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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文摘要 

 

本計劃的目的在探討漢語代詞它的

兩種特殊用法，分別如例句(1)和(2)所示： 

(1) 這幫小偷，警察恨不得殺了它。 

(2) 咱們好好的喝它兩杯啤酒吧。 

徐烈炯(1999)稱例句(1)中的它為

D-pronoun (D means ‘disposed of’)，

一個指涉對象會受到句中主語處置的代

詞，且其指涉對象是由其聯想名詞組所表

示的集合（referring to a set (denoted 

by its associated NP) collectively）， 

如例句(1)中的名詞組這幫小偷所表示的

集合（文中用它 1來代表此一用法的它）。

林若望(1999)稱例句(2)中的它為不具指

涉性的限定詞後附(determiner clitic)

（文中用它 2代表此一用法的它）。雖然這

兩種不同用法的它表面上看起來毫不相

關，但是它們之間卻存在著許多相似性：

（一）在句法上，它們都需要一個聯想名

詞組。（二）在語意上，帶有它 1或它 2的謂

語(predicate)都具有處置性

(disposal)、終結性(telicity)、未實現

性(irrealis)及施事性(agentivity)等特

色。有趣的是存在於它們之間的差異似乎

呈現出互補的現象：（一）在句法上，它 1

的聯想名詞組必需以句首主題或是受關係

子句修飾的名詞組的方式出現在動詞前方,

而它 2的聯想名詞組必需以後附的形式出

現在動詞後頭；（二）在語意上，它 1的聯

想名詞組必需是限定名詞組，而它 2的聯想

名詞組必需是非限定名詞組；（三）在構詞

上，它 1不是一個依附詞但是它 2卻是。根

據上述的特性，我們提出下面的假設：它 1 

和它 2是它這個以其聯想名詞組所表示的

集合（referring to a set (denoted by its 

associated NP) collectively）為指涉對

象的代詞的兩個語素變體(allomorph)。我

們進一步認為帶有它 2的句型可被分析為

一個隱含指小性語意（diminutive sense）

的雙賓結構。一個受到指小的語法單位，

在句法結構上是越小越好，在語意上是越

糢糊越好。所以例句（2）這個帶它2的句

子中，真正受到指小的結構兩杯啤酒這個

聯想名詞組，因為在句法結構上相當大，

所以允許我們在結構上插入它 2這個假賓

語，讓它 2以間接賓語的形式出現在這樣一

個雙賓結構中，用來假裝以直接賓語形式

出現的聯想名詞組以符合修辭上的要求。

我們進一步認為出現在它 2後頭的非限定

名詞組在句法上可被視為假賓語它 2的次

要謂語(secondary predicate),這解釋了

為什麼出現在它 2後頭的非限定名詞組會

顯現出非限定性效應的現象。所以在我們

的分析之下，例句(2)有類似(3)的結構（參

Larson（1988）及Tsai（2001））： 

(3) 咱們好好的 [VP [V’ [V 喝i] [VP [它l] [V’  

 [V ti] [NP 兩杯啤酒]]]]]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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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性、指小性、雙賓結構、後附、群量

詞、非限定效應、假賓語、集合、終結體、

意願性、主動性 

 

 



Abstract 

 
In Chinese, there exists a special type of 

pronoun , namely TA, homonymous with the 
third person pronoun ta ‘s/he/. This pronoun, 
which has two variant forms (ie., allomorphs) 
TA1 and TA2, refers to a set (denoted by its 
associated NP) collectively. Distribution of 
its associated NPs depends on whether they 
are definite or not. On the one hand, if the 
associated NP is definite, it appears as a 
preverbal element in the form of a 
sentence-initial topic or a head noun of 
relative clauses;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associated NP is indefinite, it appears as the 
inner (or direct) object of a 
double-object-like construction in which the 
mock object TA2, which pretends the inner 
object (i.e., the associated NP) to fulfill the 
rhetoric requirements, occurs as the outer (or 
indirect) object. The indefiniteness effect 
shown by sentences involving TA2 results 
from the fact that the inner object (i.e., the 
indefinite associated NP) can be considered 
as material from a syntactic predicate that 
must be mapped into the nuclear scope of the 
mapping cycle.  

 
Keywords:  agentive, allomorph, 

associated NP, collectively, 
diminutive, 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 enclitic, group 
classifier, indefinite effect, mock 
object, set, telicity, volitional, 
voluntary 

 

二、緣由與目的 

 

趙元任(1968, 633-634)，Li and Thompson 

(1981, 134)及朱德熙(1982, 82)等學者均

指出：漢語代詞的指涉對象在絕大多數的

情況下都是人；特別是第三人稱代詞他的

指涉對象很少是動物，是非動物性個體的

情況更是少之又少。雖然這種用法的確存

在，但都是受西方語言（特別是英語）的

影響而產生的。朱德熙(1982, 82)更明確

地指出代詞他只有在充當不能省略的動詞

或介詞賓語時，才有可能以非動物性個體

為指涉對象，如例句(4)和(5)的對比所示

（以下我們用它來代表所要討論的他）： 

(4) Q: 你喜歡這本書嗎？ 

A: ＊我喜歡它。 

(5) 這本書，請你把它放在桌上。 

但上述有關漢語代詞它的限制並非沒有例

外，如例句(6)和(7) 所示。 

(6) 這些書，你替我扔了它X。 

(7) 咱們好好的喝它L兩杯啤酒吧。 

徐烈炯(1999)認為例句(6)中的它為

D-pronoun (D means ‘disposed of’)（以

下簡稱它 1），其指涉對象是由其聯想名詞

組所表示的集合，也就是由名詞組這些書

所表示的集合。林若望(1994, 1999)認為

例句(7)中的它是一個不具指涉性的限定

詞（non-referential determiner clitic）

（以下簡稱它 2）。換言之，先前的研究都

把這兩個它視為兩個毫不相關的代詞。有

趣的是它們之間存在著不少相似性：（一）

在句法上，它 1和它 2都需要一個聯想名詞

組；（二）在語意上，帶有它 1或它 2的謂語

都具有處置性(disposal)、終結性

(telicity)、未實現性(irrealis)及施事

性(agentivity)等特徵。 

 如何解釋這兩個看起來毫不相關的詞

竟然會有這麼多相似性自然就成為一個值

得研究的議題了。 

本研究計畫的目的有四： 

首先，我們將論證它 2其實是具有指涉

性的。它 2的指涉對象是由其聯想名詞組所

表示的集合。換言之，它 2和它 1的指涉對

象都是其聯想名詞組所表示的集合。 

其次，我們將指出它 2和它 1的聯想名

詞組在句法表現上呈現出互補分配的情

形：它 1的聯想名詞組必需在動詞前方以句

首主題或是受關係子句修飾的名詞組等形

式出現，但是它 2的聯想名詞組則需出現在

動詞後頭。在語意上，它 1的聯想名詞組必

需是限定(definite)或殊指(specific)。

但它 2的聯想名詞組必需是非限定數量名

詞組(indefinite numeral NP)。在構詞

上，它 1不是一個依附詞，但它 2卻是。 



而後，我們將根據它 2和它 1之間所存

在的相似性及差異性提出如下的說法：它 2

和它 1其實是它這個以其聯想名詞組所表

示的集合為指涉對象的代詞的兩個語素變

體(allomorph)。針對它2具有指涉性這樣

的假設，我們提出下列三項證據：（一）如

果它 2真的是不具指涉性的話，那麼它 2在

句法上為什麼一定需要一個聯想名詞組

呢？如果我們假設它 2具有指涉性的話，這

個問題就可迎刃而解。（二）我們可以在它

2和聯想名詞組兩杯啤酒之間插入量詞個，

請參例句(8)： 

(8) 咱們好好的喝它2個兩杯啤酒吧。 

這裡的量詞個可被理解為一個大單位，作

用在把聯想名詞組加以包裹化成為一個集

合(參呂叔湘(1984, 157-158))。我們認為

這樣一個集合才是它 2的指涉對象。在這樣

的分析之下，量詞個的作用獲得合理的解

釋。（三）林若望(1999)也指出：雖然它2

的聯想名詞組必需是非限定名詞組

(indefinite NP)，但是並非所有的非現定

名詞組都能和它 2一起出現；那些能和它 2

一起出現的非限定名詞組都能和一共這個

副詞一起出現，副詞一共要求與其相關的

名詞組必需能被包裹化。這樣的現象間接

支持了我們的看法。 

最後，我們將指出：出現在它 2後頭的

非限定名詞組在句法上可被理解為一個次

要謂語(secondary predicate)。這解釋了

出現在它 2後頭的非限定名詞組為什麼會

顯現出非限定效應的現象。 

 

三、結果與討論 
 

以下將對本研究所獲致的結果逐一進

行討論： 

（一）它 2是一個具指涉性的後附，它的指

涉對象是其聯想名詞組所表示的集

合。這樣的觀察和近來學者對後附

(enclitic)的看法：後附(enclitic)

是一個具指涉性的主要語的看法相

互吻合(參Uriagareka (1995)和

Riemsdjik (1998) )。 

（二）我們認為它 2和它 1其實可理解為它

這個以其聯想名詞組所表示的集合

為指涉對象的代詞的兩個語素變體

(allomorphs)。這解釋了為什麼它2

和它 1的聯想名詞組可以是單數或

複數，因為它們真正指涉的是一個

集合，一個集合當然可能擁有一個

以上的元素。 

（三）我們的分析指出它 2的聯想名詞組

所顯現出來的非限定效應

(indefiniteness effect)是來自該

名詞組充當它 2的次要謂語

(secondary predicate)的關係。這

樣的看法間接支持了蔡維天(1994, 

2001)所提出的擴充的映射假設

(the Extended Mapping 

Hypothesis)(參Diesing (1992)及

林若望(1994, 1999))。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計劃之成果已投稿至國際性期

刊，目前正接受審查中。 

 本研究具原創性及高度的學理依據；

我們把兩個原本看起來似乎不相關的現象

加以併排審視，並提出一個全新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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