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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謝詞 

    行行重行行，研究路上俯拾受惠人者，多之甚多，盈盈於胸，懷抱的盡是謝。

最要感謝的是指導論文的邱力璟老師，謝謝她辛苦助梳我亂如雜毛的論述，從概

念的條陳到理論的分層，她一遍又一遍幫著定錨、抽絲、順理、駁正，暢達。面

對自個兒寫了一百多頁的紛雜論文，每重讀增改一遍，總有分眼睛抽風、腦漿成

糊的錯亂感。累極時，我常納悶老師是該有一顆多麼剔透的玲瓏心，才可以在我

那雲裡霧裡的論述叢中補捉到閃爍晦暗的螢光，從而費力引明，導向一遍又一遍

的釐清。生活中，蒙她費心照拂：尋實習職，她用師者的關愛費心推薦；論文進

度的督促，她期許學生能有不懈的前進。喜歡老師的直率，她總是明指論文邏輯

的缺失處。對這論文草創時期唯一的讀者，我不敏的心深感同情和愧疚，為著累

壞她的眼和腦。找實習工作，一路困頓，貼切感受到高齡求職的挫敗。九成九的

時候，我是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老師陪著，不斷打氣，一次次鼓勵我堅持努力。

這份體貼和關照，點滴心頭。謝謝老師的還有那引領介紹的入門書，Haegeman 的

Thinking syntactically: a guide to argumentation and analysis. 甚是愛煞這本會讓

人變聰明的導讀書。Haegeman 用自個厚底的功力，深入淺出拉引學子鋪陳出自

己的研究織網。曾不經意與老師談及對此書的喜愛，未曾想那雲淡風清的閒談落

入了老師的心。等她再為學弟妹開課時，老師邀我回上我們那屆未盡的章節。謝

謝老師的記念與關照，我努力將課堂所學應用於碩論的辨證，期盼用一絲實踐回

報所得。再感謝她的是其尋約的兩位口委：張群老師和王昱勻老師。王老師以語

法問題關關盤思提問，希盼我論述上再求整緒和施力。那來自專業的期許與要求，

我受益且領受以為學問再求精進的導標。而張老師如慈藹兄長的肯定與鼓勵，那

不斷的精闢建議和細節的提醒再潤，使得連著好幾日過後再想起他當天的一言一

句，眼鼻仍湧感動。還有還有，力璟老師打口考一開始就掛在她臉上的鼓勵打氣。

那微笑，我記得記得。感恩有她，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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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過半百能進台大，總覺是自己忝得老天爺的一份寵。謝謝面試時的李隆獻

主任和老師們，謝謝您們給的入學機會。喜歡上黃沛榮老師的課,他總是竭盡心

力設計課程和參照圖片。那一年，上著「漢字教學」和「華語詞彙與文化」課，

我人活在現代，心耳卻繫在莫名的古代：那個以五行八卦為經緯的儒醫世界，那

個以天干地支記日，以時辰計點的過往，那個用 24 節氣來續演場景的奇幻天地。

一日，聽著黃老師以元稹<一字至七字茶詩>的寶塔詩來講解中國茶道，心裡真是

一份好大的感歎，連連佩服，給古人超絕的詩詞點一個大大的讚！還喜歡課程中

對中國古建築結構、裝飾所做的介紹，煞是質樸典雅、實際和有趣。即便是門口

象徵威武和避邪用的對獅，都覺得越看越是可愛。後才方曉公獅右腳下所踩的彩

球是取喻「統禦世界」，而母獅腳下的小獅則寓意「多子多孫」。將日常之見印證

課堂所學，實是豐收欣喜。 

    上劉德馨老師的「漢語語言學」，總是那麼有趣充實，每節課後總納悶時間

轉盤好似被精靈偷巧撥快。老師說話的速度極快，感受到的是她的懇切與期許，

是她急切地想在有限的課堂時數上，盡掏所知傾授予教的戮力！蔡宜妮老師的

「華語文教學概論」引我入階華教。說話溫婉的她與學生談話時總是給人百分百

的傾聽和專注，恰如她對自我學術的要求和嚴謹。從不曾見她慍怒，即便學生提

出天馬行空的問題或是給了離題的答案，她總是點著頭微笑聽著再予回應。 我

常想：她定有著一副海納百川的好氣肚，所以容得下學生知識上的幼稚，讓學生

能勇敢無懼地提出問題。 

    謝謝張莉萍老師，謝謝老師送的那好大一疊的講義和資料。認識老師時，已

是自己在台大的第二年，卻因衝堂沒能有福修習老師的課程。之後的半年都掛在

校外做全職的華教工作，等再返校時就忙著寫論文。力璟老師出國半年間，莉萍

老師暫看顧我們幾個導生。Living One 的午後聚餐，那透過枝葉灑進整壁落地窗

的陽光，那是我跟張老師聊最多話的一次。放在心上擱著的是那日溫煦的陽光和

老師暖暖的體貼。 

    竺靜華老師，一個言教身教都令人折服的好老師。老師的「華語語音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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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得更是令人豎指以讚！更明確地說，這是一門幫助有志從事華教者的正音課。

老師的嚴謹還顯現在她的另一門課：「華語文教材教法」。這門課因有著示範教學

的要求，課分兩班。一日因候人，在走廊等著另一班下課。上了老師一整年的課，

當天第一次從徜開的前門，看著老師的背後，旁聽著課。不同於以仰看的坐姿與

老師互動上課，她那遊走四方的忙碌和認真，生動烙印人心的是不消的感動。「功

不唐捐」是老師常勸導學生的提醒，她希望我們能莫計眼前功、能肚有海綿般地

廣吸新知，做為稱職華教尖兵的底蘊。這番了悟，我領得，在上了中文系一年的

「近現代文學史」和「現代詩選」後。謝謝蔡祝青、高嘉謙和洪淑苓老師，上您

們的課，真是如沐春風、豐收滿歸。著手碩論，我將近現代文學史中璀璨的「五

四」一頁放進討論，看「們」的「複數」表徵所蘊涵的「單數」實義，看那生氣

盎然的運動下所潛伏的底層文化。但心裡的真心話是：我還是不知道自己是否有

機會或是該說有能力化育您們的教導而後應用於華教上，但我真的是學習愉快！ 

    再聲的謝，我想跟洪淑苓老師說：謝謝如女俠的您，謝謝您那麼想化新詩的

芳露點灌後輩的努力。魯鈍、不解風情的我不曾懂詩，特別是現代詩，避之還惟

恐不及。但因著是學程的畢業要求，硬著頭皮回補中文系大學部的 8 學分。剛開

始時，心裡真的是苦啊！酸啊！如含著一口的檸檬（lemon）。短短的一首詩，毫

無觸感的心得，更遑論有慧根來寫詩評！是淑苓老師的春風化雨，讓我如旱田的

詩懷，冒出小指般的嫩芽。從不敢希冀有一天能蔭樹成林，但心尖兒能冒頭吸一

口沁涼詩風，我整個人就樂得冒著粉紅泡泡。上老師一整年的課，越上就越覺得

她像個佩劍的女俠，正氣凜然。老師治學嚴謹，當有學生輕玩懈怠時，她真的是

會板起臉孔給出不假辭色的訓誨。但她又是那麼柔情如母，照撫後輩的成長。一

趟紀州庵之訪，老師帶著我們再覽余光中的詩采，末了還自掏腰包送給當日出行

的我們，人手一冊紀念刊。她疼學生，在期末各組報告後，再由全班評選出各組

等次，又給優勝組精美禮物。我眼巴巴地看著前座小男生的禮物，心裡好是羡慕！

更是歎自己好生的福氣，學在台大，有頂頂的硬體設備、有優優的師群、有一流

流的同儕，值得！值得了！不枉再做學生一遭！淑苓老師，謝謝您 e-mail 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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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留言的提醒和鼓勵，謝謝您當面的打氣和加油。記著您的話，學術路上，我懷

喜慎行，含著滿嘴甜心的檸檬汁（lemonade）。 

    再謝論文發表會的審稿給評老師和當天熱心的聽眾，你們的建議是我論文的

重要參照。還有碩論研讀小組中可愛又可親的宛辰、司恩、芳華、寶京和均亭的

砥勵相長。謝謝南一出版社的潘段知微和吳依蓁小姐、翰林出版社的邱菊芳和劉

乃鳳小姐以及康軒出版社的王小姐，謝謝你們提供教科書中有關「們」的教學編

輯資料，那是我用來印證以「們」為複數語綴教學的有力佐證！沒有你們的幫忙，

我的論述只怕純是閉門造車的空口白話。謝謝所有參與問卷的朋友和路人甲乙丙，

你們的填答為我的論述增添最有力的底氣。謝謝崇右科大吳怡璇主任所給予的工

作機會和實習時期的照拂與協助。更謝謝在崇右偶然相遇、短暫相處的越南和印

尼學生，謝謝你們讓毫無華教經驗的我有印證所學的對象。這人生的一遭，喜曾

與你們並肩走過！記住你們的好！ 

    最深的謝和感動，我想奉諸父母。求學路上，他們給的盡是支持，即便不解。

他們不解的是：為何我大學聯考志願卡上填的盡是社會系。還好，他倆高興的是

在那先填志願後考試的年代，我竟上了那少數幾格的英文系。他們不懂的是：為

何好端端地教書 6 年後，又發神經地出國唸書。這次他們更困惑的是：怎麼教了

20 幾年書後，又回頭去唸一個自己餘生可能都用不到的華教碩士！他們不懂我，

但卻毫無保留給了我最大的支持。爸媽，辛苦了！謝謝您們！ 

    美麗的杜鵑花園：我，幸運地來、感恩地走。NTU 台大，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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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們」語綴在句法上的角色，主說有兩種：「複數」語綴和「集合」標記，

各以相異的深層結構解釋一樣的表層現象。而其之於漢語教學的意義有二：其一，

對屬於孤立語言的漢語，將「們」做為「複數」語綴時在語用的溝通上，起了相

當畫龍點睛的功效，讓人一聽就馬上知曉其所言指並非「單數」。其二，若將「們」

當作「集合」標記來看待，則是對 L2 漢語學習者的另一番提醒，希望學習者能

注意到「們」的語用侷限，如：不與「有」字句/指示有定短語共現，不能接在

數目短語之後，且通常只能與人稱名詞片語連用等。這般地做出區別，將能避免

已習得英語複數語綴“-s”者負遷移的產生。本文立論的初衷亦在呈現兩種主張

的基底邏輯。試圖建構出「們」語義和語用的多方面貌，再將理論與發現應用於

華語教學現場中，裨益師生的共學共長。第一章是對研究動機、目的和方法的概

述，並在第二章中分別介紹將「們」視為集合、複數和單數義的各家文獻，期盼

藉著不同立論並列「們」的多種語法角色。第三章則將細部分解「們」的語法和

語用功能。文述內容首採英漢對比分析，條列「們」被視為集合語綴的原因，再

從「集合」、「複數」等不同觀點來分析「們」與數目短語、有字句、有定短語、

泛指名詞、群體量詞、集體分類詞、繫詞、「都」的連用問題。第四章以「的」

和「們」共有的親切感看其對語句的助益潤滑。第五章本文引介「們」以「複數」

外貌包裹「單數」實心的特殊用法，並結論出：「們」實為母義複數，內包含「集

合」和「單數」的分支子義。除卻語言結構分析，第六章回溯「們」的初始詞典

義，盼能以古鑑今，並從時空象限中探看「們」的延展度和可能性。結尾的第七

章，則是在以「們」為複數語綴的立論鷹架上，建構一適合中級程度的教學設計。 

 

關鍵詞：「們」、「複數」語綴、「集合」標記、教材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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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two main ways to account for the roles of men in Chinese: “plural” 

morpheme and “collective” marker.  These two roles use different deep-structure tree 

diagrams to represent the same surface structure. In this thesis, we want to clarify  

the instructive meanings men carries by means of viewing men in two different lights. 

First, when men is regarded as a “plural” morpheme, it works for people to know  

what is referred is not “singular”. With this in mind, the existence of men will 

definitely help listeners indicate the plurality of the referred since Chinese nouns are 

not inflected for number. Second, when men is regarded as a “collective” marker, it 

will remind L2 Chinese learners some linguistic properties men differs itself from “-s”. 

For example, men  could not co-occur with “You-construction”  and a 

demonstrative-classifier.  In addition, men could not follow a number phrase, and it 

would usually attach itself to a personal noun. The purpose some people want to differ 

“men - collective marker” from “men - plural morpheme” is to avoid negative transfer 

from learners’ previous acquisition of the English plural marker, “-s”.  And it is also 

what this thesis endeavors to achieve --- state viewpoints  these two approaches 

advocate: “men- collective marker” and “men - plural morpheme”. In addition, this 

study also sheds light on the semantic and pragmatic aspects of men. In doing so, we 

hope the associ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can benefit L2 Chines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organization of this thesis is as follows: chapter 1 covers research motivation, 

goal and approaches. Chapter 2 lays out the multiple aspects of men with approaches 

which consider men a collective marker, a plural morpheme or a singular reference. 

Chapter 3 focuses on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men with respect to its grammatic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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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gmatic function. In the beginning, we indicate the arguments some linguists hold 

to categorize men as a collective marker instead of a plural morpheme like “-s”. Then, 

we delve into the co-occurrence restrictions of men with number phrase, 

“You-construction”, demonstrative-classifier, generic reference, (collective) classifier, 

copula, and “Dou” (a distributive marker) .  In chapter 4,we will look at how the 

co-occurrence of de and men functions as a communication lubricant in our daily 

conversation.  In chapter 5,we will try to uncover the underlying causes which mask 

a singular “I” with a confusing plural appearance “we”. We, thus, suggest men be 

regarded as a “plural morpheme”, which has a main meaning, “plural morpheme”, and 

two underlying meanings, “collective marker” and “singular reference”. Aside from 

linguistic structural analysis, chapter 6 tracks back to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men 

with lexical definition because we hope to mirror the whole picture of men with 

further understanding of its history.  In addition, we are also interested in every 

possibility men as a suffix will demonstrate in the near future.  In the concluding 

chapter 7, we compose a teaching design for middle-level CSL students on the frame  

of men as a plural morpheme. 

 

Key words: men, plural morpheme, collective marker,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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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們」究竟是一般人習以為常所接受的「複數」語綴1或是語言學家所說的

「集合」（collective）標記? 如果「們」是個「複數」語綴，那麼它的使用為何

比英語的複數語綴 “-s” 多了較多的限制（見第三章）？如果遵循現今語言學界

主流所認定的「集合」標記身分，那又是什麼樣的深層結構造就「們」必須以「集

合」義的新面貌來與傳統的「複數」義做區分？ 而在漢語教學現場上，這樣的

區分是否具有絕對的必要性？心裡窩存著這般的疑問，於是有了對「們」一探究

竟的好奇。 

    看「們」：由「集合」的立論到「複數」的預設，再從生活用語的反芻到書

籍引論的啟思，恍然「們」單數性的存在：一個既非「集合」也非「複數」義的

第三性！也是帶著這般意外的驚喜，再圖回溯其源，為立論找厚實的基礎，卻又

是再見「們」的風華，原來打一開始，「們」本就存有「單數」義！這般的瞭悟，

真有《指月錄》的山水心得2。「們」的單數例可見於《現代漢語學習詞典》中，

「這是我們一個人完成的」。但再細究，近現代「們」的意指「單數」和其初始

的「單數」義，其用法存在著相當的差距：前者更涉及作者/說話者「隱藏自我」

的企圖，這是一抹加了中國傳統文化色彩的謙稱。換言之，實質為單數的「們」

披著複數的外衣，其潛藏的用心是以複數的「我們」發言，並將單數的「我」隱

形起來不為外界所見。也因此，本文仍將此類的「們」視為「複數」母義下的分

                                                      
 
1
 本文採楊炎華（2013）的解義，將｢們｣指稱為｢語綴｣（clitic）：一種介於實詞和詞綴之間的語言 

 形式，它在句法上仍具有詞的地位，但卻不能獨立使用而只能附著在結構相鄰的詞、短語或者 

 句子上起語法作用。 
2
《指月錄》卷二十八：「見山是山，見水是水。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山仍是山，見水 

 仍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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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與「集合」義同為子義中的一員。但這類名不符實的「們」所造成的影響就

是：不只是在中文寫作上以「我們」來代言「我」的發聲，更常出現在其書寫英

文學術論文中主語 “I”、“we” 等混淆迭現。有著這般的瞭解，將更能禆益漢語

L2 學習者的閱讀理解和寫作訓練。最後，本文將設計一適合中級程度學生的教

案。首先，以「們」的造字原則為教學起點，用影片帶入部件介紹，由易到難再

以練習題方式匯入「們」與數目短語、有字句、指示詞的有定短語、泛指名詞、

群體量詞、集體分類詞和全稱量詞可否共現等語法概念。期盼學生對「們」能有

一更清晰的理解，並將之應用於日常生活的使用中。 

 

 

二、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主採有三：英漢對比分析法、文獻整理法和問卷調查法。首先藉由

與英語複數語綴“-s”的對比參照，試圖勾勒出「們」之所以會為部分語言學家

認為應另視為集合標記之因。接著以移位、刪除、替代等方式，加入對孤立語言

特質、語言經濟原則和深層文化影響的考慮，詮釋「們」為一母義複數下另含集

合和單數子義的語綴。再者，以文獻整理法還原「們」的初始義，盼為其複數身

分做正本清源的努力。又另以問卷調查法做假設的驗證，企盼理論與實際能有最 

貼近的允合。此外，本文通篇藉助 Andre Martinet 所提出的語言經濟原則 

(Principle of Economy) 來詮釋若干情境下，語法上「們」理應省略的原因。茲

將語言經濟原則的中心思想簡述如下：「在保證語言完成交際功能的前提之下，

人們自覺或不自覺地對於語言活動中力量的消耗做出合乎經濟要求的安排」（陳

立元、陳怡靜，2003）。以通俗的解釋來理解則是：語言經濟原則力求以最省時

省力的方式達到有效溝通的目的。而其對漢語的影響可見於辭彙、語法、語用等

方面。以詞彙為例，「縮略語、同素逆序詞、代詞以及網路流行語」（田鑫，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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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都可見其影響。而漢語語法歷時發展中的表現，更可見語言經濟原則作用

下經濟簡約的特性，如：「代詞系統的簡化、多音節同義並列結構的消亡、完成

動詞的歸併、偏正式『名・動』複合詞的構詞特點」（徐正考、史維國，2008：

10）。本文則以「們」為研究對象，觀察在語言經濟原則和嚴謹的語法制約下，

辭彙「們」與引介句、帶有指示詞的有定短語、泛指名詞、群體量詞、集體分類

詞何以不共現的原因。此外，我們也涉及「們」除複數/集合意涵外，另自帶表

親切的語用功能，使其在看似違反語言經濟原則下，依然仍能毫無違合地出現在

許多情境中，如：歡迎詞、開場白和招呼語中。 

 

（一）英漢對比分析法 

 

一般大眾習以為常對「們」的傳統認知是將「們」視為一複數語綴。但因其

若干迥然異於英語複數語綴“-s”的表現，使得語言界中另有主張應以「集合」

而非「複數」來看待「們」的角色扮演。為此，本文就「們」與數目短語的接序、

與有字句/指示有定短語的不共現，與個體分配標記「都」的連用等問題，首陳

英語“-s”與漢語「們」的對比觀照，瞭解橫亙兩者之間的不同，再究這般的差

異，探討其是否構成必須將「們」視為有別於「複數」的「集合」語綴。 

 

（二）文獻整理法 

 

    首先，我們想藉助文獻整理的方法，更進一步瞭解將「們」分視為「集合」

和「複數」語綴的語言學家們是如何以相異的深層結構，詮釋共同的表層句式。

此外，本文也對「們」表相複數實則單數的子義深感興趣，並以五四時期的紙本

語料做為檢索的樣本。特意鎖定五四時期，主因這是中國威權體制下，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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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能發聲勃颺的年代。我們想瞭解在這樣一個強調「我」的年代，文學的書寫間

是如何稱呼自己，「我」或「我們」？ 結果發現：即便是大聲呼籲以「我」為創

作本位的年代，作家們書寫時仍大多以「我們」而不是「我」來直指自己。 這

般的發現也同時呼應了潘文國（1997）的主張：對漢語的理解應是從語義出發。

也因為語義型的漢語不具有形合語言系統一刀切的斷然與乾脆，所以本文主張單

一語綴「們」並不具有宣稱詞語組合定指3性甚或單複數的決定權。相較之下，

語境、搭配詞和「們」前的名詞短語更具左右的關鍵。此外，為正本清源，本文

將探索的指針轉調向尋古籍辭典對「們」的釋義，兼及對「輩」、「等」、「些」、「家」

作一淺識，盼藉「們」與諸字的比照，得以對「們」的表義與用法有一更貼近的

瞭解。 

 

（三）問卷調查法 

 

    以古籍辭典做溯源尋求，如給「們」打了底色基調，一窺其本始與演變，但

落地現實，更盼見其在大眾語言上的通用性。本文以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

4進行問卷（附錄一）的初衷有二：一則，以例句測試普羅大眾對「們」的感知

用法；二則，檢驗本文與普羅大眾對「們」的認知存在多少的心理距離：相符或

逆背？  

    問卷的設計是為測試大眾語感對「們」與數目短語的順序要求、與有字句的

可否共現、「們」是否為定指標記、加了語末助詞的「的」可否提高句首為「們」

的名詞片語的可接受度、以及「們」與「些」、群體量詞/集體分類詞等的共現問

                                                      
 
3
 本文將所討論的名詞（短語）屬性劃分為:言聽兩者都知道所指為何的定指（definite) 和兩者都 

  不明所指的不定指 (indefinite) 兩類。不同於湯廷池（1986）, 本文採屈承熹（1999）對「指稱」 

  的分類，將泛指 (generic) 歸於不定指而非有定類 （determinate）下與定指並列的次類。所以，  

  如湯廷池 （1989：438）的例句：「魚，我很喜歡吃鱒魚」中的「魚」將以不定來指稱，以方 

  便與定指做區分，如：「這一條魚，我很喜歡吃」中的「這一條魚」。 
4
 Likert,Rensis. (1932). A Techniqu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Attitudes.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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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茲將問卷題目編號與測試語法點簡表於下： 

 

表 1：問卷題目編號與測試語法點簡表 

 

題目編號 語法點 

1-5 測試當「這些」為主語時，後接的指設代名詞是否真如趙元任

（1968：319）所稱，用「它」而不是「它們」來回指。 

6-7 測試「們」與有字句/「一群」可否共現 

8-9，37 測試陳俊光（2009：15）所言:「因為句首的『人』為泛指名詞，與

『們』的定指功能衝突，故須刪除『們』。」 

10-11 測試加了「的」，是否可提高句首〔NP（們）〕的接受度 

12-16 測試〔一般名詞/專有名詞/人稱代名詞〕、〔們〕和〔數目短語〕的

位序 

17-25 

28-30 

測試「們」的定指性 

測試「們」與「都」還有繫詞「是」的共現問題 

26 以「們」的有無測試被定義為孤立語的漢語的「孤立」強度。 

24-27/33-34 測試「們」與「些」的共現問題 

31-36 測試「們」與群體量詞/集體分類詞的共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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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一、論「們」為集合語綴的文獻 

   

    為呈「們」為集合語綴，以區分與傳統複數語綴的不同，茲先以黃正德、李

艷惠、李亞非（2013）的《漢語句法學》為綱，以其所概括「們」的四項屬性特

徵和本文所歸納出的五點分析做為本論文議述的脈絡。首先，黃正德等（2013：

291）概括「們」的四大屬性： 

 

屬性一：「們」後綴於代名詞、專有名詞和某些普通名詞之上 

屬性二： 帶「們」的普通名詞必須解釋為有定的 

屬性三：「們」附於專有名詞時產生兩種不同的釋義，即「複數的」或「集 

        合的」 

屬性四：「代名詞／專有名詞 + 們」後面可以跟數目短語，但數目短語不 

        能位居其前，而且只能有集合義的解讀。普通名詞帶「們」，不 

        與數目短語共現 

 

 如下是本文將黃正德等（2013）所做的分析歸納如下： 

 

       要則一：以「集合」與「個體」相對的概念解釋「們」不與［數目詞 + 量  

               詞］的數目短語共現（更明確地說：「們」只能放在數目短語之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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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則二：以「有定」與「無定」相對的概念解釋「們」名詞片語不與「有」   

              字句共現。 

      要則三：以［這個人］ + 「們」 與邏輯不符來解釋「們」無法後綴於 

              一個帶有指示詞的有定短語。 

      要則四：以 DP 投射和中心語移位限制來解釋數目短語與「們」表面上混 

              雜的共現限制。 

      要則五：代解的懸念：「們」的「集合」義身分竟然與涉及個體的分配標    

              記「都」並現！？ 

 

確切地說，本文全篇是以黃正德等（2013）的論述為正反討論的中軸，循著其對

「們」所做的結構分析基礎上，建構出本文將「們」視為「複數」語綴的鷹架，

並主張在「們」的母義下另含「集合」和「單數」義，並就「們」的不同身分做

語法的探究。 

    而就漢語「數目短語」和「們」共現的混淆現象，Li（李豔惠,1999）的 Plurality 

in a classifier language 以樹狀圖清楚明示量詞投射的有無是漢語「們」和英語“-s”

名詞性短語結構的最大差別，並以「中心語移位限制」漂亮解析出「們」和「數

目短語」的順序邏輯。此外，李豔惠所提出〔專有名詞 + 們〕有「複數」5和「集

合」的二種詮釋，也是一相當有趣的陳述。而就其所指陳的專有名詞曖昧性，舉

例如下： 

 

 

 

                                                      
 
5 如：“I met two Bills at the party.”/“He will be an Ei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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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ａ.［定指］小強們（產生於 D之下）         ｂ.［不定指］小強們 (產生於 N 之下) 

 

                                                        

                                   

但當〔專有名詞 + 們〕後接數量詞時，其所帶的曖昧性就沒有了。如：「小強們」

可有兩種解讀，一為表示名同為「小強」的複數解讀，即有多個名為「小強」的

人。而另一解讀則是集合解讀，所指稱的對象並不是名叫「小強」者，而是彼此

具有「小強」身上的某種共同特質。相較之下，「小強們三個」則是指「小強」

和「其他人」，即意謂著除「小強」外還有兩人, 且這兩人既不是名為小強者，

且其身上也不帶小強的任何特質。 

     陳俊光（2009）的《漢語詞綴「們」的多視角探索和教學應用》主要探討

「們」的核心語義、篇章功能和語用意涵。首先，陳俊光就英語“-s”和漢語「們」

在指稱、數詞與全稱量詞的顯著差異進行對比，其主要論述點就「們」與繫詞、

引介句、泛指名詞、集體分類詞等可否共現進行討論。此外，陳俊光（2009：22）

就黃正德等（2013）所留下的未解題（「們」為何能與全稱量詞「都」的共現）

提出詮釋，並指出「各位」、「每個」、「每位」是表所有個體集合（全量）的「全

稱量詞」，因此可與表集體義的「們」相容。但就此，本文傾向於接受黃正德等

（2013）將「們」與「都」的共現問題當成待解題，保留更謹慎的思考空間。此

外，陳俊光（2009:19）概介諸家學說，將「們」略分為「多義說」(polysemy) 和

「抽象說」(abstraction) ，從形式語法、功能語法、移情作用、內外在視角等觀

照點看「們」語法和語義上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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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們」為複數語綴的文獻 

   

   語言學界對「們」的語綴角色認定時有紛歧，其因主要在於「們」表現出許 

多異於英語複數語綴“-s”的表層現象。如：只能用在人稱代詞的後邊（用在指 

物名詞後時，多為擬人的修辭用法）、不接於數目短語之後、不與有字句/帶有指 

示詞的有定短語共現、以及「們」與泛指名詞/集體分類詞/繫詞連用的問題等。 

而張曉靜、陳澤平（2015）的 <河北武邑方言複數標記「們」> 就河北武邑等地 

所做的田野方言調查，卻昭示另一有趣的觀察視窗，如醒鐘提嘶我們語言浩瀚的 

寬廣性和無限的延伸度。其所搜集的語料，不只打破了所有主張「們」為「集合」 

語綴的限框，更因為武邑方言「們」的無所不能而超越英語“-s”，成為一個無 

所不包，名符其實的「複數」語綴。如「們」之前可接數量詞／定語、不定代詞 

（誰、多少）來表複數；而其後可接（沒有擬人化修飾功用的）昆蟲／動物、 

抽象事物、甚至是不可數的自然現象（風、水、雪、雨、雲彩、陽光等）。而武 

邑並非特例，上述語法現象也出現在周邊方言（黃伯榮，1996）、青海河州一帶 

（徐丹，2011）。本文引此文意旨以「小眾」方言看「們」的時空演化：初始、 

延展度和可能性。 

    漢語複數詞尾的出現是近代新產生的語法標記。根據《漢字形義分析字典》

所載，唐代始見「們」作詞尾表複數。那麼，做為孤立語的漢語是如何表達語用

之需的「複數」呢？就此，江藍生（2018）的 <再論「們」的語源是「物」> 為

我們解惑，「此前名詞之前可以加『諸、眾』、名詞和代詞之後可以加『儕、屬、

曹、等、輩』等來標示所涉及的人或事物不是單數」（頁 259）。但江藍生也做出

這些表複數的用字與「們」存在著一個相當大的分別：「這些詞還有實義，在用

法上也有限制，不能視為複數詞尾」。為正本清源，江藍生就眾說紛紜探究「們」

的立論中，列舉三說對其來源做細部的考究：輩源說、門字說、物字說。其中論



doi :10.6342/NTU202002598

11 
  

述時有開睛之趣，並結論「們」是由表類別的實詞「物」虛化得來的。而本文第

七章的教案即是採其中的「門字說」來做設計。 

     雖則文始也概介「們」的四種來源說（輩源說、門源說、物源說、每人合

音說），但不同於大多數學者的做法, 李藍（2013） <再論「們」的來源> 中所

採取的方法是：「先整理現代漢語方言人稱代詞複數標記的使用情況，然後和文

獻對照，最後根據現代方言的情況對文獻中記載的事實進行解釋和分析」（頁 

913）。也就是說，李藍是以「們」的古源當作論述的鷹架，再加上現代的真實語

料為血肉，立體化「們」的整體形貌。而其在最後章節對「每」與「們」的共現

語境做了相當具說服力的假設，一新人耳目。 

 

三、論「們」為單數義的文獻 

 

    除卻「複數」和「集合」語綴，本文另就「們」的非常性：單數，做文獻研

究，並將時間拉距在 1918-2001，觀察這之間約 84 年「們」的單數底義，並探窺

其中潛蘊的文化影響。焦點特意鎖在五四時期，為著那正是套枷在封建王權制度

下，數千年來小「我」最意氣風發、神采飛揚的年代。但觀察所得是：即便是大

聲呼籲以「我」為創作本位的年代，作家們書寫時仍大多以「我們」而不是「我」

來直指單一的自己。就此，我們再藉潘文國（1997：337）對形態型英語和語義

型漢語的區分，結論出：做為可省略的語綴，「們」應無掌握「NP 們」定指性的

左右權。甚且，其最為大眾普遍認同的「非單數」指涉，也會因語境和言談者潛

沉的文化底基所影響，顯露出表複實單的矛盾呈現。 

     而這以「複數」貌卻實質單數義的「們」，對 L2 漢語學習者是否會造成書

面/口語上的難以理解呢？對這般潛藏文化影響的研究，早已呈現在諸多 TESL 

(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以英語為 L2 學習的漢語母語者研究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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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中。而其所造成的負遷移和相關現象如：寫作時主語迭換、混淆不一致、且毫

無立場的「騎牆派」寫作方式都降低閱讀的可理解度。如此，以亞力斯多德邏輯

方式6思考的 L2 漢語學習者，在閱讀漢語時所面臨的理解障礙也應是可預期的。

而在華語教學現場，就「們」可做「單數」義解讀的提醒，將有利於閱讀的理解，

並可同時引領 L2 漢語學習者共濡漢文化的「溫良恭儉讓」。 

  

                                                      
 
6
 對 亞 力 斯 多 德 來 說，邏 輯 是 作 為 一 種 推 論 問 題 的 工 具（ 亞 力 斯 多 德，2018）。然 而 ，  

  中 國 人 的 思 維 卻 存 在 五 大 邏 輯 缺 陷 ： (1)概 念 模 糊 （ 2） 不 懂 集 合 概 念 （ 3） 類 比 推  

  理，生 拉 硬 扯（ 4）非 黑 即 白，二 元 思 維（ 5）亂 立 靶 子，錯 誤 推 理（ 宋 懷 常，2010）。  

  所 以 ， 以 亞 力 斯 多 德 邏 輯 思 考 的 L2 漢 語 學 習 者 對 漢 語 寫 作 時 主 語 的 迭 換 ， 論 述  

  缺 乏 邏 輯 等 寫 作 方 式 ， 常 會 出 現 理 解 障 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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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們」的語法和語用功能 

 

一、英語“-s”與漢語「們」的語言結構差異 

     

     「們」究竟是一般人習以為常所接受的「複數」語綴或是部分語言學家所

說的「集合」（collective）標記？首先，孤立語特徵顯著的漢語，名詞是沒有數、

性、格的變化，唯一的例外是用來標記人稱複數的語綴「們」。即便如此，「們」

的使用卻也存在著相當的侷限。不同於英語的「複數」語素“-s”，「們」是無

法逕自接於數目短語之後。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說“five teachers”，卻不能說「*

五位/個老師們」。如果我們更細部地分析會發現，漢語除了不強制要求在表複數

的名詞後一定需帶著後綴標記外，漢語的數目短語和名詞間（除少數固定用語外），

通常還都必須再插入「量詞/分類詞」(數目短語+量/類別詞+名詞)7，而這與英

語（數目短語+名詞+“-s”）是有著相當的不同。此外，一般情況下，「名詞+們」

也不能接於「有」字句和帶有指示詞的有定短語之後。也是因著無法將英語中表

「複數」語素“-s”的語法特徵盡數套用於漢語語綴「們」上，於是有了另將「們」

視為非複數的「集合」語綴來看待的主張。但如此又將面臨的問題是：表「集合」

的「們」卻又能與約束複數意義名詞組的個體分配標記「都」連用8（季淑鳳、

                                                      
 
7
 李子瑄、曹逢甫（2013：98-99）:「漢語大部分的名詞都可以用『數詞+量詞』的組合加以修飾， 

  這一點和英文有極大的不同......。而漢語表示量的修飾語除了數詞之外，還需要有量詞(measure  

  word, 如：斤、杯、尺等），或類別詞（classifier,如：輛、隻、頭）......。然而，在少數固定用 

  語裡，名詞可以直接以數詞修飾，例如：一心一意、七嘴八舌、八仙過海、九牛一毛、千夫所 

  指等。」 
8
 就「們」與「都」的共現，黃正德等（2013：292）有如下見解，並將之中的矛盾留為待解之 

  題：「『-們』的『集合』義身分的證據是數目短語不能與『名詞-們』共現。集合義群體不與個 

  體相容，而分配標記『都』的使用必定涉及個體。例如，『他們兩個都結婚了』 一定是關於兩 

  樁婚姻，而不是一樁婚姻『他們兩個結婚了』。『都』對『名詞-們』的分配使用直接反駁了『- 

  們』作為『集合』義標記的語義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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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文峰，2009：37）。綜上所論，我們將試以英語中表「複數」語素的“-s”與

漢語語綴「們」做比較，並將兩者的主要不同概表如下： 

  

表 2：“-s”與「們」的比較 

 

 “-s” 「們」 

數目短語 

（表個體的數目） 

可共現，（例 1） 呈混淆現象： 

「們」+ 數目短語 （例 2）

*數目短語 +「們」（例 3） 

DP（限定詞短語：

determiner phrase） 

投射 DP，但沒有量詞投射 投射 DP，還另有量詞投射 

表存在 可與have/there are並列於

句中（例 4） 

（通常）不可與有字句並

存（例 5） 

與帶有指示詞的有定短語

共現 

可（例 6） 不可（例 7） 

（表個體的分配標記） 可與 all(都)並列於句中

（例 8） 

可與「都」並列於句中 

（例 9） 

複數 接在可數名詞後，表個體

的眾數（例 10） 

表人的普通名詞/代名詞

加上後綴「們」，確實可

表達「複數」的概念。（例

11）即使是出現專有名詞

時，只要其表「人」意時，

一樣可以加上「們」，用

來指稱與專有名詞所指

涉的對象有相同的名字

或個性的一群人（黃正

德，2013）（例 12） 

 

（例 1）： three students    

（例 2）： 他們三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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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3）： *三個人們 

 （例 4）： There are three books on the desk.            

 （例 5）： *有人們 

 （例 6）： These books were bought in that store. 

 （例 7）： *這三個人們都生病了。  

 （例 8）： The students are all in that school.  

 （例 9）： 他們都是來自京都的學生。   

 （例 10）：Three houses were newly built on the street. 

 （例 11）：我們都來自臺灣。 

（例 12）：小強們都是物競天擇下打不死的生物。 

 

整理上述引例，就結構和適用範圍來做對比參照，英漢語之間確實存在著若

干看似不可忽略的差異。首先，在結構上，重形合的形態型英語和重意合的語義

型漢語9對各自的複數語綴是否必現，就有寬鬆不等的尺度要求。例如，以英語

複數而言，除卻不可數名詞和若干特例外，“-s”的出現是語法上的強制要求，

如“three books”。但在漢語中，「孩子回家了」中的光桿名詞片語「孩子」卻

是可以用來同表複數和單數。也就是說，表人稱複數語綴的「們」並不是不可或

缺的。此外，不同於“-s”，數目短語不會出現在「們」之前10，「們」與有字句

和帶有指示詞的有定短語不共現等限制，也都在英漢語之間劃上一個不盡全等的

符號。其次，在適用範圍上，“-s”作為表示複數的語綴是可以放在可數指人或

指物的名詞之後。但除卻擬人化的情況下，「們」一般而言只能綴加於指人名詞

之後。也就是曲秀莉（2014：45）所言：「『指物名詞+們』結構，總體來說，在

                                                      
 
9
 潘文國（1997：116）：「漢語有語法，但它不像英語那樣有顯露的外在形式，而是隱含在語言 

  內部的。它不是通過形式(form)或形態(morphology)來表示語言成分間的關係，而是讓語義本 

  身來體現這種關係的。因此，漢語可以稱作是一種語義型的語言，以與西方形態型的語言相對 

  待。」 
10 如王力（1955）即明言表示「們」字表示人的複數，所以當有數字出現時，就沒有必要再用同 

  表複數的「們」了。 



doi :10.6342/NTU202002598

16 
  

漢語中沒有立足之地。這一點上漢語的『們』與英語的 '-s' 有天壤之別。」 

    那麼，我們是否應因「們」與“-s”之間有著上述結構和適用範圍的差異，

就須將「們」視為不同於複數“-s”的集合標記呢？就此，本文主張將「們」視

為母義為「複數」而其下分支有：表同夥的「集合」和外相複數實則「單數」的

子義。所持原因有三：（一）形式上，漢語表概數（vague quantity）的「們」與

英語中的複數形式“-s”都是附加於中心詞的後綴，如：「孩子們」 /“kid-s”。

（二）兩者在意義上都是為了與單數做出區別，雖則「們」在若干語境中實指的

人數為單數（另於第五章再做討論）。 (三) 在語法功能上，兩者都是虛化的、沒

有實際意義的後綴，不可單獨使用。所以，我們接下來要面臨的為難是如何界定

「們」的語法屬性：可類化如“-s”的複數語綴或另表同夥的集合標記？本文的

立論是將「們」視為一複數語綴，雖然確實無法在英漢語之間劃上一個全等，但

認真而論，似乎也很難在浩瀚的世界語海中，找出任兩種語言能有完全相同的「與

單數做區別」的語法標記。而本文通篇的論述也是借力在諸多將「們」視為集合

語綴的前輩所成的既有論述上，嘗試以另一種詮釋將「們」以複數語綴做呈現。 

 

 

 二、「們」的語綴角色扮演：「集合」或「複數」    

 

    本節將就「們」與“-s”語法結構上的主要差異，從語法結構上分看其不同

的語綴角色扮演： 

（一）「們」與數目短語 

 

在英語“ three students”中，我們確實看到表複數的“-s”可與數目詞

“three”並列，但漢語「們」是不與［數目詞 + 量詞］的數目短語共現的。 更

明確地說，「們」只能放在數目短語之前，如：「他們三個人」。但把「們」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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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短語之後，卻會造成病句，如以將「們」視為集合標記的詮釋為例： 

    

     *三個                學生                  們 

                                                        

 

    個體（individual)             與        群體（group) 的不相容 

 

而「們」不能置於數目短語之後，也是其最明顯異於“-s”之處。例如： 

 

(2) a.  many students               b.  a lot of teachers 

(3) a.  three students              b.  four teachers 

 

由上兩例可知，英語語法意義上的「複數｣語綴“-s”在語義上既可以體現為概

數意義如（2），也可以體現為確數意義如（3）。而漢語中也有兩種表數疇的手段，

如胡裕樹（1985）所言，「一種是詞彙手段，在名詞前用上表示複數的數詞和量

詞，如『三個學生』，『三個』是計量定數；另一種是詞法手段，在名詞上加後綴

『們』，表示不定複數，是不計量的，表『群』的意義」（引自林若望等 2016：8）。

但不同於“-s”,「們｣是無法自由地受確切數詞的修飾。如： 

 

(4) a.  學生們都站在校門口等著。 

  b.  有三個學生站在校門口等著。 

  c.  *有三個學生們站在校門口等著。 

 

也正是因為「們｣與數目短語共現時所呈的侷限性，語言學界遂有了應將「們｣

視為「集合｣而非「複數｣的標記。就此論點，楊炎華（2013）將｢們｣的主要語義

句法表現歸納為三，做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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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名詞之後的「們｣是複數標記：「們」表示複數意義，著眼於個體。是指

多個同類個體（individualities) 而不是指一個整體 (group) 。如「朋友們都順利

到達了武漢｣，表示至少有兩個朋友順利到達了武漢。而「*朋友們三個（人）順

利到達了武漢｣之所以成為病句的原因，則在於語義上的衝突：「朋友們｣ 表不確

數的複數意，著眼於個體，所以作為整體的「三個（人）｣不能作「朋友們｣的同

位語。就普通名詞+「們｣的情況而言，楊炎華（2013）認為「們｣具有表示「不

確數｣複數意義的語法功能。 

    專有名詞之後的「們｣是集合標記：楊炎華（2013：81）對「們｣的理解為：

不同于普通名詞，專有名詞加「們｣是以該專有名詞所指為代表的一組實體。楊

炎華並將其與「普通名詞+們｣的不同處以公式簡表之： 

普通名詞加「們｣ 朋友們 = 朋友 1 + 朋友 2 + 朋友 3 + ......朋友 n 

可用公式表示為「A + 們 = A1 + A2 + A3 + A4 ...... An」 

專有名詞加「們｣ 祥子們 = 祥子 +  其他人 

可用公式表示為「A + 們 = A + B + C + D + E + ......」 

而就數量短語和「們｣共現時的先後限制，楊炎華（2013：82）也提出解釋：「正

是因為專有名詞加『們』後表示集合意義，所以其後可以出現另一個等義集合作

為句法上的同位語加以補充說明。例如：『小李們三個（人）正在打撲克』｣。 

而數量短語之所以無法加於「們｣之前，就是因為「專有名詞加『們』後表示集

合意義（不能被計數），所以無論是對這個集合加以整體理解還是施之個體理解，

它們之前都不能再受著眼於個體的數量成分的修飾｣。例如：『*三個/好些/那幫/

三四個小李們正在打撲克』」（楊炎華，2013：82）。但楊也提醒將「專有名詞+們

｣視為集合義時，卻也存在著只能以複數義解釋的例外狀況，如：「你看到了李天

一，你沒看到李天一們，你不知道有多少李天一們，更不知道會看到多少李天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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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金何《誰在製造中國的李天一們》）（楊炎華，2013：83）。 

    綜上所言，楊炎華（2013）認為現代漢語的「們｣應該分為兩個：表不確數

的複數標記和表集合義的集合標記。但本文的持論是：「們｣做為語法上的後綴標

記，其句法語義因語境不同確實分呈複數和集合義，甚或是表面複數實則單數的

特殊用法。那麼這始終以同一外形出現的「們」（此是與英語複數會因字尾發音

不同而有 /s/、/z/、/IZ/ 的分別做對照），其語法上的複數或集合義是涇渭分明地

各自表述，還是具有同時發揮的加乘功能呢？本文的假設是將「們」看作是個母

義為「複數」，內包有「集合」和「單數」的分支子義。也就是說，即便是因外

加限制而有「集合」義的「們」，其本質仍是概統於「複數」的範疇內。亦即這

般的「們」同時發揮了「複數」和「集合」義的功能。又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

「們」自始至終都是一個「複數」標記，而左右「N+們」究竟是複數抑或集合

的因素是「們」之前的 N，而不是「們」。試以「小強們」為例，如所指為同名

「小強」者時，「N+們」為複數義。但如意指同具某種「小強」特質者時，「N+

們」則為集合義。但我們討論的對象是整個「N+們」，而不是單純的「們」一個

字。也就是說「們」的基礎母義為複數語綴，但因語境不同而有歧義的 N 才是

定錘整個「N+們」屬性的錨。而左右「*三個學生們」之所以為病句的原因，則

應如儲澤祥 (2000) 所言，是複數標記「N 們」本身所表現的不定量性阻礙了確

數詞的出現。就此，張斌（1998：217）也有類似的看法： 

 

      名詞前邊加數量詞或者後邊加「們」都表示「量」，但是它們的作用不完 

      全相同。加數量詞是把事物一個一個來計算的，加「們」則是把事物當作 

      一個整體來看待的，因此不能說：「三個同學們」，只能說「三個同學」或 

      者「同學們」。 

 

    就「們｣與數目短語共現的前後限制，Iljic（1994）和黃正德等（2013）則認

為數目短語表達個體的數目，而「們」只能是個用來表示群體概念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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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ve）語綴,且既然集合是指作為整體的一個群體，所以「群體」與「個

體」短語是不相容的。但這同時，我們所面臨的吊詭是：「*數目短語+『人稱代

名詞+們』」爲一個病句，那麽為何僅僅只是次序的易位：「『人稱代名詞+們』+ 數

目短語」，就是個合法的句子呢？  

 

(5) a.*我請三個他們吃飯。  

    b. 我請他們三個（人）吃飯。      （黃正德 2013：290） 

 

就此混淆現象，Li（李豔惠，1999）主張採用「結構」而非「意義」將更能具體

呈現「們」為「複數」或「集合」語綴的分別。Li 的作法是以英語和漢語的樹

狀圖對照出兩者名詞性短語結構的主要差別11，並清楚呈現「們」和「數目短語」

的順序: 英語的數目特徵實現於 N 位置，而漢語量詞中心語 Cl（classifier,分類

詞）介於 N 與 Num 之間，而中心語移位限制使得漢語的複數特徵必須實現於 D

而不是 N 的位置上，如（6）： 

(6)  

                  (Li, 1999 : 87) 

 

如（6）所示，「*三個學生們」之所以為病句的原因即在於其違反中心語移位限

                                                      
 
11
 Li（1999）認爲英語和漢語的名詞性短語結構的唯一差別是：漢語有量詞（Cl：classifier）投 

  射，而英語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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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量詞中心語「個」（Cl）卡在 Num 和 NP 之間。相較之下，英語不像量詞

語言（classifier language）的漢語必須在數詞和名詞間多帶個量詞，英語的複數

特徵“-s”是可以實現在普通名詞之上，生成於 N 節點之下： 

(7)  

                   （Ｌｉ，１９９９：８７）   

 

也就因為漢語的數目特徵是實現於 D 而非 N 的位置上12，所以無法如英語用名詞 

後加“-s”,“three students”來表示數目複數，而是必須將「們」前移至 D 的位

置合倂於代名詞/專有名詞之後，方可再後加數目短語，如：「他們三個學生」。

如樹狀圖（6）所示，Li（1999）從生成語法的角度，形式分析了「們」和數目

短語連用時的先後順序。 

    此外，我們也關注以對立觀念來處理「『群體』與『個體』不相容」的現象

的可行性，並藉此審視「們」的「集合」屬性。假設數目短語是一種個體短語，

所以與它不共現的「們」自當屬「集合」標記。不過，這也可能只是單方向的充

分而非必要的條件。暫且可以肯定的是「三個」確表個體，但與「三個」不共容

的「們」，是否就一定是表群體的「集合」語綴呢？要做出如此的推論，就必需

先有個前題：「三個」（數目短語）僅有表「個體」的義項，如此站在其對立不

共處的「們」才能保有唯一的解讀：「集合」群體語綴。不同於前述，本文是從

                                                      
 
12
 林若望等（2016：9）:「Li 主張中文的複數標記雖然基底結構在 Num 的位置，但必須在虛範 

  疇 D 上實現，所以『們』必須從 Num 這個位置移位到 D 的位置上，而 D 帶有[+def]這個有定 

  屬性，此屬性會激發名詞的移位，所以普通名詞要得到有定的意思就會從 N 的位置移位到 D 

  的位置，而『們』就嫁接到位於 D 上的普通名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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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觀點將「三個」（數目短語）看成是數量的「確指」詞，而「們」是數

量的「概指」語綴，所以兩者本就呈互補分佈。 也就是李亞飛（2015：103）所

說的，語義上表含混數量的「們」和表達精確數量的數詞是相衝突的。 

    此外，有別於傳統分析方式以「數量詞的個體化和『們』的群體或集體不相

容」來解釋「*三個學生們」為病句的原因，Jiang (2017:228) 認為真正的導因是

「類別衝突」：「因為個體量詞的功能是把種類轉換成實現那個種類的原子個體的

集合，然而名詞一旦和『們』結合後，其語義指稱就不再是種類，而是複數的群

體......。」換句話說，根據 Jiang 的分析，其實不是數詞讓確數結構和「們」不相

容，而是量詞和「們」的用法不相容。（引自林若望等 2016：12）。如此，我們發

現 Jiang 所言的「個」似乎與傳統所認知的「個」有著截然不同的風貌。 

於是， 對漢語數目短語的重新認識就成為一項必要的開始。首先，漢語分

類詞的功能是什麼？根據田意民等（2002）所言，漢語的名詞基本上比較接近「集

合名詞」（mass nouns）的狀態，而非可數名詞。但當我們使用分類詞時，可能

將漢語的名詞由「集合名詞」轉變為「可數名詞」的狀態，亦即分類詞具有「可

數名詞」的標示用途。田意民等（2002：125）更進一步指出：「漢語分類詞是一

個必備的語法結構，只要涉及指示或個體計量，都不可避免分類詞的使用。」 茲

以引例中的「個」來看，田意民等（2002：115）就其屬性特徵陳述如下： 

 

外形具有立體特徵，不具有長條形特徵，材質不具有彈性，具有平面特徵，

有固定的形狀。 例如：氣球、西瓜、文旦是較典型的用法。 

 

如接受此定義，我們會發現加了「們」的名詞片語（如「學生們」）與「個」

後的配對名詞的屬性特徵：「有固定的形狀」是相違的。因為我們實難理解該如

何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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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一個［學生們］+一個［學生們］+一個［學生們］=三個［學生們］ 

就因為「們」本身是一個籠統的概括詞，所以與明確標出數目的名詞片語，理 

解上即是不相容的。此外，從「個」後必須接指示或個體計量、「有固定的形 

狀」等特徵來看，［數目詞 + 量詞（如：個）］也不會與「們」共現。相同的推

論也可應用於另一個專用於指稱人的量詞，「位｣。「位｣的辭典釋義如下： 

 

￭ 量詞，常用於人，表尊重：諸～。各～。幾～客人。  (《漢典》13) 

￭ 對人的尊稱。如：「諸位」、「列位」、「幾位長輩」。《水滸傳》第 

  一九回：「我有片言，不知眾位肯依我麼？」 

￭ 量詞。計算人數的單位。多含敬意。如：「十位客人」、「五位老師」。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14) 

 

 

如上列辭典義所示，「位｣與「們｣有著相當高的類似度，都為屬「人｣專用。而

在對「人｣的稱謂上，「位｣較之於「個｣更多添了敬稱味。而其不同於「個｣之處，

在於其後只接「人｣名詞片語。但無論是「個｣還是「位｣，其後所接都應是不含

「們｣的名詞片語。而這也正是語言學界的共識：「們｣不得與分類詞共現於同一

名詞片語（NP)裡（引自羅弈傑，2015：9）。因此，像「*三位老師們｣這樣的

句子顯然也就不合法了。就此語法表現，李豔惠與石毓智（2000）從歷史的脈絡

切入，觀察「們｣及分類詞之歷史互動，所得出的結論是：由於兩者存在競爭關

係，分類詞系統的穩固建立壓抑了「們｣的發展，使得「們｣的分佈受限。有趣的

是，羅弈傑（2015：9）引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Academ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和 Google 搜尋臺灣網域（.tw）的語料做出反證： 

 

                                                      
 
13

 https://www.zdic.net/hans/%E4%BD%8D 
14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Ze2dO&o=e0&sec=sec1&op=v&view=0-1 

 

https://www.zdic.net/hans/%E4%BD%8D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XZe2dO&o=e0&sec=sec1&op=v&vie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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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獻中一致認定不合法的結構「Num + CL + N 們｣如「三位老師們｣在中 

      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Academia Sinica Balanced Corpus of Modern  

      Chinese）和 Google 搜尋臺灣網域（.tw）都可以找到一定數量的用例， 

      顯示「Num + CL + N 們｣擁有一定的能產性，也因此極可能是合法的句 

      子。 

 

此外，羅弈傑（2015：11）也引王力（1987）的研究來輔證說明：「『們』原本

僅用於表親屬關係的普通名詞後，其用法擴散至其他普通名詞如『作家們』、『工

人們』即是因為受到英語影響」。而歐化語言對「們」的影響也包括了分類詞與

複數標記共現於同一名詞片語中。不過，對於做為引證的中研院和 Google 語料

庫，羅弈傑的態度有著令人相當欣賞的謹慎。 如他所言，依據語料庫的觀察所

做出的推論是：「Num + CL + N 們｣極可能是合法的句子。那麼該是誰具有足夠

的主宰權（dominant power）來決定其合法性呢？對「們」的影響除了可能來自

其他語言，其本身也因地域的不同而有相異的演變，所造就的就是不同地區的使

用者存在著不同的語感接受度。就此，羅弈傑（2015：10）認為，「臺灣華語的

『們』已迥異於大陸地區北京話『們』，應被視為集合複數標記（collective plural 

marker）,而非許多學者宣稱的普通複數標記（additive plural marker）或伴同複

數標記（associative plural marker）」。而其憑證是採自何萬順（2009）以戶籍資

料和文獻為依據所做的論證，即臺灣地區所通行的華語是一種已脫離北京話的一

個獨立官語方言的克里奧爾語（creole)：「臺灣華語｣（Taiwan Mandarin）。 

那麼，再回歸上述留下的問題：該是誰具有足夠的主宰權（dominant power） 

來決定「三位老師們｣合法與否呢？本文的立場是認同 Borer(2005)的看法，認為

分類詞與複數標記在同一名詞片語裡呈現互補分佈，且兩者在句法結構上佔據相

同的位置，應視為相同的成分。也因此，套用語言經濟原則，表相同成分者，實

無重複贅述的必要。 而「們」不得與分類詞共現於同一名詞片語（NP)裡的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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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論述將等到本章（四）：「們」與泛指名詞 / 群體量詞 / 集體分類詞 / 繫詞

時，再做更進一步的討論。 

    而這同時，本文對羅弈傑（2015：10）所指的「們」會因地域的不同而有不

同屬性的現象感到好奇，遂進行臺灣華語語感測試的問卷調查15（附錄一），並

以問題 12-16，觀察「們」與數目短語的關係： 

 

(9)  問題 12: 「我對他們三個（人）特別好。」 

 

(10) 問題 13: 「我對小強們三個（人）特別好。」 

 

(11) 問題 14: 「我對小強他們三個（人）特別好。」 

 

(12) 問題 15: 「我對三個學生們特別好。」 

                                                      
 
15
 測試日期 2019/06/29~2020/01/20。取樣人數 199 人: 男 84 人/女 113 人(性別未填 2 人)。 

  年齡分佈區間如下（3 人未填）： 

11-20 歲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1-70 歲 71-80 歲 81-90 歲 

134 33 15 4 6 1 1 2 

 

問題 12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4 8 37 71 66 

問題 13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100 56 17 15 4 

問題 14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6 9 36 83 65 

問題 15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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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問題 16: 「我對學生們三個特別好。」 

   

    首先，（12：問題 15）達到語感測試的預期值（數目短語不可置於「們」之

前），認為該句不合語法者為 111 人，占整體有效樣本 56%16。但這般的語感反應，

在相當程度上還是遠遠低於本文所做的預設。此外，對五度量表中的第三選項

（「沒意見」）究竟該歸類為接受或是拒絕該句語法，著實存在著令人吊詭的為難。

如果「沒意見」也加入消極「同意」接受此句語法的計算中，那麼認為此句無誤

者就高達 44%，一個約莫可與「不同意」（即認定為病句）的指標差相抗庭的比

例。 陷於如此的決斷困境究其原因是：「不同意」的回答率並沒有達到預期的壓

倒性勝利。這是個令人玩味的現象，究竟是樣本取樣數（199）仍不夠大到有顯

性表現，還是習慣網路用語和火星文的新世代少了對用字上的「精挑細選」，又

或是自小以英語為第二語言的臺灣學子，將“-s”的語法潛移默化並移植到「們」

的使用上？ 存著這般懷疑，我們再將同為病句17的（12&13 : 問題 15&16）做一

對照參看，發現認為（13 : 問題 16）不合語法者為 153 人，占整體有效樣本更是

高達 77%。再想想此一對比資料其實相當有趣，試想：（13 : 問題 16）〔〔普通名

詞+們〕+〔數目短語〕〕的排序至少在正確度上要比（12 : 問題 15）更貼近正確

                                                      
 
16

 此題作答者 198 人，1 人未勾選任何選項。將選擇 1 或 2 者劃分為視該句為不合語法，忽略「3 

  沒意見」的勾選人數。 
17

 此處「病句」的認定是採黃正德等（2013：290）為標準： 

  （55）a. *我請三個他們吃飯。 

        b. 我請他們三個（孩子）吃飯。 

        c. *我請朋友們三個（人）吃飯。 

        d.*我請三個朋友們吃飯。 

選擇人數 42 69 25 43 19 

問題 16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75 78 19 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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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序〔〔代名詞+們〕+〔數目短語〕〕，但得到的測試結果卻非預期，只是不知

這般的差異是否也能以受歐化語言的影響來解釋。如果然是，那麼可以前加〔數

目短語〕的「們」與“-s”的類似度將會更提高些，而「們」做為如同“-s”的

複數語綴身分也就更穩固些。 

    再將（9-11）問題 12、13、14 放在一起做比較，發現：「我對他們三個（人）

特別好」的接受度（137 人）18遠高於「我對小強們三個（人）特別好」（19 人）。

這與本文製作問卷時的預想是一致的，但這與陳俊光（2009：15）力陳「們」為

定指標記的宣稱應是存在著相當的岐異。這般測試結果的另一解讀是：很多語言

學家認定為「正確」的語法，並將之引用為分析的範例（如 10：問題 13），卻往

往是普羅大眾生活用語中不會使用的「陌生句」，如：「小李們三個（人）正在打

撲克｣。因此，楊炎華（2013：81-83）就此句所提出的解釋19 (「們」為集合標記) 

的說服力也跟著減弱許多。另外，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在（10：問題 13）中多加

個「他」使成（11：問題 14），卻達到了不同的效果：接受人數立馬竄升到 148

人（此統計還不包括「沒意見」的 36 人），甚至高於日常用語中最常使用到的代

名詞複數指稱，如（9：問題 12）。再將（13：問題 16）拉進來一併對照，我們

發現其接受度（26 人）與（10：問題 13）具有高近似度（19 人），同樣都是不被

普羅大眾認可的句子。但（10：問題 13）的句型卻是為部份語言學家所接受的，

此亦即本文所提到被普羅大眾認定的「陌生句」20。就此，我們將（9-11、13：問

題 12、13、14&16）中的關鍵相異字挑列如下，以便對照比較：「他們三個（人）」、

「小強們三個（人）」、「小強他們三個（人）」和「學生們三個」。這四個名詞短

語都符合「人稱詞+們」必須置於「數目短語」之前的語法要求，但個別的語感

                                                      
 
18
 137 是採計「4 同意」和「5 非常同意」兩選項，忽略「3 沒意見」的勾選人數。此亦為本文自 

  此處以下的計數準則。 
19
 「正是因為專有名詞加『們』後表示集合意義，所以其後可以出現另一個等義集合作為句法 

  上的同位語加以補充說明...」 
20

 如黃正德（2013：291）視為正確句並用以分析的「我請小強們/校長們三個（人）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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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度卻是大相逕庭。觀察得知，帶有「代名詞+們」的句子遠較「專有名詞+

們」和「一般名詞+們」的句子更為大眾接受並慣用。而這樣的差別接受度也是

單以「們」為集合標記並未能全盤概括之處。本文所做的假設是：將「們」視為

複數標記，而當其前名詞指稱詞越是明確，越是方便接受訊息者從一大團體中點

指出個數。而如何定義「大團體」的屬性，卻也是主張「們」為集合或複數標記

的分水嶺。本文以為「們」本身是一單純的複數語綴，當前面加上意有所指的指

稱詞（如：代名詞、專有名詞）時，才會形成定指的集合名詞片語。也正因此，

當指稱詞越是明顯就越能在訊息接收當下，清晰語意並為大眾所接受，即：小強

他們（148 人）> 他們（137 人）> 學生們（26 人）> 小強們（19 人）。此排序

中另一待澄清的現象是：為何看似定指性較強的「小強們」接受度卻不如「學生

們」？ 本文的假設是：前者為新興用語，其大眾慣用度不及後者高。且「小強

們」本身即具有「集合」和「複數」的岐義，訊息接收者在當下所需的判斷時間

也可能造成句子合法與否的延遲反應。相較之下，本文認為「普通名詞+們」在

許多語境下常帶有言者意圖拉近距離的親切感，而這也大大提高了「學生們」的

定指性。但不同於將此定指性歸源於「們」，本文更認為「語境」才是左右「學

生們」為泛指或定指的關鍵。亦如林若望等 (2016:3) 所言：「不同的說話者，語

感判斷其實常有所不同，而「們」出現的語境也是影響判斷的很大一個因素...。」 

  此外，我們也將以漢語「由大到小」的語序來解釋「們」與數目短語的順序

邏輯。最明顯的例子是中文地址的書寫方式： 

 

(14) 臺北市內湖區康樂街 136 巷 15 弄 56 號 1 樓。 

 

再回看黃正德等（2013：290）的兩個句子： 

 

(15) a. *我請三個他們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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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我請他們三個吃飯。 

 

「我請他們（概括）三個（細述）吃飯。」的敍述邏輯是要更符合漢語的思考模

式。我們很容易從一個大群體中的「他們」圈選出三個小「個體」。相較之下，

我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一個一個數出三個「他們」。此外，還可考慮「三個」後

接名詞的屬性：一般而言，數量名詞後加非定指／特指的普通可數名詞。而當其

後接的是專有名詞時，則有可能： 

 

(16) a. 我們班有三個王小明。（三個叫王小明的人） 

     b. 一個王小明就很讓我們傷腦筋了，結果公司現在又聘進了兩個        

王小明， 整個營業部不被搞得雞飛狗跳才怪！ 

 

(16b）非表「同名同姓」，而是具有「王小明」屬性的同類人。這與黃正德等（2013：                   

289）所引的 Iljic（1994）例句：「小強們什麼時候來？」中的「們」表達一個群 

體，這個群體由專有名詞所標示的人和其他人組成有著相同的用法。綜上所言， 

屬孤立性語言的漢語，其名詞表複數時，是不需要有屈折變化。而當「們」與數 

目短語共現時，兩者的順序邏輯會受到分類詞「個」的屬性和漢語由大到小的思

考方式所決定。接著，我們想再回看「們」的語法功能：複數或集合語綴？如果

「*人們都是會死的」之所以為病句的原因果真是因為「表定指標記的『們』不

能與泛指名詞共現」（陳俊光，2009：15），那麼何以（10 : 問題 13「我對小強們

三個特別好」）的語感測試度與（13 : 問題 16「*我對學生們三個特別好」）所差

甚微？此外，將「們」視為集合標記也無法盡數解釋為何（11 : 問題 1421「我對

                                                      
 
21
  

問題 14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6 9 36 83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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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強他們三個特別好」）所獲得的同意度遠遠高於（10 : 問題 1322「我對小強們三

個特別好」）？也就是說單以假設「們」為定指標記是不夠的，加入真正定指性

的代名詞「他」使成「他們」，才是造成差異最關鍵的因素。換個角度來看，將

「們」視為一單純的複數標記，而其前的定指標記「他」才是帶動「對」之後的

受詞為定指名詞片語，如此，就可以解釋存在於（10&11：問題 13&14）之間的

差距。 因為，介詞「對」之後的物件具有高強度的指涉性，而這正是「小強他

們三個」勝出「小強們三個」之處。也就是說，此處「們」的力道實在不夠強到

支撐起整個名詞片語的定指性。此外，「們」的複數屬性也反映在(12&13：問題

15&16)之間的差距上。理論上，（13：問題 16「我對學生們三個特別好」）應比（12：

問題 15）
23
（「我對三個學生們特別好」）好多了才對，因為前者至少在排序上更

趨近於基本「N 們+數目短語」的句式要求，但反映在資料上的卻非如此。（12：

問題 15）中的「們」更像是如“-s”般可前加〔數目短語〕的複數語綴。而單就

「們」一字宣稱其具有「定指」身分，在若干語境上說服力就顯不足。如將（13：

問題 16）24改成「我對學生們中的三個特別好」，則接受度應會大大提高，只因

新添加的「中的」將前面「學生們」做了「定指」化的動作。這樣的情形很像是

名詞前有關係從句修飾時，整個名詞組合也就得到了「定指」義，如： 

 

(17) 我們對於[今天特地遠道趕來的]家長們，致上十二萬分謝意。 

                                                      
 
22
  

問題 13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100 56 17 15 4 

 
23
 

問題 15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42 69 25 43 19 

 
24
  

問題 16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75 78 19 16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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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若望等，2016：6） 

 

同樣地，「學生們」三個字本身其實是無法辨識出語法屬性究竟是複數或集合，

而應考慮語境和句中其他語素的影響。就如同歡迎辭「同學們，大家好！」中的

「同學們」之所以為定指是因為言者和聽者都知道所指為誰。再扣緊我們一直關

注的句子「*人們都是會死的」，其所以為病句的原因就有可能不是「表定指標記

的『們』不能與泛指名詞共現」（陳俊光，2009：15），而是更多盤錯的因素，原

因一是：「們」未必盡表集合義；二是「人們」是個大眾皆能接受且朗朗上口的

片語, 而其較之於「人」所多添加的親切味，就使「N 們」更常出現在歡迎辭用

語或言談者試圖拉近與聽話者距離的場合上。也就是說，「們」與泛指名詞「人」

共現是沒有問題的。如此，「*人們都是會死的」之所以為病句，也應該是另有他

因。承上所論，本文認為「們」更像是個「複數」語綴，而在不同的語境/搭配

詞下滋生出定指的「集合」子義。 

 

（二）「們」與有字句 

 

    陳俊光（2009:15）指稱應將漢語語綴「們」視為定指標記，所以不與引介句 

共現。 如：「*來了學生們」 / 「*有學生們來了」。 持同樣看法的還有 Iljic （1994）、

Rygaloff（1973）和 Yorifuji（1976）25，皆主張表有定指稱的「們」名詞片語不能

出現在含「有」字的無定存現句中。同樣地，黃正德等（2013:289）也以例句（18-19）

來解釋「們」的名詞片語與「有」字句不共現的表面結構。 

 

                                                      
 
25
 Rygaloff（1973）和 Yorifuji（1976）為法文文獻，此處引自黃正德（2013：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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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有人們   

(19) 有人 

 

如上，黃正德等（2013）是以對立觀念來處理「們」的名詞片語與「有」字

句不共現的表面結構。不能否認的是「有」字句確實常是表無定的存現句之一，

但卻無法就因此做出（通常）與其不共現的「們」名詞片語就一定是表「有定指

稱」。本文考慮的面向有三： 

I.  「有」字句不與「們」共現的原因，是否只存在不定指（「有」字句）與定 

    指（「們」）之間的矛盾對立？會不會另有他因呢？ 

II.  「有」字句後一定只能接不定指名詞片語嗎？又或者，我們將視野擴大， 

    再問： 是否引介句只能表義為不定指？為究果，將分看表個體存在的「有」 

    字句和用運動動詞引介的「來」字句。 

 III. 加了後綴「們」的名詞片語一定只能有「定指」的意涵嗎？如果不是，在 

    什麼語境(context)下會使用「們」，而「們」又是以什麼語用角色登場呢？ 

    存著這般的疑問做為思路上的提醒，我們將分看「有」字句的不定指性和「們」 

    名詞片語的定指性： 

 

     「有」字句的不定指性 --- 「有」字句後接不定指名詞片語，應是語言界

中普遍的主張，相關的論述更是不勝枚舉。但關鍵是尚未有任何文獻斷言主張

「一定」是如此，而是在陳述中加入「常」、「常常」、「通常」等類似不把

話說死的副詞。如套用數理科學中所引用的單一「例外」即可推翻原命題假設

的話，那麼「們」與「有」字句不連用的原因就不是以「定指和不定指不共現」

所能解釋的。如： 

 

(20) 有了楊曉萍，你還想和吳曼玉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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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字句，本文還觀察「來」字句，盼能一倂周全引介句後名詞片語的屬

性。以林若望等（2016：27）的句子為例： 

 

(21) a. 來客人了。 

     b. *來客人們了。 

 

林若望等（2016：27）主張 (21a) 中的「客人」只能是個無定解釋的NP，不允許

有定解釋，因為存現結構有無定賓語限制的要求。但 (21b) 中的「客人」則因為

「們」的出現，使得本是名詞的「客人」一定要從N移位到D，並且產生一個有

定DP，否則「們」的指稱性DP補語要求就無法滿足。但如此就會與存現結構的

無定賓語限制相衝突, 導致病句的產生。就此，我們提出與上述討論「有」字句

時所遇到的類似問題：（一）也是存現結構的「來」字句其後一定是無定賓語嗎？

（二）「們」的指稱性補語一定是有定DP嗎？以 (21a) 為例，當語境是營業場

所時，所來之人確實是言者聽者（老闆或工作人員）都不知的不定指稱。但換景

成家居迎客，主人笑迎來訪客人時，就是言（主人）聽（主/客）者都心知肚明

的定指。而 (21b) 之所以為病句，也不定然是因為「們」所謂的DP指稱性，而

更可能是表親切的「們」常是置於主語而非賓語的位置。如：「客人們來了」的

語感就遠比「*來客人們了」來得順耳許多。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有二：一則，從

語法觀點來看，「客人」本身即已包含單複數的潛能，而引介句本身的精簡句式

要求使得「們」成為拗口的贅字，必須去之而後快。二則，就「們」的另一表親

切的語用特質而言，其所處的位置更應該在話頭的主語，如常見的歡迎詞，而不

是引介動詞後的賓語位置。此外，以「客人們來了」來看，居於主語的「客人們」

也不必然是定指。如居於後堂廚房忙碌的餐廳老闆/夥計聽到魚貫而入的客人交

談聲時，「客人們」即是一言者聽者都不認識的陌生來客，而其與「客人」用法

的不同，在於前者更帶一分親切，又或者此處是更帶有一分「錢財入庫」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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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相對於中性的「客人」，「客人們」多了人情的味道。更細部的討論將

見於本文之後的幾章中。再看： 

 

(22) 走了陳參議來了郭參議26   

(23) 走了麥當勞，來了蘋果直營店27    

(24)《獵場》熊總走了來了個賈總28           

(25)《來了！張寶利》29（왔다! 장보리） 

 

由上諸例，我們可以證實引介句實實在在可以加「定指」名詞片語，雖然日常用

語中還是以接「不定」居多。而引介句中這種貌似主謂移位的現象也出現在許多

中文文學作品中，如孫犁《白洋澱》中的「出來吧，你們！」等等30。也因此，

本文認為左右「*人們都是會死的」和「*有人們來了」之所以為病句的關係也許

並不在「們」被指稱的「定指性」，而更可能在於語境或「們」與句中其他詞彙

所起的交互作用。以現代漢語句法成分中的移位現象來看，促成主謂移位的原因

或是想表達新資訊的必要，又或是想強調謂語的重要性，如疑問、感歎或祈使句。

是故，對不需組織任何「特效」的陳述句而言，主謂移位也就較為少見。而語法

的孰輕孰重也明顯地表現在語音方面：把前置謂語重讀，而所謂的主語反倒是被

後置且輕讀了。再舉一例：中國武俠句中常出現的一幕是：有功夫底子的人憑著

好聽力／功夫，倏地冒出一句「有人！」。至於來者是一人或更多，看官們當下

是不知的，因爲漢語孤立性語言的特徵，名詞並沒有一定的曲折變化來反映出「對

                                                      
 
26
 梁靜如，<走了陳參議來了郭參議>, 《今週刊》,(2001-6-14),頁 114 

27
 陳良榕，<走了麥當勞，來了蘋果直營店>, 《天下雜誌》，(2015-06-26)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8705 
28
 《獵場》，中國電視劇。   新浪博客 2017-11-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5sEjb8GNo 

29
 是韓國 MBC 電視臺於 2014 年 4 月 5 日起播出的週末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A5%E4%BA%86%EF%BC%81%E5%BC%A0%E5%AE

%9D%E5%88%A9 
30
 引自珞珈小樓，《現代漢語句法成分中的移位現象分析》，（2010-12-08） 

  https://wenku.baidu.com/view/90893dc42cc58bd63186bde4.html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6870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J5sEjb8GNo
https://baike.baidu.com/item/MBC/700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1%A8%E6%9C%AB%E5%89%A7/56289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A5%E4%BA%86%EF%BC%81%E5%BC%A0%E5%AE%9D%E5%88%A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D%A5%E4%BA%86%EF%BC%81%E5%BC%A0%E5%AE%9D%E5%88%A9
https://wenku.baidu.com/view/90893dc42cc58bd63186bde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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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單複數。所以「們」不與「有字句」共現的原因未必是因爲「們」具有「定

指性」，而是「有人！」的表達已足夠用，因其同時包含單複數的可能。有趣的

是，中國古裝朝廷命官審案戲中，常見堂上大人拍下驚堂木，大喊一聲，「來人

啊！」， 而其所呼喚的對象就是「定指」的差役，即便沒有「們」。 

    其次，「們」是否該被歸類為定指的「集合」語綴？試以如下新造句來測試

我們的語感： 

 

(26) 人（們）總是聽自己想聽的話，所以忠言逆耳也是可以預見的。31
 

 

句子中「們」的有無，並不會改變其所稱為泛指的「人」，而非特定的群體。再

以黃正德等（2013：289）的句子為例： 

 

(27)  a. 我去找孩子們。 

      b. 我去找孩子。 

 

黃正德等指出：「使用『們』的句子一定指稱有定的群體，沒使用「們」的句子

指稱上是不明確的（關於數也是不清楚的）。」 但試以如下對話來看， 少了「們」

的名詞片語，就一定指稱上不明確嗎？  

 

(28) a. 媽媽：天都黑了，孩子怎麼還沒回來？ 

 b. 爸爸：孩子也許貪玩，又順道去娃娃機店了。 

 

                                                      
 
31
 將其編入語感測試問卷第 22 題，顯示結果如下：  

問題 22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9 18 42 7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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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字面上， 我們無法確定孩子的數目，但有上下文 （context） 的幫助， 「們」

的有無並不妨礙對話中「孩子」的定指性。持相同見解的還有林若望等（2016：

5），並引其例如下： 

 

(29) 孩子們通常信任他們的家長。 

 

林若望等（2016：5-6）的分析是：（29）中的「孩子們」是無定的，因其指稱的

是言聽兩者都無法點名的非特定孩子。也就是說，「許多『們』出現的語境是無

定語境」。比較上，「名詞+們」更常出現在句首，其功能是說話者對讀者／聽眾

的招喚／收攏注意，潛臺詞是：「嘿！我正在對你們說話！」/「『我 + 你們』的

我們是一體的！」 也就是說，用不用「們」的關鍵更可能取決於說話者是否企

圖營造一種更貼近受話者（觀衆／聽眾）的距離，淡化冷冰的感覺，強化語言的

效果。如試在白雁飛的《慢養：用等待和陪伴，教出開朗從容的孩子》32（此處

「孩子」雖沒有加「們」，但一般仍會偏向採「複數」解讀）書名尾加上「們」，

在語感上不也就多了一分親切。如此，我們所做的假設是：「們」除了可用來表

示語法上的中性複數屬性外，在很多的語境中，更能隨著說話者隱性的企圖，營

造出一體的「親近」感。 

    另一個讓我們覺得有趣的問題是：漢語的引介句是否就是單純的倒序呢？如

果是，那麼為什麼「學生們來了」的倒序句「*來了學生們」卻成了病句？陳俊

光（2009：14-15）認為是漢語的語序，「從有定到無定」，導致加了定指標記「們」

的名詞片語必須置於動詞前，也因此「*來了學生們」成了病句。但本文的假設

是：白話和文言句式的不同常會造成「們」是否違和。不同於英語直述句 (The 

students come here.) 與倒裝句 (Here come the students.) 皆是親民普及的現代

句型，漢語含動作動詞的引介句（「來了+ NP」）較之平鋪的直述句 （「N 們來

                                                      
 
32

 臺北：如何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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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所帶的文言味要濃重許多。33 如此，以文言句式更要求精簡去贅的「語言

經濟原則」來觀照，即可解釋為何「*來了學生們」是個病句。是故，單以「『們』

為定指標記，所以不與引介句共現」（陳俊光，2009:15）來做為「*來了學生們」

/「*有學生們來了」為病句的詮釋，可能就需要再做斟酌。也就是說，「來/有」

字句後的「們」是定指標記/集合語綴的認定，仍有再商榷的空間。 

 

（三）「們」與帶有指示詞的有定短語 

 

根據黃正德等（2013）所提出的思考問題是：為何「們」可以後綴於專有名

詞或代名詞之上，但卻不能後綴於由指示詞構成的有定短語之上？以黃正德等

（2013：290）的句子（32）為例： 

 

(30) a.  *這個／那個人們 

     b.  *你的那個朋友們 

 

這兒，我們關注的焦點是：黃正德等（2013：290）並非以「集合語綴」來解讀

「們」，反而更像是以單複數不融合的直覺方式來處理，「『們』綴於含有『指示

詞-量詞』的有定短語〔這/那個 + 名詞〕之上，用以指稱『這/那個人與其他人』，

是不可接受的。」茲將其分析與本文將「們：複數」解讀做比較： 

 

(31) a.  *［這個人］ + 們34   （黃正德等：此處不將「們」做集合或複數語 

                                                      
 
33
 「現代漢語的句子成分的順序，一般為 『主─謂─賓』，『定（狀）─中心詞』，但在文言文中， 

  在一定條件下，句子成分的順序會發生變化的，這就是古漢語中的所謂倒裝句，即指文言文中 

  一些句子成分的順序出現了前後顛倒的情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92%E8%A3%9D 
34
 黃正德等（2013：290）並陳「專有名詞/代名詞+們」和「*指示詞有定短語+們」之間的   

  差異時曾言：「在試圖用『集合的』解讀來刻畫『-們』的分佈這一分析下，難以界定專有名詞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0%92%E8%A3%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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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綴解讀，而是純以邏輯理解為病句） 

     b.  *［這個］+ 人們    （本文：將「們」做複數解讀，也是以邏輯理 

                              解為病句） 

 

如上例所示，不管〔〕的取斷點在何處，「*這個人們」為病句是兩派的共識。本

文認為將「們」解義為「複數」語綴，其實就具有充分的解説力：表單數的「這

／那個」指示詞本就與表「複數」的「們」相斥或稱「互補分佈」。即便將單數

指稱改換成複數的「這/那些」，其與「們」的並存，還是讓人覺得卡卡的。首先，

我們試將「們」當作「集合」語綴來看，並暫且以寬鬆語法將「這/那些人們」

視為一正確的句子來分析時，就遇到兩個費解處： (一) 為何定指性已相當明確

的「這/那些」後還需再多加另一個「定指」標記「們」？ (二) 為何同樣用來表

定指功能的「這/那些」和「們」不是緊連並立之後再接所修飾的名詞片語，而

是將「人」插在兩者之間？這樣的用法不僅異於英語，也與漢語其他的修飾法相

去甚遠。如： 

 

(32) a. 一個舊的很漂亮的黑色的日本式的方形木製小寫字桌35。 

 b.  A pretty little square old black Japanese wooden writing desk. 

 c.  一件漂亮的中式新的短裝紅羊毛外套。 

 d.  A new red Chinese woolen coat. 

 

如（32）所示，容或英漢語各類型的形容詞順序有所不同，兩種語言的相同處都

是將要用來描述的諸個形容詞一齊並列在所要修飾的名詞片語（「寫字桌」/「外

套」）之前，而不可能出現如「*限定（這/那些）+名詞片語（人）+限定（們）」

                                                                                                                                                        
 
  與指示詞短語『這/那個名詞』之間的差異...。」 
35 https://www.ryedu.net/syy/zxyy/201208/27569.html 

 

https://www.ryedu.net/syy/zxyy/201208/2756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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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用法。於是，我們認為「這些人們」中的「們」更像是個如英語“-s”緊附在

其所加名詞片語之後的「複數」語綴。如果將語法嚴緊度再抓牢些，我們會發現

「？這些人們」並非是一個毫無瑕疵、能被所有漢語母語人士所接受的名詞片語，

特別是中小學裡的國文老師。其根本原因也在於，對他們而言，「這些」已表「複

數」，再多添個「們」，實屬多此一舉的累贅，也就是說違反「語言經濟原則」。

這兒，我們似乎又繞回了個人心證的問題。如林若望等（2016：3）的幾番提及：

「有關概數是否可以跟『們』共現問題，不同說話者，語感判斷其實常有所不同，

而且『們』出現的語境也是影響判斷的很大一個因素」。以儲澤祥（2000）和宋

玉柱（2003）為例正好說明對「們」是否可與概數共現的不同態度：前者認為不

定量的數量詞語，如「一/那些」等，是可以和「們」連用的；反之，後者則主

張具「群體」概念的「們」是不能和任何與數量有關的詞連用，即便是帶著模糊

的數量概念也不可以。就此，本文將於下節「們」與群體量詞的共現再做進一步

分析，並引語感測試題目 1-5，24-27，33-34 的結果做為佐證。 

      

 

（四）「們」與泛指名詞/群體量詞/集體分類詞/繫詞 

 

    陳俊光（2009：15）引 Iljic（2001：21&32）的例句來表論定指標記「們」

不能與泛指名詞共現。  

 

(33) a. *人們都是會死的。 

     b. 人都是會死的。 

 

為檢驗陳俊光的立論，本文以表單（附錄一）測試大眾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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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 問題 17：「人都是會死的。」36 

     b. 問題 18：「人們都是會死的。」37 

(35) a. 問題 8：「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38 

     b. 問題 9：「人累了，總是要睡覺。」39   

 

結果顯示：句首主語加了「們」的句子，語感接受度遠低於沒有「們」的句子：

主語為「人們」的 (35a : 問題 8) 語感同意數為 58 人，以「人」為主語的 (35b :

問題 9) 同意數則為 159 人。如將病句認定加入考慮：前者更高達 93 人，而後者

僅有 6 人
40。僅以表相觀察，確實呈現陳俊光（2009：15）所做的預測，但促成

此現象的原因真的是定指標記「們」不能與泛指名詞「人」共現嗎？ 就此，本

文的另一個假設是：繫詞「是」起了關鍵的角色。繫詞的功能原本是聯繫主語和

賓語。以「A 是 B」句型為例，其所重在陳述、判斷主語的含義、屬性或現象。

因著這般屬性，帶有繫詞的陳述句通常是中性、不帶感情的，而這與本文認為帶

有親切感、特意用來拉近關係的「們」，氣味並不相投，放在一起就容易造成怪

怪的感覺。換句話說，造成（33a)「同意度」不高的原因未必只出於「『們』與

『死』的概念違和」，繫詞或許扮演著更令人玩味的因素。除卻繫詞外，我們也

                                                      
 
36
  

問題 17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 4 19 78 94  

 
37
  

問題 18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19 49 57 45 27 

 
38
  

問題 8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6 67 45 44 14 

 
39
  

問題 9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0 6 28 101 58 

 
40
 本文「同意」人數的採計為加總「4 同意」和「5 非常同意」，而「不同意/病句」的認定則是 

  採計「1 強烈反對」和「2 不同意」。兩者皆未將「3 沒意見」列入計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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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呈複句形態的「們」句要比單句形態的「們」句更易為人所接受。以加了後

句的 (註腳 41 : 問題 30)41 為例，都相當程度地降低了原單句 (註腳 42 : 問題

28)42 的語感「不同意度」，由原本的 87 人降為 63 人，而同意度則由 61 人升至

79 人。雖然這與 (註腳 43 : 問題 29)43 沒有「們」的「科學家是國家的資產」只

有 9 人持語感不同意度仍差之甚遠。就此，本文的假設是加了「所以」表因果關

係的後句，與前句有了起承轉合的連繫, 而這也順暢了句子的達意。相較之下，

如是單純陳述事實或狀態，「人都是會死的」更符合一般的語用情況。而且當「們」

出現在句首時，更常有收攏注意、緩和祈使句/命令句給人的堅硬或冷冰的感覺，

而這確實與「死」感有所相違。試再比較： 

 

(36) a. 同學，往這邊靠過來。 

     b. 同學們，往這邊靠過來。44 

 

加了「們」的（36b） 較之於（36a） 聽起來要更有溫度些。由此可見，「們」

更像是軟化氣氛的潤滑劑，讓溝通合作的語用功能更加通暢。再問：「們」果真

不能與泛指名詞連用嗎？語末助詞「的」可否影響到整句話的接受度？為測大眾

語感，以下列題試之： 

 

                                                      
 
41
 問題 30：「科學家們是國家的資產,所以我們應該尊敬他們。」 

問題 30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13 50 50 46 33 

 
42
 問題 28：「科學家們是國家的資產。」 

問題 28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0 67 42 41 20 

 
43
 問題 29：「科學家是國家的資產。」 

問題 29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4 5 35 73 75 

 
44

 (36a)和(36b)的造句，此處刻意不用常用語：「同學，請往這邊靠過來」/「同學們，請往這邊靠 

  過來」，意在去除具親切感的「請」的干擾性，突顯「們」的親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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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們」與「的」的有無對語感的影響 

 

     測試 

 

人數 

A 觀察一 

（都有「們」） 

B 觀察二 

（都無「們」） 

C  

（都有「的」的

單句） 

D 觀察三 

（都有「的」的複句） 

無：有的 無：有們 

題 8：11 題 9：10 題 17&18 題 20&19 題 21&22 

同意（4+5） 58：63 159：134 172：72 157：74 148：123 

沒意見（3） 45：55 28：38 19：57 31：61 37：42 

不同意（1+2） 93：76 6：25 6：68 6：64 9：27 

 

 

￭ 觀察一：測試語末助詞「的」可否增加主語為「人們」句子的語感接受度 

 

(37) a. 問題 8：「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
45 

     b. 問題 11：「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的。」46 

 

    兩句相較，當主語為「人們」時，「的」的加入同時提高了「同意」度和「沒

意見」的表態（表 3：A 欄），乍看之下，「的」似乎起了某種作用。為求謹慎，

再用以「人」而非「人們」為主語來測試，看除了「的」外，「們」是否也會影

響語句的接受度，又或者是必須「們」與「的」共現才能對語句接受度起作用？ 

 

￭ 觀察二：測試當句末都同時帶有「的」時，主語為「人」或「人們」會造成多  

          大的語感差異？ 

                                                      
 
45
  

問題 8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6 67 45 44 14 

 
46
  

問題 11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5 51 55 4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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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將主語固定為同是「人」（表 3：B 欄），而將變項設為句末「的」的有無，

以（38a&b : 問題 9&10）為例得到一個不同於觀察一的結果：「的」的加入反倒

降低了「同意度」，使無「的」的 (38a : 問題 9) 同意度由原先的 159 人降為有

「的」的 (38b : 問題 10) 134 人，不同意度也由 6 人增為 25 人： 

 

(38) a. 問題 9：「人累了，總是要睡覺。」47   

     b. 問題 10：「人累了，總是要睡覺的。」48 

 

就此，我們暫且所下的假設是：語末助詞「的」對以「人」為主語的簡單陳述句

的語感接受度，並沒有多少加乘的作用。但又鑒於加了「的」的 (38b : 問題 10)

「不同意度」僅為 25 人，可見大眾語感也並未將其視為病句。那麼我們再回過

頭來照看觀察一的成分測試，結果讓我們留心到「的」與「們」對句子語感確實

起了相輔相成的作用，而本文也將在第四章中對兩者的關係再做進一步探討。 

 

￭ 觀察三：測試帶了連接詞的複句，可否提高以「人們」為主語的語感接受度 

 

在觀察一&二中，我們分別將「的」、「們」的有無做為可能影響語感接受度的變

因，而在觀察三中（表 3：D 欄），我們的重點將試探另一個可能的變因：「連接

詞」，以問題 19-22 為例： 

 

(39) a. 問題 20：「人都是好逸惡勞的，所以你也不要對自已的孩子要求太 

                                                      
 
47
  

問題 9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0 6 28 101 58 

 
48
  

問題 10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6 19 38 6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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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49 

     b. 問題 19：「人們都是好逸惡勞的，所以你也不要對自已的孩子要求 

                  太多。」50 

 c. 問題 21：「人總是聽自己想聽的話，所以忠言逆耳也是可以預見的。」

51 

     d. 問題 22：「人們總是聽自己想聽的話，所以忠言逆耳也是可以預見 

                   的。」52 

 

觀察得知：句子以「人」為主語要比以「人們」為主語獲得較高的語感接受度。

但有一現象值得我們付予更多關注的是：越是不帶感情的中性陳述句，越是要求

句首的主語單以「人」（不加「們」）的方式出現，如問題 9、10 和 17。但一旦加

入或多或少的主觀意識（如判斷/推論連接詞「所以」的出現），「主語+們」的接

受度就大幅提高。最明顯的例子是（註腳 51 : 問題 21, 沒「們」）& (註腳 52 : 問

題 22, 有「們」）的比較，兩者的句法測試同意度各為 148：123，不同意度各為

9：27。而兩句的高語感接受度也同時證明：（一）「們」為定指標記的宣稱還有

相當的可議空間。因為以含「們」的問題 8、11、18、19、22 來看，居於主語位

置的「人們」皆泛指所有的「人」，而非特定的群體。當然，如將「*人們都是會

死的」視為病句（陳俊光，2009：15），那麽對上述諸題的討論也就沒有必要了。

                                                      
 
49
  

問題 20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 4 31 75 82 

 
50
  

問題 19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12 52 61 52 22 

 
51
  

問題 21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1 8 37 83 65 

 
52
  

問題 22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9 18 42 7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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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語感測試發現大眾對居於主語位置的「人們」的語感接受度並未出現如部分語

言學家所宣稱的是「難以接受」的病句，特別是把選項 3「沒意見」也列入觀察

值時，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作答者在面對以「人們」為主語時的猶豫和游移。而

這也顯現在問卷的數據上，有「們」的問句中勾選「沒意見」的人都高於沒有「們」。

如，45 人：28 人（問題 8：9）、55 人：38 人（問題 11 : 10)、57 人：19 人（問題

18：17）、61 人：31 人（問題 19：20）。（二）陳俊光（2009：15）將「*人們都

是會死的」視為病句，所秉原因為：「定指標記『們』不能與泛指名詞共現」。但

我們發現在單句含「們」的句尾加上「的」（表 3：A 欄），或是將其擴展成複句

（以表 3 的 C&D 欄同有「們」的單複句做對比），都可大大提高句子的語感「同

意度」和「沒意見」的表態。更細部的分析將於第四章再做詳論。 

再以陳俊光（2009：25）的例句來看「們」與中性陳述句的不協調性： 

 

(40) a. *科學家們是國家的資產。 

b. 科學家們都很關心這個實驗的進展。 

c. *他們都是科學家們。 

d. *那邊來了科學家們。  

 

陳俊光（2009：25-26）指出（40a、 c、d）皆為病句的原因在於句中的「科學家」

分別是泛指、泛指和不定指，而與【+定指性】有關的「們｣並不等同【+複數義】。

所以，「們｣不能與表泛指和不定指義的「科學家」倂用。也因此，陳俊光認為只

有（40b）才合乎語法，因為句中的「科學家們」明顯具定指性。但我們以為決

定（40b)中「科學家們」之所以為定指的因素並非是「們」，而是「這個實驗」

中的「這個」。也就是說，「這個」帶動「這個實驗」使成定指性，再帶動句首「科

學家們」成為定指的主語。此外，相同的病句呈現，也可能是基源於不同的底因， 

如：「們」的語感親近性和繫詞「是」的語法功能。就此，陳俊光（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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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力陳定指標記「們」不能和繋詞（是、當、做）連用 (補充：其義是指當排序

為「繋詞+們」時)，並將此現象歸因於繋詞後面的述語名詞通常是泛指，如此則

會與「們」的定指功能不合，他並舉例： 

 

(41) *這些人都是學生們。 

 

在檢驗陳俊光的上述立論時，本文先將病句「*這些人都是學生們」還原為正確

句「這些人都是學生」來觀看。可感受到的是：此句繋詞「是」之後的「學生」

所表達的是抽象的身分指稱（此亦為繋詞的主要功能），全然與具體的單複數計

量無關。也因此，無論是將「們」當作是「複數」或是「集合」語綴，「們」都

成了不具身分表明的「無用語」，而其無端的出現也會形成病句。再者，含繋詞

「是」的（40a、c）本是「不帶感情」的中性陳述句，句義在傳達客觀的事實，

如無端加入語帶親近感的「們」，反倒給人莫明的突兀感，同樣的現象也反映在

常後加不定指的「存現句」（40d）上。再看（41），本文認為造成其為病句的

原因應是「們」與不定量詞（些）同表概數，如贅現就違反了語言經濟原則。茲

以兩辭典的釋義進行對量詞「些」的初步瞭解： 

 

    量詞。計算事物不確定數量的單位。如：「這些人」、「有些事情」、「買 

    些金子」。《水滸傳》第四回：「老兒和這小廝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53） 

       ￭ 表示不定的多數。一些 [some] 

      宋江取些碎銀子還了酒錢。——《水滸傳》 

    ￭ 表示不定的數量。如:有些;這些;那麼些;前些日子;買些東西 

                                                      
 
53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svMJi&o=e0&sec=sec1&op=v&view=0

-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svMJi&o=e0&sec=sec1&op=v&view=0-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hsvMJi&o=e0&sec=sec1&op=v&view=0-1


doi :10.6342/NTU202002598

47 

   （《漢典》54） 

如僅就上兩辭典的釋義，「些」為一不定量詞，後可接人或物的名詞片語，且並

未出現「些」與「們」共現的情形。為求樣本數的擴大與周全，本文再以中央研

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為觀察參照55，就 3229 條語料取前 600 條語料做觀察。

其中出現「一些+人名詞片語」有 80 條（附錄二），而當中「一些+人名詞片語+

們」僅有 2 條，且此 2 條為重複採樣： 

(42) 

48. 實質意義的合作研究。經過種種研究中心的設立，吸收一些特別優秀

的大學教授與研究生們參加中心的研究工作，

78. 實質意義的合作研究。經過種種研究中心的設立，吸收一些特別優秀

的大學教授與研究生們參加中心的研究工作，

而這 1/80 的稀罕機率實在不能做為「些」與「們」合法共現的憑據。除了注意 

「一/這/那些+名詞們」 的出現機率，我們也好奇當前句主語為「一/這/那些+名

詞」時，後句的回指代名詞究竟用的是單數的「它/他」或是複數的「它/他們」。

這般的提問似乎給人「多此一問」的唐突感，畢竟直覺反應下的答案自當是以複

數來回指。但意外的看法可回溯自趙元任（2002：319）在細說代名詞時，對漢

語「他們」和「他」56所做的清楚區分，而這可幫助我們對「些」的用法多層不

同的感受： 

54
https://www.zdic.net/hans/%E4%BA%9B 

55
 取樣觀察時間：2019 年 11 月 3 日。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mkiwi/kiwi.sh?ukey=-837140480&qtype=2&ssl=&line

Len=78&A=on&kw0=%A4%40%A8%C7&kwd0=0&kwa0=&kwb0=&kw1=&kwd1=0&kwa1=&kwb

1=&kw2=&kwd2=0&kwa2=&kwb2=   
56

這裡保留趙元任原文以「他」和「他們」做為指物代名詞的單複數，但為符現代大眾習慣用 

  詞，問卷題 1-3、5 則使用「它」和「它們」來指稱。 

https://www.zdic.net/hans/%E4%BA%9B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mkiwi/kiwi.sh?ukey=-837140480&qtype=2&ssl=&lineLen=78&A=on&kw0=%A4%40%A8%C7&kwd0=0&kwa0=&kwb0=&kw1=&kwd1=0&kwa1=&kwb1=&kw2=&kwd2=0&kwa2=&kwb2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mkiwi/kiwi.sh?ukey=-837140480&qtype=2&ssl=&lineLen=78&A=on&kw0=%A4%40%A8%C7&kwd0=0&kwa0=&kwb0=&kw1=&kwd1=0&kwa1=&kwb1=&kw2=&kwd2=0&kwa2=&kwb2
http://lingcorpus.iis.sinica.edu.tw/cgi-bin/kiwi/mkiwi/kiwi.sh?ukey=-837140480&qtype=2&ssl=&lineLen=78&A=on&kw0=%A4%40%A8%C7&kwd0=0&kwa0=&kwb0=&kw1=&kwd1=0&kwa1=&kwb1=&kw2=&kwd2=0&kwa2=&kw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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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在賓語位置，「他」常常是指無生物。但複數式的「他們」不管在什麼   

     位置都不指無生物，除非是無生物給擬人化了。所指的東西超過一件時， 

     正常的代名詞還是用單數式的「他」，而且跟代表一件事物一樣，大多數還 

     是用在賓語位置，只由少數情形用在屬性位置。例如：「這些梨爛了，最好 

     把他扔了罷。」就算東西半擬人化了，可以作主語用，但指多數時還定     

用「他」而不用「他們」，比如：「這些小問題老接著來，他把正事情都耽 

     擱了。」這種無生物不用「他們」來指稱的情形，在中國話中已經是堅不 

     可移的特性，所以學外國語時，總把這個習慣帶過去。 

 

我們在意的是如果早在趙元任（1892-1982) 所處年代，複句所用的回指代名詞都

是以單數「他」來代表，那麼在語法尺度的裁量下，「一/這/那些+名詞」之後接

「們」就應當是病句才對。為測現代普羅大眾語感接受度，本文另以（43-47 : 問

題 1-5）為例： 

 

(43) 問題 1：「這些梨爛了，最好把它扔了罷。」 

 

(44) 問題 2：「這些梨爛了，最好把它們扔了罷。」 

 

(45) 問題 3：「這些小問題老接著來，它把正事情都耽擱了。」 

 

(46) 問題 4：「這些小問題老接著來，把正事情都耽擱了。」 

問題 1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36 60 42 41 19 

問題 2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5 18 35 78 58 

問題 3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45 87 34 27 1 

問題 4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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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問題 5：「這些小問題老接著來，它們把正事情都耽擱了。」 

 

 

一定是時空的遞變，造就了現代語感和趙元任（1892-1982）時代的相左：以 

(43&44 : 問題 1&2)（60 人：136 人）和 (45&47 : 問題 3&5)（28 人：88 人）的

語感「同意度」對比觀之，都顯現出現代漢語更習慣以複數代名詞「它們」,如: 

(44&47 : 問題 2&5）來指稱前語，即便所指稱的對象為非具體可見的抽象名詞「這

些小問題」。反倒是引自趙元任（2002：319）認定為正確句所造的 (43&45 : 問

題 1&3) 所獲得的語感同意度最低。這裡我們相信真如趙元任所言，「歐化文法」

起了相當大的影響作用57。另一個有趣的現象是：沒有用任何代名詞回指（Ø）的 

(46 : 問題 4）反倒獲得了最高的「同意度」（155 人）和最低的「不同意度」（14

人）。這也反映出零指代58在漢語的普及性，而這正是漢語與英語的極大不同處。

也就是說，語境/上下文（context）的掌握對漢語的理解，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

色。此處，(46 : 問題 4) 最高「同意度」的測試結果，對本文來說，實在是令人

振奮的發現。漢語零指代的現象不僅普及，而且是紮苗生根在母語者的無意識潛

海中。如果在需有回指來幫助句子理解時，都捨棄不用指代，那就更不可能在群

體/不定量詞（如：一/這/那些/一群）後再加上「們」。而在若干語境中常出現以

「人們」而不是「人」，或以「孩子們」而不是「孩子」的原因則更可能是：此

時的「們」已不單單是語法上中性的複數語綴，而是扮演語用上拉近距離的親切

                                                      
 
57
 趙元任（2002：319），「但最近一部教初級中文的書裏有句話說：『這兩個字你不細細兒的看， 

  你就要把他們念錯了。』就明明是歐化文法，因為中國人通常在這種地方只用『他』，不用『他 

  們』。」 
58

 話語中提及了某個事物後，當再次論及這個事物的時候會採用各種方式來進行上下文的照   

  應，這就是回指(anaphor)。當回指在語流上沒有任何的形式體現時，就是零指代或零形回指  

  (zero anaphor)。（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B6%E6%8C%87%E4%BB%A3） 

選擇人數 4 10 27 82 73 

問題 5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0 34 55 5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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潤滑劑。這般的用法，特別是在致歡迎詞時尤其常見。那麼，漢語這項較之英語

更顯言簡意賅的特點，其背後成就的根本原因（underlying cause）是什麼？所形

塑於外的語言表現又是什麼？以縱貫近現代漢語之前的文言文為例，究竟是因求

「言簡意賅」而有文言文的昌行，還是因文言文的語體而有「言簡意賅」的要求？

又或是兩者的交互作用發酵出文學史上的精彩絕倫？而這也是本文所主張：在嚴

謹語法的尺度要求下，「們」與群體量詞應該是不共現的。另再以問卷題目 6、7、

24-27、33-34 做觀察： 

 

(48) 問題 6：「有一群小孩子在公園裡玩。」 

 

(49) 問題 7：「有一群小孩子們在公園裡玩。」 

 

(50) 問題 24：「這些人剛好都是醫生們。」 

 

(51) 問題 25：「這些人剛好都是醫生。」 

 

(52) 問題 26：「老師對這些學生特別好。」 

 

(53) 問題 27：「老師對這些學生們特別好。」 

問題 6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 8 24 93 69 

問題 7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43 75 36 27 16 

問題 24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59 101 22 10 1 

問題 25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0 1 28 84 80 

問題 26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0 3 24 82 73 

問題 27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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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問題 33：「這些人都是從北京來的。」 

 

(55) 問題 34：「這些人們都是從北京來的。」 

 

 

測試結果顯現：群體量詞（如：一群、這些）與「們」的共現常會造成語感的突

兀。先以「一群」為例：「有一群小孩子」（48 : 問題6）與「有一群小孩子們」

（49 : 問題7）的同意度比為162人：43人。此外，兩者的不同意度比為10人：118

人，更是彰顯群體量詞和「們」不共現的大眾語感。而這般的大眾語感與漢語為

重意合的經濟型語言應是有著相扣的關係59。除卻考慮語法上的「語言經濟原則」，

也實難找出以「一」帶首的群體量詞（如：「一群」、「一些」）與語用上表親切的

「們」的可容性。試想：當說出「一群」、「一些」時，我們腦海中呈現的是一模

糊、大概的數量，情感上反映的是缺乏親切的距離感。如此，(因違反「語言經

濟原則」) 與同表概數和親切的「們」也是難以搭配。那麼，不是以「一」帶首、

指稱性較強的群體量詞，與「們」的可容性是否會好些？ 就此，我們將分以陳

小紅 (2005) 和 Li (1998) 的陳述來看「一些+N」/「這些+N」和「們」的共現。

首先，陳小紅 (2005) 是將「N+們」當作整體多數義來理解（即「N們」這個整

體是由多數個體組成，但依舊是不計量的多數），所以不可和計量數詞共用。除

了確數外，她認為像「幾個」，「大部分」，「三分之一」等也不可用來修飾 「們」。 

雖則「一些」並未明列於陳小紅 (2005) 所列舉的例子中，但本文以為「一些」

                                                      
 
59
 林靚曄（2015: i）:「漢語為重意合的經濟型語言，零代詞、是字句、限定成分皆有其零 

  活使用的空間：漢語為主題顯著的語言，可省略主語，以零回指的方式銜接語句。」 

選擇人數 26 46 53 47 20 

問題 33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0 2 26 81 84 

問題 34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32 70 57 1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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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如「幾個」，「大部分」，「三分之一」被歸於她所指稱不可用來修飾「們」的一

類中。另一方面，Li (1998) 卻認為如「這些學生們」的名詞片語是可說的，而其

所持的原因是：「這些」佔據在D的位置，所以「們」必須實現在N上而不是D

上，而這是相當有別於「*數量詞+們」的情況。只是，我們更好奇另一種假設的

可能：就因為D的位置已被佔據，所以一直被視為應放置在D處的「們」也就沒

有容身之地。60換句話說，「一些」/「這些」和「們」不共現。這同時，也多少

顯現出將「們」視為定指/集合的不便處，因為只要D處被佔據，「們」就不得不

將身分由D改為N。相較之下，如將「們」始終視為複數語綴就省去角色迭換的

麻煩，而另以「一些」/「這些」和「們」同表概數，在語言經濟原則的制約下

不會共現。此外，也可解釋為何「？這些人們」比「*一些人們」獲得較高的語

感同意度，只為「這些」較諸於「一些」與指涉對象的距離感少些，而其與「們」

的親近語感也就更貼切些。為探究「一些」/「這些」和「們」連用的大眾語感，

本文再以（註腳61 : 問題24&25）61、（註腳62 : 問題27&26）62、（註腳63 : 問題34&33）

63做兩兩相對比較，並從中得到相當一致的結果：不管是「這些+名詞+們」或是

                                                      
 
60
 參 Borer（2005）認為「們」與個體量詞不共現的原因。 

61
 問題 24：「這些人剛好都是醫生們。」 

問題 24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59 101 22 10 1 

  問題 25：「這些人剛好都是醫生。」 

問題 25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0 1 28 84 80 

 
62
 問題 27：「老師對這些學生們特別好。」 

問題 27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6 46 53 47 20 

  問題 26：「老師對這些學生特別好。」 

問題 26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0 3 24 82 73 

 
63
 問題 34：「 這些人們都是從北京來的。」 

問題 34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32 70 57 1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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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是+名詞+們」都不太為大眾所接受。這兒，我們似乎看到語感測試的

天平更偏重於「語言經濟原則」，雖則「這些」較之於「一些」在指稱上的距離

要縮近許多。就此，我們傾向於認同曲秀莉（2014：44）對「們」不與數目短語

和「一些/這些」連用的評斷： 

 

      當然，也有人對此提出異議，如魯迅先生的文章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如 

      「許多青年們」、「有些作家們」（《中國文壇上的鬼魅》）、「三五個人們」  

      （《准風月談》・「推」的餘談》）、「幾位『大師』們」（《拿來主義》）等 

      等。其中「三五個人們」就是引用頗多的例子64，以此說明上述規則也 

      有例外。但是筆者對此則不敢苟同。 

 

    對於這眾說紛紜的看法，也許以林若望等（2016：4）的話來概括最是貼近

真實：「概數是否可和『們』共現，是個傾向性，不是絕對性。」另外，我們想

以問題 34（「這些人們都是從北京來的」）來驗證「們」的屬性。如在上一章節

（「們」與帶有指示詞的有定短語）中，我們曾討論到無法將「這些+名詞+們」

中的「們」當作「集合」語綴來看的兩個原因：（一）為何定指性已相當明確的

「這/那些」後還需再多加另一個「定指」標記「們」？（二）為何同樣用來表

定指功能的「這/那些」和「們」不是緊連並立之後再接所修飾的名詞片語，而

是將「人」插在兩者之間？如前所述，這樣的用法不僅異於英語，也與漢語的多

項形容詞的並列修飾法相去甚遠。所以，本文的假設是在嚴格的「語言經濟原則」

制約下，「們」與不定/群體量詞不能連用，雖則普羅大眾的日常用語時有出界的

                                                                                                                                                        
 

  問題 33：「 這些人都是從北京來的。」 

問題 33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0 2 26 81 84 

 
64 張誼生，<「N」加「們」的選擇限制與「N 們」的表義功用>，《中國語文》，第 3 期（2001）， 

       頁 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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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但語法上的「應然」與語用上的「不必然」恐怕是萬變世界中常見的矛盾

共現吧！ 

    同樣的推論也可應用於「們」與集體分類詞 (種、類、型）的可否連用。陳

俊光（2009：15）曾言，定指標記「們」之所以不能與集體分類詞 (種、類、型）

連用，只因當集體分類詞與名詞連用時，也會形成與定指標記「們」不共容的泛

指名詞。如： 

 

(56) *一種人們 / *這類人們 / *A型的男人們 

 

但本文所採的立論是：依著「語言經濟原則」，「集體分類詞 + 名詞」即可充

分傳達「非單數」概念，如此「們」就無用武之地了。 

    最後，以（註腳 65：問題 28&29）65來看「們」與繫詞「是」的共現問題。

前句含「們」與沒有「們」的後句語感同意度為 61 人：148 人，不同意度則為

87 人：9 人。除了注意兩句中「們」的有無外，我們也將繫詞「是」拉入做為觀

察對象。如「A 是 B」的句型所重在陳述或判斷主語的含義、屬性或現象。也正

因此，這般的陳述句通常是中性、不帶感情的，而這與本文認為帶有親切感、特

意用來拉近關係的「們」，氣味並不相投，放在一起就容易造成怪怪的感覺。為

清晰這模糊的感覺，再以周清海 (2003:43) 所觀察的語法為例： 

 

(57) a. 但是「們」缺少強制性，有時固然要用，有時卻可以不用...。 

b. 在語言環境足以說明多數時，可以不用「們」...。 

                                                      
 
65
 問題 28：「科學家們是國家的資產。」 

問題 28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0 67 42 41 20 

  問題 29：「科學家是國家的資產。」 

問題 29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4 5 35 7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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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如果在語言環境足以說明多數時而不省略「們」，帶「們」的名詞，

也只能用在前頭（主語）的位置，不能用在後頭（賓語）的位置，例如：

「記者們都到了」...卻不能說「*坐在那裡的都是記者們」、「*外面

來了一群記者們」...。

d. 但一般函中或公開信末尾簽名，卻只能用「全體 XX」，如「全體工友」，

不能用「全體工友們」。

(57a、b)反映了孤立語言的一大特色：名詞的單複數不依靠屈折變化來表示。（57c）

則很好地點明在不需用「們」卻又有「們」出現時，「們」的現身位置是被規範

的。這般的觀察也與本文所做的問卷相符： 

(58) 問題 6：「有一群小孩子在公園裡玩。」

(59)問題 7：「有一群小孩子們在公園裡玩。」

只是這當中的因素龐雜，也許不是單以「們」身處何位就能做出句子正確度的預

估。而（59：問題 7）之所以為病句的原因，與「們」和「有」字句、「一群」

的連用限制應更是息息相關。又如之前所述，當我們將《慢養：用等待和陪伴，

教出開朗從容的孩子》（白雁飛，2018）的書名後再多添加上「們」，使成《慢

養：用等待和陪伴，教出開朗從容的孩子們》，與原書名的分別應不是對錯，而

是語感。原書名帶著專業味，而改過的書名則多了分「親近」。就此，本文私心

地認為這樣的書名更允貼親子教養類的圖書。也因此，（57c)中所宣稱的「帶『們』

的名詞，也只能用在前頭（主語）的位置，不能用在後頭（賓語）的位置」的說

法並不能套用在所有的情況下。再看《現代漢語學習詞典》中對「們」釋義中的

問題 6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 8 24 93 69 

問題 7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43 74 36 27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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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例：「帶『們』的名詞，有時可以受數量形容詞的修飾，如『他看到許多孩子

們在草地上跑著玩兒』。」如果拿掉引句中的「們」使成「他看到許多孩子在草

地上跑著玩兒」，就斷然少了原句長者溫馨的孺慕66之情。此外，「們」的親切

性也造成其與中性不帶感情的制式用語格格不入，如（57d），雖則我們以為如

再將其定義改為「一般條約、公函或正式宣告」會更好些。是故，「們」居於句

中也是可行的，這也再次對（57c）的立論提出反證，只不過本文還是以為「他

看到許多孩子在草地上跑著玩兒」或「他看到孩子們在草地上跑著玩兒」更符合

嚴謹的語法要求。 

    再回過來探究周清海的引句。無庸置疑，「記者們都到了」絕對是個百分百

的正確句，那麼為何不能說「*坐在那裡的都是記者們」和「*外面來了一群記者

們」？除卻周清海將之歸因於「們」所處的位置外，另有一種解釋是引介句後接

不定名詞67，而持此論者認為這兩病句可歸因於後接不定名詞的引介句和定指的

「們」相衝突。但做出這般的因果推論，可能需要更多「沒有例外」的前提假設

來做基礎。首先，引介句後並不定然只能接不定名詞（見第三章「們」與有字句）；

其次，「們」不只有部分語言學家所認為語法上的定指義，還有語用上的拉攏親

近。如上所述，繫詞「是」的中性陳述和來字句的簡潔句式要求，應是另一個值

得考慮的面向。此外，加了後句的問題 30（「科學家們是國家的資產, 所以我們

應該尊敬他們」）就相當程度地降低了語感不同意度，由原本的 87 人降為 63 人

（雖然這與問題 29 沒有「們」的「科學家是國家的資產」只有 9 人持語感不同

意的人數仍差之甚遠）。就此，本文的假設是加了「所以」表因果關係的後句，

與前句有了起承轉合的連繫,而這也順暢了句子的達意。 

                                                      
 
66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本指小兒之愛慕父母，後多指對人或事深切依戀愛慕之情。」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R.E.o&o=e0&sec=sec1&op=v&view=1-7 
67
 黃宣範（2010：335）：「在世界上多數的語言中，引介句中被引介之個體都用不定名詞片語表 

  達。它代表新資訊，即說話者認為聽話者當時並不知道，而且出現於引介句主要動詞之後。國 

  語引介句也是如此。」黃的說法是現有立論中較「強」（strong)的，一般語言家的論述多在陳 

  述中加入「常」、「常常」、「通常」等類似不把話說死的副詞，而非斷言主張「一定」如此。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KR.E.o&o=e0&sec=sec1&op=v&view=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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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們」與「都」 

 

生活中，我們常會說：「他們都是好孩子」、「我們都吃飽了」。說來順口的句

子卻是將「們」視為「集合」標記的語言學家心中的困惑，如黃正德等（2013：

292）就將「們」與「都」的共現保留為一待解的難題：  

 

  「名詞們」可與分配標記「都」共現（如「學生們都離開了」）這一事實 

   給「集合」義的確切含義提出了難題。前面提到，「們」的「集合」義身 

   分的證據是數目短語不能與「名詞們」共現。集合義群體不與個體相容， 

   而分配標記「都」的使用必定涉及個體。例如，「他們兩個都結婚了」一 

   定是關於兩樁婚姻，而不是一樁婚姻「他們兩個結婚了」。「都」對「名 

   詞們」的分配使用直接反駁了「們」作為「集合」義標記的語義詮釋。 

 

承上所言，如果我們將「們」視為集合標記, 那麼「們」與「都」的連用就著實

令人費解了。因為理論上，具「集合」語綴身分的「們」與「個體」義的副詞「都」

應是呈互補分佈，但在實際的日常用語中，兩者卻又可以高頻率地共現於同一句

子中，如（60）：  

 

(60) 科學家們都很關心這個實驗的進展。（陳俊光，2009：15） 

 

那麼，與「們」共現的「都」的語義和語法功能又是什麼？就此，本文主張「都」

為一全稱量詞（附錄四），在現代句法中的功能是對句中某個名詞做全稱量化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而其所約束的對象亦如季淑鳳、葛文峰（2009:37）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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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是：具有複數意義的 NP
68且其複數量化對象除了實體（entity）外，也可以是

事件（event）, 雖然「都」在兩種量化對象的詮釋義有所不同。現以季淑鳳、葛

文峰（2009:38）的例子來說明「他們都用筷子吃飯」的歧義： 

 

(61) a.他們每次吃飯用的工具都（always）是筷子（而不是刀叉）。 

b.他們所有的人都(all)有用筷子吃飯的這樣一個生活習慣。 

 

本文所討論的是如（61b）全稱量詞的「都」，而擱置如（61a）的副詞義，以利

觀察「都」與「們」的共現。首先看英漢語全稱量詞的不同居位： 

 

(62)           (英語)                             （漢語） 

                       

 

不同於“all”，表全稱量詞的「都」是沒有居主語位置的機會。69 如將「都」視

為焦點運算元，則其所佔據的就是焦點短語的中心位置，而原指示語位置上的

NP 就是「都」所要強調的成分: 

 

 

                                                      
 
68

 Lin (1998:202)認為「都」的約束物件也可以是句法上是單數，但意義上為複數的 NP。如：「那 

  本書我都看完了」中的「一本書」被認為包含段、章、節；「那盆水都流光了」中的「一盆水」 

  也可表複數的意義。 
69

 口語中常聽到的「都是你（啦）」和「都好」中位於句首的「都」是副詞，表「皆」，有概括全 

  部的意思。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F8qYo&o=e0&sec=sec1&op=v&view=0-

1（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F8qYo&o=e0&sec=sec1&op=v&view=0-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bF8qYo&o=e0&sec=sec1&op=v&view=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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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季淑鳳&葛文峰, 2009:37） 

 

(63)中的 NP 即是周遍性主語70，其意義包括表總而言之的「所有的」和表分而析

之的「每一」（李宇明，1998）。接著，我們將藉由「都」和「每」的共現來探討

也常與「都」連用的「們」的語法屬性。首先，翻譯中「每」和“every”常被

等同化，但其中的差異是：「每 NP」與「都」幾乎是形影不離。不過，Huang (1996：

2-3) 認為有三種情況，「每」和「都」並不需要強行綁在一起： 

 

(64) a. 不定 NP作賓語                          （The object NP is indefinite.） 

「每一個廚師做一個菜。」               （“Every chef makes a dish.”） 

     b. 賓語中含有反身代名詞                  （The object NP is a reflexive.） 

「每一個孩子有自己的床。」          （“Every child has his own bed.”） 

     c.  VP中有一個不定狀語短語 

                        （There is an indefinite adverbial phrase within the VP.） 

       「每一個歌星紅了一年。」 （“Every singing star was popular for a year.”） 

 

但是，本文以為除（64a）用在命令式語境仍屬通順外，(64b、c) 還是加上「都」，

才會更順耳些。此外，Huang (1996) 認為「每」和“every”一樣同為全稱逐指

量詞，且藉著配對關係連接兩個變數：「事件」變數和「受『每 NP』所指稱的每

一個成員」。但不同於 Huang 的看法，Lin (1998) 主張「每」並非全稱量化意，

其功能只是起了限定分組的作用，而「都」才是真正的全稱量化詞。而 Lin 最為

我們所重視的一個結論是其所指稱的：「每 NP」所具有的複數性是「都」與「每」

                                                      
 
70
 王玉麗（2008，34）對周遍性主語的定義為：「句子主語借助一定形式來強調其所指具有周遍 

  性意義的主語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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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現的原因。循著這般的邏輯走，就因為「都」的量化對象為複數指稱，那麼與

「都」連用的「們」自然也應被歸類為複數語綴,而非集合標記。 

續以「各」、「每」為例，再看「們」與全稱量詞共現的相關問題。就此，陳

俊光（2009：16&22)曾以下面例子做出詮釋： 

 

(65) 只期望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們，不論在開車、走路時，都不要匆匆忙忙。 

(66) 談談孩子們遇到挫折的現在各位家長們。 

(67) 在公立學校系統裡，我們致力於滿足每個學生們的需求，只要有學生有這 

 樣的一個需求，我們就得要想辦法去回應他們。 

 

陳俊光認為「各位」、「每個」、「每位」是表所有個體集合（全量）的「全稱

量詞」，因此可與表集體義的「們」相容。 但就（65）-（67）的正確性是否成

立71，本文在相當程度下是持保留態度的，特別是句（67）中「每」與「們」的

共現。就此，本文採取 Jerry Norman (1999: 120 -121) 的假設：「們」可能來自

「每人」的合音。而此論點也出現在呂叔湘（1984）的簡表與概要條列(表五）

中。 如是跟著這套邏輯走，也就能解釋「每」何以不與「們」共現的原因：語

言經濟原則。 而「們」如真是來自「每人」的合音，更能回應其外顯的「人」

部首元件，也就進一步對為何「們」（一般情況下）只能和人稱詞共現提供一個

合理的解釋。此外，就語義而言，「們」既然源自於泛指的「每人」，其屬性就

應更偏向於泛指的「複數」語綴而非「集合」標記。遺憾的是，本文對「每」與

                                                      
 
71
 林若望等（2016：13）在引用陳玉梅(2015)的假設（「們」的轄域應該是整個名詞短語而不僅 

  是名詞）時曾討論到「各位」、「每」和「們」的共現問題，並以「各位先生、女士、記者、 

  朋友們」為例，力陳其中「們」的轄域應是包含之前的「各位」、「每」整個名詞短語，而不 

  僅是「先生、女士、記者、朋友」。因為如果「們」是跟「先生、女士、記者、朋友」先組合 

  完後再跟「各位」組合的話，「各位」的個體化將和「們」的集體化，群體化或複數化功能相 

  衝突。但也有許多語言學家對此合倂的先後順序有不同於林若望等&陳玉梅的假設，而這也正 

  是造成語言界對「各位」、「每」和「們」可否共現有不同看法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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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應不共現的假設與問卷的實測卻有著「事與願違」的出乎意料，如下列語

感測試問題所示： 

 

(68) 問題 31: 「只期望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們，不論在開車、走路時，都不 

          要匆匆忙忙。」 

 

(69) 問題 32: 「只期望各位叔叔、伯伯、阿姨，不論在開車、走路時，都不要 

          匆匆忙忙。」 

 

(70) 問題 35: 「談談孩子們遇到挫折的各位家長們，今天我們聚集在這兒開會 

          就是要幫助大家解決問題。」 

 

(71) 問題 36: 「在公立學校系統裡，我們致力於滿足每個學生們的需求，只要 

          有學生有這樣的一個需求，我們就得要想辦法去回應他們。」 

 

問題 31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10 24 33 71 55 

問題 32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3 12 42 81 52 

問題 35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0 38 39 59 37 

問題 36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30 49 47 4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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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般的問卷結果似乎反映了陳俊光（2009：16 & 22) 的主張：「各位」、「每個」、

「每位」是表所有個體集合（全量）的「全稱量詞」，因此可與表集體義的「們」

相容。 雖則有著（力求）客觀科學的民調為其佐證，但我們還是心存千般的好

奇。不僅是因為本文通篇將「們」論證為「複數」語綴，更是因為「每個+名詞+

們」是絕對不容於國小國語文教科書中的病句啊！設計問卷時，也就此向多位中

文老師徵詢過，得到的回應是：「每+計量單位+名詞」之後不可以再加上「們」。

這般讓人左右為難的吊詭，究竟是忽略了什麼本該考慮的要素呢？反求諸己，首

先的自我提問是問卷的信度問題。但語感共 37 題的設計，除卻「們」與「全稱

量詞」（「各位」、「每個」、「每位」）的共現出乎意料地獲得高同意度外，

其餘如「們」與數目短語、群體量詞、泛指、繫詞和稍後將討論的「的」之間的

關係都達到令人滿意的預測值。也因此，我們傾向於相信整份問卷的可信度。但

這同時，卻也對這惱人的「們」與「全稱量詞」共現的語感高同意度，甚感困惱。

於是試再以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另做一次語感探索： 

（步驟一）觀察「各位」後出現「名詞+們」的頻率72： 

語料庫樣本數共 260 筆，單獨以「各位」（後無名詞）來指稱全體物 

件者有 151 句，以「各位+名詞」有 106 句，以「各位+名詞+們」只 

有 3 句73（其中兩句重覆）。 

（步驟二）觀察「每+（計量單位）+人」後出現「們」的頻率74 （附錄三）： 

語料庫樣本數共 5000 筆，取樣前 200 筆中含「每+（計量單位）+人」 

的樣本 39 句，而「每+（計量單位）+人+們」出現的機率為零。 

72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共 260 筆，取樣時間 2020/01/30） 

  說明：（56）-（60）、 (183) - (184) 、（248）- (249)、（251）-（252）為重複採樣。 
73

樣本句 178、183&184 (但 183 和 184 為重複句)，原句如下： 

  178     擔心。∥好，我們謝謝張兄據實以告。我們現在就請教各位家長們了，我們也據實 

以告。∥我感冒聲音還啞啞的。 

  183&184 島。開場致詞。廖隆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理事長）：各位學者專家、各位關心高雄 

都會發展的貴賓們大家好！ 
74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共 5000 筆，取樣前 200 筆中「每+（計量單位）+人」的樣 

  本 39 句，取樣時間 2020/01/30）    說明：（24）&(34)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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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各位+名詞+們」在所觀察的樣本數僅佔稀罕的 3/260，那麼「每+（計量

單位）+人+們」以前 200 筆的取樣來看，出現機率是零。從某方面來說，這般的

發現是令人振奮的，因這與本文的預設立場是相符的，更明確地說，是遠遠高於

原先所預期的。那麼我們又該如何解釋何以問卷的語感測試所做出的結果竟與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的樣本句有著如此大的差距？就此，本文所

做的初步假設是：語感問卷測的是「閱讀」，是為大眾容忍度較寬的輸入（input）

過程。也因此「各位+名詞+們」在（68：問題 31）拿到了 126 人的語感高同意度，

雖然較之（69：問題 32）「各位+名詞」的 133 人還是少了那麼一點點。相較之下，

語料庫的樣本句表現出的是「書寫」，是經過琢磨後「延遲反應」的輸出（output）

過程。而即便是這稍縱即逝的「延遲反應」也足夠瞬間放進了「語言輸出者」語

法斟酌的時間。而這一琢磨，也就增加了遣詞用句的嚴謹度。此外，初始在設計

語感測試問卷時，就不解為何同為全稱量詞用法，生活中「各位+名詞+們」硬是

比「每+（計量單位）+名詞+們」更常出現、且更容易為人所接受。而這困惑也

在此番（68&70：問題 31&35）中獲得可能的答案：「各位+名詞+們」更常出現在

歡迎辭、招呼語、開場白中，如語料庫句（184）：「廖隆基（高雄市建築師公會

理事長）：各位學者專家、各位關心高雄都會發展的貴賓們大家好！」和 (68：

問題 31)：「只期望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們，不論在開車、走路時，都不要匆匆

忙忙」。而造成此語法現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們」自身的親和語感特質使其與歡

迎辭、招呼語、開場白中常用到的「各位+名詞」相融自在。也是因為「們」這

另可用來拉近距離的親切特質，使得原本以「各位+名詞」即可表達語法上複數

概念的用法，在平白多添贅字「們」之後，仍為大眾所接受。相較之下，與「各

位+名詞」有著相當類似義的「每+名詞」就因為罕用於需要套關係、拉親近的場

合，導致「每+名詞+們」就不易為人所接受。而對「們」的親和語感特質，我們

也將在下一章以「的」來做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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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們」與「的」 

    綜合前面諸多討論，本節將續藉「的」與「們」的共現來看「們」的屬性： 

複數或集合語綴，並藉「的」來驗證「們」的親和語感特質。也就是說，本文主

張「們」除了語法上的中性複數屬性外，在很多語境中，更常帶有企圖收攏注意、

或營造「親和感」的語用潤滑功能。也因為「們」這額外的語感用法，使得在很

多語法上看似贅字、表複數概念的「們」，聽來竟是有著不違和的自然。 

    首先，就「們」與「的」之間的關係，陳俊光（2009：26）曾引 Iljic（2001：

26）的例句做為討論： 

 

(72) a.得罪了他的孩子們 

     b.齊家的男人們的 

 

陳俊光指出「的」與「們」之所以常可並行不悖的原因在於定語助詞「的」的限

定功能和「們」的定指功能是一致的。但「們」是否可做為一定指標記，其實應

仍還存在疑義。甚且，我們認為句法分析更常決定「們」的角色扮演：定指的集

合或泛指的複數語綴，如： 

 

(73) a.［定指］      得罪了［他的孩子］們 

     b.［泛指］      得罪了他的［孩子們］ 

 

而此處的句法分析也正是林若望等（2016：12-13）在討論前人分析問題時所言及

的假設架構： 

 

      前人有關數量詞和「們」的不相容問題，除Li(1999)外，大部分都架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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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假設上，也就是名詞(短語)會先與「們」組合得到集合量、模糊量 

      或是複數義後，然後再與表個體化的數量詞語組合，因而導致語義衝突， 

      然而誠如陳玉梅(2015)，這個假設應該是錯的，許多語言事實告訴我們 

      「們」的轄域應該是整個名詞短語而不僅是名詞，也就是，當名詞有修飾 

      語時，包含關係從句、概數修飾語等，名詞應該先與修飾成分組合，然後 

      整體再與「們」組合 

 

（73a）中的「們」即是陳玉梅所指能「轄域整個名詞短語」的語綴，而（73b）

則是其所指的大部分人所犯的「錯誤假設」。為求更清礎句法分析的過程，我們

引用林若望等（2016：15）的樹狀圖和其對「們」的轄域範圍做為參考： 

 

      根據前文的討論，指人名詞或名詞短語後的「們」，其轄域是整個名詞短  

      語，基於此，我們提議「們」在結構上的位置在 DP外頭，以 DP為其補 

      語，如下圖75： 

(74)  

                             

 

      這個結構表示「們」是個虛範疇中心語並選擇 DP當補語，因此「們」可 

      對其補語做句法或語義選擇限制，諸如有生名詞，複數條件等，都可透過 

      中心語和補語間的選擇限制關係表達出來。「們」必須以 DP為其補語的 

      一個重要影響就是「們」不會直接和 NP 或 NumP組合。 

                                                      
 
75
 林若望等（2016:15):「『們』也有可能只是個附著語(clitic),本文不擬討論附著語和中心語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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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若望等（2016：13）也將上述推論至「稱呼語」和「們」的合理共現。以「各

位先生、女士、記者、朋友們」為例，他認為表個體化功能的「各位」和表集體

化，群體化或複數化功能的「們」是相衝突的，如以句法分析套之則是： 

 

(75) *各位［［先生、女士、記者、朋友］們］ 

 

所以，如承前述，林若望等（2016：13）主張「各位」應先與「先生、女士、記

者、朋友」做組合之後，這整個名詞短語再被「們」所轄域，如（76）： 

 

(76)［各位先生、女士、記者、朋友］們 

 

但本文的假設是：做為輕讀音且常被省略的語綴角色，「們」應無「轄域整個名

詞短語」的語法能力。試再以林若望等（2016：11）的句子為例： 

 

(77) [新來的]學生和[要退休的]老師們  

 

林若望等引李亞飛（2015）的假設所做出的推論是，（77）中的「『們』既涵蓋

『要退休的老師』也涵蓋『新來的學生』」。但我們以為（77）應該是個歧義句，

以句法分析，至少可有兩義： 

 

(78)［新來的學生］和［要退休的老師們］ 

(79)［新來的學生和要退休的老師］們 

   

（78）的解讀偏向將「學生」當作單數，而（79）中的「學生」則被視為其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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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掉「們」的複數76。但如再做細部考量，（79）是否可再衍生出「一個新來的

學生 + 一個要退休的老師」77，又或是「一個以上的新來學生 + 一個退休的老

師」？再看林若望等（2016：7）的更多引證： 

 

(80) 據[我伯父、父親們]的說法，..... （金庸：《連城訣.後記》） 

                                              （張誼生  2001：209） 

(81) 我想，所有的父母應該都和[我的爸爸媽媽們]一樣，想要兩孩的爸爸媽媽    

 們勢必會考慮給自己的每個孩子一個獨立的生活空間，三房和四房單位也 

 成了必然選擇。         （2014年《廣州日報》）（陳玉梅 2015：11） 

 

初見這兩個例句時，大腦中冒出的問題是：雖則句子的出處有憑有據，但真的可

以這麼說嗎？大眾的語感接受度會是多少？唯一能肯定的是，在國文老師的朱筆

揮改下，只怕都是毫無懸念的病句。 如做個小實驗，將（80）改為（82）時，

我們發現語感接受度將大幅提高： 

 

(82) 據[我父親、伯父們]的說法，..... 

 

那麼造成這順耳多了的原因，有相當大的可能是「們」並非在所有情況之下，都

應該或一定是轄域其前的整個名詞短語。再將（81）中的「所有的父母應該都和

[我的爸爸媽媽們] 一樣」改寫為「所有的父母（們）應該都和 [我的爸爸媽媽]

一樣」，後句的接受度顯然就高出前句甚多。這不是說 [我的爸爸媽媽們] 是個錯

句或是不可能的造句，特別是考慮到現代社會的真實情況。只是聽者所做出的句

                                                      
 
76
 張歡（2010：42）：「『N1+N2+...+Nn 們』結構，也可以用『N1 們+N2 們+...+Nn 們』來表 

  示。即『老師和同學們』可說成『老師們和同學們』；『婦女和孩子們』也可以說成『婦女 

  們和孩子們』。首先，其中『Nn 們』以前的『們』都傾向不現，這是語言表達的經      濟性原則 

  的要求，也是音節韻律和諧的要求，也是為了句子成分之間結構更緊密。 」 
77 也許將句子改成「新來的學生和要退休的老師他們」會較容易得出「一個新來的學生 + 一個 

  要退休的老師」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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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詮釋就不是語言學家意指的 [[我的爸爸媽媽]們]：「『們』轄域整個名詞短語」

的解讀。是故，前人所做的「們」會先和其前的名詞片語做組合的假設未必能盡

被推翻。再舉Li (1999) 和Jiang (2017) 的複數樹狀圖為例，看「們」與名詞片語

的組合和「們」的不同投射。首先，Li（1999：87）並陳英漢語不同的複數特徵

實現處： 

 

(83)            （英語）                         （漢語）                                       

                            

 

Li指出兩種語言複數特徵的最大不同處在於：英語的複數特徵表現在N的位置上

（N向上移至Num的位置上），而漢語則因受限於中心語移位限制（因量詞「個」

卡在N與Num之間），複數特徵只能實現在D的位置上。如此巧妙的構圖，Li不

只說明「*三個學生們」因違反中心語移位限制所以為病句，也同時帶出「他們

三個學生」為何是可以接受的正確句。也就是說，Li用精簡的樹狀圖概描出數目

短語和「們」並不是不能連用，而是有著語法上先後共現的限制。同樣認為「們」

會先和名詞片語做組合的還有Jiang (2017：224) 所做的假設，如下是我們將其集

合複數短語（學生們）樹狀圖簡化後所做的小圖：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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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將「們」視為AssPlP (集合複數短語，associative plural phrase) 的中心語，

以NP（學生）為其補語。語法上，名詞複數的實現則是必須將名詞中心移位到

「們」上來。語義上，「們」的功能則是表 ≥2 的複數群體集合。但不同於林若

望等和 Li 以投射 DP 結構來達成「N們」的複數/（集合）定指義，Jiang「是

透過隱性運算元比如 iota 來獲得」（林若望等, 2016:12）。茲將三家見解簡表如

下： 

 

表 4：「們」的位置和功能簡表 

 

 「們」的位置 「們」的功能 

林若望等、陳玉梅 在DP外頭，虛範疇中心語

的「們」以DP為補語 

轄域整個名詞短語，並對

補語DP做句法或語義的

選擇限制 

Li 透過投射在DP的D節點下 名詞中心移位到「們」上

達成複數/（集合）定指

義 

Jiang 透過隱性運算元比如

iota78來獲得位置 

名詞中心移位到「們」上

達成複數/（集合）定指

義 

 

這兒，因討論到「們」的轄域問題，我們想再回看數目短語和「們」的共現問題。

如 Jiang（2017：230）所言，「*三個學生們」為病句的原因不在於傳統所認知的

確數結構與「們」不相容，而是「個」把種類轉換成實現其種類的原子個體的集

合，不能與表複數群的個體量詞功能「們」相結合，否則「個」就喪失了其原本

表種類的語義功能。以 Jiang 的話說，是「類別衝突」使「*三個學生們」為一病

句。但如我們套用林若望等和陳玉梅的看法，則「那三個孩子們」和「每一個孩

子們」將都是可以接受的句子。而其所持論述與「各位先生、女士、記者、朋友

們」被視為正確句的理由一樣：「名詞應該先與修飾成分組合，然後整體再與『們』

                                                      
 
78
 go 語言學習-iota 和左移右移的用法（https://www.tuicool.com/articles/32INRnM） 

https://www.tuicool.com/articles/32INR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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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合」（林若望等，2016：13-14）。只是這般的假設是否就容易做出「*三個學生

們」是個語法無誤的正確句呢？就此，林若望等（2016：17）以「『們』的指稱

性假設」做了應用時的限制：「和『們』共現的名詞短語必須是指稱性的 DP，而

不是述謂性的 NP/NumP」。以這樣的先行條件做「們」的名詞短語限制，無寧

是個相當好的提醒，並很合理地解釋了有定的「這/那+Num+N+們」和無定的

「Num+N+們」為何會有不同的對比接受度。只是這般假設最大的前提是：「那

三個孩子們」和「每一個孩子們」是不被質疑的絕對正確句，又或者是能為大多

數的普羅大眾所接受。林若望等（2016：13）曾言其所引例句：「全部取材自互

聯網的實例，雖然都帶有確數，但都是可以說的句子。」但嚴格來說，互聯網的

句子常易流於過於寬鬆，以中國常用俗語稱之，則是加了太多水分的用詞。如是

然，淘寶網常出現的流行句式：「動詞/形容詞+不要不要的」（如：我喜歡的不要

不要的/美的不要不要的）79，是否也可列為正確用法呢？這也是本文在做語料搜

集時所面對的為難處，即便探究的是同樣句式/用語，卻常得出與已立論者有所

差距的統計數字，只因彼此用來憑證的引據母體有所不同。這就有如將綜藝節目

的用語和文藝片甚或新聞台的詞彙相對照，「動詞/形容詞+不要不要的」句式出

現的頻率絕對會有天壤之別。這種差異，無關用詞是否高雅或對錯，而更像是「一

個蘿蔔一個坑」，找對植坑，就不會跳出一隻大野狼！因此，想測試像「動詞/形

容詞+不要不要的」這麼活潑有趣、富含民間生命力的俚俗句式流行度，互聯網

就會是較適宜的群眾母體。反觀，如想測試句式的語法正確度而非流行度時，即

便不採用最嚴格的教科書內容為觀照母體，所使用的語料來源如以坊間圖書、報

章雜誌等來做測試，則應能更容易抓到大眾語感的天平傾斜度。可喜的是，林若

望等也注意到此差別接受度現象，並引註腳舉例如陳俊和（2009：93）即認為帶

精確數量的有定結構是不合格的句子。事實上，陳俊和並非是個例，不管是語言

學界還是大眾認知上，多的是與陳俊和持相同看法者，本文亦是。所以，「們」

                                                      
 
79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899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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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具「轄域整個名詞短語」的功能還待更細部的確認。也因此，「名詞短語會

先與『們』組合得到集合量、模糊量或是複數義後，然後再與個體化的數量片語

結合」的說法，依舊佔有發言的一席之地。但在結論定錘之前，我們再回顧表 4，

發現林若望等/陳玉梅和 Li 對「們」位置的假設，恰如左右護法，各執論述的一

方天地。而因「們」位置的不同所產生的語法功能，更是新人眼目，在相當程度

上能快速勾勒出「們」與“-s”的關鍵不同處。為更容易理解相異的階層關係

（hierarchical relation）所反映出左右支「們」的不同語法角色，我們先以 Haegeman

（2006:213）的樹圖為例： 

 

(85)         a.                             b. 

                        

 

以（85a）來看，附加語x和y處於同一支點下，而（85b）則是有層次地分隔出較

高位置的附加語x，和較低位置但與VP關聯較密切的附加語y。Haegeman（2006：

214） 認為（85b）優於（85a）之處有二：其一是它符合雙叉假設(binary branching 

hypothesis)。其二是它層次圖析出處於高位的附加語x是附加於VP，且修飾整個

VP 的 成分 組合 。此外 ， Haegeman (2006 ： 213) 假設 附加 語本 身 即為 投 射

（“Adjuncts to projections are themselves projections.”）。我們所討論的左右80支

「們」亦是應用相同的階層概念: 

 

 

 

                                                      
 
80
 此處所稱的左右支，是指「們」與 Num 的相對位置而言，純只為方便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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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a. (右支)                        b. (左支) 

                                

 

（86a）與（86b）最大的不同處是:（86a）的「們」不只脫離了 Num 之下附著於

NP 的附庸角色，且在 DP 結構外頭另立門戶，與 DP 鼎足而立，還將 DP 當作補

語進行句法或語義的選擇限制。這般的階層架構，相當程度方便我們藉著中心語

和補語之間的主從關係來約束可與「們」連用的 NP 條件，如林若望等（2016：

9）所舉例的有生名詞和複數條件等。而這般以 DP 為補語的「們」與傳統認知

最大的不同是：「們」不會直接和 NP 或 NumP 組合。再看（86b），雖然其基

底結構是生成於 Num（Pl）的位置，但其複數意涵卻必須移位並嫁接到左邊具有

定屬性的 D 位置上。最重要的是 , 不同於高高在上且自立門戶的（86a）, 這樣

與 NP 親近的「們」（參 85b）更符合我們所認知的語綴角色。總體而言，左右

支的共同處是兩者都可用簡易的樹狀圖讓人迅速秒抓到「們」與數目短語共現的

順序問題。如黃正德等（2013：293-294）中的例句： 

 

(87)  a. 我對他們三個（人）特別好。 

  b. 我對小強們三個（人）特別好。 

  c. *我對三個他們特別好。 

  d. *我對三個小強們特別好。 

  e. *我對學生們三個（人）特別好。 

 

（87c、d）為病句的原因是其違反了漢語數目短語和「N們」連用時的順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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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目短語+N們）。而對於「*三個學生們」為病句的成因，處於右支的「們」

是以「『們』的指稱性假設」做了應用時的限制（林若望等，2016：17），而左支

的「們」則是以中心語移位限制來做說明。而這兩種論述的特點是「們」似乎超

脫了傳統認知的語綴角色，一躍有了非凡的地位。特別是以（86a）居右支並與

DP並列的「們」其功能無疑是相當的強大，因其能轄域整個名詞短語，並對補

語DP做出句法或語義的選擇限制。而（86b）居左支的「們」，似乎也突然消除

了身為語綴的卑微，不僅可拉攏名詞中心移位到自個身邊（而非「們」委身黏於

其後）來達成複數或集合義，還經由投射咻個竄到高高的左節點下，自成一方霸

主。讓人怎麼看，都覺得這兩種主張下的「們」完全不像是漢語中可有可無的語

綴，又或者可以說升級到2.0版的「們」再也不是小小的語綴。也或許有感於這

般的「們」與傳統的認知不同，林若望等（2016：7）語言學家建議可將「們」

看成是助詞或構型語素而非詞綴或詞尾。 

    這兒，我們想再跳回檢視被視為病句的（87e)。首先，我們認為（87e) 在某

些語境中，應該可以算是個無誤句，特別是言者聽者都知道「學生們」所指稱的

對象是誰時。就此，我們好奇的是如果「們」果真是一定指標記，那麼（87e）

中的「們」與（87a、b) 句中也一倂被認為是定指標記的「們」差異又在何處？

我們的意思是，除非將（87e) 中的「們」當作是「非定指」且生成於普通名詞

NP之下，否則它應該是個可以接受的句子。81 也就是說，本文以為當把（87e）

中的「學生們」當作是定指時，此句就具有如（87a、b）的接受度，但當把（87e）

中的「學生們」當作是泛指的普通名詞時，就不容易為大眾語感所接受。所以，

決定句子的可接受與否，不在「們」是否為定指性，而在於「們」與「名詞短語」

附合後究竟是泛指或定指。亦即更是取決於語境或是「們」之前的其他要素，如

定指性明確的所有代名詞。例如：本文 (73a) 中〔他的孩子〕的強烈定指性渲染

                                                      
 
81
 就此，黃正德（2013:294）有不同的看法:「由於量詞的幹預，『*我對學生們三個（人）特別好』 

  不可能通過將普通名詞從N移至D推導出來。無論普通名詞被解釋為無定的還是有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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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後本只具中性的複數語綴「們」，使得整個合成的名詞片語變成了定指組合：

〔他的孩子〕+〔他的孩子〕... = 〔他的孩子們〕。而 (73b) 中的「們」，則自始

至終都維持著複數語綴的角色，即便形成了「孩子們」的新組合，「們」還是表

複數的語綴標記。就如同我們說：「孩子們多半都貪甜食」，句中的「孩子們」依

然是泛指。除非是在語境的許可下，言者和聽者都知道意有所指的對象時，「孩

子們」才具有定指的身分。而之所以能將 (73b) 中的複數「孩子們」轉換為定指，

關鍵是加了明確的所有代名詞指稱「他的」來定指對象。也就是說，附加於名詞

後的「們」更像是個始終都表複數的不變項，但受了「們」之前的自變項（如：

所有代名詞）的影響，使得整個「所有代名詞+名詞+們」變成了定指的新組合。

一言以蔽之，「們」做為單純且可省略的語綴標記，其輕微的語言分量甚至是必

須依附在實詞後方能見世。也因此，我們著實很難相信以「們」這般語音尚需輕

讀且無法單獨成詞的語綴，能具有成就名詞片語定指性或是「轄域整個名詞短語」

的定奪功能。再以例句（88）和（89）看「們」的語綴角色和其與語末助詞「的」

的共現關係： 

 

(88) 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的。 

(89) 人們總是聽自己想聽的話，所以忠言逆耳也是可以預見的。 

 

兩句中的｢人們｣都應為沒有特定的不定指稱，而句尾｢的｣的存在，卻能起句子通

暢不拗口的功能。我們的意思是：以「的」結尾的｢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的｣

和｢人們總是聽自己想聽的話，所以忠言逆耳也是可以預見的｣要比｢人們累了，

總是要睡覺｣和｢人們總是聽自己想聽的話，所以忠言逆耳也是可以預見」更容易

令人朗朗上口。以(90&91：問題 8&11)為例： 

 

(90) 問題 8：「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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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問題 11：「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的。」 

 

我們發現加了「的」的「不同意度」由原先的 93 人（90：問題 8）降為 76 人（91：

問題 11），而其「沒意見」的不表態人數也由 45 人增為 55 人。可見「的」的加

入確實對句子起了一定的作用。那麼，如果不將「們」當作「定指」標記，它與

「的」的相容並存現象，其原因又是為何？ 本文論述的方向是將「的」當作是

具有「親近」和「總結」功能的助詞。而其之所以能常與「們」連用的原因則在

於兩者都帶有「親近感」，都像是語用功能的潤滑劑。本文以下的論述主軸是仍

將「們」看作「複數」語綴，並旁言引證「們」表「非定指」的泛稱和其「親近」

的語用功能。此外，我們也不排除「們」與「的」的融合共現得助於「的」自身

所帶的「總結」功能。印證方法是藉取自政大國語口語語料庫音檔文字 1-1082，

約 216 分鐘語料來統整和分析看「的」的語感呈現，並聚焦於「的」的軟化（親

近）（附錄五）和總結（附錄六）功能。 

 首先，以「總結」來解釋句末助詞「的」的語用功能，早有趙元任（1979：

153）的「的」83表「局面」(whole situation)、「事情就是這樣」（such is the case）、

「就是這樣的局面」 (this is the kind of situation) 之說。而「的」的「軟化/親近」

                                                      
 
82

 取料時間:2019 年 4 月 26 日 
83
 趙元任(1979：153)：「有時候『的』字表示整個的局面。意思是『事情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的局面』。『的』字後邊說不出該補出或是可以補出哪一個名詞。 

        他是跟你開玩笑的。       你不能走了就算完事的。 

  這個『的』是跟前邊的整個小句結合的，因此嚴格說它是句末助詞。」 

問題 8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6 67 45 44 14 

問題 11 1強烈反對 2不同意 3沒意見 4同意 5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25 51 55 4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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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更是本文持以主張「們」的親近語感，和「們」不一定只能被視為「集合」

語綴的佐證。此外，對若干將｢的｣視為過去時間標記的看法，本文也提出將之另

當作「總結」來看待的可能。試以宋玉柱（1981）所舉例句來看時間上的對比： 

 

(92) a. 他明天什麼時候來？  （未然）  

b. 他昨天什麼時候來的？（已然）  

 

而本文對政大語料庫所做的觀察亦呈類例，如： 

 

(93)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10.281 F1： ...(1.0)他們兩個去游泳不知道要遊到幾點 

10.282 F2 ...(3.2)應該還好吧..1 個...(1.2)1 個小時 2 個小時

[差不多] 

10.283 F1 [他們幾點]去的啊 

 

就此對話而言，「他們幾點去的啊」中的「的」，確如宋玉柱（1981）所言「的」

可充當已然「過去」的時間標記。但 (94) 卻提供了反證：a、b 兩句同義唯有語

氣上的些許差異， 且其時間為未來而非過去： 

 

(94) a.他明天不會來。 

 b.他明天不會來的。 

 

所以，本文論述採的是呂叔湘（1944：267）的「傳信說」所言，句尾的「的」

既可表對已成事實的確認，也能表對未來的確認。如此，不能用來特指過去時間

標記的「的」，其語用功能又是什麼？再看（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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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2.56 F2: …(0.8)然後他收集好了 

2.57 F1： ..很早就 

2.58 F2： ..他怎麼收集到的...(1.3)[我現在] 

2.59 F1： [就一直去]<L2 Seven L2>買東西啊 

 

乍看之下，將「他怎麼收集到的」中的「的」視為過去的時間標記可說是無

庸置疑，所以這兒我們需再做細部分析，試比較： 

 

(96) a.（？）他怎麼收集？ 

     b. 他怎麼收集的？ 

 c. 他怎麼收集到的？ 

 d. 他怎麼收集到? 

 

例 (96b) 、(96c ) 兩句中「收集」看似都表已發生過的動作，但令人為難的是句

(96a) 中的「收集」發生過了沒？正因為無法百分百斷定 (96a) 的時間是「未發

生」，所以也就不能武斷地說 (96b) 後多加的「的」就是個過去時間標記。更謹

慎地說，(96b) 在時間軸上除了可標記為「過去」之外，尚有「正在發生」的可

能性。有趣的是，在 (96a) 中加個「要」倒是可清楚看出時間，表「未發生」： 

 

(97) 他要怎麼收集？ 

 

這兒，我們看到了「要」起了與表未來式「將」、「將要」同等的作用。再回看 (96a), 

或許有人會將其視為病句，總覺得少了時態標記的「已經」、「（將）要」或少了

帶著總結味的句末語氣助詞「的」，整句話聽來就是怪怪的。但同樣是沒有時態

標記的 (98a)，卻又能達到相當高的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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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a. 他怎麽說？ 

  b. 他怎麽說的？ 

 

但再看（99）： 

 

(99) a.（？） 他怎麽做？ 

     b. 他怎麽做的？ 

 

一切又似乎被打回原點，(99a) 的可接受度就因人而異了，雖則較之 (96a) 而言，

情況要好些。對這語感差異的原因，本文仍需做持續的探究。再看 (96b)、(96c)

兩句唯一的不同字「到」。此句中的「到」有了畢永峨（2007）對「在那邊」的

「在」84所分析的「詞彙化」現象，從實詞到虛詞，從空間的指涉轉向時間的指

涉。也是如此，(96c) 中起了過去時間標記的是「到」而不是「的」，而其與 (96d)

的語感差異就更可能是加了「的」的 (96c) 多了「軟化」又或是「總結」的聽味

了。綜觀上例，「的」似乎也喪失了專當「過去」時間標記的功能。換言之，對

既往所認定可表過去時間標記的「的」，我們可能需要考慮是否有其他更「放諸

四海皆準」的語法功能。又或者，我們保留「的」為既有的過去時間標記，再依

不同語境，逐一考慮「的」的角色扮演？只是，如此這般，依照什麼語法來界定

「的」在相同語境起了什麼樣的語用功能呢？先且跳脫這般的思緒糾纏，我們直

接再進入語料觀察，企盼從搜集、分析而能有抽絲剝繭後的頭緒。  

 

 

 

                                                      
 
84
 引畢永峨（2007：133-134）的例句做「在」字詞彙化說明： 

  「我這次去打坐我就在那邊想，我在那邊想啊，我希望趕快考試。」「在這個例子中，『在那邊』 

  除了可以指涉事件發生的場所，也可以解讀為指涉事件發生的時間」「『在那邊』仍然是提供處 

  所資訊，但是這個資訊在語義完整性上來看是並非必要的。」「『在』這個詞本身就已經是漢語 

  的體貌標記，表達進行狀。『在那邊』便提供事件正在進行的臨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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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5.445 M:  ..訂婚<L3 嘛是你爸叫我去… 訂[的 L3>] 

5.446 F2: [亂說] 

5.447 M: ..<L3 本來[[著是 L3>]] 

5.448 F2: [[最好是]][妳看他都這樣子扯] 

5.449 F1: [@@@@@@@] 

5.450 M:  ...<L3 本來就是[[妳爸叫我去訂]]的 L3> 

（5.447 「著」字應是錯植，本文以下論述將其更正為「就」字做討論） 

 

對話（100）將三種句式結構對語氣的起承轉合做了相當好的示範：由基本的強

調句式「是你爸叫我去… 訂[的 L3>]」到     「本來[[就是 L3>]]」再發展

到     「本來就是[[妳爸叫我去訂]]的 L3>」。整句話由基本的強調句式「是...

的」，將強調語氣再加重的「本來...就是」，而後或是為了緩和場面又或是為透露

委曲加上具軟化功能的「的」，而舒緩了「本來...就是」的過強語氣。也就是說，

語氣的變化是由強到最強再稍緩回到次強，而「就」（強）和「的」（弱）就是起

了最大影響的關鍵字。而之中的「本來」所扮演的是個可使「效果加乘」的角色，

它使得本因「就」而變強的句子，又像打了激素般蹭蹭地往上再強調一級。但又

如一般的副詞，「本來」就像添色的胭脂，是個可有可無的裝飾語，而「就」85才

是整個強調語氣的「發粉」，用來再次肯定之前所述。 

    如上所言，本文論述的焦點是將「的」當作具有（「親近」）「軟化」（見附錄

五）和「總結」（見附錄六）功能的助詞。而其與後綴「們」之所以能常連用的

原因也在於兩者都帶有「親近感」，都像是語用功能的潤滑劑。為再證「的」的

親近/軟化和總結功能，本文將在原有「們」的句中增減「的」，看看其對整句的

影響。測試擬採兩步驟進行： 

                                                      
 
85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t1u4v&o=e0&sec=sec1&op=v&view=0-
1：就[副詞]表示肯定。如：「這就對了！」、「那就是他家。」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t1u4v&o=e0&sec=sec1&op=v&view=0-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Nt1u4v&o=e0&sec=sec1&op=v&view=0-1


doi :10.6342/NTU202002598

81 
  

步驟（一）：先看「的」的有無可否影響語感 

 

(101) a. 好。                 b. 好的。        

(102) a. 你可以。                 b. 你可以的。 

(103) a. 人都是會死。                b. 人都是會死的。 

(104) a. 是人，都會死。           b. 是人，都會死的。 

(105) a. 人早晚都是會死。            b. 人早晚都是會死的。 

(106) a. 你這樣做，老師會罵你。        b. 你這樣做，老師(是)會罵你的。 

 

    從語法上看，例 (101) - (106) 的每個單句都是正確的，但其透露出的「口氣」

卻有著微妙的差異：加了「的」的 b 句在語感上都較 a 句聽來親切了些，也就是

說「的」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軟化」效用。從日常生活中找類似的感覺有點像上

女公廁時，外頭單敲一聲總讓人感覺敲門的人彷彿是帶著不悅地質問內裡有人否，

實不如連敲二聲給人的詢問感來的好些。相同的心理感受也類似於路上的開車人，

被叭一聲或被叭兩聲，心裡的觸感是不同的：前者是會讓被叭者更不悅的。再以

公車通知下車鈴為例： 較之臺灣 60-80 年代以單一按鈴聲通知司機下一站下車，

之後所更改的按一下響兩聲的通知鈴，就少了單聲所帶來的急促和煩躁。 

 

步驟（二）：再看「們」與「的」的連用對語法和語感的影響 

    語料觀察，我們看的是在原本被部分語言學家認定有「們」即為病句的句子

中加了「的」之後，是否可以「起死回生」。如果可以讓原本的病句接受度提高

的話，「的」居中所扮演的角色又是什麼？而「們」與「的」融洽的連用關係是

因為兩者之間有什麼高度的類似屬性嗎？試以下例分析86： 

 

                                                      
 
86
 此處標示的*病句標準是依將「們」歸為集合語綴的語言學家，如陳俊光等所做的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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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人們都是會死。 

(108) *人們都是會死的。 

(109) 人都是會死。 

(110) 人都是會死的。 

(111) 人總是聽自己想聽的話。 

(112) *人們總是聽自己想聽的話。 

(113) 人（們）總是聽自己想聽的話，所以忠言逆耳也是可以預見的。 

(114) 人累了，總是要睡覺。 

(115) 人累了，總是要睡覺的。 

(116) *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 

(117) 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的。 

(118) 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你又何必逞強硬撐（著）（呢）？ 

 

    陳俊光（2009：15）指出 (108) 為病句的原因在於句首表泛指名詞的「人」

與表定指功能的「們」相衝突，但只要將「們」刪除，則合乎語法，如 (110)。

最初，本文所採取的假設是：表親近的「們」與表冰森的「死」語感上的對立造

成語用上的不共現。此處，我們看到「語境」強勢的主導力：即便是依本文所做

的假設認為同具語句軟化效果的「們」與「的」有著高頻率的共現度，卻排除不

了語境上詞語的搭配考慮。也就是說，「死」的冰冷硬度與「們」的親切軟度是

互斥的，即便將（107） 加上也有軟化效果的「的」，如 (108)，依然不能起死回

生。 再看 (113)，「們」的有無都不妨礙其為一可接受的句子，且其主語不論是

「人」還是「人們」，都是泛指的人，而非特定的群體。就此，本文對陳俊光將

「們」視為定指之說是存保留態度的。又因為本文認為「人」和「們」的共現在

語法上並不存有排斥，所以兩者在若干情況下的不能連用，實應從片語的搭配性

和語用情境來考慮。承上述討論，我們再試把與「們」親近語氣不容的「死」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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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累」來做檢測，如句 (116)，但其接受度依舊不高，總覺得整句話給人一種

懸空未了的停頓感。相較之下，沒有「們」的 (114) 和 （115），卻是個大多數

人都能接受的句子。為究「人」、「們」和「的」的關係，本文做法有二：其一，

在 (116) 尾加「的」，使成 (117)；其二，在 (116) 尾加上分句，使成複句 (118)。

結果發現：兩句的語感接受度都大大提高。就此，本文所做的假設是：「的」具

有「總結」效果，所以加了「的」的 (117) 可以和加了分句的複句 (118) 一般，

都消除了 (116) 給人「話未說完」的突兀感。 

    但本文的另一個疑問是：造成 (116) 能起死回生的「的」其語法功能真的是

「總結」還是因為「的」本身自含「軟化」性，而這般的語用功能使其與表「親

近」的「們」的可容性大大提高？如加了「的」的 (110) 和 (117) 較之平舖直述

的 (109) 和 (116)，實為全句增添不少「軟化」後的親切感。又或者 (110) 和 (117)

的「的」同時具備親近的「軟化」性和統整的「總結」性，使得「們」與「的」

在日常用語上具有相當高的共現度？本文的主張是句末語助詞「的」在相同語境

下常展現其多功能性，如能對句子同起語氣軟化和承括總結的功能，並以採自政

大語料庫的對話 (119)&(120) 為例：  

       

(119)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3.51 F1:  …(2.3)而且他這樣算 sh-..瘦的 hon 

3.52 F3:  …XX<X 感覺 X>還[蠻瘦的] 

3.53 F2:  [蠻瘦的] 

3.54 F1:  (0)而且高高的 

3.55 F2: …(2.4)喵咪…(1.9)喵咪 

3.56 F1: (0)喔對給你們看..我我們班的小帥哥..我覺得他真

的很帥..長大也是會帥... 

@@...看一…@@…中間那一個 

3.57 F3:  …還蠻可愛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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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10.16 F2： ...(0.6) 除 非 是 … 很 好 睡 的 人 .. 不 然 [[ 的

h-((話))]]..應該是睡不 ch-((成))..睡不熟..睡不

成的..對啊 

 

    當句中出現「算」、「感覺」、「還」、「覺得」、「應該」等副詞的同時，其實也

昭顯加入了主觀的判斷，亦即李訥等（1998）就呂叔湘（1944）的確認說中的「的」

所延伸廣義成的：「主觀上對事實的確認態度」，也是本文將「的」歸類為具承接

「總結」性的原因。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帶了感情判斷的「算」、「感覺」、「還」、

「覺得」、「應該」等副詞既是出於主觀上的認定，在言談口氣上也就少了客觀的

硬度，在語感上保留了可商確性的軟化感。 如是說，我們將面臨一個奇怪的吊

詭：認為「的」具「強調」功能的主張不只是俯拾皆是，更是板上釘釘的公論，

那麼認為「的」具有「軟化」的語用功能無異是與大眾認知的「強化」功能有所

矛盾，雖則，漢語中存在著若干詞彙可同表相反義或相反詞彙可表同義的情況，

如： 

 

(121) a.除了小明外，大家都出席了。 

   b.除了小明外，大家也都出席了。 

(122) a.中華隊大勝菲律賓隊。 

   b.中華隊大敗菲律賓隊。 

 

(121a) 說的是：大家都出席了，只有小明缺席。而 (121b) 是說大家都出席了，

小明也在出席名單上。而 (122) 中的 a、b 兩句表層結構雖用的是對立詞「勝」、

「敗」，但在深層語義上卻是同義，都意指中華隊勝了菲律賓隊。而我們所關心

的是：「的」是否也可歸類於如「除了」、「大勝」、「大敗」這類的少數族群呢？

就此，本文所採的立論是沈家煊等（2000）所指，「的」具有附著在指稱性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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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單位之後，提高其指別度的作用。指示強度高的指別度高，指示強度低的指別

度低。而本文對此立論的解讀是：「的」具有「遇強則強，遇弱則弱」的保溫功

能。亦如黃宣範（2010：28）所言：「當形容詞重複作名詞修飾語時，其語

意效果可以使形容詞的原本意義愈加生動」，如(123b)： 

 

(123)  a. 紅的花 

    b. 紅紅的花 

 

這同時，我們也將動詞的重複列入與形容詞的重複做對照： 

 

(124)  a. 請你嚐這個菜。 

    b. 請你嚐嚐這個菜。 

 

而就動詞的重複，黃宣範（2010：26）指出：「重複句中意志動詞的語意功能是

表示動作者正在『稍微地』做某事」、「單音節的意志動詞重複以表示暫時貌時，

詞素『一』可以出現在原來的單音節動詞跟它的重複部分之間而不改變意義」。

很早，語言學界對形容詞重複所造成的「更生動描寫」就多所涉及，但就形容詞

重複的現象關注重心似乎一直放在形容詞本身。如此，我們納悶的是為何動詞的

重複卻是使動作動詞呈「稍微」、「暫時」貌？也就是說，如果藉由詞類自身的重

複可使其詞義屬性倍增，如「形形的」，那麼為何「動動」得到的卻反而是弱化

的「稍微地」/「暫時貌」的效果呢？再回頭比較 (123b) 和 (124b)，除了將詞性

重複外，前者多了個「的」。而當我們借用沈家煊等（2000）所指「的」的功能

時，似乎可端詳出「的」的包容和擴充性。如： 

 

(125)  a. 高高的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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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矮矮的灌木林 

 

(125a) 的「高高的」給人一種上階層次的漸「高」感，對照之下，(125b ) 則是

一種下階層次的漸「低」感。而這正可用來解釋先前我們所論及的吊詭：「的」

同時具有「強化」和「軟化」的功能。而這樣的立論也為 (101)-(106) 中帶有「的」

字的句子何以給人口氣「軟化」的語感一個合理的解釋。更重要的是，認識「的」

除了「強化」的功能，還可依其所附著的指稱性語言單位，而能另有「軟化」效

果，即能回答我們立文的初衷：造成「*人們都是會死的」為病句的原因很可能

並非如陳俊光（2009）所言：句首表泛指名詞的「人」與表定指功能的「們」相

衝突。而是帶有親近語感的「們」與冷森森的「死」連用給人唐突的違和感。而

「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的」之所以能有高於「人們死了」、「人們累了，總是要

睡覺」的接受度，一則在於「們」與「累」連用的語感排斥度遠低於「們」與「死」

的並列；二則是表親近的「們」與有「軟化」/「總結」功效的「的」連用時不

僅不排斥，還因「的」自身特性而兼有加乘效果。而當句中出現做主觀看法陳述

時，為不把話說死時而加註保留用語如模糊詞「算」、「感覺」、「還」、「覺得」、「應

該」等時，句尾跑出來個「的」也就順理成章了。這般出場並做為句尾結束的「的」

也就同時具有「軟化」和「總結」的功能了。最明顯的引例如下： 

     

(126)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2.238 F2:  (0)我們班常態的啊..[[但是就是]]..有非常非常好

的..也有…(0.5) (1) 總之..就是沒辦法的..對啊 

 

「總之」用以涵括之前所言，而「沒辦法」所透露的無奈加上句末的「的」，為

前述事件起了總結話語的功效。這裡，我們另感興趣的是，少了「的」的語感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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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a. 總之，就是沒辦法。 

         b. 總之，就是沒辦法的。 

 

如完權（2013：59）所言，當「只是一個簡單的說明，不需要加『的』」。那麼，

加了「的」，是否就為原先的簡單說明添加了什麼調味呢？我們發現 (127a)，因

句首的「總之」即已開章明義做為總結句，所以後加的「的」所作用的就不是做

為總結的主角。換言之，「總之」的存在使得「的」在此句起的「總結」功能，

頂多只是襯托暈染之效。但從語感上去做體會，可以感受到的是 (127b) 多了分

「柔軟」，很似句尾「嘛」、「啦」、「囉」的功能，雖則「的」還是多了點「莊重」。

如： 

 

(128)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5.422 F2:  ..連我自己都不太記得..七十六認識的啦 

5.423 M: ..啊..[喔]  

5.424 F1: [eh] 

5.425 F2:  ...七十六年認識的嘛 

 

再看下例： 

 

(129)  Movie （四位朋友在咖啡廳聊天）87 

 

01  Alan：對啊。<而且，他：（.）我知道他的（德性）。<（）我跟他（.）= 

02        =（）=他- .hh 我- 我^自己覺得啦，蠻好強[的。 

03  Kent：                                       [我- 我不知道。= 

04        =我跟[他：我跟他（並不熟）。我[不知道。 

05  Joey:      [他很好強。 

06  Zoey:                              [你們怎麼都認(h)識(h)他？ 

                                                      
 
87

 語料來源由台大篇章分析課程蔡宜妮老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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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Alan：你問[她啦。（（看著 Kent，指著 Joey）） 

08  Kent:     [（）在研討會見過。[然後（） 

09  Zoey:                        [噢：。 

10  Alan：-〉是不是很好強？（（看著 Joey）） 

11  Joey：-〉〉   （（點頭）） 

12  Alan：看得出來啊。 

 

比較「好強」顯現在 02 和 05 行的語氣分量：02 行因有模糊概念副詞「覺得」和

句末「的」，整句話聽來帶著「不確定」、不是硬梆梆的肯定評語。相較之下，05

行「他很好強」則是不摻水、不模糊的評斷語。整個對話段落，「他」的個性由

Alan 主觀印象陳述，Kent 和 Zoey 無關定論的插話，步步推演，最後再由 Joey

的肢體語言「點頭」做了定錘的蓋論。這之間的語氣層次，恰似由淡妝而至濃抹，

筆筆加深，也更描繪出「覺得」、「的」、「很好強」語氣之間的強硬度。 

    綜上所言，本文認為｢們｣與｢的｣的常共現連用，並非因陳俊光（2009：26）

所指：定語助詞「的」的限定功能和「們」的定指功能是一致的，而是因著兩者

同具的｢親近語感｣和｢的｣置於句尾的總結效果。也因此，｢們｣就不必然侷限於定

指的｢集合｣語綴身分，而更能將其視為純粹的｢複數｣語綴所進行的語用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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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們」的非常性：單數 

 

    在探討從不同角度，將「們」或看作是「集合」又或是「複數」語綴之後，

本文將挪焦至另一有趣的現象，並探究存在著「們」的第三個角色：單數。在中

文立意抒情、或是嘗試打動說服讀者的文章中，常見作者行文用「我們」來指稱，

雖然立文者明明只有一人單刀持筆。更甚者，即便在正式議論文中，也常使用「我

們」、「本書/本文」或「筆者」，而不是真實的作者數：「我」一人。 就此，楊炎

華（2013：84）也觀察到表層複數結構實內為單數的現象：「在現代漢語中，比

如在一些科技語體中，經常見到『我們』和『你們』分別表單數意義『我』和『你』

的用法。多年來，學界一直認為這是複數形式表示單數意義，即所謂的『代詞+

們』的複數形式表示單數意義」。而對此表裡不一的現象，呂叔湘（1985：72）

實早有洞察：「由於種種心理作用，我們常有在單數意義的場所用複數形式的情

形」。那麼對這種種的心理作用，是否可容我們探究得知呢？楊炎華（2013：84）

的理解是： 

 

      其實，所謂的「心理作用」指的就是說話人出於某種交際策略的需要， 

      故意凸顯或者硬拉進來本來沒有的「其他人」，比如僅有「我」或者「你」，

而選擇使用「我們」或者「你們」。也就是說，這類「我們」表示的其實

是「我」和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其他人」，「你們」指的是「你」和實際上

並不存在的「其他人」。所以，準確地說，這類「們」其實都是集合標記，

而並非以往一直所認為的複數標記，即「我們」和「你們」這類在具體言

語過程中分別指「我」和「你」的用法，實際上都是集合形式而非複數形

式表單數意義。眾所周知，集合中的內部元素可以僅有一個，而複數則必

然大於一個。正因為如此，這類「我們、你們」才都不能被當作複數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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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而且，這同時還可以很好地理解為什麼「他們」用作單數「他」的

情形比較少。因為較之「我們」和「你們」，「他們」在實際語言過程中常

常表複數意義，表集合意義的情形相對較少。也就是說，代詞「他」跟集

合標記「們」結合的用法本來就較少，這才從根本上導致「他們」用作單

數「他」的情形比較少。 

 

楊炎華對「心理作用」的切入提供我們一個很好的觀察面向，但引呂叔湘的話，

我們更好奇那「種種心理作用｣中未被楊炎華言及的可能。是否那「種種心理作

用」並非楊炎華所說的主動「出於某種交際策略的需要」、「故意凸顯或者硬拉進

來本來沒有的『其他人』」，而更是言談者受深層文化所浸染出的不妄以「我」顯

文的被動不自知用語？ 又，我們該如何看待那「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其他人」，集

合又或是複數形式呢？為求解疑，我們將觀察的觸角挪向白紙黑字的書籍，並將

所見所想舖陳於下： 

 

先摘錄彭小妍（2006）若干句子為例： 

 

￭ 本文以「浪蕩子美學」(dandyism) 的概念，研究一九二 0年代末在上

海崛起的新感覺派 ......。 

￭ 筆者認為浪蕩子美學既是生活美學，也是文學美學，其特質是挑戰既 

  定成規、跨越界限 (border crossing) 。 

￭ 本文目的是探討，在本國語言、文化、自我認同的危機時刻，廣義的

翻譯行為如何在歷史關鍵點產生作用，促使譯文的語言、文化或         

自我觀、世界觀發生蛻變？ 

       ￭ 本文由川端康成的「掌の小說」談起，此文類源自於保羅．穆杭，          

         一九二 0年代因川端而聲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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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引句，可看出作者以「本文」或「筆者」來支撐行文的自己，其迴避使用

「我」是相當明顯的。 又，閱讀時更常接觸到單一的筆者用「我們」來指稱自

己。所以這麼做的原因，一則可拉近與讀者/聽眾的心理距離，達到為文/論説的

預設效果；二則少了以「我」直稱自己的「強勢」與「霸氣」，一種與傳統漢語

中庸文化所稱許的溫良恭儉讓相違的氣息。 但從另一方面來考慮，這是否意謂

著與漢語相對比較的英語語法表現就一定呈現「強勢」與「霸氣」，如：英語第

一人稱 “I” 的強制要求大寫的規定；又，漢語所使用的「我們」就一定表實質

複數嗎？ 本文認為這般貿然的推斷，立基是薄弱的，至少應考慮兩種情況的例

外： 

其一，英語母語人士接聽電話時，回應來電者自己即是他/她所要找的對象： 

 

(130) Peter : May I speak to Debby? 

       Debby : This is she. 

 

其二，學術報告或論文期刊寫作時，當作者引用自己的著作時，標記的是「自己

的姓氏，年份」，而不用“I/I think/I hold the belief that ...”或“Based on my article 

in...”來做陳述。當然不否認以客觀的第三人稱而非主觀的第一人稱，在要求嚴

謹論述的學術論文寫作上是更具「科學性」與「超然味」的。但回省接受美式學

術論文寫作（American academic writing）88要求的漢語母語者，除卻內化的國際

學術要求，潛伏於其書寫的暗流是否另有「謙遜不可張揚」的文化底蘊呢？為捕

捉這無法具象的「感受」，本文擬從「白紙黑字」的印刷書本試窺作者書寫時心

理層面的作用。年代排序以倒推法做陳列，並逕將作者、書名、年代標示於引句

之上，而非載明於參考文獻中，以利年代與分類的觀照。而以下諸般的努力，究

其實只為彰顯「們」的第三身分 --- 作為「單數」的非常性： 

                                                      
 
88
 https://academicguides.waldenu.edu/writingcenter/multilingual/usacademicwriting 

https://academicguides.waldenu.edu/writingcenter/multilingual/usacademic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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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志清，<文學革命> (劉紹銘譯），《中國現代小説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社，2001）。 

    

        ￭ 我們就拿周作人的『人的文學』做例子吧。這篇文章，立論雖然很 

          有見地，但......                                    (頁 16) 

        ￭ 我們可以說，即使沒有共產黨理論的影響，中國的新文學作家，也 

          不一定會對探討人類心靈問題感到興趣的。               （頁 17） 

        ￭ 本書研討中國現代小説的發展，始自文學革命，一直到六十年代中 

          期『文化大革命』前夕為止。                          （頁 19） 

        ￭ 我們認爲這一派的小説家是值得我們好好去研究的。     （頁 20） 

 

范伯群，<鴛鴦蝴蝶 -- 《禮拜六》派新論>，《鴛鴦蝴蝶 -- 《禮拜六》派 

    作品選・代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 

    

        ￭ 如果我們將上述的各種意見為參照，同時也彌補這些意見的各自的 

          漏洞，那麼最好為這一文學流派取一個文學史上的學名   (頁 112) 

        ￭ 在這本小説選中，我們無法選刊長篇作品。為了展示這一流派的概 

          貌，使讀者一睹風采，非要照顧其方方面面......       (頁 114) 

 

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上）》，（臺北：桂冠圖書，1988）。 

    

        ￭ 我們從上面所陳示的美國印第安人的本土運動來對照近代中國的本 

          土運動。A  三元里事件 ......                       (頁 204) 

        ￭ 我們借用維根什坦的一句話來表示就是「世界是那個樣子的每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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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89                                              （頁 264） 

        ￭ 我們在這裡所說的「社會文化的穩定」並非僵凍不動，而是一個社 

          會文化諸神力量之間維持一種動理而平衡（dynamic equilibrium）。 

                                                             (頁 307) 

 

徐佳士，《模糊線》。（臺北：經濟與生活出版公司，1983）。 

 

   ￭ 我們不知道用這個觀點來探究這幾家廠商的動機是否猜個正著，但是 

         我們似可確定，這類觀察的出現反映了許多人對廣告的成見，認爲攪 

         廣告，除了想賺錢外，還會為了什麼？                   （頁 254） 

 

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新月》月刊第 2 卷第 6、7 期合刊， 

   （1929）。 

 

       ￭ 資產制度有時可以造成不公平的現象，我們承認。  

       ￭ 什麼是資產階級文學，我實在是不知道；大概除了無產文學運動那一

部分的文學以外，古今中外的文學都可以算做資產文學罷。我們承認

這個名詞，我們也不懂資產階級的文學為什麼就要受攻擊？ 

 

郭沫若，<革命與文學>，《創造月刊》第 1 卷第 3 期（1926）。 

 

       ￭ 革命與文學一倂列起來，我們立地可以聯想到的，便是有兩種極端反 

         對的主張。                                            （頁 3） 

                                                      
 
89
 因中文翻譯令人費解，另附原句德文以供參考： “Die Welt ist alles, Was der Fall 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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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問題好像是很難解決的問題，但是我們只要把革命的因數和文學  

         的性質略略討論一下，便不難迎刃而解了。               （頁 4） 

       ￭ 我們更可以歸納出一句話來：就是文學是永遠革命的，真正的文學史

只有革命文學的一種。                                   （頁6）    

       ￭ 我們現在請就歐洲的文藝思潮來證明革命文學的進展罷。    （頁 8）   

  

胡適，<自序>，《嘗試集》，（上海：亞東圖書館，1920）。  

 

       我們認定『死文字定不能產生活文學』，故我們主張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       

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                            （頁 33） 

   

胡適，<談新詩>，《胡適文存》第一集・第一卷（上海：亞東圖書館，1921）。 

 

      新詩大多數的趨勢，依我們看來，是朝著一個公共方向走的。 （頁 193） 

 

周作人，<人的文學> ,《新青年》，（上海：群益書社，1918）。 

  

      ￭ 我們要說人的文學，須得先將這個人字，略加說明。        （頁 194） 

      ￭ 我們承認人是一種生物，他的生活現象，與別的動物並無不同。（頁194）                                   

      ￭ 照上文所說，我們應該提倡與排斥的文學，大致可以明白了。 （頁 199） 

 

觀察所得： 

1. 特意將語料觀察的作者數鎖定為單一，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明明是獨立寫 

   作卻用「我們」來代替「我」。 

2. 在搜索語料過程中的附加發現是：勵志、心靈雞湯、宗教（如慈濟刊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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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操作指引等類書籍，作者對讀者的指稱詞常以「你」出現。相對於「我們」 

   的使用，此類書籍的說話者（此為作者）常自處於指導地位，其發語權明顯 

   是置於聽者「你」之上的。而這種「高人一等」的發言姿態與實為單數的「我」 

   卻必須藉著複數的「我們」來謙卑行言，形成一種鮮明的對比。也因此，「們」 

的語用色彩與情境，是另一個值得深入的課題。 

3. 語料搜集的時間長度為 1918–2001，約 84 年的觀察期，特別引用五四時期及 

   稍後期的文人，如：周作人、胡適、郭沫若、梁實秋等人的文章。其所持理 

   由：因「1915-1922 的五四「文學革命」時期，宣導的是「人道主義」和「人 

   的文學」，其價值取向包括人性、博愛、自我個性、民主、自由、藝術自律等」 

  （吳福輝，2010）。我們想瞭解的是在這樣一個強調「我」的年代，在如此生 

   命力勃颺噴發的時空下，作家們如何與中國千百年來文學主張「文以載道」、 

   力倡文學（通俗文學除外）必須為政治服務的信念上，做小我與大我的拉鋸， 

   並在書寫間是如何稱呼自己，「我」或「我們」？ 結果發現：即便是大聲呼 

   籲以「我」為創作本位的年代，作家們書寫時仍大多以「我們」而不是「我」 

   來直指自己。比較特別的是胡適，雖然他也會用「我們」來指稱單一的「我」，  

   但更多時候，他真的是「毫不迂迴」地「『我』來『我』去」。較諸同時期的 

   文人，胡適的特殊在於他使用「我」的頻率真的比別人高太多了。那麼這種 

   現象是偶然的不經意，又或是暗藏著潛規則呢？於此，本文提出的假設是： 

   作家的個性介入文章的風格，並因之左右了書寫時是採用強調個體的「我」 

   或是弱化自己的色彩，隱身於「我們」的傘罩下。當然，我們也不排除「我」 

   在胡適文中的頻繁出現，更是胡適高舉白話大旗，身先士卒的一種「刻意而 

   為」。 但這同時，深層文化所成就的集體現象對作者是以「我們」而非「我」， 

   來指稱自己，更具普遍性的影響力。 

4.  在語料搜集和過往文本閱讀經驗中可發現：（1）對照現代中英寫作，英文 

   著述的作者自我指稱具高度統一性，即全文/書概以單一人稱（“I” 或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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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貫穿。相較之下，中文著述的人稱不一致性，常造成英語讀者的閱讀困惑。 

   而這樣的問題也發生在中文人士進行英文寫作時，因人稱的不斷跳躍更動而 

   破壞了可理解的邏輯性。更詳盡的研究可參考 TESL(Teaching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方面有關中文母語者的寫作專論。簡言之，中文寫作人稱     

   單複數的「非邏輯性」其實是可以理出脈絡的。再觀前已討論過的梁實秋 < 

   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 為例： 

  

      ￭ 資產制度有時可以造成不公平的現象，我們承認。    

      ￭ 什麼是資產階級文學，我實在是不知道；大概除了無產文學運動那一部  

        分的文學以外，古今中外的文學都可以算做資產文學罷。我們承認這個 

        名詞，我們也不懂資產階級的文學為什麼就要受攻擊？ 

 

     細讀上文，我們會發現「我」更常用於「承過」上，如「我實在是不知道」，

將責任的承擔落肩在個人的「我」上。另外，相較於英文母語人士在論述

與表意方面具有一刀切的乾脆，中文母語人士卻受深層文化（如溫良恭儉

讓）的影響，更不願意用「我」來發聲。同樣，「求中庸」的文化底蘊，也

造成「騎牆派」的寫作方式，導致論述的「沒有立場」、「不具邏輯性」。 

5.   事實上，一個常被我們所忽略的事實是：除了「集合」、「複數」外，「們」 

     一直都還有著第三個身分：「單數」，如：《現代漢語學習詞典》（繁體版）    

     所載： 「『我們』『你們』在口語中也可表示單數，如: 『這是我們一個 

     人完成的』『你們那口子真好』。」可見「們」的「單數」用法一直都存 

     在我們的日常用語上，如上述字典和本文所引的紙本語料搜集，只是被身 

     為母語人士的我們習以爲常，無意識地忽略掉了。    

 

         因著上述諸項觀察，本文將討論的觸角再延伸看英漢語的不同：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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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英語對比語義型的漢語90。潘文國（1997：115）曾將漢語和英語的語法特點

概括為：漢語語法是隱性91、柔性92，而英語語法是顯性、剛性。且由於漢語語法

上隱性的特徵使得語法單位的界限模糊不清，所以潘文國（1997）主張「對漢語

的理解是從語義出發」（頁 127-128）；又因其柔性的特徵，使得「漢語的單音節

和節奏在漢語的組詞造語乃至構建句子中有重要的作用」（頁 116）。本文略過對

漢語音節和節奏的深究，將關注放在漢語隱性和柔性特徵下所形成的語言組織法 

-- 意合93，並將其與以形合為語言組織法的英語做對照，來看「們」因不同語境

所展現的多重屬性： 

 

      意合和形合是語言組織法，所謂「形合」(hypotaxis),指借助語言形式手 

      段（包括詞彙手段和形態手段）實現詞語或句子的連接；所謂「意合」 

      (parataxis),指不借助語言形式手段而借助詞語或句子所合意義的邏輯 

      聯繫來實現它們之間的連接。前者注重語言形式上的接應(cohesion)，後 

      者注重行文意義上的連貫（coherence）。(潘文國，1997：336-337） 

 

此外，潘文國（1997：361-362）認為相異於英語民族重理性的思維習慣，形成漢

民族重悟性的哲學背景，形象化地反映在文學、繪畫、戲劇和園林建築上。而漢

語這種無法一覽無餘、一語道破的深層哲思反映在語言結構上的是語法單位界限

                                                      
 
90
 徐通鏘（1992）提出漢語是語義型語言，並以此來與西方語法型語言相對立。 

91
 潘文國（1997：118）：「語法上所謂的隱性（implicit)和顯性(explicit)是指有沒有外在的形式上 

  的標誌。」 
92
 潘文國（1997：137-138）：「所謂柔性（flexibility)就是彈性（elasticity)。一個東西，有它可以，  

  沒有它也可以，這是一種彈性；一樣東西，長一點可以，短一點也可以，可伸可縮，這又是一 

  種彈性。柔性的反面就是剛性（rigidity），該有的不能少，該長的短不了。柔性和剛性是相 

  對而言的。說英語語法是剛性的，不是說一點彈性也沒有；說漢語語法是柔性的，也不是一點 

  強制性的東西也沒有。但相對而言，漢語的柔性和英語的剛性都表現得比較強烈。」 
93
 潘文國（1997：337）：「意合和形合是各種語言都使用的連接手段，但由於語言性質不同，使 

  用的側重點也不同，英語是形態型語言，使用的形合手段遠比漢語要多；漢語是語義型語言， 

  在幾千年的重意、重神、重風骨、重淩虛的哲學和美學傳統影響下，形成了一種注重內在關 

  係、隱合關係、模糊關係的語言結構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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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糊不清，誠如潘文國（1997：116）所說，不同於西方形態型語言，語義型

漢語的語法是隱含於語言內部，且由語義自身來體現語言成分間的關係。也是這

偏重於意合的語言導向，漢語的語義理解更會因相異的語境而起了不同的有機變

化。是故，我們認為所謂「們」的定指性或集合義，有極大的可能是無法具有如

形合語言系統一刀切的斷然與乾脆。又或該說，「名詞片語+們」是否為定指或集

合義的關鍵不在「們」，而是在其前「名詞片語」中的某一定錨要素，如更具定

指性的代名詞或是上下文的語境。再看中文寫作慣以「我們」書稱明明是單人執

筆的創作者時，「們」彷彿無端又多添了表相複數/集合，實潛質為單數的含義。

綜合觀察，本文認為呂叔湘（1985）所點出：「由於種種心理作用，我們常有在

單數意義的場所用複數形式的情形｣中的「心理作用｣並不定然是楊炎華（2013）

所指稱的主動「出於某種交際策略的需要｣、「故意凸顯或者硬拉進來本來沒有的

『其他人』｣，而是言談者受深層文化所浸染出的不妄以「我｣顯文，被動而不自

知的用語。而將那「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其他人｣歸於心理上的複數存在，應會比

將之視為「非單數的同夥集合｣更為合適。只因為，那所謂的「我們」， 那由單

一的「『我』+「其他人」』中的「其他人」，究其實，是不存在的「泛指」。於此，

為求能對「們」有更全觀通澈的瞭解，本文擬於下一章節追其初源，試探窺其脈

絡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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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看「們」的初始、延展度和可能性 

      

    行文至此，我們發現眾說紛紜下「們」的身分依舊是撲朔迷離。而語言學家

們企圖從多角度切入的戮力，也實難達到說服相對立場者的目標。即便進行問卷

調查，做為證據的資料也鮮少起到「眾口鑠金」的功效。如：「每」與「們」可

否共現，就是一個可以辯論到滄海桑田的問題。再者，「們」與「每」、「輩」、「等」、

「些」、「家」的使用之間有多少差異，又有多大的可能可以共現？為釐清脈絡與

華教現場上能更掌握「們」的語義和語用，本文將溯本追源探究語綴「們」的初

始，並究義若干複數/集合實詞，盼藉「們」與諸字的比照，得以對「們」的表

義與用法有一更貼近的瞭解。 

 

      們 

     ￭ (1) 用在人稱代詞後，表示複數 ...。（2） 用同「般」、「樣」， 助 

       詞 ...。《西遊記》 三三回：「這們年紀，也死得著了。」說明：呂叔 

       湘說：「們字出現較遲，唐代文獻裡有『弭』和『偉』字，義同們 ...。 

       宋代有『懣（滿）、瞞、門（們）』...元代多作『每』，明中葉以後多 

       用『們』，以後延襲不變。」們字作般字義的現代也偶有用之。李劼人 

       《大波》第四部《難忘的一天・二》：「報上都是這們說的。」 

                                           （《漢字古今義合解字典》） 

     ￭ 用在指人的代詞或名詞後，表示複數：他~/朋友~ ...。們作詞尾，唐 

       代已見 ...。在宋代，有懣、暪、門、們等寫法 ...。元代大多寫作 

       每 ...。明代以後，們字又用得多起來《紅樓夢》第十一回：「太太~ 

       又不是常來的，娘兒~多坐一會子去，才有趣。」 

                                             （《漢字形義分析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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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附在代詞和指人的名詞後邊，表示多數：我~/人~/同學~。注意 

       a) 名詞前有數量詞時，後邊不加「們」，如不說「五個同學們」。 b) 帶 

      「們」的名詞，有時可以受數量的形容詞的修飾，如「他看到許多孩子 

       們在草地上跑著玩兒」。c) 「我們」 「你們」在口語中也可表示單數， 

       如: 「這是我們一個人完成的」「你們那口子真好」。（2）附在指物的 

       名詞後邊表示多數，屬擬人的手法：星星~眨著眼睛                

                                      （《現代漢語學習詞典》繁體版） 

 

    江藍生（2018：260-261）介紹「們」的「物」源說中談到複數詞尾「們」源

於古漢語表示類別的實詞「物」：「物」本義「雜色牛」，後轉指牛畜的毛色種類，

引申為「等類、色樣」義。之後，又從指萬物的形色種類轉指形形色色的萬有之

物，並可泛指人或事物的類別。而其從實詞「物」虛化為複數詞尾是詞義本身引

申的結果，並進而虛化為複數詞尾。 就此，如假設「們」本源於可泛指人或事

物的類別「物」，那麼又是在什麼樣的時空背景下，「們」縮義為只能與人稱詞共

現的後綴呢？ 又有多大的可能，「們」會再續前「源」擴義為可泛指人或事物的

後綴？可喜的是，張曉靜、陳澤平（2015）為我們提供一窺「們」強勁延展力的

機會。兩者就河北武邑方言所做的田野調查陳現「們」的幾種現象： 

 

￭ 名詞後附「們」 

--- 「們兒」類指人名詞再後附「們」，所指是複數。例如： 

 

(131)  恁乜哥們兒們不是挺多的啊？（你哥們兒不是挺多的嗎？） 

 

--- 此外，武邑話的「們」還可如英語複數語綴“-s”附在指物名詞（包括動物、

植物、非生物）後表複數。不過，這樣的「們」僅有複數意義，並沒有擬人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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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飾作用（張曉靜、陳澤平，2015：153）。類似現象也出現在甘肅蘭州及周邊方

言（黃伯榮，1996）和青海河州一帶方言（徐丹，2011）。  

 

--- 「們」附在表示時間、處所的名詞之後，表複數。例如： 

 

(132)  這麼些天們你不該做不完。  （這麼多天你不該做不完。） 

(133)  人他去的那地方兒們可多唵！ （人家去的地方可多啊！） 

 

--- 「們」可以後附於表示抽象事物的名詞，如： 

 

(134)  你看他那禮兒們細的。       （你看他那禮節周到的。） 

 

--- 「們」還可以後附於表示自然現象的名詞，例如： 

 

(135)  今兒這風們這個大唵！       （今兒這風這個大啊！） 

 

根據張曉靜、陳澤平（2015：154）所做的觀察： 

「『們』用於這些不可數的名詞後其附加的語法意義也許不能稱為『複數』，但與

不加『們』的形式對比，突出了物件事物的量多、程度高。」 

 

￭ 數量定語與「們」        （張曉靜、陳澤平，2015：154） 

 （武邑話中，受數量詞修飾的名詞可以再加表示複數的「們」。） 

 

(136)  他弄那好十畝地們都給種上嗹。   （他把那好幾十畝地都給種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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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詞直接後附「們」    （張曉靜、陳澤平，2015：155） 

 

(137)  這回兒請客，俺弄咾二十多桌們哩。 （......,我弄了二十多桌呢。） 

 

￭ 代詞後附「們」 

--- 人稱代詞+們：「武邑話的人稱代詞分別是『俺/咱、恁、他（她、它）』，    

  『們』只用在第三人稱，即『他們』。第一人稱代詞『俺』或 『咱』和第二 

   人稱代詞『恁』不再加『們』」。例如：（張曉靜、陳澤平，2015：155） 

 

(138)  恁先走辦，俺再玩兒會兒（你/你們先走吧，我/我們在玩兒會兒.） 

 

--- 指示代詞 + 們：其語法功能大致相當於普通話的｢些｣。例如： 

 

(139)  把這們給您办。    （把這些給你吧。） 

 

 --- 不定代詞+們：武邑方言的不定代詞有：｢誰、麼兒、幾、多少｣等，也都可 

     以後附｢們｣，表示複數。例如： 

 

(140)  多少們夠咾唵？  （多少能夠啊？） 

 

    透過張曉靜、陳澤平（2015）就河北武邑方言所做的研究，讓人不得不對 

「們」無所不能的延展力歎為觀止！除卻具有英語複數語綴“-s”的特性，「們」

更超乎其能大剌剌地附在時間、處所、抽象事物、甚至是自然現象之後。那麼，  

究竟是什麼樣的時空背景造就武邑方言「們」的奇彩與彈性？特別是武邑不是個

山高水深與世隔絕的化外之地，而是說著河北官話省份內的一村94。而「們」在

                                                      
 
94
 武邑縣位於河北省東南部、衡水市東北部，轄 7 鎮 2 鄉 1 區、524 個行政村，總面積 832 平方 

  公里，總人口 33 萬，其中農業人口 27.9 萬。基本縣情可以概括為四點：一是歷史悠久，文 

  化厚重。二是基礎薄弱，發展滯後。三是區位優越，交通便捷。四是蓄勢發展，潛力巨大。（截 

  文取自武邑縣人民政府官網（http://www.wuyi.gov.cn/col/col162/index.html） 

http://www.wuyi.gov.cn/col/col16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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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地的未來可能性又將為何？未來用語的「們」呢？是否也如很多不可分動詞組

般放鬆粘著度、日朝分離動詞走向？以「們」越來越能附加在非人指稱的名詞和

時而可見與「各」、「每」的連用等情形來看，有很大的可能是普通漢語「們」朝

「武邑們」化。這般的假設需要的是更長的時間做檢驗的試紙，期待並觀察中。 

 於此，我們再回顧先前留下的問題：「們」為何只能後接於人稱詞之後？ 如

下，將以呂叔湘（1984）的「們您俺咱喒流變簡表」和「們」的起始概要條列為

範，盼能對「們」有一統整的認識： 

 

表 5：呂叔湘（1984）的「們您俺咱喒流變簡表」 

 

                

（圖片來源：呂叔湘，1984 : 34；釋義部分見附錄七） 

 

   再將呂叔湘（1985：54-103）對「們」的系統研究列表如下，藉以一窺從

「輩」到「們」的演變脈絡： 

 

表 6：「輩」到「們」的演變脈絡 

 

用字 時代 用法 & 表義 

輩 漢以前 可用在人稱代詞後表複數 

弭/偉 唐 用在人稱代詞後表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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懣/門 北宋 人稱代詞後的複數形式 

們/每 南宋，金 人稱代詞後的複數形式 

們 明以後直到現代 專用的人稱代詞複數形式 

 

表格中諸字很明顯的共通處是：可用在人稱代詞後表複數，但語用發展走向

似乎只有「們」是專用於「人」。而「們」的「人」部首，是否表字源初始

即設定為「人」專用？如此，「們」的「每人合音說」是否可淩駕於「輩源

說」、「門源說」、「物源說」？探究「們」起源的文獻與立論衆說紛陳，今僅

聚焦於「們」和與其相關的現代常用語：每、輩、等、些、家，試圖透過彼

此之間的相關性，對「們」的語綴性質多分瞭解與把握： 

 

 ● 們    

     （形聲）（會意） 

      ￭ 從門聲，本義，作「儕輩」解，（見正字通）如我們、你們、他們、俺 

        們，乃是指人之多數而言，故從人。又以門從二戶，二為偶數，已不為  

        少，而一門之內，常居多人，更含有多的意味，們示人之多數，故從門 

        聲。 

      ￭ ［義］代附于普通名詞或代名詞下，以示其為多數之人。例人們、他們、  

        你們、我們、小姐們、學生們；又：「若是個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 

        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水滸傳·一回） 

                                       （《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們」的親屬團 

● 每人 

    Jerry Norman (1999 : 120-121) 提出「們」可能來自「每人」的合音，此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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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也出現在上列呂叔湘（1984）的簡表與概要條列中。同樣的合音揣測，也出現

在「俺、咱、恁」等字（呂叔湘：1984）。如是跟著這套邏輯走，也就能解釋「每」

何以不與「們」共現的原因：語言經濟原則。 而如「們」真是來自「每人」的

合音，更能回應其外顯的「人」部首元件，也就進一步對為何「們」（一般情況

下）只能和人稱詞共現提供一個合理的解釋。 但李藍（2013：924）也提醒文獻

調查的結果表明（附錄八）：「每」與「們」是可以出現在同一文獻中的，並推測

此共現的可能原因之一是：「人稱代詞複數標記形成初期的文白競爭情形」。那麼

隨著時間的打磨淬礪後，兩者的歷史層次更見分明，會不會就有了如謝國平（2009：

302）就詞彙變化所舉的“dog”（原指一種特別的狗）和“hound”（原是狗的

通稱）之例，終至分道揚鑣，而後有了「每」與「單數」、「們」與「複數」的各

司其職？ 而李藍所假設的第二成因，因著「戲曲小說」、「沿用前代作品」所滋

生的「每」和「們」共現是否可享有現代日常用語相同的接受度呢？就此，本文

是採保留態度，而主張維持「每」和「們」兩者語法上應是不能共現的。事實上，

漢語另有一個比「們」更具「集合」標記特徵的字：「輩」。且較之於「們」，「輩」

先行一步，很早就有了推及其他動物的用法，如「鼠輩」意指｢小人｣，為駡人的

話，指行為不正或無足輕重的人。如： 

 

     ￭ 鼠輩安敢如此                                       （《漢典》）95 

     ￭ 《舊唐書．卷一七六．李宗閔等傳．史臣曰》：「而舍彼鴻猷，狎茲鼠輩， 

       養虞卿而射利，抗德裕以報仇。」《三國演義．第一五回》：「策大怒曰： 

       鼠輩安敢與吾相等！』命斬嚴輿。」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96 

 

再看其他辭典對「輩」的注釋：  

 ● 輩 

                                                      
 
95
 https://www.zdic.net/hans/%E9%BC%A0%E8%BE%88 

96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 

https://www.zdic.net/hans/%E9%BC%A0%E8%BE%88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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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詞］ 

     ￭ 家族的世代、長幼的行次。如：「長輩」、「平輩」、「晚輩」、「前輩」。 

     ￭ 同類、同等級的人。引申為某物之類。如：「汝輩」、「鼠輩」。南朝宋． 

       劉義慶．世說新語．德行：「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 

       國！』」唐．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詩：「顧惟螻蟻輩，但自 

       求其穴。」 

     ￭ 量詞。計算輩分的單位。如：「他大我兩輩，是我的叔公。」 

       ［動詞］ 

       比較。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傳．序：「邊鳳，延篤先後為京兆尹， 

       時人以輩前世趙（廣漢）、張（敞）。」 

                                             （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97） 

再看： 

    [義]   

     ￭ 名類、等曰輩；同等班列之稱。例俗輩、鼠輩；又：「『位名殊輩』；注： 

 『輩、類也。』」（太玄·玄攡） 

     ￭ 令郡國孝子悌弟貞婦為一輩。（後漢書·王霸傳） 

     ￭ 隨輩棲遲。（後漢書·周榮傳） 

                                            （《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上列兩辭典對「輩」的詮釋焦點實有不同：呂叔湘的釋義趨向於將「輩」解義為

「複數」；相較之下，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的釋義則是以「集合」來解，如：「同類、

同等級的人」；而 《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也將「輩」解為集合義，如：「等

曰輩；同等班列之稱」。換言之，兩辭典都不是將「輩」單表「複數」來解釋。

而這也是本文所持立場：將「輩」視為有別於「們」的「集合」義詞。再細究「輩」

                                                      
 
97
 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yitia/fra/fra04083.htm 

http://dict2.variants.moe.edu.tw/yitia/fra/fra040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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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次義解釋：當其表「家族的世代、長幼的行次」時，現代用語似較能接受其後

接「們」。如：「長輩們」、「晚輩們」、「前輩們」。相較之下，當將「輩」解義為

「同類、同等級的人」或是引申為某物之類時，「輩」與「們」的共現則屬較為

罕見，如：*汝輩們/*鼠輩們。品味兩者的不同，可覺當其解為「家族的世代、

長幼的行次」時，後加「們」有拉攏言者與聽者之間的距離，此時「們」的作用

更似人際關係的軟化劑。當然，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是：「輩」字後所多添的「們」

是語言襲用下的歷史產物。因著口語「們」遠較書面語「輩」更常為人所用，人

們也就習慣在想表達複數概念時，在其名詞對象後加上「們」。而當「輩」意解

為「同類、同等的人」時，如其指稱詞為「汝」（「汝輩」、「鼠輩」：非我族類）

時並不後接「們」，應是因為沒有泯除距離的需求。更貼切地說，維持「輩」的

初始「集合」義，而斷開言者聽者的距離，是語用上的考慮。如：「鼠輩猖狂」。 

  

● 等            

     ￭ 類曰等；即種類。例「『爻有等，故曰物；』注：『等、類也。』」（易· 

       繋辭） 

     ￭ 耳目殊司，工藝異等。（何承天·答宗居士書） 

     ￭ 輩曰等；同地位者之稱。例「見同等不起。」（禮·曲禮） 

     ￭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史記·秦始皇本紀） 

     ￭ 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史記·淮陰侯列傳） 

       形樣種。例「鶯鶯怒云：『哎喲！張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這裏燒香，你     

       無故至此，你有何說？』」（西廂記·賴簡） 

                                           （《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如上辭典釋義，「等」的語用功能相當程度下，是更類似於「輩」而非「們」，也

就是說，「等」字具「集合」義，如：「類曰等，即種類」、「輩曰等」。本文除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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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視為「複數」語綴外，並認為「複數」語綴本不與「集合」詞連用。因此，

「們」不應與「等」、「家」共現，並再次引用「語言經濟原則」來解釋「爾等」

而非「*爾等們」的語用現象。也就是說，將「等」釋義為「集合」詞時，其後

再接「們」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不論是將「們」定義為「集合」或是「複數」

語綴。因為如將「們」視為「集合」語綴，則與同表「集合」義的「等」，有了

累贅的重覆，也就違反了「語言經濟原則」。又如將「們」視為「複數」語綴，

則與「集合」詞義的「等」起了同心圓似的交集重覆：外大圓的「複數」包裹著

內小圓的「集合」義。而再以「語言經濟原則」檢測之，如縮小範圍後的「集合」

義詞彙能更精準貼切地表示說話者內心所指，也就不需要再後綴範圍較寬鬆的

「複數」義「們」。也因此，無論是「等」還是「等等」皆不與「們」共現。 

 

● 些    

    [義] 

    形不定複數詞。例有些人、這些事、那些東西；又：「宋江取些碎銀子還 

    了酒錢。」（水滸傳。廿二回） 

    

如上述辭典義，「些」表複數詞。也因此，「有些人」、「這些事」、「那些東西」即

可達到語用意指功能，而「*有些人們」之所以為病句，即在其違反「語言經濟

原則」。而「些」與「們」呈互補分佈的原因可再以張曉靜、陳澤平（2015：156）

所言為證：[指示代詞+們]中的「們」，其語法功能大致相當於普通話的「些」。

例如： 

 

    副少許；表數量。例些些、些須、些許、些兒；又：「未免些些不公。」 

    （舊唐書·楊嗣復傳）      （《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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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把這們給恁办98。    （把這些給你吧。） 

 

如是這般，「這們」等義「這些」，那麼根據語言經濟原則，就斷無「這些 ...

們」出現的可能。 

 

● 家 

      [名] 

      ￭ 一門之內共同生活的人。《呂氏春秋 . 先識覽 . 察微》 ：「吳人應之 

        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 

      ￭ 學術流派。如：「儒家」、「道家」、「百家爭鳴」、「一家之言」。 

      ￭ 經營某種行業或具有某種身分的人。如：「農家」、「商家」、「店家」、「少 

        東家」。 

      ￭ 自稱或稱別人。如：「自家」、「咱家」、「哀家」、「姑娘家」、「小孩子家」、 

        「婦道人家」。 

      ￭ 量詞。計算家庭、店鋪、大型企業等的單位。如：「住戶不滿十家」、「三 

        家報社」、「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開了三家分公司。」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再將上述諸字義概簡如下： 

 

 

 

 

 

 

 

                                                      
 
98

 因不確定武邑方言的「办」是否可藉 word「簡轉繁」功能對義為「辦」，而後再推論為可對義 

  為「吧」，所以此處仍保留引用的出版原文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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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諸字不與「們」共現的原因 

 

字義 不與｢們｣共現之因 例子 

每：形容詞，「各個」99 「語言經濟原則」

（「們」是來自「每 

人」合音，所以陳述

時，不會再贅言同義

詞）  

「每人」、「每件」、「每時每

刻」 

輩：集合詞 

1  家族的世代 

2  同類同等的人 

「語言經濟原則」 1「長輩」、「平輩」、「晚   

  輩」、「前輩」 

2「汝輩」、「鼠輩」 

等：集合詞 

1  類曰等，即種類 

2  同地位者之稱 

「語言經濟原則」 ￭「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 

  藥。」（史記·秦始皇本紀） 

￭「信出門，笑曰：『生乃與 

  噲等為伍；』」（史記·淮 

  陰侯列傳） 

￭「鶯鶯怒云：『哎喲！張生 

  你是何等之人，我在這裏 

  燒香，你無故至此，你有 

  何說？』」（西廂記·賴簡） 

些：不定複數詞 「語言經濟原則」 「有些人」、「這些事」 

家：集合詞 

1 一門之內共同生活的人 

2 經營某種行業或具有某 

  種身分的人 

「語言經濟原則」 1《呂氏春秋 . 先識覽 .  

  察微》 ：「吳人應之不 

  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 

  報之，盡屠其家。」 

2 「農家」、「商家」、「店 

  家」、「少東家」 

    

    綜合上論，本文認為「家」的語用與「等」字最為貼近，有著強烈的「集合」

義，也因此，其與「們」不共現的排斥感也最甚。如：雖有「一家之言」的說法，

至今卻仍無「*眾家們之言」，而是大眾琅琅上口的「眾家之/所言」。再如，「姑

                                                      
 
99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C9TZyb&o=e0&sec=sec1&op=v&view

=0-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e9Peyc&o=e0&sec=sec1&op=sti=%22%E6%AF%8F%E4%BA%B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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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家」、「小孩子家」是（中國）普通話中的常用語，雖有「姑娘家家」100、 「小

孩子家家」101，卻無「*姑娘家們」、「*小孩子家們」。但「家家」的用法似乎只

侷限在「人」稱詞，如「*住戶不滿十家家」即成病句。以兒童用語看「家家」

疊詞將可以理解其表「親近」的語用意涵。如：「狗狗」、「車車」、「吃糖糖」。令

人好奇的是，這樣的推論是否可追溯至古代「父親」、「娘親」、「兄長」到旁稱用

語「爹爹」、「爸爸」、「媽媽」、「哥哥」等親屬稱呼？ 

    此外，這些與「們」做對照比較的字，其實存在著一個與「們」非常不同的

一點是，「這些詞還有實義，在用法上也有限制，不能視為複數詞尾」（江藍生，

2018：259）。而對漢語唯一的複數語綴「們」與諸字做辭典語源探究，能對「們」

是否與其共現有一概略的掌握：如「們」不與表集合義的「等」和「家」共現，

無論是將「們」視為「集合」或是「複數」語綴。再看同是「集合」義的「輩」，

我們感覺到的是語法的鬆動，語用效果導致「拉親近」的企圖，使得｢輩｣再添「們」

的機率增多了。只是這般的「們」與其說是語法標記，倒不如說是語用上的潤滑

劑，如「長輩們」、「晚輩們」、「前輩們」，因為詞組中的「輩」就已能充分表達

語法上的「非單數」。再看「些」與「們」的不共現，應是更簡易明瞭：只因「些」

做為「不定複數詞」的標記實在是太鮮明了。基於「語言經濟原則」，「些」與「們」

的共現就讓人起了突兀的多餘感。本文所做的語感測試題目 33-34102，也具體呈

現如此。那麼跟在「些」之後的「們」，究竟是「集合」或是「複數」語綴？就

此，本文主張既然「些」作為「不定複數詞」，其後再接個定指的「集合」語綴，

                                                      
 
100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985509337888389779.html/ 

 https://read01.com/zh-tw/oje8jQ.html#.XLfGSYkzbIU 
101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B0%8F%E5%AD%A9%E5%AD%90%E5%AE%B6%E5

%AE%B6&oq=%E5%B0%8F%E5%AD%A9%E5%AD%90%E5%AE%B6%E5%AE%B6&aqs=chr

ome..69i57.15281j0j4&sourceid=chrome&ie=UTF-8 
102
 問題 33：「這些人都是從北京來的。」 

問題 33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0 2 26 81 84 

  問題 34：「 這些人們都是從北京來的。」 

問題 34 1 強烈反對 2 不同意 3 沒意見 4 同意 5 非常同意 

選擇人數 32 70 57 17 16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985509337888389779.html
https://read01.com/zh-tw/oje8jQ.html#.XLfGSYkzbIU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B0%8F%E5%AD%A9%E5%AD%90%E5%AE%B6%E5%AE%B6&oq=%E5%B0%8F%E5%AD%A9%E5%AD%90%E5%AE%B6%E5%AE%B6&aqs=chrome..69i57.15281j0j4&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B0%8F%E5%AD%A9%E5%AD%90%E5%AE%B6%E5%AE%B6&oq=%E5%B0%8F%E5%AD%A9%E5%AD%90%E5%AE%B6%E5%AE%B6&aqs=chrome..69i57.15281j0j4&sourceid=chrome&ie=UTF-8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5%B0%8F%E5%AD%A9%E5%AD%90%E5%AE%B6%E5%AE%B6&oq=%E5%B0%8F%E5%AD%A9%E5%AD%90%E5%AE%B6%E5%AE%B6&aqs=chrome..69i57.15281j0j4&sourceid=chrome&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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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委實令人難解。而將「些」與「們」連用的情形，在日常用語中也不算罕見，

但究其實，我們似乎也只能說言者的語言寬鬆度較大，語言使用較不經濟。就此，

我們不得不再回看稍前所提到的「等」、「家」、「輩」與「們」的共現問題：先前，

本文以「語言經濟原則」做為前三字不與「們」共現的原因，但如果一定要給「們」

一個語法身分，又該是什麼呢？為解決此頭痛的問題，我們想再引「小強們」的

兩種解讀：一是「幾個叫『小強』的同名者」，詞組中的「們」為複數語綴；另

一是幾個具有小強特質的異名者，詞組中的「們」為集合語綴。就此，本文的論

述是：雖則因語境不同「小強們」會有不同的釋義，但「們」的語綴角色始終是

「複數」。造就「幾個具有小強特質的異名者」的「小強們」之所以被視為一特

定的集合，關鍵在於帶有特質的「小強」+複數語綴的「們」所指涉的對象就是 

集合的團體「小強們」。那麼，這樣的推論為什麼不可以套用在「幾個叫『小強』

的同名者」的「小強們」呢？原因在於單以同名為指稱時的「小強」是不帶特質

的中性詞，加上「們」的重點關注在於其非單數的表徵。而帶有特質的「小強們」

之所以在語感上被認為是一種「集合」，主要是因為專屬「小強」特質的指稱味

濃重到渲化單表複數的「們」，而將整個「小強們」的詞組烘托成集合感。這也

是本文一直主張將「們」視為複數語綴的主因，只因維持「們」的複數母義，而

後因語境或詞組結合關係而有集合甚或單數的子義，就可以解釋整個詞組的屬性。

在漢語教學現場中，我們總是期待能化繁為簡，幫助學生掌握住大原則的支幹後，

再添增有色的花葉，如此應較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效。再看「每」與「們」的共現

問題，雖則語感測試（附錄一：問題 36）和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附

錄二）有著相當的差異，但溯本追源的辭典釋義不僅讓我們得以一窺「們」的原

貌，更為本文所主張「們」為複數語綴的立論提供一有力的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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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們」的教學設計 

一、認識臺灣和中國漢語教材中的「們」 

 

    因著「們」是日常高頻率的使用語綴，在漢語 L1 和 L2 的學習課程上，「們」

的學習一直是被安排在初階之始。而本文的關切點是「們」的學習在以漢語為

L1 和 L2 的課程規劃上的異同，和 L1 的學習認知是否可複製到 L2 的學習上。首

以臺灣國小國語課本為觀察本，看「們」在母語學習中的被認知角色：複數或集

合語綴。以南一（附錄九）、康軒（附錄十）和翰林（附錄十一）為觀察對照本，

再以 L2 漢語學習教科書為例，概窺「們」的呈現： 

 

（一）「們」在 L1 臺灣國小教科書的｢複數｣呈現 

 

茲以南一、康軒和翰林為例： 

 

表 8：「們」在 L1 臺灣國小教科書的｢複數｣呈現 

 

出版社 「們」的本義解釋 「們」的例子 

南一 本調為「ㄇㄣˊ」，若表示複數的

詞尾，附在人稱代名詞或名詞之

後，則變讀為「 ˙ㄇㄣ」，如你

們、他們。 

我們：稱包括自己在內的幾個人。 

你們：指包括對方在內的幾個人。 

他們：第三人稱的多數，指自己和 

      對方以外的幾個人。 

康軒 助詞，常附於名詞或人稱代詞下

面，為表示多數的詞尾。變讀為

˙ㄇㄣ。如：「我們」、「朋友們」、

「孩子們」。 

我們: 指稱包括自己在內的若干   

      人。 

翰林 附於名詞或人稱代名詞下。 我們、他們。 

 

如上表格所示，｢們｣的教授在 L1 的課室中一直都是以｢複數｣（南一）、｢多數｣

（康軒）的面貌出現，而｢們｣的若干特性則是在繼後的延續教學上再做提點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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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如：｢們｣只接於人稱詞或擬人化詞之後，｢們｣與數目短語的語序問題103等。

也就是說，將｢們｣視為｢複數｣，而在複數的母義下，另旁枝出集合子義的認知對

L1 的學習是無障礙的。 

 

（二）「們」在 L2 漢語教材中的｢複數｣呈現 

 

 

表 9 : 「們」在 L2 漢語教材中的｢複數｣呈現 

 

書名 定義 例子 

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104 BF: used after pronouns 

我，你，他 or certain nouns 

denoting a group of 

persons 

你們 

PN: you (plural) 

我們 

PN：we, us 

他們 

PN: they, them 

當代中文課程 I105 (無) 我們 

N: we, us 

你們 

N: you (plural) 

實用中文讀寫 I106 BF: a suffix used to make 

human pronouns and 

nouns plural 

我們 

we, us 

Liao(聊了)107 (無) 你們 

Ihr 

(euch)/(Pers.pron.) 

我們 

Wir(uns)/(Pers.pron.) 

Hello,華語108 (無) 你們 

                                                      
 
103

 只能說｢他們三個｣，不能說｢三個他們｣。 
10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新版實用視聽華語一》，（臺北：正中書局，2008）。 
105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當代中文課程 I》，（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15）。 
106

 黃桂英、吳彰英、孫懿芬，《實用中文讀寫 I》，（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6）。 
107

 德語區漢語教學協會，《Liao（聊了）》，（Ismaning：HueberVerlag，2009）。 
108

 朱文宇、陳立芬，《Hello,華語》，（臺北：康軒文教事業，2011）。 

https://www.taaze.tw/rwd_searchResult.html?keyType%5B%5D=3&keyword%5B%5D=%E8%81%AF%E7%B6%93%E5%87%BA%E7%89%88%E4%BA%8B%E6%A5%AD%E8%82%A1%E4%BB%BD%E6%9C%89%E9%99%90%E5%85%AC%E5%8F%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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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plural) 

我們 

we, us 

他們 

they, them 

歡迎 1109 Suf (used after pronouns

我，你，他，它 or certain 

nouns to denote plurality) 

他們 

Pr (they, them) 

遠東少年中文（Level 1）110  他們的 

tāmen de 

遠東生活華語 I111  你們 

PN: you (pl.) 

我們 

PN: we, us 

他們/她們 

PN: they, them 

 

如上圖表所示，新版《實用視聽華語 1》、和《實用中文讀寫 I》都對「們」做

了最簡易的定義：附於人稱代詞和名詞後表複數，而 BF(Bound Form) 的英文釋

義更是言簡意賅道出「們」的語綴角色。 再看《歡迎 1》的釋義除了人稱代詞

「我」，「你」，「他」之外，還多了個「它」。這多添的一字，反映編寫者多

了分細膩的體貼，把「們」擬人化的情況也列入考慮。但從另一方面而言，卻也

可能會造成誤導，特別是《歡迎 1》的釋義中並沒有如《實用視聽華語 1》、和

《實用中文讀寫 I》明確標明「們」是後接於人稱代詞和名詞後表複數的語綴，

而「它」更可能造成母語為英語的漢語學習者認知上的負遷移，如：在所有物質

名詞後加上「們」。相較之下，《當代中文課程 I 》、《Liao(聊了)》、《Hello,

華語》、《遠東少年中文 1》和《遠東生活華語 I》對「們」的定義卻是逕付闕

如，而只是以「你們」、「我們」、「他們」做為範例。當然，上述的問題可能

都是我們的多慮，因為在實際的教學現場上，課堂上的漢語教師一定會將「們」

                                                      
 
109

 Howard, Jiaying、 Xu， Lanting，《歡迎》，（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10）。  
110

 吳威玲，《遠東少年中文》（Level1），(臺北：遠東圖書公司，2010)。 
111

 葉德明，《遠東生活華語 I》，(臺北：遠東圖書公司，2012)。 



doi :10.6342/NTU202002598

116 
  

與「人」的密切關聯性做大綱的提醒與點要。但以教科書的編排而言，對「們」

定義的完全忽略、又或是過於模糊地帶過，都是一種遺憾。本文的建議是對初階

1 的課程編排，可採《實用視聽華語 1》、和《實用中文讀寫 I》所做的最簡易定

義：附於人稱詞後表複數。如此，可讓學生在一開始即能迅速抓住「們」與「人」

的重要關聯，且避免初始太多的語法灌輸增添學習負擔和困惑。但我們也認為經

過巧妙的教案設計和編排，其實是有相當的彈性可以一口氣就將「們」的基本語

法限制做提綱挈領的傳授，如：「們」與數目短語、有字句、概數副詞的可否共

現等。而本文的教案設計則是另在中階課程中將「們」不同於英語“-s”的複數

用法做一特別的介紹。再看上列各教材用書給的「們」例，多以「我們」、「他

們」示之即可等義英語的主語（we, they）與賓語(us, them)。在相當程度上，

這對 L2 漢語學習者實為一大福音，大大減少了記憶的負擔。 

 

二、「們」的教案設計 

 

    本教案的設計是以中級程度的漢語學習者為對象，學生對「們」的認識僅具

備初級課程內容中的「人稱代名詞+們」，如「我們」、「你們」和「他們」。教案

的目標是在學生既有的基礎上再添以難度加深的語法功能，如「們」與數目短語

的語序，與有字句、帶有指示詞的有定短語、泛指名詞、群體量詞、集體分類詞

的共現問題等。希望學生能先藉由對「們」複數母義的瞭解，再進階到對「們」

集合子義的認知。也就是說，學生透過認識「們」所意涵的「非單數指稱對象」

到其與“-s”不同語式的區隔用法，逐步體認出「們」不同語法角色的扮演：複

數語綴和集合標記。 

 本教案的設計藉採太田辰夫的「門」源說，主因有二：一則，方便字形上的

象形記憶；二則，方便字形上的部件解說。首先，「們」的字形為由左右結構「人」

與「門」合組而成，在圖像解說上，「門」源說較諸他說都佔了視覺上的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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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將「們」拆解成「人」與「門」可同時說明「們」與「人」的重要關聯性，

並且可藉「門」的引申義，將其由原義表人們生產、生活的「家門」擴義到表多

數的人稱詞語綴「們」。本教案的設計著重在「們」的語用面向和其在漢語教學

現場上所司的功能。將整個教案設計所秉持的理念側寫於「教學行為」右旁的「教

學說明」中,希望能藉白紙黑字的平板陳述，啟動立體易懂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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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 「們」的教案設計 

使用 

教材 

Youtube 「漢語說故事」：人，門 教師 王春仁 

教學 

對象 

中級程度的漢語學習者 

(印尼籍 12 人&越南籍 8 人) 

學生 

人數 

20 人 

教學 

日期 

2019/6/30 教學 

時間 

50 分鐘 

教學 

主題 

「們」的語法和語用學習  課程 

類型 

綜合課程 

(聽說讀寫) 

教材 

分析 

「漢語說故事」為中華文化總會、中華語文知識庫和教育部國語小字

典共同開發的漢字教學動畫。以可愛人物「漢仔」就人體、生活、自

然三大類做有趣且深入淺出的字源和語義概介。 

教學 

重點 

1 「們」字部件的認識與使用：「人」和「門」 

2 「人」和「門」部件的延伸學習 

3 「們」的語法學習：「們」與數目短語、有字句、概數副詞的可否 

   共現 

教學 

目標 

1 認知領域：學會「們」的字形結構和搭配詞的選擇 

2 技能領域：能在日常用語和文章書寫時，正確地使用「們」 

3 情感領域：讓學生瞭解「們」的有無在不同語境時，所起的語感和 

  語用功能 

教學法 直接教學法、聽說教學法、溝通教學法、任務型教學法 

使用 

教具 

1 Youtube「漢語說故事」短片 

2 描紅米字格紙 20 張 

  教         學        活         動         與        過        程 

準備 

活動 

1 Youtube 「漢語說故事」的檔案準備  

2 描紅米字格紙 20 張 

3 學習單 1 & 2    

教學 

內容 

時

間 

教     學     行     為 教   學   

說   明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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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太田辰夫（1958/2003：316）的「門源說」，認為「們」來源於「門」，本來是指同一族的人。  

  江藍生（2018：260）引俞敏（1989）的解釋則為：「『家』是人們生產、生活的單位，所以 

  一提多數，人們便說『我門』，後來加人旁，就成了『們』」。 

 

課 

前 

作 

業 

： 

暖 

身 

活 

動 

  ● 認識漢字演變： 

 

1 利用漢典 http://www.zdic.net/z/15/js/4EBA.htm  

在學習單 1 上描繪出「人」的甲骨文、金文、

小篆、楷書的字形。 

 

 

（學生作業版） 

 

 

 

（教師示範版） 

 

 

 

 

2 利用漢典

http://www.zdic.net/z/27/js/9580.htm 描繪出

「門」的甲骨文、金文、小篆、楷書的字形 

 

 

（學生作業版） 

 

 

「們」字來源

眾說紛紜，依

教學便利，採

「門」源說 ,

將「們」拆解

為 「 人 」 和

「 門 」。 首

先，「人」部

件的釋圖，可

加 強 學 生 記

憶「們」與人

稱 詞 共 現 的

語法規則。再

者，教師輔以

太 田 辰 夫 和

江藍生「門源

說」112對學生

做「門」部件

與「們」的關

聯 解 說 。 如

此 ， 學 生 對

「們」的字形

和 與 人 稱 詞

合 用 的 語 法

概 念 將 有 強

化的效果。 

 

 

 

 

 

 

 

 

學

習

單

1 

 

 

 

 

 

 

 

 

 

 

 

 

 

 

http://www.zdic.net/z/15/js/4EBA.htm%20%20在學習單1
http://www.zdic.net/z/15/js/4EBA.htm%20%20在學習單1
http://www.zdic.net/z/27/js/958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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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示範版） 

 

 

課 

室 

活 

動 

 

5 

 

 

 

 

 

 

 

 

 

 

 

 

 

 

 

 

 

 2 

 

 

 

 

 

 

 

活動（一）：以米字格圖示「們」字的比例分

配、拼音和查字典時可供參考的部首介紹。 

 

1 分發描紅米字格紙一張，上有五格，學生依

教師示範圖模寫後，教師再回收做細部修改。 

 

 

 
 

 

活動（二）：觀看 Youtube「漢字說故事」短

片 

 

 

1 觀看「漢字說故事」動畫：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RpOVM

cBg4   

圖 示 各 部 件

在 米 字 格 所

佔 的 比 例 可

幫 助 學 生 臨

摹 書 寫 的 正

確練習。 

 

 

 

 

 

 

 

 

 

 

透 過 生 動 有

趣的 Youtube

「 漢 字 說 故

事」短片做寓

教 於 樂 的 學

習。兩則短片

分 別 介 紹

「們」的部件

「 人 」 和

「門」，並舉

一 反 三 地 對

「人」 部件

延 伸 出 的

描

紅

米

字

格

紙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RpOVMcBg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GRpOVMcB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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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 

 

 

 

 

 

 

 

 

 

 

 

 

 

10 

 

 

 

 

21 

 
 

 

2  請學生拿出自己已完成的課前作業（學習

單 1）並與短片中所示範的甲骨文、金文、小

篆、楷書「人」的字體演變做對照。如此，可

因影像的重複刺激增加記憶停留的時間。 

 

3  請學生利用短片中所介紹「人」的延伸字

「从」（從）、「比」、「休」各造一詞，並向全

班解釋該詞意思。 

 

4 觀看「漢字說故事」動畫：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fyAwQ

0CU 

 

 

 

5  再請學生比較自己學習單 1 上的「門」的

甲骨文、金文、小篆、楷書書寫與短片中所示

範的字體是否一致。 

 

6  請學生利用短片中所介紹「門」的延伸字

「閂」、「閃」、「間」各造一詞，並向全班解釋

該詞意思。 

 

 

活動（三）：「們」的語法介紹 

 

1 「們」表不定指的複數：他們 

「从」（從）、

「比」、「休」

和「門」部件

延 伸 出 的

「 閂 」 、

「閃」、「間」

做 介 紹 。 如

此，可達舉一

反 三 的 學 習

功效。 

 

 

￭  釋 詞 口 說

的訓練 

 

 

 

 

 

 

 

 

 

 

 

 

 

 

 

 

 

 

 

 

 

￭  以 可 愛 圖

示說明「們」

與 人 稱 詞 的

短 

片 

： 

人 

 

 

 

 

 

 

 

 

 

 

 

 

短

片 

： 

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fyAwQ0C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WfyAwQ0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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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們」與數目短語 

    現象 A:「們」在數目短語之後 

    七個他們 

 

 
    三個他們 

 

 

    現象 B:「們」在數目短語之前 

    他們七個 

 

 
    他們三個 

 

 

3 「們」與「有」字句： 

   

    有人們 

 

連用，輔以活

動 （ 一 ） 的

「們」部件釋

圖，可加強學

生記憶： 

1「們」與人

稱 詞 共 現 的

語法規則。 

2「們」與數

目 短 語 共 現

時 所 需 注 意

的順序問題 

3 「 們 」 與

「 有 」 字 句

（ 在 大 多 數

情況下）不連

用。 

4 「們」與「一

些 」、「 許

多 」、「 很

多」、「若干」

等副詞（嚴格

規定下）不連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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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七個人 

 

 
 

   有七個人們 

 

 
 

4 「們」與「一些」、「一群」、「這些」、「這群」、

「許多」、「很多」、「很少」、「若干」等詞： 

 

   一些人們/許多人們/很多人們/若干人們 

 

 

 

 

 

 

 

 

 

 

 

 

 

 

 

 

 

 

 

 

 

 

課 

後 

作 

業 

 分發家庭作業（學習單 2）給學生，並解釋所

需完成的指定事項和時間： 

 

作業（A）：請將以下句子大聲朗讀錄音並將

音檔上傳到班級課室分享版上，並想想自己朗

讀 a、b 句時，是否覺得有不同的感受。 

作業（B）：請從每題的選項中勾選（v）出最

適當的說法。 

 

1  (   ) a. 公園裡有小孩子在玩。 

   (   ) b. 公園裡有小孩子們在玩。 

2  (   ) a. 我對他們三個（人）特別好。 

(   ) b. 我對三個學生們特別好。 

3  (   ) a. 這些人剛好都是醫生們。 

(   ) b. 這些人剛好都是醫生。 

由「視聽」訓

練 導 向 「 讀

寫」學習 

 

 

￭  作業設計 :

一則，希望學

生 能 在 課 後

增 加 大 聲 朗

讀的機會。並

因 需 上 傳 至

班 網 做 分

享，而能自我

要求到「字正

腔 圓 」 的 標

學

習

單 

2 

 

 

朗

讀 

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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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回顧 

    1-7 題中，答對率如下：第 6＞ 7＞ 1＞ 4&5＞ 3＞ 2 題 。 學生回答最好的

是第 6 題，因「個」和「些」單複數的區別最是容易習得。第 7 題也得到令人滿

意的答對率，反映出學生們對「都」表個體分配的用法也掌握地很好，此應是源

於「都」在日常用語中高頻率出現的緣故。接著是第 1 題，因曾在文法講解時加

強過「有」字句不與「們」共現，所以學生都能將之應用到作答中。再看，雖然

第 3-5 題測的都是「這些」和「們」的可否共現，但第 4-5 題所獲得的答對率要

高些。究其原因應是學生對漢語繫詞的用法不是相當熟悉。此外，也需提醒學生：

雖然時可聽到「*這些+名詞+們」的用法，但自己使用時仍需遵循嚴謹的語法要

求。有趣的是針對第 2 題，印尼籍學生的答對率遠遜於越南藉學生。先以 L1 的

差別來看：越語與漢語的複數特質頗像，通常不用屈折變化來傳達非單數的概念。

113而印尼語則是以名詞重複兩次,或如英語利用數詞來形成複數形式（但都不必

像英文的名詞那樣加上複數的詞素）。114針對第 2 題兩國學生的差別答對率，本

                                                      
 
11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4%87%E6%95%B8_(%E8%AA%9E%E6%B3%95) 
114

https://www.wpchen.net/zh/posts/indonesian-language#%EF%BC%88%EF%BC%91%EF%BC%89%E8%

4  (   ) a. 老師對這些學生特別好。 

(   ) b. 老師對這些學生們特別好。 

5  (   ) a. 這些人都是從北京來的。 

(   ) b. 這些人們都是從北京來的。 

6  (   ) a. 那個人剛好都是醫生。 

   (   ) b. 那些人剛好都是醫生。 

 

7  你是大明和小玲的好朋友。今天一回宿

舍，你就聽到室友說大明和小玲都將在下個月

結婚，到時會請大家喝喜酒慶祝一下。請問你

會喝幾次喜酒？為什麼？ 

 

 (   ) a. 一次。因為大明是和小玲結婚的。 

 (   ) b. 兩次。因為大明不是和小玲結婚的。 

準。二則，幫

助 老 師 和 學

生 檢 驗 學 習

效 果 和 難

點，並據此再

做補充加強。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4%87%E6%95%B8_(%E8%AA%9E%E6%B3%95)
https://www.wpchen.net/zh/posts/indonesian-language#%EF%BC%88%EF%BC%91%EF%BC%89%E8%A4%87%E6%9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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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則較傾向另以 L2（英語）內化程度不同來解釋。教學經驗顯示：雖然越南學

生的漢語書寫和學習態度常令人激賞，但是印尼學生的英語聽說讀寫程度卻有著

大勝一籌的表現。也或是導源於 L2（英語）的負遷移，印尼學生對 2b 的接受無

礙。可惜的是，「們」到底不是“-s”，所以[*數目短語+們]即應是課堂中不被

允許的病句。也因此，如能對學生 L1 和 L2 的背景有多一分的認識，在教案設

計和課堂引導中就越能有針對性的加強和助益。 

 

 

 

 

 

 

 

 

 

 

 

 

 

 

 

 

 

 

 

 

 

 

  

                                                                                                                                                        
 
A4%87%E6%95%B8 

https://www.wpchen.net/zh/posts/indonesian-language#%EF%BC%88%EF%BC%91%EF%BC%89%E8%A4%87%E6%9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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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 學習單 1  （課前作業） 

 

 

 

 

 

 

 

表 12: 學習單 2  （課後作業） 

 

作業（A）：請將以下句子大聲朗讀錄音，並將音檔上傳到班級課室分享版上。 

       另外，也請想想自己朗讀 a、b 句時，是否覺得有不同的感受。 

作業（B）：請從每題的選項中勾選（v）出最適當的說法。 

 

1  (   ) a. 公園裡有小孩子在玩。 

   (   ) b. 公園裡有小孩子們在玩。 

2  (   ) a. 我對他們三個（人）特別好。 

(   ) b. 我對三個學生們特別好。 

3  (   ) a. 這些人剛好都是醫生們。 

(   ) b. 這些人剛好都是醫生。 

4  (   ) a. 老師對這些學生特別好。 

(   ) b. 老師對這些學生們特別好。 

5  (   ) a. 這些人都是從北京來的。 

(   ) b. 這些人們都是從北京來的。 

6  (   ) a. 那個人剛好都是醫生。 

   (   ) b. 那些人剛好都是醫生。 

 

7  你是大明和小玲的好朋友。今天一回宿舍，你就聽到室友說大明和小玲都 

   將在下個月結婚，到時會請大家喝喜酒慶祝一下。請問你會喝幾次喜酒？ 

   為什麼？ 

    (   ) a. 一次。因為大明是和小玲結婚的。 

    (   ) b. 兩次。因為大明不是和小玲結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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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本文通篇是以黃正德等（2013）對「們」的屬性定義為探討的根基，另試圖

以非定指/非集合的指稱還原「們」泛指/複數語綴的身分。立論首以確指&概指

的對立和漢語「由大到小」的語序來解釋「們」與數目短語共現時的限制。再用

漢語孤立語言特質和引介句精簡句式的要求說明「們」與有字句不常連用之因。

接著以單複數不相容和語言經濟原則分別詮釋「們」與單複數指示有定短語的不

共現。另藉助語言經濟原則、「們」的語用功能和繫詞的語法功能來解述「們」

與泛指名詞、群體量詞和集體分類詞呈互補分佈的現象。此外，並將「們」視為

一複數語綴，用來合理其與全稱量詞「都」的共現。概言之，「們」為複數標記，

而在此母義下另有集合和單數的子義。而本文之所以將「們」的語法屬性歸於「複

數」語綴，初衷是希望簡化本已繁雜的漢語語法學習，幫助已熟悉國際通用語

（lingua franca, 此處指英語）的學子在已知英語複數語綴 “-s”的語法架構上，

更容易地鋪疊出紮實的漢語能力。事實上，不論是就辭典中「們」的本義做溯本

追源，還是探究漢語母語者（L1）的幼教學習，「們」從來都是被當作「複數」

語綴來認知。如果這般的 L1 學習不曾困頓對「們」的瞭解和使用，那麼應用於

L2 的學習上應是可行的，且絕大部分 L2 漢語學習用書也是有著如此相同的反映。

而做為漢語教學者的功夫，則在於對比出「們」與“-s”之間的相異處，透過經

濟有效的練習，固化學習者的語法概念。雖然我們無法在各種不同的語言中找到

完全一致的複數用法，卻也不妨礙我們將近似但仍存在差異的用法歸類為「複數」。

最後，希望在將「們」定義為複數語綴的前提下，助益學子將已知的「複數」概

念正移植到漢語 L2 的學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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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受訪時間：               年 齡 ：                  性 別 ： 

受訪地點/方式：（如：臺北市大湖公園/面訪） 

（以下作答，請在 1-5選項做勾選「」或以「x」表示，共兩頁。謝謝您！） 

此問卷的測試目標為語法測試。旨在瞭解母語人士對

「們」、「數目短語」、「的」和「概數詞」的連用看法，

而非受訪者對問題本身的看法。所以，當您覺得測試問

題讓您覺得「怪怪的」時，您的答案可能就要從［1 強

烈反對］，或［2 不同意］中做出一最貼近的語感選擇。

謝謝您！  

1 

強 

烈

反 

對 

2 

不 

同 

意 

3 

沒

意

見 

 

4

同

意 

 

5 

非

常 

同

意 

 

1  這些梨爛了，最好把它扔了罷。      

2  這些梨爛了，最好把它們扔了罷。      

3  這些小問題老接著來，它把正事都耽擱了。      

4  這些小問題老接著來，把正事都耽擱了。      

5  這些小問題老接著來，它們把正事都耽擱了。      

6  有一群小孩子在公園裡玩。        

7  有一群小孩子們在公園裡玩。      

8  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      

9  人累了，總是要睡覺。      

10 人累了，總是要睡覺的。      

11 人們累了，總是要睡覺的。      

12 我對他們三個（人）特別好。      

13 我對小強們三個（人）特別好。      

14 我對小強他們三個（人）特別好。      

15 我對三個學生們特別好。      

16 我對學生們三個特別好。      

17 人都是會死的。      

18 人們都是會死的。      

19 人們都是好逸惡勞的，所以你也不要對自已的孩子要

求太多。 

     

20 人都是好逸惡勞的，所以你也不要對自已的孩子要求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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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您的惠予協助，祝 喜樂平安！  

此問卷的測試目標為語法測試。旨在瞭解母語人士對

「們」、「數目短語」、「的」和「概數詞」的連用看法，

而非受訪者對問題本身的看法。所以，當您覺得測試問

題讓您覺得「怪怪的」時，您的答案可能就要從［1 強

烈反對］，或［2 不同意］中做出一最貼近的語感選擇。

謝謝您！  

1 

強 

烈

反 

對 

2 

不 

同 

意 

3 

沒

意

見 

 

4

同

意 

 

5 

非

常 

同

意 

 

21 人總是聽自己想聽的話，所以忠言逆耳也是可以預見

的。 

     

22 人們總是聽自己想聽的話，所以忠言逆耳也是可以預

見的。 

     

23「我去找孩子」聽起來要比「我去找孩子們」順耳。      

24 這些人剛好都是醫生們。      

25 這些人剛好都是醫生。      

26 老師對這些學生特別好。      

27 老師對這些學生們特別好。      

28 科學家們是國家的資產。      

29 科學家是國家的資產。      

30 科學家們是國家的資產,所以我們應該尊敬他們。      

31 只期望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們，不論在開車、走路

時，都不要匆匆忙忙。 

     

32 只期望各位叔叔、伯伯、阿姨，不論在開車、走路時，

都不要匆匆忙忙。 

     

33 這些人都是從北京來的。      

34 這些人們都是從北京來的。      

35 談談孩子們遇到挫折的各位家長們，今天我們聚集在

這兒開會就是要幫助大家解決問題。 

     

36 在公立學校系統裡，我們致力於滿足每個學生們的需

求，只要有學生有這樣的一個需求，我們就得要想辦

法去回應他們。 

     

37「人總是聽自己想聽的話。」比「人們總是聽自己想 

   聽的話。」聽起來順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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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取樣時間 2019/11/03） 

說明：就 3229 條語料取前 600 條語料做觀察。其中出現「一些+人名詞片語」有

80 條，而當中「一些+人名詞片語+們」僅有 2 條，且此 2 條為重複採樣： 

 

 

說明： (48) & (78)為重複採樣 

 

26  場面，我們實在裡外不是人！還有就是應付精神異常和 一些 不得志的   

    人，這些對現今社會型態的轉變與生活壓力 

(31) 相當寂寥，院內同仁總是匆匆行過，少有人佇足，倒是 一些 外縣 

    市的中小學生旅行，或是國外來的訪問團會到此 

41  語留給聽到的人些許的感慨與心酸。座落於院外可能使 一些 人還不知 

    道，它雖然在實質上隸屬於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45  與原先計劃的路子，常有很大的差別。五十年前，曾有 一些 科學家推 

    測以後的五十年科技的進步給人類帶來的影響 

(48) 實質意義的合作研究。經過種種研究中心的設立，吸收 一些 特別  

    優秀的大學教授與研究生們參加中心的研究工作， 

56  場面，我們實在裡外不是人！還有就是應付精神異常和 一些 不得志的 

    人，這些對現今社會型態的轉變與生活壓力 

(61) 相當寂寥，院內同仁總是匆匆行過，少有人佇足，倒是 一些 外縣 

    市的中小學生旅行，或是國外來的訪問團會到此 

71  語留給聽到的人些許的感慨與心酸。座落於院外可能使 一些 人還不知 

    道，它雖然在實質上隸屬於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75  與原先計劃的路子，常有很大的差別。五十年前，曾有 一些 科學家推 

    測以後的五十年科技的進步給人類帶來的影響 

(78) 實質意義的合作研究。經過種種研究中心的設立，吸收 一些 特別 

    優秀的大學教授與研究生們參加中心的研究工作， 

(85) 來剔除我們認為不足以作為公開展出的作品，並保留 一些 認為 

    值得參展的藝術家。如果我記得沒錯，我們看了 

95  溝通但在同一個人身上深潛兩邊的畢竟不多，尤其對 一些 官員來說 

    更是如此。然而早在三百年前，康熙皇帝竟然 

97  時，她發現了一種前所未聞的最奢侈的生活。…因為 一些 重要的銀 

    行家住在太谷，所以這裡常常被稱為中國的 

106 兄一定更感動，並已經打消自殺念頭），但是總有 一些 自以為很堅強 

    的人，在那邊講風涼話：甚麼去死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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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信也只不過是宣洩罷了，現在又能做甚麼呢？我不是 一些 星座書裡 

    所寫的花花大少，我非常非常認真看待我的 

111 典型的文教區，附近有許多占地極大的平房，住著 一些 達官貴人。還有 

    一個房子門禁森嚴，外頭有兩個理平頭 

125 小軼聞膨脹而產生的，古今都一樣。光是把兩百年前的 一些 人看做是 

    擺在博物館的東西是不夠的；這些東西全是被 

131 的名詞。若大家能容納，我的目的是希望大家能注意 一些 辛苦的創 

    作者。我們一直在談獨立文化、獨立製作、 

136 有不便之處；不過這也給了我一些優惠，讓我能夠進出 一些 男人不得 

    其門而入的所在。比方說，在印度我大概可以 

156 來剔除我們認為不足以作為公開展出的作品，並保留 一些 認為值得 

    參展的藝術家。如果我記得沒錯，我們看了 

187 ，做什麼都可以，這樣是否會製造更多的紛亂？我有 一些 朋友，有錢 

    之後就像失去了追求的目標，以前都很努力 

189 時盡可能避免談及利害關係。最近我到中部去，發現 一些 生意人每 

    天都讓自己十分忙碌。每天睡到下午兩點起床 

190 都讓自己十分忙碌。每天睡到下午兩點起床，之後就約 一些 朋友吃晚 

    飯、談生意，一直到半夜兩、三點才回家， 

191 和宗教和社會上的規範有它負面的效果，反而會限制 一些 人的自由 

    創作，尤其是藝術家。這種狀況要如何尋求 

200 金沙寺裡有個和尚，性情非常閑雅而有品味，他時常和 一些 製陶的工 

    匠在一起，談一些陶藝的事。他看到陶師們把 

206 的層次差別，有些人只要吃飽、睡足就滿意了，也有 一些 人懷著「助 

    人為快樂之本」的情操，這種快樂是比較 

209 等待下一次被召見，或下一次群眾需要時再出來。所以 一些 有名的明 

    星出現時，幾萬人在捧場，下臺之後卻要服用 

210 沒有什麼好爭的。此外，正如問題所言，在非洲，有 一些 小孩生下 

    來就病死或是歷經極為窮困的一生，那麼這樣 

212 的行為來完成美國精神病院人滿為患，由於設備不夠， 一些 只是對社    

    會不致造成傷害的病患，紛紛被遣送回家 

214 ，完成了一件她認為自己要做的「關愛」的事。照顧 一些 無家可歸 

    的人，是愛的表現，是自由的抉擇；活出自己 

247 也想賺錢致富，但是賺錢成名並沒有捷徑，可笑的是， 一些 下苦功勤 

    練基本動作的人卻常常被當做傻瓜，在他們的 

248 策略。在此，筆者認為企業應容納各種人才，尤其是 一些 怪異之  

    士，不管他們的想法多荒謬、見解多怪誕，總是 

249 既有機會親近老闆，於是大行巴結逢迎之術，甚至杜絕 一些 清高特異 

    之士，結果老闆周遭全是清一色的唯唯諾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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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不可或缺」的關係，事實上並不存在。企業內部也有 一些 不可或缺 

    的靈魂人物。嚴格說來，企業是個有機體，既 

258 與團隊精神的培育需要有高度的人性技巧。筆者常聽到 一些 朋友在埋 

    怨：談專業知識與技術，他比任何人都行，但 

259 種大哥、大姊制度，對於新進的男女作業員，公司找了 一些 資深的組 

    長或領班，當他們的大哥與大姊，義務教導 

266 努力付出，去做救人的工作，父母當然很欣喜。這不像 一些 被父母溺 

    愛得讓人傷透腦筋的孩子，性情一直趨向頑劣 

268 慢慢增加為中部、南部…全省投入，我真的非常感激。 一些 國際人士 

    或者醫學界的人士到我們慈院參觀，院長介紹 

276 ，反而變本加厲，因為用錢無人管束，在外面交了 一些 酒肉朋友，出去 

    十天、八天才回來，整日留連忘返。幾 

278 急死了。還有，十年前女性司機不多，出來做生意常被 一些 流氓型的 

    司機欺負。明明要上我的車的客人，又被他們 

280 的是新潮的享受和自己的主張；「單身貴族」指的是 一些 未婚男女 

    青年，在社會上有點事業成就，經濟上頗能 

281 買什麼，想去哪裡就去哪裡，日子過得頗令人羨慕。對 一些 未婚的人 

    來說，事實上，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過如此 

286 沒有不是心有不甘，或怕觸景生情的。事實上，離婚對 一些 遇人不淑 

    的女性反而是人生最好的轉捩點。但是因為 

304 ，其他的則簡述即可。復次，在履歷表之後，不妨找 一些 瞭解你的 

    師長作為徵信人，以使未來的雇主覺得你的 

310 社會整個大動亂的時候。最明顯的例子是清末民初，有  一些 滿清 

    遺老，包括王國維這位大學問家，也自殺了，因為      

315 選擇自己的態度。童話故事為什麼影響很多人？甚至 一些 作家也承 

    認，他們到現在最喜愛看的仍是童話故事。也 

321 的轉捩點，譬如失業。失業對某些人來講很特殊，對另 一些 人來講很 

    平常，就看他對失業是不是很在乎。特殊不 

322 必要的課程是該念的。倒不一定要去學校修課，可以找 一些 哲學家的 

    書來看。看這些哲學家如何瞭解這個世界與 

345 的行動模式，也造成一種對誰都討好的印象。有時會使 一些 人產生反 

    感，認為這個人沒有自己的主見，因而引發不 

(353)，一直保持著興趣，讓我有了一些科學背景；當我看到 一些 

    唸哲學的同儕只抱住舊書堆，渾然不知今夕何夕，我心 

354 渾然不知今夕何夕，我心裏很焦急；但同樣，當我看到 一些 唸科學的 

    人，看了幾本人文書籍，便以為人文學科盡在 

(360)，一直保持著興趣，讓我有了一些科學背景；當我看到 一些  

    唸哲學的同儕只抱住舊書堆，渾然不知今夕何夕，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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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渾然不知今夕何夕，我心裡很焦急；但同樣，當我看到 一些 唸科學的 

    人，看了幾本人文書籍，便以為人文學科盡在 

369 是荷爾蒙的分泌所造成的，也就是「天性使然」。另外 一些 人則認為 

    男性的衝動是因為有「外在因素刺激」，一旦 

370 ，有些是因為宗教信仰，有些則是因為健康原因，還有 一些 人是因為 

    相信「眾生平等」或至少「所有動物都是平等 

372 ，但這可能是她們在弱勢位置上有限可用的資源。還有 一些 男人甚至 

    可以使用這種聲音來顛覆既有的性別角色。 

375 病，職業婦女大多都不願意請假做產前檢查。甚至還有 一些 雇主會強 

    迫懷孕婦女在產前離職，請假做產檢就成了想 

395 你是有決斷的人，但你的周圍的人，太不好了，盡是 一些   黑暗朋友， 

    只要你向光明路上前進一步，他們就百方要 

423 嗎？但是等啊等，就是沒看到有這種胡琴上市。後來跟 一些 拉胡琴的 

    朋友談起，知道是因為胡琴加了指板雖然可以 

425 的觀察，坐姿不夠自然正確不但發生在初學者身上，連 一些 琴齡不少 

    的學生甚至是演奏家也有這種問題。（哇！好 

431 都成立．反張量不是張量（驚訝吧！而單是這件事就讓 一些  人不爽了．在 

    廣義相對論中，人們總是必須小心不要錯 

436 又回來了．能量反張量就是從這個方法來的（至少有 一些 人是這麼 

    做的）．如果你能把方程式（３）（ 

442 如果從宇宙生成至今則大部份宇宙已成為黑洞，所以 一些 科學家指 

    出在宇宙的深處存在著白洞，當星體被黑洞 

444 ，冷冷清清…回到前面的話，我所遇到的真的是擁有 一些 優勢條件 

    的婦女，高學歷、家族顯赫等等，但是其他的 

448 教育以外，我特別提倡對西方文化要開放，我常接觸到 一些 受過教育 

    的人，連最基本的西方文化和知識都沒有，對 

456 ，有一些地方…對於發動群眾的工作還沒有做好…還有 一些 同志不注 

    意在工業方面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們把在 

463 、竹、木柴、炭、茶，還有水晶石、大理石…」可是「 一些 山區窮得 

    二十幾歲的大姑娘沒褲子穿，有的一家幾口人 

464 第一書記周惠到了卓資縣的一個村莊，發現竟然有 一些 人家外出討飯 

    還沒回鄉。按農村傳統，即使在外謀生也 

466 是大面積的，書本上根本沒有。」當有人向他匯報說 一些 老教授不 

    相信一畝地能收幾萬斤糧食時，他竟聲色俱厲 

476 「左傾者看不出…千萬人將要遭到饑饉，甚至要餓死 一些 人。」一九 

    六零年春季的一天，人粗心細的彭元帥發現 

478 了什麼程度。實際情形不是他設想的千萬人挨餓、餓死 一些 人，而是幾 

    億人挨餓，餓死了大約兩千萬人。丁抒最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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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而那為「後夫」生下的孩子從此便失去了親娘。也有 一些   甘肅婦女， 

    譬如有鐵路穿越其境的甘穀縣的婦女，很 

483 不得翻身。這是毛澤東時代的一大特徵。（當時也抓了 一些   低級幹部， 

    如通渭縣十七名縣級幹部、三十九名公社 

492 知道了，何語玫一個清秀的名字，果然名符其實。班上 一些 同學也知 

    道我喜歡上別班的女孩，他們也鼓勵我去追她 

495 不是一昧地相信教會裡的權威，他的思想影響了當時的 一些 人，歐洲天 

    文學界開始有人從事天文測量的工作，並 

570 使得沒有任何官方接觸的兩岸政府感到相當頭痛。例如 一些 原來在老 

    家已有妻子而來台後又結婚的人，如果返鄉 

578 秦檜的後代還想坐老子的車！罵完了掉頭就走。到現在 一些 姓嶽的人 

    還不肯和姓秦的通婚。我想那位車夫絕對沒有 

583 自由，形成了一個大解放的時代。在這個大變動當中， 一些 有才智的 

    人對當前的情勢有種種的看法，有種種的主張 

595 不是曹娥抱著她父親的屍體嗎﹖他立刻跑回村裡，叫來 一些 人，把曹娥 

    父女的屍體撈上來在江邊埋葬了。從此以後 

597 望著遠處的海面，盼望她哥哥的漁船出現。天亮以後， 一些 早起的村 

    人經過海，看見林默娘，都向她問好，並且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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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取樣時間 2020/01/30） 

說明：共 5000 筆，取樣前 200 筆中含「每」後加「人」的樣本 39 句，其中（24）

&(34)重覆 

 

8. 各所的協調與合作，減少各所繁瑣的事務性的工作，使 每 個研究員更能有效地發揮他們的創造力。建立學術的大 

9. 開花結果的「學者的社區」。在這「學者的社區」裡， 每 個人都有機會與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互相學習，互相 

11. 一條我們能夠非常有效地貢獻社會的一條路。中研院的 每 一個人，在這民主的社會裡，都有發表自己意見的義務 

12. 競銷大量的汽車在這地區內。雖然我們知道如果世界上 每 一個人都追隨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地球是受不了的。但 

13. 階段的討論。中央研究院將來的發展，完全依靠院內 每 一份子的共同努力，我相信我們能夠在不久的將來，定 

（24）. 時候，找個其他的時機再談，但也不要忘記了。要知道 每 個人都有談話的對象，沉默是對什麼人而言。做父母的 

（34）. 時候，找個其他的時機再談，但也不要忘記了。要知道 每 個人都有談話的對象，沉默是對什麼人而言。做父母的 

47. 開花結果的學者的社區。他說：「在這學者的社區， 每 個人都有機會與不同領域的人員互相學習，互相砥礪、 

58. 免影響公務推行各單位得視實際情形分兩梯次辦理，但 每 人以參加一梯次為限。二、活動期間：每次最長不得 

61. 不斷地發表論文來證明研究院存在的必要性﹖如何利用 每 個人獨一無二的知識與訓練來貢獻社會是值得在中研院 

62. 心理上也要開放並勇於接受批評。為了溝通學術思想， 每 個成員都該學習如何面對具各種科學背景的人來說明 

65. 園中的事務與院方關係弄清楚不久就要易人了。第二， 每 位董事對幼教的看法及事情的解決之道又因人而異， 

75. 組成的研究所裡，因為中央研究院不招收研究生，而 每 個研究人員都喜歡、習慣，或不得不主持自己的研究 

76. 喜歡、習慣，或不得不主持自己的研究計畫的情形下， 每 個研究人員，便只能與一兩位研究計劃下支持的研究 

77. 研究所的研究員的數目，從三十位增加到九十位，但是 每 個人如果還是要成為自已研究項目的主持人，那麼我們 

78. ，那麼我們還是會看到這九十個人將獨自作戰，而 每 個人都會埋怨人力的不夠。可是如果我們看到一個容有 

80. 地討論研究題目與解決問題的習慣。更重要的是，對於 每 個成員不同貢獻的評價與獎勵要公平。不能把一切成就 

81. 的研究裡，雖然大家同心協力地工作，但也該能做到 每 個人的才能與創造力都能充份發揮與發展的地步。當然 

92. 開花結果的學者的社區。他說：「在這學者的社區裡， 每 個人都有機會與不同領域的人員互相學習，互相砥礪、 

103. 免影響公務推行各單位得視實際情形分兩梯次辦理，但 每 人以參加一梯次為限。二、活動期間：每次最長不得 

106. 不斷地發表論文來證明研究院存在的必要性﹖如何利用 每 個人獨一無二的知識與訓練來貢獻社會是值得在中研院 

107. 心理上也要開放並勇於接受批評。為了溝通學術思想， 每 個成員都該學習如何面對具各種科學背景的人來說明 

110. 園中的事務與院方關係弄清楚不久就要易人了。第二， 每 位董事對幼教的看法及事情的解決之道又因人而異， 

120. 組成的研究所裡，因為中央研究院不招收研究生，而 每 個研究人員都喜歡、習慣，或不得不主持自己的研究 

121. 喜歡、習慣，或不得不主持自己的研究計畫的情形下， 每 個研究人員，便只能與一兩位研究計劃下支持的研究 

122. 研究所的研究員的數目，從三十位增加到九十位，但是 每 個人如果還是要成為自已研究項目的主持人，那麼我們 

123. ，那麼我們還是會看到這九十個人將獨自作戰，而 每 個人都會埋怨人力的不夠。可是如果我們看到一個容有 

125. 地討論研究題目與解決問題的習慣。更重要的是，對於 每 個成員不同貢獻的評價與獎勵要公平。不能把一切成就 

126. 的研究裡，雖然大家同心協力地工作，但也該能做到 每 個人的才能與創造力都能充份發揮與發展的地步。當然 

32. 共識就是所謂的基本醫學素養。我對中醫並不排斥，但 每 一個中醫都有自己的陰陽五行，各有各的解釋，由於 

134. 備有舒適座椅、幻燈機及超大螢幕的房間。助理給我們 每 人一張紙，紙上的號碼用來代替藝術家的姓名，其後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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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每人一張紙，紙上的號碼用來代替藝術家的姓名，其後 每 位藝術家有為其作品所提出的標題、媒體、及範圍。當 

138. ，我們又如何期待一群燕雀去體會鴻鵠之志呢？ 每 一位評審委員都盡其所能得找出最頂尖的藝術家。每個 

139. ？每一位評審委員都盡其所能得找出最頂尖的藝術家。 每 個人的態度都是相當真誠的。只是我們目前的藝術 

156. 個『受記』的人；最後發現，引領者就是辛克萊自己， 每 個人都可以由他自己的內在來啟示他自己。命運在共同 

176. ，但至少也要為了對方的緣故稍微為自己想一下。希望 每 一位要愛人的朋友，能有個堅強的生命，縱然在愛中 

187. ；而深一層地，它所造成社會文化空間上的擴散，更是 每 個校園分子所須注意的！很高興貴研究室的作品，能夠 

198. 人所帶動的整個運動是真正的現代運動，因為它意味著 每 個藝術家都可做任何他認為該做做的事。這是一個為 

199. 任何他認為該做做的事。這是一個為所有人發動，且向 每 一個人開放的運動。」普普藝術的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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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季淑鳳、葛文峰（2009）曾將諸家對「都」的不同看法概整如下： 

 

呂叔湘（1980） 

1. 範圍副詞，表「總括全部」 

2. 強調語氣，表「甚至」 

3. 時間副詞，表「已經」 

Cheng, L. -S（1995） 
1. 分配性全稱量詞，對複數成分進行全稱量化 

2. 極項允准詞 

王紅（2001） 
1. 表範圍 

2. 表語氣 

蔣靜（2003） 

1. 範圍副詞：總括 NP 中各項具有某一共同屬性 

2. 用極性手段表全量，此標記法並涵括「語氣」和

「時間」 

Huang（1996） 
將「都」視爲一個加合算子：一事件變量為論元，

對一組複數性的事件進行加合操作 

蔣嚴（2008） 

認爲只有一個「都」，標「全稱量化」。而所謂的「甚

至」和「已經」表意，都是從「全稱量化」的概念

推導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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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的」的軟化（親近）功能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3.51 F1:  …(2.3)而且他這樣算 sh-..瘦的 hon 

3.52 F3:  …XX<X 感覺 X>還[蠻瘦的] 

3.53 F2:  [蠻瘦的] 

3.54 F1:  (0)而且高高的 

3.55 F2: …(2.4)喵咪…(1.9)喵咪 

3.56 F1: (0)喔對給你們看 ..我我們班的小帥哥 ..我覺得他真的很

帥..長大也是會帥... 

@@...看一…@@…中間那一個 

3.57 F3:  …還蠻可愛的啊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5.422 F2:  ..連我自己都不太記得..七十六認識的啦 

5.423 M: ..啊..[喔]  

5.424 F1: [eh] 

5.425 F2:  ...七十六年認識的嘛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2.56 F2: …(0.8)然後他收集好了 

2.57 F1： ..很早就 

2.58 F2： ..他怎麼收集到的...(1.3)[我現在] 

2.59 F1： [就一直去]<L2 Seven L2>買東西啊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2.9 F1: ..那他有哭吧 

2.10 F2:  ..一定的啊..平常[那麼黏<L3 阿媽 L3>] 

2.11 F1 [如果你邀他來賞月]..他一定會哭吧..因為他又不認識

妳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2.238 F2:  (1) 我們班常態的啊..[[但是就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也 

有…(0.5) (1) 總之..就是沒辦法的..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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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的」的總結功能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2.9 F1: ..那他有哭吧 

2.10 F2:  ..一定的啊..平常[那麼黏<L3 阿媽 L3>] 

2.11 F1 [如果你邀他來賞月]..他一定會哭吧..因為他又不認識

妳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2.238 F2:  (2) 我們班常態的啊..[[但是就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也 

有…(0.5) (1) 總之..就是沒辦法的..對啊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1.346 M： ...(1.5)他真的很奇怪..他<X 上次 X>..TSK..[不知道..上

次]..他上次<X 講完 X> 

1.347 F： [他是 XX] 

1.348 M： ..就超奇怪的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2.244 F2: ..我之前還有一個同事更慘..他從三年級開始接 

2.245 F1: ..喔那很糟 

2.246 F2: ..還有一進去喔..他就接三年級 

2.247 F1: ..um 

2.248 F2: ..對啊..而且是接..很壞的那一種 

2.249 F1: ..很壞的三年級 

2.250 F2: ..很壞的 

2.251 F1:  ..那怎樣..應該被惡整之類的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3.40 F2: ..就會突顯他…比較帥 

3.41 F1: (0)對[@@] 

3.42 F2: [@@] 

3.43 F1:  …一群組長都老老的這樣..對啊因為他真的算是最年

輕的 

3.44 F2: (0)有沒有比美猴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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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3.51 F1:  …(2.3)而且他這樣算 sh-..瘦的 hon 

3.52 F3:  …XX<X 感覺 X>還[蠻瘦的] 

3.53 F2:  [蠻瘦的] 

3.54 F1:  (0)而且高高的 

3.55 F2: …(2.4)喵咪…(1.9)喵咪 

3.56 F1: (0)喔對給你們看 ..我我們班的小帥哥 ..我覺得他真的很

帥..長大也是會帥... 

@@...看一…@@…中間那一個 

3.57 F3:  …還蠻可愛的啊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7.126 F2: ..天啊怎麼會有人這麼不要臉 

7.127 F1: ..對啊 

7.128 F2: ..就說我同事是天王啊 

7.129 F1:  ..um…(0.7)可是這樣子真的蠻不要臉的 ei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10.16 F2： ...(0.6)除非是…很好睡的人..不然[[的 h-((話))]]..應該是

睡不 ch-((成))..睡不熟..睡不成的..對啊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10.128 F1： [是]怎麼樣...對..那...也不要說..啊人家只是...(0.6)真的

可能就是當同事而已..然後你就...這樣會滿困擾的..我

覺得...對啊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10.152 F1： [因為我]有朋友..她們就是...在...就是賣衣服的嘛…就

那種服飾店賣衣服的..時間到了...(0.6)另外一個同事就

來接...[[接第二]]..她們輪班嘛..第二接第二班嘛..就下

班[[[了啊]]]..對不對..那…那...通常也沒什麼好加班

的...(1.1)頂多就是...(0.8)關..如果說你是那種馬路邊..頂

多關門的時候..[[[[關門的時候]]]]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5.330 F1:  ..對啦...你們..你們的比較精彩..說一下 

5.331 F2:  ..我們的哪有精采 

5.332 F1: ...對啊..[eh 怎麼認識的] 



doi :10.6342/NTU202002598

148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5.358 F1:  ...就講..那個..你們怎麼結..你們[[怎麼]]結婚的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1.64 M: .你弟幹嘛跑去唸立德啊 

1.65 F: ...(0.7)我不知道啊...(2.3)TSK..就是不愛唸書嘛 

1.66 M: ...有到這種程度喔 

1.67 F: ..有啊..真的有好不好 

1.68 M: ...喔 

1.69 F: ...(0.6)對啊...(1.1)嘖..很慘 

1.70 M: ...(0.6)可是至少離你們家很近@ 

1.71 F:  ..但我還是覺得滿慘的...(1.3)就完全不知道他出來要幹

嘛..@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3.51 F1:  …(2.3)而且他這樣算 sh-..瘦的 hon 

3.52 F3:  …XX<X 感覺 X>還[蠻瘦的] 

3.53 F2:  [蠻瘦的] 

3.54 F1:  (0)而且高高的 

3.55 F2: …(2.4)喵咪…(1.9)喵咪 

3.56 F1: (0)喔對給你們看 ..我我們班的小帥哥 ..我覺得他真的很

帥..長大也是會帥... 

@@...看一…@@…中間那一個 

3.57 F3: …還蠻可愛的啊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3.277 F1 ..我覺得這種人就很變態..大概中年男子這樣 

3.278 F2： ..這樣…(1.0)感覺還蠻噁心的 

3.279 F1： (0)對啊超噁心 ..然後後來 ..後來我就 ...就不太敢去肯德

基..因為 n-你看連肯德基那麼多人都會這樣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2.9 F1: ..那他有哭吧 

2.10 F2:  ..一定的啊..平常[那麼黏<L3 阿媽 L3>] 

2.11 F1 [如果你邀他來賞月]..他一定會哭吧..因為他又不認識

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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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2.238 F2:  (3) 我們班常態的啊..[[但是就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也 

有…(0.5) (1) 總之..就是沒辦法的..對啊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1.430 F： ...(1.3)..其實我也不知道耶..不過那個同學就是...(0.9)他

就是..還..還會..就還蠻會自己找兼差的...(1.4)對啊..你

看..一個研究生...(0.8)然後他媽又沒有給他錢..我都一

直以為他媽有給他錢...但其實都沒有..但他可以...(3.7)

就是..三天吃掉七千塊..就他都會去找一些兼職啊..可

能那種高級診所啊..需要作什麼輔具啊...然後就按件計

酬..一個可能就一萬塊這樣 

1.431 M： ..喔..那個不是本來就滿貴的 

檔案編號 談話者 對話內容 

9.146 F2： ..然後在 ..就是數學啊理化啊還有英文 ..就所以也沒辦

法說啊..你這次就背幾個單字什麼的..多半[就是 XX] 

9.147 F3： [我不是說]那女的 ..我不是說那兩個女生 ..我說那個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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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1）白話中附於我，你，他及表人物之名詞之後，表達複數之意義，與文 

     言輩字相當者，北宋時通用懣，亦用門，南宋始有們。其後南方通語 

     沿用不變。金人始用每，元人因之。明以後們字複申其勢力於北方， 

     取每而代之。 

（2）我懣（每）合音為俺，你懣（每）合音為您，金元白話中通用之。南 

     宋人詞與話本有少數俺字，您則未見，似可假定此二字之通行區域限 

     於北方。 

（3）宋人自家一語，有（a）自己，(b)我，(c)你我三義。自家合音為咱。 

     宋人用咱之例甚少。金人白話中，（a）義之咱流為襯音，(b)(c)兩義 

     中以(c)義為主；元人反之，以(b)義為多。宋人於(c)義之自家亦有附 

     懣（門）者，在元人白話中合為咱每，又合為喒。咱與喒之通用亦限 

     於北方。 

（4）您與俺在金元白話中又引申用於單數，其辭氣似與你，我無別，而多 

     用於領格。喒亦有用於單數者，而為例較少。 

（5）元明之際，-m韻尾不克保持，您，俺，喒三字在一部分方言中變人-n 

     韻，繼續元人用例，表複數外亦引申於單數。在其他方言中則還原為 

     你每，我每，咱每，又隨同每與們之更迭而變為你們，我們，咱們； 

     然亦有同時採納 –n 韻尾之形式以應特殊用途者，如北平語之以您為 

     恭敬式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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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 在早期文獻裡，「們」與「每」共現可能反映了人稱代詞複數標記形成初

期的文白競爭情形。這種情況應該是和一些現代漢語方言一樣，「每」 「們」

都同時出現在一個方言裡，但「每」是早期的讀音，白讀音；「們」是晚

期的讀音，是文讀音。「每」「們」在同一部文獻出現實際上是語法範疇的

歷史層次現象。 

 

￭ 在戲曲、小說等文體中，由於作者要形象逼真地描摹說話者的口氣，往往

會使用符合說話者身分背景和地域特徵的詞語，這樣也會使得在同一部文

獻裡同時出現不同的人稱代詞複數標記形式。 

 

￭ 白話文獻在詞語使用上有一定的傳承性，後世作品往往沿用前代作品中使

用過的一些詞語。這可能也是「每」、「們」會在一些白話文獻裡同時出現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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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九 

（南一） 

 

 

 

 

書名：108 國小國語一上教師專用課本 

出版社：南一書局 

出版日期：民國 108 年 8 月初版 

頁碼：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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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108 國小國語新超群自修一上 

出版社：南一書局 

出版日期：民國 108 年 8 月初版 

頁碼：16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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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108 國小國語新超群自修一上 

出版社：南一書局 

出版日期：民國 108 年 8 月初版 

頁碼：1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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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 

（康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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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國小國語教師手冊第一冊（1 上）》 

出版社：康軒文教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民國 108 年 9 月初版 

頁碼：54-5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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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十一 

（翰林） 

 

 

 

 

 

書名：《國語教師手冊第一冊》 

出版社：翰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 

頁碼：172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