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语义框架属性剖析“让”、“使”、“令”
by Andreas Liesenfeld，刘美君，黄居仁

研究题目：

三个近义因果构式（causative constructions）“让”、“使”、“令”的相似性与不同；在Gigaword 
corpus 2.0 出现频率最高。

研究问题：

数据建模 “让”、“使”、“令”的分布行为：这三个近义词是否吸引和排斥不同的框架元素？

假设：

纳入基于语义框架的属性将有助于对三个近义词作出行为剖析。

方法: 
在“分布假设”(Harris 1954; Firth 1957)的基础上，“让”、“使”、“令”
的行为剖析（Behavioural Profile; BP）旨在探索、可视化和测量大量

描述语境的特征的吸引性或排斥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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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构式的三个槽： (Bak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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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数据 标注 行为剖析   结论

槽1-让/使/令-槽2-槽3

1. 因
- 名词性短语 

                      或 更大的单位/事件 

 
2. 果

- 名词性短语

3. “果”的谓语

导言      数据 标注 行为剖析 (Behavioural Profile)   结论



“因”槽：

1. 名词性短语 + 让/使/令： 
例： 月梅 讓 阿吉 送 她 回家。
例： (隐含的“因”) 不能 讓 他 活 著 ！ 
模式:  NP + 让/使/令+ NP + 谓语

2. 一个复杂的槽填充 + 让/使/令：
例： 今年 春節 除夕夜 ， 初中 三年級 三 班 學生 竇靜雅 和 張雪菲
         放棄 同 父母 親人 的 團聚 ， 主動 陪 孤寡 老人 賈 奶奶 一起  
         過年 ， 令 賈 奶奶  感動 得 熱淚盈眶 。 

模式:  复杂的槽填充 + 让/使/令 + NP + 谓语 

槽1-让/使/令-槽2-槽3

1. 因
- 名词性短语 

                      或 更大的单位/事件 

 
2. 果

- 名词性短语

3. “果”的谓语

因果构式的三个槽： (Baker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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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个句子
-  来源：Tagged Gigaword 2.0
   (Huang 2009) 内地、台湾
    及新加坡的新闻资料
-  随机抽样 “让”、“使”、“令” 
   各有334个样本

103个语境变量
- 约50个形式属性  (可自动提取)
- 约50个描述词汇和框架语义

=103.206个数据点
即1002x103个数据框架

1. 形式属性

- 可以提取为n-grams、
wordsketch的并置模式

- 可基于已整理和标记的语
料库自动提取；Gigaword 
2.0 (Huang 2009) 

三轮标注：

2. 词汇语义属性

- 基于Vendler / Levin动词分
类、语义类型和事件类型的
类别注释

- 基于分类法的手动注释

3. 框架语义属性**新**

- 通过注释“General 
causation frame”的多种词
汇化框架元素来纳入有时难
以捉摸的框架概念 (Baker et 
al. 1998) 

- 基于分类法的手动注释每
个框架元素

数据库：

大多数现有的行为剖析研究涵盖1.和2.两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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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剖析 vs 带有框架属性的剖析 
方法论上的挑战在于如何在剖析中纳入框架，同时保有剖
析方法的较高客观性和可靠性？

- 通过注释词汇化的框架元素来纳入“框架”这一认知语
言学的概念

- 基于一套规则来提高评分者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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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框架：标注核心与非核心元素

例： 月梅 讓 阿吉 送 她 回家。

3个核心元素：
[因] 让/使/令 [果] [谓语]
- 对应因果构式的三个槽填充
- “因”可以是NP、 NP+VP、 空主语等； “果”是 NP;
- 如果谓语是及物动词，可以包含其它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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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框架：标注核心与非核心元素

例： 月梅 讓 阿吉 送 她 回家。

3个核心元素：
[因] 让/使/令 [果] [谓语]
- 对应因果构式的三个槽填充
- “因”可以是NP、 NP+VP、 空主语等； “果”是 NP;
- 如果谓语是及物动词，可以包含其它NP

例： 昨晚 ９時 ２０分 ， 這 名 ４０多 歲 的 馬來 男子 ， 疑 在 武吉班讓 信佳路 
第１６１ 座 組屋 毆打 一 名 ２０多 歲 女子 ， 使 她 鼻子 流血。

多种非核心元素：
[时间][因][位置]让/使/令 [果][谓语]
- 非核心元素包括：位置、时间、频率、态度、手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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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注分类法概述（部分）： 
01 General: Sentence type: 0
02 General: Sentence mood: 1
03 General: Modifiers: polarity: 0
04 General: Modifiers: adverbial: 0
05 General: Modifiers:light verbs: 0
(...)
29 Causer: Semantic type: 1
30 Causer: Verb class: 7 
31 Causer: POS: 0
32 Causer: Voice: 0
33 Causer: Tense: 0

59 Causee: Semantic type: 4
60 Causee: Verb class: 7
61 Causee: POS: 0
62 Causee: Voice: 0
63 Causee: Tense: 0
64 Causee: Co-reference: 1
81 Affectee: Semantic type: 0
(...)
82 Causee: non-core: Frequency: 0 
83 Causee: non-core: Manner: 0
84 Causee: non-core: Means: 0
85 Causee: non-core: Location: 0
86 Causee: non-core: Time: 0

87 Causer: non-core: Frequency: 0 
88 Causer: non-core: Manner: 0
89 Causer: non-core: Means: 0
90 Causer: non-core: Location: 1
91 Causer: non-core: Time: 1

第一轮标注： Formal (n-gram)变量包含:
(aka Wordsketches, e.g. Hu and Yang 2015)

Modifiers:
Polarity, adverbial, temporal, light verbs 

Sentence type: 
question particles, punctuation marks 

第二轮标注：词汇语义变量包含
(Divjak and Gries 2007; Levshina 2014; 2016, ThGries 2014, 2018)

Semantic type:
1 speaker/human/animate object; 2 organization/institution
3 event/phenomenon of nature/abstract/social; 4 inanimate object/physical/body 
part/geographic; 5 transitivity (...)

Verb class:
1 motion/movement; 2 cognition; 3 communication; 4 emotion; 8 verbs of 
change-of-state; 9 verbs of states/being (...)

Event type:
1 Volitionality/intentionality; 2 Possession

第三轮标注：框架语义变量包含
(Baker et al 1998; Liu et al 2008; Chien and Liu 2010)

Frame elements:
1 Frequency; 2 Manner; 3 Means; 4 Place; 5 Time

例句：

昨晚 ９時 ２０分 ， 這 名 ４０多 歲 的 馬來 男子 ， 疑 在 武吉班讓 信佳路 第１６１ 座 組屋 毆打 一 名 ２０多 歲 女子 ， 使 她 鼻子 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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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注解者基于一套规则标注每一个框架元素。

- 所有元素的定义都形成了一套规则，但有少部分样本中存在例外。

1. 字面vs隐喻/惯用语的用法问题：
例子：“位置”这一框架元素由出现位置标注（Location marker）来定义：

例： 在 + NP， NP + 上/下

包含位置框架元素的标注：  在香港 船上 楼上 地球上 不包含： 世界上 在……情况下 在忙碌中 表面上   

标注过程：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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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注解者基于一套规则标注每一个框架元素。

- 所有元素的定义都形成了一套规则，但有少部分样本中存在例外。

1. 字面vs隐喻/惯用语的用法问题：
例子：“位置”这一框架元素由出现位置标注（Location marker）来定义：

例： 在 + NP， NP + 上/下

包含位置框架元素的标注：  在香港 船上 楼上 地球上 不包含： 世界上 在……情况下 在忙碌中 表面上   

2. 范围问题：在什么范围内联系上下文获取信息？
解决办法：只看完整的一个句子 ——以句号为准（代词除外）

例句（语料库原句）：

昨晚 ９時 ２０分 ， 這 名 ４０多 歲 的 馬來 男子 ， 疑 在 武吉班讓 信佳路 第１６１ 座 組屋 毆打 一 名 ２０多 歲 女子 ， 使 她 鼻子 流血。    

例句(编造)：
昨晚 ９時 ２０分 在 武吉班讓 信佳路 第１６１ 座 組屋 一 名 ２０多 歲 女子 被 毆打。 一 名 ４０多 歲 的 馬來 男子 打她， 疑 使 她 鼻子 流血。  

标注过程：出现的问题和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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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距离矩阵分析“让”、“使”、“令”的相似性和差异
(multidimensional scaling solution plotted in two-dimensional space; Gower; metric; stress =0.115, colour-coded for rang, shi and ling)

                                                                                 

基于多维标度法的观察:

- 在示例空间里，“令（蓝色）”
较为突出。

- “让（红色）”和“使（绿色）”相
对来说更为接近，但仍具有鲜
明的属性/集群。

Dim1

D
im

2 rang
shi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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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层次聚类，树状图还显示了“令”（相对
于“让”和“使”）之间的距离较大，但同时也显
示了“使”和“让”明显是不同的集群。

下一阶段：
分析语境属性的效应值 （effect size）
进行“剖析分析”（Gries and Stefanowitsch 
2003,2004; Gries 2006; Levshina 2011）

基于距离矩阵分析“让”、“使”、“令”的相似性和差异
(hierarchical cluster dendrogram; Ward, eucli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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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令”   vs  “让”、“使”
NP_ling_NP and X_ling_NP
 vs 
NP_shi_NP; X_shi_NP; 
NP_rang_NP; X_rang_NP

基于距离矩阵分析“让”、“使”、“令”的相似性和差异
(hierarchical cluster dendrogram; Ward, eucli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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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

        →
 使

、
让

语境变量

行为剖析(1) 令 vs 使、让: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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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效应值的语境变量：

causer:

Causersemtype:

event/abstract/social causer

Causerverbclass:

no causer verb phrase

causee:

Causeeverbclass:  

verbs of emotion in causee slot

bigrams: 

ling ren (令人) in causee slot

Effectpos:

pronouns in causee slot

Effectsemtype:

human/animate causee

Effectedtransitivity:  

intransitive

Affecteesemantictype:  

no affectee 

Effpredrelpossession:

no transfer/change of possession

行为剖析(1) 令 vs 使、让: 具体示例

示例：

(1) 此 項 報導 也 令 我們 感到 意外 。

(2) 成果 仍 未 令 人 滿意 。

(3) 由 昇陽 電腦 ( Sun Microsystems ) 、 摩托羅拉 ( Motorola ) 、 
甲骨文 ( Oracle ) 共同 舉辦 的 「 第一 屆 JAVA 程式 設計 大賽 
( Java Programming Contest ， JPC ) 」 ， 由於 總獎金 高達 一
百萬 元 ， 吸引 兩百多 支 隊伍 報名 參加 ， 令 主辦 單位 相當 
驚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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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让”   vs “使”
NP_shi_NP; X_shi_NP

       vs
      NP_rang_NP; X_rang_NP

基于距离矩阵分析“让”、“使”、“令”的相似性和差异
(hierarchical cluster dendrogram; Ward, eucli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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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

        →
 让

语境变量

行为剖析(2) 使 vs 让: 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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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剖析(2) 使 vs 让: 具体示例

“让”的效应值最高的语境变量：

causer: speaker/human/animate causer

frame element manner

causee: verbs of cognition

verbs of motion/movement

pronoun in causee slot

rang ren/wo (讓人/我) in causee slot

speaker/human/animate causee

 intransitive

no affectee 

n-gram: polarity modifier bu (不)

“使”的效应值最高的语境变量：

causer: event/abstract/social causer

no frame element manner

causee: verbs of change-of-state/

verbs of event

no pronoun in causee slot

event/abstract/social causee

 monotransitive

event/abstract/social affectee 

n-gram: no polarity modifier

示例：

例1 學校 過度 反應 ， 反 讓 毛毛蟲 有 反擊 之 機 。

例2 不過 我 不能 讓 國王 知道 我 的 能力 不 夠 。

示例：

例1 怎麼樣 的 新加坡 才 能 使 新加坡人 感到 驕傲 ？

例2 這 次 地震 使 達 吾 提 ‧ 阿西木 失去 了 ５ 位 親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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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在所考察的示例空间中，“让”、“使”、“令”在词语搭配模式、词汇词义槽填充和框架元素方面都有

不同的表现。

---> 框架元素被发现是区分“让”、“使”、“令”的重要语境属性。

       纳入此类型的信息有助于对这三个近义词进行行为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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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 的“因”：
吸引有生命的“因”（及“态度”框架元素）

“使” 的“因”：
吸引事件/抽象的“因”

“令”的“因”：  
吸引时间/抽象的“因”，倾向于在仅有NP的“因”（非VP）后出现

“让” 的“果”：
吸引认知动词、代词、极性修饰语和有生命的“果”；倾向于出现在不及

物动词构式（非谓语）。

“使” 的“果”：
吸引改变状态的动词和事件/抽象的“果”，排斥代词；倾向于出现在具

有事件/抽象谓语的单及物动词构式。

“令”的“果”：  
吸引代词（包括“人”），在谓语槽吸引情绪动词；

“令”的独特行为基于少数较高分别性的属性。

三个近义词吸引和排斥的槽填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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