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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這麼、那麼的句法特徵及指涉

對象 

第一節 漢語指示詞（demonstratives）之定義 

Quirk 等人（1972）認為指示詞（demonstratives）同時具有「限定詞

（determiner）」及「名詞」的功能，而某個指示詞可能與另一個指示詞具

有相對概念，一般而言指示詞能表達「近」和「遠」兩種概念，Quirk 等

人認為英語裡有四個指示詞，分別為“this＂、“that＂、“these＂、

“those＂，“this＂和“these＂指距離說話者較近的指涉對象，前者用於

指涉對象為單數的時候，後者則用於複數，相對地，“that＂和“those＂

指距離說話者較遠的指涉對象，指涉對象為單數時用“that＂，複數時用

“those＂。 

不過，Diessel（1999）並不全然贊同 Quirk 等人（1972）的看法，他

透過對英語及其他語言的觀察，發現指示詞（demonstratives）在句法、語

用及語義的層面上具有下列三點特徵： 

 

一、 在句法方面，指示詞（demonstratives）是具有句法功能的「指示性

成份（deictic expressions）」，這也就是說「指示詞」不僅可在句中

作「代名詞」或「名詞的修飾成份」，也可作為「方位副詞」，如英

語中的“here＂和“there＂。 

二、 在語用方面，指示詞（demonstratives）的主要用途是指引聽話者將

注意力集中在該語境中看得見的某事物或某地點之上，且說話者使

用指示詞時通常也伴隨著手勢。除此，在交際雙方進行言談時，指

示詞也可組織兩方互相傳遞的訊息，特別是常用來回溯上文出現過

的訊息或者共知（shared knowledge），但「指示詞」的基本功能並

不是組織篇章（discourse）中的訊息，而是指引聽話者注意篇章以

外的真實語境。 



「這麼、那麼」的句法及語用分析 

 18

三、 在語義方面，所有的語言至少都存在兩個相對的「指示詞」，一個

為「近指詞（proximal demonstrative）」，可指涉距離「指示中心（deictic 

center）」較近的事物，另一個則為「遠指詞（distal demonstrative）」，

指涉距離「指示中心」較遠的事物。 

 

Quirk 等人（1972）並未提及「指示詞」的語用功能，但在語義方面，

Quirk 等人（1972）與 Diessel（1999）的看法如出一轍，兩人皆認為指示

詞至少能表達「近」和「遠」兩種概念。不過，在句法方面，兩人則有較

大的分歧，相較於 Quirk 等人（1972）對「指示詞」的看法，Diessel（1999）

所抱持的觀點使「指示詞」的涵蓋範圍擴大許多。 

我們認為 Quirk 等人（1972）對「指示詞」做的說明，在句法方面至

少揭示了下面這個觀點：同屬「指示詞」範疇的詞皆有相同的句法特徵

（syntactic properties），可歸在同一詞類（grammatical categories），「指示

詞」其實就是「指示代名詞（demonstrative pronoun）」，根據Quirk等人（1972）

的定義，英語中的“this＂、“that＂、“these＂、“those＂都具有英語「代

名詞」的特色，即代替名詞或名詞組，在句中做主語（subject）、賓語（object）

或補語（complement），同時又因為兼有「限定詞（determiner）」的功能，

而常位於名詞或名詞組前，修飾名詞或名詞組。 

然而 Diessel（1999）的看法卻有所不同，根據他的定義，我們可推知

Diessel（1999）認為同屬「指示詞」範疇的詞雖然皆具有「指示功能」，但

不代表這些詞有同樣的句法特徵。例如英語中的“here＂和“there＂能指涉

距離說話者近或遠的「地點」，“this＂、“that＂能指涉距離說話者近或遠

的「物體」，儘管在功能上，“here＂、“there＂和“this＂、“that＂一樣

都能告訴聽話者「指涉對象（referent）」距離說話者遠或者近，可是在句

法特徵上，“here＂、“there＂就不像“this＂、“that＂可以修飾名詞或名

詞組。 

簡言之，Quirk 等人認為「指示詞」的成員具有相同的句法特徵和語

義功能，而 Diessel（1999）則認為「指示詞」的成員具有相同的語義功能，

但卻不一定有相同的句法特徵，有的指示詞可作為「代名詞」使用，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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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需與「名詞」或「名詞組」搭配，有的甚至還可作為「動詞」的修飾成

份，因此，他認為「指示詞（demonstratives）」可根據其不同的句法特徵，

分別歸在不同的詞類（grammatical categories）底下，他提出的分類如下： 

 

表三-1 Diessel（1999）對「指示詞（demonstratives）」詞類的看法 

Distribution Category 
1、Pronominal demonstratives Demonstrative pronoun 
   e.g.：You take these books and I take those. 

2、Adnominal demonstratives Demonstrative determiner 
   e.g.：You take these books and I take those. 

3、Adverbial demonstratives Demonstrative adverb 
   e.g.：We will leave here and go there tomorrow. 

4、Identificational demonstratives Demonstrative identifier 
   e.g.：C’est un bon roman, mais je préfère celui-là. (French) 

        This/It is a good novel, but I prefer that one.（English） 

                                                

Diessel（1999）認為指示詞（demonstratives）的成員中，具有代名詞

特色，通常在句中作主語、賓語的詞屬“demonstrative pronoun（指示代名

詞）＂，請見表三-1 的第一類例句。位於名詞組前的詞則屬“demonstrative 

determiner（指示限定詞）＂，請見表三-1 的第二類例句。而在句中作狀語，

常擔任動詞的修飾成份，並用來指示地點、動作方式的詞屬“demonstrative 

adverb（指示副詞）＂，以英語的“here＂、“there＂來說，由於兩者通常

用來指涉事件、動作發生的地點，而該事件或動作又必須依賴句中動詞表

示，因此“here＂、“there＂在功能上就如同動詞的修飾成份，透過指涉動

作發生的地點來補足整個動詞組傳遞的訊息，請見表三-1 的第三類例句。 

不過，上表中以“demonstrative identifier＂這一類最為特別，Diessel

（1999）指出許多語言在系詞句（copular clauses）和無動詞句（nonverbal 

clauses）裡，通常可使用「指示代名詞（demonstrative pronoun）」來確立

「指涉對象（referent）」，但有些語言在系詞句和無動詞句裡的「指示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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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卻有另外的形式，換句話說，有些語言的「指示代名詞」有兩種形式，

一種用於「繫詞句」和「無動詞句」，另一種則用於「繫詞句」和「無動

詞句」以外的句型，因此 Diessel（1999）將這種只用於「繫詞句」和「無

動詞句」的「指示代名詞」獨立為一類。以法語來說，法語裡的「指示代

名詞」有陽性單數的“celui＂、陽性複數的“ceux＂、陰性單數的

“celle＂、陰性複數的“celles＂，除此，也可在四者後面加上“ci＂、“là＂

以表示「指涉對象」距離指示中心「近」或「遠」，但這四者都不能使用

在「繫詞句」裡，只有“ce＂才能使用在「繫詞句」中，表三-1 的第四類

例句即為法語的例子，句中擔任賓語的“celui-là＂為 Diessel（1999）分類

的「指示代名詞（demonstrative pronoun）」，句首的“ce＂則為

“demonstrative identifier＂。 

Diessel（1999）的這項觀點允許我們進一歩做出以下的推論，儘管「指

示詞」往往為聽話者提供一個指引的方向，以便聽話者找出指涉對象，但

也由於「指示詞」在句中出現的位置以及搭配詞語的不同，而導致「指涉

對象」類型的不同。我們認為「指涉對象」的類型對於指引聽話者的注意

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指示詞」的句法特徵暗示聽話者該「指涉對

象」隸屬於哪個範疇，如果以「文外照應（exophoric use）」的用法為例，

聽話者不需要一一審視任何位在「指示中心」近或遠的東西，只需要注意

在某個物理距離內屬於某一類別的東西即可。 

除此，說話者使用「指示詞」時，往往是希望聽話者能將注意力放在

符合他們期待的地方，而這個被說話者企圖在交際時引起對方注意的事物

通常也是「篇章話題（discourse topic）」，也就是交際雙方目前所談論的事

物，因此，「指示詞」除了一般的「指示功能（deictic function）」以外，通

常還具有「篇章功能（discourse function）」。Diessel（1999）的研究結果顯

示「指示詞」會根據其不同的句法特徵，而發展出不同的篇章功能，他認

為「指示代名詞（demonstrative pronoun）」和「指示副詞（demonstrative 

adverb）」可發展為「句子的連結成份（sentence connective）」等，「指示限

定詞（demonstrative determiner）」可發展為「連詞（linker）」等，最後一

類的“demonstrative identifier＂則可發展為「焦點標記（focus marker）」等

（cf. Diessel 1999: 7, 11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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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ssel（1999）對指示詞的研究為我們揭示了這麼一個觀點，指示詞

的句法特徵與其篇章或語用功能的關係密切。過去有許多學者致力於「指

示詞」的各種研究，從著重在其與指涉對象（referent）和指示中心（deictic 

center）之間的關係，漸漸發展至著重在指示詞的語用、篇章功能及語法化

過程，但不管是哪個階段，學者們只針對「指示詞」某個面向討論的結果，

卻使「指示詞」在句法、語義、語用三方面的特色顯得各自獨立、毫無關

聯。我們了解如果只在某個面向討論某個語言現象的話，可能會導致我們

對該語言現象的了解產生斷層，因此我們認為 Diessel（1999）對「指示詞」

的定義不僅立基於其基本的指示功能上，並且能再進一歩解釋「指示詞」

在句法、語義、語用三方面的關聯，所以我們將參考 Diessel（1999）的定

義來探討現代漢語中的「這麼、那麼」。 

在探討「這麼、那麼」之前，我們必須先檢視現代漢語學者對「指示

詞」的研究，透過文獻我們發現部分漢語學者將「這麼」、「那麼」以及隨

「這」、「那」派生而出的詞歸為漢語基本詞類中「代詞」的一種，稱作「指

示代詞」。除了「這麼」、「那麼」以外，其他還有「這裡」、「那裡」、「這

樣」、「那樣」等也被視為漢語的「指示代詞」（呂叔湘（1980）、王力（1987）、

劉月華等（2002）），漢語學者對「這、那」以及隨「這、那」派生而出的

詞所提出的看法非常豐富，包含句法、語義、語用三個層面，但由於本文

的研究重點著重於「這麼、那麼」的語言現象，因此僅以表三-2 簡易地列

出呂叔湘（1980）、王力（1987）、劉月華等（2002）所提之「指示代詞」

的看法： 

表三-2 漢語學者主張之「指示代詞」的看法 

指示代詞 指涉對象 句法特徵 例句 

這、那 人、事物 多做主語，多指事

物 

-這枝筆和那枝筆都是  

 張老師的。 

這裡、那裡 

這兒、那兒 

處所 與處所詞語的用法

大致相同 

-那裡的陽光充足，走，

 到那兒去曬太陽。 

這會兒、 

那會兒 

時間 與時間詞語的用法

大致相同 

-跟那會兒比，這會兒的

 日子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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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那麼 性質、動作

方式、程度 

多作狀語，也可作

定語 

-他對待工作總是這麼 

 認真負責。 

-這種花有那麼一般香 

 味，聞起來叫人心醉。

 
這樣、那樣 

 

性質、動作

方式、程度 

可以作主語、賓

語、定語、謂語、

補語、狀語 

-這樣就行，不必改了。

-別理他，他經常這樣。

 

透過上表我們可以知道隨「這」、「那」派生而出的詞皆具有「指示功

能」，也就是能為聽話者提供一個指引的方向，以便聽話者在言談現場找

出指涉對象，而說話者也常使用手勢輔助，使聽話者能更容易地找到指涉

對象，除此，隨「這」、「那」派生而出的詞大多能成對地表示相對的概念，

即帶有「這」的詞指涉距離指示中心較近的事物，帶有「那」的詞則指涉

距離指示中心較遠的事物。 

但本文認為上述漢語學者口中的「指示代詞」與 Diessel 定義的「指示

詞（demonstratives）」並不相同，由表三-2 可發現漢語學者口中的「指示

代詞」，其成員的共同特徵就是具有「指示功能」，但其成員的句法特徵及

指涉對象的類別卻有明顯的差異。誠如前文所言，筆者認為 Diessel 對「指

示詞（demonstratives）」的定義除了兼顧「指示詞」本身的指示功能以外，

更重要的是告訴我們其句法特徵及指涉對象的類別與篇章、語用功能密切

相關。因此儘管「指示詞（demonstratives）」的成員「語義功能」相同，

但由於句法特徵不同，所以必須歸在不同的詞類（grammatical categories）。

然而部份漢語學者以「語義功能」為基準，將這些隨「這」、「那」派生而

出的詞歸在同一詞類裡，使得許多學者由於對其「語義功能」的專注，不

僅忽略了其成員裡不同句法特徵造成指涉對象類別不同的關聯，也忽略了

句法特徵與篇章、語用功能的相關性，所以我們認為漢語學者提出的「指

示代詞」並不等同於 Diessel 的「指示詞（demonstratives）」。 

郭銳（2002）認為「代詞」並不是獨立的詞類，而是把一些具有稱代

作用的詞歸在一起，使其成為一個特殊的類別，因此「代詞」與「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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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並不能相提並論。趙元任（1968）也持同樣的看法，他將「這、那」

視為「定詞」和「代名詞」，他同時提出「代名詞」以外的代詞，幾乎都

是從「這、那、什麼、怎麼」等詞派生出來的，因此趙元任（1968）將漢

語中隨「這、那」派生而出的詞分別歸於以下幾個詞類： 

 

表三-3 趙元任（1968）對「這、那」及其派生詞的分類 

詞 詞類 例句 

這、那 定詞、代名詞 -那所房子裡有暖氣。   （定詞用法）

-買這幹麻？         （代名詞用法）

這裡、那裡 

（這兒、那兒）

地方詞 -我在這裡/這兒。 

這會兒、那會兒 時間詞 -那會兒我還小，不懂事。 

這樣、那樣 副詞、形容詞、

動詞 

-請你跟我這樣做。     （副詞用法）

-他弟弟很奸詐，可是他自己一點兒也

 不那樣。           （形容詞用法）

-別這樣！             （動詞用法）

這麼、那麼 副詞、形容詞、

動詞 

-這麼做你也不要，那麼做你也不要，

 你要哪麼做？         （副詞用法）

-完全不是那麼一回事。（形容詞用法）

-別那麼呀！           （動詞用法）

 

透過表三-2、表三-3 的比較，我們可發現相較於呂叔湘（1980）、王力

（1987）、劉月華等人（2002）的看法，趙元任（1968）對「這」、「那」

以及其派生詞的分類則兼顧了句法特徵。但為了避免將「這麼、那麼」視

為「指示代詞」，而導致忽略了其句法特徵與後接成份、語用功能的關連，

本文根據 Diessel（1999）的定義以及郭銳（2002）、趙元任（1968）的看

法，主張基於語義的共同特徵將「這」、「那」以及其派生詞視為漢語的「指

示詞（demonstrative）」，而非屬於詞類範疇的「指示代詞」，換句話說，因

為「這」、「那」、「這裡」、「那裡」、「這樣」、「那樣」、「這麼」、「那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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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具有「指示功能」，且大多能成對地表達「近」或「遠」的概念，所以

本文主張根據共同的語義特徵將這些詞視為「指示詞（demonstrative）」。

因此，本文所主張之「漢語指示詞（demonstratives in Mandarin）」的定義如

下： 

1.  具有指示功能。 

2.  能與另一個詞成對地表示「近」或「遠」的概念。 

 

不過這並不表示這些詞屬於同一詞類（grammatical category），本文認為

同一詞類的成員至少需有一個相同的句法特徵，但將這些詞視為「指示詞

（demonstrative）」是依據語義特徵考量，不是依據句法特徵，所以必須根

據各個詞的句法特徵將之歸於不同的詞類，因此本文將根據「這麼、那麼」

的句法特徵，在下一節進一步討論其詞性。 

 

第二節 「這麼、那麼」的詞性及句法特徵 

趙元任（1968）認為「這麼、那麼」兼有「副詞」、「形容詞」、「動詞」

三個詞類，作「副詞」的「這麼、那麼」又有「程度副詞」和「方式副詞」

之分，「程度副詞」修飾「形容詞」，一般不修飾「動作動詞」，不過趙元

任（1968）並沒有明確指出「方式副詞」的後接成份。而作「形容詞1」的

「這麼、那麼」則位在名詞組前的修飾位置，作「動詞」的「這麼、那麼」

可在其前加上助動詞（auxiliary verbs），或者在其後加上表時貌的詞綴

（aspect suffixes），如「著」，甚至是賓語，請見表三-4。 

                                                 
1趙元任（1968）提到「代形容詞（pro-adjectives）」時，曾指出「代副詞（pro-adverbs）」

「這麼、那麼」可出現在名詞性成份前，修飾名詞性成份，雖然趙元任（1968）在文中

並未直言「這麼、那麼」可擔任「形容詞」，但他提出的說明卻符合了形容詞的基本特

色，因此本文認為趙元任（1968）的意見無疑是承認「這麼、那麼」可作形容詞，原文

說明如下：The pro-adverbs 這麼 tzemme, etc., can be used attributively before a nominal 
expression, usually with the addition of de, as in 這麼樣兒的一個人, 完全不是那麼一回事

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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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4  趙元任（1968）提出之「這麼、那麼」的詞類 

詞 詞類 例句 

程度副詞 

(adverbs of degree)

-為什麼要到那麼遠的地方工 

作？ 
副詞 

方式副詞 

(manner adverb) 

-這麼做你也不要，那麼做你也

不要，你要哪麼做？ 

形容詞 -完全不是那麼一回事。 

這麼、那麼 

動詞 
-別那麼呀！ 

-你得這麼著才行。 

 

雖然趙元任（1968）列出了「這麼、那麼」的詞類，但並未根據不同

的詞類說明其指涉對象，因此本文也根據呂叔湘（1980）、文貞惠（1995）、

劉月華等人（2002）的研究，將「這麼、那麼」的指涉對象、句法特徵、

結構及例句整理成下表，請見表三- 5： 

 

表三- 5 漢語學者對「這麼、那麼」的看法 

指涉對象 句法特徵/結構 例句 

一、性狀程度 這麼/那麼＋形容詞/ 心

理動詞/能願動詞 

修飾形容詞、心理動

詞、能願動詞，作狀語

-這種葡萄有糖那麼甜。 

-你這麼相信你的魔力嗎？ 

-大黑蜂不像馬蜂那麼會做巣。

二、動作方式 這麼/那麼＋動詞 

修飾動詞，作狀語 

-像青蛙一樣在地上那麼跳。 

三、數量 這麼/那麼＋（數詞）＋

分類詞/量詞＋名詞 

修飾數詞、名詞組，作

定語 

-張老師家裡有那麼一屋子書。

四、代替某種動

作、方式或情況

在句中作主語或謂語

（做謂語時常加著） 

-這麼（點頭）表示同意，那麼

（搖頭）表示不同意 

-他總是這麼著，自己有困難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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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表三-5 我們可得知「這麼、那麼」的指涉對象大致可分三類，分

別是「性狀程度」、「動作方式」及「數量」。如果再比較表三-4、三-5，我

們也可發現儘管趙元任（1968）與呂叔湘（1980）、文貞惠（1995）、劉月

華等人（2002）對「這麼、那麼」所屬詞類的看法不同，但對「這麼、那

麼」句法特徵的觀察卻十分一致。因為在表三-5 中，「這麼、那麼」指涉

「性狀程度」、「動作方式」或「數量」時的句法特徵，大致與表三-4 裡「程

度副詞」、「方式副詞」、「形容詞」用法的句子結構相符合，而在表三-5 中，

「代替某種動作、方式或情況」的「這麼、那麼」，其句法特徵則類似表

三- 4 裡「動詞」的用法。 

因此，若我們整合上述各學者的意見，則可做以下的假設： 

 

1.  「這麼那麼」指涉「性狀程度」時，其詞性為「副詞」，在句中作狀語，

後接成份有「形容詞」、「心理動詞」、「能願動詞」。 

2.  「這麼那麼」指涉「動作方式」時，其詞性為「副詞」，在句中作狀語，

後接成份為「心理動詞」、「能願動詞」以外的動詞。 

3.  「這麼那麼」指涉「數量」時，其詞性為「形容詞」，在句中作定語，

後接成份是帶分類詞或量詞2的名詞組。 

 

但由於表三- 4 裡的「動詞」用法，以及表三-5 中，第四種「代替某種

動作、方式或情況」的用法在台灣並不常見，且台灣人在這樣的情況下大

                                                 
2本文將出現於數字及名詞中央的成份 稱作「分類詞（classifier）」或「量詞（measure   

 word）」，分類詞的語義通常與搭配名詞的外在特徵或功能有關，因此僅能與特定的名  

 詞搭配，而量詞則只能表示名詞的量，可與名詞任意搭配(田意民.曾志朗.洪蘭. 1990； 

 Tai and Wang. 1990 )。 

不去麻煩別人。 

五、無指涉對

象，承接上文，

引進表結果或判

斷的小句 

分句＋那麼＋分句 

作連詞 

-要是咱們小組決定不了，那麼

就請上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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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使用「這樣、那樣」，此情況顯示台灣與中國大陸的漢語使用者在這個

用法上出現了不同的語言習慣，因為此用法存在地域性的差異，所以本文

在討論「這麼、那麼」的相關課題時，將直接排除此用法，並不做任何討

論。 

除此，關於表三-5 裡的第五種用法，也就是「那麼」可否做為連詞的

問題，由於此用法已無明顯的「指稱」功能，且無法與「這麼」的任一用

法做出比較，因此這個課題也不在我們的研究範圍之內，本章僅針對以下

幾個問題做討論： 

 

1.  「這麼、那麼」的詞性（是否可作副詞、形容詞） 

2.  「這麼、那麼」的句法功能（是否能擔任狀語、定語） 

3.  「這麼、那麼」的指涉對象與其後接成份的語義關聯 

 

首先，我們先探討「這麼、那麼」的詞性及句法功能兩個問題。根據

鄧守信（1994）、呂叔湘（1980）、錢乃榮（2002）、劉月華等人（2002）

的看法，我們整理出以下幾個漢語副詞的基本特性： 

 

1.  副詞的主要用途是用來做狀語，修飾動詞、形容詞，以說明行為動作或

狀態性質等所涉及的範圍、時間、程度、頻率以及肯定或否定的情況。

有時也用以表示兩種行為動作或狀態性質間的相互關係。     

（劉月華等.2002：122） 

2.  大部分的副詞不能單獨回答問題 

3.  副詞不能後接「的」字出現在名詞前 

4.  副詞一般不能使用在「是 ~ 的」句裡 

 

透過例句我們發現「這麼、那麼」能符合上述的 4 項特徵，請見例句

（1）~（10）。 

 

（1） 你的古物這麼值錢，又這麼多，何不賣幾件。（中研院平衡語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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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之間差距那麼大，從未想到能成為朋友。（北大語料庫） 

（3） 「今天真是個好天氣。」一大早，就聽見鄰人這麼說著。 

（平衡語料庫） 

（4） 韓素雲那麼做，是有她具體的原因，那就是不讓老人擔心，而讓丈

夫安心衛國。                                 （北大語料庫） 

（5） 甲：你弟弟多高? 

乙：這麼高（用手指著自己的肩膀） 

甲：你的弟弟呢? 

丙：大概像他（乙）弟弟那麼高 

（6） 甲：你弟弟多高? 

乙：*這麼（用手指著自己的肩膀） 

甲：你的弟弟呢? 

丙：*那麼 

（7） *他是一個這麼的人。 

（8） *他是一個那麼的人。 

（9） *孔子的智慧是這麼的。 

（10） *他的能力是那麼的。 

 

例句（1）、（2）、（3）、（4）的「這麼、那麼」分別在句中修飾形容詞

「值錢」、「多」、「大」，以及動詞「說」、「做」，並在句中做狀語，例句（5）

及例句（6）則顯示「這麼、那麼」不能單獨用來回答問題，必須搭配其

他的成份才能回答問題，例句（7）和例句（8）表示「這麼、那麼」不能

後接「的」字出現在名詞前，例句（9）和例句（10）表示「這麼、那麼」

與「是~的」句不相容。藉由這些例句，我們發現「這麼、那麼」大致符

合漢語副詞的特色，因此本文認為「這麼、那麼」可作副詞，並在句中擔

任狀語。 

然而，一般而言漢語的副詞只能在句中做狀語，不能做定語，也不能

修飾名詞和數量詞，不過根據語料以及趙元任（1968）、呂叔湘（1980）、

劉月華等人（2002）的觀察，「這麼、那麼」在許多句子裡的確可後接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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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詞及分類詞（classifier）或量詞（measure word）的名詞組，由於其句

法特徵明顯與作「副詞」時不同，因此趙元任（1968）認為這類句子中的

「這麼、那麼」，其功能就如同「形容詞」一般，可修飾後接的名詞組，

請見例句（11）至（17）。 

 

（11） 病了這麼半個多月，耽誤了好些事。              （強調量多） 

                                               （呂叔湘.1980：590） 

（12） 這個廠建廠時只有那麼一台像樣的機器，現在已發展成有幾條流水  

        線的大廠了。                                   （強調量少） 

                                              （呂叔湘.1980：357） 

（13） 他的身上有那麼一股勁，那麼一種拼命精神。 （中性，無所強調） 

                                              （呂叔湘.1980：357） 

（14） 張老師家有那麼一屋子書。                   （強調，重讀） 

                                              （劉月華等.2002：47） 

（15） 昨天參加大會的有那麼五六千人。             （表估計，輕讀） 

                                             （劉月華等.2002：47） 

（16） 這篇文章裡還表達了這麼個意思，就是… 

       （劉月華等.2002：46） 

（17） 這個人有那麼一股勁兒，怎麼說呢？       

（劉月華等.2002：46） 

 

在探討例句（11）到（17）裡「這麼、那麼」的詞性之前，筆者認為

須先確立這些例句中「這麼、那麼」的指涉對象，因為如果在這些例句裡

「這麼、那麼」的指涉對象為「數量」，則表示「這麼、那麼」與「數詞」

的關係較緊密，其修飾對象應為「數詞」，若「這麼、那麼」的指涉對象

為「名詞組」，則表示「這麼、那麼」與整個「名詞組」的關係較緊密，

其修飾對象應為「名詞組」，而本文則可根據這些特徵推論出詞性，因此

以下先就例句（11）到（17）裡「這麼、那麼」的指涉對象來做討論。 

呂叔湘（1980），劉月華等（2002）都認為「這麼、那麼」的指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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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除了「性狀程度」及「動作方式」以外，還有「數量」。呂叔湘（1980）

認為「這麼、那麼」後接數詞時，可以強調「量多」、「量少」或「無所強

調」，但必須透過上下文才可判斷，如例句（11）~（13）。劉月華等（2002）

則認為「這麼、那麼」重讀時可強調「量多」或「量少」，輕讀時表「估

計」，如例句（14）、（15）。除此，劉月華等（2002）也指出「這麼、那麼」

還可做定語，所指的意思往往在下文交代，或不言而喻或不可言傳，如例

句（16）、（17）。 

不過，為了確認「這麼、那麼」是否真的具有「強調數量」或「估計

數量」的功能，首先，我們先把例句（11）、（12）、（14）、（15）中的「這

麼、那麼」拿掉，再看看句義是否改變，接著，為了避免可能有其他成份

造成相同的功能，我們再把例句（12）的「只」拿掉，但保留原句的「那

麼」，以便確定「那麼」在該句中可「強調數量」，請見例句（18）~（22）。 

 

（18） 病了半個多月，耽誤了好些事。            

（19） 這個廠建廠時只有一台像樣的機器，現在已發展成有幾條流水線的 

        大廠了。                                    

（20） 張老師家有一屋子書。 

（21） 昨天參加大會的有五六千人。              

（22） ？這個廠建廠時有那麼一台像樣的機器，現在已發展成有幾條流水 

        線的大廠了。   

 

透過上面的例句我們可發現例句（18）、（19）、（20）、（21）與例句（11）、

（12）、（14）、（15）的句義相同，也就是說當我們把原句的「這麼、那麼」

拿掉以後，聽話者或讀者仍然可明白說話者到底是想「強調數量」還是「估

計數量」，因此我們認為在這些句子裡，必還有其他成份或因素造成這樣

的功能。以例句（18）為例，在一般人的常識中，每個人難免會感冒，或

者偶爾感到身體不適，但輕微的疾病只需休養幾天就能痊癒，因此當說話

者說「病了半個多月」時，聽話者便了解「半個多月」遠比一般的情況來

得長，來得久，換句話說，聽話者透過自己的知識和經驗，將得到的訊息

與一般的情況做比較後，才能得知這個數量究竟是象徵「多」還是象徵



第三章 這麼、那麼的句法特徵及指涉對象 

 31

「少」，因此與一般的情形相較之下，例句（20）中的「一屋子書」便表

示「書的數量多」。而例句（21），由於說話者已使用兩個相鄰的數詞「五

六千人」來表示確切人數可能的範圍，便表示說話者無法提供正確的數

據，只能根據所知提供概括估計的數量。由此看來，聽話者如何判斷說話

者究竟是想「強調數量」還是「估計數量」似乎與「句子的其他成份」或

者「知識、經驗」有關，反而與「這麼、那麼」無關，甚至與「輕讀」、「重

讀」也無關聯，而例句（12）、（19）、（22）的比較結果則更進一歩印證了

我們的看法。 

例句（19）的副詞「只」通常帶有「量少」的概念，由於受到「只」

的影響，聽話者很容易就能得知說話者想強調數量之少，但若我們把例句

（12）的「只」拿掉，使其成為例句（22），句子則會變得不如（19）句

順暢，甚至令人覺得上文不對下文。在上一節裡，我們曾提到「指示詞

（demonstratives）」的主要功能是指引聽話者將注意力放在正確的指涉對

象上，基於此，我們認為導致例句（22）不順暢的原因是由於「那麼」的

指涉對象與下一個分句並無邏輯上的關聯，亦即說話者使用「那麼」指引

聽話者把注意力放在正確指涉對象上之後，照常理說話者應會提供與「指

涉對象」相關的訊息，但說話者卻提供了一個與「指涉對象」無關的訊息，

因此使得句子的邏輯奇怪。我們可再透過以下的例句來解釋這個問題，請

見例句（23）、（24）。 

 

（23） a.當時，《大公報》中只有我這麼個記者在外邊闖。 （北大語料庫） 

b. *當時，《大公報》中有我這麼個記者在外邊闖。 

（24） a. 世界上，就只有這麼一個弟弟，所以你們一定要相親相愛。 

                                                    （平衡語料庫） 

b. *世界上，就有這麼一個弟弟，所以你們一定要相親相愛。 

 

例句（23a）、（24a）都有副詞「只」來強調量少，但個別拿掉「只」

後，（23b）令人感覺語義不全，（24b）則令人覺得前後分句邏輯不通。

但是如果（23b）的語義不全，聽話者又期待說話者接下來提供什麼樣的

訊息呢？我們認為當聽話者聽到「有我這麼個記者」以後，聽話者已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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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力放在「什麼樣的記者」這個問題上，並且期待說話者提供這個問題的

相關訊息，因此聽話者往往需要透過上下文來確定說話者指的是「什麼樣

的記者」，換句話說，（23b）之所以「語義不全」是由於說話者沒有告

訴聽話者他指的是「什麼樣的記者」。同理，（24b）的前後分句邏輯不

通也是因為說話者後來提供的訊息跟「什麼樣的弟弟」無關。 

根據以上的推論，我們認為「這麼、那麼」後接帶「分類詞」或「量

詞」的名詞組時，說話者意圖引起聽話者對該名詞組主要名詞之性狀、特

徵、內容的注意，因此說話者常常在上下文中提供相關訊息，如描述該名

詞的特徵、內容等，或描述由於該名詞特徵而導致的結果等，而這個推論

結果正好可以說明為何例句（16）、（17）的「這麼、那麼」，其所指的

意思在下文交代，或不言而喻或不可言傳。 

由此可知此結構中的「這麼、那麼」與後接名詞組的關係較緊密，不

過即便如此，我們仍無法確定此結構中的「這麼、那麼」是否如趙元任

（1968）所說的可作「形容詞」，還是如同劉月華等人（2002）主張的可

在句中擔任「定語」，因此接下來本文將針對這個問題做討論。 

透過例句（11）到（24），我們可明顯發現「這麼、那麼」不能直接

加在「名詞」的前面，「名詞」前至少需要加上一個「量詞」或「分類詞」，

請見例句（25）。但「形容詞」與「名詞」間除了「的」以外，卻不允許

再插入「數詞」、「量詞」或「分類詞」，「數詞」、「量詞」或「分類

詞」僅能加在形容詞前，請見例句（26）。因此，本文認為此結構中的「這

麼、那麼」並不是「形容詞」。 

 

（25） a.*這麼老師 

b.這麼（一）個老師 

（26） a.*老實一個人 

b.一個老實（的）人 

 

而關於「這麼、那麼」是否能作「定語」的問題，筆者認為可透過以

下例句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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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你怎麼給我一個這麼難纏的工作？  

（28） 你怎麼給我這麼一個難纏的工作？            

（29） 你怎麼給我這麼一個工作？ 

 

例句（27）中的「這麼」修飾形容詞「難纏」，是指涉性狀程度的「副

詞」，而例句（28）的「這麼」則限定了後面的名詞「工作」，且名詞「工

作」必須具有某些特定的條件，因為若處在同一個語境下，筆者認為例句

（28）、（29）有相同的語義，當聽話者聽到「這麼一個工作」後，聽話

者必須試圖了解說話者目前說的是「什麼樣的工作」，所以如果（28）、

（29）具有相同的語境，聽話者可根據說話者提過的訊息或者兩人的共知

推論出（29）的「工作」是「難纏、辛苦、不容易完成」的工作，而說話

者為了便於聽話者更容易了解該名詞的特徵，並避免聽話者無法透過共知

或者上下文順利地找出名詞的特徵，往往會給予提示，也就是在名詞和分

類詞或量詞中間插入描寫該名詞特徵的定語，如例句（30）、（31）、（32）。 

 

（30） 她就是這麼一個被宜昌市婦聯授予“巾幗建功標兵”稱號的女人。 

                                                   （北大語料庫） 

（31） 在這麼一個擁擠而缺乏秩序、污染充斥、到處在施工、塞車的大城 

        市中，竟然…                    （平衡語料庫） 

（32） 而老徐呢，總是那麼一個緘默的人，總是一如既往地做著他應該做 

        的事情。                                    （北大語料庫） 

 

因此筆者認為例句（28）的定語「難纏的」也屬於說話者給予的提示，

而例句（28）到（32）的「這麼、那麼」則是位於名詞組前「限定」該名

詞組中心名詞的「限定詞（determiner）」，在句中修飾整個名詞組，同時

也屬於定語的一部份，且指涉對象為「符合某些特定條件的人、事或物」。

同理，呂叔湘（1980）和劉月華等人（2002）所提出的例句（11）到（17），

其句中的「這麼、那麼」皆為「限定詞（determiner）」，修飾後接的名詞

組，在句中能擔任定語，但不一定能強調數量、估計數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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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推論，例句（28）、（29）的結構樹狀圖可繪製如下： 

 

圖三-1 例句（28）的樹狀結構圖 

 

 

圖三-2 例句（29）的樹狀結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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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三-1、圖三-2 可明顯看出由於「這麼」不可直接加在名詞「工作」

之前，所以與「一個」搭配以後，分別修飾後接的名詞組「難纏的工作」

以及名詞「工作」，且圖三-1 裡的「難纏的」是描寫名詞「工作」之特色

的「描寫性定語3」，「這麼」則屬於限定名詞的「限制性定語」。因此，

當說話者使用這個結構時，其目的是為了指引聽話者找出符合某些條件的

指涉對象，所以聽話者往往需透過上下文去了解指涉對象應該具備的條

件，但說話者也可在名詞以及分類詞或量詞之間插入「描寫性定語」，以

便給予聽話者相關的提示。 

至此，本文已大致確立了「這麼、那麼」的詞性與句法特徵，請見下

表。接著本文將在下一節探討其句法特徵與指涉對象之間的關係。 

 

表三-6 「這麼、那麼」的詞性 

 

第三節 「這麼、那麼」的指涉對象與後接成份

的語義關聯 

「這麼、那麼」的指涉對象可分為三大類，分別為「性狀程度」、「動

作方式」、「符合某特定條件的名詞組」，然而我們認為若其指涉對象屬同

一類型，則表示這些後接成份也必有一些共通性。在上一節中，我們曾提

過具限定詞功能的「這麼、那麼」可修飾後接的名詞組，由於這個結構明

                                                 
3劉月華等人（2002）指出修飾名詞的「定語」可分為「限制性」和「描寫性」定語，「限

制性定語」有區別作用，可指明在一些事物中是「這個」而不是「那個」，「描寫性  
 定語」的作用則在於描寫事物本身，著眼於事物具有「什麼樣」的特徵。 
 

詞性 句法特徵 指涉對像 

副詞（adverb） 修飾後接的形容詞、動詞，常

作狀語 

性狀程度、動作方式

限定詞（determiner） 修飾後接的名詞組 符合某些特定條件

的人、事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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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與副詞的「這麼、那麼」不同，所以相較之下指涉對象也較易判定，也

就是說如果「這麼、那麼」後接「名詞組」時，其指涉對象一定為「符合

某特定條件的名詞組」，但我們發現在句中作副詞的「這麼、那麼」，其指

涉對象則可再依後接成份的語義細分，因為並不是所有的動詞與「這麼、

那麼」搭配之後都能指涉「動作方式」，除此，也不是只有「形容詞」與

「這麼、那麼」搭配之後才能指涉「性狀程度」，「頻率副詞」、「心理動詞」、

表能力的「能願動詞」都能指涉「性狀程度」，不過這種關係卻不是任意

的，而是有語義基礎的，因此本節將參照鄧守信（1983）根據語義所做的

漢語動詞分類4，重新檢視副詞的「這麼、那麼」，其「指涉對象」與「後

接成份」之間的關係。 

 

一、指涉性狀程度 

首先，我們認為「這麼、那麼」之所以能指涉「性狀程度」是因為其

後接成份內含「等級（scale）」的概念，因此，絕大部分的後接成份皆能

受「程度副詞」，如「很、非常、極」等的修飾，文貞惠（1995）也曾針

對其後接成份提出討論，其中「形容詞」出現的頻率最高，甚至包含形容

詞重疊的「AA 式」、「AABB 式」以及「ABB 式」，請見例句（33）到（35）。 

 

（33） 這麼小小的一台車居然要價三十萬元。             （網路語料） 

（34） 我不甘心一輩子就這麼平平淡淡地過去。            （網路語料） 

（35） 媽媽總是要我多吃一點，才不會那麼瘦巴巴的。     （網路語料） 

 

而「心理動詞」如「愛、關心、相信」等，由於都可受「程度副詞」

修飾，因此與「這麼」、「那麼」搭配之後也有相同的功能，請見例句（36）

到（38）。除此，文貞惠（1995）也指出「這麼、那麼」與「能願動詞」、

「可受程度副詞修飾的『動賓短語』」、「形容詞構成的聯合短語」，或「四

字格」搭配後，也都能指涉「性狀程度」，請見例句（39）到（44）。 

                                                 
4鄧守信（1983）將漢語動詞分成「動作動詞」、「狀態動詞」、「變化動詞」三大類，每 

 一大類又可再依「及物」、「不及物」分成兩個次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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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人家再問她：「你怎麼這麼愛笑？」她把臉藏到女伴背後，格格地

笑出聲來。                            （後接成份為心理動詞） 

（37） 修溝出了點毛病，政府又這麼關心我們，我活六十多歲了沒有見

過。                                  （後接成份為心理動詞） 

（38） 你這麼相信你的魔力嗎？               （後接成份為心理動詞） 

（39） 大黑蜂不像馬蜂那麼會做巣。           （後接成份為能願動詞） 

（40） 既然弟弟那麼願意幹，就讓他去吧！     （後接成份為能願動詞） 

（41） 他是那麼要求，你擋也擋不住。         （後接成份為能願動詞） 

（42） 這些歌舞是那麼有色彩，那麼有風情，那麼歡樂，而又那麼熱烈，

使你永遠也不能忘記。                  （後接成份為動賓短語） 

（43） 我不常見他的笑容，他的臉老是那麼幽靜和真誠，皮下卻燃燒著親

熱的火把。                （後接成份為形容詞構成的聯合短語） 

（44） 他做事總是那麼從容不迫，慢條斯里的。    （後接成份為四字格） 

                                  （以上例句皆取自文貞惠.1999：33） 

 

在例句（36）到（44）中，「這麼、那麼」的後接成份幾乎都內含「等

級（scale）」的概念，且大多能受「程度副詞」修飾，文貞惠（1995）所

提出的看法大致正確，惟對後接成份的分類略顯粗糙與繁瑣。以「形容詞

構成的短語」為例，顧名思義這個後接成份必是由「形容詞」延伸而來，

因此獨立成一類來討論顯得多此一舉，除此，文貞惠（1995）提出的例句

（41）也使人感到疑慮，先遑論（41）的動詞「要求」是否為「能願動詞」，

光是「要求」是否內含「等級（scale）」概念的問題就令人質疑，為確定

（41）的動詞「要求」是否與（39）、（40）的「會、願意」一樣內含「等

級（scale）」的概念，我們分別把這三句的後接成份與程度副詞「很」搭

配，以便檢視這三者是否能受「程度副詞」修飾，而推斷其是否內含「等

級（scale）」概念，請見表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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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7  例句（39）、（40）、（41）的動詞與「很」搭配的結果 

例句 「很」修飾的結果 

（39）大黑蜂不像馬蜂那麼會做巣。 很會 

（40）既然弟弟那麼願意幹，就讓他去吧！ 很願意 

（41）他是那麼要求，你擋也擋不住。 *很要求 

 

透過表三- 6，我們可明顯地看出（41）的「要求」不能受程度副詞「很」

的修飾，也就是說「要求」並沒有內含「等級（scale）」的概念，因此與

「這麼、那麼」搭配後，指涉對象不可能為「性狀程度」，而關於（41）

的指涉對象，我們將在下一個次小節討論。 

不過由於漢語的「能願動詞」具有許多語義項，為確定哪些語義項的

「能願動詞」內含「等級（scale）」概念，我們採用黃郁純（1999）的看

法來進行檢視。首先，黃郁純（1999）認為「說話者的判斷（epistemic）」、

「許可或保證（deontic）」、「能力或主客觀條件下的可能（capacity）」、「一

般特性（generic）」、「意願或堅持（volition）」五大語義項是「能願動詞」

的主要語義項，因此漢語的能願動詞主要有「能、會、可以、應該、要、

想」六個。其次，由於我們認為不能受「程度副詞」修飾的能願動詞，表

示並不內涵「等級（scale）」概念，因此與「這麼、那麼」搭配後，不能

使之指涉「性狀程度」，所以我們將黃郁純（1999）例句中的能願動詞與

程度副詞「很」搭配，以便確認哪些能願動詞內涵「等級（scale）」概念，

請見表三-8。 

 

表三-8 能願動詞受「很」修飾的結果 

例句 「很」修飾的結果 語義項 

（45）他會來看你。 *他很會來看你。 

（46）他昨天動身了，今天應

該到了。 

*他昨天動身了，今天很

應該到了。 

Epistemic 
判斷 

（47）我會考第一名的。 *我很會考第一名的。 

（48）他可以去，你也可以去。 *他很可以去，你也很可

以去。 

Deontic 
許可、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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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這個問題可以研究一番。 這個問題很可以研究一

番。 

（50）學習應該認真。 *學習很應該認真。 

（51）看樣子要下雨。 *看樣子很要下雨。 

（52）借東西要還。 *借東西很要還。 

（53）他會跳舞。 他很會跳舞。 

（54）他的腿傷好了，能慢慢

兒走幾步路了。 

*他的腿傷好了，很能慢

慢兒走幾步路了。 

（55）他能說服別人。 他很能說服別人。 

（56）大蒜能殺菌。 *大蒜很能殺菌。 

（57）大白菜可以生吃。 *大白菜很可以生吃。 

（58）這間屋子可以住四個人。 *這間屋子很可以住四個 

人。 

Capacity 
能力、可能

（59）蛇到冬天會冬眠。 *蛇到冬天很會冬眠。 

（60）他會亂講話。 他很會亂講話。 

（61）基隆很會下雨。 基隆很會下雨。 

Generic 
一般特性 

（62）他要學游泳。 *他很要學游泳。 

（63）今天的活動我想參加。 今天的活動我很想參加。

Volition 
意願或堅持

 

藉由表三-8，我們發現除了「說話者的判斷（epistemic）」這個語義項

之外，具有其他語義項的能願動詞在部分情況下都內含「等級（scale）」

概念，並能受程度副詞「很」的修飾。為了進一步確定這些能用「程度副

詞」修飾的能願動詞可與「這麼、那麼」搭配以指示程度，我們把例句中

的「很」換成「這麼/那麼」，同時，為了使語句順暢利於判斷，我們也在

這些例句前加上「我沒想到」來檢視該句是否合法，由於「沒想到」通常

後接一個與預期相反或先前忽略的事實，若把「我沒想到」與這些例句搭

配起來，筆者認為可將「指示詞」所指示的性狀程度突顯出來，以「我沒

想到這本書這麼有趣」為例，說話者事先可能不知道這本書是否有趣，也

或者說話者事先認為這本書不有趣，而例句中「這麼」的功能雖然是指示

「有趣的程度」，但與「沒想到」搭配以後，此例句就可能透露兩種訊息，

一為「這本書的有趣程度」與說話者預期的有所不同，另一則為「這本書



「這麼、那麼」的句法及語用分析 

 40

的有趣程度」是說話者事先毫無預設的，因此我們採用這個方法來檢視例

句的合法與否，並且另外列出這些「能願動詞」的語義以及受「這麼、那

麼」修飾的結果，請見表三-9： 

 

表三-9 可受「這麼、那麼」修飾的「能願動詞」 

原句 能願動詞的語義 受「這麼、那麼」 

修飾的例句 

（49）這個問題很可以研

究一番。 

表「值得」 *我沒想到這個問題這麼/

那麼可以研究一番。 

（53）他很會跳舞。 善於做某事的能力 我沒想到他這麼/那麼會跳

舞。 

（56）他很能說服別人。 善於做某事的能力 我沒想到他這麼/那麼能說

服別人。 

（60）他很會亂講話。 個人特性、傾向

（tendency） 

我沒想到他這麼/那麼會亂

講話。 

（61）基隆很會下雨。 地方特性、傾向

（tendency） 

我沒想到基隆這麼/那麼會

下雨。 

（63）今天的活動我很想

參加。 

做某事的意願 我沒想到今天的活動你這

麼/那麼想參加。 

 

透過表三-8、三-9 的比較，我們可發現在「許可、保證（deontic）」這

個語義項中，只有表「值得」的能願動詞才可用「程度副詞」修飾，但卻

無法與「這麼、那麼」搭配使用。在「能力、可能（capacity）」這個語義

項中，大部分的例句不是表「主客觀條件下的可能性」就是表「用途」，「很」

僅能修飾表「善於做某事之能力」的能願動詞。在「一般特性（generic）」

這個語義項中，雖然例句中的能願動詞都表一般特性，但「他很會亂講話。」

以及「基隆很會下雨。」兩句則分別表示出個別的差異，前者表示「他」

亂講話的傾向比別人高，並不一定代表別人不會亂講話，同理，後者表示

「基隆」下雨的傾向比別的地方高，也不代表別的地方不下雨，由於與他

人或他處相比有程度上的區別，因此可使用「程度副詞」修飾，反觀例句

「蛇到冬天會冬眠」，該句表示一種自然界的法則，與其他動物相比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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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冬眠」和「不冬眠」的區別，所以無法使用「程度副詞」修飾。而在

「意願或堅持（volition）」這個語義項中，例句「他要學游泳」的「要」

強調「意志」，因此不可使用「很」修飾，相反地，例句「今天的活動我

很想參加」的「想」強調「意願」，所以可用「很」修飾，由此可知各語

義項內的例句仍存有差異。然而雖然除了「說話者的判斷（epistemic）」這

個語義項之外，並無特定「語義項」的「能願動詞」才可用「程度副詞」

來修飾，除此，透過表三-8 和表三-9 的比較，我們也可得知「說話者的判

斷（epistemic）」以及「許可、保證（deontic）」兩語義項的能願動詞，無

法成為指涉性狀程度之「這麼、那麼」的後接成份，但是如果「能願動詞」

表「善於做某事的能力」、「個別的傾向」以及「意願」，則可在其前加上

「這麼、那麼」以「指示程度」，也就是說只要是語義上內含「等級（scale）」

概念的「能願動詞」，都能與「這麼、那麼」搭配，使之指涉「性狀程度」。 

現在，我們大致可歸納幾個後接成份的類型，分別為「形容詞」、「心

理動詞」、內含等級（scale）概念的「能願動詞」，而文貞惠（1995）提出

的「會、願意、要求」，除了「會」以外，另兩者都不屬於「能願動詞」，

「願意」可表某人的心理意向，應屬「心理動詞」，「要求」則可表某人對

某人的命令，主語具「意志」，應屬「動作動詞」。 

除此，我們發現「這麼、那麼」後接「頻率副詞」時，其指涉對象也

是「性狀程度」，呂叔湘（1980）曾提出（64）這個句子，但他指出這個

例句裡的「這麼」，其指涉對象為「動作方式」，試比較例句（64）、（65）。 

 

(64) 我如果能像你這麼經常鍛鍊，身體就不會像現在這樣子了。 

(65) 我如果能像你經常這麼鍛鍊，身體就不會像現在這樣子了。 

 

按照呂叔湘（1980）的說法，在例句（64）、（65）裡，「這麼」的指

涉對象應該都是「動作方式」，但事實並不如此。首先，先讓我們透過（64）、

（65）的結構樹狀圖來比較兩者的不同，請見圖三-3、圖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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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3 例句（64）的結構樹狀圖      圖三-4 例句（65）的結構樹狀圖 

 

 

從句法結構上來看，（64）的「這麼」修飾後面的動詞組「經常鍛鍊」，

而頻率副詞「經常」本身又內含「等級（scale）」的概念，因此在例句（64）

的指涉對象應為「鍛鍊的頻率」，即「動作發生的次數多寡」，所以例句（64）

的「這麼」應是指涉「性狀程度」，而不是呂叔湘（2001）所說的「指涉

動作方式」。相對地，由於（65）的「這麼」只修飾後面的動詞「鍛鍊」，

所以其指涉對象為「鍛鍊的方式」，即「動作方式」。 

由此可知，當「這麼、那麼」後接「頻率副詞」時，其指涉對象應為

「性狀程度」，我們在所收集的語料中也不乏發現這些句子，請見例句

（66）、（67）、（68）。 

 

(66) 同學問我為什麼這麼常回家。                         （網路語料） 

(67) 後來因工作的關係， 我們不再那麼時常見面。           （網路語料） 

(68) 我相信老天爺這麼三番兩次考驗我是有原因的。          （網路語料） 

 

根據以上所述，我們已大致了解「這麼、那麼」指涉「性狀程度」時，

其後接成份有「形容詞」、「心理動詞」、內含等級（scale）概念的「能願

動詞」及「頻率副詞」四類。不過按照鄧守信（1983）所做的漢語動詞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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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文貞惠（1995）所說的「形容詞」、「心理動詞」皆屬於鄧守信（1983）

的「狀態動詞」範疇，換句話說，我們又可把前兩類合併為一類，所以我

們認為在句中作副詞的「這麼、那麼」，若其後接成份為表「等級（scale）」

概念的「狀態動詞」（包含狀態動詞延伸的重疊式）、表「等級（scale）」

概念的「能願動詞」或「頻率副詞」，其所指涉的對象必為「性狀程度」，

我們歸納出來的結果如下表。 

 

表三-10 「這麼、那麼」指涉「性狀程度」時的後接成份 

指涉對象 後接成份 例句 

具「等級（scale）」概念

的「狀態動詞」（包含狀

態動詞延伸的重疊式） 

-那兩棵棗樹有碗口這麼/那麼甜。 

-你怎麼這麼/那麼愛笑？ 

具「等級（scale）」概念

的「能願動詞」 

-我沒想到他這麼/那麼會跳舞。 
性狀程度 

頻率副詞 -我如果能像你這麼/那麼經常鍛 

鍊，身體就不會像現在這樣子 

了。 

 

不過我們也發現並不是所有的狀態動詞都內含「等級（scale）」的概

念，這也就是說當「這麼、那麼」後接「狀態動詞」時，其指涉對象不一

定是「性狀程度」，而這也是我們接下來要討論的問題。 

 

二、指涉動作內容（後接動詞的賓語） 

透過上一個次小節的分析結果，我們可了解當「這麼、那麼」指涉「性

狀程度」時，其後接成份以「狀態動詞」出現的頻率最高，不過有部分屬

「狀態動詞」範疇的「心理動詞」與之搭配後，卻不能指涉「性狀程度」，

而是指涉「動作內容」，也就是動詞後的「賓語（object）」請見例句（69）

到（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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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你們以為這是一個好機會，我卻不那麼想。         （平衡語料庫） 

→我想這不是一個好機會。 

(70) 你說你不幸，如果僅就你所處的環境而言，我並不這麼認為。 

    →我不認為你不幸。                              （北大語料庫） 

(71) 有時候你會這麼覺得：孤單與獨處的時間越多，真正面對自己的時間卻

越少。                                           （網路語料） 

    →你會覺得孤單與獨處的時間越多，真正面對自己的時間卻越少。 

 

例句（69）、（70）、（71）的「想、認為、覺得」是「心理動詞」，但

例句裡的「這麼、那麼」並不是指涉「性狀程度」，因為當聽話者聽到「那

麼想」、「這麼認為」以及「這麼覺得」時，他必須透過上下文去了解說話

者「想什麼」、「認為什麼」、「覺得什麼」，也就是去了解說話者所想表達

的意見，以（69）、（70）為例，（69）的「我卻不那麼想」指的是「我想

這不是一個好機會」，（70）的「我並不這麼認為」指的是「我不認為你不

幸」，換句話說，（69）的「那麼」指涉動詞「想」的內容，即賓語「這不

是一個好機會」，（70）的「這麼」指涉動詞「認為」的內容，即賓語「你

不幸」。不過除了這些心理動詞以外，筆者發現仍有許多其他的動詞有類

似的現象，請見例句（72）到（78）。 

 

(72) 有家潛水公司的廣告詞這麼說：「世界再怎麼美麗，你也只能看到百分

之三十，還有百分之七十的美麗世界等著你來探索。」（平衡語料庫） 

(73) 他們當時這麼講：我們既不缺美金，也不缺運輸手段，我們就是想支援

民族體育工業。                                 （北大語料庫） 

(74) 一位老師這麼感嘆，學生只有在要寫推薦信的時候才來找她。 

                                                    （平衡語料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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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別熬夜了，早點睡」爸媽每天都那麼叮嚀，可是我還是不聽。 

                                                     （網路語料） 

(76) 村里人先是這麼議論的：你看啊，都一個娘胎出來的，命怎麼就這麼不

同哩？哥哥當了村幹部，自己掙出來一條船；弟弟連個屁也沒有。 然

後又這麼議論：這家的哥哥不如弟弟，沒得比！弟弟都上城裡住大房

子、開洋葷了，做哥哥的還在河上頂著大太陽走老船。   （網路語料） 

(77) 「聽話、聽話」，我們大人老是這麼要求孩子。         （網路語料） 

(78) 當做事太急躁時，不妨回想一下這麼做有什麼後果。      （網路語料） 

 

例句（69）到（77）的動詞雖然分屬鄧守信（1983）提出的「動作動

詞」和「狀態動詞」，但這些動詞在功能上卻都有一個共通點，這些動詞

大多都能幫助說話者用以表述自己的意見、想法、命令等，更重要的是這

些動詞的「賓語」通常是一個句子，否則語義將會不完整。以（78）的動

詞「做」為例，「做」其實就是「執行某個動作」的意思，假設身為聽話

者的我們沒有從說話者那裡獲得其他與「執行動作」有關的訊息，我們將

無所適從，請見（79）~（81）。 

 

(79) 做吧! 

(80) 走吧！ 

(81) 吃吧！ 

 

顯然「走」和「吃」兩個動詞的語義比「做」來的具體，因此當說話

者對聽話者說「走吧！」，聽話者一定知道現在要用「什麼方式」移動，

同樣地，當我們聽到（79）這樣的句子，我們也會知道該執行什麼動作，

但是（80）的情況可就大不相同了，如果光聽這句話而沒有從對話的上下

文去理解「做什麼」，我們一定不知道說話者到底想建議我們執行什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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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由此可知在這些動詞的基礎句裡，說話者必須告訴聽話者「誰想什

麼」、「誰認為什麼」、「誰說什麼」、「誰要求什麼」等訊息，語義才完整。

同理，本文 21 頁所提的例句（41）「他是那麼要求，你擋也擋不住」，該

句的聽話者也必須透過上下文才能了解「要求什麼」，因此，（41）的「那

麼」也是指涉「動作內容」。雖然我們在上一段的敘述中已說過這些動詞

的賓語通常為一個句子，但並不表示這些動詞的賓語不能僅僅是結構簡單

的名詞組，以（77）為例，如果在相同的語境下，（77a）、（77b）的句義應

相同，但（77b）所能給聽話者的訊息卻不如（77a）來得充足，請見以下

例句。 

 

（77）a、「聽話、聽話」，我們大人老是這麼要求孩子。 

      →我們大人老是要求孩子聽話。 

b、我們大人老是要求一件事。 

 

如果將（77a）還原成箭號後方的基礎句，則可明顯看出「這麼要求」

指的是動詞「要求」的內容，即賓語「孩子聽話」，而（77b）的賓語是「一

件事」，顯然，（77a）和（77b）裡賓語的結構不同，前者的「孩子聽話」

是具有「主語、動詞」的「句子」，後者的「一件事」則是帶有「數詞、

分類詞」的名詞組，但是當說話者說了「77b」，而聽話者不能透過上下文

了解「什麼事」時，聽話者必然會希望說話者再提供訊息。 

因此，基於「語義完整」的考量，本文認為當「這麼、那麼」指涉「動

作內容」時，其後接動詞的賓語往往需要透過一個「句子」的描述，才能

表達完整語義，而除了「做」、「辦」等幾個動詞以外，大多數的動詞都能

以「句子」當作賓語，但這並不表示其賓語的結構必須為一個「句子」，

請參見表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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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1 「這麼、那麼」指涉「動詞內容」時的後接成份 

指涉對象 後接成份 例句 

動詞內容 

(後接動詞的

賓語） 

除了「做」、「辦」等動詞以外，

後接動詞大多能以「句子」作

為賓語(不表示其直接賓語的結

構必須為一個「句子」) 

-你說你不幸，如果僅就你所處的

 環境而言，我並不這麼認為。 

-「聽話、聽話」，我們大人老是

   這麼要求孩子。 

 

三、指涉動作方式 

呂叔湘（1980）曾指出「這麼、那麼」後接動詞時，其指涉對象為「動

作方式」，不過根據之前的討論，我們應把後接成份的條件縮小為「動作

動詞」，請見例句（82）到（84）。 

 

(82) 像青蛙一樣在地上那麼跳。                    （呂叔湘.1980：357） 

(83) 這麼走，什麼時候才能走到。                  （呂叔湘.2001：589） 

(84) 這個字應該這麼寫，那麼寫就錯了。           （劉月華等.2002：46） 

 

（82）、（83）、（84）的「跳、走、寫」都是動作動詞，與「這麼、那

麼」搭配後，分別指涉「跳的方式」、「走的方式」和「寫的方式」。（82）

的「那麼跳」指的是「像青蛙一樣的跳躍方式」。接著，我們再以（83）

為例，假設一個登山隊的領隊正帶領他的隊員向目的地前進，而隊員行走

的速度卻越來越慢，這時他可能會用例句（83）來提醒隊員加快腳步，在

這種情形下，例句（83）的「這麼走」確實是指「當時的動作方式」。而

談到例句（84），如果一個老師一邊示範某個漢字正確及錯誤的寫法，一

邊使用例句（84）講解，或者介紹姓氏「chén」時，先指著「陳」字說「這

個字應該這麼寫」，再指著「陣」字說「那麼寫就錯了」，身為聽話者的學

生必然知道老師正在講解「寫的方式」。由於這個後接成份較無爭議，因

此本文不再贅述，請參考表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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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12 「這麼、那麼」指涉「動作方式」時的後接成份 

指涉對象 後接成份 例句 

動作方式 動作動詞 -像青蛙一樣在地上那麼跳。 

 

四、指涉動作 

透過前面的推論，我們知道大部分的「狀態動詞」和「動作動詞」與

「這麼、那麼」搭配之後，可分別指涉「性狀程度」或「動作方式」，不

過有趣的是我們發現當「這麼、那麼」和動詞之間插入了「一」以後，則

指涉對象將變成「後接動詞的動作」，請見例句（85）到（86） 

 

(85) 他倆的戀情本來是可以成為佳話的，被這個報紙這麼一登之後，提早曝

光，結果就沒有了。                            （平衡語料庫） 

(86) 經他昨天那麼一說，我又開始猶豫了。              （網路語料） 

(87) 把松香粉朝火上這麼一吹，立刻就燃燒，變成團團火光。 

                                                    （北大語料庫） 

(88) 經過甲傳乙，乙傳丙，丙傳丁地這麼一傳，故事內容是越來越豐富，但

離事情的原貌卻越來越遠，甚至面目全非。          （北大語料庫） 

 

呂叔湘（1980）在「現代漢語八百詞」中提到如果「一」加在動詞前，

則通常表示「經過某一短暫動作就得出某種結果或結論」，如「醫生一檢

查，果然是肺炎」。呂叔湘（1980）的看法至少透露這兩個訊息：「動作時

間短暫」和「動作已完成」，但我們並不完全同意他的看法。若我們把例

句（88）改寫成例句（89），我們會發現在動詞前加上「一」並不一定能

表示「動作時間短暫」，但對言談發生的那個時間點而言，動作的確已經

完成，因此說話者才能說出「動作造成的結果」，請見例句（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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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經過大家一傳，故事內容是越來越豐富，但離事情的原貌卻越來越遠，

甚至面目全非。 

 

透過例句（89），我們可以了解「傳播謠言」這個行為的時間不一定

很短暫，但在言談當時「傳播謠言」的行為已經完成，所以說話者能在下

文描述「動作造成的結果」，即「故事內容與事情的原貌已不同」，不過由

於「傳播謠言」的行為在未來仍可能持續，因此我們強調「在言談當時，

動作已完成」。 

據此，我們認為在「這麼、那麼」與動詞之間插入「一」之後，其指

涉對象為「後接動詞的動作」，且說話者通常會在下文描述「該動作完成

之後造成的結果」。我們可用例句（87）來做分析。 

 

（87）把松香粉朝火上這麼一吹，立刻就燃燒，變成團團火光。 

 

     已完成的動作：吹松香粉     動作完成後導致的結果 

 

所以我們認為當「這麼、那麼」後接「一」和「動詞」時，其指涉對

象為「後接動詞的動作」，請參考表三-13 

 

表三-13 「這麼、那麼」指涉「動作」時的後接成份 

指涉對象 後接成份 例句 

後接動詞

的動作 

「一」＋動詞 -把松香粉朝火上這麼一吹，立刻

 就燃燒，變成團團火光。 

 

第四節 章結論 

前三節的推導結果一再顯示「這麼、那麼」的「句法特徵」與「指涉

對象」有密切的關聯，且這個關聯並不是任意的，而是有語義基礎的，除

此，根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本文於 25 頁所做的假設應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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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麼那麼」指涉「性狀程度」時，其詞性為「副詞」，在句中作狀語， 

  後接成份為具等級（scale）概念的「狀態動詞」、「能願動詞」、「頻率副 

  詞」。 

2.「這麼那麼」指涉「動作方式」時，其詞性為「副詞」，在句中作狀語， 

  後接成份為「動作動詞」。 

3.「這麼那麼」指涉「符合某條件的人、事、物」時，其詞性為「限定詞   

 （determiner）」，在句中作定語，後接成份是帶分類詞或量詞的名詞組。 

 

以下並分別列出「這麼、那麼」的詞性、指涉對象、後接成份一覽表

以供參考。 

 

表三-14 「這麼、那麼」的詞性、指涉對象、後接成份一覽表 

 指涉對象 後接成份 例句 

一、性狀程度 內含「等級（scale）」

概念的能願動詞、

狀態動詞（包含狀

態動詞延伸的重疊

式）、頻率副詞 

-那兩棵棗樹有碗口這麼 

 那麼甜。 

-你怎麼這麼/那麼愛笑？ 

-我沒想到他這麼/那麼會 

 跳舞。 

-我如果能像你這麼/那麼 

 經常鍛鍊，身體就不會像 

 現在這樣子了。 

副

詞 

二、動作內容 

（後接動詞

的賓語） 

後接動詞的賓語往

往需要透過一個

「句子」的描述，

才能表達完整語義

(不表示其賓語的結

構必須為一個「句

子」) 

-你說你不幸，如果僅就你所 

 處的環境而言，我並不這 

 麼認為。 

-「聽話、聽話」，我們大人 

  老是這麼要求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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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動作方式 動作動詞 -像青蛙一樣在地上那麼跳。 

四、後接動詞 

的動作 

「一」+「動詞」 -把松香粉朝火上這麼一吹， 

立刻就燃燒，變成團團火

光。 

限

定

詞 

五、符合某特 

定條件的 

人、事、 

物 

     

帶分類詞或量詞的

名詞組 

-有這麼一位貿易公司的董 

 事長，他是很受員工歡迎 

 的人，因為他能夠與員工 

 融洽相處，與他說話如同 

 恩師般親切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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