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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漢語量詞的分類架構 
3.1 漢語量詞在語言類型學中的角色 
3.1.1 語言類型學中的分類詞 
  Allan(1977)將漢語歸類為分類詞語言類型中的第一種類型－數詞分

類詞語言(numeral classifier languages)，而這類語言是較為典型的分類詞語

言。在這類語言中，分類詞(classifier)出現在回指(anaphoric)或指示(deictic)

的表達方式(expressions)中，並且出現在表示數量(quantity)的表達中。並

且，分類詞(C)與數量詞(Q)、名詞(N)的使用在語言中是有特定的排序

(sequence)，例如：漢語必須是 QCN 的排序，而泰語、日語則是 NQC 的

排序。而漢語量詞與名詞、數詞的語法搭配正符合 Allan 的分類。 

  在語言類型的探討中，Allan 認為分類詞的特性(characteristics)有二：

第一是分類詞是有意義的。而要決定分類量詞是否有意義可以有三個方

法，一是母語者的語感；二是外國學習者(foreign observers)對於分類詞所

顯現的名詞類別組合(composition of noun classes)的語感；三是母語者對於

外來詞語與現有的分類詞的使用狀況。因此，由同一個名詞卻能使用不同

分類詞的現象來看，如果分類詞沒有意義，那麼分類詞與名詞的搭配就沒

有語義結果 (semantic effect)。分類詞的第二個特性是，Allan 支持

Emeneau(1951:93)和 Greenberg(1972:7 ff.)所提出的，分類詞的功能如果不

是代表其他的定量(quanta)，它的功能就在於計數(unit counters)。而漢語

中表達事物數量的方式，除了與世界上其他語言一樣有數詞和名詞外，還

有「量詞」這個詞類；並且，量詞與名詞的搭配也非任意性的，因此是有

意義的。另外，Allan 所提出的第二個特性中，對於上一章中我們探討漢

語「量詞」包含兩種屬性的詞，一種為「度量」屬性，也就是 Allan 所謂

的定量功能，而另一種「分類」屬性則對應了上面所說的計數的功能。 

  既然分類詞具有分類的功能，又是人類"心理的反射(a reflection of 

mind)” (Lakoff 1986)，分類的基礎在哪？因此，Allan 歸納了七個範疇劃

分 (categorization) 的 原 則 ， 而 這 七 個 類 別 下 又 分 了 次 範 疇

(subcategor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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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Allan(1977)所歸納的七個範疇劃分 

主要範疇 次要範疇 
material (a) animacy, (b) inanimacy, (c)abstract and verbal nouns 
shape (a) long (saliently one-dimensional), (b) flat (two-dimensional),    

(c) round (three-dimensional) 
consistency (a) flexible, (b) hard (or rigid), (c) non-discrete 
size (a) big, (b) small 
location  
arrangement  
quanta  

  Allan認為分類語言(classifying languages)最明顯的特徵在名詞的分類

(classification of nouns)，而”名詞的分類則是根據實體的內在特質(inher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 entities)所指(refer)而定”(Allan 1977:304)。然而，在上

述七個範疇劃分中，Allan 認為只有前五項的範疇劃分適用於區別分類詞

語言因為最後兩項 6,7 並不是根據實體的內在特質來分類。至於為何最後

兩項範籌劃分不是根據實體的內在特質來分類，卻放在一起討論？

Downing(1996)認為最後兩項是描述量詞(quantifier)的特徵，但是因為分類

詞(classifier)和量詞都同樣出現在表示數量的名詞組結構中－也就是「數

詞＋量詞＋名詞」的結構，因此 Allan 歸納七個範疇是企圖解釋量詞和分

類詞同時存在於相同結構中妥協的結果。 

  另外，Allan(1977)也提到這些範疇劃分在對名詞作分類時並非獨立運

作的，也就是說人類在劃分範疇時有可能同時運用到兩種以上的範疇。例

如，在形狀(shape)的下分類中，具有長條狀(long)(或一次元空間)特徵的名

詞，也常常與第三類的密度(consistency)搭配使用來對事物(名詞)做分類；

而具有圓形(round)(或三次元空間)特徵的，常與第四類的大小(size)搭配做

分類的標準。 

  Allan(1977)對於在語言中呈現對事物分類的概念做了概略性的研

究，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為世界上 50 種語言以上的語言如何對事物分

類，又以何種語言形式呈現加以整理。從對分類詞語言所做的類型區別和

範疇劃分的概念來看，分類詞反映了認知分類(perceptual groupings)的概

念，而人類對於事物再分類(reclassification)的概念也反映了「語言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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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他所認知的事物評價(evaluation) 並非尋常」(Allan 1977: 308)。分類

詞與語言認知有關，當使用者對於事物的認知改變了，分類詞也會因此跟

著改變。因此，從 Allan(1977)對於分類詞語言的解析，我們可以清楚知

道漢語量詞之於名詞除了數物件的功能外，也具有認知上的功用。漢語名

詞與其搭配的分類量詞會因語言使用者對於名詞(實體)內在所具有的屬

性而選擇使用不同認知範疇的分類量詞。 

 

3.1.2 漢語量詞的功能和名詞的語義關係 
  根據 Hundius and Kolver (1983)對泰語的分類詞和名詞的分析，他們

認為因為泰語為孤立語言，其名詞表現出該類型語言的典型例子為：”名

詞 本 身 並 不 帶 有 任 何 數 字 (numerical) 或 參 照 (referential) 的 標 誌

(indications)” (Hundius and Kolver 1983:181)，這也表示名詞本身是無法

被修飾的(modifiable)，因此在句構中一個名詞若是名詞組裡唯一的組成成

份，這個光桿名詞(bare noun)在不同情境假設下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也就

是說同一個句子中因名詞未被其他語言成分修飾，句中名詞可以反映出不

同情況背景下所指的物件(可見下(1)的中文例句)。 

  而王富美(2001)對台閩語的「類別詞」(classifier)做研究時，也參考

Hundius and Kolver (1983)的文獻，討論漢語的量詞及名詞之間的特性。王

富美認為，因為漢語名詞不同其它語言只需要與數詞搭配來表示數量，還

需要有其他語言成份來與之搭配的原因在於漢語與泰語同為孤立語言；而

孤立語言中的名詞，如果不與其他構詞標籤(morphological markings)使

用，可以有多種不同的意義。例如句(1)的名詞「小孩」、「河」是名詞組(NP)

中唯一的語言成份，可以有(a),(b),(c)三種不同的解讀： 

(1)小孩在河裡游泳。 

  (a)Children swim in rivers. (generic) 

  (b)The child(ren) swim(s)/swam in a river/rivers. 

  (c)A child/children swim (s)/swam in the river/ a river/ rivers. 

(王富美 20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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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王富美的分析，句(1)的例子，名詞在光桿名詞的狀態下，它可以是

泛指(generic)或特指(specific)、有定(definite)或無定(indefinite)、單數或複

數。因此，”名詞本身應是中立的(neutral)，為了反映出在真實世界中相對

應物件的多樣化表現(as to varying actual constellations of the corresponding 

objects)”，也就是說，”名詞並不直接指稱(refer)物件，而是需要透過語內

及語外情境下才能解釋的概念標籤(conceptual labels)”(Hundius and Kolver 

1983:182)。 

  因為名詞是概念標籤，名詞所直指的是較抽象的概念而非實際的物

體，Seiler(1986)稱這樣數量分類詞語言中，”概念指向”(concept-oriented)

的名詞是未分類(unclassified)名詞。因此，帶有計數功能的數詞，通常與

個別實體(individual entity)有關，而無法直接修飾名詞所指的事物概念，

所以，才會有分類詞的出現。如此一來，分類詞在數量分類詞語言中，便

成為了個別化的標記(individuation marker)。 

 

3.1.3 小結 
  我們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來看漢語量詞的角色。根據 Allen(1977)對

於世界分類詞語言的整理，漢語為數詞分類詞語言，是在以數詞、分類詞

和名詞所組合的語言結構，表現出為名詞分類(分類詞)，並且點明名詞的

數量性(數詞)。而 Hundius and Kolver (1983)認為孤立型語言的名詞所帶有

的意義並非直接指稱物件，而是指稱物體的概念，因此，同為孤立型語言

的漢語名詞，並不像其他語言類型的名詞能夠直接與數詞搭配表現數量

(quantity)，而還必須加上分類詞，利用分類詞來將其修飾的名詞概念”個

別化”，而「數詞＋分類詞＋名詞」的語言結構才能表達名詞數量的功能。

漢語的量詞就是在這樣的語言結構下產生除了為事物分類以外的計數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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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類認知範疇與量詞分類的關係 
  在漢語語言的系統中，我們嘗試著為語言中的最小單位－詞做分類，

而與大部分的語言一樣，在漢語裡我們有三大詞類：名詞、動詞、形容詞。

為何大部分的語言縱然有不同的詞類分別，仍然存在著這三個詞類？語言

共同經驗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礎。在這三個詞類中，名詞表示著語言使用者

所認知的事物，名詞表達的是事物的一種屬性；而動詞表達的是動作，形

容詞則表達了狀態。因此，當我們表達「哭」這個動作的次數時，我們的

經驗告訴我們用「哭了一次」，而非「*一個哭」；因為”次”的語義屬性是

與表動作的動詞搭配出現的，而”個”則是用來表示事物的屬性，無法與動

作搭配。詞類的存在是在語言使用中能更好地表達自己的意思而使對話者

能輕易了解所做的運作方法，因此在漢語語言系統中，除了三大詞類外所

出現的其他詞類，如這裡所討論的量詞，也是漢語語言使用者因為表達上

的需要而產生的特殊類別。 

 

3.2.1 漢語量詞與名詞的搭配選擇 
  漢語量詞與名詞之間的搭配關係並不是任意的，量詞的功能除了在為

名詞計數外，還在於顯現名詞的屬性。名詞的內在屬性不同，搭配的量詞

也會不同。例如，”線”這個名詞要和量詞搭配使用時，可以用「條」(一

條線)，也可以用「根」(一根線)。在這裡的例子裡，為何有不同量詞可以

與名詞搭配使用，選擇搭配的依據是什麼？根據 Tai(1990)對於「條」和

「根」的分析，雖然兩者都能與長形物體搭配，但是有語義上的差異：「條」

的語義概念是從三元空間(three-dimensional)的物體延伸到一元和二元空

間的物體；而「根」搭配的通常是硬直的長形物體，所以與其搭配的名詞

概念是能夠顯現三元空間的物體。另外，從認知的角度來看，”長的物體”

最顯著認知特性是一元空間”長度的延伸”(Allen 1977)，所以若語言使用者

想要表達所指事物是”長”的，會使用帶有一元空間延伸意義的「條」。依

照這樣的語義原則，再來看「線」的語義，根據《現代漢語詞典》的定義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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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名詞。用絲、棉、麻、金屬等製成的細長而可任意曲折的東西。 

   2. 名詞。幾何學上指一個點任意移動所構成的圖形，有長、沒有 

     寬和厚，分為直線和曲線兩種。 

從上面的語義來看，我們可以知道「線」所指的有兩種不同的概念(名詞)，

從第一個語義來看，「線」所指的事物概念為三次元的物體，因此與「根」

這個表達三元空間概念的量詞搭配。而第二個名詞語義則是表現了一元空

間上的概念，因此與「條」搭配來，利用量詞的語義來突顯名詞的特殊概

念。 

  因此，當我們用「條」來搭配名詞時，說話者想表達的或心裡所指的

物體和使用「根」所指稱的名詞是不同的概念或指稱對象。也就是說，當

說話者選擇以不同的量詞來搭配名詞時，在認知上說話者對於所表達的事

物有著特別的語義特徵，以區別概念不同的事物；或者，當說話者使用不

同的量詞時，他想要表現的是”該物體概念中不同的性質(qualities)”(Adams 

1986:243)。從量詞與名詞的搭配選擇關係，一方面是基於量詞的語義與名

詞所含的概念上是否相合，不會造成語義衝突；另一方面，量詞突顯了名

詞概念上的明顯特徵，標記了名詞的內在屬性，再加上數詞的配合，才能

使名詞概念”個別化”來表達名詞的數量。 

 

3.2.2 人類範疇劃分反映在語言上 
    在《女人、火與危險事物》(Lakoff 1987:6)一書中，介紹了人類範疇

劃分 (categorization) 的概念： 

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會自動的對人、動物以及天然的和人工的物質實體進

行範疇劃分。這有時會使人產生這樣一種印象，即我們只是按照事物的原樣對

此進行範疇劃分，而事物本來就有其自然的種類，因此我們心中的範疇自然也

就符合世界上存在的各種事物的種類。但是，我們心中的範疇大部分並不是具

體存在的事物的範疇，而是各類抽象實體的範疇。 

 (譯自梁玉玲等《女人、火與危險事物》19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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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koff 認為人類在對事物分類時，是依照事物原本的種類來分類，但事實

上，我們對事物的分類都是對事物抽象主體的範疇分類。既然我們自然會

對事物分類，分類的概念也會反映在我們使用的語言上。人類範疇劃分的

概念反映在語言上的就是語言的結構特性，“語言結構利用了一般的認知

機制，如範疇結構。語言範疇亦是各種認知範疇。”(Lakoff 1987:78, 譯自

梁玉玲等《女人、火與危險事物》1994:77-78)。 

  Lakoff 介紹了一個以語言結構表示認知範疇的例子，是澳洲的一個土

著語言 Dyirbal 中的分類詞。Dyirbal 語為一個分類詞語言－這種語言中的

名詞被標明為某些範疇的成員。Dyirbal 語對世界萬物的分類，在句子中

運用一個名詞時，該名詞前面必須加上”bayi”,”balan”,”balam”, “bala”這四

個詞中其中的一個變體形式。這四個詞將所有 Dyirbal"世界"中的所有事

物分類，因此想要正確使用這個語言，必須知道什麼名詞搭配什麼分類

詞。Dixon (1982;見 Lakoff 1987:92-96)對這個語言的四個分類詞整理如下： 

(3) I. Bayi：男(人類)；動物 

   II. Balan：女(人類)；水；火；戰鬥 

   III. Balam：非肉類食物 

   IV. Bala：任何不屬於上述各類的東西。 

Lakoff(1986,1987)整理了 Dixon(1982)分析這個語言的分類詞時所運用的

兩個一般原則 (general principles)：一是經驗領域原則 (the domain of 

experience principle)，二是神話和信仰原則(myth-and-belief principle)。前

者的原則表示如果事物 A 與某個經驗領域有關，則該領域的所有事物都

可歸於同 A 一類。例如，在 Dyirbal 語裡「魚」是屬於的一類，則「釣魚」

相關的用具也在的一類。而神話和信仰原則表示，如果名詞本身擁有 X

的特性，而 X 屬於某類,但是因為信仰或神化的影響，這個名詞又跟特性

Y 有關，那麼這樣的名詞就會歸屬於 Y 的類別，而非 X 的類別。例如，「鳥」

是動物，在 Dyirbal 語應該與第一類的分類詞使用，但是在這個語言族群

裡，鳥被視為死去女性的靈魂，因此部分的鳥類名詞歸類於第二類與女性

相關的分類。然而，也有在神話中被視為男性的鳥類，因此也有分布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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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的名詞。 

  除了上述這兩個一般分類原則，Dixon 還建議了一個原則－重要特徵

原則(the important property principle)。這個原則表示，如果名詞的一個子

集(subset)具有該集合(set)中其他子集所不具有的特別重要特徵，那麼該子

集的成員或許被歸入與這集合的其他子集所不同的類別，以凸顯這個特

徵；而這個重要特徵通常在 Dyirbal 語是「有害的東西」(harmfulness)。例

如，「魚」跟其他的動物都在第一類，但是因為有些魚種(stone fish, gar fish)

是有害的，而放在第二類，也不能使用通用的「魚」來指稱(其形式為 bayi 

jabu)。 

  Lakoff 認為 Dyirbal 語的分類詞體系展示了人類用於範疇劃分的某些

原則，儘管這種範疇劃分的細節是這個語言所獨有的，但在其語言體系中

起作用的一般原則卻在人類範疇劃分的體系表現出來，這些原則是： 

1. 中心性(centrality)：在類別範疇中的基本成員是中心成員。 

2. 連鎖性(chaining)：複雜的範疇是連鎖結構的。中心成員與其他成員相

關連，而其他成員又與別的其他成員關連。 

3. 經驗領域(experential domains)：有基本的經驗領域存在，他們可能具有

文化的特徵。這些經驗領域能在範疇連鎖中表示各個連鎖的特徵。 

4. 理想化模式(idealized models)：有關世界的理想化模式存在(其中包括神

話和信仰)。 

5. 專門知識(specific knowledge)：專門知識勝過一般知識。 

6. 其他(the other)：概念系統可以有一個”其他事物”的範疇。 

7. 沒有共同特徵(No Common Properties)：範疇大體上並不需要由共同特

徵來定義。共同特徵似乎在基礎認知基模(basic schema)上－如可食的植

物、男人、女人－做分類的角色。 

8. 動機促發(motivations)：一般原則使得 Dyirbal 語的分類合理化，但這

些原則並不能準確預測那將是些什麼樣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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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最後一個原則－促發。這個原則的意思在於，這

些認知的一般原則在於促使語言系統中的現象能夠合理化，而非因為這些

原則而產生或預測整個語言認知系統。一個語言使用者應該學習哪些原則

跟認知分類有關，而哪些原則卻與認知分類無關。例如，在 Dyirbal 語裡，

「魚」是第一類，而「水」在第二類，顯然在這個語言的認知系統內，處

所領域(domain of habitation)並不是重要的分類依據。 

  Lakoff(1986,1987)認知分類的理論讓我們能猜想人類分類系統的概

貌。而從 Dyirbal 語對事物分類的概念可以看出，每個語言都有表現對事

物分類的形式，然而分類的形式並不是每一個語言都相同的，我們必須了

解一個語言使用者對於事物分類的認知範疇，才能了解該語言內在的分類

範疇是否與自己的語言相同。從人類認知範疇和語言類型學的角度來看，

漢語中的量詞也有對事物分類的作用－藉由與數詞和名詞搭配的語言結

構中，來表達人類對事物(名詞)的分類或所意指的概念範疇。然而，Dyirbal

語的分類詞只有四個，而漢語的量詞則超過百個，甚至兩個語言的分類詞

類型也不相同(Allan 1977)，因此，對於漢語量詞的分類無法像 Dyirbal 語

從名詞前綴的變化來判別其分類標準。但是，我們可以從人類對範疇劃分

的一般原則出發，找出漢語量詞的分類範疇，建立漢語量詞的分類架構。 

 

3.3 漢語量詞認知架構 
    從語言類型學(Allan 1977)的角度來看漢語，漢語為一個分類詞語

言，即在漢語的語言結構中－數詞、量詞與名詞的結構反應了語言使用者

對於事物分類的概念。而從 Lakoff(1986,1987)所介紹的人類認知範疇和

Dyirbal 語的分類詞例子，我們認為漢語量詞與名詞搭配的語言結構也遵

循著特定的分類範疇，而這樣的範疇是根據漢語使用者的認知習慣所建立

的架構。因此，本文試圖根據 Lakoff 所歸納的一般性認知原則來建立漢

語量詞的分類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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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在認知架構中的漢語量詞 
  根據《重編國語辭典修定本》(網路版)(1993)所歸納的量詞總共有 437

個；而趙元任 (1968)對於各個詞類也做了概略性的整理，其中量詞總括

也有 303 個。然而，對於漢語量詞的定義在漢語語言學中一直都有多種不

同看法，而在漢語詞類中所謂的量詞也涵蓋了幾百個的詞；並且許多學者

對於量詞的分類也不同(黎錦熙,劉世儒 1959, Chao 1968, 朱德熙 1979, 

呂叔湘 1981)，大部分都是根據語法學的角度來做分類。對照 Dyirbal 語

中只有四個分類詞的例子，漢語量詞是否全部都具有對於事物(名詞)具有

認知上的分類功能，且能反映在人類的認知架構上？因此，對於在認知基

礎上所研究的漢語量詞，必須與前人學者所討論的量詞做個區別。在漢語

語言學中，學者(朱德熙 1982, 呂叔湘 1980, 劉月華等 1996)將具有以下語

法意義的詞歸類為量詞： 

(4) a. 表事物數量單位的詞，帶有數物件的功能。 

   b. 在數詞(或指示詞)與名詞之間的語法詞。 

但是根據其他學者們(Chao 1968; Tai 1990)對於量詞的英語對應詞還有幾

種不同的看法：Chao (1968)的量詞為 measure words，而在許多對外漢語

教科書中的標示也是如此。量詞從中文字面義上來看，是表數量的詞，因

此，也有人把量詞翻作 quantifiers。另外，Tai and Wang(1990)、Tai and Chao 

(1994)對”條、根、隻、張、片、面”等量詞做語義分析時，所用的英語對

應詞是 classifiers。而 classifier 在中文又稱作分類詞。讓我們先看 Tai and 

Wang (1990:38)在分析量詞「條」的語義時，對於所謂的分類詞(classifiers)

和量詞(measure words)的區別，定義如下： 

分類詞以點明一些明顯認知特質來為名詞的類項分類，這些特質可以是物質上

或功能上的特質，並且這些特質為名詞所指的主體的永恆特質；而量詞不分類

而是表達名詞所指的主體數量。(“A classifier categorizes a class of nouns by 

picking out some salient perceptual properties, either physically or functionally 

based, which are permanently associated with entities named by the class of nouns; 

a measure word does not categorize but denotes the quantity of the entity named 

by a n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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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 and Wang (1990)以認知的基礎來區分分類詞和量詞，認為分類詞與主

體的內建、永恆的特質有關 (classifiers refer to relatively “inherent” or 

“permanent” properties of entities)，而量詞則有狀況性、暫時性的特質 

(measure words refer to “contingent” or “temporary” properties)。另外，Tai 

and Wang (1990)也和 Chao(1968:588-589)一樣，認為從漢語的結構也能區

別一個詞是否為分類詞或量詞，(1)能夠用「個」這個普通分類詞(general 

classifier)來取代的是分類詞，不能取代的則是量詞。例如：一條魚可以說

成一個魚，一張桌子說成一個桌子；而十磅肉、一群羊的「磅」或「群」

則不能被「個」取代。(2)「的」可以插入在量詞與名詞的中間，卻不能

放在分類詞和名詞的中間。以此分析，戴認為”一把刀子”的「把」可以是

分類詞或量詞，因其帶有的意義不同，當分類詞時是”a knife”，當量詞時

是”one handful of knives”。 

  中文量詞對應英文有多種不同的意義名稱，是因為所謂”「量詞」都

包括了「計量」和「分類」兩種功能在內”(蕭斐文 2001)。量詞廣納了具

有兩種不同功能的詞在同一個類項中，共有同樣的語言結構－「在數詞(或

指示詞)與名詞之間的語法詞」－因此，以往學者們對於量詞的分類必須

將兩者包含在內，又必須在分類上加以區別其不同。因此，王力(1954)提

出「單位名詞」(unit nouns)的概念來取代量詞，認為這些量詞「本身是名

詞，或從名詞演變而成」或「用途在於表示人物單位」，而量詞的功能在

於「表示單位」。陳珮嘉(2000)、蕭斐文(2001)也引用「單位詞」的概念，

將與名詞搭配的單位詞稱為「名詞用單位詞」，是將事物以一個單位來計

算。陳珮嘉(2000)在名詞單位詞之下，依據單位詞與名詞之間語義上的搭

配關係，又分為「分類詞」(classifiers)和「量詞」(measure words)－分類

詞是將名詞根據不同的語義屬性做分類的單位詞，而量詞則以計量為目的

的單位詞。將分類詞和量詞放在「單位詞」的架構之下，就能夠解釋中文

量詞對多種英文對應翻譯的現象，因為在這樣的語法架構之下，對於名詞

帶有兩種不同的語義功能。這樣的概念也符合 Lyons(1977)在語義學中將

classifier(分類詞)分成”sortal classifier”和”mensural classifier”，前者是與名

詞之間有語義相關性，而後者則是主要是度量數量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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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研究的量詞是以能夠表現漢語使用者對於事物的認知分類，藉

由量詞本身所表現的語義，而對其後搭配的名詞做分類的量詞，因此本研

究的量詞為”classifiers”，但在中文仍稱量詞。在此引用 Allan(1977:285)

對於分類詞的定義，並將之翻成中文： 

(a)(分類詞)以詞素形式出現在特定條件(specificable conditions)下的表層結構

中。(” They (classifiers) occur as morphemes in surface structures under specifiable 

conditions.”) 

(b)分類詞標明名詞所指的事物主體中的一些明顯的認知特性。(“a classifier 

denotes some saliently perceived or imputed characteristic of entity to which an 

associated noun refers.”) 

從 Allan 的定義，(a)以語法的角度來看，分類詞在特別的情況下是獨立的

詞素，而這些特別情況在漢語必須是 QCN 的排序，就是分類詞(C)出現在

名詞之前，並與數量詞(Q)共用標示出數量。而(b)以語義的角度來看，分

類詞必須帶有能夠標示所指事物的顯著認知特徵，而這些特徵並非漢語量

詞(measure word)能夠以法定或約定俗成的(conventionalized)度量衡單位

所能顯現的，如：公尺、磅；或容器量詞，如碗、杯、桶、瓶等，從名詞

借代(“nouns used as measures”, Chao 1968:601)，利用名詞本身的容量概念

來顯現其後所指事物的容量，然而事物的真實容量又不似度量衡單位有定

量，而是端看說話者和接話者對於該容器容量的概念而定。因此，度量衡

單位或是容器量詞都不能算是分類詞的範圍。 

 

3.3.2 語料來源 
    本文所研究的量詞參照《國語日報量詞典》(黃居仁、陳克健、賴慶

雄主編, 1997)(以下簡稱《量詞典》)中所收錄的量詞為主要參考依據。由

國語日報和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合作的《量詞典》(1997)使用語料庫來檢

索量詞的語料，歸納量詞的用法及例句，並由語言學家鄧守信、戴浩一等

人審核。在這本詞典內一共收入 427 個量詞，其中 120 格式國立編譯館主

編的小學生國語課本中出現過的，而另外 307 個是參考量詞在語料庫中出

現的頻率選出的。另外，除了量詞詞典的部分，還包括了名詞量詞搭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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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的部分，收入了 1,2352 個名詞，作為與量詞搭配的參考。此量詞典認

為量詞是「現代白話的特色」，縱然量詞在先秦時代就開始使用，並且認

為「量詞本身包含中國人對事物分類的概念」，這樣的看法與我們研究的

重點一致。 

在這本量詞典中，將量詞分為七類：(1)一般量詞，(2)事件量詞，(3)種類

量詞，(4)約量量詞，(5)容器量詞，(6)標準量詞，(7)動量詞。(見下表 3.2)

這些分類參考了趙元任《中國話的文法》(1968)及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的

技術報告「中文的詞類分析」，並做了分類的解釋： 

表 3.2:《國語日報量詞典》中的量詞分類 

量詞分

類 
計量對象 

數

量 
功能/與他類量詞的區別 

一般量詞 
(1)具體物品：桌子、小姐 
(2)抽象物品：理由、難題 

174 計量物品的數量 

事件量詞 
事件名詞：婚禮、車禍 
一般物品：電話、車 

35 
與一般量詞不同，所計量的是

事件的次數，如：一件事、一

場婚禮、一通電話、三班車 

種類量詞 (1)事物的「種類」 14 
計量事物的種類，如兩種魚，

而非一般量詞的兩條魚 

約量量詞 
借用量詞本意來表達名詞的數

量，大多是抽象名詞：一堆主

意、一串問題、一絲好感 
26 

表示一個大約的數量，只能前

接數詞「一」或其他指示詞：

這、那 

容器量詞 
如：一盆花、一盤水果、一盒

蛋糕、一箱玩具、一籃蘋果 
30 

由容器名詞轉變，以某容器的

容量來說明物品的量 

標準量詞 一般物品 174 

為度量衡單位，不是計量物品

的數量，而是計量該物品某方

面的量。有些標準量詞無法直

接接在所計量事物的前面，要

中插「的」比較好。 

動量詞 動作動詞 34 
和前六類不同，計量動作 
動量詞出現在所計量動作的後

面 

 

 



現代漢語台灣口語量詞分類研究 

 38 

在《量詞典》這七個量詞分類中，值得注意的是，許多量詞具有跨類的用

法，有的兼具兩類或以上的用法。例如，以「刀」一詞為例，「一刀紙」

的用法為標準量詞，因為一刀為一百張；「砍了三刀」的用法則是動量詞

的用法。如《量詞典》在名詞量詞搭配詞典說明部分，「標準量詞與名詞

之間的搭配有任意性，只要是具體的物品，具備空間、重量的特性」，只

要知道這些量詞度量衡上的標準，就能運用得當，而沒有針對名詞概念本

身的顯著特徵做分類。本研究裡所研究的量詞，除了能夠有計算名詞數量

的功能外，其本身的意義也必須與其後所修飾所指的名詞有認知上的重

合，因此從《量詞典》中 427 個量詞中首先必須排除所謂度量衡單位的標

準量詞和計算動作的動量詞。 

  《量詞典》這七個量詞分類與 Chao(1968)的九個量詞分類概念也有相

似相異之處，由下表 3.3 可以看到這兩者之間的差別： 

表 3.3:《國語日報量詞典》(1997)與 Chao(1968)的量詞分類比較 

Chao 
(1968) 

個體

量詞 
 動賓 

個體 
群體

量詞 
部分

量詞 
容器

量詞 
暫時

量詞 
標準

量詞 
準量

詞 
動量

詞 
量詞典

(1997) 
一般

量詞 
事件

量詞 
 種類

量詞 
約量

量詞 
容器

量詞 
 標準

量詞 
 動量

詞 

  從表 3.3 中的對比，可以發現《量詞典》將 Chao(1968)所分的九類簡

化到七類。其中，動量詞、容器量詞、標準量詞的部分，經過對於兩者所

舉的量詞詞項來看，是一致的。然而，除此之外，《量詞典》裡的分類，

與 Chao 的量詞分類概念有所不同。量詞典中「一般量詞」的部分，根據

詞典中的翻譯為”general measure word”，定義為「最典型的量詞」，和數

詞搭配來「計量物品的數量」，而雖然由表 3.3 的比較看到《量詞典》的

「一般量詞」能夠與 Chao 的個體量詞形成對應，然而檢視量詞典中歸類

為一般量詞的詞項卻在 Chao 的分類中涵蓋了個體量詞、群體量詞、部份

量詞和暫時量詞等四個類別。例如，「片」在 Chao 的分類中屬於部分量詞，

而在《量詞典》中卻跨類屬於一般量詞（如：一片麵包）和約量量詞（如：

一片綠地）。從這樣跨分類包含量詞的現象來看，《量詞典》似乎是以量詞

其後搭配的名詞屬性來看，也就是說，「一般量詞」所搭配的名詞，不論

是具體物品或抽象物品都具有「個別化」(individualized)或「分離」(discrete)



第三章 漢語量詞的分類架構 

39 

的概念，是相對於計算事件發生次數的「事件量詞」、和計算事物種類的

「種類量詞」。 

  但若以「個別化」的定義來看這裡的《量詞典》的「一般量詞」，卻

又與 Chao(1968)所定義的群體量詞、部分量詞、暫時量詞等在分類上衝

突。另外，約量量詞和種類量詞的部份也分別有 Chao 的部份量詞和的群

體量詞範疇，可見《量詞典》中，一般量詞和約量量詞、種類量詞的界線

並不十分清楚。除此之外，《量詞典》中的「事件量詞」則是 Chao 的分類

中所沒有的，如：幕、堂、筆、餐、齣、頓等。例如「幕、齣」在 Chao

的分類中屬於個體量詞，而在《量詞典》中卻屬事件量詞，此兩者分類的

差別，顯示《量詞典》將事件量詞後所搭配的名詞又做了分類－即事件量

詞只與事件名詞搭配的概念。然而，除了事件量詞的分類較異於 Chao 的

量詞分類，在其他的分類類別中還是顯示出《量詞典》仍然遵循傳統量詞

分類的方法為主。 

  《量詞典》(1997)中的量詞數量與 Chao(1968)所討論的量詞數量相比，

多有刪節或增加，並不完全相同，然而如我們之前所說的「度量衡單位或

是容器量詞都不能算是分類詞的範圍」，在這裡的兩本不同著作的量詞分

類也有分類詞和量詞之間概念上的分別。因此，在這裡我們也排除容器量

詞作為量詞認知分類的語料。 

  值得注意的是，由表 3.3 可以看到《量詞典》中並沒有如 Chao 的「準

量詞」分類(Chao 1968:608-615)。如”國、省、州、縣、院、村、鄉”等這

些行政管理上的詞彙，Chao(1968)將其歸類在「準量詞」(Quasi-Measures)

的範疇裡，並沒有收錄在《量詞典》的 427 詞裡，而同時 Chao 也說這些

詞當名詞時用「個」來計數。然而，同樣在「準量詞」範疇下，跟寫作文

章、時間概念有關的詞和錢幣單位(如：先令、便士、馬克等)，在《量詞

典》中分散歸類在一般量詞和標準量詞的分類中(如下表 3.4 所示)。《量詞

典》將大部分的「準量詞」歸類到一般量詞和標準量詞的兩者極端的範圍

內，但是並沒有區別這些詞彙與平常量詞在語言結構使用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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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Chao(1968)的「準量詞」在《量詞典》(1997)量詞分類的分布情形 

概念分類 Chao(1968)的準量詞 量詞典裡的分類 
寫作文章 點(論點)、 科、章、回、課、版、冊 一般量詞 

時間概念 
世紀、月、禮拜、星期、年、週、天、季、

歲、更、載、宿 
標準量詞 

錢幣單位 先令、法郎、馬克、盧布、盧比、便士 標準量詞 

  Chao(1968:608)解釋「準量詞」在語言形式上與量詞相同部分是前接

數詞(numerals)和其他指示詞(determinatives)，但不同的地方在於這些準量

詞本身是自主性(autonomous)的量詞，其後不接名詞也不附屬於名詞，或

者說這個準量詞本身也具有名詞的特性。我們認為 Chao(1968)在界定這類

詞為準量詞時，根據語言經濟原則，並參考構成量詞的語言形式「數詞/

指示詞 + 量詞 + 名詞」，被歸類為準量詞的詞同時為計數的量詞，也為

概念性的名詞。然而，關於”世紀、月、禮拜、星期”這四個時間詞，雖然

Chao 將它們放在準量詞的範疇之下，與表中其他時間詞不同的是，他們

「普通當名詞使用」，並且與量詞「個」一同使用。因此，我們認為準量

詞有從名詞過渡為量詞的語言傾向；然而，因為在表計量的語言結構中與

名詞同一個語言形式，都能以名詞的概念來解釋，並且在華語教學上以其

它非數詞分類詞系統的語言中，如英語，在解釋「兩國」、「兩站」或是「兩

年」時，與學習者母語對應上不會造成困難。因此，在本研究中我們不放

入在現代漢語中有過渡傾向的「準量詞」在認知分類的量詞語料中。 

  從《量詞典》的量詞分類中排除了容器量詞、標準量詞和動量詞，所

剩下的為一般量詞、事件量詞、約量量詞和種類量詞四類。在《量詞典》

的分類說明裡，「種類量詞是計量事物種類的數量，而不像一般量詞或事

件量詞單純計量「事物」的數量」，而我們所要研究的量詞主要以能顯現

事物的明顯特質為主，量詞必須能夠依名詞某個特質而將事物「個別化」

(individualize)，而非像種類量詞一樣將名詞事物分門別類(categorize)。例

如下面(5a)、(5b)和(5c)： 

(5) a.這裡有兩種狗。 

  b.公園裡有兩條狗。 

   c.公園裡有一些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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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指的是兩個種類的魚類，而(5b)則指明魚的數量是「二」，不論其種類，

(5c)只點明了桌上有魚，「不只一隻」的複數(plural)概念，這裡不論其種類，

也沒有確切的數量。從(5)的例子，(5a)的量詞顯現對於人們對”基本層次

事物”(basic level objects)對於更下層分類的理解，例如：「狗」之下還可分

「狼犬」、「吉娃娃」、「牧羊犬」等種類；而(5b),(5c)的量詞則標明所指的

事物「狗」的數量，雖然在(5c)中數量並不明確。 

  Huang & Ahrens(2003)認為《量詞典》中的一般量詞、種類量詞和事

件量詞這三類量詞與名詞的搭配會依據名詞的種類而顯現出不同獨立的

分類系統現象。例如，「一般量詞」在語義上選擇了「名詞所指的個別化

事物」搭配，而種類量詞則是「在語義上選擇了名詞所代表的”種類”」

(Huang & Ahrens 2003:362)。因此，種類量詞似乎並不具備「個別化」名

詞的作用。然而，在上例(5)中，我們所討論的名詞為實體事物「狗」，而

種類量詞與抽象名詞搭配時，雖然表現的也是名詞的種類，但是其意義卻

有「個別化」的作用，例如： 

(5d)轉換心情的兩種方式。一是分散注意力，二是重新詮釋那件事。 

 

在上面(5d)的例子中，「方式」為較抽象的名詞概念，而「種」則在於顯

現名詞的種類，然而不像(5a)中的「兩種狗」主要表達「狗的種類」數量，

「兩種方式」則是在表達「事情的種類」數量外，也表達了「事情」的數

量。因此，考慮到種類量詞與抽象名詞的搭配能夠表現事物個別化的語

義，我們在量詞典裡收錄的十四個種類量詞中，只選了最常見的五個量

詞：種、類、樣、派、款來探討人類認知分類架構中的量詞概念。 

  因此，在本研究的量詞中，我們從《國語日報量詞典》427 個量詞中，

排除了種類量詞、容器量詞、標準量詞、動量詞等 247 個量詞，再刪除非

漢語口語使用的量詞。根據 Allan(1977), Tai & Wang (1990)對於分類詞的

定義，從中篩選能夠對於其後名詞的範疇(class of noun)具有分類意義的量

詞，這些具有認知分類範疇的量詞共有 95 個。下一節將對這些量詞納入

認知分類的架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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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本文對「量詞」的認知分類 
3.4.1 由經驗領域範疇原則出發的量詞分類架構 
  本文根據 Lakoff(1987)的範疇劃分研究出發，從經驗領域的範疇原則

作為漢語量詞分類的上層基礎，從人的經驗開始向下分類；人的經驗是透

過人本身的感官認知來認識世界，因此下分心覺、味覺、聽覺、嗅覺、視

覺、觸覺等六種感知經驗，並且下分抽象和具象的二分法。然而，這上述

幾種感知經驗仍屬於靜態感官的領域，關於人的經驗來說，應該還有動態

動作的部份，因此又參考了鄧守信(1984) 將動詞分類的架構引入人類經

驗的一部分，以此概括人與人以外等動物的動作、狀態、自然界的變化等

概念範疇(見圖 3.1)。 

 
 
 
 
 
 
 
 
 

圖 3.1: 以人類經驗為基礎的認知分類 

  依照圖 3.1 這樣的概念，將量詞根據其與名詞搭配所指(refer)的語義，

各自填入這些分類中的最下層。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量詞雖然為同一個

詞，然而因為量詞從古自今的意義發展，可以將一個量詞歸類在數個下層

分類架構中；然而，為簡化架構的形成並且便於觀察這 96 個量詞如何能

夠在人類認知分類上從最原始的動詞、名詞類進入到量詞的範疇中，所以

在將量詞放入認知架構時，並不把多義的量詞分別放入不同的下層分類，

而以量詞形成時最原始的意義出發。蔡蓉(1997)針對唐、五代量詞作歷時

的研究，對比前人於魏晉南北朝量詞發展的研究，歸納出唐五代量詞語義

上和語法上的發展。根據蔡蓉的研究，許多在唐五代的量詞在語義上承襲

了魏晉南北朝時代的用法，另外有些除了歷代沿襲下來的用法，也有些語

人的經驗 

動態 靜態 
(人的感官) 

心覺 味覺 視覺 嗅覺 聽覺 觸覺 動作 狀態 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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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範疇上的擴增，例如，「枝」和「根」在魏晉南北朝時只用來計量植物，

而到了唐五代時期，除了原本的用法，也能計量抽象事物。因此，量詞的

意義隨時代轉變而有所不同。為了簡化量詞的認知分類系統，我們以楊如

雪(1988)、蔡蓉(1997)的研究整理出量詞的原始意義，以此基礎建立我們

的量詞認知分類架構。如此一來，在人類認知架構下的量詞有了認知基礎

後，才能進一步分析量詞經過認知後的延伸義。因此，將 96 個量詞放入

架構中而得出下列的表 3.5： 

表 3.5: 量詞分類架構(一)3 

抽象 
頓,件,類,份,句,部,種,隊, 
班,期,場,齣,尊,位,家,幫,派,組,戶,樣,集,些,款,幕 心覺 

具象  
抽象  

味覺 
具象 絲?(苦味,甜味) 
抽象  

聽覺 
具象 絲?(聲音) 
抽象  

嗅覺 
具象 股?(氣味,臭氣),絲?(香氣) 
抽象 門,行 1,首,副,對,點, 套,列,夥,項,發,筆,批, 

動物 口,頭 生 
命 植物 枝,根,本, 

自然 瓣,塊,片,節,滴,截,段,灘,坨 
部

份 非 
生 
命 

器物 
條,面,把,串,層,匹 2,幅,篇,股,架,張, 
束,座, 排,捆,線,絲,頂, 

動物 隻,匹 1,群 生 
命 植物 朵,株,棵  

自然 顆,粒,個,枚,團,堆, 

形狀 

整

體 
非 
生 
命 

器物 
輛,艘,盞,封,扇,堵,卷 1,床,疊,間,雙,
道,台,支,棟, 

顏色  

視 
覺 具象 

狀態  

人 
的 
經 
驗 

靜 
態 
(人 
的 
感 
官) 

觸 抽象  

                                                
3 表中的「行 1」(háng)、「匹 1」(pī)、「匹 2」(pĭ)、「卷 1」(juăn)中標記 1 的符號是為了區別同

音同形不同義的量詞；而不在我們所研究範圍內的還有「行」(xíng)、「卷」(ju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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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形狀 

整體  
質地  
溫度  

覺 

具象 

溼度  
人  

動物  動作 
非人 

自然物體的動作  
狀態  

動 
態 

變化  

  由上表 3.5 可以看出，我們嘗試從「人的經驗」出發來為量詞的分類

系統做分類，下分「靜態經驗」和「動態經驗」的兩個範疇。靜態經驗我

們認為可以從人類的感官經驗著手，因此又下分了心、味、聽、嗅、視覺

等感官知覺。而這些人類的感官經驗與事物的互動下，如同我們所說的名

詞是人類對於事物的概念的表達結果，而量詞與名詞互動是為了顯現名詞

物體上某種特徵，因此可能有抽象或具象兩種不同的結果。在動態經驗部

分，其下層部分則與靜態部分不同，而是以鄧(1984)對於動詞的分類直接

套用，因為我們認為，人們的動態經驗在語言中，正是藉由動詞來表達，

而動詞包含了動作動詞、狀態動詞和變化動詞，可以較完整的表達除了具

體的動作外，還有表現人事物的性質及情況的狀態，和動作與狀態之間的

變化。 

  再來看下層範疇分類的狀況。靜態分類下的各個感官，除了視覺、觸

覺能夠在具象與抽象的二分之後又在建立下層的分類，其他的感官卻無法

在往下分類。而在動態分類下的四種概念範疇中，也只有”動作”的部份能

夠在下分人和非人的下層概念。值得注意的是，表一中很多分類的最下層

並沒歸入任何的量詞，而是空白的。由下層分類和分類下的空白來看，有

四點值得討論： 

第一，在心覺、味覺、聽覺、嗅覺之下又二分抽象及具象兩者，並不實際。

因為，在人類感官經驗中，這些感官經驗不易由實際的物體或是行為來表

達，所以主要的概念表達都是在抽象的範疇下進行的；而在五覺之中具有

具體傾向的認知經驗，則為視覺和觸覺。因此在這些分類範疇下，抽象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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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之分並不適用。 

第二，視覺、觸覺在抽象、具象的範疇之下，雖然能夠再往下分類，然而，

除了視覺的下層分類範疇下，有能夠填入的對應量詞，「視覺－具象－顏

色/狀態」分類和觸覺以下的分類，沒有歸入任何量詞。顯然，在人類對

事物分類時，事物的顏色、狀態或者能以觸覺完成的感官經驗並不是分類

的基本考量因素，因此無法有對應的量詞。 

第三，在靜態感官部分中，除了心覺、視覺部分有較多的量詞填入下層分

類範疇之下外，量詞的分類還可能分布在聽覺、嗅覺或味覺的部分。在表

3.5 中，「股」和「絲」的認知分類可以歸類於「視覺－具象－形狀－部分

－非生命－器物」之下，然而「股」和「絲」在與名詞搭配的語義下，也

可能有聽覺、嗅覺或味覺的認知經驗產生，如下面有關於品酒的文段： 

酒液呈淺檸檬綠色，...，略帶一些青草和胡椒香氣，是很典型的 Riesling 香氣，

不過多了一絲胡椒香氣，是很特別的地方，...。入口時感覺有酸度，酒體適中，

有一絲甜美口感，口中仍以清新的蘋果、蜜桃、礦石香氣為主，...，是很不錯

的酒。尾韻長度適中，有一絲甜美感，隱隱有一絲苦味。 

如「股」、「絲」等能夠在靜態經驗中分布在不同的下層分類中的現象顯示

量詞語義的多義性。然而，如同前面說明將量詞以量詞形成時最原始語義

做歸類的工作，「視覺－具象」的語義特徵較其他感官經驗更為明顯。因

此，在靜態感官之下的分類，有必要再做調整。 

第四，在人類的動態經驗範疇之下，雖然可在下分類別，然而卻沒有任何

可對應的量詞。主要的原因是我們所歸納的量詞並不包括動量詞，而是以

對名詞分類的量詞為主，因此動態部分的表格是一片空白。另外，除了在

動態經驗下有狀態的分類，在靜態經驗中，視覺－具象這個分類架構下，

也有「狀態」，此「狀態」也許與動態經驗中的狀態重覆？然而，如同在

靜態經驗下的狀態無法與量詞分類系統配合，而動態部分也非我們這裡討

論的目標，因此，「狀態」這個範疇在之後的分類中不會考慮進去。 

從以上四點的討論，我們發現由人經驗出發的分類架構看似可行，但是量

詞的分類在動態的部份是完全沒有的；另外，靜態部分雖然可行，但是大

部分的量詞都集中在視覺－具象的範疇之下，而其他的範疇則只占了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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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量詞。這樣不平衡分布的範疇架構顯然並不是人對事物的分類的正確方

向，因為人類認知對事物的範疇並不應該形成不對稱的狀態。 

  從表 3.5 的分類情況看來，雖然量詞的分類架構無法出現動態的部

份，然而在視覺－具象－形狀的這個範疇中，大部份的量詞有一半以上集

中於此範疇下，而在這個範疇下的下層分類幾乎各項都有量詞填入，相較

於其他感官認知來說，分布較平均。而除了視覺感官外，另一個量詞分布

較多的範疇是心覺。因此，我們可以說人類的經驗認知應用在語言現象上

確實是有跡可尋。 

 

 

3.4.2 量詞認知分類上的架構層次修改 
  從第一個由經驗領域範疇出發的量詞分類架構看來，「視覺」及「心

覺」是量詞分類中最顯著分布的兩個認知範疇；因此，我們有必要從這兩

個認知範疇再出發，建構人類認知架構與漢語的關係。另外，「抽象」和

「具象」兩個分類範疇，在第一個架構來看，在「視覺」下的分布為「具

象」的為主，而在「心覺」下則全部為「抽象」的範疇；這樣的現象表現

出，具象和抽象的概念已經與人類經驗中這兩個感官經驗相結合，甚至人

類認知架構所內建的模式。然而，抽象與具象的概念範疇比起「視覺」和

「心覺」的範疇還不易理解或定義，因此，在接下來的分類上，我們採用

兩個感知經驗的方向來思考範疇分類，而抽象及具象的體現則包含在以上

的兩個經驗中做討論。 

  既然我們將量詞從語義的角度來建構人類認知架構，我們可以從詞彙

語義著手來看量詞認知分類。蘇以文(2007)以認知語言學的角度探討人類

認知與語言的互動。在探討譬喻(metaphor)和換喻(metonym)對於語言的呈

現(language expression)的影響時，以「心」字做例子，將其語義以認知的

概念呈現。如圖 3.1 所示，「心」的上層是”人”(person)，而下層則分為兩

個範疇，一個是「身體器官(body organ)」，另一個則是「心智運作(mind)」。

在「心」的兩個範疇之下，又各自下分了次範疇，而這兩個範疇下的分類

則顯現了譬喻和換喻不同的運作方式。例如：複合詞「細心」是從”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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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下的”形狀”過渡到”心智運作”下的”意志”(intention)，如下圖 3.3 所

示。身體器官和心智運作是兩個不同的經驗領域，而「細心」的語義運作

就是從實體的心臟形狀上的改變，到心智上的意志行動的兩個經驗領域的

轉移，這樣的語義現象稱之為換喻(metonymy)。 

 

 

圖 3.14: 蘇以文(2007) domain matrix underlying the concept “xin” 

                                                
4 圖片引用自 Su, Lily I-Wen. 2007. Linguistic Perspectivization and Human Intera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 Culture and Cognition, Taipei. March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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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蘇以文(2007)「細心」從不同經驗領域換喻的認知過程 

從圖 3.2 所表現「細心」一詞的語義換喻現象來看，將實際能夠看得到(或

認知其存在)的物體，經由某種認知過程來呈現思想上的心理活動，就能

夠解釋「抽象」事物的存在。而如果將「心」看做是人類對於事物認知的

經驗，那麼蘇以文所提出的心智運作及實際器官的兩個概念正與我們嘗試

的人類認知架構(表 3.5)所表現出來的現象有一致性－心覺和視覺(所看到

的實際事物)。然而，在「實際器官」部分，因為是以「心］出發所歸納

的實體事物，若將人類的認知分類範疇侷限在人體器官，顯得過於狹隘，

因此，我們決定將「實際器官」修改「實體事物」，這樣一來，更符合我

們在第一次分類時，在視覺經驗上所能夠接觸到的事物涵括進來。因此，

我們在人類認知架構下建構兩個範疇：心智運作 (mind)和實體事物

(object)，以取代人類感官知覺中的心覺和視覺，如此一來，也能排除了有

其他感官但卻沒有下層分類和相對應量詞的缺陷。 

  找到了人的認知經驗中心智運作和實體事物這兩個上層範疇，那麼下

層又應該怎麼分呢？Adams and Conklin(1973)研究了多種亞洲語言，並且

探討了在數詞分類詞語言中如何分類事物的許多面象，他們有四個主要的

發現： 

                                                
5圖片引用自 Su, Lily I-Wen. 2007. Linguistic Perspectivization and Human Interacti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 Culture and Cognition, Taipei. March 9-10. 

body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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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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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命(animates)的概念範疇會出現在分類當中。跟這個概念有關的

類別 (classes) 會將人和動物分在不同的範疇裡，例如：人 / 非人

(human/non-human) ； 人 / 非 人 生 命 / 非 生 命 (human/non-human   

animate/inanimate)；生命/非生命(animate/inanimate)。 

二、 很多類別中會有”形狀”(shape)當成是主要的組織面象。這些類別將

事物以長(long)、圓(round)、平(flat)的基礎來分門別類。並且，這些形狀

的類別也包含了次級物質參數(secondary physical parameter)，如：硬度/

彈性 (rigidity/flexibility)、相對大小 (relative size)、不規則性 /規則性

(irregularity/regularity)、部分/整體(part/whole)等。然而，這些次級特徵並

不會是個別類別的基礎。 

三、 有許多類別跟”功能”(function)有關。 

四、 在數詞分類詞系統的亞洲語言裡，植物和植物部件(plant and plant 

parts)被拿來當成基礎形狀、甚至是有些次級參數的譬喻(metaphors of 

basic shape)。 

這樣的分析有幾個原因：第一，不像人或動物，植物很少被納入一個個別

的類別，尤其是生物性的分類(biological taxonomy)。第二，在許多非動物

的類別中，植物和植物部件是典型會被首先提起的例子；也就是說，這些

物體是了解這些類別語義的核心。第三，在這些非動物類別中的其他物件

常是由同一個核心植物所做的。第四，個體分類詞的意義跟植物和植物部

件有關。 

  在 Adams and Conklin(1973)的發現中，第四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雖

然，他們所探討的亞洲語言是南亞語言(Austroasiatic languages)6，然而，

同樣的現象也可能出現在漢語中。如：「枝」(或「支」)的原始語義是樹

的枝幹，這個量詞可以「筆」連用，而筆在古代常是由木枝或是竹子等植

物做成的。如此一來，「一枝筆」在同一個分類範疇下是合適的，因為在

語義上有某些共性。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部分」(parts)的概念在範疇分

                                                
6 在 Adams and Conklin(1973)研究的南亞語言中，包含了 Khmer; Brou, Chrau, Sre (Bahnaric); 

Vietnamese; Khasi; Kharia(Munda)。這些也是 Allan(1977)分類中的數詞分類詞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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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中有其功能，而表現「物體部分」意義的分類詞(或量詞)與所指物體(名

詞)之間最主要的關係就是”以部分代表全部  (the part stands for the 

whole)”(Adams, 1986)，如在其所研究的語系中，為人類和動物的分類的

分類詞本身具有”頭”、”身體”、”眼球”和”尾巴”等用法。而 Tversky(1986)

也認為「部分」的概念對於描述事物和在分類架構中辨別基本層次是非常

具有知識性的 (informative)。另外，Tversky 還提到物體部分的安排

(arrangement)也大多決定了該物體認知上的形狀；因此，帶有「物體部分」

意義的詞當作分類詞時，非常適合表現「形狀」的概念範疇。 

  部分和整體的分類概念也在漢語語言中呈現。Huang(2007)從認知系

統看詞彙語義，以漢字部首舉例解釋部首與漢字之間所呈現的知識系統

(knowledge system)。他將楚辭中關於「艸部漢字」之語料以「使用方式

(usage)」、「物體部分(parts)」及「描述方式(description)」等概念，對於「艸」

字部首的語義認知進行分類與建構，藉此證明詞彙語義和認知系統間相互

連結影響的緊密關係。Huang 將「艸部漢字」的語義概念分成三個範疇，

顯現了漢語使用者在利用部首來創造更多漢字時，所可能運用的認知策

略。這樣的認知策略對於量詞為名詞分類上的認知或有相同的作用。例

如，人類的視覺對於事物的分類有很大的影響，而正如語言形式有焦點

(focus)，當人利用視覺看事物時，是否看到每件事物的整體輪廓，或者只

看到一個物體的部分就能夠了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物體？因此，物體部分

(parts)相對於物體整體(whole)的概念，可能是建構人類認知上重要的範

疇。 

  參考 Adams and Conklin(1973)、蘇(2007)和 Huang(2007)的分類範疇，

本文從表一發展出由人類的具象經驗及心理層面的抽象感知、及對於事物

部分及整體概念的認識來進行分類的基礎。我們將人的靜態感官部分分成

兩個部份－「心智運作(mind)」及「直觀物件(object)」，提升「部分」與

「整體」的層次。另外，在部分和整體後的下層分類，我們加入了人類認

知分類範疇的「生命性」(animacy)，再進一步修改，並發展出下表 3.6 的

分類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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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量詞分類架構(二) 

定量 位 人 
human 約量  

定量 行 1, 幕,齣,頂, ,項,列, 
部分 
part 

非人 
non- 
human 約量 點, 排,派,戶,份,些,  

定量 句 人 
human 約量 家 

定量 件,頓,門,首,副,對, 期,場,套,樣,款,發, 

心智 
Mind 

整體 
whole 

非人 
non- 
human 約量 部,隊,種,類, 幫,批,組,夥,集,捆,班 

動物 
animal 

口,頭 
生命 
animate 植物 

plant 
根,枝,本,瓣,支 

描述 
description 

塊,片,節,滴,截,段,灘,絲  自然事物 
Nature 
object 

功能 
function 

 

描述 
description 

束,面,條,層,匹 2,幅,篇,股,張,坨 

部分 
part 

非生命 
in- 
animate 

人工製品 
Artifact 功能 

function 
把,串,座,棟,架, 

動物 
animal 

隻,匹 1,群 
生命 
animate 植物 

plant 
朵,株,個,枚,棵 

描述 
description 

粒,顆,團,堆 自然事物 
Nature 
object 

功能 
function 

 

描述 
description 

卷 1,扇,疊,雙,道 

人 
的 
經 
驗 

實體 
事物 
Object 

整體 
whole 

非生命 
in- 
animate 

人工製品 
Artifact 功能 

function 
輛,盞,封,床,艘,間,堵,筆,台,線,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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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3.6 呈現我們的量詞分類架構由人的經驗出發，下分「心智」和

「實體事物」的部分，而這兩個結構之下又下分了同樣的分類次範疇「部

分」和「整體」。再來更下層的結構分類有些不同，雖然考慮了「生命性」

這個概念範疇，然而我們認為從最上層「心智－實體事物」的人類經驗來

看，「實體事物」的這個範疇是由人類視覺上的經驗出發(如表一的架構所

示)，因此「事物」除了「人」本身以外，還有其它不同種的生命性，所

以直接在「部分－整體」之下將「生命性」的範疇分為「生命」(animate)

和「非生命」(inanimate)；而在人類經驗「心智」的部分，人類經驗中的

心智活動可以將其視為抽象事物的表徵，也就是說，這些抽象事物的概念

實際上是以人的思考模式出發，以人為本，因此將「生命性」的範疇加入

下層分類時，直接將其分為「人」(human)和「非人」(non-human)的分類

範疇。 

  「生命性」的範疇分類因「心智－實體事物」的上層範疇的影響有所

不同，因此往下分類的範疇結構也不同。在「心智－部份/整體－人/非人」

之下的分類我們只分了定量和約量的概念。因為我們所研究的量詞，除了

表現為事物分類的功能之外，也同樣有「表數量」的功能，所以在人類心

智活動之下，量詞除了區別事物的不同特徵外，也表現出「量」的概念。

我們將這樣數量的概念分為「定量」和「約量」，其分別為前者能夠將事

物個別化，也就是能一一數出明確的數量；而後者則是表現出如集合名詞

般概念的事物，這種事物為不同的成份組合而成或者由多數相同的事物聚

集的概念，然而卻不能明確表示其數量，含有這樣概念的量詞，我們將之

歸入約量的範疇下。 

  至於在「實體事物－部份/整體－生命/非生命」之下的分類，較心智

部份複雜。如果說心智部份是以人的經驗觀點來看人所形成的主觀世界

(或社會組織)，那麼實體事物部份就是人類社會組織以外的客觀世界。從

客觀的角度來看，人屬於動物之一，因此在「生命」之下的分類我們僅分

「動物」和「植物」，此分類範疇概念也符合一般世俗分類 (folk 

categorization)。所謂的一般世俗分類正是建構在人類經驗中對於人類社會

與生物世界(biological world)的互動上。因為在生物世界中，「動物」及「植

物」的範疇極廣，而人類在為其命名(name)時，必須將其分門別類，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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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透過一般世俗分類的原則可以了解人類認知分類的概況。而與之對立

的「非生命」之下，則分「自然事物」和「人工製品」。 

在量詞分類的過程中，與吳佳樺(2008)一起討論在漢語語言中能夠顯

現人類認知分類的語言內部分類系統，發現由上述討論的分類原則及分類

範疇不只適用於量詞的分類詞系統中，在漢字部首中也能顯現出相似的分

類架構，如下表 3.7 所示： 

表 3.7: 吳佳樺(2008)部首語義的分類架構 

人的狀態 
human-stative 

甘、音、色 
生 
命 人的動作 

human-action 
廾、士、聿、欠、舌、言、鬥、攴(攵)、比、

癶、曰、隶、辵、皮、殳、父、(韋)、 

物體狀態 
inanimate-stative 

味道、顏色(flavor、color) 
香、青、黑、赤、黃、玄、白 
自然現象(natural phenomenon) 
巛(川)、風、气、雨、水、火 

物體變化 
inanimate-process 

入 

部分 
part 

非 
生 
命 

物體動作 
inanimate-action 

部分肢體或器物的移動 
非、禸 

人的狀態 
human-stative 

長、兀、文、老、疒、毋 
生 
命 人的動作 

human-action 
立、見、走、鼓、卩 

物體狀態 
inanimate-stative 

食、邑、小、ㄠ、囗、高、己 

物體變化 
inanimate-process 

生、至 

心 
智 

整體 
whole 

非 
生 
命 

物體動作 
inanimate-action 

飛、冖 

 
 
 
 
 
 
 
 
 
 
 
人 
的 
經 
驗 
 
 
 
 
 
 
 
 
 
 
 
 

實 
體 
事 
物 
 

部分 
part 

生 
命 

動物 animal 人 human 

鼻、手、頁、首、心、口、

目、面、齒、又、寸、夊、

足、疋、髟、耳、而、舛、

自、臣、歹、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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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外的動物

non-human 
羽、彐(彑)、毛、角、骨、

韋、采、血、肉、羊、牛 
植物 plant 竹、片、氏 

描述 
description 

冫、厂 
自然事物 
Nature object 功能 

function 
ㄔ、廴、行、金 

描述 
description 

戶、黹、衣、广 

非 
生 
命 

人工製品 
Artifact 功能 

function 
卜 

人 human 
人、ㄦ、大、尸、女、子、

八、身 
動物 
animal 人以外的動物 

non-human 

隹、馬、黽、龜、龍、鼠、

魚、鹿、鳥、豸、豕、虫、

虍、犬 

生 
命 

植物 plant 艸、木、禾、黍、齊、韭、麥、瓜、米 
描述 
description 

鬼、土、山、日、月、夕、

阜、谷、石、鹵(自然物體) 自然事物 
Nature object 功能 

function 
里、田、穴、方(自然處所) 

描述 
description 

宀、門(人工處所) 

 
 
 
 
 
 
 
 
 
 
 
 
 
人 
的 
經

驗 
 
 
 
 
 

 
 
 
 
 
 
 
 
 
 
 
 
實 
體 
事 
物 
 
 
 

整體 
whole 

非 
生 
命 

人工製品 
Artifact 功能 

function 

日常用具(tool) 
匚、臼、缶、瓦、鬲、酉、

鬯、 
豆、皿、用、斗、 
謀生用具(tool) 
辰、辛、网、耒、力、工、

斤 
加工材料(artifact as 
material) 
糸、麻、革、巾 
溝通用具(tool) 
貝、車、舟、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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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tool) 
干、矛、戈、矢、刀、弓 
祭祀用具(tool) 
示、鼎、龠 

從量詞分類表 3.6 和部首分類表 3.7 的比較來看，從人類經驗出發的認知

分類架構中，上層架構都可以分成「心智」和「實體事物」，並且以「部

分/整體」、「生命/非生命」的概念範疇來劃分。然而，部首分類和量詞分

類還是有些許不同，部首在漢字中的部件概念顯現了除了事物概念以外，

動作狀態上的含意(implication)；而本研究中所涵蓋的分類詞系統主要以

與名詞搭配的量詞為主，因此在「心智」範疇上的下層分類中並不以人或

事物的狀態、動作或變化來分類，而直接以人類經驗出發，將「人」與「非

人」來取代「生命」和「非生命」的概念範疇。 

  而如同一般世俗分類中，動物和植物為「生命」範疇中最主要的兩個

類別，同樣在部首與量詞的分類中出現顯見語言與人類認知識連結的。然

而在部首分類中將「實體事物－部分/整體－生命－動物」範疇之下又分

為人和人以外的動物，而在量詞的範疇分類中，人類概念的名詞與量詞搭

配選擇時，只與「個」、「位」、「名」等量詞使用，而後兩者在語義上歸類

在「心智」範疇之下，而「個」的古義則是由「植物」概念擴展而來。因

此，在「實體事物－部分/整體－生命－動物」範疇之下，量詞的範疇分

類沒有必要在下分人與非人動物的區別。 

  在許多研究事物分類概念範疇的研究中，「形狀」是一定會出現的概

念範疇，如同我們的量詞分類架構從表 3.5 到表 3.6，人類對於客觀事物

的認知分類是藉由視覺的接觸，根據所看到的事物部份或整體的特徵而加

以分門別類。然而，除了形狀能夠凸顯事物特徵外，事物如何被使用的功

能(function)也是分類的條件之一，因此我們在分類非生命事物時，先分成

自然和非自然事物，而在下層又分為「描述」(description)和「功能」兩個

概念範疇。「描述」的概念即為藉由人類視覺經驗所得到事物形體特徵描

述，包含了形狀(shape)的概念。而既然非生命下以區別了「描述」和「功

能」的範疇，為何還要在上層結構將非生命事物分成「自然事物」和非自

然事物(即人工製品)？我們認為以人類視覺經驗出發，自然與非自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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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徵描述在分類上自有不同，自然事物的描述是以事物原有的部分或整

體形象(image)來看，而人工製品則是應人類需要所創造的事物，而非原始

存在，並且隨著時代流變，人工製品的形象與意義也會隨著改變，因此與

存在在自然世界(natural world)的事物必須分別來看。若從部首概念來看也

是如此，表 3.7 中，「實體事物－整體－非生命－人工製品」範疇下的部

首語義來看，不論是在下層「描述」或「功能」的範疇概念中，這些部首

所顯現的語義屬性無法歸類於「自然事物」的範疇之下。 

  因此，拿量詞分類中第二次架構(表 3.6)和第一次(表 3.5)比較，第二

次的架構整體的分類範疇較最初的分類分布平均，並且在下層範疇的空白

部份已經減少，只有「心智－部份－人－約量」和「實體事物－部份/整

體－自然事物－功能」的最下層分類範疇下沒有量詞。在心智部份，約量

的概念本身就是抽象事物的集合，是個整體概念，因此無法歸類在部份概

念之下；而在心智－整體的概念範疇下就沒有這樣的問題。實體事物部

份，下層架構的空白顯示在人類認知中自然事物極少以其功能性來分類，

而是直接以事物的形體特徵來分類，反而是在人工製品的功能概念範疇下

以功能來分類的量詞比以描述來分類的量詞多，也這樣的現象也符合人類

因為需求而製造人工事物的目的性或功能性。 

  由我們所完成的分類架構(表 3.6)，可以看到量詞在人的經驗下二分

為心智部份(mind)和實體事物部分(object)，而這兩個大範疇下又分成整體

和部分的概念。因此，當我們歸類量詞時，必須根據量詞的語義判斷所屬

的範疇。漢語量詞的出現並非從上古時代就建立的，而是經過歷代語言的

演變而慢慢形成的，因此量詞的意義(或漢字的意義)從古到今有不同的演

變現象和不同的名詞搭配對象。王力(1958)和周法高(1959)針對古代漢語

的量詞發展有一致的看法，他們認為： 

(a)漢語量詞的起源於殷墟卜辭，而能對事物分類的量詞則出現在先秦時

代。 

(b)周代以前，量詞的使用並不普遍，直到漢代以後才漸漸形成與現代漢

語量詞與名詞搭配使用的形式。 

(c)漢代以後，量詞才有增多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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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兩位學者對古代漢語量詞發展的研究，我們可以知道量詞的出現比名

詞或動詞的使用還晚，而許多形成量詞的「詞」一開始都具有名詞或動詞

的語義，而後才因語言使用上的需要進入量詞的詞類中。這樣的現象也說

明了在蔡蓉(1997)所研究的唐五代量詞，在語義和語法上都與前代的量詞

有些不同或語意流變；並且在蔡蓉的研究中也有些名詞和動詞是直到唐五

代這個時期才進入量詞這個類項下，這說明量詞從古至今因為語言使用或

文化社會的因素，量詞的語義轉變。漢語是個活語言，詞彙意義也因時代

改變，因此，我們在為量詞做認知分類時，盡量遵從量詞最先出現的語義

為人類認知的標準，而量詞其後的語義演變則留待我們下一章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