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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漢語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篇章、語用分析及教學應用 

中文摘要 

關鍵字： 數量定語組、分類詞、語法意義、篇章、語用 

綜觀漢語語言學論述，「數量定語組」以「量詞」為討論中心，位置多

半放在漢語詞類介紹。而其內容則以量詞的分類、量詞與名詞的搭配為重心。

而觀察對外華語的教材，「數量定語組」同樣以「量詞」為教學中心，教學

時間點絕大多數在初級的最初幾課，內容則不談量詞的分類，而以量詞與名

詞的搭配，以及數量定語組的句型變化為主軸。有鑑於此，本文以語法意義、

篇章及語用三大層陎為架構，將數量定語組系統性地整合、分析。 

在語法意義的層陎上，本文由數詞、量詞的成分加以探尋，總結數量定

語組的語法意義有三：「計數義」、「計量義」與「分類義」。而陎對數量定語

組的三個句式，語法意義穩固不變，即使省略式 1 和省略式 2 會依著語言形

式的省略而缺省相關的語法意義上，但其意義並非完全消失，而能藉由其他

語言成分或受話者自行補足。在篇章層陎上，本文從指稱加以探究，完整式

與省略式 2 主要指稱無定詞組，然與其他語法成分結合時，可能產生改變，

也可能違反信息結構原則；而省略式 1 同樣以指稱無定詞組為主，然而當省

略式 1 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時，便隨之改變，甚至違反信息結構原則。說明

語言成分上的限定，凌駕於信息結構的約束。而語用層陎上，本文認為省略

式 1 有「弱化」的語用功能，能削弱發話者的主觀態度，形成輕鬆、隨意的

情境；而當完整式表達泛指時，則產生「情感投入」的語用功能，使受話者

更能投入到情境之中，感同身受。 

最後，本文檢視四套經典教材內容，教材都在初級程度時介紹數量定語

組的語法，但較缺少對數量定語組及其成分簡明清楚的說明，也缺乏在篇章、

語用層陎上的說明。因此，本文提出幾點教學建議，認為應先建立數量定語

組的概念，說明以簡要為宜。其次，依序由語法規則、句式、語法意義的介

紹，再進入語用及篇章層陎的教學及練習。此外亦應考量學習者母語，使數

量定語組的教學更為完整，能兼顧系統性與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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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emantic, Discourse, Pragmatic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Adjectival 

Structure “ Numeral + Classifier” and its Pedagogical Applications 

Abstract 

Keywords: “Numeral + Classifier” , classifier, grammatical meaning, discourse, 

pragmatic 

The Chinese adjectival structure “Numeral + Measure word (+Noun)” 

typically are regarded as a question of “Measure words”, and usually are focused 

on the classification, or seman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sure words and 

referred nouns. Therefore,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semantic, 

discourse and pragmatic level of the adjectival structure “Numeral + Classifier”, 

primarily based on the database collated from a book recommendation.  

First of all, three grammatical meanings are induced on semantic level: 

count, measure and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Givón‟s Quantity Principle, 

prototypical form of the structure has complete grammatical meanings, whereas 

variation1 and variation2 have part of them. However, the lack of meanings can 

be made up by hearer or other language elements. 

Next, reference and information structure are core issues on discourse level.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structure basically refers an 

indeterminate noun and follows the tendency of Chinese information structure. 

However, the preference of reference could be varied by other language elements. 

The tendency of information structure would even be disobeyed, which means 

other language elements are considered above information structure for the 

reference. 

Finally, the present study only focuses on the speaker‟s stance on pragmatic 

level. As a result, variation1 has a trivialness stance for softening speaker‟s tone 

or attitude. Additionally, prototypical form which refers to a generic noun has a 

pragmatic function for strengthening speaker involvement, which differentiates a 

bare no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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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綜觀漢語語言學教材，「數量定語組」以「量詞」為討論中心，位置多

半放在漢語詞類介紹。而其內容則以量詞的分類、量詞與名詞的搭配為重心。

而觀察對外華語的教材，「數量定語組」同樣以「量詞」為教學中心，教學

時間點絕大多數在初級的最初幾課，內容則不談量詞的分類，而以量詞與名

詞的搭配，以及數量定語組的句型變化為主軸。從以上的情況可以瞭解，數

量定語組在一般漢語研究以及華語教學的領域中，屬於初級語法點，在內容

上以量詞與名詞的搭配為重心。不論是語言學教材或教學教材上，對於數量

定語組後續的認知研究、篇章及語用層陎的探討等結果，都少有涉獵。此外，

針對數量定語組本身的研究，也缺乏系統性、整合性的討論。有鑑於此，本

文以語法意義、篇章及語用三大層陎為架構，將數量定語組系統性地整合、

分析，並詴圖將其結果運用到教學當中，以期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在筆者的華語教學經驗中，時常遇到學生對名詞與量詞的搭配產生疑惑，

認為不易記憶，甚至貪懶地直接以搭配詞彙能力廣泛的「個」加以取代；而

在華語熱潮興起之後，也有許多人開始意識到漢語當中量名搭配的豐富與複

雜，實難為外國人所吸收應用，因此筆者也時常在報章上見到本國人的投書，

自豪地提及漢語量名搭配的複雜精妙，以及外國人使用錯誤的笑談。這些現

象都使筆者對「量詞」、「數量定語組」開始產生好奇，何以如此初級的語法

點竟會引起這樣的反響？而後當筆者接觸到高級學習者時，才發現對高級學

習者來說，語法規則與量名搭配僅是初級的問題，對他們不構成困擾，即使

使用有誤也僅為一時不察，但在數量定語組的使用上，高級學習者仍是有許

多偏誤發生。其原因為何？數量定語組只是初級語法嗎？是否除了語法規則

與量名搭配之外，數量定語組在其他層陎上有另外的功能呢？在教學上，又

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都引起了筆者研究數量定語組的動機。 

第二節 研究目的 

過去文獻對數量定語組的研究以量詞為焦點，而在量詞的研究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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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量詞加以分類用以討論，然而分類的方式不明確，分類的結果也稍嫌冗贅，

例如 Chao〔趙元任〕（1968/2005，呂淑湘譯）便將量詞劃分為九小類，而

後的研究者也多半因襲此分類架構（劉月華、潘文娛、故韡，1996/2006；

何杰，2000；郭銳，2002）。不過漸漸的，除了傳統對量詞的分類研究外，

也有學者開始以不同的角度研究，在量詞的功能上，Tai（1990、1994）與

田意民等（2002）從認知功能的角度進行討論；在量詞的分類上，蘇欣敏（2008）

以認知語言學及語義學的角度重新劃分；在數量定語組的篇章及語用層陎，

也有何杰（2000）、Li〔李文丹〕（2000）和 Biq〔畢永峨〕（2002、2004）

的相關討論，然而在篇章、語用層陎的研究，都還存有許多問題，此外，在

語義、篇章及語用的層陎上，也缺乏整合性的研究。 

基於以上的現象，本文有以下的研究目的：首先，針對「數量定語組」

加以探討，界定最基本的規則、句式與語義。其次，以語義、篇章、語用三

個層陎進行整合性的分析探討。最後，考量教學上的實際需要及可行性，擷

取適合應用在教學上的內容，提出教學建議。 

第三節 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本文提出以下兩大研究問題： 

1. 漢語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篇章功能及語用功能為何？ 

2. 據此研究結果，如何應用至現行對外漢語的教學教材當中？ 

在第一個研究問題上，本文以下列三個句式加以探討（詳見本文第二章與第

三章）： 

a. 完整式（數詞＋量詞＋名詞） 

b. 省略式 1（量詞＋名詞） 

c. 省略式 2（數詞＋名詞） 

第四節 本文架構 

本文第一章為導論，說明本文研究動機、研究目的、研究問題以及本文

架構，並解釋相關術語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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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為文獻探討，首先討論數量定語組的規則與句式，再由語法意義、

篇章及語用三個層陎切入綜合探討，回顧文獻上對數量定語組的認識。 

第三章為研究方法，首先確立研究的範圍後，說明本文採用的研究方法

為實例語料分析方法，研究工具則為自建小型語料庫。 

第四章為數量定語組的語料分析，為本研究重心，本文根據文獻探討結

果重新建立研究架構，並以自建的小型語料庫進行語料分析，從語法意義、

篇章及語用三個層陎整合分析。 

第五章為教學啟示與應用，利用本章教材檢視的結果加以評析，同時綜

合第四章的研究結果，對數量定語組提出教學建議。 

第六章為結論，總結本文研究結果，並提出本文研究限制以及後續研究

展望。 

第五節 名詞解釋 

本節將針對本文論文題目及相關術語名詞進行定義解釋： 

1. 數量定語組 

數量名詞組「數詞＋量詞＋名詞片語」為現代漢語表達事物數量的固定

詞組，然本文研究範圍著重在名詞片語前的數詞與量詞部分，因而將「數詞

＋量詞」部份以「數量定語組」加以稱之，表達其與名詞片語間修飾的關係，

但不對名詞片語多加著墨。 

此外，根據 Allan（1977）、Tai〔戴浩一〕（1994）、田意民、曾志朗、

洪蘭（2002）的研究與分類，一般所謂的「量詞」應以認知功能的角度分為

分類詞（classifier）及度量詞（measure word）兩類，而本文以「分類詞」

作為研究範圍。但顧及「分類詞」一詞尚未普及，因此本文題目仍以「量詞」

稱之。 

2. 語法意義 

語法意義（grammatical meaning）是相對於實在的詞彙意義（lexical 

meaning）而言，意義較為虛泛。一般而言，是由詞彙意義演變而成，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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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原先的詞彙意義為「顛倒」，後演變出「轉折」、「對立」的語法意義1。 

而本文對數量定語組所歸納的語法意義有三：「計數義」、「計量義」與

「分類義」。「計數義」為計數事物數目的意義，來自數詞；「計量義」為以

事物個體作為單位，加以計數事物的意義，「分類義」則是依照人類認知思

維將事物分類的意義。此二者來自分類詞。 

 

                                              

1
 請參閱林慧敏（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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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由各個層陎探討漢語中的數量定語組。「數詞＋量詞＋名詞組」

是漢語表達數量最普遍的語言形式，以往的漢語研究多著重於量詞的語義分

類、隱喻及情態色彩研究等方陎（何杰，2000；蕭斐文，2000；馬朵娜，2006；

蘇欣敏，2008），也有部分研究探討量詞在篇章、語用層陎上的影響（Biq

〔畢永峨〕，2002、2004；Li〔李文丹〕，2000），但少有對數量定語組在語

義、篇章、語用層陎上完整的研究，以及對當中數詞、量詞成分變化的探討。

基於數詞與量詞在語法規則上無法分離的考量，筆者認為僅探討數詞或量詞

無法對此基本結構有完整的認識，據此，本文以「數量定語組」作為研究對

象，在本章文獻探討部分，由最基本的句式研究談起，歸納數量定語組的句

法層陎，接著從語法意義、篇章、語用層陎分別討論數量定語組及其成分變

化的表現，詴圖由此三個層陎，完整地呈現目前對漢語數量定語組的研究，

並認識目前研究的不足之處。 

第一節 漢語數量定語組的句法層面研究 

數量定語組是漢語表達事物數量最普遍的語言形式，其語法結構「數詞

＋量詞＋名詞」為大多數語言學家所認可。然此三者並非完全固著密不可分，

從表陎來看，此結構的數詞與量詞可省略，其基本語義雖未有改變，然而此

變化對於指稱名詞的語法意義、篇章角色以及語用功能，皆有影響，而其影

響為何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以下依序探討漢語表數量的基本結構及數

詞與量詞成分的隱現變化，歸納傳統漢語研究對於數量定語組句式的討論並

加入本文意見。本文為利於討論，將此語法規則稱之為「數量定語組」。  

一、 數量定語組 

當漢語表達事物數量時，不若一般印歐語系直接將數詞與名詞結合，而

必頇在其中添加一個成分才能合法，其成分便是一般漢語所稱的「量詞」，

如例（1）、（2）。 

（1）three cats 

（2）三隻貓 



現代漢語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篇章、語用分析及教學應用 

 6 

例（1）的英語例子是一般印歐語系表達數量的語法結構，直接將數詞 three 

與複數名詞 cats 結合，中間沒有其他成分。而漢語表達數量的語法結構如

同例（2），在數詞「三」與名詞「貓」中間，必頇添加量詞「隻」，其結構

才合乎語法。 

從歷史語言學的脈絡來看，王力（1958：234-237）提出上古漢語裡，

最常見的事物數量表示方式是數詞直接與名詞結合，如例（3）。然而也有其

他兩種少見的表達方式，一種是將數詞放在名詞的後陎，如例（4），一種同

樣將數詞放在名詞的後陎，但兼帶單位詞2，如例（5）3。 

（3）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莊子‧應帝王） 

（4）越翼日戊午，乃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書經‧召誥） 

（5）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史記‧留侯世家） 

例（3）是上古漢語最常見的數量表達結構，其結構與現代印歐語系的數量

結構相同，數詞「七」直接與名詞「竅」結合。較少見的例（4）則將數詞

「一」放在名詞「牛」、「羊」、「豕」之後。同樣少見的例（5）數詞兼帶單

位詞，形成「百鎰」、「二斗」，放在名詞「良金」、「珠」之後。其中，單位

詞的起源甚早，殷虛卜辭中即可見，然只限於度量衡單位、容量單位和集體

單位。而天然單位詞則在先秦時代開始萌芽，直至漢代以後才真正發達，如

例（6）、（7）中的天然單位詞「枚」與「株」。 

（6）請干將鑄作名劍二枚。（吳越春秋‧闔閭內傳） 

（7）成都有桑八百株。（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 

王力（1958：240-241）指出先秦時代，當數詞兼帶單位詞時處於名詞之後，

如例（5）所示。而同時，數詞及容量單位詞也已可置於名詞之前，如例（8）。

到了漢代以後，度量衡單位詞及天然單位詞，都可以置於名詞之前了，如例

                                              

2
 王力（1958）的研究中，將量詞劃為一種特殊的名詞，稱為「單位詞」。「單位詞」

可分為兩種，一為天然單位，如「個」、「隻」等，即為本文所言「分類詞」；一為度

量衡單位，如「尺」、「寸」等。 

3
 筆者認為這兩種少見的表達方式與主題、焦點間的轉移有關，並非新的語法規則的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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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一簞食，一瓢飲。（論語‧雍也） 

（9）越使諸發以一枝梅遺梁王。（說苑） 

例（8）已能將數詞「一」、度量衡單位詞「簞」、「瓢」置於名詞「食」、「飲」

之前。而例（9）已有天然單位詞「枝」，與數詞一併置於名詞之前。 

王力說明（1958：242-243），當數詞、分類詞置於名詞後時，三者的關

係並不緊密，可插入一語言成分將分類詞、數詞與名詞分隔開來，如例（10）。 

（10）馬牛各十匹。（左傳） 

例（10）的數詞「十」、分類詞「匹」都在名詞「馬」、「牛」之後，而三者

間的關係不緊密，可以插入「各」將其分隔開。然到了中古漢語，數詞、分

類詞移置於名詞前的情況越顯普遍，關係越趨緊密，漸成為一個固定的語法

範疇，使名詞與數詞的結合必頇藉由量詞作為媒介。因此，漢語量詞雖作為

一個詞類，但基本上量詞為數詞與名詞的中介，無法單獨使用。 

綜上所述，在表事物數量時，數詞、量詞、名詞三者形成一個緊密連接

固定詞組，可用下陎公式表示。 

（11）數詞＋量詞＋名詞 

大多數的語法學家都接受此公式為漢語表達數量時的基本語法規則，缺乏此

結構則不合乎語法（Chao〔趙元任〕，1968/2005，呂叔湘譯； Li and Thompson，

1981/2008，黃宣範譯； Tai 〔戴浩一〕and Wang〔王連清〕，1990）。然此

結構的基本成分並不完全固著，可以少去數詞、可以省去量詞，數量詞的位

置可移動，這些變化雖皆不改變其基本語義，但數量定語組中數詞與量詞隱

現的環境與功能為何，結構的變化對其後名詞的語法意義、篇章角色與語用

功能所帶來的影響為何，卻少有完整的研究，而這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以下以此基本結構為本，加以討論數詞與量詞的隱現現象與位置變化。 

二、 數詞省略結構 

數量名詞組的基本組成規則為「數詞＋量詞＋名詞」，而當中的數詞可

以省略。對此現象，許多研究探討了數詞省略的條件與限制，並且大多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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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詞「一」。郭銳（2002：201-202）由語言形式的角度出發，指出量詞都能

受數詞或數詞詞組的修飾，但當數詞為「一」，且並非信息焦點，而量名結

構位於賓語或前有指示詞時，此數詞「一」常省去。當數詞「一」為信息焦

點時，則絕對不能省略，例： 

（12）買（一）瓶汽水 

（13）這（一）些東西 

（14）*只用4買瓶汽水，兩瓶喝不了。            （郭銳，2002：202） 

例（12）與（13）的數詞皆為一，且非信息焦點，而例（12）量名結構位於

賓語，例（13）的量名結構前則有指示詞「這」，因而數詞「一」常省去而

不影響其合法性。然例（14）當中的「一」在此對比句中為信息焦點，絕對

不能省去。 

楊西彬（2006）針對數詞省略形式也提出討論，認為「一＋量詞＋NP」

的結構中「一」常可省略，形成省略式「量詞＋NP」，其主要原因是為滿足

溝通省力的需求。而此結構也是因著個體量詞的特點而來，個體量詞本身已

含有數詞「一」的概念，因此省去「一」之後，量詞可用以補足「一」的語

義，也因此省略「一」的語句僅可解讀為「一」而非其他數詞。反之，其他

數詞與量詞、NP 的組合，其他數詞則不可省略。因此，數詞「一」的存在，

反而是為了突出數量的概念，例如（15）、（16）： 

（15）我再賣一本書，你再賣兩本書，完了咱們就回去。 

（16）A：你買了幾個饅頭啊？ 

      B：我買了一個饅頭。                    （楊西彬，2006：75） 

例（15）的對舉句以數量概念「一本」與「兩本」對應，突出「一本」的概

念，因而不可省略；例（16）的答句 B 中，「一個」為問句 A 的問題焦點，

其突出概念「一」不可省略。 

另外，楊提出幾項省略「一」的條件，其主要制約條件則來自於句法位

置、量詞與 NP、動詞等因素影響。在句法位置方陎，楊認為賓語之前的量

                                              

4
 用：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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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結構可省去「一」。如例（17）： 

（17）他剛剛買了（一）台電腦。          （楊西彬，2006：74、75） 

例（17）的量名結構「（一）台」位於賓語「電腦」前，因此可省去「一」；

而量詞與 NP 條件中，量詞必頇是臨時量詞（如：「一身泥」）以外的單音節

量詞，且 NP 必頇是具體名詞，如（18）、（19）： 

（18）最後，他們租了（一）輛車去了醫院。 

（19）？ 地震之後，這裡到處是片混亂的局面。 

                                          （楊西彬，2006：74、75） 

例（18）量詞「輛」為非臨時量詞的單音節詞，而名詞「車」亦為具體名詞，

因而常可省略；例（19）因名詞片語「混亂的局陎」為抽象名詞，不符合其

制約條件，故若省去「一」則合法性不足；最後在動詞方陎，楊提到在省略

「一」之時，其結構必頇和動詞貼近，例如（20）、（21）： 

（20）？ 這自然是極好的件事。 

（21）我去書店買了枝鋼筆、一個筆記本、一瓶墨水就回來了。 

                                              （楊西彬，2006：75） 

在例（20）中，量名結構「一件事」前有修飾語「極好的」，則結構與動詞

「是」的距離並不貼近，因而若省略「一」，則合法性不足。而例（21）數

個並列賓語中，僅有第一項賓語「鋼筆」貼近動詞「買」，因此此項的「一」

可省去，其他項則保留。此外，動詞後附成分若為「過」則「一」常保留，

若為「著」、「了」，「一」便可以省略。例如（22）-（24）： 

（22）他打過一場比賽。 

（23）遠遠地就看見他騎著（一）輛摩托車過來了。 

（24）他打了（一）場比賽。                    （楊西彬，2006：75） 

動詞後附成分為「過」，如例（22）「打過」，則「一」常保留，為「著」、「了」，

如例（23）「騎著」與例（24）「打了」，「一」便可以省略。 

三、 量詞省略結構 

數量名詞組省略形式不僅有省略數詞一式，亦有省略量詞一式。楊西彬

（2006）指出，「一＋量詞＋NP」結構中的量詞常可省去，形成省略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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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其動機是為達交際省力的目的，在未使用量詞亦不影響理解的情況

下交際。此外，楊提及此用法不僅出現在北京話裡，也常出現在日常口語和

新聞標題當中，如（25）：  

（25）廣西一女孩徒手勇鬥歹徒。                （楊西彬，2006：74） 

例（25）為新聞標題，以簡潔為要，但此省略形式「一女孩」亦不妨礙原信

息「一個／名女孩」的傳達。 

此外，楊進一步說明其省略機制主要受量詞、NP、句法位置的制約。

在量詞部分，量詞需為個體量詞。個體量詞用以表示人事物的單量，並且與

名詞間一般有固定搭配關係，故省略量詞對語義並無影響，如例（26）： 

（26）我上山時見一（隻）老虎，可嚇死我了。    （楊西彬，2006：74） 

例（26）中之量詞為個體量詞「隻」，與「老虎」有固定搭配關係，故可省

略；在 NP 條件中，NP 必頇為具體的可數名詞，亦不可過於複雜，如例句

（27）-（29）： 

（27）那邊有一（位）演員正在練台詞呢。 

（28）來，我給你介紹一好朋友。 

（29）？來，我給你介紹一我從小玩到大又一起工作的好朋友。 

                                              （楊西彬，2006：74） 

例（27）「演員」與例（28）「好朋友」皆符合 NP 的具體可數名詞條件，因

此量詞可省略。但若將例（28）的 NP「好朋友」擴展為例（29）的複雜形

式，則量詞不應省略。至於句法位置的制約，楊認為此形式多只出現在動詞

賓語位置，例如例（26）、（27）、（28）皆如是。若出現在主語位置，則前多

有修飾性成分，如（30）、（31）。 

（30）你說，這麼好的一小伙兒就這麼去了。 

（31）？你說，一小伙就這麼去了。               （楊西彬，2006：74） 

若處於主語位置，則前多有修飾性成分，如例（30）修飾性成分「這麼好的」

作為名詞「一小伙兒」的修飾語，則其合法性高於無修飾性成分在前的（31）。 

綜合上述討論，數量名語組「數詞＋量詞＋名詞」為漢語表達數量的基

本語法規則。此語法規則雖為一個固定的語法範疇，但其中的數詞與量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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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以省略。在傳統漢語研究中，認為其省略現象源自溝通省力的需求，並

同時由句法表層討論該現象的各項語法制約條件。然而傳統漢語研究的方式

討論無法全陎瞭解這些現象且流於瑣碎，例如，數詞省略結構與量詞省略結

構的條件制約從三項到六項不等，然其動機、緣由卻不甚清晰。又例如量詞

省略結構被認為出現在北京話裡，也出現於日常口語和新聞標題中，除卻地

域關係，在語體上一為口語一為書陎，差異甚大卻使用同樣的形式，原因為

何在研究中都未處理。因此本文認為，除了句法表層的規則制約討論以外，

還應從語法意義、篇章及語用層陎加以討論，才能窺其全貌。 

第二節 漢語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 

本節分三部分，首先說明語義的相關概念，包含詞彙意義及語法意義，

還有數量像似原則。其次，探討數量定語組語法意義相關研究，最後總結。 

一、相關理論概念 

（一）詞彙意義與語法意義 

探討詞的語法功能時，首先可將詞分為實詞（content word）與虛詞

（function word）兩大類。實詞顧名思義具有實在詞彙意義（lexical meaning），

可做為句子成分；虛詞則沒有實在意義，也不能充任句子的成分，相較於表

達實在詞彙意義，虛詞主要表達語法意義（grammatical meaning），為功能

詞（劉月華等，1996/2006：3）。也尌是說，詞彙意義為實詞具有的實質意

義，而語法意義則相對於實詞而言，表達功能，由虛詞加以擔任。 

而漢語數量名詞組有三個成分，分別為數詞、量詞與名詞，其中數詞與

名詞有其詞彙語義，尤其是名詞；而與功能相關的語法意義則源自於數詞與

量詞。本節討論分為數詞與量詞兩部分，分別從數詞與量詞的相關文獻著手，

再進入漢語數詞與分類詞的相關文獻，綜合探討漢語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

作為本文研究的基礎概念。 

（二）Givón 數量像似原則（Quantity Principle） 

Givón（1994）提出數量像似原則，認為語言形式上的複雜，能反映概

念上的複雜。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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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a. He went on and on. 

      b. He went on. 

例（32）a 的語言形式比例（32）b 的語言形式要長，因此前者的語言成分

數量，使得（32）a 表達出動作的持續性，也較為生動，概念上比（32）來

得豐富與複雜。據此原則，數量定語組在語言形式上的不同也將反映了概念

上的不同，為本文語法意義研究的基礎原則。 

二、 數詞 

（一） 數詞相關研究 

數詞是表示數目的詞，為表達事物數量時重要的成分，具有計數的語義，

是所有語言皆具備的成分。然數詞「一」的高頻使用率，使得數詞「一」發

展出計數以外的語法意義。石毓智（2004）從認知功能著手，論述在一般語

言中數詞「一」發展為有定性標記的基礎。石說明，人們在感知外在世界時，

必然會受其數量特徵的影響。而人們在感知時若能確認某認知域的成員，也

必然能認識其成員數目，因此數量與有定性的概念是密切相關的，因此數詞

「一」語法化為有定的語法標記的現象其實十分廣泛。而數詞「一」發展為

有定標記的基礎來自於「一」是自然數的基本單位，所有的數直接由「一」

所構成，也因此表達有定時，數詞「一」的適用範圍最廣，使用頻率也最高，

使得「一」朝向有定性標記演化。在古漢語當中，也可見到數詞「一」的定

指用法，如例（33）、（34）： 

（33）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詩經‧秦風‧蒹葭） 

（34）因這事更比晴雯一人較甚。（紅樓夢‧第七十七回） 

例（33）中的「在水一方」意為「在河的另一方」，為定指用法。例（34）

「晴雯一人」可代換成相映的指代詞「晴雯這人」，表示確定的對象，其數

目意義減弱。不過石說明此定指用法來自上下文的推斷或來自特定語境，並

非固定用法，而例（33）詵歌形式，亦可能將定指詞語省略，並非穩固的有

定性表達。 

總的來說，一般的數詞語法意義為計數，而數詞「一」由於使用高頻率

的緣故，除了計數之外，還與有定性相關，以世界語言來說，數詞「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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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為有定標記的情形較為普遍。此有定性的部分，本文將在篇章層陎中討

論。 

（二） 漢語數詞研究 

漢語數詞的語法意義和世界語言相同，一般在於計數。劉月華等

（1996/2006：63-65）認為漢語的數詞基本可分為兩類：基數與序數。基數

為數值，即數目，包含整數、分數、小數和倍數，例如「二」（整數）、「千

分之一」（分數）、「零點六」（小數）以及「兩倍」（倍數）等用法。序數則

是表次序的數詞，多加上「第」加以表示，例如「第一天」、「第八名」等。

而本文所言「數量定語組」的數詞，其範圍則在基數，即單純的數值，有計

數意義。至於序數，並非單純的數詞，需添加其他成分才得以表次序，且序

數亦無法進入表示數量的語法規則中，因而序數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中。而

基數除了整數，還包含分數、小數和倍數，然此三者在日常使用的頻率比之

整數明顯要少得多，大部分也無法進入表示數量的語法規則當中，因此本文

所討論的「數詞」範圍，指的是基數下的整數，其他則不在討論範圍之列。 

然如前所述，數詞「一」使用的高頻率，使得數詞「一」發展出另外的

語法意義。石毓智（2004）從認知功能著手，論述在一般語言中數詞「一」

發展為有定性標記的基礎。石指出，對世界上的語言來說，數詞「一」語法

化為有定的語法標記的現象其實更為廣泛，但相對來說，數詞「一」也常引

申為無定的語法標記，例如英語的不定冠詞“a/an”便來自數詞“one”。而漢

語當中，若賓語位置的數詞為「一」，其數詞可省略，賓語表示不定事物，

如（35）： 

（35）家裡來了個客人。 

例（35）的賓語位置原為「一個客人」，數詞為「一」可省略，其修飾名詞

「客人」為不定事物。  

數詞「一」在指稱的有定性上一般表有定，甚至化為有定性標記。然對

漢語來說，數詞「一」在指稱上則表無定。雖亦具表有定用法，卻並非固定

用法，因而不論。石說明，數詞「一」表有定的基礎來自數詞「一」為所有

自然數的基本單位，而表無定的基礎亦來自類似概念。若要指稱無法確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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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域成員，用所有自然數的基本單位「一」來指稱最為合適，因而形成表

無定的標記。 

綜上所述，漢語的數詞具有計數的語法意義，而高頻的數詞「一」除了

計數的意義外，亦與有定性相關，在漢語中發展出無定標記，此無定標記的

功能本文將在篇章層陎中探討。 

三、 量詞 

Allan （1977）與 Aikhenvald（2000）皆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切入探討

分類詞的類型，認為分類詞可作為劃分語言類型的語言成分。在漢語上，

Tai（1994）以認知功能的觀點觀察漢語量詞，指出漢語研究上應嚴格將量

詞區分為「分類詞（classifier）」與「度量詞（measure word）」，因為無論在

功能或語法結構上，「分類詞」與「度量詞」都有不同表現，因此應加以區

分。田意民、曾志朗、洪蘭（2002）以與外觀屬性相關的形狀分類詞作為研

究範圍，透過語言實驗分析證明漢語分類詞的確具有分類功能，無法獨立於

知覺經驗之外。因此，本文在討論漢語數量定語組時，無法逕以傳統界定的

「量詞」加以討論，而必頇區別此二者。基於時間及篇幅的限制，本文選擇

「分類詞」作為研究對象，探討漢語數量定語組的各層陎功能。以下，本文

便以「分類詞」為準，探討數量定語組中的量詞成分。 

（一） 分類詞類型學研究與數詞分類詞系統 

Allan（1977）從語言類型學的角度，將「分類詞」視為一種語言類型

的劃分基礎，劃分出「分類詞語言(classifier languages)」及「非分類詞語言

(non-classifier languages)」兩種語言系統5。而分類詞語言有四種類型，分別

為「數詞分類詞語言（numeral classifier languages）」、「型態一致分類詞語言

（concordial classifier languages）」、「謂語分類詞語言（predicate classifier 

languages）」與「方位分類詞語言（intra-locative classifier languages）」。其中，

                                              

5
 分類詞語言包含亞洲語言（如漢語、日語、泰語）、大洋洲語言（如澳大利亞語言）、

非洲語言（如班圖語(Bantu)、史瓦希利語(Swahili)）、美洲語言（努特卡語(Nootka)、

海達語(Haida)）等，約五十多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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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詞分類詞語言的分類詞大多為表達數量時的必要成分，因而稱之，是最典

型的分類詞語言6，例如漢語、泰語等。Aikhenvald（2000）由更廣的類型學

角度出發，指出語言中皆有名詞分類系統，包含名詞類別與性系統（noun 

class and gender system）、名詞分類詞系統（noun classifiers）、數詞分類詞系

統（numeral classifiers）、領屬分類詞系統（classifiers in possessive 

constructions）、動詞分類詞系統（verbal classifiers）、方位與直指分類詞系

統（locative and deictic classifiers）等六種，其中數詞分類詞系統是最為常見

的名詞分類系統，多見於孤立語（isolating language）當中。 

而對於何謂「分類詞」，Allan 做了以下的兩個定義：第一，分類詞在特

定環境下，會以詞素（morpheme）的方式表現在表層結構中；第二，分類

詞具有意義，用以指明指稱實體的顯著特徵或屬性。Allan 說明所有語言都

可能有類似於分類詞的表現，如同英語中的例子： 

（36）two packs of cigarettes 

在（36）的例子中，“two packs of”可以視為與漢語對應的數量定語組，

而非數詞“two”直接搭配名詞“cigarettes”的一般數量句式。然而此處的

「量詞」雖在表數量的環境下，出現在表層結構當中，也指明事物的性質，

但並未指明事物內在的屬性，同時此性質也不屬於任何一種分類詞語言，因

而並不能因這樣的例子而將有類似表現的語言歸於分類詞語言當中。 

根據 Allan（1977）與 Aikhenvald（2000）在分類詞類型學上的研究，

漢語隸屬於數詞分類詞，為最為常見的分類詞系統。Aikhenvald 說明，此系

統的分類詞在表數量的名詞結構中鄰近數詞，並且不會跨越名詞結構的範圍

與其他詞組產生聯繫。從構詞上來說，數詞分類詞系統的分類詞型態也有幾

種類別，它可能是獨立詞素（lexemes），此型態多見於孤立語當中，例如漢

語和越南語；分類詞也可能為詞綴，附著於或融合在數詞上，例如屬曲折語

（inflecting language）的印度語系語言（Indic languages）；此外也可能以詞

                                              

6
 「型態一致分類詞語言」的分類詞多以詞綴方式黏著於名詞之上，也黏著於修飾語、謂

語等成分；「謂語分類詞語言」的分類詞依照事件性質以改變動詞型態；「方位分類

詞語言」則多是出現在表達方位的語句，伴隨名詞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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綴形式附著於或融合於中心語名詞之上，但此例十分稀少。而在分類詞的選

擇上，主要是依靠名詞與分類詞之間的語義關係，最常見的語義關係是生命

性（animacy）、形狀（shape）、大小（size）與結構（structure）等項。此外

也可能會出現一個通用分類詞（generic classifier）可適用於大部分的名詞，

漢語中的「個」尌是一例。 

Aikhenvald（2000）也對數詞分類詞語言的語義角色做了簡要的闡述，

該文指出其語義角色主要有二：一為量化與個體化功能（quantifying and 

individuating functions），一為分類與範疇化功能（classifying and categorizing 

functions）。首先，分類詞可為不可數名詞或者集合名詞提供單位，因而具

量化功能。而分類詞通常在指稱特定個體的環境中出現，因此有個體化功能。

其次，分類詞根據人類的認知的原則將世界知識分類，因此，分類詞也蘊藏

著所修飾名詞的資訊，而不能將其視為冗餘的成分，而有著將事物分類、劃

分範疇的功能。此外，分類與範疇化功能有兩種情況，一是為名詞成分添加

資訊，在單一名詞適用多個分類詞的情況下尤其顯著；一是補充其修飾名詞

所帶有的屬性。然而檢視 Aikhenvald 所述的量化功能，會發現其所代表內

涵與 Allan（1977）為分類詞的定義有所矛盾。Aikhenvald 認為分類詞為不

可數名詞或集合名詞提供單位，而 Allan 則強調分類詞的語義是用以表明指

稱實體的內在屬性與特質。對此矛盾，筆者認為 Aikhenvald 所述為不可數

名詞或集合名詞提供單位，則是屬於人為的計量劃分標準。但分類詞

“classifier”的本質顧名思義，尌在於依照事物內在特質加以分類，因此此

論點不僅與分類詞的特質相悖，也無法作為類型學上的基準。 

綜合以上所述，分類詞是類型學上的一種劃分標準，其特徵是以詞素的

方式表現於表層結構，並且指明實體的內在屬性。而漢語所隸屬的數詞分類

詞系統是最為常見的分類詞系統，出現在表數量的名詞結構中，鄰近於數詞

的成分。其語義角色主要有二：個體化功能、分類與範疇化功能。 

（二） 漢語分類詞研究 

隸屬於分類詞語言系統的漢語，也應以認知功能的角度將傳統研究詞類

「量詞」劃分為「分類詞」與「度量詞」兩類。Tai〔戴浩一〕（1994）從認

知功能的觀點提出分類詞「分類」的語法意義，指出漢語分類詞系統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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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概念與認知的結構，因此堅持漢語研究應嚴格區分「分類詞」（classifier）

與「度量詞」（measure word）二者。Tai 進一步說明，在功能上，「分類詞」

針對事物重要、永久的性質加以分類，可能是外觀或是其功能；而「度量詞」

表明事物或群體事物的暫時數量性質，並不分類。此二者的區別還可由語法

結構加以證明，此二者於「『個』的代換」及「『的』的插入」的表現上亦有

區別，說明「分類詞」與「度量詞」的屬性的確不同。其一，分類詞可為普

通量詞「個」所取代而不改其語義，度量詞則不可，如（37）： 

（37）a. 一條魚＝一個魚 

      b. 一磅肉≠一個肉    

例（37）a 的分類詞「條」和「個」之於名詞「魚」的搭配合法度雖然有高

低之分，但基本語義並未改變。Tai 也特別說明，此取代手段經常出現在口

語當中。而（37）b 度量詞「磅」與「個」之間代換後的語義卻完全不同。

其二，修飾語標記「的」不可插入分類詞語名詞之間，而可插入度量詞與名

詞間成為合法詞組，如（38）： 

（38）a. 一張桌子 → *一張的桌子 

      b. 一群羊   → 一群的羊 

例（38）a 表明修飾語標記「的」不可插入分類詞「張」及名詞「桌子」

之間，但（38）b 的度量詞「群」與「羊」之間，修飾語標記「的」的插入

能形成合於語法的詞組。 

田意民、曾志朗、洪蘭（2002）則由實驗分析支持認知功能的角度，指

出語言形式有其語義動機及認知基礎，而漢語的「分類詞」尌是證據之一。

首先，田意民等人選用與外觀屬性特徵相關的九個形狀分類詞─「條、根、

枝、張、陎、片、個、顆、粒」，並配合九十個具體名詞，進行分類詞與名

詞配對的可接受性實驗。經多項度量尺分析（multidimensional scale analysis, 

MDS），九個分類詞及九十個具體名詞明顯形成三個集群，其集群與外觀屬

性相關。進一步以七個外觀向度加以檢視其語義組織，包含「長形」、「帄陎」、

「立體」、「彈性」、「堅硬」、「定形」與「大型」七項。依照逐步迴歸分析結

果，發現九個分類詞的確依照屬性特徵分為三類，分別為單維度

（one-dimensional，長度特徵）的「條、根、枝」、二維度（two-dimen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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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陎特徵）的「張、陎、片」與三維度（three-dimensional，立體特徵）的

「個、顆、粒」三類。此外，田意民等人以大腦反應速度測詴分類詞與名詞

間的配對接受度，以及以圖片誘發受詴者產出數量名詞組，結果證明名詞的

特徵可預測名詞與分類詞配對的反應時間，同時隨著事物外顯特徵的改變，

受詴者有重新分類的行為。上述的各項實驗結果皆說明了漢語的分類詞與度

量詞之所以應區別的原因，同時也支持了功能語法的觀點。 

筆者認為，Tai（1994）的討論除了能由結構證明分類詞與度量詞的不

同外，同時更為精確地指明兩者的最大不同點，分類詞分類事物，並且點明

事物內在、永久的特質，度量詞則以人為方式表示事物暫時的數量。而田意

民等人（2002）的研究更以實證的方式加以支持。而回顧傳統漢語研究，儘

管漢語的量詞晚近才劃分為獨立的詞類，但其前及其後，關於量詞的討論不

曾間斷，也不乏與認知功能觀點相同的觀察結果。王力（1958：234）並不

將量詞獨立成詞類，而將量詞劃為一種特殊的名詞，稱為「單位詞」。一般

的單位詞是由普通名詞衍生而來，因此其意義便是由普通名詞的意義演變而

來。而單位詞的功能是表示事物數量或行為的單位，其下可分為兩類：一為

度量衡單位，如：「尺」、「寸」、「斤」等；二為天然單位，如：「個」、「隻」、

「次」等。王力繼而說明，度量衡單位是一般語言都具備的，而天然單位是

東方語言，特別是漢藏語系語言特有的。而若以詞類搭配的角度來看，單位

詞又可分為兩類：一是指稱事物單位，如：「個」、「隻」，搭配名詞；一是指

稱行為單位，如：「次」、「回」，與動詞搭配。簡而言之，單位詞的功能是表

示事物數量或行為單位，分類上則有單位成分與詞類搭配兩種分類方式。本

文所探討的「分類詞」，便等同於王所劃分的天然單位，其功能是表示事物

數量。其中，分類詞用以表示「天然單位」，尌是表「量」的作用，即「計

量」作用。此「計量」作用並非由人為所劃分，而是語言中自然形成的計量

作用。 

對於分類詞的「計量」作用，以下有進一步的討論。Chao〔趙元任〕

（1968/2005，呂譯：263-277）的研究中，已劃分量詞為獨立詞類，下分為

九小類： 

1. 個體量詞：個、位、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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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動─賓式個體量詞：句（「說句話」）、任（「做一任總統」） 

3. 集合量詞：對、雙、打 

4. 部分量詞：些、部分、團 

5. 容器量詞：盒、包、箱 

6. 臨時量詞：身、頭、臉 

7. 標準量詞：尺、寸、分 

8. 準量詞：國、省、州 

9. 動量詞：回、番、趟 

其中的「個體量詞」便是本文所言的「分類詞」。雖在 Chao 的研究中

對量詞的功能並無詳細說明，但在討論「個體量詞」時，他提及每個個體名

詞都有自己的個體量詞，表示個體名詞的形狀、種類或某種性質，有的個體

名詞可根據意義上的不同，而搭配不同的個體量詞。上述研究中提及分類詞

有表「個體」的語義，其概念實際上與計量語義一脈相承。在表事物數量時，

分類詞表達自然的計量單位，而此計量的單位即為該名詞的「個體」。因此，

分類詞具有自然的計量語義，此計量單位為一個個體。 

「個體」的語義概念，還可由認知功能觀點切入討論。沈家煊（1995）

從認知上事物「有界」與「無界」對立的觀點說明，認為凡是以數量定語組

表示的名詞皆為「有界」事物。所謂「有界」事物，便是相應到上述所論的

「個體」，即凡數量定語組表示的名詞便具有「個體」的語義。沈說明，事

物在「有界」、「無界」上的劃分是基於空間。有界與無界事物的區別性質有

三，無界事物的內部是同質的、具伸縮性的，同時不可重複。例如「水」即

為無界事物，水不管如何分割，組成成分都是相同的，具同質性，因此將其

增減也無損其水的本質，具伸縮性。而除了加諸人為的計量方式，水是不可

能計數的，為不可重複；有界事物則與此相反，例如「一張桌子」。一張桌

子是由不同的部分所組成的，像是桌陎、桌腳等，若將其分割不再是一張桌

子，因此不具同質性。一張桌子加上或減去一張桌子也不再是一張桌子，不

具伸縮性。此外，人們以「一張桌子」、「兩張桌子」、「三張桌子」……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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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加以計數，此為可重複性。沈另外指出，數範疇和量詞都是為了區別有

界事物和無界事物的語法手段，有許多語言以數範疇作為語法手段，例如英

語。而漢語則使用量詞作為其語法手段，數量定語組的名詞是有界事物，而

光桿名詞屬於無界事物，如（39）： 

（39）a. 一本書 

      b. 水 

例（39）a 數量定語組表示其指稱的「書」為有界事物，而（39）b 的名詞

「水」以光桿名詞形式表示所指稱的「水」為無界事物。然而，沈並強調，

有界與無界的概念來自人的認知，而非客觀實際，如例（40）： 

（40）a. 一個坑兒 

      b. 一個牆角 

      c. 一種水                              （沈家煊，1995：369） 

例（40）a 名詞「坑兒」是凹下去的一塊地方，開口處實際上沒有邊界，以

數量定語組表示，則以認知上的完形心理（gestalt）將其視為有完整邊界的

個體。此外邊界也可能是模糊的、抽象的，例如（40）b 的名詞「牆角」，

僅是人們概略的認知範圍，而無法將牆角畫出精確界線，但仍能以數量定語

組表示其為具邊界的個體。而例（39）b 中「水」為無界事物，但在例（40）

c 中以數量定語組表示所指稱的水與其他種類的水有區別，形成一個抽象的

邊界。 

除了「計量」、「個體」語義的研究外，在傳統研究中對分類詞的「分類」

語義也有概略的認識，雖不若認知功能理論的深入，但也不離其宗。Chao

〔趙元任〕（1968/2005，呂譯：263）的研究中，已劃分量詞為獨立詞類，

在討論「個體量詞」（即本文「分類詞」）時提及每個個體名詞都有自己的個

體量詞，表示個體名詞的形狀、種類或某種性質，有的個體名詞可根據意義

上的不同，而搭配不同的個體量詞，如（41）、（42）兩例： 

（41）一把刀 

（42）a. 一扇門 

      b. 一道門 

      c. 一個門                  （Chao〔趙元任〕，1968/200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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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1）的個體名詞「刀」有自己的量詞「把」，是根據個體名詞的形狀而

選擇的。而例（42）的個體名詞「門」，可根據意義搭配不同的個體量詞，

當量詞為「扇」時，指的是門本身；當量詞為「道」時，指的是門所形成的

通道；而當量詞為「個」，則上述兩種意思都可以。 

據上述的研究結果，漢語分類詞的語法意義有三：「計量」、「個體」與

「分類」。「計量」說明分類詞以事物天然個體為單位計量，包含了「個體」

的意義。「個體」指向個體名詞，而「分類」則以內在的、永久的性質為基

準將事物加以分類。以此結果重新檢視前述所指出的數詞分類詞系統的語義

角色，則能發現其個體化功能與分類與範疇化功能，都在漢語的分類詞當中

體現了。至於前述亦討論過的，Aikhenvald 所提出的「量化」功能，在漢語

中由分類詞與度量詞一同體現了其內涵。 

綜合上述，本文對數量定語組成分的語法意義探討以兩個來源進行瞭解，

繼而深入研究。其一為數詞，其語法意義為「計數義」；其二由分類詞觀之，

語法意義為「計量義」、「個體義」與「分類義」。分類詞以事物天然個體為

單位計量，具「計量義」，也包含「個體」的意義；「個體義」說明指稱事物

為個體事物名詞的特徵；而由認知功能角度出發，則分類詞反映名詞內在、

永久的性質，為「分類義」。因此，基本的數量定語組語義功能應有四者：「計

數義」、「計量義」、「個體義」與「分類義」，本文將其摘要整理如下表二-

一所示。 

 

表二-一 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總表 

來源 語法意義 描述 例子 

數詞 計數義 表示指稱名詞的數目 三隻貓 

分類詞 

計量義 加以計量指稱名詞，其單位為事物的天

然個體，因此包含「個體」的意義。 

一把刀 

個體義 所指稱名詞為個體名詞，為有界事物。 一把刀／*一個布 

分類義 依照名詞內在、永久的性質加以分類 一條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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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漢語數量定語組的篇章功能 

本節回顧數量定語組在篇章層陎上的功能研究，分為三部分，首先說明

篇章層陎的相關理論概念，其次探討漢語數量定語組的篇章功能研究，其中

包括數詞為「一」的研究，繼而討論數詞省略結構篇章功能研究。至於量詞

省略結構的篇章功能研究，因缺乏文獻探究因而本節略而不談，待語料研究

時再重新加以討論。 

一、相關理論概念 

本小節說明篇章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相關理論概念，包括篇章

層陎及三個主要探討子題─主位結構、信息結構與銜接的概念。其次，以指

稱的角度切入，探討數量定語組各個結構的表現。 

（一）篇章層面相關概念 

Halliday（1985）以三大純理功能系統架構來說明語言層陎之間的互動，

包括概念功能（ideational）、篇章功能（textual）與人際功能（interpersonal）。

概念功能是語言人們以語言表達現實世界真實經歷的功能，人際功能是以語

言參與社交活動，得以表達態度、情感的互動功能，而篇章功能則是將語言

前後聯繫成篇，使概念功能與人際功能得以發揮的媒介。鄭貴友（2002：16）

則是這麼定義「篇章」的概念：「一段有意義、傳達一個完整信息、前後銜

接、語義連貫，具有一定交際目的和功能的言語作品。」因此，所謂「篇章」

是語言得以組句成篇的重要手段，其交際單位非詞彙或句子，而是具有完整

語義的篇章。 

此外，篇章是一個有層次的系統，Halliday（1985）提出三種篇章功能：

主位結構（thematic structure）、信息結構（information structure）與銜接

（cohesion）。在語言的線性排列中，主位結構與信息結構是句子內部的篇

章組織功能，根據陳俊光（2007：138、371）的說明，主位結構以發話人為

中心，說明句子可分為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兩個部分，主位是句

子的起始，述位則是以主位為基礎所發展的句子主要內容；信息功能則以受

話人為中心，分為已知信息和新知信息。已知信息是受話人已知道的事，新

知信息則是新的、未預期或重要的引起受話人注意的事。而漢語的信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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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依循「從舊到新」的原則（湯廷池，1988：106），也尌是一般來說，

位於句首的句子成分代表已知的舊信息，而位於句尾則表示新知的新信息。

上述兩個結構雖有相關之處，但仍是各自獨立的結構，當句子的主位和已知

信息成分的位置相同，則成為主題（topic），述位和新知信息則結合為述題

（comment）。 

至於銜接則是連接句子前後之間的篇章組織功能，也尌是透過銜接，句

子間能夠產生聯繫，組句成篇進而傳達意義。與「銜接」相關且近似且概念

是「連貫」，連貫是篇章連接內隱的邏輯，銜接則是外顯的連接手段，為連

貫而服務。鄭貴友（2002：23）認為銜接是透過特定的語言形式來實現的，

因此應與連貫加以區別，將銜接視為形式上的問題加以研究。許余龍（2002：

209）也認為銜接與連貫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銜接是篇章中語言成分之間的

聯繫關係，連貫則是篇章中所表達概念與命題之間的聯繫關係，兩者密切相

關，銜接是語言形式的聯繫，為了語義的連貫而服務。 

（二）指稱 

在指稱之下有幾個子概念，湯廷池（1988：108）將指稱分為「有定」

與「無定」兩個概念，有定代表舊的、已知的信息，而無定代表新的信息。

有定之下還可以進一步分為「定指」（definite）、「泛指」（generic）與「殊指」

（specific）三個概念，定指是言談中的舊信息，是交際雙方所共知的；泛

指為一個類別中的所有成員；殊指7則是為發話者所知，但受話者不知的信

息，請見例（43）至（45）： 

（43）這一條魚，我很喜歡吃。 

（44）魚，我很喜歡吃黃魚。 

（45）有一種魚，我很喜歡吃。                 （湯廷池，1988：108） 

例（43）所指稱名詞「這一條魚」為發話者與受話者雙方共知的信息，為「定

指」；例（44）指稱名詞「魚」則指稱所有被稱之為「魚」的所有成員，屬

於「泛指」；例（45）所指的「一種魚」為發話者所知，但受話者不知，為

                                              

7
 也作「特指」 



現代漢語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篇章、語用分析及教學應用 

 24 

「殊指」，此三者用以構成「有定」的類別。此外，由於漢語語序一般遵循

信息「從舊到新」的原則，因而有定指稱經常出現在句首位置，無定則多出

現在句尾位置，因此例（46）才會形成病句： 

（46）？一條魚，我很喜歡吃                   （湯廷池，1988：108） 

例（46）所指稱名詞「一條魚」為無定指稱，出現在句首位置則形成病句。 

陳俊光（2007：216-217）同意上述，但基於教學上的考量，將定指與

泛指歸在「有定」之下，特指與不定指歸在「無定」之下，用以兼顧語言形

式與信息的對應。從語言形式來看，定指與泛指皆可使用光桿名詞的形式出

現，例如（47）： 

（47）a. 醫生明天才有空。 

      b. 醫生的工作通常很辛苦。              （陳俊光，2007：216） 

例（47）a 指稱名詞「醫生」在交際語境下，為發話者與受話者雙方所共知

的對象，為「定指」，而（47）b 指稱名詞「醫生」則指此職業類別的所有

成員，為「泛指」，此二者都以光桿名詞的形式表示。相對的，特指與不定

指則皆以「一」的形式出現，例如（48）： 

（48）a. 有一種魚，我很喜歡吃。 

      b. 廚房掛了一條魚，是誰的？            （陳俊光，2007：216） 

例（48）a 的指稱名詞「一種魚」為發話者所知，但受話者不知的信息，為

「特指」，例（48）b 指稱名詞「一條魚」則為發話者認為交際雙方都不知

道的信息，為「不定指」，兩者都以「一」的形式出現，因而歸為一類。而

尌信息功能來看，定指與泛指皆為發話者與受話者雙方所共知的舊信息，歸

為「有定」指稱；而特指與不定指則與新信息相關，特指為受話者不知的新

信息，不定指是交際雙方都不知的新信息，由此歸於「無定」指稱。 

另外，陳帄（1987）指出名詞的語義概念有四組，分別為「有指與無指」、

「定指與不定指」、「實指與虛指」、「通指與單指」。「有指」表示在語境中真

有其指稱實體，「無指」則無，而在「有指」當中才有定指與不定指的區別。

「定指」是發話者預測受話者能將話語中的指稱與語境中的實體對應起來，

「不定指」則是發話者預測受話者無法將之對應起來。「實指」為所指對象

在語境中真實存在，若是虛泛的概念，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則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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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若所指稱事物為一類事物，為「通指」，若指稱一類事物中的個體，為

「單指」。 

二、 數量定語組 

Li and Thompson（1981/2008，黃譯：121-126）介紹漢語的定指與指稱

時，指出名詞片語可為指稱或非指稱8，而其中指稱有定指及不定指9之分，

這些分別在漢語中以數量定語組區分之。漢語中非指稱名詞絕不含數量定語

組，當名詞片語包含數量定語組時，則必為指稱名詞，但指稱名詞不一定需

要數量定語組，如（49）、（50）； 

（49）我們種花生。 

（50）拿被給他蓋上。         （Li & Thompson，1981/2008：123、122） 

例（49）的名詞「花生」為非指稱名詞，以光桿形式表示，在漢語中絕不帶

數量定語組，含數量定語組時，則為指稱名詞。但例（50）中名詞「被」為

指稱名詞，但不帶數量定語組，說明漢語中指稱名詞可不帶數量定語組，因

此指稱與非指稱的分別，不能全以數量定語組加以區辨。但在指稱名詞中，

定指與不定指之別則可以數量定語組區別之。當名詞帶外加指示詞的數量定

語組時，為定指指稱；當名詞僅帶數量定語組時，則為不定指，如（51）、（52）： 

（51）這個人 

（52）一棵樹                     （Li & Thompson，1981/2008：125） 

例（51）可視為省略數詞的數量定語組外加指示詞「這」所形成的名詞片語，

在指示詞的作用之下，為定指名詞；而（52）以單純的數量定語組「一棵」

修飾，為不定指名詞。據此，漢語的數量定語組在篇章的指稱上，用以指稱

不定指名詞。 

在指稱的討論上，湯廷池（1988）也有相關論述。湯指出「引介句」引

                                              

8
 Li & Thompson（1981/2008，黃譯：121）說明當名詞片語表指實體時，則為「指稱」

（referential），反之則為「非指稱」（nonreferential）。 

9
 Li & Thompson（1981/2008，黃譯：124）說明「定指」（definite）指稱發話者認為受

話者已知的實體，而「不定指」（indefinite）則指稱發話者認為受話者未知的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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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出新的、重要的信息，即無定詞組，成為下文談論的主題。又依循著信息

結構「從舊到新」10的原則，引介句引介的無定詞組通常出現在句尾。若要

引介一專有名詞，則需加上數量詞來淡化其有定性，如例（53）： 

（53）a. 
? 昨天來了楊大媽。 

      b. 昨天來了（一）位楊大媽。               （湯廷池，1988：114） 

例（53）a 由引介句帶出新信息「楊大媽」，然而專有名詞「楊大媽」為有

定詞語，因而違反一般「從舊到新」的原則，不合語法。但若加上數量詞「（一）

位」，如例（53）b 則能淡化其有定性，置於無定詞組的位置，表示「楊大

媽」為一個新信息，合乎語法。此「淡化有定性」的功能，換一個角度來說

即為趨向無定，能指稱無定名詞，認為數量定語組能轉變名詞的有定性，值

得更深入的探討。 

在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探討時，石毓智（2004）指出數詞「一」因高

頻使用而產生無定標記的功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相對的，數量定語組中

數詞「一」與量詞的搭配亦有其獨特的篇章功能。Chen〔陳帄〕（2003）討

論漢語“yi [一]＋Classifier”在語法化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用法，並搭配不

同指稱詳加討論。該文章認為“yi[一]＋Classifier”是漢語當中最近似於英

語不定冠詞“a”的成分，而如同英語的發展一般，中文裡“yi[一]＋

Classifier”也歷經了 Heine（1997）為英語不定冠詞提出的五個語法化階段，

而成為中文的不定限定詞（indefinite determiner），進而發展出第六階段，具

有搭配定指指稱的篇章功能。此語法化的五階段分別為數詞（numeral）、引

介用法（presentative use）、有指無定用法（nonidentifiable specific reference）、

無指無定用法（nonidentifiable nonspecific reference）以及無指用法

（nonreferential use），分列如下： 

（54）階段一：數詞 

  例句：這事不難辦，我只要一個鐘頭就夠了。 

（55）階段二：引介用法 

                                              

10
 一般來說，句子的信息結構會由舊信息傳遞至新信息，稱為「從舊到新」原則。與上

述陳俊光（2007）提及的「從有定到無定」為相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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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句：一架飛機從我們頭上飛了過去。 

（56）階段三：有指無定用法 

  例句：他去年買了（一）幢11房子。 

（57）階段四：無指無定用法 

  例句：他想買（一）幢房子，什麼房子都行。 

（58）階段五：無指用法 

  例句：他是（一）個買賣人            （Chen〔陳平〕，2003：1171） 

數詞用法如例（54），「一個」指涉的是實在的數量；例（55）為引介用

法，以「一架」引介名詞「飛機」，表重要信息；例（56）為有指無定用法，

在現實世界中的確有其實體，為有指，但受話人無法將「房子」與對應於現

實世界的實體，因而為無定指稱；與上例相對的例（57）為無指無定用法，

於現實世界中仍未有其實體，因此受話人無法將「房子」對應於現實世界的

實體，為無定指稱；最後一階段為無指用法，如例（58），其名詞「買賣人」

不指涉任何實體，與通指的概念有相同之處。Chen 特別說明第五階段用法

中量詞多為「個」所取代，並且更加弱化其個體性與指稱性。如下例（59），

以「個」搭配複數形式「父母」，可見其個體性的弱化；而在指稱性當中，

此例不指涉任何實體，指稱性低，以指稱性更弱的「個」搭配較「位」來得

適合。 

（59）他們父母看上去像個／*位法國人。 

此外，Chen 指出漢語還有第六個語法化階段，此階段用以搭配定指指

稱，在篇章中是一為後景手段（background device），用以取消篇章中重要

成分的標示，使其反成為篇章中較不重要的成分。此階段的所指可歸納為兩

類：專有名詞或親屬詞彙，以及「把」字句的賓語。如（60）： 

（60）a. 他那一番話說得張至成目瞪口呆。過了好一會兒，張至成才慢慢 

         明白過來。 

      b. 他那一番話說得個張至成目瞪口呆。（??過了好一會兒……） 

                                              

11
 Chen（2003）原文例句以漢語拼音標示為“ta qunian mai le (yi) zhuang fangzi”，因量

詞部分“zhuang”並無相應詞彙，筆者推測此為作者之筆誤，應為“chuang”，寫為「一

幢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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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2003：1176、1177） 

例（60）a 的名詞「張至成」為專有名詞，本承載極高的篇章重要性，

因此下文也將依此繼續擴展，說明「張至成」的後續反應。然若如例（60）

b 以漢語不定指示詞“yi[一]＋Classifier”搭配，則削去了專有名詞「張至成」

原本的篇章重要性，反標示其為不重要的成分，下文也難以依此擴展。 

綜合以上討論，漢語數量定語組的篇章層陎可由指稱切入，數量定語組

在有定性上，指稱無定指稱，亦有淡化有定性、趨向無定指稱的功能；此外，

若數量定語組的數詞為「一」，在指稱上的有指性方陎，可指稱有指與無指

兩種指稱，而在有定性上，則指稱無定指稱。然若搭配定指指稱，則成為篇

章的後景手段，將語言成分標示為不重要的成分，難以擴展下文。 

三、 數詞省略結構 

當數量定語組的成分有所變化時，其篇章功能也有可能因此變化。上述

討論中曾提到 Chen〔陳帄〕（2003）的研究，Chen 討論漢語“yi[一]＋

Classifier”，認為“yi[一]＋Classifier”是漢語當中最近似於英語不定冠詞

“a”的成分，並同樣歷經了英語不定冠詞的五個語法化階段，分別為數詞、

引介用法、有指無定用法、無指無定用法以及無指用法。此外，Chen 延伸

出漢語的第六語法化階段，指出此階段搭配定指指稱，為後景手段

（background device），用以取消篇章中重要成分的標示，使其反成為篇章

中較不重要的成分。在形式上，Chen 指出，語法化程度愈深，則伴隨的語

音刪略程度便愈高。因此當名詞片語為無定或無指時，「一」常常省略，並

由量詞擔任不定指示詞的角色。換句話說，當指稱愈傾向無定或無指時，則

「一」愈易省略，而不定指示詞的功能則由量詞負責。而第六階段由於語法

程度最高，所以「一」多半省略，其語義亦弱化，甚至能搭配複數名詞，如

例（61）： 

（61）當下把個張三和李四嚇得目瞪口呆。 （Chen〔陳平〕，2003：1177） 

例（61）中，“yi[一]＋Classifier”搭配的並非一般單數名詞，而是包

含了「張三」與「李四」兩個成分，顯示此第六階段語義弱化程度高，甚至

可以與複數名詞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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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Biq〔畢永峨〕（2004）指出數量名詞組的數量名結構“Numeral Cl N”

最常以“yi[一] ge[個] N”的形式出現，而此形式可與動詞擴展為“V yi ge 

N”，並在高度使用頻率下形成固定典型結構，此典型結構有五個省略式12，

各有其語義與功能，其中有二省略式為數詞省略形式─“V Zero ge Comp”

與“V Zero ge N”，然前者多為熟語，如：「嚇個半死」、「查個水落石出」，

且量詞處僅限於使用「個」，形式離典型結構也較遠，而後者則是典型結構

的刪略，“ge”之處雖然偏好為「個」，但還可適用於其他量詞，因此筆者

此處討論後者。Biq 指出，“V yi ge N”為數量名結構的典型用法，其功能

除了分類外，有幾篇研究如 Hopper & Thompson（1984）及 Li（2000）都指

出數量定語組的篇章功能為標示其修飾名詞片語為篇章中顯著的參與者

（indexing the N as a discourse-prominent participant）。而“V Zero ge N”則

有弱化的功能，表示該事件為帄常的、隨意的、普通的事件，如（62）： 

（62）我去喝個水。                     （Biq〔畢永峨〕，2004：1663） 

相較於「我去喝水」，例（62）的「個」已無任何修飾名詞的功能，而表示

了發話者的主觀態度，認為該事件「喝水」為帄常的、隨意的、普通的事件。

Biq 進一步說明，雖然“V Zero ge N”為“V yi ge N”的數詞省略省略式，

其弱化功能也來自於「一」，但兩者的功能走向相反的道路，“V Zero ge N”

為弱化功能，典型結構“V yi ge N”則指明篇章中重要參與者，兩者不再相

同。不過，Biq 也同時指出，“V Zero ge N”表示弱化的功能也非絕對，當

句子為引介「有」字句或繫詞「是」字句時，則“V Zero ge N”便無弱化功

能，而是與“V yi ge N”相同，功能為指明篇章中重要參與者，但強度較低，

因此此形式與多重修飾名詞片語共現的頻率也較低。而“V Zero ge N”在此

情況中不表弱化功能的原因是，「有」字句或「是」字句在篇章中的功能與

“V Zero ge N”的弱化功能相抵觸，而「有」字句與「是」字句功能勝出的

關係，如下例。 

（63）a. 他是幹部 

                                              

12
 “V yi ge N”的五個省略式分別為“V yi ge V”、“V yi ge Zero”、“Zero yi ge VP”、

“V Zero ge Comp”與“V Zero ge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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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他是一個幹部 

      c. 他是個幹部                    （Biq〔畢永峨〕，2004：1665） 

根據 Hopper & Thompson 的討論，例（63）a 的名詞為光桿形式，因為其名

詞「幹部」並不在下文當中繼續拓展；例（63）b 數量定語組的形式則標示

著名詞組「幹部」繼續在下文中拓展的特徵；而在實際使用中，還有數詞省

略的形式，如例（63）c 中，名詞「幹部」的確被標示出名詞的特徵，作為

篇章中的參與者並延續到下文。但根據像似性原則，省略形式的功能無法比

完整式的功能強，因此數詞省略結構並沒有標示出完整的訊息，其功能較完

整的數量定語組弱。 

由上述討論可得知，數量定語組結構在省略數詞之後，在篇章層陎上都

尚待進一步的研究。首先在指稱方陎，承接數量定語組不定限定詞的功能，

還可能發展出另外的篇章角色；此外，於篇章之中，數詞省略結構有弱化功

能，表示事件為帄常的、隨意的、普通的事件，然若在引介「有」字句與繫

詞「是」字句中，則弱化功能被取消，而有較弱的突顯功能。最後，本節探

討數量定語組的省略結構時，因量詞省略結構缺乏篇章研究，故本節未有討

論，但在本文研究中，量詞省略結構仍會是研究主題之一，期望能有新的研

究結果產生。 

前述文獻討論了數量定語組的篇章層陎，主要表現在為指稱方陎，數量

定語組指稱無定詞組；此外，若數量定語組的數詞為「一」，則在指稱上的

有指性方陎，可指稱有指與無指兩種指稱，而在有定性上，則指稱無定指稱。

然若搭配定指指稱，則成為篇章的後景手段，標示語言成分標示為不重要的

成分。而當數量定語組結構省略數詞之後，省略結構亦有其篇章功能。首先，

承接原有的指稱無定詞組功能，並且有弱化功能，但在「有」字句與繫詞「是」

字句當中該功能則被取消。本文將數量定語組的篇章功能整理如下表二-二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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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二 數量定語組的篇章層面總表 

結構 篇章層陎 內容描述 例句 

數量定語組 無定指稱 指稱無定詞組 一棵樹 

數量定語組

（「一」） 
指稱 

有指性 

指稱有指 他去年買了（一）幢房子。 

無指詞組 他是（一）個買賣人。 

有定性 指稱無定指詞組 

他去年買了（一）幢房子。 

他是（一）個買賣人。 

數詞省略結構 

無定指稱 指稱無定詞組 他是（一）個買賣人。 

弱化 
標示事件為帄常的、隨意的、普

通的事件 

我去喝個水。 

突顯功能 
當「有」字句或繫詞「是」字句，

則具較弱的突顯功能。 

他是個幹部。 

 

第四節 漢語數量定語組的語用功能 

本節分為三部分來探討數量定語組的語用功能，首先說明語用層陎的相

關概念，其次回顧數量定語組過去的相關文獻，可瞭解目前的研究尚未完整，

語用層陎上的研究仍待補足。此外，也探討數詞省略結構的語用功能。至於

量詞省略結構的討論一如篇章層陎的研究，並未有文獻探究因而本節略而不

談，待語料研究時再重新加以討論。 

一、 相關理論概念 

本小節介紹語用層陎的相關理論概念，從合作原則（Cooperative 

principle）開始，接著延伸到禮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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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話隱含原則 

Grice（1975）認為成功的語言交際，應該是參與交際的人們有共同的

目標，進而共同努力的結果。因此，要成功達成交際目的，交際雙方必頇遵

循一定的原則，使其符合此次交際的目標，Grice 將之稱為合作原則13，並

在此之下建立四條準則，此四條準則並非不可違反的語言規則，而是人們潛

在的交際守則，若違反了合作原則，便可能產生會話隱含。以 Grice 的合作

原則為基礎，Levinson（1987）將之增補修訂為三條原則，來說明說話者與

聽話者於交際的合作，以及對會話隱含的理解和推導，根據與何兆熊（1999：

172）的說明，分述如下： 

1. 數量原則（Quantity Principle） 

（1）說話者準則：不要讓你的陳述信息低於你所知道的程度，除 

 非與信息原則相抵觸。 

（2）聽話者推論：相信說話者的信息為他所知的最大量，若說話 

 者沒有達到，則表示說話者以較弱的信息用來否定較強的信 

 息，或者說話者不知道信息是否成立。 

2. 信息原則（Informativeness Principle） 

（1）說話者準則：「極小量準則（Maxim of Minimization）」─只提 

 供交際所需最少量的信息。 

（2）聽話者推論：「擴展準則（Enrichment Rule）」─擴充說話者 

 的信息內容，找出最特定的理解，直到認定說話者的意圖。 

3. 方式原則（Manner Principle） 

（1）說話者準則：不無故使用冗長、隱晦或有標記的表達方式。 

                                              

13
 合作原則包含四條準則：數量準則（Quantity maxim）：使自己的話符合對方期待的詳

盡程度，不多也不少；質量準則（Quality maxim）：不說不真實的話，不說缺乏證據的

話；關聯準則（Relation maxim）：說符合主題的話；方式準則（Manner maxim）說話簡

要有條理，避免晦澀含糊、冗詞贅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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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聽話者推論：若說話者使用冗長、隱晦或有標記的表達方式，則 

 其義與原本無標記的表達方式不同。 

以（64）至（66）為例： 

（64）A：Do you love me? 

      B：I like you very much. 

（65）John turned the key and then engine started. 

      a. John turned the key and then the engine started. 

      b. John turned the key and therefore the engine started. 

      c. John turn the key in order to cause the engine to start. 

（66）a. John could solve the problem. 

      b. John had the ability to solve the problem.     

                                         （何兆熊，1999：175-178） 

從數量原則來看，例（64）中 like 與 love 之間有等級的強弱，like 為弱項，

love 為強項。當說話者 B 沒有達大最強的信息，則聽話者 A 應該推斷 B 以

弱項 like 來否定 love 的程度，其會話隱含為「我還不到愛的程度」，若直截

了當否定「愛」尌不妥當了；以信息原則來看，聽話者可從例（65）的原句

推導說話者有 a 的時間關係、b 的因果關係以及 c 的目的關係，然不以這三

種信息較強的表達方式交際，則可推知說話者的意圖不是要表示兩者之間的

時間、因果及目的關係。而以方式原則說明例（66），則聽話者能從說話者

冗長的 b 的表達方式，推知與 a 不同的意義。a 的意義是「John 解出了這道

題目」，而冗長的 b 則可推導出「John 有能力解出這道題目卻沒有這麼做」

的會話隱含。 

此外，Levinson 特別說明，當數量原則、信息原則與方式原則有所矛盾

時，其次序為數量原則先於方式原則，方式原則先於信息原則。 

（二）禮貌原則（politeness principle） 

Grice 的合作原則與 Levinson 的三原則說明了交際時的字陎意義與實際

意義之間的關係，也解釋會話含意是如何根據原則被理解、推導出的，但這

些原則只能說明現象，並不能解釋為何人們要違反會話原則，據此，Leech

（1983）提出禮貌原則加以解釋，雖然禮貌原則並非違反會話原則唯一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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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但許多情況都是基於禮貌原則的考量。例如： 

（67）A：We‟ll miss Bill and Agatha, won‟t we? 

      B：Well, we‟ll all miss Bill.                 （Leech，1983：80） 

例（67）說話者 B 只部分確認 A 的話，因而違反了數量準則，這並不是因

為 B 缺乏有關的信息量，而是使 A 感覺到 B 有「才不會想念 Agatha」的言

外之意，而 B 之所以違反數量原則的原因，則是出於禮貌而不願明說。Leech

（1983：132）將禮貌原則建立了六項準則，根據陳俊光（2007）的介紹（2007：

181）敘述如下： 

1. 得體準則（Tact Maxim）：儘量少使他人吃虧；儘量多讓他人得益。 

2. 慷慨準則（Generosity Maxim）：儘量少使自己得益；儘量多讓自己

吃虧。 

3. 讚譽準則（Approbation Maxim）：儘量少貶低別人；儘量多讚譽別

人。 

4. 謙虛準則（Modesty Maxim）：儘量少讚譽自己；儘量多貶低自己。 

5. 一致準則（Agreement Maxim）：儘量減少雙方的分歧；儘量增加一

致性。 

6. 同情原則（Sympathy Maxim）：儘量減少雙方的反感；儘量增加同

情。 

此外，何兆熊（1999：212）說明禮貌原則是比會話原則更高一層的前

提，在此前提下，才能維持交際雙方的地位及友好關係，達成有效成功的交

際，因而為了維護禮貌原則，甚至可以犧牲會話原則。然而，人們也可能因

為關注交際的信息而將不考慮禮貌原則，因此，會話原則與禮貌原則之間有

一進一退的關係，多考慮會話原則，禮貌原則尌會忽略；多考慮禮貌原則，

尌會犧牲一些會話原則。此結果也關係到語言的表達方式，語言愈直接，則

愈唐突；語言愈間接，則愈婉轉有禮。 

二、數量定語組 

對於數量定語組在語用層陎上的功能，許多文獻以量詞的「情態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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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剖析研究，何杰（2000：99-108）便是當中具代表性的研究。何以「情

態色彩」說明漢語量詞的語用層陎功能，並條列出量詞的六種情態功能： 

1. 表示敬重、褒獎，如：位、員 

2. 表示厭惡、貶斥，如：幫、群、夥、窩、股、窠 

3. 表示鄭重，如：尊、幢 

4. 表示隨意，如：個 

5. 表示珍惜，如：束、捧、顆、株 

6. 表示輕視，如：撮、捏 

除了提出上述的六種情態功能以外，何杰亦提出兩個觀點：第一，上述

的情態功能屬於穩定的「靜態義」，但在具體語境中其穩定性可能產生變異，

而成為「動態義」。如（68）： 

（68）他就是那位大字不識一個的教書先生。(羅明，《山村小屋》) 

例（68）當中，「教書先生」本當是受人尊敬的，適宜使用量詞「位」，但作

者以「大字不識一個」來修飾「教書先生」，使得「位」原先的靜態的褒獎

色彩轉為了貶斥色彩，顯出獨特的表達效果。又例如： 

（69）a. 狗蛋的爹─他叫楞四哥，是常庄最頑固的一群老貨14中的一個 

                                           （田中禾，《墳地》） 

      b. 一群天真活潑的娃娃，蹦蹦跳跳地正歡著呢！ 

                                         （程樹榛，《慈母心》） 

      c. 村裡慢慢走出一群人，向墳地瞭望。    （田中禾，《墳地》） 

「群」的穩定靜態義，是厭惡、貶斥的情態義。其穩定性在語境中形成變異，

例（69）a 中在語境中更強化了其情態義；（69）b 在語境中表達了喜愛之情；

（69）c 則表現了中性義，不屬於喜愛、褒獎或厭惡、貶斥的其中一端。第

二，量詞的靜態義雖然可以在語境中產生不同的動態義，但其情態色彩與名

詞的中心詞彙義有密切的相關性，如（70）： 

                                              

14
 老貨：壞人的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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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一夥小夥伴  

      一幫鼻涕將軍們        

      一窩小肥豬                                （何杰，2000：102） 

在（70）的句子當中，原先表示貶斥意義的量詞「夥」、「幫」、「窩」，因其

搭配的語義影響及限制，貶斥的色彩消失了。除此之外，情態色彩與語義間

的搭配同時受到社會約定俗成的影響，有著一定的限制，如例（71）。 

（71）*一位小偷       

      *一位酒鬼                               （何杰，2000：100） 

例（71）「位」所搭配的名詞是一般社會中不受歡迎的人物，因此以「位」

搭配，則不被接受。 

三、數詞省略結構 

上文曾提及的 Biq〔畢永峨〕（2004）認為數量名結構“Numeral Cl N”

最常以“yi[一] ge[個]  N”的形式出現，而此形式可與動詞擴展為“V yi ge 

N”，並在高度使用頻率下形成固定典型結構。此典型結構有五個省略式，

各有其語義與功能，其中“V Zero ge N” 是典型結構的刪略，還可適用於

其他量詞，為本文討論的數詞省略形式。Biq 指出，“V Zero ge N”有弱化

的功能，表示其事件為帄常的、隨意的、普通的事件，如例句（62）所示，

數量定語組已無任何修飾名詞的功能，而表示了發話者的主觀態度，認為該

事件「喝水」為帄常的、隨意的、普通的事件。Biq 進一步說明，此弱化的

功能來自於數詞「一」。“V Zero ge N”為典型結構“V yi ge N”的語音省

略式，在典型結構的原式“Numeral Cl N”中，數詞「一」是最常出現於數

詞位置的成分，而 Biq 依據 Levinson 會話隱含三原則的信息原則

（Informativeness Principle），此式“V Zero ge N”中的數詞位置便也自然地

被視為「一」，趨近於典型結構知識。依循 Levinson 的數量原則來看，數詞

「一」與最小、最少數量有著密切關係，表示小、少的形式則間接否認大、

多的意義，因此產生數量與程度上的弱化功能，此功能亦能在篇章中起相應

的作用，聯繫禮貌、主觀性等關係，如例（72）-（74）。 

（72）我這次去美國順便看個朋友。 

（73）（A、B、C 三人在對話，A 希望 C 多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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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半個小時，好像都我在講，好像現在該交個棒吧。 

      B：你們兩個不常聊天，是不是？ 

（74）那到神戶不吃個牛排嗎？           （Biq〔畢永峨〕，2004：1667） 

例（72）為直述句，「看個朋友」承接了上述的推論，弱化了「看朋友」此

事件的程度，使其添加了發話者的主觀態度，成為一個普通、隨意的事件。

而下陎兩例則與禮貌有關，例（73）的祈使句當中，「交個棒」的弱化功能

降低其發話者 A 要求發話者 C 發言的強度；例（74）的作用也類似，在否

定疑問句當中，亦減輕了建議的強度，表示「吃牛排」這件事是十分容易達

成的，並無強迫意味。 

而 Biq 特別提出討論的是，“V Zero ge N”表示弱化的功能也非絕對，

當句子為「有」字句或繫詞「是」字句時，則“V Zero ge N”便無弱化功能，

而“V Zero ge N”在此情況中不表弱化功能的原因是，「有」字句或「是」

字句在篇章中的功能與“V Zero ge N”的弱化功能相抵觸，而「有」字句與

「是」字句功能勝出的關係。此外，Biq 指出當“V Zero ge N”中的 V-N 為

動賓詞語或習語，則最能表現其弱化功能，如（75）。 

（75）a. 開個刀 

      b. 洗個澡 

      c. 插個嘴                        （Biq〔畢永峨〕，2004：1666） 

例（75）中的「開刀」、「洗澡」、「插嘴」都是動賓結構的詞語，其賓語非單

一個體，並無實體指涉，而與動詞整合而為一個單位。而「個」則使該事件

加上發話者的態度，成為帄常的、隨意的、普通的事件。Biq 以篇章層陎的

角度探討數詞省略結構的功能，然由於數詞省略結構的弱化功能聯繫了禮貌、

主觀性等關係，因此筆者認為此弱化功能應歸為語用層陎的功能，與 Biq

所對比的數量定語組標示顯著參與者的篇章功能屬於不同層陎。總的來說，

綜合 Biq 的研究結果來看，數詞省略結構在引介「有」字句與繫詞「是」字

句上，表現一般典型結構的篇章功能，標示篇章中顯著的參與者，但強度較

低；而其他部分，則在語用層陎上表現出弱化功能，得以呈現發話者主觀態

度及禮貌，使該指稱事件成為帄常的、隨意的、普通的事件。 

綜上所述，數量定語組的語用功能研究多半關注在情態色彩；而數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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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結構來自典型結構的數詞刪略，其語用功能來自於典型結構的數詞「一」，

產生弱化功能，聯繫發話人的態度、禮貌、主觀性等關係，使修飾事件成為

一個帄常的、隨意的、普通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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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討論本文的研究架構、研究過程與程序，第一節根據第二章的文獻

探討，建立本文研究架構，以作為第四章語料分析的根據；第二節劃定並說

明本文的研究對象，第三節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以自建的小型語料庫作為

本文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語料為書陎語料。此外，也以現行的大型語料庫

為研究工具之一，以作為補充之用。第四節說明本文研究過程及語料分析方

式，第五節為小結。 

第一節 研究架構 

鑑於傳統漢語研究對數量定語組的句法層陎討論無法全陎瞭解這些現

象且流於瑣碎，因此本文認為除了句法層陎的歸納以外，更應從語法意義、

篇章及語用層陎加以討論，才能窺其全貌。 

因此本節針對第二章的文獻探討結果，即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篇章

及語用三個層陎，進行討論與批判，藉以建立本文的研究架構與立論基礎，

作為第四章語料分析的根據。 

（一）語法意義歸類 

根據本文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二節對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整理，數量定

語組的語法意義來自數詞及分類詞兩個來源，數詞具有計數義，分類詞則具

計量義、個體義及分類義三項，兩個來源共有四項語法意義，在此將表二-

一重引如下： 

來源 語法意義 描述 例子 

數詞 計數義 表示指稱名詞的數目 三隻貓 

分類詞 計量義 對指稱名詞加以計量，其單位為事物的天然

個體，因此包含「個體」的意義。 

一把刀 

個體義 所指稱名詞為個體名詞，為有界事物。 一把刀/*一個布 

分類義 依照指稱名詞內在、永久的性質加以分類。 一條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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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上表對數量定語組的四個語法意義的整理，本文進一步將該節歸納

的語法意義進行歸類，認為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可重新歸類為三類：「計

數義」、「計量義」及「分類義」，分述如下： 

1. 「計數義」 

數量定語組的計數義來自數詞的語義，數詞為實質數目，作為表達事物

數量的數字，具有計數語義，是所有語言皆具備的成分。 

2. 「計量義」 

分類詞在語言中具有「計量義」，用以計算指稱事物的量，而計算的單

位為事物的「天然單位」─事物的「個體」。而每個個體名詞都有其分類詞，

用以表示個體名詞的形狀、種類或性質，即表「個體」語義。 

因此，數量定語組的計量義與個體義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關係，分類詞

為事物自然的計量單位，即該事物名詞的「一個個體」，而能擁有天然單位

的事物，也必指向個體名詞，表個體事物的各種特徵與性質。因此，分類詞

所具有的「計量」、「個體」的概念，本文以「計量義」囊括三者，不額外列

出討論。 

此外，在「個體義」上，除了所指稱名詞為個體之外，亦有「個體化」

的功用。沈家煊（1995）從「有界」與「無界」對立的觀點探討數量定語組，

認為凡是以數量定語組表示的名詞皆為「有界」事物，此「有界」事物，便

對應到分類詞所帶的「個體義」。而沈強調，有界與無界的概念來自人的認

知，而非客觀實際，如前例（40），現重引為例（76）： 

（76）a. 一個坑兒 

      b. 一個牆角 

      c. 一種水                             （沈家煊，1995：369） 

例（76）a.名詞「坑兒」是凹下去的一塊地方，開口處實際上沒有邊界，以

數量定語組表示，則以認知上的完形心理（gestalt）將其視為有完整邊界的

個體。此外邊界也可能是模糊的、抽象的，例如（76）b.的名詞「牆角」，

僅是人們概略的認知範圍，而無法將牆角畫出精確界線，但仍能以數量定語

組表示其為具邊界的個體。而「水」為無界事物，但在例（76）c.中以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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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語組表示所指稱的水與其他種類的水有區別，形成一個抽象的邊界。 

不過筆者觀察到，上例所述的具抽象邊界的名詞，若為具體名詞，需運

用度量詞使其成為個體，例如上例（76）c.的「種」。而當名詞為抽象名詞

時，運用分類詞才能成為個體，如例（77）。 

（77）a. 水     → 一桶水 

               → *一個水 

      b. 主意  → 一個主意 

               → *一桶主意 

例（77）a.說明具體名詞「水」表無界名詞，需運用度量詞「桶」使其成為

有界名詞，在認知上有其邊界。若以分類詞「個」表示，則不合語法；例（77）

b.說明抽象名詞「主意」同樣為無界名詞，卻與上例相反，需運用分類詞「個」

成為有界名詞，運用度量詞「桶」則不合語法。筆者認為此現象說明「有界」、

「無界」的界定，不一定如沈所言來自主觀認知，而應回到「有界」、「無界」

的基本定義以及名詞具體、抽象的性質來討論。當名詞的所指為有界名詞時，

自然為可數的個體，則以表個體單位的分類詞或給予人為基準單位的度量詞

修飾皆可。而當名詞所指為無界名詞時，在空間上無邊界，故不可以個體計

量。若要計量，具體名詞運用人為基準單位的度量詞，給予其邊界，而抽象

名詞則使用個體單位的分類詞，劃出其邊界。因此在「個體」的語義討論上，

分類詞能表示有界事物，而無界的抽象名詞亦可經由分類詞化為有界事物，

不僅有「表個體」的語義，更有「個體化」的功能。 

總的來說，「計量義」的內涵豐富，包括「計量」、「個體」及「個體化」，

都在其語義範圍內。 

3. 「分類義」 

從認知功能來看，分類詞具有分類義，針對事物重要、內在、永久的性

質加以分類，例如外觀、功能等，反映了人類概念與認知的結構；分類詞與

度量詞兩者屬性不同，根據 Tai（1994）的研究，在漢語中可由「『個』的帶

換」與「『的』的插入」的語法結構加以區辨。 

以上三類是本文對數量定語組語法意義的重新歸類，本文將此三類語法

意義及其內容整理如表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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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一 數量定語組語法意義歸類 

語法意義歸類 語法意義內容 

計數義 表示事物數目 

計量義 表示事物計量單位 

指稱個體事物；具個體化功能 

分類義 依照人類認知分類事物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此三個語法意義並不互相排斥、抵觸，而能同時存在、

各有表現。此外，「計數義」與「計量義」的關係密切，「計量」表達計數時

的單位，大體上在表達數量時，多先有計數的需求，才有計量的需要，因此

此二者之間的關係也不可忽略。 

本文認為「計數義」、「計量義」及「分類義」此三類語法意義即是數量

定語組的基本語義，為數量定語組的固有意義。然而這僅止於語義層陎，未

能說明所有現象，例如數量定語組在句子裡的偏好位置等問題，因此除了語

義層陎，討論還需拓及篇章、語用層陎。 

（二）篇章層面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第三節，從篇章層陎探討數量定語組可從兩個方陎

著手，首先在指稱方陎，Li & Thompson（1981/2008，黃譯）認為數量定語

組可區分出名詞片語的指稱與非指稱、定指與不定指之分，含數量定語組的

名詞必為指稱名詞，反之則不一定。而名詞帶數量定語組時，為不定指；湯

廷池（1988）則提出數量定語組可以淡化指稱名詞的有定性，使其趨向無定

詞組；而 Chen（2003）討論漢語“yi[一]＋Classifier”以指稱討論語法化的

六個階段，分別有數詞、引介、有指無定、無指無定、無指、搭配定指等六

個形式，第六階段帶出後景手段的功能。其次，在突顯性上，Hopper & 

Thompson（1984）認為數量定語組預示著下文即將尌此名詞組展開討論；

而 Li〔李文丹〕（2000）認為有指數量定語組突出參與者或實體的顯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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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指數量定語組則突顯名詞組的屬性或名詞所屬群體，是推進下文的重要角

色。 

上述的文獻討論都極具有參考性，但指稱的文獻中出現了分歧或矛盾，

突顯性的說明則稍嫌模糊，對此本文有以下的看法。首先在指稱方陎，本文

認為 Li & Thompson（1981/2008，黃譯）與湯廷池（1988）的論點互相呼應，

湯所謂的「淡化有定性」，換一個角度便是「強化無定」的效果，皆將數量

定語組指向「無定」詞語。而根據 Givón 提出的「數量像似原則」，愈重要

的成分，便會使用愈多的語言成分，因而數量定語組指向「無定」詞語，便

能較「泛指」的光桿名詞有更高的信息量。況且，從石毓智（2001）所指出

的「無定標記」與 Li & Thompson「無定」詞語，以及湯的淡化有定性，更

是一脈相承的概念，因此本文認為 Li & Thompson 與湯的論點較為合理。 

此外，本文重新檢視 Chen（2003）的研究，首先在語法化第一階段「數

詞」，本文認為此論點來自於西方語言數詞直接搭配名詞的語法規則，而在

漢語中表達數量則必頇添入量詞的成分，因此二者並不能完全對應，因而此

階段應為一般「表達數量」的意義，可計數、可計量，不應視為「數詞」階

段。並如本文前述歸納，計數義來自數詞，計量義則來自量詞。其二，第二

階段引介用法是否合乎漢語語序原則？陳俊光（2007）指出，遵循漢語語序

原則「從有定到無定」，即主語多為表說話雙方共知舊信息的有定詞組，而

賓語常是表受話者或說話雙方未知新信息的無定詞組，因此若無定賓語提前

至句首，便違反該原則，成為不合法的句子。除非在句首加上存現動詞「有」，

使其成為「引介句」來引介新的、重要的信息，才能合法，如下例。 

（78）a. 我很想念一個人。   

      b. *一個人，我很想念。  

      c. 有一個人，我很想念。               （陳俊光，2007：332） 

例（78）a.為典型漢語句式，主語「我」為有定名詞，表說話雙方共知舊信

息，而賓語「一個人」為無定名詞，表受話者未知新信息，符合「從有定到

無定」原則。若將無定名詞賓語「一個人」提前至句首如例（78）b.則不合

法，除非藉助「引介句」引介新信息的功能，成為例（78）c.，無定名詞「一

個人」置於句首才能合乎語法。因此 Chen 提出的第二階段引介用法，如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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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所示： 

（79）一架飛機從我們頭上飛了過去      （Chen〔陳平〕，2003：1171） 

該文認為例（79）用法以“yi[一]＋Classifier”「一架」直接引介名詞「飛

機」。首先，引介詞語有專門的引介動詞擔任，例如「有」、「是」、姿態動詞、

位置動詞等等，並未有以數詞與量詞擔任的例子；其次，若將「一架」視為

引介詞語，則引介的新信息則為名詞「飛機」，而非一般人能認定的「一架

飛機」，語義解釋上完全不同。因此，本文認為“yi[一]＋Classifier”無法擔

任引介的功能，之所以有引介用法，應產生於引介動詞的省略。以例（79）

為例，數量定語組「一架飛機」為無定詞語，為遵循「從有定到無定」的規

則，應置於句尾，若要置於句前，則應利用引介動詞「有」來達成。而最後

例（79）之所以僅呈現數量定語組「一架飛機」的狀態，本文認為其原因為

引介動詞「有」的省略。依此推論，則另一個問題便是，為何省略引介動詞？

本文認為省略引介動詞的動機來自於語體的需求，為遵循「從有定到無定」

的規則，新信息要置於前必然經由引介動詞的媒介；然而在書陎語中，為求

簡潔明瞭，加之閱讀能一再咀嚼反芻，因而引介動詞的存在必要也隨之降低，

因而在書陎語中形成無定的數量定語組能直接前置的現象。再從另一角度來

看，例（79）為單句呈現，無法經由上下文而推知「一架飛機」是否為引介

的重要新信息，而下文是否繼續擴展等訊息，因此若要對本文論點加以證明、

討論，必頇經由篇章層陎的研究才能完成。 

而 Chen（2003）所提出的語法化第三到第六個階段為有指無定用法、

無指無定用法、無指用法以及定指用法，分別為例（80）-（83）： 

（80）他去年買了（一）幢房子 

（81）他想買（一）幢房子，什麼房子都行。 

（82）他是（一）個買賣人。         

（83）a. 他那一番話說得張至成目瞪口呆。過了好一會兒，張至成才慢慢 

        明白過來。 

      b. 他那番話說得個張至成目瞪口呆。（??過了好一會兒……） 

                                      （Chen〔陳平〕，2003：1171） 

第三到第五階段著墨於指稱的有指性與有定性兩個概念。根據陳俊光（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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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指稱與信息的分類，「有定」包含「泛指」與「定指」，「無定」則包含「特

指」與「不定指」，則 Chen 所提的第三階段可歸為「特指」，屬於「無定」

指稱的範圍。如（80）指稱名詞「（一）幢房子」為發話者知道，但受話者

不知道的新信息，屬於「無定」指稱的「特指」；而第四階段可歸為「不定

指」，同樣屬於「無定」指稱的範圍。如例（81）所指對象「（一）幢房子」

為發話者及受話者都不知道實體的新信息，因此屬於「無定」指稱的「不定

指」。而第五階段則是應歸為「泛指」，屬於「有定」指稱。如（82）數量定

語組「（一）個買賣人」並非指向一個語境中的實體，而是指向此職業類別，

屬於「有定」指稱的「泛指」。值得注意的是，「有定」指稱雖與數量定語組

一般指向「無定」詞語的概念相悖，卻是日常語言中時常可見的，因此本文

認為應該對此進行進一步的探究。至於搭配定指指稱的第六階段，Chen 認

為此處的數量定語組成為「後景手段」，取消原有的篇章重要性，使其反成

為篇章中較不重要的成分，如例（83）a 的第一個名詞組「張至成」較（83）

b 擁有較高的信息量。本文認為，例（83）b 的指稱名詞「個張至成」已非

單純的數量定語組，其中的「個」在此也已非分類詞，而是因分類詞「個」

的高頻使用所產生的其他用法。若此用例仍為分類詞的用法，則將數詞還原

應仍能得到合法句子，但將（83）b 數詞還原為（84），如下： 

（84）*他那一番話說得一個張至成目瞪口呆。 

例（84）則不合法，說明在此「個」的作用已非分類詞，「個張至成」也非

數量定語組的數詞省略結果，因此本文認為搭配定指的用法不在數量定語組

的討論範圍內，不應作為本文的研究對象。 

綜上所述，在指稱的部分，本文認為數量定語組主要指稱「無定」詞語，

亦能指稱「有定」的泛指，但其條件與內容頇進一步的討論。本文將從此方

陎著手從篇章層陎討論數量定語組。 

（三）語用層面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第四節，談論到數量定語組在語用層陎上的功能時，

許多文獻以量詞的「情態色彩」加以剖析，其中以何杰（2000）為代表，認

為量詞有六種情態功能：敬重褒獎、厭惡貶斥、鄭重、隨意、珍惜、輕視。

而 Biq〔畢永峨〕（2004）則在數量定語組的數詞省略形式上，提出該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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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化功能，表示事件為帄常的、隨意的、普通的事件。對上述的文獻研究，

本文有幾點看法。首先，眾多學者所討論的情態色彩，是否尌是數量定語組

的語用功能？的確，分類詞有表達說話者情態的一陎，然本文認為在關乎「人」

的少數分類詞較為明顯，例如「位」多用於表尊敬、提高評價，「個」用於

維持一般、普通態度，而「夥」則降低評價。然而除此少數分類詞之外，其

餘的情態上並未有太大作用，因此對於量詞表情態色彩的論點，本文並不認

同。語用層陎除了組織、調節的作用外，還包含說話者態度、語氣、評價等

主觀展現，因此本文認為文獻中所歸納的量詞語用功能，實際上並非真正的

語用功能，而是在語境作用下產生的語用意涵。文獻指出六種情態色彩屬於

穩定的「靜態義」，是量詞表現情態的基本語用功能，在語境的作用之下其

靜態義可能有所變異，成為「動態義」。但本文認為此靜態義已經在語境的

層陎下操作，屬於語用意涵的層陎，並未涉及語用功能。如例子（85）： 

（85）他就是那位大字不識一個的教書先生。   （羅明，《山村小屋》） 

本文認為例（85）的情態色彩轉換來自於「教書先生」與「大字不識一個」

之間的矛盾與反差，在此語境下，褒獎之意才轉變為諷刺之意，並非來自量

詞的語用功能。此外，若是討論（86）的病句： 

（86）a *一位小偷 

      b *一位酒鬼                               （何杰，2000：96） 

本文認為（86）的錯誤並非來自語法，而是來自具情態的分類詞「位」與名

詞語義搭配不當的結果。而這樣的病句也並非完全無法接受，在適當的語境

底下，其反差會產生更強烈的效果，如將（86）a 改寫為（87），當原先搭

配不當的「一位小偷」在「自詡」、「高尚」的語境配合下，反而使不當搭配

產生了諷刺的效果，此效果來自語義搭配的結果，而並非語境底下其情態功

能產生變異、轉換的現象。 

（87）*一位小偷他還自詡為一位高尚的小偷。 

據此，筆者認為類似的情態研究都並未觸及到數量定語組真正的語用層陎，

僅在語境中作用，不能作為本文的立論基礎。 

其次，Biq 的研究是由篇章層陎上探討數量定語組的功能，但在數詞省

略結構上，其弱化功能牽涉到了發話者的主觀態度，並聯繫了會話隱含的「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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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原則」及禮貌原則，因此筆者認為弱化功能應歸屬於語用層陎的討論。本

文認為弱化功能符合 Givón 所提出的「數量像似原則」，對於完整的數量定

語組來說，省略形式在形式上少了語言成分，故應同時在某個層陎上少了些

許功能，本文認為數量定語組的在篇章中的突顯性在此弱化，並加之說話者

的主觀態度，使得該事件成為帄常的、隨意的、普通的事件。因而，本文認

為弱化功能是省略形式所產生的語用功能，然省略形式是否僅限於數詞省略

結構，或亦擴及量詞省略結構，還需進一步的語料討論。 

（四）小結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及本章的重新討論、歸納，本文對數量定語組的研

究架構以句法層陎的討論作為基礎，由語法意義、篇章研究及語用研究三個

層陎加以分析。在語法意義上，計數義、計量義及分類義三者是數量定語組

的語義基礎，因此由此三義加以探討；在篇章層陎上，表示「無定」指稱，

此外，指稱尚有「有定」的問題有待繼續探討，因而由「指稱」著手；在語

用層次上，則摒棄和語境連接的「情態色彩」，而由說話者主觀態度著手，

例如弱化功能。根據此架構以及句法層陎的句式探討，本文以句法層陎、語

法意義、篇章和語用層次，探討數量定語組的三個句式。 

根據本節討論，本文的立論架構為下圖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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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一 本文立論架構圖 

 

第二節 研究範圍：數量定語組 

在先前的文獻回顧中，「數量名詞組」所指的是漢語中表達事物數量時

所使用的語法規則：「數詞＋量詞＋名詞組」，在數詞方陎，本文討論的是屬

基數的整數，至於序數、分數、小數、倍數等不在研究範圍內；而量詞方陎，

有「分類詞」與「度量詞」之分，因此本文研究擇取其中一類，以表達個體、

分類事物永久性質的「分類詞」作為本文研究對象，「度量詞」或者傳統分

類中所言的「臨時量詞」、「準量詞」、「集合量詞」、「容器量詞」等，皆不在

研究範圍之內。 

然而由於「分類詞」此術語在現今漢語研究中並不十分普遍而易使人混

淆，因而本該使用「數分類詞組」或「數類詞組」等術語加以稱呼，基於此

原因，本文仍沿用傳統研究的術語，將本文實際的研究範圍「數詞＋分類詞」

以「數量定語組」稱之。 

數量定語組

語法意義

計數義

計量義

分類義

篇章層面 指稱

語用層面 說話者主觀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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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探究本文的研究對象，本文將「數量定語組」細分為以下三式： 

1. 完整式：「數詞＋分類詞（＋名詞組）」 

完整式為漢語表達事物數量的的基本語法規則，語言成分完整。如

（88）： 

（88）一個具備好奇心的人，永遠能在世界這座荒謬的樂園，挖掘出新鮮 

      事， 並擁有許多奇妙的故事。              （褚士瑩，2011：43） 

2. 省略式 1：「分類詞（＋名詞組）」 

省略式 1 為省略數詞的數量定語組，省略的數詞以「一」為限。如（89）： 

（89）尤其是那個賓努親王，我心想他都老成那樣了，而且連頭都抬不直，  

      可是他的夫人卻是如花似玉。               （余華，2011：49） 

3. 省略式 2：「數詞（＋名詞組）」 

省略式 2 為省略量詞的數量定語組。如（90）： 

（90）取一中型攪拌盆，以手動攪拌器高速攪打蛋、糖、海鹽及香草精， 

      直到蛋液濃稠色淡，約 2 分鐘，拌入巧克力奶油糊，再加入麵粉混 

      勻。                                     （蔡惠民，2011：83） 

此三個句式在句法層陎上的表現，如何由語法意義、篇章層陎及語用層陎三

個角度切入討論研究，即是本文所要探究的問題。 

根據本章第一節與第二節的立論架構與研究範圍，本文研究架構如下圖

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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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二 本文研究架構圖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文採實證研究，根據第一章的研究問題及第二章的文獻探討結果為方

向，以語料分析為研究方法，選擇自建的小型語料庫為本文研究工具，進一

步對本文研究問題加以分析與驗證，茲說明如下。 

 

數量定語組

句法層面 語料歸納

語法意義

完整式

省略式一

省略式二

篇章層面

完整式

省略式一

省略式二

語用層面

完整式

省略式一

省略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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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方法：實例語料分析 

本文擇取屬實證研究的語料分析作為研究方式，實證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即採系統的科學方式，以客觀、實際的資料加以分析，進而解答

研究問題或驗證假設（周文欽，2002：17）。因此本文擬以真實語料為研究

材料，對於語料所呈現的結果加以觀察、統計、分析及歸納，解答本文的研

究問題，得出具價值的研究結果。 

而許余龍（2001：46-47）提出，語料有兩大類：實例語料（corpus-based 

data）與內省語料（intuition-based data）兩類。實例語料包含口語語料及書

陎語料，是語言使用者實際產出的語言，經由研究者蒐集、整理而加以運用、

分析，而數量龐大、具代表性的即為語料庫（corpus）；而內省語料則是以

自省方式或實驗方式誘導使用者運用語感而得。本文選擇實例語料為語料來

源，主要是在數量定語組方陎，除了量詞與名詞的搭配選用外，關於語法意

義、篇章及語用功能並不容易經由問題或實驗加以產出，因此本文擇定以實

例語料分析作為本文研究方法，利用真實語料進行歸納統計，以此結果加以

探討本文的研究問題，並提出本文研究分析。 

二、 研究工具（一）：自建小型語料庫 

本文擬自行建立以數量定語組為對象的小型語料庫，以此語料庫內的實

例語料加以研究、分析，作為本文研究的主要研究工具。本文所建立的小型

語料庫語料為書陎語料，語料來源直接錄自書籍文字，此方式同時也能擷取

到完整的上下文，對於篇章、語用的研究有所助益。以下介紹語料庫的語料

來源與建置方式。 

（一） 語料來源 

本文所自建的小型語料庫來源直接由書籍文字擷取，而為求語料性質更

符合本文研究需求，本文對所選取的書籍設定了幾項篩選條件： 

1. 近期出版 

擇取近一年出版的書籍，除了避免年代差距過大所產生的語言變遷，也

較便於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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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語言形式為現代漢語 

創作作品背景為古代，或者文字為仿文言形式，皆可能偏離現代漢語的

真實語言陎貌，故應避免。 

3. 語言形式具有代表性及規範性 

應篩除一般暢銷書目中時可見的以圖為主的短篇文字與圖文書，甚至單

句文字的趣味創作形式，因該形式多側重於圖像，在文字形式上難免有不符

一般使用的缺省之處，不利於語料分析，而其文字短小的形式也不利於篇章

與語用層陎的研究。此外，具規範性及代表性的語言創作也能避免過於口語

或尚未規範的新世代語言形式。  

4. 作品為母語人士創作 

選擇母語創作可避免外語翻譯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誤差。 

5. 作品為一般的文字創作 

創作領域可多元，但僅選取一般文字創作，避免詵歌創作等文字跳躍性

較高的藝術類型，以符合語言實際使用情況。 

綜合以上條件，筆者的語料庫來源選擇台灣大型連鎖書店誠品書店所公

布的誠品選書書單，選書書單內容為該書店採購人員針對每月出版書目所評

選的好書推薦。本文認為此書單為專業人員所評選，除了主題多元，還能避

免一般暢銷書目中時可見的短篇文字甚至單句文字的趣味創作形式，利於研

究中的篇章及語用分析。此外，經由專業的人員推薦把關，在語言上有一定

的嚴謹度及代表性，也可避免過於口語或尚未規範的新世代語言形式。 

因此筆者首先依此書單，選取 2011 年 1 月至 5 月近半年的中文選書共

40 本書籍，其次以一般母語創作作品為對象，除了非母語創作外，作品中

夾雜大量台灣方言或者非創作作品（例如口述整理稿）亦不採用，加以篩選

出 11 本書籍，能符合上述五個條件限制。最後，選取 5 本書籍作為研究語

料，作者包含台灣及中國的文字創作者，以台灣創作者為主；創作類別則囊

括藝術、社會科學、生活等不同領域，整理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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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二 自建小型語料庫來源 

 書名 作者 類別 

1 給所有明日的聚會 陳德政（台灣） 藝術 

2 在天涯的盡頭，歸零 褚士瑩（台灣） 社科 

3 十個詞彙裡的中國 余華（中國） 社科 

4 逐光獵影：范毅舜的攝影心法 范毅舜（台灣） 藝術 

5 裸食：好食好日好味道 蔡惠民（台灣） 生活 

 

（二）語料庫建置 

本文研究分析的語料來源來自上述的 5 本書籍，然「數量定語組」在一

般文字創作中的出現頻率是非常高的，若全數建置則數量將非常龐大，非筆

者一人能力所能及，但為維持較多的作品數量與較多元的寫作主題，以獲取

較具代表性的研究結果，本文在語料庫建置時擇取每本書的前 200 筆語料，

共 1000 筆語料進行分析。 

此外，語料庫所建置的語料為更符合研究需求，本文對擇取語料設定了

以下的擇取原則： 

1. 擇取數詞為「一」的語料 

數量定語組的省略式 1 僅限數詞「一」，因此為同時符合此三者的研究

需求，選擇數詞為「一」的語料加以分析。 

2. 省略式 2 需剔除古代漢語用例 

省略式 2「數詞＋名詞」源自數量定語組的量詞省略，然此形式亦是古

代漢語中使用的數量規則，如文獻探討中提及的例子： 

（91）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莊子‧應帝王） 

而現代漢語在書陎語中亦按此規則，保有許多類似用例，尤其是單音節

名詞，而對此類用法由於較偏離現代漢語，因而本文研究不加以採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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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92）推開門，堆著滿地的黑膠與一整面 CD 牆映入眼簾，一房一廳全被音   

      樂淹沒，走廊還掛著一幅披頭四《Abbey Road》專輯封面的大海報。 

                                              （陳德政，2011：28） 

3. 重疊形式不錄 

數量定語組中量詞可以重疊形式表現，然量詞重疊有其意涵、功能15，

並非本文研究所要討論，因此為聚焦於本文研究問題，以重疊形式表現的數

量定語組不在討論範圍之列，如下例： 

（93）襯著陽光，旗子射出一道道優雅的光芒。   （陳德政，2011：41） 

4. 熟語不錄 

基於熟語不可分析的原則，熟語中的數量定語組不在研究範圍內，如下

例： 

（94）食譜，可以讓你成為一個差強人意的家廚，可是真想要在手藝上精 

      進，只能仰賴食譜到一個程度，超過臨界點，就成為被食譜綁架的 

      肉票，只能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無能自主。   （蔡惠民，2011：48） 

5. 特殊形式不錄 

特殊形式包含引用專名、食譜所列食材、章節前摘要等形式。引用專名、

食譜所列食材可視為單一詞彙，並未有上下文的關係，不適於本文研究問題，

因而不錄，如下例： 

（95）食材： 

     450g 大白菜粗切 

     1 小顆白蘿蔔切片 

     1 根小紅蘿蔔切片 

     1 顆小洋蔥切絲 

     2 瓣大蒜切片 

     3 大匙薑泥 

     3 枚小辣椒（嗜辣可多放）                （蔡惠民，2011：17） 

                                              

15
 相關研究可見趙元任（1986/2005，呂譯）對重疊形式的討論，宗守云（2007）也有相

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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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章節前摘要，在其後的正文中可得完整文字，因此並不需要重複錄

寫。 

本文擬以上述語料擇取條件為準，一一擷取書籍中的數量定語組語料，

將包含上下文的整段文字完整錄於文書處理 Microsoft Office 系統中的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程式中，並考量目標語料前後及前置詞等項加以建置

成小型語料庫。本文語料庫的建置模式如下表所示： 

 

表三-三 小型語料庫建置模型 

序號 上句 當句＿前 前置詞語 數詞 量詞 名詞組 當句＿後 下句。 

給 3 -- 他穿著 -- 一 件 很酷的彩虹

T 恤， 

-- 圖案是 Joy Division

的專輯《Uuknown 

Pleasures》，顯然是

在街上買的。 

給 6 我從 1977 年尌

定居紐約市， 

卻敢保證 Pulp

比我更瞭解 

這 -- 座 城市。 -- -- 

 

此建置模式共有九欄，茲分述如下： 

1. 序號：漢字代表語料書籍書名的第一個字，數字代表該書的第幾筆

語料。因此「給 1」即代表該語料來自於《給所有明日的聚會》這

本書的第一筆語料。而引為本文例句時，此序號將直接列於句末，

作為例句的來源說明。 

2. 上句：目標語料「數量定語組」的前述語料，以前段文字的句號或

分號為界。此欄可作為簡單的上文，提示研究者相關語境，以便作

進一步探討。 

3. 當句＿前：出現目標語料「數量定語組」前的當句成分。為分別討

論數量定語組各個成分，將出現數量定語組之前的成分歸於此欄。 

4. 前置詞語：數量定語組時常搭配前置詞語使用，例如前置的限定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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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那」，前置的指別詞「每」等等。雖然「這個」、「那個」

幾乎已成詞彙，甚至出現虛化功能，但仍有「這一個」、「那一個」

的變化，因而將之分別開來便於討論。 

5. 數詞：有「一」與省略兩種可能。 

6. 量詞：僅限「分類詞」，亦有「分類詞」與省略兩種可能。 

7. 名詞組：受數詞、分類詞修飾的中心語名詞組，亦可能省略，但不

在本文討論範圍當中。 

8. 當句＿後：出現目標語料「數量定語組」後的當句成分。為分別討

論數量定語組各個成分，將出現數量定語組之後的成分歸於此欄。 

9. 下句：目標語料「數量定語組」的後續語料，以本段文字的句號為

界。此欄可作為簡單的下文，提示研究者相關語境拓展，以便作進

一步探討。 

針對本文研究主題「數量定語組」的小型語料庫建置完畢後，本文擬運

用文書處理程式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的排序、統計功能，首先分別出數量

定語組的完整式與二省略式三類語料，接著根據研究問題加以分析。語料分

析將著重在數量定語組完整式與省略式三者在語法意義、篇章功能及語用功

能上的表現，並且注意三者之間的聯繫與異同之處。 

三、 研究工具（二）：現行語料庫 

檢視本文所自建的小型語料庫結果，在數量定語組省略式 2 的數量上遠

低於其他兩個句式。基於此原因，本文另蒐集省略式 2 的相關語料，以作為

補充之用。本文選取「聯合知識庫」作為補充的研究工具，以下說明此工具

的語料來源及建置模式。 

（一） 語料來源 

「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是國內聯合報系成員「聯合線上

公司」所提供的媒體資料庫帄台。在語言資料研究方陎，擁有全文報紙資料

庫，利於書陎語料蒐集，提供聯合報系，包含聯合報、聯合晚報、經濟日報、

UPAPER、星報等報章的全文完整新聞資料。 

http://udn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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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語料庫建置 

為補充自建語料庫中省略式 2 的不足，筆者擬蒐集聯合知識庫中的數量

定語組完整式與省略式 2 加以對照探討，然囿於筆者能力與時間，僅以「一

個小時」與「一小時」此一例作為關鍵字，於 2012 年 2 月 9 日往前查詢 30

天內的全文報紙資料，蒐集此關鍵字的完整式與省略式 2 語料，得完整式「一

個小時」語料數 25 筆，省略式 2「一小時」語料數 63 筆，約為省略式 1 的

2.5 倍，共 88 筆語料。 

一一擷取上述所得的報章內容相關語料後，與自建語料庫相同，將包含

上下文的整段文字完整錄於文書處理 Microsoft Office 系統中的 Microsoft 

Office Excel 程式中，並考量目標語料前後及前置詞等項加以建置。其建置

模式與本文自建語料庫模式相同，在序號方陎則標明句式並輔以數字編號建

置。以關鍵字「一個小時」為例，所搜尋到的第 1 筆語料編為「完整式-1」。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若以同樣的關鍵字往前查詢一年內的全文報紙資

料，可得完整式「一個小時」386 筆語料，而省略式 2「一小時」則有 1001

筆語料，約為省略式 1 的 2.6 倍，與建置的語料數比例相當。 

第四節 小結 

本章主要介紹本論文之研究方法，語料分析是本文採用的實徵性研究方

法，自建的小型語料庫是本文的研究工具，筆者將以此語料庫的資料加以分

析、說明本論文於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 

1. 數量定語組（完整式、省略式 1、省略式 2）的語法意義、篇章功

能及語用功能為何？ 

2. 據此研究結果，如何將本文分析應用至現行對外漢語的教學教材當

中？ 

根據本文第二章的文獻探討與本文所擇取的研究方法，將於第四章藉由

實例語料的分析，針對第一章所提出的研究問題進行實徵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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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數量定語組的語料分析 

本章依據第二章文獻探討的結果與本文的觀點，探討數量定語組於語法

意義、篇章功能及語用功能，並依照第三章的研究方法，先於第一節對自建

語料庫所得語料進行整體的句式分析，第二節至第四節依序針對數量定語組

在語法意義、篇章、語用三個層陎上進行語料分析。此外，在語用層陎上，

以「聯合知識庫」蒐集而得的語料結果加以補充討論。第五節為小節。 

第一節 數量定語組的句法層面分析 

在漢語數量定語組的句式研究，相較於語義、篇章及語用等其他層陎要

豐富許多，本節首先初步對所得語料進行歸納整理，並在句法層陎進行整體

討論，作為其後分析的基礎。 

一、 語料歸納整理  

在第三章的研究架構中可知，本文對數量定語組的句式討論有三：完整

式（完整數量定語組）、省略式 1（數詞省略結構）與省略式 2（量詞省略結

構）三者，以下依此討論類別，將自建語料庫所蒐集語料共 1000 筆加以歸

類，並進行句式的初步歸納統計，以利下文探討。 

本文自建的小型語料庫語料筆數共 1000 筆，依照數量定語組的句式討

論，本文將所得語料分為三類：完整式、省略式 1 與省略式 2 共三類。完整

式的數量定語組形式完整，包含數詞、分類詞及名詞組都完整呈現，如例

（96）： 

（96）這是我去年斷斷續續完成的一部非虛構作品，裡面一些內容引用了 

      我過去散文中的幾個片斷。                            （十 1） 

例（96）的數量定語組形式完整，數詞「一」、分類詞「部」與名詞組「非

虛構作品」在形式上都完整呈現。完整式的語料數共 517 筆，佔所有語料

51.7％16，比例最高，有半數之多；第二類省略式 1 的數量定語組在數詞上

有缺省，如例（97）： 

                                              

16
 本文比例計算皆採四捨五入法取至小數點後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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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我低頭凝視那幀封面，照片中的 Arthur Kane 穿著削肩上衣，脖子掛 

      了一串珍珠項鍊，左手拿著雞尾酒，嘴裡還叼根煙，一副鬱鬱寡歡 

      的模樣。                                            （給 163） 

例（97）的省略式 1 在語言形式上不完整，數詞部分有所缺省，組成成分僅

餘分類詞「根」與名詞「煙」。省略式 1 的語料有 470 筆，佔 47％，此類語

料比例在所有語料中同樣幾佔半數，比例次高。最後，省略式 2 的語言形式

同樣不完整，在分類詞有所缺省，如例（98）： 

（98）烤架置中，以 425 度預熱，取一方型大烤盤略塗薄油備用。（裸 45） 

例（98）的數量定語組形式在分類詞部分有所缺省，組成成分為數詞「一」

與名詞組「方形大烤盤」二者。省略式 2 的語料有 13 筆，佔 1.3％，此類語

料所佔比例最少。以三式的比例來看，完整式與省略式 1 幾乎各分佔所有語

料的一半，顯示完整式與省略式 1 在使用上最為頻繁，也最為重要，而數量

最少的省略式 2，其重要性則無法與前二式比擬。以下將之列表如表四-一： 

 

表四-一 數量定語組三句式語料數及百分比例表 

數量定語組句式 語料數 百分比 

完整式 517 51.70％ 

省略式 1 470 47.00％ 

省略式 2 13 1.30％ 

小計 1000 100％ 

 

同時亦可由以下的圓餅圖四-一清楚呈現數量定語組三類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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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一 數量定語組三類比例圓餅圖 

 

二、 句法層面探討 

1. 完整式 

從句法層陎，本文對實例語料做了以下的分析，首先第一類完整式屬於

名詞組，當完整式作為主語，為單純的名詞片語時，語料有 105 筆，佔 20.31

％，例如： 

（99）一個具備好奇心的人，永遠能在世界這座荒謬的樂園，挖掘出新鮮 

      事，並擁有許多奇妙的故事。                          （在 113） 

例（99）的完整式「一個具備好奇心的人」為名詞片語，位居句首作為主語，

在片語中沒有與任何動詞有所聯繫。此外，數量定語組雖為緊密連接的固定

詞組，但仍能與其他語言成分相互作用，例如前置的指示詞「這」、中置的

形容詞「整」等等，都能與完整式結合，如例（100）、（101）： 

（100）你會不會很訝異，這一個讓人目眩神移的高科技產品和它的前身─ 

       底片相機，曾告訴我們多少故事？                      （逐 40） 

（101）推開門，堆著滿地的黑膠與一整面 CD 牆映入眼簾，一房一廳全被 

       音樂淹沒，走廊還掛著一幅披頭四《Abbey Road》專輯封面的大海 

       報。                                                （給 67） 

例（100）中，指示詞「這」置於完整式「一個讓人目眩神移的高科技產品」

之前與之結合，而形容詞「整」則介入完整式「一陎 CD 牆」之中，與完整

完整式

51.7%

省略式一

47%

省略式二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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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結合。在完整式中這樣的語料共有 14 例，數量並不多，比例約為百分之

十三。而當此名詞組與動詞相結合成為謂語，則作為動詞的賓語名詞組。這

樣的語料數共 412 筆，比例為 79.69％。總的來說，完整式在語法功能上，

可擔任句子的主語及賓語，其數據可列為下表四-二： 

 

表四-二 完整式語法功能分析表 

完整式語法功能 語料數 百分比 

主語 105 20.31％ 

賓語 412 79.69％ 

小計 517 100％ 

 

其中在賓語部分，與之搭配的動詞片語結構眾多，包含單純動詞、複合動詞、

合成動詞、動補結構、引介動詞、關係動詞與介詞短語結構，如例（102）

-（108）： 

（102）你不妨找一處有光影變化的牆面開始練習，若牆面前有樹木為前景 

       就更為理想。                                       （逐 172） 

（103）我懷念整個下午枯坐在樹下只為了等待一道命令，或是把臉頰塗得 

       綠綠黑黑，趴上石頭偽裝成地景之一，那些窮極無聊的浮游往事。 

                                                         （給 43） 

（104）也知道他雖在仍然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但是卻是推動公益旅行這   

       種新的旅行模式，直到近年赫然發現他居然在對台灣而言相當陌生 

       的國度，經營一個從公益出發的有機農場。              （在 5） 

（105）我不知它是從哪兒來的，過程有點像上帝從外太空垂下一根長長的 

       繩子到我身邊，下端還裝著助聽器。                   （給 51） 

（106）當時有一個流行的比喻，就是將共產黨比喻成人民的母親。 

                                                         （十 101） 

（107）在文革時，「領袖」是一個神聖和偉大的詞彙，是「毛主席」的代 

       名詞，或者說是毛澤東的私有財產。                  （十 92） 

（108）我們不死心又找了一陣，總算在一張傳單的的右下角發現微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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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c 字樣，間接證明這座毫不起眼的建築物的確是 Tonic 的可能 

       所在。                                            （給 77） 

例（102）完整式「一處有光影的牆陎」屬於動詞片語，為單純動詞「找」

的賓語；例（103）完整式「一道命令」也屬於動詞片語，其動詞為自由詞

素結合的複合動詞「等待」；例（104）的完整式「一個從公益出發的有機農

場」為動詞片語，為非自由詞素結合的合成動詞「經營」的賓語；例（105）

完整式「一根長長的繩子」是動補結構「垂下」的賓語；例（106）完整式

「一個流行的比喻」由引介動詞「有」介紹出來；例（107）完整式「一個

神聖和偉大的詞彙」以關係動詞「是」將主語「『領袖』」及完整式賓語的關

係聯繫起來；例（108）則為介詞短語，完整式「一張傳單」作為介詞「在」

的賓語，整個短語屬於動詞片語，用以修飾動詞中心「發現」。各類動詞結

構所佔比例又以關係動詞和動補結構最高，語料數為 103、94 筆，分別佔動

詞片語 25％及 22.82％，將近四分之一的比例，其餘依次為單純動詞 63 筆，

佔 15.30％、引介動詞 62 筆，佔 15.05％、合成動詞 43 筆，佔 10.44％、介

詞短語 29 筆，佔 7.04％、複合動詞 18 筆，佔 4.37％。上述數據可列為下表

表四-三： 

 

表四-三 完整式為賓語的中心語動詞結構分析表 

動詞結構 語料數 百分比 

單純動詞 63 15.30% 

複合動詞 18  4.37% 

合成動詞 43 10.44% 

動補結構 94 22.82% 

引介動詞 62 15.05% 

關係動詞 103 25% 

介詞短語 29 7.04% 

小計 4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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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略式 1 

省略式 1 的語言形式省略數詞，在句法層陎上較有限制。首先省略式 1

部分來自完整式與動詞結合後，省略數詞而成，雖然同樣屬於名詞組，但僅

能與動詞結合位於謂語，作為動詞賓語。此類語料數有 99 筆，佔 21.06％。

而另一部份的省略式 1 來自與其他語言成分的結合，此類省略式 1 可作為主

語，亦可處於謂語。當其作為主語時，是以完整式的形式與其他語言成分相

互結合後，數詞「一」隨之省略，形成省略式。此類語料有 159 筆，佔 33.83

％。而當省略式 1 處於謂語時，則作為動詞片語的賓語名詞組，語料有 212

筆，比例佔 45.11％。總的來說，當省略式 1 未結合其他語言成分，在語法

功能上僅能擔任主語。而若結合其他語言成分，則可任主語或賓語的角色。

將其數據列如表四-四： 

 

表四-四 省略式 1 語法功能分析表 

省略式 1 語法功能 語料數 百分比 

主語 A 未結合語言成分   

B 結合語言成分 159 33.83％ 

賓語 A 未結合語言成分 99 21.06％ 

B 結合語言成分 212 45.11％ 

小計 470 100％ 

 

進一步檢視省略式 1 擔任主語的部分，該部分的數量定語組是以完整式

的形式與其他語言成分相互結合後，數詞「一」隨之省略，形成省略式。與

之結合的語言成分包括前置的指示詞「這」、「那」，指示代詞「每」、「某」、

疑問代詞「哪」以及中置的形容詞「整」，如例（109）-（114）： 

（109）這個問題開啟了我追尋答案的漫長旅程。          （在 73） 

（110）當初那名說話輕聲細語的善感男孩，搖身一變成了炙手可熱的新星。 

                                                         （給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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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我的意思是說，每個人都在其一生中遇到很多詞彙，有些詞彙第一 

       眼見到它的時候就理解了，有些詞彙雖然相處了一生，可是仍然沒 

       有理解。                                            （十 65） 

（112）公園大道南段的某家熟食店曾是結合俱樂部、酒吧與餐廳的 Max's  

       Kansas City，即安迪沃荷王國的要角，也是在紐約 70 年代龐克場 

       景扮演重要角色。                                    （給 1） 

（113）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漢語裡，還有哪個詞彙像「人民」這樣處境奇怪， 

       它無處不在，同時又被人視而不見。                  （十 10） 

（114）當時還不用戴安全帽，海風將中分的髮線筆直劈開，整個人沈浸在 

       莫名拉風的快感裡。                                  （給 58） 

例（109）、（110）中，指示詞「這」、「那」以前置方式與數量名詞組「一

個問題」、「一名說話輕聲細語的善感男孩」結合後，形成省略式；例（111）、

（112）則以指示代詞「每」、「某」置於數量名詞組「一個人」、「一家熟食

店」之前，與之結合後形成省略式；例（113）的疑問代詞「哪」同樣以前

置方式與數量名詞組「一個詞彙」結合，形成省略式；例（114）則以將形

容詞「整」以中置方式與數量名詞組「一個人」結合後，繼而省略數詞成為

省略式。省略式 1 擔任主語位置的形式全與其他語言成分組合而成，語料數

有 159 筆，佔 33.83％。而與其他語言成分的組合比例上，前置的指示詞「這」

佔最多數，共 108 筆語料，比例為 67.92％，其餘語料數都不超過 20 筆，依

次為「每」18 筆，佔 11.32％、「那」17 筆，佔 10.76％、「整」8 筆，佔 5.03

％、「某」5 筆，佔 3.14％、「哪」3 筆，佔 1.89％。當這樣的名詞片語結合

動詞進入謂語，在結合其他語言成分的比例上，依舊以「這」佔最多數，語

料數有 153 筆，佔 72.17％，其餘依次為「那」27 筆，佔 12.74％、「整」11

筆，佔 5.19％、「每」10 筆，佔 4.72％、「某」7 筆，佔 3.30％、「哪」4 筆，

佔 1.89％。以上的百分比數據可列如表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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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五 省略式 1 結合其他語言成分比例表 

主語結合語言成分    賓語結合語言成分 

這 67.92％ 高 

 

 

 

 

低 

這 72.17％ 

每 11.32％ 那 12.74％ 

那 10.76％ 整 5.19％ 

整 5.03％ 每 4.72％ 

某 3.14％ 某 3.30％ 

哪 1.89％ 哪 1.89％ 

 

除此之外，本文亦檢視省略式 1 未結合語言成分的部分，該部分僅能擔

任賓語，而搭配的動詞片語結構相對數量較少，只有單純動詞、關係動詞及

引介動詞三類，如例（115）-（117）： 

（115）除了灑錢遊說之外，還有掛羊頭賣狗肉的招數，大品牌取個小農名 

       號另起爐灶，混淆視聽瓜分利益，「名牌」策略到底是優是劣，引 

       起不少存廢的質疑思辯。                            （裸 81） 

（116）義籍的王秉鈞神父在台灣整整服務了四十年，從年輕的帥哥到童山 

       濯濯的長者，王神父是位讓人打心底喜歡接近的人。    （逐 139） 

（117）文革時期，我們小鎮上有個人去過一次北京，這個人回來以後聲稱 

       和毛澤東握手了，他熱淚盈眶地告訴我們小鎮的群眾：毛主席親切 

       地握住他的手，親切地問他叫什麼名字？              （十 146） 

例（115）的數量定語組「一個小農名號」作為單純動詞「取」的賓語名詞，

隨之省略數詞形成省略式 1；例（116）的數量定語組「一位讓人打心底喜

歡接近的人」以關係動詞「是」將其與主語「王神父」聯繫起來，後省略數

詞成為省略式 1；例（117）數量定語組「一個人」以引介動詞「有」將之

介紹出來，後形成省略式 1。此三類動詞結構的語料數以關係動詞最多，有

42 筆，佔 42.42％，其次為單純動詞，有語料數 32 筆，佔 32.32％，第三為

引介動詞，語料數 25 筆，佔 25.25％。然而當省略式 1 結合其他語言成分，

而與動詞相結合處於謂語時，其動詞片語結構的搭配眾多，包含單純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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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合動詞、合成動詞、動補結構、引介動詞、關係動詞與介詞短語結構，如

例（118）-（124）： 

（118）我知道這可能「違背」了我後面要講的思維，但也不得不想想，我 

       花了這麼多年，甚至轉換跑到進入 NGO 工作，可不就是為了要找 

       這個答案嗎？                                       （在 143） 

（119）地球運轉既然有一套不可逆的法則，我只能虛心接受連長是名渾蛋 

       這個事實。                                        （給 40） 

（120）經過 Sarah 的允許，以下和大家分享這個故事，也紀念一位來自美 

       國波士頓、為臺灣應與教育奉獻三十年的馬莊穆教授（John     

       Mclellan）。                                       （在 124） 

（121）彼時總以為還有更精彩的照片可拍，一點也不在意，四分之一世紀 

       後的今日，想起那張去向不明的幻燈片，仍然心疼。    （逐 178） 

（122）當歷史轉折的時候，總會出現某個標誌性的事件，一九八九年的天 

       安門事件就是如此。                              （十 19） 

（123）在那個還沒有網路的時代，我對外面世界唯一的資訊來源，就是那 

       座小小的圖書館。                                  （在 59） 

（124）2010 年 7 月 28 日，凌晨三點十分，我為這本書敲出最後一個句點。 

                                                          （給 6） 

例（118）的省略式 1「這個答案」與前置的指示詞「這」結合，屬於動詞

片語，為單純動詞「找」的賓語；例（119）省略式 1「這個事實」結合前

置的指示詞「這」，屬於動詞片語的賓語名詞，其動詞則為自由詞素結合的

複合動詞「接受」；例（120）省略式 1「這個故事」結合前置的指示詞「這」，

為非自由詞素結合的合成動詞「分享」的賓語；例（121）省略式 1「那張

去向不明的幻燈片」與前置的指示詞「那」結合，為動補結構「想起」的賓

語名詞；例（122）的省略式 1「某個標誌性的事件」與前置的指示代詞「某」

結合，以引介動詞「出現」將之介紹出來；例（123）省略式 1「那座小小

的圖書館」與前置的指示詞「那」結合，以關係動詞「是」將前述「來源」

與省略式 1 的關係聯繫起來；例（124）則為介詞短語，省略式 1「這本書」

結合前置的指示詞「這」，作為介詞「為」的賓語，而整個短語屬於動詞片

語，用以修飾動詞結構中心「敲出」。以上的各類動詞結構的語料數以合成

動詞最多，有 65 筆，佔 30.67％，有三成的比例，其餘依次為動補結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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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佔 20.28％、介詞短語 43 筆，佔 20.28％、單純動詞 25 筆，佔 11.79％、

關係動詞 17 筆，佔 8.02％、複合動詞 12 筆，佔 5.66％、引介動詞 7 筆，佔

3.30％。以下將省略式 1 的組成數據列為下表四-六： 

 

表四-六 省略式 1 為賓語的中心語動詞結構分析表 

動詞結構 賓語 A（為結合語言成分） 賓語 B（結合語言成分） 

 語料數 百分比 語料數 百分比 

單純動詞 32 32.32％ 25 11.79％ 

複合動詞   12 5.66％ 

合成動詞   65 30.66％ 

動補結構   43 20.28％ 

引介動詞 25 25.25％ 7 3.30％ 

關係動詞 42 42.42％ 17 8.02％ 

介詞短語   43 20.28％ 

小計 99 100％ 212 100％ 

  

3. 省略式 2 

省略式2在形式上省略量詞，在句法層陎上較有限制，又加之語料數少，

所得資料也不若前兩類豐富。省略式 2 語料共有 13 筆，佔所有語料 1.3％，

進一步觀察語料，發現語料絕大多數出自於同一本書籍《裸食：好食好日好

味道》當中，該書主題與廚事相關，所擷取到的語料語境皆為料理手法的敘

述。省略式 2 雖為名詞組，然其語料沒有作為主語的例子，全處與謂語作為

動詞片語的賓語名詞組。可見下表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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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七 省略式 2 語法功能分析表 

省略式 2語法功能 語料數 百分比 

主語   

賓語 13 100％ 

小計 13 100％ 

 

而此名詞組可與其他語言成分相結合，例如前置的指示詞「這」，如例

（125）： 

（125）職業攝影師相當關心這一清晰範圍，為此在拍攝時除了在乎正確曝 

       光，更會注意光圈大小。                            （逐 138） 

例（125）數量名詞組「一個清晰範圍」與前置的指示詞「這」結合後，省

略量詞成為省略式 2。省略式 2 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的例子有 3 筆，佔 23.07

％。此外，檢視省略式 2，與其搭配的動詞片語結構數也較少，只有單純動

詞、動補結構與複合動詞三種，如例： 

（126）取一大鍋盛水煮滾，依包裝指示下麵煮至熟而不爛，迅速撈起意麵 

       瀝乾，放入湯碗中與醬料拌勻，即可呈盤。            （裸 104） 

（127）一直拍到這張照片，我才覺得自己會駕馭相機，除了欣賞光線，更 

       能藉相機準確地記錄它，自此我的攝影又邁進另一階段。  （逐 181） 

（128）職業攝影師相當關心這一清晰範圍，為此在拍攝時除了在乎正確曝 

       光，更會注意光圈大小。                           （逐 138） 

例（126）省略式 2「一大鍋」由數量名詞組「一個大鍋」省略量詞而成，

與單純動詞「取」結合後成為賓語名詞；例（127）數量名詞組「一個階段」

與前置的形容詞「另」結合，後省略量詞成為省略式 2「一階段」，作為動

補結構的賓語名詞；例（128）數量名詞組「一個清晰範圍」與前置的指示

詞「這」相結合，隨之省略量詞成為省略式 2「一清晰範圍」，作為複合動

詞「關心」的賓語名詞。以上三類動詞結構的語料數以單純動詞最多，共

10 筆，佔 76.92％，其次為動補結構，有 2 筆，佔 15.38％，最後為複合動

詞，有 1 筆，佔 7.69％。以下以完整式及省略式 1 的架構將省略式 2 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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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列如下表四-八： 

 

表四-八 省略式 2 為賓語的中心語動詞結構分析表 

動詞結構 語料數 百分比 

單純動詞 10 76.92％ 

複合動詞 1 7.69％ 

合成動詞   

動補結構 2 15.38％ 

引介動詞   

關係動詞   

介詞短語   

小計 13 100％ 

 

4. 綜合探討 

以自建語料庫所得資料為主，以上三個句式句法層陎的各個數據可綜合

列為表四-九： 

表四-九 數量定語組三式語法功能列表 

       語法功能 

句式 

主語 賓語 

語料數 百分比 語料數 百分比 

完整式 105 20.31％ 412 79.69％ 

省略式 1 A*   99 21.06％ 

B* 159 33.83％ 212 45.11％ 

省略式 2   13 100％ 

*A:未結合其他語言成分 *B:結合其他語言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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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數量名詞組擔任賓語時，與之相結合的動詞類型，也可綜合列為表

四-十： 

 

表四-十 數量定語組為賓語時的動詞中心語結構列表 

動詞結構 完整式 省略式 1 省略式 2 

A B 

語料數 百分比 語料數 百分比 語料數 百分比 語料數 百分比 

單純動詞 63 15.30％ 32 32.32％ 25 11.79% 10 76.92％ 

複合動詞 18 4.37％   12 5.66% 1 7.69％ 

合成動詞 43 10.44％   65 30.66%   

動補結構 94 22.82％   43 20.28% 2 15.38％ 

引介動詞 62 15.05％ 25 25.25％ 7 3.30%   

關係動詞 103 25％ 42 42.42％ 17 8.02%   

介詞短語 29 7.04％   43 20.28%   

小計 412 100％ 212 100％ 99 100% 13 100％ 

*A:未結合其他語言成分    *B:結合其他語言成分  

 

從上表四-九及表四-十的數據對照之下，可以得到以下的大方向原則： 

1. 完整式在句中可擔任主語及賓語的角色，而多半作為賓語。擔任賓

語時，可作為各種不同類型動詞的賓語名詞。 

2. 省略式 1 只能位於謂語擔任賓語，與單純動詞、引介動詞與關係動

詞三類動詞結合。若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則可擔任主語，亦可作

為各種不同類型動詞的賓語名詞，其類型數量及內容與完整式相

同。  

3. 省略式 2 僅擔任賓語角色，搭配的動詞類型為單純動詞、複合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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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動補結構三類。 

上述三點大方向原則可作為數量定語組的語法規則，較之文獻中的龐雜

的句法層陎規則，此三點較為簡潔。然而這樣的語法規則僅流於語言現象的

描述，對於當中的脈絡仍一無所知，對於完整式、省略式 1、省略式 2 之間

語法規則的差異原因並不清楚，對此三者的功能差異亦不瞭解，完整式省略

為省略式的動機也依舊不明。據此，本文認為句法層陎的探討僅能觸及表陎，

對於數量定語組的研究必頇進入到語法意義、篇章及語用的層次才能全陎解

決這些疑問。以下以句法層陎的觀察為基礎，由語法意義、篇章及語用層陎

依次探討數量定語組。 

第二節 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 

基於第二章文獻探討及第三章本文架構的討論，本文認為數量定語組的

語法意義共有三個，分別為「計數義」、「計量義」與「分類義」，其中「計

數義」源自數詞，「計量義」與「分類義」則源自量詞，本節便以此三義為

基礎，探討數量定語組三式的語法意義。 

本節分為五部分，第一到第三部分，根據文獻探討結果及本文研究架構，

將所得語料進行歸納及統計數量定語組三句式的基本語法意義；第四部分則

總結語法意義層陎探討，並提出相關的問題，並詴圖提出解答。最後為小結。 

一、 完整式 

本文將數量定語組完整式的語料共 517 筆，以語法意義的架構加以歸納，

發現每個完整式的語料都呈現了三個語法意義。在「計數義」上，完整式表

現了數目的意義，以分類詞表示計數的天然單位，也能以個體化的方式將無

法計量的事物加以計量，在「分類義」上，則依靠分類詞表示對事物名詞的

認知分類。如例（129）、（130）： 

（129）那時候我住在北京東邊十里舖的魯迅文學院，我差不多每天中午騎 

       著一輛各個部位都會發出響聲，可是車鈴不響的破自行車到天安門 

       廣場，在廣場待到深夜或者凌晨才騎車回到學校。      （十 74） 

（130）或是 The Wrens 主唱化身成特技演員，在我的愛歌 Hopeless 間奏時 

       從舞台左側幾乎與二樓同高的台階騰空躍下，一個俐落翻滾起身繼 

       續唱歌，想必在家中練過。                         （給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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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9）完整式「一輛各個部位都會發出聲響，可是車鈴不響的破自行車」

的語言形式完整，數詞「一」表示實在意義，具「計數義」；而分類詞「輛」

既表示對指稱中心名詞「自行車」計數的天然單位，也表示對該名詞的分類

方式。而例（130）的指稱名詞「俐落翻滾」為無界事物，不具有實體、邊

界，因而無法計量。依照前述討論，此類名詞可使用分類詞將無界事物劃出

邊界，使其得以計量，成為有界事物。因而以分類詞「個」將中心語名詞「翻

滾」劃出邊界，以表個體，加以計數計量。 

然而，在完整式的例子中，也並非所有數詞及分類詞都帶有完整的實義，

當指稱名詞為泛指名詞時，數詞及分類詞的語法意義也尌不那麼實在了，如

例（131）： 

（131）這才明白，原來食材也講究天作之合，一個好廚娘，不單煮藝要超 

       群，也得是個擅牽姻緣線的一流紅娘。                （裸 88） 

例（131）指稱名詞「好廚娘」在語境中沒有實體，而是指涉「好廚娘」這

個類別的全體，為泛指名詞。在此例當中，因未有實體，因此在意義上也尌

沒有計數、計量及分類的需要，可以說數詞與分類詞在此不需貢獻語法意義。

然而，泛指名詞既然以數量定語組的形式表示，便還是得必頇呈現應有的語

法意義，只是較之其他例子，實義的成分便少了。 

二、 省略式 1 

省略式 1 的語料共 470 筆，同樣依照語法意義的架構加以歸納統計，發

現省略式 1 在三個語法意義上，與省略數詞的語言形式相同，缺少了「計數

義」的呈現。從句法層陎可知，一部份的省略式 1 以完整形式與動詞結合，

再省略數詞形成省略詞一，如例（132）： 

（132）我低頭凝視那幀封面，照片中的 Arthur Kane 穿著削肩上衣，脖子 

       掛了一串珍珠項鍊，左手拿著雞尾酒，嘴裡還叼根煙，一副鬱鬱寡 

       歡的模樣。                                       （給 163） 

例（132）的數量定語組「一根煙」與單純動詞「叼」結合，而後省略數詞

形成省略式 1「根煙」。在「計數義」上，數詞沒有語言形式，因此缺乏「計

數義」。然而觀察省略式 1 的所指名詞「煙」，受話者可無礙地得知該省略的

數詞為「一」，此訊息並非語言形式所給予的，而是來自受話者自行補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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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分類詞「根」仍擔負「計量義」及「分類義」的語法意義，以表示指稱名

詞「煙」的計數單位以及認知分類。此外，在「計量義」上，也和完整式表

現相同，對於無法計量的事物，能以個體化加以表示，如（133）： 

（133）它很悲壯，淒涼極了，換個角度卻動人不已。         （給 168） 

例（133）的指稱名詞「角度」為無界事物，不具有實體、邊界，也無從計

量。但分類詞「個」可依個體化的方式，將此類名詞劃分出界線，使其成為

有界事物得以計量。 

此外，還有一類省略式與其他語法成分相結合，當省略式1作為主語時，

是以完整式的形式與其他語言成分相互結合後，數詞「一」隨之省略，形成

省略式，此形式同樣可以進入謂語之中。這類的省略式 1 是由於其他語言成

分能夠輔助補足數詞的語法意義，才得以省略，因此並非完全缺乏「計數義」，

如例（134）、（135）： 

（134）敵不過殘酷的商業現實，這座下城音樂的精神碉堡，在 2007 年 

       四月十三日拉下鐵門。                             （給 100） 

（135）秋涼暮色裡，我拿著相機在花園裡遊蕩，並沒有想記錄什麼，試探 

       性地拍下這張畫面，壓根沒有想到，這麼暗的環境，數位依然能拍 

       攝。                                               （逐 118） 

例（134）是由完整式「一座下城音樂的精神碉堡」與前置指示詞「這」結

合後，才省略數詞「一」形成省略式 1。經由指示詞「這」的語義輔助，即

使在形式上少了數詞的呈現，但計數義並沒有全然消失，而由指示詞加以補

充。例（135）來自同樣的形式進入謂語中，由完整式「一張畫陎」與前置

指示詞「這」結合後省略數詞，形成省略式 1。其數詞所給予的計數義同樣

沒有完全消失，而以指示詞「這」補足之。然而在語義上雖有外力輔助，但

省略式 1 在形式上缺少了數詞，便也缺少了直接的「計數義」。 

三、 省略式 2 

省略式 2 的語料共 13 筆，同樣依照語法意義的架構歸納統計，發現省

略式 2 與省略式 1 的模式相同，在語法意義上缺了源自分類詞的「計量義」

與「分類義」，如（136）： 

（136）取一大湯鍋注入六分滿水，加熱至滾，放入馬鈴薯煮至半軟，下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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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蘿蔔丁，一齊煮至熟軟備用。                         （裸 103） 

例（136）省略式 2「一大湯鍋」的數詞「一」為實在數目，具有「計數義」；

然而此形式省略了分類詞，因而失去了為名詞「大湯鍋」計量、分類的語義。

然而觀察省略式 2 的所指名詞，絕大多數為具體名詞，顯示省略式 2 雖然缺

乏了「計量義」與「分類義」的語言成分，但受話者容易自行補足無所阻礙。 

四、 綜合討論 

歸結上述的資料，可得知數量定語組在三個語法意義「計數義」、「計量

義」及「分類義」上的呈現，是隨著語言成分的隱現而變化的。完整式在語

言形式上最為完整，因此三個語言成分都能呈現，即使在指稱泛指名詞的例

子當中，也能呈現實義較低的語法意義；省略式 1 在語言形式上省略數詞，

因此分類詞的「計量義」、「分類義」依然有所作用，但在「計數義」上則依

靠其他語言成份或者受話者自行補足。然即使能在計數義上加以補足，仍少

了直接的意義來源；省略式 2 在語言形式上省略分類詞，因此數詞的「計數

義」仍有作用，源自分類詞的「計量義」、「分類義」同樣依靠受話者自行補

足。數量定語組在語法意義上的表現，可歸納為下表： 

 

表四-十一 數量定語組三句式語法意義總表 

語法意義 

 

句式 

計數義 計量義 分類義 

完整式 ˇ ˇ ˇ 

省略式 1 △ ˇ ˇ 

省略式 2 ˇ △ △ 

「ˇ」：具有此語法意義；「△」：仍有部分語法意義，來自其他來源 

 

除了以上對語法意義的整體歸納之外，語法意義層陎上還有以下三個子

課題可繼續探討。 



第四章 數量定語組的語料分析 

75 

1. 語法意義與句法層面 

首先，三式語法意義的數據與句法層陎之間有何關連？完整式的語言形

式及語法意義十分完整，在句法層陎上可單純以名詞片語充當主語，也可與

各類動詞結合為謂語；省略式 1 的語言形式缺少數詞，在語法意義上少了「計

數義」，由受話者自行補足或由其他語言成分輔助呈現。在句法層陎上不可

擔任主語，僅能以完整式形式與動詞結合成為謂語，而後省略數詞，此處動

詞類型只限於三類動詞；然若與其他成分結合，則可充當主語及謂語的動詞

賓語，可與各類動詞結合成謂語；省略式 2 的語言形式缺少分類詞，在語法

意義上少了「計量義」及「分類義」，必頇由受話者補足，於句法層陎上則

僅能與三類動詞結合而成謂語，不可擔任主語。根據 Givón 的數量像似原則

（quantity principle），語言型式的複雜反映了概念的複雜，因此本文認為在

語法意義上，語言形式反映了語法意義的呈現，同時也能反映到句法層陎的

表現。從完整式來說，語言形式完整，語義也是最為複雜，因此能夠自行擔

負主語及謂語中賓語的角色，而無頇任何外力的輔助。相對的，在動詞結構

的搭配上，完整式語義的複雜，使其能夠配合語義最少的單純動詞，也能搭

配語義複雜的複合動詞、合成動詞、動補結構等等，使得完整式在句法層陎

上的使用範圍最廣，沒有其他的限制。 

而省略式 1 有一部分來自與動詞結合後省略數詞的結果，此類省略式 1

只能處於謂語作為動詞的賓語，此形式與概念相配合，在語言形式上缺省數

詞，語義也因此減少，故單純的省略式 1 無法自行擔任主語的角色，若與動

詞結合進入謂語，則只有單純動詞、關係動詞及引介動詞三類動詞能與之結

合。這是因為省略式 1 的語法意義有所缺省，必頇讓受話者自行補足這個空

缺，因此無法配合語義較為複雜的動詞結構，例如複合動詞、合成動詞、動

補結構等等，僅能搭配語義關係簡單的單純動詞、關係動詞和引介動詞；而

另一部份的省略式 1 來自完整形式與其他語言成分相互結合後，數詞「一」

隨之省略而成，可作主語，亦可處於謂語作為賓語。這些成分包含前置的指

示詞「這」、「那」，指示代詞「每」、「某」、疑問代詞「哪」以及中置的形容

詞「整」。也尌是說，省略式 1 在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後，該成分能輔助補

足數詞的形式及語義，才因而能省略數詞，因此與這些語言成分結合的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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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其語法意義幾乎是完整的，能進入主語位置，也能進入謂語作為賓語

名詞，並且動詞類型的搭配上與完整式一樣豐富。 

至於省略式 2，來自完整形式與動詞結合後，省略分類詞的結果。省略

式 2 只能位於謂語作為賓語，此形式與概念相配合，在語言形式上缺省分類

詞，語義也因此減少，故省略式 2 同樣無法擔任主語的角色，而當省略式 2

與動詞結合進入謂語時，也因此大多與語義單純的單純動詞結合。然而省略

式 2 仍有與複合動詞、動補結構結合的例子，本文認為這是由於省略式 2

的指稱名詞大多為具體名詞，使得受話者補足語義有所輔助，較之省略式 1

自行補足的情況要容易一些，因此才會出現與複合動詞、動補結構結合的例

子。如例（137）-（139）的指稱名詞「塑膠袋」、「帄底鍋」、「湯鍋」皆為

具體名詞，因此受話者自行補足分類詞的語義時阻礙較少，較省略式 1 容易

一些。而這樣的例子在省略式 2 的語料中約佔了八成比例。 

（137）……，最後再倒入適量滷水，放在稍溫暖不過熱的地方，再取一塑 

       膠袋裝入適量滷水，充塞住瓶口，每日觀察並三不五時以手按壓， 

       大約7-9天可完成。[節錄]                             （裸35） 

（138）取一平底鍋小火炒逼出松子香氣，將切段芫荽、松紫、萊姆汁、麻 

       油、魚露、紅糖、海鹽及現磨黑胡椒放入食物處理機內打碎後，再 

       緩緩加入橄欖油，……。[節錄]                     （裸 102） 

（139）取一湯鍋，加水、少許鹽和糖、紹興酒和醬油加熱至滾沸，試風味 

       滿意後，置入烏龍茶葉，悶至茶香四溢，……。[節錄] （裸 113） 

2. 其他語言成分 

其次，觀察完整式及省略式 1 結合其他語言成分的情況，可以發現完整

式很少結合其他語言成分，大約只有 10％的比例，而省略式 1 則約有半數

以結合其他語言成分的方式出現，其中以「這」為最。其中的原因上述已經

略略提及，省略式 1 結合其他語言成分時，是先以完整結構與之結合，再行

省略。也尌是說，在省略之前，先會形成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的完整式，以

數量來看，很明顯大部分的完整式都會省略為省略式 1。本文認為其原因在

於其他語言成分，包含前置的指示詞「這」、「那」，指示代詞「每」、「某」、

疑問代詞「哪」以及中置的形容詞「整」，都能輔助補足數詞的語義，這是

省略式之所以成立的原因，然從另一方陎來說，也是因此而使得完整式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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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語言成分結合時，在數詞的語法意義上形成重疊，因而容易省去數詞，留

下尚有其他意義的語言成分，例如前置的指示詞「這」的定指之意，成為語

言中的常用固定形式。故，本文認為當完整式結合其他語言成分但未省略數

詞時，則會在意義上產生某種程度的重疊，因此產生其他作用。例如若結合

的語言成分為形容詞，則程度上有增量作用，如例（140）： 

（140）推開門，堆著滿地的黑膠與一整面 CD 牆，映入眼簾，一房一廳全 

       被音樂淹沒，走廊還掛著一幅披頭四《Abbey Road》專輯封面的大 

       海報。                                             （給 67） 

例（140）的完整式「一陎 CD 牆」與中置的形容詞「整」結合，並未省略

數詞的結果使得此指稱名詞「CD 牆」產生增量作用。省略數詞時形成「整

陎 CD 牆」，描寫壁陎以一大排 CD 架擺設，幾乎佔滿了整個牆陎；而結合

中置形容詞的完整式「一整陎 CD 牆」則更形誇張，彷彿由天花東到地東，

由牆陎到門框，所有能看得到的壁陎，全都填滿 CD。相較於省略式，有增

量的作用。 

3. 光桿名詞與完整式 

最後，泛指的光桿名詞與能表示泛指的完整式之間，有何差異？從語法

意義角度來說，完整式較之光桿名詞多了實義較低的三個語法意義─「計數

義」、「計量義」及「分類義」，這三個語法意義來自形式的要求，然而兩者

同為泛指名詞，卻因此產生了些許的不同，使完整式比光桿名詞多了語法意

義，本文認為這違反了 Levinson 會話隱含原則的信息原則，使完整式在語

用層陎上產生其他功能。關於這個問題的討論，請見語用層陎的討論。 

五、 小結 

首先，在語法意義層陎上，數量定語組有「計數義」、「計量義」及「分

類義」三個向度，分別源自數詞及分類詞。其中完整式能全數發揮三個語法

意義，省略式 1 則缺乏「計數義」，需要受話者自行補足，或者與其他語言

成分結合，由此成分輔助補足；省略式 2 則缺乏「計量義」與「分類義」，

需依靠受話者自行補足。 

其次，在語法意義層陎的討論，亦可結合句法層陎的問題而得出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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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據 Givón 的數量像似原則，說明完整式之所以能擔任主語及賓語，所

搭配的動詞類型多樣，是由於形式與概念相配合的結果，完整式形式完整，

語義也完整，能擔任語法角色，能配合複雜的動詞類型；而省略式 1 的形式

不完整，缺乏數詞的語義，因此僅能作為賓語，搭配基礎語義的動詞。若與

其他語言成分結合，重新獲取形式與概念，則能取得類似完整式的地位；省

略式 2 的形式不完整，缺乏分類詞的語義，因此僅能作為賓語，搭配基礎語

義的動詞。但由於此式的指稱名詞多為具體名詞，在自行補足語義上較為簡

單，因而偶有複雜意義的動詞類型與之結合。此外，完整式與其他語言成分

結合的例子少，是因為其他語言成分能輔助補足數詞的語法意義，因此產生

增量的作用。 

依著語法意義的探討，在句法層次上遺留下的問題解決了一部份，但對

於數量定語組三式之間省略的動機、功能，並未能在語法意義的層陎中探得，

必頇進入篇章及語用的層陎，才能一窺究竟。以下，便進入篇章層陎，繼續

探討數量定語組。 

第三節 數量定語組的篇章分析 

本文根據本文第二章文獻探討及第三章的研究架構，從指稱的角度切入

探討數量定語組的篇章層陎加以探討，並由指稱連結到句法層陎及信息結構。

根據陳俊光（2007）對指稱與信息的分類，指稱分為「有定」與「無定」，「有

定」包含「泛指」與「定指」，指稱發話者與受話者共知的信息；「無定」則

包含「特指」與「不定指」，指稱新信息。在指稱上，漢語的數量定語組一

般在指稱上表示「無定」詞語，但也能指稱「有定」名詞，本節以此概念為

出發點加以探討， 並由指稱著手，進入句法層陎及信息結構中。 

本節分為三部分，分別以「指稱」角度對數量定語組三式進行語料分析，

了解完整式、省略式於指稱間的關係，並且在其中連結連結到句法層陎以及

信息結構的討論，建立完整的脈絡。最後總結數量定語組的篇章層陎。 

一、 完整式 

（一）語料歸納整理 

據句法層陎的分析，完整式可分為兩個類別，第一類完整式為單純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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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片語，作為主語，第二類與動詞結合為謂語，為動詞的賓語名詞。本文依

照句法層陎的分析類別，將每個語料的指稱以四種指稱─—「有定」的「泛

指」、「定指」及「無定」的「特指」、「不定指」─標明出來，得到以下的資

料。在第一類單純的名詞片語部分，語料數共 105 筆，屬於「泛指」的語料

數比例最高，共有 50 筆，佔 47.62％，其次為「定指」指稱，有 35 筆，佔

33.33％，其餘 20 筆語料皆為「特指」指稱，佔 19.05％，如例（141）-（143）： 

（141）比如當一個背包客，透過沙發客的網站，在我們居住的城市，尋找 

       免費借住一宿的地方時，你可以決定讓他待在你家的沙發上。  

                                                         （在 29） 

（142）一個完全不懂農事的城市人，要怎麼用農業，去感動語言、文化完 

       全不同的農人？                                    （在 26） 

（143）有一天，一架直昇機突然降落在張友斌工作的考察站門前，幾個人 

       跑進來說要請「電工張」。                           （在 173） 

例（141）完整式「一個背包客」並非在語境中有所指涉，而是泛指這個類

別中的所有成員，為發話者與受話者都知道的信息，屬「泛指」指稱；例（142）

完整式「一個完全不懂農事的城市人」單看例句無法得知是否有所指涉，但

若從篇章中加以觀察： 

（144）如果說旅行讓我認識世界，NGO 的工作，則讓我跳脫大眾眼中菁 

       英分子的角色，正視心中對自然、農事回歸的想望。我從小的夢想 

       是當農夫，可是臺灣對教育的重視，卻讓我不得不走向成為對自己 

       的生命沒有熱情的知識分子的道路。在這個每個人都想當專家、成 

       為威權的時代，我卻從古老的農業中，深刻認識到人遠遠比技術更 

       重要的道理。 

           一個完全不懂農事的城市人，要怎麼用農業，去感動語言、文 

       化完全不同的農人？心理學中傾聽的技巧，要怎麼用在傾聽大自然， 

       好知道要怎麼幫助土地發揮力量？一旦有了一點成果以後，又要如 

       何藉著公益旅行，去感動原本不在乎的人？這些都是學校沒有教我 

       的事。……。[節錄]                   （褚士瑩，2010：作者序） 

從大的篇章脈絡底下閱讀，則完整式出現之前，有幾個對務農的嚮往描述及

體會：「NGO 的工作，則讓我……正視心中對自然、農事回歸的想望」、「我

從小的夢想是當農夫」，「我卻從古老的農業中，深刻認識到……」。在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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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鋪陳下，完整式的指稱自然指向作者本人，又後文提及「這些都是學校沒

有教我的事」，以「我」作為陳述中心，更是正陎肯定前陎幾個提問都是針

對作者本人的問題。因此例（142）在語境中有所指涉，在前述的鋪陳下，

毫無疑問指涉撰書的作者，為發話人與受話人所共知，屬於「定指」指稱；

例（143）完整式「一架直昇機」第一次出現在語境中，屬於受話者未知的

信息，為「特指」指稱。 

而第二類完整式則進入謂語擔任賓語，語料數共 412 筆，其中以「特指」

指稱比例最高，共有 277 筆，佔 67.23％，超過半數語料；其次為「不定指」

指稱共 68 筆，佔 16.50％；第三為「泛指」指稱，有 54 筆，佔 13.11％；最

後為「定指」指稱，有 13 筆，比例為 3.16％。如例（145）-（148）： 

（145）在法國普羅旺斯境內，我驚見一位剛會走路的小童，搖搖晃晃地拿 

       著她父親的數位相機玩耍，她從 LCD 觀景窗看世界，手舞足蹈、 

       樂不可支的景象，讓我終生難忘！                      （逐 3） 

（146）取一只鍋，加入水、醬油、味霖、公雞牌辣醬是拉差拌勻，紅透全 

       美的是拉差是關鍵，一定想方設法弄一瓶來，偶爾看心情，還會丟 

       進一顆八角提味，等湯汁滾後，放入任何想滷的食材，不消半小時 

       即可搞定，嚐起來有幾分神似台灣夜市滷味呢！         （裸 92） 

（147）只要一張畫面亮部及暗部的層次都能清晰呈現，就是一張曝光正常 

       的影像，操作一台相機，首要學習的正是如何運用光圈、快門的組 

       合，拍出一張曝光正常的影像。                        （逐 95） 

（148）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願望，讓一個沒有警察的城市秩序盎然。 

                                                         （十 27） 

例（145）完整式「一位會走路的小童」為作者所知，但讀者所不知的新信

息，首次出現於篇章當中，為「特指」指稱；例（146）完整式「一只鍋」

在語境中未有實體指涉，為發話者與受話者同樣未知的信息，為「不定指」

指稱；例（147）完整式「一張曝光正常的影像」並非認為操作相機只要拍

出「一張」曝光正常的影像，即可停止學習，此處指的是屬於此類別的所有

成員，為「泛指」指稱；例（148）完整式「一個沒有警察的城市」在單句

中無法看出是否有所指涉，但將此單句擴及到較大的篇章當中： 

（149）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北京，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天堂。警察突然消 

       失了，大學生和市民自發地承擔起了警察的責任，我想，這樣的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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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再也不會出現。共同的目標和共同的願望，讓一個沒有警察的城 

       市秩序盎然。只要走上街頭，你就會感到親切有好的氣息撲面而 

       來，……。[節錄]                         （余華，2010：16） 

從（149）的篇章來看，本段開宗明義尌點出「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北京」的

情況是「警察突然消失了，大學生和市民自發地承擔起了警察的責任」，因

此完整式「一個沒有警察的城市」便往前呼應，指涉「一九八九年春天的北

京」，為發話者與受話者共知的信息，屬於「定指」指稱。 

 將完整式兩類的指稱表現綜合對照，可以列為表四-十二： 

 

表四-十二 完整式指稱綜合對照表 

完整式        有定指稱        無定指稱 

定指 泛指 不定指 特指 

語料數 百分比 語料數 百分比 語料數 百分比 語料數 百分比 

主語 

（105筆） 

35 33.33% 50 47.62%   20 19.05% 

賓語 

（412筆） 

13 3.16% 54 13.11% 68 16.50% 277 67.23% 

  

將上表製為柱狀圖四-二，能更清楚瞭解兩類之間的比例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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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二 數量定語組完整式指稱對照柱狀圖 

 

（二）綜合討論 

1. 指稱「有定」 

由上述的數據可以知道，完整式最常擔任的角色是動詞片語中的賓語名

詞，指稱「無定」詞語。此結果符合一般對數量定語組指稱「無定」詞語的

印象，顯示數量定語組基本上指稱「無定」詞語。而遵循漢語「從有定到無

定」的信息結構規則，因此數量定語組最常出現在動詞片語中，作為賓語名

詞，兩者互相搭配。然也同時可由圖四-二的呈現清楚知道，數量定語組完

整式不只指稱「無定」詞語，也指稱「有定」詞語，包含「定指」及「泛指」。

此不同於一般對數量定語組認識的結果，本文認為其中有幾個因素在此作用，

一為其他語言成分的介入，二是語境的支持呼應，三為完整式的語言形式。

首先在其他語言成分的介入上，當完整式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後，便會改變

其指涉的指稱，能將一般表「無定」的數量定語組轉為「有定」指稱，如例

（150）： 

（150）她堅持認為是我們幹的，她說每一本書歸還回來的時候都認真檢查 

       了，這麼明顯的墨跡她不可能沒有發現。                （十 172） 

（151）我感激所有人都積極投入自己能夠著力的每一個環節中，才容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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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時候只是單純、半發呆的享受著整體氛圍，三天過後依然還能 

       成果豐碩、滿載而歸。                              （在 54） 

例（150）完整式「一本書」為主語，原為「無定」指稱，與前置的指示代

詞「每」結合後，受其影響而指涉該類別的所有成員，成為「泛指」指稱。

例（151）完整式「一個環節」處於謂語作為賓語，與前置的指示代詞「每」

結合後，同樣受「每」的語義影響而指涉該類別的所有成員，為「泛指」指

稱。此外，其他語言成分介入的例子還包括關係子句，當關係子句和完整式

形成修飾關係時，便對完整式產生限定，因為成為「有定」指稱。如例（152）： 

（152）可是生活在北京南站的一個上訪者的群體，卻知道趙紫陽遺體告別 

       的日期。                                          （十 46） 

例（152）的關係子句「生活在北京南站的」與完整式中心語「一個上訪者

的群體」形成關係子句，而此修飾語對完整式產生限定作用，確定有所指涉，

且受話者知道其信息，為「定指」指稱，因而進入主語位置。 

其次，在語境的支持呼應上，當完整式能由大的篇章當中往前呼應到已

出現過的指涉名詞，則能尌此連結至該指涉名詞，成為「定指」。如例（153）、

（154）： 

（153）一個最專業最有國際觀的企管人才，怎麼轉變成最在地而植根於泥 

       土的農夫？                                        （在 6） 

（154）而對一名每天倚靠數饅頭維繫求生意志的人，所有事情都會過去， 

       就是他想知道的一切。                                （給 41） 

由單句來看，可能將例（153）完整式「一個最專業最有國際觀的企管人才」

判別為「泛指」指稱，然而若從大的篇章觀察之： 

（155）知道褚士瑩是非常多年以前的事了。讀完醫學院在馬祖南竿島服役 

       時，臺灣才解除戒嚴，……，實在是非常羨慕也有點嫉妒這個年輕 

       人。 

           這些年來斷斷續續的看著他的書，也間或看到報章媒體對於他 

       的報導，知道他雖然曾經在跨國大企業當專業經理人，卻決定從三 

       十歲起將全職投入非營利組織工作，利用他的企管專業，協助公益 

       團體的發展；也知道他雖然仍然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但是卻是推 

       動公益旅行這種新的旅行模式，直到近年赫然發現他居然在對臺灣 

       而言相當陌生的國度，經營一個從公益出發的有機農場。一個最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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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最有國際觀的人才，怎麼轉變成最在地而植根於泥土的農夫？在 

       納悶之餘，這本書在他娓娓道來中，總算解答了我的疑惑，也從他 

       誠實的反省中，……。[節錄]           （褚士瑩，2010：推薦序） 

從大的篇章來看，一開始開門見山點出所敘述的對象為作者「褚士瑩」，而

後關注此對象的一切發展，「看著他的書」、「看到報章媒體對於他的報導」、

「知道他雖然曾經在跨國大企業當專業經理人，……」「推動公益旅行這種

新的旅行模式」、「經營一個從公益出發的有機農場」等，在前文中大篇幅的

鋪陳中，完整式「一個最專業最有國際觀的企管人才」毫無疑問往前呼應到

作者褚士瑩，為「定指」指稱。而同樣的，例（154）完整式「一名每天倚

靠數饅頭維繫求生意志的人」作為賓語名詞，由單句來看可能將此判定為「泛

指」指稱，然從大的篇章觀察： 

（156）寶貴的自由光陰，我不像隔壁連的育財士乾脆搭火車回家吃中飯， 

       我通常只做兩件事：在民生路的屏東師院圖書館苦讀英文，或去網 

       咖瀏覽當日的 NBA 對戰數據，同時收聽 BBC Radio1 線上廣播。 

           最常收聽的是傳奇 DJ John Peel 的節目，他和善溫煦的聲音給 

       人巷口雜貨店叔叔的安心感，雖然帶點英國腔，幸好尚在「可辨識」 

       的範圍，不像蘇格蘭腔簡直是火星語。播放的音樂總是很混搭，前 

       一秒是龐克樂，後一秒接嘻哈舞曲，可是談話間傳出的那股平穩律 

       動，卻隱含著「所有事情都會過去」的訊息。 

           而對一名每天倚靠數饅頭維繫求生意志的人，所有事情都會過 

       去，就是他想知道的一切。               （陳德政，2010：23） 

由大的篇章來看，一開始點出作者「我」收聽線上廣播的休閒活動，而後敘

述廣播節目的特色，進而談論「那股帄穩律動，卻隱含著『所有事情都會過

去』的訊息」。因此，當「所有事情都會過去」對完整式「一名每天倚靠數

饅頭維繫求生意志的人」是最重要的一切時，完整式的指稱由此確立，往前

呼應到作者本人「我」，為「定指」指稱。 

其三，完整式的語言形式也是影響指稱的原因之一。完整式可以指稱泛

指名詞，然當完整式為「泛指」指稱時，由於其語言形式仍然完整，因此本

文認為仍能進入屬於「無定」的句法位置。如例（157）： 

（157）依常識判斷，誰都知道計畫不合實際，但是從計畫的角度來看，卻 

       只看到一個有獎學金拿還不知珍惜的壞孩子。          （在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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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57）完整式「一個有獎學金拿還不知珍惜的壞孩子」並未指稱語境中

的某個實體，而是以此指涉這種普遍情況，為「泛指」指稱。「泛指」指稱

屬於「有定」詞語，仍能進入「無定」的句法位置當中，是因為完整式的語

言形式完整，使其仍能進入「無定」的句法位置。 

2. 「從有定到無定」的信息結構 

從圖四-二還可得知一個訊息，即完整式的名詞片語大部分指稱「有定」

指稱，而動詞片語則大部分指稱「無定」指稱。這樣的結果趨向符合了漢語

「從有定到無定」的信息結構傾向，然而對於其中的細項，還需要進一步檢

視。首先，單純名詞片語的完整式處於主語位置，理應大致遵循「從有定到

無定」的規則，指涉「有定」事物，而數量定語組基本上指稱「無定」事物，

因此數量定語組要如何在主語位置指涉「有定」事物？此外，為何理應為「有

定」事物的主語位置，有「無定」的數量定語組語料？同理，動詞片語中的

完整式處於賓語位置，理應傾向指涉「無定」事物，而同樣數量定語組基本

上指稱「無定」事物，理應能完美搭配，但仍有指稱「有定」的例子，在什

麼情況下會指涉「有定」事物？ 

檢視單純名詞片語的部分，在主語位置指涉「有定」事物的部分包含「定

指」與「泛指」兩類，在「定指」部分，語料來自兩個類型，一是關係子句，

一是來自語境的呼應。在第一個類型上，當關係子句與完整式形成修飾關係，

關係子句對完整式產生限定，因而改變完整式的指稱。如例（158）： 

（158）中國浙江的一家企業，生產了一千萬支嗚嗚祖拉，可是利潤只有十 

       萬多元人民幣。                                      （在 124） 

例（158）完整式中心語「一家企業」與關係子句「中國浙江的」結合，因

此完整式受到限定，形成發話者與受話者共知的信息，原先的指稱性質由「無

定」轉為「有定」，可進入主語位置。而在語境的呼應上，則必頇回溯到較

大的篇章當中，當數量定語組能往前呼應到特定名詞時，則成為「定指」指

稱。如前述的例（155），重引如（159）： 

（159）知道褚士瑩是非常多年以前的事了。讀完醫學院在馬祖南竿島服役 

       時，臺灣才解除戒嚴，……，實在是非常羨慕也有點嫉妒這個年輕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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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年來斷斷續續的看著他的書，也間或看到報章媒體對於他 

       的報導，知道他雖然曾經在跨國大企業當專業經理人，卻決定從三 

       十歲起將全職投入非營利組織工作，利用他的企管專業，協助公益 

       團體的發展；也知道他雖然仍然在世界各地飛來飛去，但是卻是推 

       動公益旅行這種新的旅行模式，直到近年赫然發現他居然在對臺灣 

       而言相當陌生的國度，經營一個從公益出發的有機農場。一個最專 

       業最有國際觀的人才，怎麼轉變成最在地而植根於泥土的農夫？在 

       納悶之餘，這本書在他娓娓道來中，總算解答了我的疑惑，也從他 

       誠實的反省中，……。[節錄]           （褚士瑩，2010：推薦序） 

 

例（159）完整式「一個最專業最有國際觀的企管人才」放在大的篇章結構

來看，能往前呼應到前述提及的「褚士瑩」，因此有所指涉，為「定指」指

稱。而在指稱「泛指」上，則在泛指的情境中，以完整式的形式取代光桿名

詞，其形式仍然完整，也並未需要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如例（160）： 

（160）一個具備好奇心的人，永遠能在世界這座荒謬的樂園，挖掘出新鮮 

       事， 並擁有許多奇妙的故事。                       （在 113） 

例（160）完整式「一個具備好奇心的人」在語境中並未指涉實體，而是指

符合該類別的所有成員，為「泛指」。而完整式的形式沒有缺省、變化，也

無頇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 

此外，對於主語位置能指稱「無定」詞語的部分，僅限於「特指」指稱，

而呈現「特指」的例句都位於缺乏引介動詞的引介句當中，如例（161）： 

（161）我接著往南踏過一塊水泥三角洲，一具黑色雕塑如放大版的魔術方 

       塊斜立在地表。                                    （給 175） 

例（161）完整式「一具黑色雕塑」在篇章中第一次出現，為受話者未知的

新信息，屬「無定」的「特指」指稱。本文認為例（161）的原形應為引介

句，以引介動詞「有」來引介特指指稱至主語位置，如（162）： 

（162）我接著往南踏過一塊水泥三角洲，有一具黑色雕塑如放大版的魔術 

       方塊斜立在地表。                              （改寫自給 175） 

又如其他的例子： 

（163）我下樓打探，一名感覺一星期沒睡的女店員用例行公事的語氣說： 

      「噢，你等下走到對街，轉個身就知道了。」          （給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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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然後，一個名叫王洪文的文革造反派出現在毛澤東身邊。  （十 163） 

（165）一九八六年，一個法國的探險家「發現」了菲律賓中部 occidental  

       Mindoro 西岸的 Pandan 島，從此，這裡就變成了潛水愛好者的天堂， 

       到現在，島上供應的還是法國菜。                    （在 15） 

例（163）、（164）、（165）的完整式「一名感覺一星期沒睡覺的女店員」、「一

個名叫王洪文的文陏造反派」以及「一個法國的探險家」，在篇章當中都屬

於第一次提及，而受話者未知的信息，因此屬於「特指」指稱。而本文認為

這三個例子與（162）相同，都應有引介句的原形，然而在書陎語當中，由

於閱讀可反覆咀嚼的特性，使得該引介句省去了引介動詞而不至於產生誤解，

也形成無定的「特指」指稱未經由引介動詞的媒介而出現在「有定」位置的

主語當中。 

而檢視動詞片語的部分，指稱「有定」詞語的例子包含「定指」與「泛

指」，在「定指」指稱的部分有兩類情況，一是完整式與前置的指示詞結合，

包含「這」、「那」；一為語境中有所呼應，如例（166）、（167）： 

（166）前台是戲、後台是人生，若不是高科技的數位，我還真的不能從事 

       這一個特殊的題目。                               （逐 123） 

（167）從一個追逐口欲的好吃饕客，搖身變成對食材心懷敬意，下單購買 

       超大方，割烹調味時小器精算，生怕浪費好食材的謙虛掌廚者，這 

       本書裡書寫的正是這幾年來，自己在飲膳一事上多方研讀，手作實 

       驗，四處參訪品賞後的心情轉折及廚事心得。         （裸 24） 

例（166）完整式「一個特殊的題目」與前置的指示詞「這」結合，即使不

看大的段落篇章，也可從指示詞表示定指的功能中得知此指稱名詞為「定指」

指稱。而加之書籍中的攝影作品輔助後，更能確知「這一個特殊的題目」指

的是後台的攝影工作。而例（167）完整式「一個追逐口欲的好吃饕客」的

指涉為作者本人，由後文「這本書裡書的正是這幾年來，自己在飲膳一事

上……」中所點名的「自己」可以得知。然而從前述的篇章看起，便能完整

得知其脈絡： 

（168）這一連串因著講究食材而引發的意想不到骨牌效應，讓我從一介拿 

       著手抄食譜所需食材品項上超市的廚娘，練就出看農場老天爺有何 

       賞賜，就能臨機應變的料理身手；從仰賴市售罐頭調料半成品，到 



現代漢語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篇章、語用分析及教學應用 

 88 

       韓國泡菜、歐式中式麵包、糕點、中式手工麵條、各式果醬、蕃茄 

       罐頭、醬汁高湯，樣樣自己動手作，美味健康不求人；從一個追逐 

       口欲的好吃饕客，搖身變成對食材心懷敬意，下單購買超大方，割 

       烹調味時小器精算，生怕浪費好食材的謙虛掌廚者，這本書裡書寫 

       的正是這幾年來，自己在飲膳一事上多方研讀，手作實驗，四處參 

       訪品賞後的心情轉折及廚事心得。          （蔡惠民，2010：7） 

從大的段落篇章看起，「一個追逐口欲的好吃饕客」能夠無誤地往前呼應到

前述「讓我從一介拿這手抄食譜所需食材品項上超市的廚娘，……」中所指

明的「我」，為「定指」指稱。 

而在泛指指稱上，也有兩類語料，一類為單純的完整式，一類則與其他

語言形式結合，例如前置的指示代詞「每」。在單純的完整式上，本文認為

其指稱為泛指，但因語言形式仍為數量定語組，使得此類語料仍能以「有定」

的角色進入「無定」的賓語位置，如（169）： 

（169）對「光」及「光反射率」有了基本概念，對相機測光作業方式將會 

       有更清楚的認識，進而知道如何去掌握光圈、快門的組合，除了拍 

       到一張曝光準確的影像，更能藉光圈、快門組合來玩弄光影效果。 

                                                         （逐 74） 

例（169）完整式「一張曝光準確的影像」並非有所指涉，而是指該類別中

的所有成員，為「泛指」指稱。然而「有定」的「泛指」指稱能進入「無定」

的賓語位置，本文認為其原因在於形式仍為數量定語組，而數量定語組大多

指稱「無定」事物，因而因形式的符合得以進入此框架之中。而第二類完整

式與其他語言形式結合，如例（170）： 

（170）我想，參與了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每一個人，不管今天是什麼 

       立場，在某一天突然回首往事的時候，都會有屬於自己的銘心刻骨 

       的感受。                                          （十 60） 

例（170）的完整式「一個人」與前置的指示代詞「每」結合，「每」指全體

的任何一個個體，因此與之結合的完整式成為「泛指」指稱。 

綜合上述兩個討論課題，數量定語組完整式大體指稱「無定」詞語，因

此以作為賓語的語料比例最高，在外界的力量介入後，才能指稱「有定」詞

語，此力量包含其他語言成分的結合、語境的呼應及語言型式的完整。而為

遵循漢語信息結構「從有定到無定」的傾向，位於主語位置的完整式，在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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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子句、泛指情境及語境呼應的環境中，能改變「無定」指稱成為「有定」

指稱，以符合主語位置的要求。看似違反此傾向的「無定」指稱，則源自省

略引介動詞的引介句；而位於賓語位置的完整式，則以符合數量定語組的基

本指稱「無定」性質，獲得最高比例的語料，但在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語

境呼應及泛指的環境中，則改變「無定」指稱成為「有定」指稱，違反信息

結構的傾向，顯示語言成分帶來的限定、大的篇章架構大於信息結構的制約，

而泛指之所以進入該位置則是由於完整式的語言形式。 

二、省略式 1 

（一） 語料歸納整理 

根據句法層陎的分析，省略式 1 可分為三個類別，第一類結合其他語言

成分形成名詞片語，作為主語，第二類以第一類的語言形式與動詞結合為動

詞片語，作為賓語，而第三類未結合其他語言成分，僅能與動詞結合，在賓

語中作用。本文同樣依據句法層陎的分析類別，將每個語料的指稱以四種指

稱標明出來，得到以下的資料。在第一類的名詞片語部分，語料數共 159

筆，屬於「定指」的語料數比例最高，共有 132 筆，佔 83.02％，其次為「泛

指」指稱，有 19 筆，佔 11.95％，第三則為「不定指」指稱，共 5 筆，佔

3.14％，最後為「特指」指稱，共 3 筆，比例為 1.89％，如例（171）-（174）： 

（171）到了他的家中，他十分賣力地搬著一把凳子走到衣櫃前，在衣櫃的 

       頂端摸索了一會兒，摸出一本積滿灰塵的書遞給我，我接過來時心 

       裡忐忑不安，這本尺寸小了一號的書很像是紅寶書。      （十 183） 

（172）就這樣，放學後不用練鋼琴的時間，我就專注的一頁一頁讀起來， 

       雖然不能理解為什麼幾乎每本書都透露出淡淡的憂傷，但卻讓我對 

       布拉格冬天起霧的街頭、戰後灰暗的莫斯科，興起了無限的嚮往。 

                                                         （在 63） 

（173）公園大道南段的某家熟食店，曾是結合具樂部、酒吧與餐廳的 Max's  

       Kansas City，及安迪沃荷王國的要角，也是在紐約 70 年代龐克場 

       景扮演重要角色。                                     （給 1） 

（174）……，甚至偶爾，放手讓靈感繆思帶路，看貨架上哪個物件的姿態 

       氣質內涵最能打動我，就把誰帶回家。[節錄]         （裸 162） 

例（171）省略式 1「這本尺寸小了一號的書」在語境中有指涉實體，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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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者與發話者共知的信息，為「定指」指稱。除了可由指示詞「這」確定

為「定指」之外，往前亦可呼應到前述「一本積滿灰塵的書」，確知其指稱；

例（172）省略式 1「每本書」在語境中沒有實質指涉，而受指示代詞「每」

的影響，指屬於此類別的所有成員，為「泛指」指稱；而例（173）由後文

可知，省略式 1「某家熟食店」的實體，為發話者知道而受話者未知的新信

息，屬於「特指」指稱。例（174）省略式 1「哪個物件」受疑問代詞「哪」

的影響，未有實質指涉，為發話者與受話者都不知道的信息，為「不定指」

指稱。 

第二類的動詞片語部分，語料數共 212 筆，其中以「定指」指稱比例最

高，共有語料數 186 筆，佔 87.74％；其次為「泛指」指稱，語料數 14 筆，

比例為 6.60％，第三為「不定指」指稱，共 8 筆，佔 3.77％；最後為「特指」

指稱，共 4 筆，為 1.89％，如例： 

（175）在旅途中，我們可以安靜的面對自己和這個世界。      （在 14） 

（176）你可能以為關於 Tonic 的一切就這樣美好地循環下去，它仍以低廉 

       的門票令人獲得愉悅的心靈滿足，它還是不愛掛招牌，安靜的存在 

       已使紐約的每個夜晚都更精彩。                      （給 99） 

（177）這些上訪者傾家蕩產地東奔西走，夢想著有一天會出現某個清官為 

       自己伸張正義。                                    （十 50） 

（178）我在威尼斯的大運河某座橋樑上，將相機鎖在三腳架上，以極小的 

       光圈拍這張照片。                                  （逐 82） 

例（175）省略式 1「這個世界」指涉發話者與受話者共知的信息，可由指

示詞「這」確定為定指；例（176）省略式 1「每個夜晚」沒有實質指涉的

實體，而受指示代詞「每」的影響，為「泛指」指稱，指稱此類別的所有成

員；例（177）省略式 1「某個清官」則為發話者與受話者都不知道的指涉

名詞，為「不定指」指稱；而例（178）省略式 1「某座橋樑」也許作者無

法言明為哪座橋樑，但一定對該橋的風光有所印象，為發話者所知，但受話

者不知其實質指涉的信息，為「特指」指稱。 

第三類語料不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僅為動詞賓語，語料數共 99 筆，

其中「特指」指稱的比例最高，共有語料數 73 筆，比例為 73.74％；其次為

「泛指」指稱，共 17 筆語料，佔 17.17％；第三為「不定指」指稱，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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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語料，佔 7.07％；最後為「定指」指稱，有 2 筆語料，佔 2.02％，如例（179）

-（182）： 

（179）這張照片後來被當時剛成立的國家劇院採用，做了張正反兩極評價 

       的舞蹈海報。                                     （逐 166） 

（180）如果沒有天堂，心安理得當個好人，一生平安坦蕩，也絕對不是白 

       費功夫。                                         （在 146） 

（181）菜單中最好有冷盤和燉煮烤物，前者可以前一天預備，後者也可以 

       提先備料，若可以選個出爐後可以直接上桌的烤具，連擺盤時間都 

       省下。                                            （裸 55） 

（182）科考站的人急得都快瘋了，當聽說挪威科考站有個技術很高超的中 

       國電工後，就連忙駕著直升機來請他。               （在 174） 

例（179）省略式 1「張正反兩極的舞蹈海報」有其指涉實體，而此時體由

發話者提出，為受話者未知的信息，為「特指」指稱；例（180）省略式 1

「個好人」在語境中沒有指涉，而是指該類別的所有成員，為「泛指」指稱；

例（181）省略式 1「個出爐後可以直接上桌的烤具」在語境中沒有指涉實

體，為發話者與受話者都不知的信息，為「不定指」指稱；例（182）省略

式 1「個技術很高超的中國電工」從前文脈絡中可推知所指涉的是新聞中的

焦點人物，為發話者和受話者都知道的信息，屬於「定指」指稱。 

將省略式 1 的指稱表現綜合對照，可以列為表四-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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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十三 省略式 1 指稱綜合對照表 

        有定指稱        無定指稱 

定指 泛指 不定指 特指 

語料數 百分比 語料數 百分比 語料數 百分比 語料數 百分比 

主語-結合語言成分 

（159 筆） 

132 83.02% 19 11.95% 5 3.14% 3 1.89% 

賓語-結合語言成分 

（212 筆） 

186 87.74% 14 6.06% 8 3.77% 4 1.89% 

賓語-未結合語言成

分（99 筆） 

2 2.02% 17 17.17% 7 7.07% 73 73.74% 

  

將上表製為圖四-三，能更清楚瞭解三類語料之間的比例差別： 

 

 

圖四-三 省略式 1 指稱綜合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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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綜合討論 

1. 指稱與其他語言成分 

在結合其他語言成分的語料中，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指稱都隨著結合

的語言成分而有所變化，以第一類語料為例，結合指示詞「這」、「那」成為

「定指」指稱；結合指示代詞「每」成為「泛指」指稱，結合指示代詞「某」

則為「特指」或者「不定指」指稱，結合疑問代詞「哪」則為「不定指」指

稱。如例： 

（183）這張照片並不是攝於北京的天安門廣場，而是攝於千里之外的我們 

       小鎮的照相館裡。                                   （十 153） 

（184）前面那座樓梯通往另一處展演場地 Sub Tonic，提供尚未成名的樂 

       團演出機會。                                      （給 84） 

（185）這個所謂的自由經濟社區，其實只是經濟理論簡單的供給與需求原 

       則，根據這個原則，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別人的「供應商」。（在 28） 

（186）某位初拿相機卻一直無法突破的年輕人，有回興奮地與我分享：在 

       台東家鄉有處小湖，他天天打這經過卻從未覺得這湖有任何特殊之 

       處，直到有天看見湖上瑰麗的晚霞，促使他火速衝回家拿相機……。 

       [節錄]                                           （逐 188） 

（187）或某個秋日時段，雙肩各背了三把 65K2 步槍，全身扛著二十幾公 

       斤的裝備發瘋似地向集合場狂奔。                      （給 29） 

（188）我不知道在今天的漢語裡，還有哪個詞彙像「人民」這樣處境奇怪， 

       它無處不在，同時又被人視而不見。                  （十 10） 

例（183）省略式 1「這張照片」與指示詞「這」結合，其確指的特性，使

其成為「定指」指稱；例（184）省略式 1「那座樓梯」同樣與指示詞「那」

結合，依其性質成為「定指」指稱，例（185）省略式 1「每個人」與指示

代詞「每」結合，「每」指向全體中每個成員的性質，形成「泛指」指稱；

指示代詞「某」能指涉發話者不願說、無頇說明或者不知道的信息，依此性

質，例（186）省略式 1「某位初拿相機卻一直無法突破的年輕人」為發話

者不願點名的對象，不為受話者所知，為「特指」，而例（187）省略式 1「某

個秋日時段」應為發話者也未能記清的信息，為「不定指」指稱；例（188）

省略式 1「哪個詞彙」與疑問代詞「哪」結合，該問題的解答說話者和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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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都不知道，為「不定指」指稱。此外，尚有與形容詞「整」結合的語料，

形容詞能對有指涉事物加以限定，因而能指稱「定指」及「泛指」指稱，如

例： 

（189）但是問題又來了，已經晚上七點半，表演八點就要開始，除了幾輛 

       孤伶伶鎖在停車繳費機上的腳踏車，整條巷子冷冷清清，絲毫嗅不 

       到人潮聚集的跡象。                                  （給 82） 

（190）整個過程裡難度最高的，竟是與肉販溝通，若有幸遇上現代電腦化 

       舖子，整隻豬身所有部位及可做切割選項條列清楚，只要在單上勾 

       選，不足處手寫註釋回傳即可，……。[節錄]          （裸 68） 

例（189）省略式 1「整條巷子」與形容詞「整」結合，在語境中有實質指

涉，為發話者和受話者所共知信息，為「定指」指稱；例（190）省略式 1

「整隻豬身」同樣與形容詞「整」結合，但在語境中未有指涉個體，而指該

類別的所有成員，為「泛指」指稱。 

此外，由於第二類語料是由第一類語料的形式與動詞結合，因此可完全

對應於第二類語料。從圖四-三的條狀圖中便可清楚知道第一類語料與第二

類語料在指稱上的分佈十分相近，表示第一類語料及第二類語料在指稱上都

受到其他語言成分極大的影響。 

2. 「從有定到無定」 

從表四-十三的數據及圖四-三的圖示來看，第一類名詞片語位居主語位

置，根據漢語信息結構傾向「從有定到無定」，應為「有定」指稱，而第一

類語料有近九成的比例指稱「有定」指稱，符合此規則。而其中指稱「無定」

指稱的「不定指」及「特指」，在綜合討論的第一點已提及，是受到結合的

語言成分所影響。而第二類語料在形式上是來自第一類語料的基礎，因此在

指稱上的趨勢與第一類語料十分接近。然而第二類語料位居謂語，為動詞的

賓語，應大致指稱「無定」指稱，但第二類的實例語料卻完全違反此傾向。

兩類語料同樣受到語言成分極大的影響，但因語料所處位置而得到「符合」

或「違反」該傾向的結果，本文認為，這現象表示在結合語言成分的省略式

1 當中，語言成分所額外帶來的指稱性質，已超越信息結構的約束。 

最後，第三類語料為未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的動詞片語，在指稱上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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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有定到無定」的信息規則，多在賓語的位置指稱「無定」詞語。 

三、省略式 2 

根據句法層陎的分析，省略式 2 僅能位於謂語作為賓語名詞，本文依此

類別，將每個語料的指稱以四種指稱標明出來，得到以下資料。省略式 2

作為賓語名詞，語料共 13 筆，其中屬於「不定指」指稱的語料比例最高，

共有 10 筆，比例為 76.92%，其次為「特指」指稱，語料數有 2 筆，佔 15.38

％，最後為「定指」指稱，有 1 筆，佔 7.69%，如例： 

（191）取一大鍋盛水煮滾，依包裝指示下麵煮至熟而不爛，迅速撈起意麵 

       瀝乾，放入湯碗中與醬料拌勻，即可呈盤。              （裸 104） 

（192）一直拍到這張照片，我才覺得自己會駕馭相機，除了欣賞光線，更 

       能藉相機準確地記錄它，自此我的攝影又邁進另一階段。  （逐 181） 

（193）職業攝影師相當關心這一清晰範圍，為此在拍攝時除了在乎正確曝 

       光，更會注意光圈大小。                              （逐 138） 

例（191）省略式 2「一大鍋」在語境中沒有指涉的實體，發話者與受話者

都無法確知，為「不定指」指稱；例（192）省略式 2「另一階段」是由發

話者提出，而受話者未知的信息，屬於「特指」指稱；而例（193）省略式

2「一清晰範圍」與前置的指示詞「這」結合，因著指示詞的作用，成為「定

指」指稱。 

在信息結構上，省略式 2 屬於動詞賓語位置，遵循著漢語「從有定到無

定」的傾向，而大部分指稱「無定」詞語。唯一的「有定」詞語，是受到其

他語言成分的影響，再一次說明了語言成分所帶的信息超越信息結構的約束，

省略式 1 及省略式 2 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後，皆在指稱上依此產生影響，進

而可能違背了「從有定到無定」的信息結構。 

四、小結 

在篇章層陎上，數量定語組基本上指稱「無定」詞語，但也能指稱「有

定」詞語，其概念為何？本文由指稱的四種類型，分別分析數量定語組的三

個句式。其中完整式大體指稱「無定」詞語，在外力介入之後，才能指稱「有

定」詞語，包含其他語言成分的結合、語境的呼應及語言型式的完整。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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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遵循漢語信息結構「從有定到無定」的傾向，位於主語位置的完整式，在

關係子句、泛指情境及語境呼應的環境中，能改變「無定」指稱成為「有定」

指稱，以符合主語位置的要求。而位於賓語位置的完整式，則以符合數量定

語組的基本指稱「無定」性質，獲得最高比例的語料，但在與其他語言成分

結合、語境呼應及泛指的環境中，則改變「無定」指稱成為「有定」指稱，

而不再遵循信息結構的傾向，顯示語言成分帶來的限定、大的篇章架構超越

了信息結構的制約。 

而在省略式 1 上則有三類語料，其中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的第一類及第

二類語料，其指稱隨著語言成分的性質而變動，而可能違反「從有定到無定」

的信息結構，顯示語言成分所帶來的指稱性質，超越了信息結構的約束。而

在第三類語料上，屬於動詞片語的賓語名詞，因而大體指稱「無定」詞語，

符合信息結構。而省略式 2 屬於動詞賓語名詞，同樣大部分指稱「無定」詞

語，遵循「從有定到無定」的規則，然在其他語言成分介入之時，又可能有

其變化。 

總的來說，數量定語組一般指稱「無定」詞語，然而也可能違反此設定，

在外力的介入下，有指稱「無定」轉為指稱「有定」詞語，此力量包含其他

語言成分的結合、語境的呼應及語言型式的完整。而對於其他語言成分的影

響，在省略式 1 及省略式 2 上也能看出，尤其是省略式 1，語料若與其他語

言成分結合，便完全依照其性質而影響指稱。 

按照篇章層陎的探討，數量定語組在句法層次上的偏好位置問題得到解

答，但對於數量定語組三式之間省略的動機、功能，並未能在篇章的層陎中

探得，還必頇進入語用的層陎，才能一窺究竟。以下，便進入語用層陎，繼

續探討數量定語組 

第四節 數量定語組的語用分析 

本節語用層陎主要討論數量定語組三個句式與語用之間的關係，數量定

語組的語用分析文獻較少，本文於第二章文獻探討中，引述了眾多學者討論

的「情態色彩」以及 Biq（2004）提出的「弱化功能」，本文認為「情態色

彩」與語境間的關係密切，無法歸為語用層陎；而「弱化功能」關乎說話者

主觀態度，則可作為本文切入點加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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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分為三部分，首先從完整式與省略式的比較，探討省略式的語用層

陎，其次，納入光桿名詞進一步討論，最後為小結。 

一、完整式與省略式 

本文已依序從句法層陎、語法意義到篇章層陎討論數量定語組的完整式

及省略式，完整式和省略式在句法層陎上由於形式的差異，進而影響句法層

陎的結合與限制。然而在語法意義上，完整式有完整的三個語法意義─「計

數義」、「計量義」及「分類義」，而省略式 1 雖缺少了源自數詞的「計數義」，

但可以由其他語言成分加以補足，或者由受話者自行補足；至於省略式 2

在語法意義上也有缺乏，缺少了源自分類詞的「計量義」與「分類義」，但

此語法意義仍能由受話者補足而無礙。也尌是說，在語法意義上，完整式與

省略式都能將語法意義發揮出來，之間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其次在篇章層陎上，完整式基本上指稱「無定」詞語，但在語言環境的

改變下，會經由外力而變化其指稱，包含其他語言成分的結合、語境的呼應

及語言型式的完整。而省略式 1 在未結合其他語言成分時，同樣基本上指稱

「無定」詞語，但當省略式 1 結合其他語言成分時，則受到其他語言成分的

影響，而會變化指稱的性質。至於省略式 2 基本上也是指稱「無定」詞語，

但也會依著結合的語言成分而有所變化。總的來說，在篇章層陎上，完整式

與省略式大部分都指稱「無定」詞語，但會受到外在力量的影響，大體上沒

有根本上的差異。 

換句話說，基本式與省略式在語法意義及篇章層陎都沒有決定性的差別，

然而根據 Givon 的數量像似原則，結構的複雜度反映了概念的複雜，因此，

句法層陎的表層差異，在概念上必然有所差異，只是兩者的差異為何？其背

後的動機與功能為何？ 

1. 省略式 1 

基本式與省略式 1 在語法意義及篇章層陎都沒有決定性的差別，只在句

法層陎上有所不同。既然在基本的概念及指稱上沒有決定的差異，發話者卻

使用形式經過省略的省略式 1 ，本文認為違反了 Levinson（1987）所提的

會話原則中的「數量原則」（Q-principle），根據數量原則，發話者不應讓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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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陳述信息低於他所知道的程度。由此，本文認為省略式 1 在語用層陎上

產生了功能，在發話者的主觀態度上加以作用。本文認為，省略式 1 在語言

形式上是削減的，在功能上也是同樣的模式，產生弱化功能，此弱化功能與

發話者的主觀態度有關，而在不同語境下有不同的呈現，如例（194）-（196）： 

（194）中央公園共有九千多把長椅，兩年半後我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向隔 

       壁的老嬉皮要了根煙來抽。                           （給 150） 

（195）即使腫得像顆氣球，昔日的帥氣風采已被中年阿伯的溫吞樣取代， 

       我依然斜眼就能認出他。                             （給 110） 

（196）若對相機與光線的關係和它的運作邏輯有個基本了解，要駕馭這台 

       複雜機器就不如想像的困難。                          （逐 59） 

例（194）是借煙的情境，對抽煙的人來說，借給陌生人煙、打火機是十分

帄常，而且是隨手可達成而不感負擔的事。因此發話者以省略式 1 的動詞片

語「要了根煙」來表示發話者的主觀態度隨意、愜意而輕鬆，弱化了完整式

可能出現的謹慎態度；例（195）的主題在於陎對走樣明星的批評，其批評

可謂十分犀利，然而發話者以省略式 1 的動詞片語「像顆氣球」來表示發話

者的主觀態度是輕鬆、隨意的，便削弱了原先有的刻薄感，反而呈現了輕鬆

的幽默感，受話者也會因此感到有趣而非反感；而例（196）說明操作相機

的基本態度，發話者原先指導的角色因省略式 1 而有所弱化，在指導或建議

上可弱化其權威感，而產生親切的感受。 

而發話者之所以違反數量原則而使用省略式 1 達成弱化主觀態度的效

果，本文認為其原因來自於禮貌原則的同情原則，同情原則是盡量減少雙方

反感的原則，本文認為發話者為顧及禮貌與觀感，而使用省略式 1 將可以減

弱令對方反感的強勢態度，例如批評、指導。此外，也可使用省略式 1 表達

隨意、輕鬆、尋常的態度，以增進親切的感受，降低令對方反感的機會。 

2. 省略式 2 

檢視省略式 2 的語料，會發現省略式 2 的部分並未加諸說話者的主觀態

度，如例（197）-（199）： 

（197）取一中型攪拌盆，以手動攪拌器高速攪打蛋、糖、海鹽及香草精， 

       直到蛋液濃稠色淡，約 2 分鐘，拌入巧克力奶油糊，再加入麵粉混 

       勻。                                                （裸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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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取一高湯鍋，注入六分滿水，加熱至滾，放入馬鈴薯煮至半軟，下 

       紅蘿蔔丁，一齊煮至熟軟備用。                     （裸 167） 

（199）職業攝影師相當關心這一清晰範圍，為此在拍攝時除了在乎正確曝 

       光，更會注意光圈大小。                           （逐 138） 

例（197）、（198）省略式 2 未結合其他語言成分，也皆指稱具體名詞「中型

攪拌盆」、「高湯鍋」；例（199）結合前置的指示詞「這」，指稱名詞「清晰

範圍」則非具體名詞。然無論條件如何，皆未加諸說話者的主觀態度，而只

呈現指導、說明與介紹的中性性質。此外，省略式 2 的語料絕大部分來自同

一本廚事書籍中的料理手法敘述，以說明、條列、指導為主，在體裁有其特

殊之處。因此本文認為相較於省略式 1，省略式 2 並未有表示說話者主觀態

度的語用，然在體裁有所偏好。 

考量本文自建語料庫中省略式 2 的語料數，本文另以「聯合知識庫」所

得語料為輔加以討論。在「聯合知識庫」搜得語料中，完整式「一個小時」

有 25 筆，如例（200）；省略式 2「一小時」有 63 筆，如（201）： 

（200）童志義說，事發前他與最年長的劉有賢一起在唱歌，轟然一聲巨響 

       船開始傾斜，接著停電，船上旅客及船員都很驚慌，在船艙走道或 

       甲板上四處亂竄，約一個小時後海水灌進船艙，大家往上走到甲板 

       等待救援。                                    （完整式-22） 

（201）Eco Soak 快速煮系統 5 分鐘，待機器停止煮沸功能後自動轉換成保 

       溫 75°C 持續一小時，幸福好茶不必等待。使用超耐熱德國 Schott 

       專利強化玻璃，耐溫差 450°Ｃ至零下 40°Ｃ、抗腐蝕性、透光度佳、 

       膨脹係數低安全有保障。                      （省略式 2-23） 

首先尌數量來看，省略式 2 的語料數約為完整式的 2.5 倍。若將語料蒐集範

圍延長至一年內，總語料數拉大至 1387 筆，比例仍然相近，約為 2.6 倍。

說明在正式的報章書陎語體中，有較大的比例使用省略式 2，而非完整式。

進一步檢視省略式 2，除了新聞事件的敘述外，如（202），有約五成二的比

例使用於介紹性文字，例如（203）-（205）： 

（202）蔣偉寧原訂前天要向吳清基請益，因吳清基開始打包，地方很亂， 

       改為昨天，在教育部外會面一小時，與會者還包括政務次長林聰明。 

                                                  （省略式 2-43） 

（203）因此建議民眾烹調時可先將乾金針浸泡在攝氏 25 度的清水中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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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或是攝氏 45 度的溫水 20 分鐘，可去除約 70%的殘留二氧化硫， 

       接著再經煮沸 3 分鐘，去除二氧化硫殘量的效果會更好。 

                                                   （省略式 2-19） 

（204）訂年菜送的龜鹿二仙鍋，是店內招牌菜，每份 800 元，是用鹿角、 

       龜板、人蔘、枸杞等十餘種中藥熬製三小時後，放入排骨小火熬一  

       小時再放入蛤蜊、杏鮑菇、藥酒等，香濃入味。   （省略式 2-1） 

（205）衛生局表示，信義區「大腦活化」課程共有 70 多位學員，每周上 

       課約一小時，課程內容包括色卡顏色辨識、詞語記憶、出聲數數等。 

                                                   （省略式 2-5） 

例（202）敘述新聞事件的始末，為典型報章文字，並不帶發話者的主

觀態度。例（203）為專業技術解說，（204）說明產品製作過程，而（205）

為活動內容說明，此三例皆可概括為介紹性文字，且不帶說話者的主觀態度。

此結果說明省略式 2 除了適於使用在正式的書陎語體當中，也多用於介紹性

的中性文字，不帶正陎或負陎的主觀態度。 

由上述自建語料庫及聯合語料庫的語料討論，本文認為相較於省略式 1，

省略式 2 並沒有呈現說話者態度的語用功能，然而在使用環境上仍有其特點。

本文在第二章文獻探討時提及，事物數量以數詞直接結合名詞的方式在上古

漢語裡已經出現，即使到了漢代以後，現今的數量定語組已經形成雛形，最

後的結果已不能不以單位詞為中介而形成語法範疇，但在仿古的書陎語當中

數詞直接結合名詞的語言形式仍不停延續（王力，1958）。本文認為，此延

續除了表現在原先的單音節詞彙之外，同時也漸漸延伸到現代漢語的雙音節、

多音節詞當中。因此當本文建置語料庫時已刪去來自古代漢語形式的用例，

仍能看見有別於單音節詞彙的語料。 

此外，書寫時仿古代漢語的寫作模式，多半是欲藉此達成書陎語中一貫

強調的簡明風格。筆者認為，省略式 2 也是同樣的概念，藉由仿古的語言形

式，來達成書陎語上獨特的簡明風格。因此，正式書陎語體、介紹性文字都

適宜使用仿古的語言形式，呈現簡明風格，並且表現中性的立場。故在本文

自建語料庫所得語料中，大部分出現在廚事書籍中的料理手法敘述，其料理

步驟指導的情境，適宜使用簡明的形式；而在聯合知識庫所得語料中，除了

正式書陎語體的背景外，還有半數使用於介紹性文字體裁當中。為此，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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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省略式 2 並未有語用層陎上的功能，而是來自仿古形式的運用，多用以

搭配特殊書寫體裁，例如正式書陎語體、介紹性文字等等，以達簡明風格，

不帶個人情感。 

二、 光桿名詞 

本文另外要提的是經常與數量定語組並列討論的光桿名詞。光桿名詞與

完整式之間的差異可由語法意義角度來說，完整式較之光桿名詞多了實義較

低的三個語法意義─「計數義」、「計量義」及「分類義」，兩者同為泛指名

詞，卻因此產生了些許的不同，完整式比光桿名詞多了語法意義，本文認為

這違反了 Levinson 會話隱含原則的信息原則（I-Principle），根據信息原則，

發話者應只提供交際所需最少量的信息，然而當發話者能使用光桿名詞達成

所需的泛指指稱時，卻使用完整式來呈現，使完整式在語用層陎上產生其他

功能。由此，本文認為完整式在表示泛指時，在形式上較光桿名詞多了語言

成分，在語用層陎上也多了情感的投入，使發話者更能進入到發話者所提供

的狀態當中，投入自身的情感。如例（206）-（208）： 

（206）身為一位專業攝影師，我仍是鼓勵初入門的攝影愛好者能以不能變 

       焦的單鏡頭作業，雖然不方便，但單一視角的鏡頭在觀看訓練方面， 

       的確有它的成效。                                   （逐 102） 

（207）許多從事公益活動或從事社會改革的熱血青年，總是以為自己掌握 

       了知識與真理，因此會以強烈的態度指正別人，卻忘掉了一個人只 

       有在自我承諾的行動與付出的過程中，才會發展出改變自己的力量。 

                                                          （在 9） 

（208）那是唯一能阻止一個人墜落的東西，那是唯一能推翻地心引力定律 

       的東西。                                            （給 15） 

例（206）完整式「一位專業攝影師」指涉職業，為「泛指」指稱。使用光

桿名詞─「身為專業攝影師，我仍是……」─在語義上也完全沒有差異，然

而發話者在泛指的情境下使用完整式，則該情境似乎立體化了起來，作者的

形象輪廓也更加鮮明，而不致埋沒在全體成員當中，此立體與鮮明的感受使

受話者更能投入情感，彷彿攝影師尌在眼前親身說明，更能接受發話者所給

予的資訊；例（207）完整式「一個人」指涉身為「人」類別的所有成員，

然而使用光桿名詞「人」在句法、語義上完全成立，但使用完整式則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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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活許多，受話者更能對發話者所提及的「一個人」投入情感，進而投射到

自己的身上，使其產生身處其位的感受；而例（208）也是同樣的，發話者

以完整式的形式表示，使得受話者的情感更為投入到情境當中，甚至將「一

個人」投射到自己身上，而不是與己無關的全體成員。 

而發話者之所以違反信息原則而使用省略式 2 達成情感投入的效果，本

文認為其原因來自於禮貌原則的一致原則，一致原則是盡量增加雙方的一致

性，本文認為發話者為使受話者在情感的投入程度上更加一致，而使用省略

式 2 加強情感的投入程度，使發話者提供的情境更加活潑鮮明，使受話者更

能將情感投入到其中，甚至投射到自身，產生感同身受的感受。 

第五節 本章小結 

本章為數量定語組的語料分析，包括語法意義、篇章與語用分析。本文

以數量定語組的三個句式為主軸加以討論，即完整式（數詞＋分類詞＋名詞）、

省略式 1（分類詞＋名詞）與省略式 2（數詞＋名詞）三者，探討此三者在

語法意義、篇章與語用層陎上的表現。首先，數量定語組的基本語法意義有

三：「計數義」、「計量義」及「分類義」，分別來自數詞與分類詞，而三者都

有極高程度的發揮。完整式擁有完整的語法意義，與其形式相符合；省略式

1 在數詞的計數義上、與計數義相關的計量義上並不完整，省略式 2 則在與

分類詞相關的計量義與分類義上有所減弱，皆呼應了此二式刪略的形式。然

而三式的語法意義都十分完整，完整式來自先天的健全條件，省略式 1 與省

略式 2 則以後天受話者的自行補足以及其他語言成分的補足，仍得到完整的

語法意義。 

而數量定語組進入篇章層次時，在「指稱」上以指稱無定詞組為主。首

先，完整式以指稱無定詞組為主，符合文獻探討的結果，若指稱有定詞組，

則必頇有外在的力量加以改變，包含其他語言成分的結合、語境的呼應及語

言型式的完整。而為了遵循漢語的信息結構傾向，位於主語位置的完整式，

在關係子句、泛指情境及語境呼應的環境中，能改變「無定」指稱成為「有

定」指稱，以符合主語位置的要求。而位於賓語位置的完整式，則以符合數

量定語組的基本指稱「無定」性質，獲得最高比例的語料，但在與其他語言

成分結合、語境呼應及泛指的環境中，則改變「無定」指稱成為「有定」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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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違反信息結構，顯示語言成分帶來的限定、大的篇章架構超越了信息結

構的制約。其次，省略式 1 同樣也主要指稱無定詞組，並且遵循信息結構的

規則然而當省略式 1 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時，其指稱便會依著語言成分的性

質有所變動，而可能違反了信息結構的限制。例如與指示詞「這」結合則為

「定指」，與指示代詞「每」結合則成「泛指」，而與疑問代詞「哪」結合，

則為「不定指」。語言成分的性質改變了信息結構的限制，顯示語言成分所

帶來的限定，超越信息結構的約束。第三，省略式 2 同樣以指稱無定詞語為

主，並遵循信息結構，然而在其他語言成分介入時，也有可能變化。因此，

雖然數量定語組基本上指稱無定詞語，但仍能因外力而有所改變，尤其是與

其他語言成分結合的情況，這些語言成分所帶來的限定，甚至超越信息結構

的約束。 

最後，在語用層陎上，完整式與省略式 1 在語法意義、篇章層陎上都沒

有太大的差別，然而省略式 1 的形式有所缺省的原因，根據會話原則及禮貌

原則，本文同意省略式 1 有弱化的功能，能弱化主觀態度，產生尋常、隨意、

輕鬆的感受，削弱壓迫感，增加親切感。而在省略式 2 的方陎，本文認為該

句式在語用層陎上沒有表現，而仿古形式的運用，目的是達到簡明的文風，

不帶個人情感。最後，本文額外討論了光桿名詞與完整式，當完整式指稱泛

指事物時，能較光桿名詞多了情感的投入，使受化人更能進入發話者所營造

的情境當中，感同身受。 



現代漢語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篇章、語用分析及教學應用 

 104 

第五章 教學啟示與應用 

本文的內容在於探討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篇章及語用層陎上的系統，

其目的在於回答研究問題，以及將其結果應用於實際的語言教學當中，本章

討論的，便是此最終目的。本章分為三部分，第一節檢視現行教材當中數量

定語組相關的教學安排與設計，第二節以第四節的語料分析結果為基礎，提

出數量定語組的教學啟示，第三節則綜合以上兩節內文，提出教學建議。最

後為小結。 

第一節 現行教材檢視與建議 

本文以現行的對外華語教材為材料，檢視目前教學上數量定語組的安排

與設計。本文以使用率為準，挑選了《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中文聽說讀寫》

及《新實用漢語課本》三套經典教材，分別在台灣、美國及中國有相當高的

使用率。此外，再加入以溝通為目的、以真實生活材料為主的《遠東實用生

活華語》這套教材，綜合檢視此四套教材中數量定語組的教學安排與內容。 

（一）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本套教材經再版修訂之後，共發行五冊，第一、二冊教授基本發音、語

法與常用詞彙；第三冊著重校園活動與日常生活話題，第四冊介紹中華文化，

第五冊更深入介紹中華文化特質，並加以多種體裁呈現。而檢視本套教材，

基本意義為表達事物數量的數量定語組出現在第一冊，屬於基本語法。而後，

數量定語組在教材的語法點當中便不再出現。 

檢視第一冊，數量定語組出現在第四課，以結帳找錢的對話練習描述事

物數量，課文的詞彙表中列出了幾個量詞，並標明其詞性（M）並以英文簡

單說明其功能，例： 

（209）枝 M：measure word for stick-like things. 

       我不喜歡這枝筆。 

（210）杯 M：cup of 

       我要一杯咖啡。 

例（209）與（210）的詞性標示同為量詞：M，實際上分屬分類詞與度量詞

兩種，此分別由其英文說明便可得知端倪，例（209）表達了對棒形事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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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例（210）是則是度量的容器。雖然本文認為分類詞與度量詞應加以

分別，但在教學當中，區分類詞與度量詞的意義不太大，一來此二者功能相

似，用以表達事物數量，且在語法層陎上所佔位置也一樣，同時，此二者在

某些情況下並不容易分別，因此若將其區分開來，恐怕更容易造成混淆與困

惑，因此在教材上，以量詞統一標示並沒有太大問題。 

而在數量定語組的語法點說明上，本套教材以英語簡短說明，並加以舉

例強化，本文將此說明列於下： 

Quantified Nouns:  

In Chinese, nouns are often preceded by a measure word to emphasize what kind 

of object. 

在英語說明的部分，本文認為此語法點的命名“Quantified Nouns”點出了

數量定語組的基本功能，但該陳述並未加以介紹數量定語組的語法規則，也

未說明量詞，包含分類詞與度量詞的真正功能，反而容易有誤導之處，以

“emphasize”來說明，容易使學習者認為，使用數量定語組的決定因素在

於我是否想強調，而可能流於自由心證的矛盾。同時，在此語法點之後，也

安排了數量定語組與指示詞組合的語法說明，本文一併將此說明列於下： 

Specified and Numbered Nouns: 

When a singular noun follows a DEM, the ordinal number 一 is usually omitted 

and only 這/那/哪+the measure word is needed. 

在數量定語組與指示詞組合的部分，本套教材簡要地說明數詞省略的主要條

件與情況，適於初學者。然而本教材對數量詞組的介紹僅止於此第一冊，對

於對數詞省略的其他表現及原因，還有量詞省略的結構，以及在篇章、語用

上的功能，在其餘教材內容中都未有介紹與說明。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實用視聽華語》此套教材已清楚介紹數量定語組

最基本的語法規則，但在說明的部分應做些修正。此外，針對數量定語組的

其他句式、篇章與語用層陎的功能，若能加以介紹說明，則對數量定語組的

瞭解將更全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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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文聽說讀寫》 

本套教材是以英語為母語者所設計的對外華語教材，主要介紹華語與中

華文化，每一課的教材內容則一律以兩篇段落呈現，多數為對話體裁，也有

敘述的體裁。檢視本套教材，數量定語組出現在第一冊的第二課及第九課，

並且與《實用視聽華語》相同，在介紹完此一基礎語法之後，數量定語組便

不佔其他篇幅。 

檢視第一冊第二課的部分，此套教材同樣以量詞（M）標示相關詞彙，

而在數量定語組的說明上，以量詞為語法點的主軸，以較長篇幅介紹量詞，

本文將此說明列於下： 

Measure Words (I): 

In Chinese a numeral usually followed immediately by a noun. Rather, a 

measure word is inserted between the number and the noun. There are several 

hundred measure words in Chinese, but you may hear only two and three dozen 

in everyday speech. Many nouns are associated with special measure words, 

which often bear a relationship to the meaning of the given noun. However, the 

general measure –ge can sometimes be substituted for the special measure. 

在英語說明的部分，本文認為此語法點以量詞作為主軸是合適的，然而該敘

述對何謂「量詞」在開頭並沒有重點提示，對數量定語組的語法規則也描述

地有些模糊，讓人不太清楚使用數量定語組的時機。此外，也與《實用視聽

華語》相同，對數量定語組的句式變化、篇章及語用層陎上的功能，並未有

所著墨。不過，此說明對量詞的介紹仍有許多優點，例如說明量詞數量以及

日常生活的使用現況描述、提及分類的概念及「個」的特徵等，都能使學習

者對量詞有進一步的認識。至於量詞語法點再度出現的第九課（即 Measure 

words (II)），則羅列整理前幾課所陸續出現的量名常用搭配關係，用以複習、

加強。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中文聽說讀寫》在數量定語組的介紹上以「量詞」

為主軸，有其特出之處，但應對何謂量詞及數量名詞的語法規則有更清楚的

介紹。此外，在數量定語組的其他句式、篇章與語用層陎的功能上同樣沒有

著墨，若能加以介紹說明，則對數量定語組的瞭解將更全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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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新實用漢語課本》 

本套教材是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者所設計的對外漢語教材，透過語言結

構與語言功能的教學，以及文化知識的介紹，培養學習者聽說讀寫四技的能

力，進而運用漢語進行溝通。此外，螺旋式的學習編排、語言功能的著重、

漢字的規律教學以及教材題材範圍、趣味性的擴大等等，都是本套教材的特

色。檢視本套教材，數量定詞組出現在第一冊，屬於基礎日常口語表述，而

其後，關於數量定語組的說明便不再出現。 

檢視第一冊，數量定語組出現在第八課，以介紹家中人口的主題練習數

量詞做定語的用法。此教材在生詞表中將量詞以 M 標示其詞性，另外也在

語法單元中對數量定語組加以介紹： 

數量詞做定語 Numeral-measur words as attributeives 

In modern Chinese, a numeral alone cannot directly function as an attributeive to 

modify a noun but must be combined with a measure word. All nouns have their 

own particular measure words. 

接著，特別說明量詞部分： 

Nu   + M   + N 

五 口 人 

一 個 姐姐 

十二 個 系 

二十 張 照片 

「個」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asure word, applied before nouns 

referring to people, things, and units. (It is read in the neutral tone). 「張」is used 

before nouns of objects with a flat surface such as paper, photographs, and 

businesss cards. The measure word「口」is used to express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a family when it is combined with「人」. For example: 「五口人」.In other 

cases, 「個」should be used. For example: 「我們班有二十個人」One cannot 

say「我們班有二十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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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認為在語法點的說明上，以「數量詞作為定語」的語法點項目名稱

點出了數量定語組的功能，而該陳述也介紹了數量定語組在句法層陎上的基

礎規則。然而，談到量詞（M）的部分，該教材未完整介紹量詞的意義與功

能，並且將分類詞的意義套用到量詞的整體。雖然在分類詞的介紹上簡易清

楚，但對於「量詞」的學習，仍容易造成學習者的誤解。例如第一冊的第九

課中，同樣出現了標示為量詞（M）的生詞「杯」、「瓶」，按照第八課的說

明，學習者可能會將此量詞與名詞做固定的連結，而未意識到此生詞為度量

詞，是暫時的狀態。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此套教材在語法點的名稱與陳述上已介紹數量定語

組的意義與基礎規則。然而應在量詞的說明上重新修改增訂，避免以分類詞

的意義概括量詞而造成誤解。此外，也應增加數量定語組的其他句式變化的

說明，而對篇章及語用層陎上的功能也未涉獵，值得加以介紹說明，增進數

量定語組的全陎瞭解。 

（四） 《遠東實用生活華語》 

本套教材強調以溝通為目的，其內容特色是以真實生活語料為主，以提

供句型組合的形式，統合聽、說、讀、寫四種技能。教材共分為三冊，第一

冊著重日常實用口語表達，第二冊增加書陎語的語料，進入現代生活的資訊；

第三冊以經濟、新聞、歷史等不同層陎切入，介紹中華文化與思想內涵。檢

視本套教材，數量定語組在第一冊出現，屬於基本日常口語表達，而後也與

前三套教材相同，關於數量定語組的說明不再出現。 

檢視第一冊，數量定語組出現在第一課，首先在進入課文與詞彙前，先

以相關句型提示本課的語法點： 

（211）a. S + Nu + M (+N)  (The verb can be omitted) 

       b. SP + Nu + M + (N)  (If Nu is “1”, it can be omitted) 

       c. Nu + M + N 

接著在詞彙表中，對標示為 M 的量詞以註腳介紹量詞為： 

“M” stands for “Measure Word”. It is used to show the quantity of a noun. 

It goes after a number and before the corresponding noun. The measure word in 

a phrase can help people distinguish among homophones, e.g. “一只錶” and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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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表”. “個” i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measure word, and is applicable to 

many nouns. However, a number of nouns require specific measure words, e.g. 

“一本書”“一輛車” “一斤白菜”. It is best to memorize them together with their 

measure words. 

本文認為，此套教材以句型組合作為出發點有其優點，但上述所列的三個與

量詞相關的句式組合中，（211）c 是數量定語組的基本句式，（211）b 與（211）

c則是包蘊此基本句式句型，因而在說明該句型之前，還得先說明基礎句式，

例如（211）b 此句型在語法點中的說明為： 

多少錢  How much does it cost? 

When expressing amounts or quantities in Chinese, one must add the 

corresponding measure word after the number. For QW ( question word) which 

serve to ask a specific number, the measure word after “多少” may be omitted. 

在此句型說明中，首先簡單介紹了數量定語組的，接著才進入此語法點中，

而後才進行到數量定語組的說明，此順序可能產生不必要的重複或缺漏，因

此本文認為在順序上應以最基礎的句型為先，再漸進入擴充的句型。接著在

量詞的說明中，本套教材開宗明義地介紹量詞的意義，並且簡明扼要地說明

其數量功能、分類意義以及名量搭配等細節，不過該說明位於註解的位置，

因此需要教師多一點引導與介紹。 

而在基本的數量定語組語法點介紹上，本套教材反倒沒有多加著墨，僅

以詞組在句法上的功能簡要說明，例如以下的語法點： 

一個包子多少錢？ How much is one steamed bun? 

Nu + M + N can function as a subject. 

Q :  Nu + M + N          多少錢？     A：Nu + M + N 

 

    一   個  包子                               $15 

    兩   杯  茶                                 $40 

本文認為此語法點在句型示範組合的設計上有其優點，但此說明若不論前述

對量詞的註腳說明，則等於在數量定語組語法點的介紹幾乎沒有說明，過於

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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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略，雖能瞭解句法順序與元素組成，但對此詞組的內容則無從得知。 

綜合上述，本文認為《遠東實用生活華語》在量詞的介紹上簡要、清楚，

但其地位僅在註腳當中，也因此，此套教材對於數量定語組僅有成分組合的

介紹，對在數量定語組的基本句式與功能，以至於數量定語組的其他句式、

篇章與語用層陎的功能上同樣沒有著墨，值得進一步修訂。 

總結上述三套對外華語教材的檢視，本文發現對數量定語組開宗明義的

基礎介紹，包含語法規則、句式變化及其語法意義等，這些教材都有缺乏或

者不足之處，顯見在最基礎的層陎上，仍有補充修訂的空間。而對於數量定

語組進一步的篇章、語用層陎上的探討，所有教材都未涉獵此範圍，表示在

教學當中，篇章、語用層陎的教學則是較被忽略的一環，此結果仍有待後續

的補足，才能使教學更為全陎。本文以下以本文研究結果及教材檢視結果為

基礎，進一步提出對數量定語組的教學建議。 

第二節 教學建議 

根據第一節教材檢視結果及本文第四章語料分析的結論，本文提出以下

幾點教學建議，以作為教學上的參考： 

（一） 初級─建立「數量定語組」的概念 

從教材檢視的結果來看，本文認為必頇針對「數量定語組」的概念加以

補足，其方向有三：首先，以「語法規則」的角度介紹數量定語組，說明當

漢語表達事物數量時，尌必頇有數量定語組，而在句法層陎上的線性表現為

「數詞＋量詞（＋名詞組）」，並且最易出現在句尾。這個最基本的概念十分

容易理解，且在說明上也十分簡易，教師應在初級的時候予以建立。此外，

在介紹說明時以直接清楚為宜，應避免使用主觀詞彙加以解釋，以免徒生困

擾，例如“emphasize”等字眼。 

第二，在建立規則之後，分別介紹其中成分。「數詞」部分屬於語言共

有，可省略不談，而直接簡明介紹「量詞」的概念。本文在教材檢視時發現，

一般教材與傳統漢語語言學分類相同，一併以「量詞」（M）標示本應予區

別的分類詞與度量詞。然而，從教學與學習的角度來看，將「量詞」此一小

類再細分為更小的兩類，反而不易吸收，只會更形困擾。而且，姑且不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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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詞與度量詞是否容易區辨，以及兩者之間微妙的差距，分類詞與度量詞在

語法層陎上的位置的確是一致的，且在這個基礎上要說服學習者兩者的差別

便不容易，因此本文認為將分類詞與度量詞的內涵一併融合在「量詞」底下，

傳達給學習者即可，當出現「『的』的插入」的問題時，再漸次傳達兩者的

區別。那麼「量詞」的內涵應該包括什麼？本文認為在建立規則的初級階段，

應該建立量詞的語法意義概念。然而在語法意義的細項，對學習者來說，是

難以理解且吸收的，因此本文認為應將語法意義簡化為「表達數量」與「分

類」兩個即可。在「表達數量」這個語法意義中，重新呼應了一開始對數量

定語組的介紹說明，教師也可在此簡要融合分類詞與度量詞的內涵，向學習

者說明量詞是協助漢語表達事物數量的方法，對象可以是可數的，也可以為

不可數的事物，不可數的事物可以從它表現的樣子連結，例如：裝著它的容

器。而「分類」則另外介紹分類詞的語法意義，由於度量詞存在於世界語言

中，只要稍加提示學習者應可以將其對應到母語中，因此相對而言，分類的

意義則需要加強。不過，「分類」亦不需過於強調，同樣以簡單清楚的方式

介紹，量詞在可數的事物上是從事物的特徵處理的，像是形狀、長度等，此

語法意義不僅提示學習者數量定語組有分類的意義，還給了學習者應注意熟

練量詞與名詞搭配的理由。 

第三，建立數量定語組概念時，教師除了上述兩個方向之外，也應由學

習者的母語加以考量。思考量詞底下的概念，度量詞是世界語言共有的，易

於理解；而分類詞是分類詞語言獨有的，而同屬數詞分類詞語言的，又以漢

藏語系為多，因此在建立數量定語組概念時，宜同時考量學習者的母語系統

是否屬於分類詞語言，而選擇多加說明或者略過。 

綜合以上考量，本文以先前檢視的教材為材料，將本文研究結果及教學

考量設計為以下的簡易教學樣本，供教師參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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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ied Nouns (1) 

Structure: Numeral + Measure word + Noun  

Function: When expressing amounts or quantities. 

Usage: It is often used in the end of a sentence. 

 

【Measure words】 

When you mention amounts or quantities, a measure word is needed to  

show the quantified way (e.g. 杯/瓶/斤) or to express the classification 

according to some innate features (e.g. 本/輛/條).   

 

 

（二） 初級─系統介紹句式，應用以完整式與省略式 1 為主 

從教材的內容來看，在介紹數量定語組時，僅以本文所稱「完整式」為

對象處理，對於「省略式 1」的部分則結合在指示詞搭配名詞的句型介紹中，

而「省略式 2」則沒有著墨。本文認為在數量定語組的句式上，應有更為系

統性的安排，其修正方向有二：第一，在初始介紹數量定語組之後，應一併

將省略式的句式介紹出來。在教材裡，對數量定語組的介紹以完整式為主，

省略式部分不是以附註的方式附加上去，或以括號的方式表達，省略式結合

在其他句型的說明當中。本文認為附註、括號的方式不夠清楚，而且也不能

建立獨立句式的概念；而結合其他句型則不易使學習者將此重點單獨抽取出

來，連結到數量定語組當中，這三種方式都不如直接在數量定語組中以句式

統一說明來得清楚，因此本文認為較合宜的方式是將數量定語組的句式在初

始階段一併介紹出來，才能系統性地認識數量定語組。當然，系統性的句式

介紹也不需佔太大的篇幅，僅需要在原先建立的概念之下，告訴初級學習者，

數量定語組的成分可以省略，形成另外的兩個句式，即本文所稱「省略式 1」

與「省略式 2」。其中，省略式 1 大多數是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後產生，尤

其是「這」、「那」、「每」、「哪」等指示詞成分；省略式 2 則多出現在正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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陎體裁當中。 

第二，句式應用以「完整式」與「省略式 1」為主。此方向的考量來自

語料分析中的句式比例與分佈，在語料分析中，完整式與省略式 1 的比例大

約各佔一半，是數量定語組的常用句式，而省略式 2 卻佔不到百分之一的比

例，使用比例極小，其使用語境又較為特殊，因此在教學上來說，於句式介

紹時三者都要有所照顧，以建立學習者對數量定語組的系統概念，但在練習

應用時，應以使用比例高的完整式與省略式 1 為主，省略式 2 則主要出現在

初始的介紹，提供給學習者基本概念，認識此句式變化及其體裁即可，不要

求學習者加以練習應用。 

總的來說，本文認為在初始的數量定語組完整式介紹後，應在此基礎下

一併介紹省略式。本文所設計的簡易教學樣本如下： 

 

Quantified Nouns (2): Omission of numerals  

Structure: DEM + yi + Measure word + Noun 

Usage: It is usually used for a singular noun with a determiner, such as  

      這/那/每/哪. 

 

Quantified Nouns (3): Omission of measure words 

Structure: Numeral + Measure word + Noun 

    Usage: It is usually used in written language of statements or  

          introductions.  

 

（三） 中高級─將篇章及語用層面納入教學 

上述兩點處理的是數量定語組的初級階段，以規則、語法意義及句式為

主，然從文獻探討及語料分析的結果可以瞭解，數量定語組不僅具有語法意

義，在篇章及語用的層陎上，皆有特殊功能，但在一般的教材內容中，僅將

數量定語組定位在初級階段，對於其他層陎的功能都未有著墨，因此本文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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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要全陎認識理解數量定語組的內涵，應將篇章、語用層陎的功能納入教

學，而修正方向有二：首先，依循語法意義、語用、篇章的順序漸次加入教

學當中。在教學順序上，應在語法規則、句式的概念建立後，才漸次進入其

他層陎。在語法意義層陎上，為數量定語組的基本概念，因此前述也曾提及，

應在語法規則、句式建立時一併教學，其教學時間點無疑是在初級；而在篇

章層陎上，要進入其牽涉指稱的部分，要先有理解較大上下文的篇章能力，

因而需要較高的語言能力，教學時間點應放在中高級。此外，數量定語組在

篇章層陎上的偏誤，到高級程度都仍常存在，因而也應在高級時再次複習，

並更進一步說明數量定語組所指稱名詞為無定指稱，即不為發話者、受話者

所共知的信息；至於語用層陎，本文認為應以在省略式 1 的句法基礎下，加

入「弱化」的語用概念。「弱化」的內涵較易於理解吸收，也是經常應用的

句型，因此教學時間點可放在中高級。而到中高級或高級階段，才將表泛指

的完整式在語法層陎上的「情感投入」納入教學。據此本文認為在處理數量

定語組時，應將三個層陎同時納入教學當中，並依循語法意義、語用、篇章

的順序漸次加入教學。 

依照上述說明，本文設計的簡易教學樣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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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fied Nouns (4) 

Structure: Numeral + Measure word + Noun  

Function: When expressing amounts or quantities. 

Usage: It is often used in the end of a sentence to refer a new object. 

 

Quantified Nouns (5): Omission of numerals 

Structure: DEM + yi + Numeral + Noun 

Function: Soften the tone or attitude of speakers. 

Usage: It is usually used for a singular noun with a determiner, such as  

      這/那/每/哪. 

 

Quantified Nouns (6) 

Structure: Numeral + Measure word + Generic Noun  

Function: Strengthen the involvement of speakers. 

Usage: It is the same as Numeral + Measure word + Noun 

 

 

第三節 小結 

本章以四套經典教材為基礎，檢視現行教材對於數量定語組的安排與內

容，並以研究結果為基礎，提出本文對數量定語組的教學建議與簡易教學樣

本，本文認為在教學上，宜建立系統性且全陎性的教學方法，將數量定語組

的規則、句式，以及三個層陎的功能，漸次納入教學當中，使學習者能夠在

系統且全陎的教學當中，對基礎的「數量定語組」的內涵及功能有所認識、

理解，並且能加以內化、應用於語言使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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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 

本章分為三節，第一節根據前五章的分析探討，總結研究結果，第二節

說明研究限制與省思，第三節提出未來研究的展望。 

第一節 研究結果 

本節為研究總結，回顧本文於第一章提出的研究問題如下： 

1. 漢語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篇章功能及語用功能為何？ 

2. 據此研究結果，如何應用至現行對外漢語的教學教材當中？ 

在第一個研究問題上，本文以下列三個句式加以探討（詳見本文第二章與第

三章）： 

a. 完整式（數詞＋量詞＋名詞） 

b. 省略式 1（量詞＋名詞） 

c. 省略式 2（數詞＋名詞） 

為回答以上研究問題，本文以實例語料分析為研究方法，建置小型語料

庫並以「聯合知識庫」語料為輔，加以研究探討。針對第一個問題，在語法

意義上，完整式具有完整的三個語法意義：「計數義」、「計量義」與「分類

義」，與其完整的語言形式相當；而省略式也如同刪略的語言形式，省略式

1 的「計量義」及「分類義」因而缺省，省略式 2 的「計數義」也因此缺省，

然而其意義並未完全消失，而能由其他語言成分的結合或者受話者本身加以

彌補。而根據 Givón 的數量像似原則（quantity principle），語言型式的複雜

反映了概念的複雜，因此具完整語言形式的完整式在語法意義上最全陎，能

擔任主語及賓語的語法功能，所能搭配的動詞類型也最為豐富；省略式 1

在語法意義上有所不足，因而在語法功能及搭配的動詞類型上都有所限制。

然而若與其他語言成分結合，補足了語法意義上的不足，表現便與完整式相

似；而省略式 2 在語法意義上也有所不足，因此同樣在語法功能及搭配的動

詞類型上有所限制。 

在篇章的層陎上，本文從指稱與信息結構加以探究，完整式主要指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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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並且大致遵循漢語信息結構「有定到無定」的傾向。然而當完整式結

合其他語言成分、擁有語境支持等情況時，則可能會改變其指稱，並可能違

反信息結構；在省略式 1 的部分，當省略式 1 未結合其他語言成分時，其表

現與完整式相同，以指稱「無定」為主，並且基本符合信息結構的原則。但

是當省略式 1 結合其他語言成分之時，則其指稱便會依著語言成分的特性而

變化，甚至違反信息結構的原則；而省略式 2 同樣主要指稱「無定」，在信

息結構上，一樣符合此傾向，然而當其他語言成分與之結合時，亦可能違反

此傾向。總的來說，數量定語組基本上指稱無定詞組，並遵循漢語信息結構

「有定到無定」的傾向，然而若有其他語言成分、語境等因素的介入，其指

稱可能隨之改變，凌駕於信息結構的約束。 

而語用層陎上，本文摒除一般漢語研究將語境義作為語用功能的誤解，

以加諸說話者主觀態度為基礎，重新討論語用層陎。首先，完整式與省略式

1 之間在語法意義、篇章層陎上並無決定性的差異，因此本文認為省略式 1

違反了會話原則，其用意在表達「弱化」的語用功能，以維護禮貌原則。例

如能削弱發話者的主觀態度，形成輕鬆、隨意的情境；而完整式與省略式 2

之間也十分相似，然本文認為省略式 2 是仿古的語言形式，沒有語用層陎的

功能。在使用上，省略式 2 用於正式的書陎語體及介紹性的體裁中，以表達

簡明的風格，不帶個人情感。本文認為沒有語用層陎的功能；此外，當完整

式表達泛指時，較之光桿名詞多了語法意義，因此本文認為使用完整式違反

了會話原則，原因是為了維護禮貌原則產生「情感投入」的語用功能。例如

使受話者更能投入到情境當中，感同身受。 

總結以上的研究結果，在語法意義層陎上，數量名詞組具有計數、計量、

分類三個語法意義，語法意義隨著語言形式而改變，但能由其他語言成分或

受話者補足；在篇章層陎上，主要指稱「無定」，基本遵循信息結構的規則，

然而其他語言成分、語境等因素可能使其違反信息結構。最後在語用層陎上，

省略式 1 具弱化功能，泛指完整式則具情感投入功能。這三個層陎的討論都

能回應到句法層陎的討論，彌補句法層陎上的不足。 

而對於第二個研究問題，本文檢視四套經典教材內容，發現數量定語組

的介紹只出現在初級的教材，對於數量定語組的概念及語言成分並未有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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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釋，也缺乏在篇章、語用層陎上的說明。因此，本文提出幾點教學建議，

認為應於初級階段便建立數量定語組的概念，說明以簡要為宜。其次，依序

由語法規則、語法意義的介紹，鞏固數量定語組的概念內涵。於此同時，也

應將數量定語組的句式變化以系統性的方式介紹給學習者，使學習者接受數

量定語組的整體句式概念。但在應用上，考量使用頻率高低，以完整式及省

略式 1 為主。到了中、高級階段，除了再次鞏固數量定語組的基礎內容，應

依次進入篇章層陎及語用層陎的介紹與教學，以簡明的方式帶出信息結構以

及說話者主觀態度的運用。總而言之，建立概念、鞏固概念，並且系統性、

漸次性的教學，才能完整數量定語組的內涵。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省思 

本節提出本文研究的研究限制，以及筆者對本研究的省思。 

首先在研究範圍上，本文為鎖定研究對象，僅針對「數量定語組」，尌

句式、語法意義、篇章和語用層陎討論，對於與「數量定語組」相關的句式

變化與成分，例如重疊、形容詞插入、動詞包蘊句等部分，僅有少量篇幅論

及，並未納入本文重點的研究範圍中，因此於研究結果上，其全陎性、廣泛

性仍有未盡之處。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採用實例語料分析法，研究工具之一是筆者

自建的小型語料庫。此小型語料庫的來源來自筆者自選五本書的前二百筆語

料，雖然筆者盡量保持語料來源的多元性及代表性，但這些語料僅僅是實際

語言使用的一小部分，相較實際語言使用，必然仍有一段差距。此外，本研

究的語料分析僅選擇書陎語料，因此本文認為若能提高語料庫的數量及主題

範圍，並且蒐集口語語料作為輔助材料，應能使研究結果得到更有力的支持。

另外，本研究的語料來源有五分之四的比例為台灣作者的作品，因此，本文

分析結果是否適用於中國大陸地區，仍尚待研究。 

第三節 未來研究展望 

針對數量定語組的研究，本文建議後續研究的可在數量定語組的研究基

礎下，加入與其相關的成分與句式變化逐一討論，例如重疊式、形容詞、動

詞包蘊句等等，並且同樣以多層次的角度深入探討。此外，在研究方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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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後續研究能擴展語料蒐集的數量及來源，考量其代表性與多元性，並加

入口語語料，以彌補書陎語料的不足。最後，在教學建議方陎，若能將基於

研究結果提出的教學建議，經由實際教學後做修正與調整，應更能提高教學

建議的實用性及成向，也能提供教師更加明確且具說服力的教學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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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自建語料庫前 200 筆語料 

給 1 公園大道南段的某家熟食店曾是結合俱樂部、酒吧與餐廳的 Max's Kansas City，即安迪沃荷王國的要角，

也是在紐約 70 年代龐克場景扮演重要角色。 

給 2 沃荷正是看上這間銀色公寓，邀他將工廠漆成相同的顏色。 

給 3 他穿著一件很酷的彩虹 T 恤，圖案是 Joy Division 的專輯 Uuknown Pleasures，顯然是在街上買的。 

給 4 如今他完成一本能喚起情感的紐約搖滾遊記─這是兼顧音樂史和個人史的城市人類學，滿載著你不會在

旅遊指南上找到的細微線索。 

給 5 我從 1977 年就定居紐約市，卻敢保證 Pulp 比我更瞭解這座城市。 

給 6 2010 年 7 月 28 日，凌晨三點十分，我為這本書敲出最後一個句點。 

給 7 2010 年 7 月 29 日，凌晨三點十分，我為這本書敲出最後一個句點。 

給 8 坐在書桌前替自己拍了一張照，穿上薄夾克，到樓下發動騎了兩年的橘色二手 KTR。 

給 9 我沿著復興南路騎，在辛亥路左轉，一路騎過辛亥隧道，接著爬過一座山頭，二十分鐘後停在政大門口。 

給 10 在大學常去的指南路 7-11 買了兩罐啤酒和一包菸，往橋的方向走，走上一塊小斜坡，再越過一座樓梯，

來到河堤。 

給 11 當下覺得，終於做了一件對得起自己的事，對青春有個交代。 

給 12 甚至覺得，這輩子若只能寫一本書，其實已沒有遺憾。 

給 13 整個過程好像一個人背著重裝備爬山，踩過低谷時四周一片黑暗，爬上高原時又望見最美的景致。 

給 14 寫作是一條孤獨而漫長的路，沒有親朋好友的支持，這本書不可能完成。 

給 15 那是唯一能阻止一個人墜落的東西，那是唯一能推翻地心引力定律的東西。 

給 16 這本書從發想到完成耗費我四年歲月。 

給 17 或許不只過去十六個悠悠晃過的春夏秋冬，或許這一生所過的生活，遇見的朋友，那些意識與無意識間

所做的決定和準備，都是為了完成這本書。 

給 18 整個過程好像一個人背著重裝備爬山，踩過低谷時四周一片黑暗，爬上高原時又望見最美的景致。 



附錄 

125 

給 19 寫作是一條孤獨而漫長的路，沒有親朋好友的鼓勵，這本書不可能完成。 

給 20 我已經一躍而下，然後就在最後的關頭，有個東西伸出援手在半空抓住我。 

給 21 也許這本書無法明確指出什麼方向，我卻希望藉由它發出一則微小卻堅定的訊息，那正是紐約教會我的

事：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過著怎樣的生活，懷抱什麼夢想，最重要的不是世界如何看你，而是你如何看

這個世界。 

給 22 謝謝憂鬱馬戲團群組的羅悅全與鄭慧華，讓我在茫茫網海有個安身立命的所在。 

給 23 謝謝 Dean Wareham 巡迴倫敦時抽空寫的推薦序，謝謝所有願意推薦這本書的前輩與朋友，能將你們的名

字放上書腰，對我是莫大的肯定。 

給 24 我們是最富足的一代，也是最茫然的一代，時常不知這座島嶼將漂向何方。 

給 25 也許這本書無法明確指出什麼方向，我卻希望藉由它發出一則微小卻堅定的訊息，那正是紐約教會我的

事：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過著怎樣的生活，懷抱什麼夢想，最重要的不是世界如何看你，而是你如何看

這個世界。 

給 26 也許這本書無法明確指出什麼方向，我卻希望藉由它發出一則微小卻堅定的訊息：無論你在什麼地方，

過著怎樣的生活，懷抱什麼夢想，最重要的不是這個世界如何看你，而是你如何看這個世界。 

給 27 也許這本書無法明確指出什麼方向，我卻希望藉由它發出一則微小卻堅定的訊息：無論你在什麼地方，

過著怎樣的生活，懷抱什麼夢想，最重要的不是這個世界如何看你，而是你如何看這個世界。 

給 28 我當時才二十四歲，還很年輕，生命中經歷的慘事幾乎都與當兵有關，如開著一輛從波斯灣戰爭退役的

美製坦克，以很慢的速度在新竹郊區的丘陵地衝鋒陷陣； 

給 29 或某個七月正午，雙肩各背了三把 65K2 步槍，全身扛著二十幾公斤的裝備發瘋似地向集合場狂奔。 

給 30 你可能已經看出來，我們連長是名他媽的渾蛋，不過我猜全天下的連長「一定」都是渾蛋吧，否則怎麼

當連長？ 

給 31 楚浮同一年的作品槍殺鋼琴也是，主角與妓女關燈辦事前不急著調情，先共享一根菸。 

給 32 即便到了黃昏領著部隊跑三千公尺，無論山腳下的風力多強，頭髮一根都不會飄動，遠看像一頂反射夕

陽餘暉的半罩安全帽，其實還挺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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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33 伙房兵是一只飯桶，補給兵是一打水壺，文書兵是一台電腦，依此類推。 

給 34 伙房兵是一只飯桶，補給兵是一打水壺，文書兵是一台電腦，依此類推。 

給 35 或許屬於我「保管」的坦克總是中邪似地發不動不了，恰好連上管錢的育財士快退伍了，連長一個轉念，

讓我從地獄直升天堂。 

給 36 我的保管物從一輛快解體的坦克縮小成幾顆圖章和一本存摺，兵階由阿兵哥晉升下士─等於多了一倍的

薪水可以買唱片。 

給 37 我的保管物從一輛快解體的坦克縮小成幾顆圖章和一本存摺，兵階由阿兵哥晉升下士─等於多了一倍的

薪水可以買唱片。 

給 38 工作場所更由滿地菸頭、油漬遍布的車廠，升級成一間個人專屬，採光通風俱佳的辦公室。 

給 39 地球運轉既然有一套不可逆的法則，我只能虛心接受連長是名渾蛋這個事實。 

給 40 地球運轉既然有一套不可逆的法則，我只能虛心接受連長是名渾蛋這個事實。 

給 41 而對一名每天倚靠數饅頭維繫求生意志的人，所有事情都會過去，就是他想知道的一切。 

給 42 我懷念整個下午枯坐在樹下只為了等待一道命令，或是把臉頰塗得綠綠黑黑，趴上石頭偽裝成地景之一，

那些窮極無聊的浮游往事。 

給 43 我懷念整個下午枯坐在樹下只為了等待一道命令，或是把臉頰塗得綠綠黑黑，趴上石頭偽裝成地景之一，

那些窮極無聊的浮游往事。 

給 44 那些曾朝夕相處，就寢前在蚊帳裡瞎扯退伍後想去哪邊教書，到哪裡旅行，在哪個角落開一間餐廳的好

弟兄，如今全失聯了。 

給 45 那些曾朝夕相處，就寢前在蚊帳裡瞎扯退伍後想去哪邊教書，到哪裡旅行，在哪個角落開一間餐廳的好

弟兄，如今全失聯了。 

給 46 直到離開部隊，我才明瞭全副武裝在烈日下奔跑，偽裝成一顆石頭與一次假性兵變，這些自以為很糗的

事，與真實人生將逐一遇上的難關相比，又算得上什麼煎熬。 

給 47 下午五點，我換上 T 恤和牛仔褲，腋下夾著一封牛皮紙袋，裡頭躺著那張教人朝思暮想的該死退伍令，

一只塞著退伍旅費的紅包袋，與一份後備軍人返鄉手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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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48 下午五點，我換上 T 恤和牛仔褲，腋下夾著一封牛皮紙袋，裡頭躺著那張教人朝思暮想的該死退伍令，

一只塞著退伍旅費的紅包袋，與一份後備軍人返鄉手則。 

給 49 下午五點，我換上 T 恤和牛仔褲，腋下夾著一封牛皮紙袋，裡頭躺著那張教人朝思暮想的該死退伍令，

一只塞著退伍旅費的紅包袋，與一份後備軍人返鄉手則。 

給 50 它其實不是戰爭片，更像一首抒情詩。 

給 51 我不知它是從哪兒來的，過程有點像上帝從外太空垂下一根長長的繩子到我身邊，下端還裝著助聽器。 

給 52 不！那更像是一則無法違背的指令。 

給 53 如果我想在青春成為鄉愁之前將它保存在一個真空的盒子裡，永遠記住當初的模樣，我必須去紐約。 

給 54 當時的品牌忠誠度還很低，購買 Eastpak 純粹是被聳動的宣傳海報打動，內容是一具骷髏人在沙漠中爬

行，肩上的桃紅背包卻閃亮如新，我猜它想表達的是包包非常堅固耐用。 

給 55 在網路上不「萬能」的 90 年代，身為荷爾蒙過剩的高中生，有名同樣喜歡聽音樂的同學比英文老師很正

來得更幸運─兩人可以交換 CD 和進口音樂雜誌，彼此多聽了一倍的音樂，也多看了幾張辣妹合唱團發

福前的清涼照。 

給 56 詭異的是，向大學同學打探高中軍訓課都在做啥，無論來自哪一所高中一定都在看電影，而且必定看過

絕地任務。 

給 57 大地英豪是一部殘忍的殺戮片，教官以為破表的血腥指數足以壓下我們蠢蠢欲動的精蟲。 

給 58 當時還不用戴安全帽，海風將中分的髮線筆直劈開，整個人沈浸在莫名拉風的快感裡。 

給 59 馬瓜當然不是本名，來歷是高二軍訓課時教官讓我們看大地英豪這齣電影。 

給 60 片中有個印地安人名叫馬瓜，而他的髮型和這印地安人渾然相似，從此被冠上這個綽號。 

給 61 片中有個印地安人名叫馬瓜，而他的髮型和這印地安人渾然相似，從此被冠上這個綽號。 

給 62 搖研社與搖滾社宛如分裂自同一顆受精卵的雙胞胎，些微的基因差異導致長相稍有不同，基本上仍屬同

一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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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63 搖研社與搖滾社宛如分裂自同一顆受精卵的雙胞胎，些微的基因差異導致長相稍有不同，基本上仍屬同

一物種。 

給 64 可惜不是每名駕駛都像計程車司機裡的勞勃迪尼洛頂著同樣有型的龐克頭，我猜在德州的奧斯汀比較可

能遇上那類人物。 

給 65 司機看來是名墨西哥人，音樂放得震天價響。 

給 66 談話間車子轉入巷內，幾經穿梭停在一棟大型集合公寓門口。 

給 67 推開門，堆著滿地的黑膠與一整面 CD 牆映入眼簾，一房一廳全被音樂淹沒，走廊還掛著一幅披頭四 Abbey 

Road 專輯封面的大海報。 

給 68 推開門，堆著滿地的黑膠唱片與一整面 CD 牆映入眼簾，一房一廳全被音樂淹沒，走廊還掛著一幅披頭

四 Abbey Road 專輯封面的大海報。 

給 69 酒神的品味很折衷，爵士、古典、金屬與前衛音樂安然並存，冰箱還貼著一張紐澤西樂團 Yo La Tango

的圓形貼紙。 

給 70 雖然整整相隔半天的時差讓我眼皮腫脹，思緒輕飄飄的，我深知拒絕這個邀約不僅代表我很不上道，更

證明我是蠢蛋─誰飛了大半個地球只為了到另一個地方睡覺？ 

給 71 雖然整整相隔半天的時差讓我眼皮腫脹，思緒輕飄飄的，我深知拒絕這個邀約不僅代表我很不上道，更

證明我是蠢蛋─誰飛了大半個地球只為了到另一個地方睡覺？ 

給 72 紐約地鐵像一條由十幾個巨型沙丁魚罐串起的銀色長蛇，轉彎時還會發出金屬碰撞的敲擊聲。 

給 73 我盯著車門旁邊那張五顏六色、彷彿好幾道彩虹交錯而成的複雜地鐵圖，心想這輩子大概永遠無法將它

搞懂，一邊沿途默數我們停靠了多少站。 

給 74 當心中那個數字跳到十五，酒神說：「到啦，這是迪蘭西街（Delancey Street）車站，該下車了！」 

給 75 透過日落前最後幾道光束，我用力打量街區的樣貌：鐵灰色的威廉斯堡大橋矗立在不遠的前方，像一頭

巨獸橫跨著東河，河的對岸是布魯克林。 

給 76 可是印象中，我們剛剛只經過一排公寓和一座空曠的停車場。 

給 77 我們不死心又找了一陣，總算在一張傳單的右下角發現微小的 Tonic 字樣，間接證明這座毫不起眼的建

築物的確是 Tonic 的可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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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78 再往前是一座通向地下室的樓梯，，沒看見舞台─這裡總有舞台吧？ 

給 79 等等，幾秒前我正在納悶那座停車場的收費亭怎麼蓋得特別大，難道它就是？ 

給 80 我們急忙掉頭，停在那棟單層建物門前。 

給 81 我們不死心又找了一陣，總算在一張傳單的右下角發現微小的 Tonic 字樣，間接證明這座毫不起眼的建

築物的確是 Tonic 的可能所在。 

給 82 但是問題又來了，已經晚上七點半，表演八點就要開始，除了幾輛孤伶伶鎖在停車繳費機上的腳踏車，

整條巷子冷冷清清，絲毫嗅不到人潮聚集的跡象。 

給 83 原以為坐在裡面的會是穿著火辣的搖滾俏妞，沒料到竟是名頭髮花白的大叔，約莫五十來歲，戴著一副

厚重眼鏡，眉宇間流露出一股威嚴感，似乎聽過很多音樂的樣子。 

給 84 前面那座樓梯通往另一處展演場地 Sub Tonic，提供尚未成名的樂團演出機會。 

給 85 前面那座樓梯通往另一處展演場地 Sub Tonic，提供尚未成名的樂團演出機會。 

給 86 酒神趁等待的時間分享了幾則軼事：Tonic 創建於 1988 年，原址是間超過八十年歷史的釀酒廠，平日除

了經營酒館，也兼營廠牌，出版實況錄音專輯。 

給 87 二，表演前十分鐘到場就好，除非你不介意成為被觀察的對象─從此我將這條準則謹記在心，奉行不渝。 

給 88 我掏出一張十元紙鈔，頭一次具體感受紐約客的幸福。 

給 89 我們順著指示推開另一道門，進入表演廳。 

給 90 與其說是表演廳，更像一間倉庫：兩旁是斑駁的紅磚牆，地板是灰白的水泥地，低矮的舞台掛了一道紅

色帷幕，左右兩側沿著牆緣擺著幾張桌椅聊做點綴，通風管有些淒涼地鑲在天花板。 

給 91 與其說是表演廳，更像一間倉庫：兩旁是斑駁的紅磚牆，地板是灰白的水泥地，底矮的舞台掛了一道紅

色帷幕，左右兩側沿著牆緣擺著幾張桌椅聊做點綴，通風管有些淒涼地鑲在天花板。 

給 92 兩人是當晚的掛牌主秀，坐在中央，圍繞他們的是一名以口技見長的吟唱歌者，與幾名專門模擬電子音

效的樂手。 

給 93 John Zorn 的薩克斯風偶爾還會咆哮出一段稍能識別的音階，Arto Lindsay 那把接上破音效果的電吉他純粹

就是不折不扣的發聲體，以各種角度、指法和把位發出奇形怪狀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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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94 可惜我們吃得太撐，挺著鼓鼓的肚子無法像歌詞描述的那般瀟灑，只能慢慢向南走到翠貝卡區（Tribeca），

目標是針織工廠（Knitting Factory），一間店名頗像服飾修改的性格場館。 

給 95 一旁的歌者也沒閒著，嘴巴張得老大，像名魅惑人心的巫師，發出喃喃自語的夢囈。 

給 96 然而就在某個奇異的頻率裡，冰冷堅硬的聲波卻能轉換成一道直擊心底的強力暖流。 

給 97 然而就在某個奇異的頻率裡，冰冷堅硬的聲波卻能轉換成一道直擊心底的強力暖流。 

給 98 此時 John Zorn 的座車恰好經過，他將手伸出窗外，像個大孩子般揮手向我們道別。 

給 99 你可能以為關於 Tonic 的一切就這樣美好地循環下去，它仍以低廉的門票令人獲得愉悅的心靈滿足，它

還是不愛掛招牌，安靜的存在已使紐約的每個夜晚都更精彩。 

給 100 敵不過殘酷的商業現實，這座下城音樂的精神碉堡在 2007 年四月十三日拉下鐵門。 

給 101 「魔鬼剋星」四個字就像一串黃金鑰匙，開啟我記憶中一扇闔上許久的門，土氣的迪斯可節拍從門縫溜

了出來，鬧轟轟製造立體環繞音效，懸疑的貝斯聲如迴力球般咚咚地跳。 

給 102 看過魔鬼剋星這齣電影嗎？ 

給 103 那夥人的指揮總部是改裝自翠貝卡的一間消防局喔，離我們目前的位置不遠。 

給 104 它寄居在灰石建物下方，外牆漆成墨綠色，幾根白色長柱立在牆邊的石階上，二樓還架著一具防火梯。 

給 105 也許為了彌補我在 Tonic 的遺憾，一名頭髮染紅，手臂刺著動物圖案，嘴唇還穿著銀環的小妞翹著二郎

腿坐在走廊盡頭的售票亭，全身上下簡直依我的刻板印象量身打造，連賣票時皮笑肉不笑的神情都呈現

得恰到好處。 

給 106 我先到吧枱買酒，招呼我的是另一名紅髮俏妞。 

給 107 那個片刻，店員變成我們專屬的 DJ。 

給 108 或是 The Wrens 主唱化身成特技演員，在我的愛歌 Hopeless 間奏時從舞台左側幾乎與二樓同高的台階騰

空躍下，一個俐落翻滾起身繼續唱歌，想必在家中練過。 

給 109 當你把一齣東洋進口的優質鉅片從硬碟深處打開，作業程序必是急忙跳過鋪陳愛情的橋段，直奔刺激誘

人的「動作」場景。 

給 110 即使腫得像顆氣球，昔日的帥氣風采已被中年阿伯的溫吞樣取代，我依然斜眼就能認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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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111 最搶戲的是一名頭戴銀行搶匪最愛的遮臉帽、全身只穿一條內褲的舞者，什麼樂器都不彈，專門扭腰擺

臀，確保場子維持在沸點。 

給 112 最搶戲的是一名頭戴銀行搶匪最愛的遮臉帽、全身上下只穿一條內褲的舞者，什麼樂器都不彈，專門扭

腰擺臀，確保場子維持在沸點。 

給 113 當初那名說話輕聲細語的善感男孩，搖身一變成了炙手可熱的新星。 

給 114 表演尾聲，Hidden Cameras 合唱了膾炙人口的成名曲 Boys Of Melody 如歌中頌揚的善良男孩，他們哼著悅

耳的旋律，將童真還給這個世界。 

給 115 難怪同志導演約翰卡麥隆米契爾將這首歌選為另類愛情動作片性愛巴士的串場曲。 

給 116 每座城市都有一間最酷的唱片行，如波士頓的 Newbury Comics、奧斯汀的 Waterloo Records，以及芝加哥

的 Reckless Records，紐約最酷的則是 NoHo 區的 Other Music。 

給 117 每座城市都有一間最酷的唱片行，如波士頓的 Newbury Comics、奧斯汀的 Waterloo Records，以及芝加哥

的 Reckless Records，紐約最酷的則是 NoHo 區的 Other Music。 

給 118 酒神指著一面高懸空中的藍底橘字旗說：「喏，那是 Other Music 的旗子，我們到啦！」 

給 119 有時初識一件藝術品，如一篇文章、一幅畫作或一段旋律，你讀、看或聽見它們的時刻，藏在體內的零

碎概念被精確賦予重量，凝結出形體。 

給 120 有時初識一件藝術品，如一篇文章、一幅畫作或一段旋律，你讀、看或聽見它們的時刻，藏在體內的零

碎概念被精確賦予重量，凝結出形體。 

給 121 有時初識一件藝術品，如一篇文章、一幅畫作或一段旋律，你讀、看或聽見它們的時刻，藏在體內的零

碎概念被精確賦予重量，凝結出形體。 

給 122 它是一座音樂搭起的城堡，陳設井然有序，挑高的方形空間滿是木質唱片架，一根類似照相館拍攝全家

福布景的白色羅馬柱指向屋頂，旁邊垂著幾盞吊扇，扇葉呈現略微烤焦的燻黑色。 

給 123 它是一座音樂搭起的城堡，陳設井然有序，挑高的方形空間滿是木質唱片架，一根類似照相館拍攝全家

福佈景的白色羅馬柱指向屋頂旁邊垂著幾盞吊扇，扇葉呈現略微烤焦的燻黑色。 

給 124 面向人行道的大型落地窗貼著強打新片的巨幅海報，與一只猜不出功能是啥的半圓形哈哈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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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125 一個「現正聆聽」的小架子釘在牆上，擺放播送中的 CD，代表以後聽到很棒的店內音樂，就不用擔心鼓

起勇氣去櫃枱詢問卻換來一個「啥，這都沒聽過？」的鄙棄眼神。 

給 126 一個「現正聆聽」的小架子釘在牆上，擺放播送中的 CD，代表以後聽到很棒的店內音樂，就不用擔心鼓

起勇氣去櫃枱詢問卻換來一個「啥，這都沒聽過？」的鄙夷眼神。 

給 127 它是一張完美的夏日專輯，收錄的全是沾染實驗色調的無瑕流行曲。 

給 128 側標上幾句話尤其動人：You Forgot It In People 提醒我們音樂仍有被再創造的空間，這張專輯獻給那些遠

離家園，尋找希望的人。 

給 129 演出持續了一小時，結束後我逮到一名成員在 CD 上簽名，才意猶未盡地回家。 

給 130 我和這群加拿大佬坐在同一輛計程車裡，我在前座，身後是樂團主唱 Kevin Drew，貝斯手 Brendan Canning

與吉他手 Andrew Whiteman。 

給 131 我從書包拿出預先備妥的 CD 和照片─我知道錯過這個機會將令我抱憾終生。 

給 132 記憶中有名長髮女生彈貝斯，一直不確定她的身分是？ 

給 133 無論攝影師按下快門的季節是滿園翠綠的夏天、落葉繽紛的秋日或白雪靄靄的嚴冬，中央公園宛如一處

備受精靈呵護的桃花源，任勞任怨消化城市排放的毒素，將污濁的廢氣過濾為新鮮的氧氣。 

給 134 約翰庫薩克與凱特貝琴薩這對史上相聚時數第二短的銀幕情侶，花上整齣美國情緣的時間在茫茫人海中

搜尋另一半的身影，歷經一再的錯失機會與擦身而過，終於在中央公園的溜冰場重逢。 

給 135 曼哈頓本身是座半島，中央公園坐擁島中之島的特殊地勢，像一面鑲嵌的鏡子，反射人性的脆弱，也反

射芸芸眾生的情與慾。 

給 136 面積如四百多座足球場大小的中央公園也是一座立體迷宮，彼此思念的人從不同角落進入它的領地，千

辛萬苦穿越層層阻礙終於見到對方一面。 

給 137 父子倆依約赴會，男孩看見母親拔腿飛奔而去給她一個大大的擁抱，母子團圓那幕自此深植人心。 

給 138 曼哈頓本身是座半島，中央公園坐擁島中之島的特殊地勢，像一面鑲嵌的鏡子，反射人性的脆弱，也反

射芸芸眾生的情與慾。 

給 139 然而這道法令已然失效，幾年後兩人分手，女方獲得全部的經營權，對此他語重心長地說；「千萬別和

愛人共同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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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140 該如何描述這名二十五歲的早逝女孩？她美麗而閃耀，她深愛莫札特、巴哈、披頭四，還有我。 

給 141 首次走入這座都市森林是參加一場演唱會，場地是位於公園心臟地帶的 Summer Stage。 

給 142 沿著公園南側走了一段，路邊停著載客用的馬車，車夫一邊招攬觀光客一邊清理馬糞，導致這條路的「味

道」十分特別，一種咀嚼過的青草與汗水的集合體。 

給 143 隨後登台的 Wilco 玩的卻是熱情醒神的另類鄉村搖滾，我像登上一輛雲梯車，瞬間來到陽光普照的高原。 

給 144 趁著還有時間，我到攤位買了件 Wilco 的 T 恤，在流動廁所撒了泡尿，然後手拿啤酒擠到台前。 

給 145 如今回想起來，我究竟如何從這場演出存活下來，仍是個謎。 

給 146 草莓園一名出自披頭似的歌曲 Strawberry Field Forever，藍儂的老家利物浦也有一座草莓園，是當地的孤

兒收容所，藍儂而時常去那裡玩耍。 

給 147 原以為散場的搖滾客都會來此聚聚，結果除了磁磚上擺著幾束鮮花和一張 Let It Be 的黑膠唱片，四周空

無一人。 

給 148 我們各挑了一把長椅坐下，在靜默中回味剛才發生的事。 

給 149 中央公園共有九千多把長椅，兩年半後我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向隔壁的老嬉皮要了根菸來抽。 

給 150 中央公園共有九千多把長椅，兩年半後我坐在同一把椅子上，向隔壁的老嬉皮要了根菸來抽。 

給 151 Sound 是一間老派唱片行，外觀一面漂亮磚牆，白色招牌印著典雅的紅字，是牛排館喜歡的配色。 

給 152 Sound 是一間老派唱片行，外觀一面漂亮磚牆，白色招牌印著典雅的紅字，是牛排館喜歡的配色。 

給 153 想登堂入室，得踏上一座灰石階梯來到挑高拱廊的下方，再推開一道厚重木門。 

給 154 想登堂入室，得踏上一座灰石階梯來到挑高拱廊的下方，再推開一道厚重木門。 

給 155 我選了一個空格，把包包放進去，然後取走一張號碼牌。 

給 156 我選了一個空格，把包包放進去，然後取走一張號碼牌。 

給 157 曼哈頓下城真有一間脫衣舞酒吧，店名就叫 New York Do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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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158 然而一如男生永遠少一雙球鞋，女生的牛仔褲總是不夠穿，雖然這張專輯多年前就被我寫入待購清單裡，

卻總是有更多需要「立刻」聽見，否則世界就會毀滅的音樂擋在前面，以致遲遲下不了手。 

給 159 店員將放入紙袋的 CD 又拿了出來，五名陰陽怪氣的人瞬間出現在我眼前，他們坐在同一張沙發上。 

給 160 我猛然想起前陣子在紐約時報讀到一則訃聞，只是當下沒意識到這則死訊會影響我接下來欣賞的表演。 

給 161 就如平常都在鬼混的學生考前仍得抱佛腳，我可不希望到時全場跟他們狂歡，只有我這名蠢蛋不知何時

該隨大鼓拍手、何時加入副歌的吼叫段落—我不想當場子裡最不上道的傢伙。 

給 162 我低頭凝視那幀封面，照片中的 Arthur Kane 穿著削肩上衣，脖子掛了一串珍珠項鍊，左手拿著雞尾酒，

嘴裡還叼根菸，一副鬱鬱寡歡的模樣。 

給 163 我低頭凝視那幀封面，照片中的 Arthur Kane 穿著削肩上衣，脖子掛了一串珍珠項鍊，左手拿著雞尾酒，

嘴裡還叼根菸，一副鬱鬱寡歡的模樣。 

給 164 我猛然想起前陣子在紐約時報讀到一則訃聞，只是當下沒意識到這則死訊會影響我接下來欣賞的表演。 

給 165 沒想到一張 CD 竟能帶出如此峰迴路轉的故事。 

給 166 是啊，出道前的 Morrissey 寫過一本 New York Dolls 的書喔。 

給 167 往後一週，這件事在我的心頭縈繞不去。 

給 168 它很悲壯，淒涼極了，換個角度卻動人不已。 

給 169 當壓軸主秀─快六十歲的伊吉帕普仍向年輕時全身只穿一條緊繃牛仔褲如一具故障的電動馬達在台上不

停地扭動，我轉身向出口走去。 

給 170 當壓軸主秀─快六十歲的伊吉帕普仍向年輕時全身只穿一條緊繃牛仔褲如一具故障的電動馬達在台上不

停地扭動，我轉身向出口走去。 

給 171 場地四週擺滿大型彩色氣球，視線所及都是百事可樂、Dunkin's Donuts 等贊助商的看板，草地上還停了不

少嬰兒車，整個會場氣氛和「地下車庫音樂」實在搭不起來。 

給 172 David Johansen 穿著紅色無袖 T 恤從後台衝出來，衣服也許是兒童尺寸，套在身上緊到不能再緊，整截肚

子露在外面，才五十歲出頭，臉上的皺紋與手臂的鬆弛肌肉看來像隻剛動過失敗抽脂手術的沙皮狗。 

給 173 他在兩個月前已經經歷過這輩子最榮耀的時刻，能絢麗地飛離這顆星球，何嘗不是一種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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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174 一輛漆成橘色的卡車停靠在第四大道，車前站了一排人。 

給 175 我接著往南踏過一塊水泥三角洲，一具黑色雕塑如放大版的魔術方塊斜立在地表。 

給 176 然而聖馬克街處處令人分心，每家店都讓人想進去探探，企圖對兩旁景物無動於衷，就像和女友去沙灘

玩耍得克制視線不能飄向誘人的比基尼女郎，是意志力的嚴峻考驗，即便街坊樣貌和過去的無政府時代

相比已改變不少。 

給 177 Velvet Underground 主唱路瑞德在 70 年代寫下這首歌，資訊難免過時，現在不可能以八十元住上一個月了。 

給 178 當時一名樂迷對狄倫喊了一聲「猶大」，指責他背離民謠道統。 

給 179 Sound 唱片行在右手邊，斜對角是間小巧的店，櫥窗黏著超人的紅色 S 標誌，正是聞名紐約的聖馬克漫

畫店（St. Mark's Comics）。 

給 180 娃娃臉主唱 Julian Casablancas 在個人專輯替拉落街寫了一首同名曲：Face are changing on Ludlow Street  

Yuppies invading on Ludlow Street  Nightlife is raging on Ludlow Street  History's fading, and it's hard to just 

move along 

給 181 那種甜膩濃稠的滋味，世界上大概找不到比它更噁心的飲料，很多紐約客卻特愛這一味，癮頭重者甚至

對它產生病態的迷戀，路瑞德便以 Egg Cream 為名寫了一首歌，讚頌他的口舌謬思：When I was a young man, 

no bigger than this  A chocolate egg cream was not to be missed  You scream, I steam, we all want egg cream 

給 182 「爆炸塑膠不可避免」像根致命的毒針插入流行文化貧血的心臟，在主流與另翼兩極都造成轟動。 

給 183 我在 Gem Spa 買了一瓶礦泉水，沿著聖馬克街再走一個街區。 

給 184 穿過第一大道，街邊出現一間二手衣店，從招牌到門窗全是花花綠綠的塗鴉，很有迷幻巴士的風格。 

給 185 我下樓打探，一名感覺一星期沒睡的女店員用例行公事的語氣說：「噢，你等下走到對街，轉個身就知

道了。」 

給 186 它是一棟左右對稱的五層雙拼公寓，二手衣店在右邊那棟的地下室。 

給 187 褐色的磚頭沾滿黑點，好像浴室裡刷不掉的污垢，左右兩邊各架了一具破破舊舊的深色防火梯。 

給 188 其中最有味道的是 Cake Shop，請來的團總是最酷，店尾還藏了彷彿一家復刻戀愛夢遊中男主角童趣臥房

的小唱片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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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 189 （前）你是今天第五個下來問這個問題的人。 

給 190 我按指示走到對街，回頭打量這棟建築物。 

給 191 消防栓與垃圾桶的位置幾乎與封面上如出一轍，彷彿拍完照的過去三十年間再也沒人住過這棟公寓，一

直保存著當初的樣子。 

給 192 烈愛風雲的伊森霍克到紐約尋夢，坐在公園的長椅上畫圖，起身到飲水機喝水時，朝思暮想的葛妮絲派

特洛不知從哪兒冒出來，給了他一個深情舌吻，場景也在這裡。 

給 193 後來才曉得滾石樂團的 Waiting On A Friend 音樂錄影帶裡，米克傑格也是坐在這棟公寓的台階等著好哥

兒們基斯理查茲，兩人隨後在門前擁抱。 

給 194 扮裝皇后穿戴誇張的假髮和高跟鞋，向女神出遊般受群眾簇擁，所到之處掀起陣陣騷動，妖嬌程度連李

安胡士托風波那名身穿碎花洋裝的保鏢都比不上。 

給 195 酒吧北面的外牆畫著一名穿皮衣戴墨鏡的傢伙，酷酷地盯著我，正是 The Clash 主唱 Joe Srummer，旁邊

寫著鼓舞人心的「The Future Is Unwritten」和「Know Your Rights」，都是他說過的名句。 

給 196 店名結合了茶（tea）與紐約（ny），外牆掛著一面淡綠色的素雅店旗，落地窗與圍欄格出一大塊露天庭

院，紅圓桌及白椅子擺設其中。 

給 197 品嚐這幅奔騰景致的絕佳場所，是李文頓街（Rivington Street）的小茶館 teany。 

給 198 難忘一個下大雪的冬夜，我坐在靠窗的位置捧著狄倫的自傳搖滾記猛啃，另外兩桌也是單獨一人。 

給 199 可別以為這裡會狂播 Moby 的作品，事實上他對員工立下一條規矩：不准在店裡播我的歌！ 

給 200 別具巧思的陳設有如自家客廳般舒適，店主想必是哪位品味精良的人士─teany 的老闆正是赫赫有名的電

音玩家 Moby，牆上的手繪卡通全是他的手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