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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指涉（Reference）及其分類 
Lyons（1977）認為「指稱（reference）」就是表達「在特定語境下，

語言和其所代表事物之間的關係」，而「指涉對象（referent）」就是「在特

定語境下，語言所代表的事物」。Halliday ＆ Hasan（1976）則將指稱分為

兩大類，分別是「情境指稱（situational reference）」和「語篇指稱（textual 

reference）」，「情境指稱」的所指存在於交際雙方所處的真實環境裡，由於

聽話者必須在篇章以外的真實環境裡尋找正確的指涉對象，因此「情境指

稱」也可稱作「文外照應指稱（exophoric reference）」。而「語篇指稱」的

所指則存在於篇章之中，聽話者必須在上下文裡尋找正確的指涉對象，所

以「語篇指稱」亦可稱作「文內照應指稱（endophoric reference）」。 

Halliday ＆ Hasan(1976)認為「文內照應指稱」包含「回指（anaphora）」

及「後指（cataphora）」兩種情形。所謂「回指」就是用一個詞或詞組來代

替上文所提到的另一個詞或詞組，被替代的詞也稱為「先行詞

（antecedent）」；「後指」則是用一個詞或詞組來代替下文將出現的另一個

詞或詞組，請見下圖。 

 

圖二-1  Halliday ＆ Hasan(1976)對指稱的分類 

 

 

 

 

根據上面的說明，我們了解「文外照應指稱」和「文內照應指稱」     

                  Reference: 
                     ∣ 

 
（situational）                     （textual） 
  exophora                        endophora 
 
 
                  （to preceding text）   （to following text） 
                      anaphora             cataphora 
 
                                    （Halliday & Hasan: 197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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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面的說明，我們了解「文外照應指稱」和「文內照應指稱」的

最大不同就在於確認「指涉對象」的途徑不同，前者可直接透過言談發生

的現場來確認「指涉對象」，後者則需透過上下文來確認「指涉對象」。 而

除了從「指涉對象」的確認途徑來做分類以外，Halliday ＆ Hasan(1976)

也根據其功能另外提出三種指稱，分別是「人稱性指稱（personal 

reference）」、「指示性指稱（demonstrative reference）」和「比較性指稱

（comparative reference）」。「人稱性指稱」，顧名思義，其所指可區別言談

現場中的「說話者」、「聽話者」或不在言談現場的第三者，如英語中的“I”、

“you”、“he”、“she”等。「指示性指稱」的所指則與地理位置的遠近有關，

如英語中的“this”可指涉距離說話者較近的事物，“here”指說話者所處的地

點，“now”指言談發生的時間，相對地，“that”指涉距離說話者較遠的事物，

“there”指距離說話者較遠的地點，而“then”則可指涉言談發生之前或之後

的某個時間。「比較性指稱」的所指與用來作為比較基準之參考點的「一

致性或相似性（identity or similarity）」有關，如英語中的“same”用來指涉

與參考點相似的事物，“different” 指涉與參考點不同的事物，“another”指

涉參考點以外的同類事物。 

「人稱性指稱」、「指示性指稱」和「比較性指稱」之所以有別於其他

指稱，是由於這三種指稱不僅能指出語義上的指涉對象，還能指涉篇章中

的指涉對象，使上下文產生「連結（cohesion）」，請見以下例句。 

 

(1) It’s too hot here in the sun, let’s take our drinks into the shade over there. 

                                               （Saeed, 2003:182） 

(2) Doctor Foster went to Gloucester in a shower of rain.  

He stepped in a puddle right up to his middle and never went there again. 

(3) Three blind mice！Three blind mice！ 

See how they run！See how they run！ 

(4) There were two wrens upon a 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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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came, and there were three. 

                  （例句（2）~（4）皆取自 Halliday ＆ Hasan, 1976:31） 

 

在例句（1）裡，「指示性指稱」“here”和“there”指的都是本身語義的

指涉對象，也就是在言談現場距離說話者較近或較遠的地點，但是在例句

（2）裡，“there”指的是上文出現過的地點“Gloucester”，並不是言談現場

中距離說話者較遠的某個地點，而例句（3）的「人稱性指稱」“they”以及

例句（4）的「比較性指稱」“another”，其所指也分別是上文的“three blind 

mice”和“wrens”，並使上下產生連結（cohesion），換句話說，這三種指稱

同時兼有「文外照應指稱（exophoric reference）」及「文內照應指稱

（endophoric reference）」的特性。 

由此看來，若要探討上述三類指稱中的任一類勢必都得兼顧「文內、

文外」兩個面向，而本文所要研究的課題是在漢語裡具有指示功能的「這

麼、那麼」，自然也無可避免地需從這兩個角度來探討其功能，然而在探

討其功能前，我們也發現漢語學者對「這麼、那麼」的研究大致可分為兩

派，一派學者認為「這麼、那麼」以及由「這、那」派生而出的詞皆為「代

詞」裡的「指示代詞」，另一派學者則根據句法特徵主張「這麼、那麼」

應為「副詞」裡的「程度副詞」，不過兩派學者的意見至今仍各執一方，

以下分述兩派學者的看法。 

 

第二節 「這麼、那麼」作為代詞的討論 

劉月華等人（2002）指出代詞是具有指別、稱代作用的詞，其所指或

所代的具體內容需在特定的語境中才能確定，而指示代詞的主要作用在於

指涉人、事和物，在句中可以代表名詞、動詞、形容詞或表示程度的副詞，

既有「指別」作用，也有「稱代」作用，所謂「指別」就是指區別兩個不

同的事物，「稱代」則是替代某人、某事、某時、某地或某物等，請見以

下例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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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這枝鋼筆和那枝鋼筆都是張老師的。                   （指別） 

(6) 這裡的氣候變化無常。                               （稱代） 

 

例句（5）的「這枝鋼筆」、「那枝鋼筆」可用來區別兩枝不同的鋼筆，

所以是「指別」的用法，例句（6）的「這裡」替代某個地點，因此是「稱

代」用法，但例句（5）和例句（6）的「這枝鋼筆」、「那枝鋼筆」以及「這

裡」究竟所指為何，則需要依賴語境才能確定真正的「指涉對象（referent）」。 

不過，將「這麼、那麼」視為代詞的學者大多以研究「這麼、那麼」

稱代對象的種類為重點，反倒較少提及「這麼、那麼」在句中的「指別」

作用，以下為呂叔湘（1980）、劉月華等人（2002）所提出的看法。 

 

一、呂叔湘（1980） 

呂叔湘（1980）在「現代漢語八百詞」中提出了四類「這麼、那麼」

所能指涉或替代的對象，分別是「指示程度」、「指示方式」、「指示數量」

以及「代替某種動作、方式或情況」，每一種類型都有相應的結構，以下

為本文整理出來的結果。 

 

表二-1 呂叔湘（1980）所提之「這麼、那麼」所能指涉或替代的對象 

指涉或替

代對象 

結構 例句 

有（像）～＋這麼/那麼＋

形容詞/動詞 

（7）我如果能像你這麼經常鍛 

     鍊，身體就不會像現在這樣

     子了。 

（8）這種葡萄有糖那麼甜 

這麼/那麼＋形容詞 

           動詞 

（9）就這麼處理。 

（10）真的，就是那麼大。 

指示程度 

這麼/那麼＋形容詞/動詞 （11）這麼討人厭的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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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詞 

(有時「大、長、多、短」

等單音節形容詞後可以

省略「的」) 

（12）那麼漂亮的裙子。 

（13）這麼大（的）歲數。 

（14）那麼多（的）工作。 

這麼/那麼＋動詞 （15）這件事就這麼辦吧！ 

（16）像青蛙一樣在地上那麼跳。

這麼/那麼＋一＋動詞 （17）他就這麼一擺頭，什麼也 

      沒說。 

（18）他那麼一猶豫，結果沒趕 

      上車。 

指示方式 

動詞＋這麼/那麼＋動量 

（強調動量） 

（19）我就練過這麼兩次，還不 

      熟。 

（20）看了那麼一眼，心裡就明 

      白了。 

指示數量 這麼/那麼＋名量 

(強調數量之多或少，或無

所強調，須從上下文判斷)

（21）這麼幾句話就概括了全部 

      經過，真是言簡意賅！   

                     （量少）

（22）估計到終點站得走那麼 

      五、六個鐘頭。 （量多）

（23）就是這麼回事。 （中性）

代替某種

動作、方

式或情況 

在句中作主語或謂語 （24）這麼不就解決了嗎？ 

（25）我認為那麼不妥當。 

 

首先，在「指示程度」部分，呂叔湘（1980）所提出的三個對應結構

皆是由「這麼/那麼＋形容詞/動詞」這個結構衍生而出的，因此筆者認為

「指示程度」的對應結構實應簡化為一個基礎結構，否則將顯龐雜。除此，

例句（7）的「這麼經常鍛鍊」並不符合三個結構中的任何一個，「這麼」

的後接成份為頻率副詞「經常」，而非動詞「鍛鍊」，但呂叔湘（1980）並

未說明當「這麼、那麼」後接頻率副詞時是否能「指涉程度」，由此可見

呂叔湘（1980）所列的結構與例句有明顯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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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指示方式」方面，呂叔湘（1980）所列出的第一個結構與

「指示程度」的結構重疊，都是「這麼、那麼」後接「動詞」的形式，令

筆者匪夷所思的問題是：例句（9）「就這麼處理」與例句（15）「這件事

就這麼辦吧！」的「指涉對象」有何不同，不過呂叔湘（1980）卻認為前

者的指涉對象為「程度」，後者的指涉對象才是「方式」，有趣的是「處理」

與「辦」兩個動詞本身的語義都沒有「程度」的概念，但分別與「這麼」

搭配後卻能產生不同的「指涉對象」，不禁令筆者重新思考呂叔湘（1980）

的舉例是否需調整。 

在「指示方式」的結構中，呂叔湘（1980）指出當「這麼、那麼」後

接「動量」時，「這麼、那麼」可用來強調「動量」，也就是「動作的次數」，

然而如果這種結構的「這麼、那麼」可強調「動作次數」的話，為何其「指

涉對象」不是「數量」而是「動作方式」？顯然此對應結構與指涉對象之

間存在著矛盾。 

接著我們再來看「指示數量」的部份，呂叔湘（1980）認為例句（23）

的「就是這麼回事」既不強調「量多」，也不強調「量少」，是無所強調的

例子。然而從語言的「經濟原則」來看，句子裡的每一個成份必定各司其

職，彼此互相搭配之後為交際雙方傳遞完整的訊息，因此例句（23）的「這

麼」必定存在某種功能，而非「無所強調」的累贅成份。筆者認為聽話者

若要真正了解例句（23）的「這麼回事」到底所指為何事，一定得透過上

下文才能得知相關訊息，換句話說，聽話者的注意力是放在「事件的內容」

上，而不是放在「數量」上，所以筆者認為例句（23）的「指涉對象」應

無法歸在呂叔湘（1980）所提之四類的任何一類。 

最後一種稱代類型則是「代替某種動作、方式或情況」，這類型句子

的「這麼、那麼」還能以「這麼著、那麼著」替換，但這種句子在台灣較

為少見，在相同的情況下，台灣的漢語使用者大多以「這樣、那樣」或「這

麼做、那麼做」來取代句中的「這麼、那麼」，此現象顯現出兩地語言習

慣的不同，因此本文認為此稱代類型並不能代表普遍的語言現象，所以將

此用法排除在本論文的研究範圍內。 

經過以上的討論，筆者發現呂叔湘（1980）雖然根據「這麼、那麼」

的指涉對象列出相應的句法結構和例句，但其架構仍無法貼切地解釋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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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語言現象，而這也將是本文在下一章極欲解決的問題。 

 

二、劉月華等（2002） 

劉月華等人（2002）認為「這麼、那麼」的主要句法作用是修飾動詞、

形容詞，表示程度或方式，並且在句中做狀語，如例句（26）。大致上來

說，劉月華等人（2002）對「這麼、那麼」的觀察與呂叔湘（2001）幾乎

相同，不過劉月華等人（2002）認為「指示數量」的「這麼、那麼」重讀

時，有加強語氣的作用，見例句（27），輕讀時則表示估計，見例句（28）。 

 

(26) 這件事不像你說的那麼嚴重。          （指示程度） 

(27) 張老師家裡有那麼一屋子書。            （指示數量—重讀加強語氣） 

(28) 他到上海去有這麼半個月了。          （指示數量—輕讀表估計） 

 

在上面的例句中，最令我們感到好奇的是例句（26），一般而言我們

會使用「這」以及隨「這」派生而出的詞來稱代距離自己較近的事物，用

「那」以及隨「那」派生而出的詞來稱代距離自己較遠的事物，而例句（26）

的交際雙方明明正在討論「這件事」，不過說話者卻沒有使用「這麼」，反

而使用「那麼」來評論聽話者在言談現場發表的意見，由此看來，「這麼、

那麼」的選用原則不一定與談論事物實際的遠近距離有關，必然還牽涉其

他的因素，例句（26）雖顯示了這個語言現象，但可惜的是劉月華等人

（2002）並未對此進一步說明。 

除了呂叔湘（2001）提出的四種指涉對象以外，劉月華等人（2002）

認為「這麼、那麼」還可作定語，後接帶有數詞的名詞組，其所指代的意

思往往在下文交代，或不言而喻，或不可言傳，請見例（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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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這篇文章裡還表達了這麼個意思，就是… 

(30) 這個人有那麼一股勁兒，怎麼說呢？         （劉月華等人. 2002:46） 

 

例句（29）顯示劉月華等人（2002）已注意到「這麼、那麼」的篇章

功能，對「這麼、那麼」的探討也已經從「文外照應（exophoric）」的範

疇進展到「文內照應（endophoric）」。不過即便是根據劉月華等人（2002）

的討論，從漢語教學的角度來看，我們仍無法明確地告訴學生「這麼、那

麼」該如何使用，因為「這麼、那麼」在句子裡沒有固定的位置，時而作

狀語，時而作主語、謂語，甚至可擔任定語，筆者認為這正好就是將「這

麼、那麼」視為「代詞」的缺點，因為除了「指涉」、「替代」的功能以外，

我們完全無法歸納出「代詞」基本的句法特徵，這是「代詞」與「動詞」、

「名詞」等詞類最為不同的地方，也因此有些學者，如趙元任、屈承熹就

認為既然「這麼、那麼」在句子裡的主要作用是修飾「動詞」、「形容詞」，

就應該把「這麼、那麼」視為「副詞」，接下來本文將介紹趙元任（1968）

及屈承熹（1999）兩位學者的看法。 

 

第三節 「這麼、那麼」作為副詞的討論 

一、趙元任（1968）、屈承熹（1999） 

副詞的主要作用是修飾動詞、形容詞，趙元任（1968）根據語義將副

詞分為以下幾類：（一）表示範圍跟數量的副詞（adverbs of scope and 

quantity）、（二）表示評價的副詞（adverbs of evaluation）、（三）表示肯定

或否定的副詞（adverbs of affirmation and negation）、（四）時間副詞（adverb  

of time）、（五）必要性副詞（adverbs of contingency）、（六）程度副詞（adverbs 

of degree）、（七）地方副詞（adverbs of place）、（八）方式副詞（adverbs of 

manner）、（九）疑問副詞（interrogative adverb）。 

屈承熹（1999）所做的副詞分類大致與趙元任（1968）相同，惟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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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1968）多了「必要性副詞」一類。不過趙元任（1968）與屈承熹（1999）

都認為修飾形容詞/情狀動詞（state verb）的「這麼、那麼」屬於「程度副

詞」，如例句（31）、（32）。 

 

(31) 這個東西這麼貴。 

(32) 迪士尼那麼好玩嗎？                       （屈承熹. 1999:52） 

 

例句（31）的「這麼」修飾狀態動詞「貴」，並指涉「貴」的程度，

例句（32）的「那麼」修飾狀態動詞「好玩」，同時也指涉「好玩」的程

度，因此兩者在句中都作「程度副詞」，但趙元任（1968）認為「這麼、

那麼」除了可作「程度副詞」外，還可作「方式副詞（manner adverb）」，

且常念成單音節的“zhemm＂、“nemm＂，如例句（33）。 

 

(33) 這麼做你也不要，那麼做你也不要，妳要哪麼做吶？（趙元任. 1968: 658） 

 

例句（33）的「這麼、那麼」分別指涉兩種動作方式，即動詞「做」

的方式，同時也修飾後接動詞「做」，所以（33）的「這麼、那麼」在句

中作「方式副詞」。除此，趙元任（1968）也進一步提到「副詞」與其他

詞類重複的情形，他認為「這麼、那麼」是表示程度和方式的「代副詞」

（pro-adverbs），屬副詞的一類，可是「這麼、那麼」還可修飾名詞性成份，

在功能上如同「形容詞」，請見例句（34）。 

 

(34) 完全不是那麼一回事兒。                    （趙元任. 1968: 660） 

 

例句（34）的「那麼」後接名詞組「一回事兒」，在句中修飾「名詞

性成份」，所以趙元任（1968）認為（34）的「那麼」，其功能如同「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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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他還指出「這麼、那麼」也可以在句子裡擔任「代動詞（pro-verbs）」，

並且屬於動詞的一類，趙元任（1968）表示「這麼、那麼」作動詞時，前

面可接「助動詞（auxiliary verbs）」，後面則可接表時貌的詞綴（aspect 

suffixes）或賓語，如例句（35）、（36）。 

 

(35) 你得這麼著才行。                         （趙元任. 1968: 661） 

(36) 別那麼呀！                               （趙元任. 1968: 661） 

 

例句（35）、（36）裡「這麼、那麼」的用法與呂叔湘（1980）提出之

「替代某種動作、方式或情況」的用法相同，由於此用法在台灣較不常見，

且無法代表普遍性的語言現象，因此本論文將不探討作動詞的「這麼、那

麼」。 

根據趙元任（1968）的看法，在句中主要作「副詞」的「這麼、那麼」

還可以在句子裡作「形容詞」或「動詞」，不過，他在探討「定量式複合

詞（determinatives-measures compounds/ D-M compounds）」時，「定量式結

構」的中間不能添加其他成分，所以修飾語通常加在量詞之後，名詞之前，

如例句（37）。 

 

(37) a.這張方桌子。 

b.*這方張桌子。 

 

例句（37）的「定量式結構」為「這張」，由於「這」與「張」之間

不能再添加數詞以外的其他成份，因此修飾名詞的「方」須加在名詞「桌

子」之前，量詞「張」之後，如例句（37a），相反地，若在「這」與「張」

之間插入數詞以外的成份，則會造成病句，如例句（37b）。 但筆者發現

「這麼、那麼」後接名詞性成分時，也具有相同的情況，如例句（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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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這麼張方桌子。 

b.*這麼方張桌子。 

 

例句（38）的「這麼張」與例句（37）的「這張」一樣，除了數詞以

外，「這麼」和「張」之間不能再插入其他成份，如果要添加其他可修飾

名詞的成份則需要加在量詞「張」之後，名詞「桌子」之前，如例句（38a），

否則將成為病句，如例句（38b）。因此例句（38）不禁讓筆者懷疑後接名

詞性成分的「這麼、那麼」是否不如趙元任（1968）所主張的具有「形容

詞」功能，而可能具有其他詞類所具備的功能。 

顯然趙元任（1968）並未妥善處理「這麼、那麼」後接名詞組的主要

功能，而屈承熹（1999）則完全忽略了「這麼、那麼」後接名詞組的現象，

僅僅只是將「這麼、那麼」視為「副詞」。本文認為如此的分析並不能完

全解釋「這麼、那麼」實際的語言現象，因此本文主張應為「這麼、那麼」

的詞類重新定位，且重新釐清其指涉對象的類型，才能客觀描述目前的語

言現象。 

 

第四節 章結論 

根據上述學者的看法，本文認為唯有解決以下幾個問題，才能初步了

解「這麼、那麼」的用法以及在句子裡扮演的角色。 

 

一、 漢語裡的「指示代詞」與語言學裡的”demonstrative”是否對等？ 

二、 「這麼、那麼」的詞性究竟應為「代詞」還是「副詞」，是否可能

兼有其他詞類，如「動詞」、「形容詞」等？ 

三、 「這麼、那麼」的指涉對象可分為哪幾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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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三個重要課題也將是本文在下一章所要討論的重點，除此，本文也將

在第四章進一步討論「這麼、那麼」的「文外照應（exophoric）」和「文

內照應（endophoric）」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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