不耐煩」（或是反間的「耐煩」），具有一個及物動詞的功能，畳於

其後的動詞組可以視為後接的賓語。也就是説，「耐煩」的肯定輿否定（含反

間）的句法結構並不相同；肯定句属連動式的結構（語意為：「耐著煩倣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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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而否定句則属勤賓式結構（語意為…「受不了倣某事」）。

4．2「不耐煩」的語法属性

男一方面，我椚援用相原1979，pp．26－27封於否定句的構詞法観鮎加以分

析，就可以知道表示情態的副詞組和動詞組的否定形是不能配套的。例如：

34，＊他底触没泉田答那個問題。
35，他捜有正確地回答那個問題。

例句34句ql】的情態副詞「正確地」輿表示否定的軌詞姐「捜有回答」同時出

現，困而視為不合語法的句子。

至於第35句例句，則是合乎語法的句子。其否定詞的否定範圃僅止於「正確

地」，並不及於動詞組。情態副詞的位茸既然在前，就可以視為行為動作己鮭行

使，所以動詞組所指的行為動作，必須定位在否定以外的範囲。這就是説，含情

態副詞的否定句中，其否定詞的管轄範圃不能及於共後接的動詞。

我椚再回頭看「耐煩」一詞，営其形成連動式結構時，其語意為：「耐著煩，

而行使某項行為」，困而可説輿情態副詞具有相同的功能。「耐煩」是動詞，然而

就語法功能着水，即又具有状語功能。共棄，従《岩波中国語辟典》封「耐煩」

的詞修解繹就可以得知，該詞的詞性分類雑然是動詞，但也承認其形容詞的用法。

具備上述特鮎的「耐煩」一詞，常用於連動式的時候，該詞封於第二動詞就

骨顎挿表達情態的功能。岡此，也就通用於相原1979所指出的原則。也就是，在

否定句中共否定的管轄範囲只及於「耐煩」，而不及於第二動詞。這就造成了

「耐煩」興後接動詞的分離，而「不耐煩」就獲得了凋立詞語的完塑像件。

「耐煩」一詞興表示共他動作的動詞不同，其否定形具有「伯煩」的語意。

如果我椚把這個詞輿「看」－「不着」的関係相較，其相異之虚就更是明穎了。也

就是説，「不看」暗示了「看」以外的行為動作，追就是説，「看」的否定「不

看」有時可能表示「吃」「祈」「睡」等的行為動作。

男一方面，「不耐煩」則只能表示封鹿於「耐煩」的相反的行為動作。「耐

煩」就像「満」輿「空」的正否封應関係一様，「耐煩」的反義詞就有「受不

了」的意思3。然而，「満」的反義詞是「空」，両者形成封磨関係，但是「耐

3

根撼相焼1976，pP．81－83摘出，形容詞可分為「類比群」analog pair輿「軟位群」digital

pair雨頬封應群組，両者在詞法論的観鮎看兼，各有不同的傾向。「類比群」是指「高・・・・・・一低」．其判断

的sc8】e是連頒式的（如，容許「梢高」、「梢低」等概念）。「敗位群」則指「清・－・空」，其判断的scale是

裁断式的（如，「有粘満了」、「有鮎空了」等概念是不存在的）。本文所論述的．「耐煩」，掃屑於「敗位

群」的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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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的反義詞御不存在。若是如此，在否定的管轄範同上分離出水的「不耐煩」就

更足以看成是一個猫立的詞語，而形成典「耐煩」封應的形式，嶺揮輿肯定詞相

封應的代償作用4。

「耐煩」本属連動式的第一動詞，困而上述過程所術生的「不耐煩」就娼頒

保持其動詞的功能，輿連動式的第二動詞之間，形成了新的語法上的統御関係。

其結果使得「不耐煩＋VP」的語意成為；「受不了去倣某事」。両道也正是第29、

30句的句法結構。

困此，「不耐煩」看似単語動詞，但透過否定用法所形成的否定範噴，桁生

成為近乎反義詞的形態。形成凋立詞之後的「不耐煩」，己鮭不是「否定詞＋動

詞」的属性，而成為可以後接寓語的及物動詞。追也促成了明清白話裡的「耐煩」

在肯定句中形成連動式，在否定句中則形成勤賓式的隻重層性。封於「耐煩」在

此一過程中産生的語法上的質攣，就語意輿功能而言，我椚可以推知興「耐煩」

具有共通牲質的動詞也有可能額生。本文主題中所探討的「忍心」，既構詞法典

「耐煩」相同，又不具備相磨的反義詞，此両個特鮎輿「耐煩」可説極其相似。

5．1「不忍心」及其後接成分

我仰ワ再回頭思考「忍心」的問題。就像本文一関始提到的，現代漢語的「忍

心」一方面具備動賓式的内部結構，但又是可以後接賓語的句賓動詞（容許後接

句子或動詞組作為者語）。

我椚再畢弟8－12句，明清白話的例子。

8，老逆賊！命女耕君，塾生簑位，罪悪如山。（《封神演義》10）1

9，邦螢酋塵生食利，随体孤身索漠，也要勤取好絹三十疋，方准頗回。（《古今

小説》8）

10，従前塵生地尭，今後食囲財檀。若無籍父，我不知死在邦裏了。（《娯目醒
心編》6－2）

11，兄何故為一婦人，就至干如此？兄暫且塾生耐意，弟自然為兄力圃之。（《天

壌巧》1）

12，頁妃離不忍別，奈皇家規矩達錯不得的，只得塵立上典去了。（程甲本《紅楼
夢》18）

‘相原1976ル78的研究摘出，形容詞的封應関係中，有一方寄生欠映現象時，或是並不常用時，可

以用「不＋形容詞」作為封應関係中的代用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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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例句8如果視為輿現代漢語相同的語法結構的話，就似乎可以把「纂位」

看倣是「忍心」的賞語。然而，要是排除現代漢語的語感，而典明清白話接軌的

話，就合覚得追個動詞後面接了句子賓語是不自然的。就像是第11句的「耐意」

作為「忍心」的寓語来解渾是不合理的。「忍心」輿「耐意」的関係是動詞連嶺

即「第一動詞＋第二動詞」的関係，也就是連動式（或是単純的並列結構）。同

様地，共他例句也可以適用於這様的解渾。例如：

例句9；「邦螢酋忍心食利」可以解繹成「那螢族酋長狽■F心東食圏得利J

例句10…「忍心地棄」可以解渾成「狼著心腸，（把我）地‾F」

例句12…「忍心上輿去了」可以解繹成「狽著心腸，乗車而去」

可見，明清白話裡的「忍心＋VP」並非動賓式，両足連動式。此一観鮎己在典

r忍心」具有相同結構的レト心」、「拍心」的研究中得到譲葉，在晴代前期之前

追些詞彙是不接賓語（或是相営於賓語的詞彙）的6。レト心」、「拇心」等容許後

接賓語，是到了晴代後期乃至於民国初期オ有的現象。

5．2「不忍心」的語法属性

従前述的分析可以得知，「忍心＋VP」在肯定典否定的句法中，其内部結構

是不同的。肯定句的結構是連動式，而否定句的結構則是軌賓式。由此，我椚退

可以聯想到的是r耐煩」的例子。肯定句的「耐煩J後援動詞姐時，形成連動式

的結構，而否定句的「不耐煩」後接賓語時，即興其後的動詞組形成勧賞結構。

「耐煩」的語意内酒興語法結構，典「忍心」可説具有共通的性質。因而，我椚

推想在「耐煩」的使用上所領生的詞法結構的質攣，在「忍心」上也同様地合草

生，應是合理的推論。

換句講説，「忍心」興「耐煩」縛換成否定形態時，句法結構也就随即寄生

樽型。透過否定形態，「不忍心」産生単語及物動詞的功能而共結果促成了本属

連軌式第二動詞的功能以賓語的形態出現。

6従肯定形態的「忍心」到否定形態的「不忍心」

本節就各時代「忍心」的用法演攣，倣以下的整理並観察共攣化…

5

開於レト山J的研究，請見拙著200l；「塘心J則在拙著1999中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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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心」用法的演欒（1）

作 品 肯定式 反間式（疑問式） 否定式

《 封 神 演 義 》 4 0 0

《 言 》 4 0 0

《醒世姻線倖》 3 0 0

《鬼女英雄倖》 3 3 0

《 品 花 車 鑑 》 1 4 0

巴金《愛情三部作》 0 2 1

上表説明了肯定式在近代漢語作品中オ出現，而否定式則只出現在現代文寧

作品之中。也就是説，明代到晴代的白話文中，一貫以肯定的形態未使用「忍

心」，宜到民国以後，オ出現了否定形態的「忍心」。

困此，営我イ門観察到従近代漢語到現代漢語的演攣錯綜的時代，就合額現一

些顎人探省的尊貴。這就是清末之際，開始出現了「忍心」的反間形態的用法。

随著上表中「忍心」用法的時代加以迫潮的話，可以明確地掌握到肯定的用法，

是透過反間（疑問）的方式両輪化成否定的用法的。以上表為基礎，我椚再従時

代的縦軸，分析共中的演攣。

「忍心」用法的演欒（2）

時 代 肯定式 反間式（疑問式） 否定式

晴代律期以前 有 無 無

晴 代 末 期 有 有 無

民国初期以後 無 有 有

追裡，我椚就可以鞍現明清白話中的「忍心」，輿現代漢語「忍心」的用法

的中間鮎上，出現了一個反間（疑問）的形態。邦麿，我椚就束看看追些反間（疑

問）的例子吉

36，斯道体尊翁那口重，体就果的屋仝去在邦間破廟不把他人土不成？称今堂

追口靂，休就果的鎚埋在退座荒山不想他合葬不成？（《鬼女英雄侍》19）

37，体此番去了幾時親束？佑倒昼仝撤得下我磨？（《晶花車豊》51）

観察上述例句的句法内部結構，可以説是諸人難以判断究尭是層連動式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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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軌賓式。要是以明清白話的語法為基礎来加以分析，就能把例句第36、37解繹

成連動式的結構。然而，就現代漢語的語法束解讃的話，能把例句第36、37視為

動賓式結構。道標的例句，就説明了近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忍心」，在両者交

合鮎上的形貌了。

就以上的分析観粘来解樺上表的話，我椚可以掌握近代漢語的「忍心」顎展

成為現代漢語的演攣過程輿背景。也就是説，「恋心」亘到晴代後期都一貫以肯

定的形態出現，到了晴代末期オ開始出現反間的用法，後来演攣成肯定形受到排

斥，反而偏向於否定輿反間的用法。開於這一粘，我椚従句子的内部結構看束，

這意味著「忍心＋VP」的結構，己鯉従連動式演攣成了動賓式。「忍心」在肯定

句中，共近代漢語的用法只容許用在連動式的句法結構，到了採取否定的形態時

就形成了軌賓結構。共演欒過程可以圃示如下…

「忍心」用法的演欒（3）

晴代後期以前 晴代末期 民国初期以後

肯定形態 反間形態／疑問形態 反問形態／否定形態

連動式 兼有連動式興勤賓式的特徴 勧賞式

困此，「忍心」的演攣過程可以推想如下：

連動式一連勤式典勤賓式交合粘上的形貌一一勤賓式

亨覗欒蜂こ兜竪琴牽脚弊紙工′

竺芸賢智慧諾タ吐一有了常勤。「
＼〆（‾■＼ J ‾、、＼

＼一－

、＼、■・－ノ

祢I

日

追也和「／ト

心＋VP」的初出時期一致6。所以，我椚可以推想常時的時化軌汲之＿射丁⊥忍心」
＼一〟一

＼一

就自然而然地従不及物動詞，試著樽型成及物動詞的形態。

這種情形之下，我椚可以推想「忍心」的演撃方向是，透過否定形態的使用

而獲取句法結構的樽型。以便得長期以束不被容許的勧賞結構，可以利用典「耐

煩」利同的過程，在外在形態不攣的情況之■F，取得内部結構的重大改攣。到了

晴代晩期，「忍心」的反問形態（疑問形態）之所以能鈎突然産生，就是困為在

語法功能上，反間形態（疑問形態）早己在肯定形態典否定形態之間，取得了【中

間的位畳。而過去在明清白話中無法獲取寓語的「忍心」，則透過了反間形態的

媒介，順利朝向否定的形態演欒，完成了句賓動詞的語法形式。従而形成了僅能

6

請蓼見拙著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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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否定形態出現的「忍心」的現代漢語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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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結語

本文著眼於従現代漢語「忍心」的勧賞結構容許後接賓語、且又僅用於否定

形態的特異之虚，試従詞彙演欒的歴程探討其尊属由来。結果鞍現，現代漢語裡

的「忍心」離然僅用於否定（戎反間）的形態．，而近代漢語裡郷里現僅用於肯定

形態的事案。

此外，也明確掌握了近代漢語興現代漢語用法上，其語法功能方面的重大差

異。両者最大的不同在於，近代漢語裡的「忍心＋VP」是連軌式，而現代漢語裡

的「忍心＋VP」則是動賓式。

追項差異的屋生在於清末之際，「忍心」透過否定的形式，改攣了否定範

囲，従而把「不忍心」演欒成為不可分離的及物動詞。

従晴代後半期到清末之際，貴生了以往不容許後接賓語的某些動詞，開始要

求伴随賓語的新約語言傾向。営此環境之下，「忍心」也朝向及物動詞的用法演

欒，尋求符合此一特性的合理化手段。常此之際，通達興「忍心」句法結構相同

的「耐煩」早己取得了及物動詞的語法功能。因此，「忍心」透過此一模式，利

用否定的形態，形成了把連動式第二動詞（VP）作為寓語的新結構。籍由追個機

制的形成，「忍心＋VP」即可在不産生形態攣化的方式下，既保持侍統的詞彙形

態，又可随著時代的要求而産生新的語法功能。「忍心」就是在這種巧妙的偽装

之下，退避了勤賓結構動詞再接賓語的語法上的矛盾。

針封連動式的第二動詞進行勧賞式賓語的操作方式，便得「忍心」的後接賓

語必然為句子賓語。這就解繹了何以現代漢語「忍心」形成専用於否定句（含反

間句）的動詞，且形成内含勧賞結構的「句賓動詞」的特殊景象。

一般而言，古語要接受新的語法之際，営倉面臨新時代的要求典侍統語法髄
秀之間的整合壁力，通常困両面臨重大的矛盾。営此之際，所能採行的方法之一

就是轟可能保持侍統語法的統一性，並兼具新的語法功能。「忍心」一方面利用

了否定的形態改欒了内部結構，又得以在外在形態不欒的情況之下，徹底納進了

賓語。従這一鮎可以察知「忍心」満足了雨個相互封立的要求，可以説是成功的

演撃方式。在民図初期的語言動渡時期，有不少軌賓結構動詞演欒為具有外部寓

語的及物動詞，在追個現象産生的過程宮中7，「忍心」可読是此類動詞的一個典

7

開於「得罪」、「浦意」、「同情」、r出席」、「楯心」，以及曽鯉短暫出現過的「常忙」的

及物動詞用法，等相関論析詞参照拙著1998，、1999，2000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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