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州話名量詞、動量詞的不對稱句法表現

歐陽偉豪*

一、引言

廣州話可以說「個蘋果好味道J '但不可以說「次考試好難J '本文的目的就是揭示這

個不對稱的句法現象，即〔名量詞.名詞〕結構可表定指意義，而〔動量詞-名詞〕結構就不

能。另外還要審視的句型包括:表領屬關係的名詞短語，含子旬的名詞短語，以及〔形容

詞.量詞〕結構。最後，便為動量詞歸納出在這些結構中的制約條件。

上述廣州話的四個結構中，前人只集中討論名量詞的表現，而沒有考慮到動量詞與

名量詞之間的異同。首先， [名量詞，名詞〕結構除了可表達不定指的事物外(例句(1)) ，還

可用來表達定指意義(例句(2)) (張鍊強 19缸，張洪年1972 、 1989 '高話年1984 等)。

不定指〔名量詞.名詞〕

(1) 我有〔架單車J 0 (我有一部自行車。) (張洪年 1972 : 103) 

定指〔名量詞-名詞〕

(2) (架單車)唔見睦。 I (那部自行車不見了。) (張洪年 1972 : 103) 

在領屬關係方面，名量詞可直接與領有者和所屬事物連繫起來，而不需用上結構助

詞「慨J (相當於普通話「的J) (例旬3-4) 。

(3) 我H的書 (我的書) (張洪年 1972 : 92) 

(4) 我慨書 (我的書) (張洪年 1972 : 91) 

子旬在名詞短語襄也可直接透過名量詞眼名詞中心語結合起來，例句 (5) 的子旬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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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張鍊強 (1961 : 31)提及了〔量詞-名詞)作主語的用法 3 如 「條鎖匙呢? J (那條鑰匙呢?) ，但沒有指出它

起定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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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號內的

(5) (位寄俾你〕封信，樣用紅色信封套住賊。

(他寄給你的那封信 3 是用紅色信封套起來的。) (張洪年1972 : 95) 

廣州詣的最詞環可後附於形容論多構成(形容詞輸言詞)的組合多而影容詞只眼於「大/

餾j兩個(5長鏡強的祉，張淇年 1989) 。連結構在動詞短吉普襄作形容詞譜錯?如倒句 (5-6)

所示，

(5) 現張樟〔大互配。(這張桌子大 o ) (張鍊強、 1961 :訂)

(6) r輯件衫真館(組f柄。(那件衣服真/卜。) (張洪左手1989 : 761) 

以上就是廣外i話名量謂的顯著特點，問相對應的普通話例子，全部都不合譜法多兩

者的比較見於表(一)舟。

表(一卜廣外!話督權話在問餌句型中的菜異

固樹句塑 鹿鼎話 普通話

定指(最詞"名輯) 架單車暗見島生 *彈自行車不見了

領囑名揖短詩 主是目前書 *我血書

含于何名詞短語 {在寄縛你封倍 *他寄給你封信

〔形容詞.聲調〕結構 呢張樓大張 *追張桌子大張

二、動蠱詞典四個句型

動室去詞一般思於動搞錯語中 3 訐室主動作行為白色吹數，如: I故j 、 I"FJ 、 f攝J ' r問j

(主力 1980) (倒'ÍlJ(7)) 。

(7) ~柱觀頭眠幾i司(杜甫詩) (王力 l惕。:許3)

動蠶詞還有另叫借用法，就是從動詞短語捕取出來，鋒名壘詞般放進各諦短語肉眼

中心語結合 3 這點處于1'1話普通話一樣。請看例句 (8輛 12) : 

(8) 現狀考試喵故考試)

(9) 現越旅行(這次旅行)

(10) 呢輪報名(這輪報名)

(11 )呢好攻擊(這輪攻擊)

(12) 跑下暗算(擅自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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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邵敬敏(1996 : 106) 討論過動量詞也可跟名詞中心語拼入(數詞.動量詞.名詞〕結構，

如:

(13) 看了一場演出。

但同時指出這句話可分析成:

(14) (看了一場〕演出。

(1 5) 看了〔一場演出〕。

在例旬(14-15) 所顯示的歧義下， I場」起碼跟名詞中心語「演出J 的關係還很疏離，不似名

量詞跟名詞中心語那麼的緊密。 2

然而，本文屬意的名詞短語是以指示詞為首，有別於邵文的〔數詞-動量詞.名詞〕結

構，動量詞在〔指示詞-動量詞.名詞〕結構襄沒有分析上的歧義，與名詞中心語連結得很

緊密，就句型而吉，跟名量詞沒有分別。既然在名詞短語裹，量詞位置可放進名量詞和

動量詞，那麼動量詞在廣州話 會否與名量詞相似，也呈現出文初所列舉的四項結構特

徵呢?

刀三.

下面例句中〔動量詞.名詞〕結構都作為主語，可是統統都不合語法 3 如例旬 (16-20) 所

(16) *坎考試好難。(那次考試很難。)

(1 7) *趟旅行好難忘。(那次旅行很難忘。)

(1 8) *輪報名好熱鬧。(那輪報名很熱鬧。)

(19) *勻攻擊好犀利。(那輸攻擊很厲害。)

(20) *下暗算好陰險。(那回暗算很陰險。)

在領屬結構方面，動量詞亦不能組成〔名詞.動量詞名詞〕結構，請看例句 (21-25) : 

(21) * (林老師改考試〕好難。(林老師的考試很難。)
(22) 叫我趟旅行〕好難忘。(我的旅行很難忘。)

(23) * (電台輪報名〕好熱鬧。(電台的報名很熱鬧。)

(24) * (美國勻攻擊〕好犀利。(美國的攻擊很厲害。)
(25) * (黃蓉下暗算〕好陰險。(黃蓉的暗算很陰險。)

在合于旬的名詞短語稟(例旬 26-30) ，獨用動量祠把于旬與名詞中心語串連起來也令

句于不妥，如:

(26) * (肥睦好多人〕坎考試好難。(令很多人不及格的考試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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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 (令人好關心〕驢旅仟好難忘。(令人很興心的旅行很難忘。)
(28) 叫嚷'1 1 睦好多記著〕輪報名好熱醋。(吸引了很多記者的報名很熱鬧。)

(29) 叫令人好興奮〕勾技擊好厲害 Q (殺了很多人的攻擊很厲賽。)

(30) * (殺時好多人〕下暗算好陰險。{令人很興奮章的暗算很陰險。)

中餾吉普文通謊

同樣，語感不自然的情況也見於〔彤容詞“動軍揖〕結構，請看倒特 (31-35) 。如要挽蝕

句子的合法性期得m其備的形容詞語語，如: í大型j 、「大規模j 、「熱鬧卜 f陰險J 0 

(31) 嘲故考試好川大攻J / (大學J 0 (那吹考試很大製 o ) 

(32) 曾幫鸝旅衍好川大趨) / (大規模) 0 (那次旅行規模很大。:

(33) 嘲輪報名好叫大輪)/(熱罷D 0 (單位輪報名很熱鬧。}

(34) 嘲勾攻擊好川大句J / (大規模) 0 (那輪攻擊規積很大。)

(35) 蠣下暗算好川大下)/(陰險) 0 (那聞自發算很陰險。)

綜觀上碰討論，廣州諒的動量調輿於名量詢，在四個句舉結構中全不合譜法，劑者

的不對輯表現可觀括於表(二)內:

表(二) :廣州話截擊調名蠶誨的句型能較

句型結構 動盤詢 名最祠

定指〔蠶詢.名詞〕 - + 

(名詞-量吉WJ-名詞〕 + 

〔予句司暈誨，名詞) 十

〔形容揖物鞏詢〕 關颺 + 

(W峙，表示該結構合語法; W-Jl表示不合語法。〕

三、勤矗謂的制的棟件

動變說雖然可以進入名詞題話內，眼名最言是故作中心語的定語，可是語義上動最誦

始終是描述動作行為，耐不是描述具體事物。其動詞本色仍可能下放j句子中蠶探出來(倒

勾 (36-40)) : 

(36) a. 一次考試 b. 考一故試

(37) a. ~-輪報名位報…輪名

2 根據部教敏(1996 : 107) ，要錢讓詞在各淌絮語 的組兮方式很緩雜， a幸而合法時而不合法，很難確定該動

，例如-

(i) 進入了一次域。 (jj) 沒行了叫lX~'險。 (iii) *這是一﹒坎城。(iv) *這是 4次鼓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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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 一下暗算 b. ?暗一下算

(39) a. 一勻攻擊 b. ?攻一勻擊

(40) a. 一趟旅行 b. *旅→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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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個別例子的語感不太自然，甚至是不合語法(例旬 38b-4Db) ，但當中所反映的語

感是，動作行為如: r考試」、「報名J有著濃厚的動詞性成份，其形式是個動賓結構;但

假如換上了名量詞及其相配的名詞中心語，相應的例旬 (41b-43b) 則沒有→句過關，請

看:

(41) a. 一個頭果 b. *蘋一個果

(42) a. 一堆泥沙 b. *泥一堆沙

(43) a. 一桶垃圾 b. *垃一桶圾

正因「考試」、「報名J等名詞是動賓結構，所指涉的對象是動作行為，所以，不能夠

用〔動量詞.名詞〕結構把這些動作行為直接指稱過來。譬如:我們可以利用手指，指向一

輛正衝過來的汽車，說: r架車衝緊過釀! J '可是不能指著考試說: r吹考試好難! J ' 

因為考試是個動作行為，而不單純指試卷本身，因此我們可以說「份試卷好難! J 。如果

一定要運用動量詞，則應在前面加上指示詞，如: r咽吹考試好難! J這樣才能把有關動

作行為指涉過來。 3

接著的問題是，量詞的名量動量之分與指示詞的有無這項相關性 3 能否適用於領屬

結構和合子旬的名詞短語襄。

重看下面領屬結構的例句 (44-48) ，如果在動量詞前面加上指示詞，語感便回復正

常。這顯示出領屬結構裹，量詞屬動量屬名量，也跟指示詞的出現與否有關。

(44) a. *林老師吹考試 b. 林老師咽吹考試(林老師那次考試)

(45) a. *我趟旅行 b. 我嘲趟旅行(我那吹旅行)

(46) a. *電台輪報名 b. 電台嘲輪報名(電台那輪報名)

3 除了指示詞的介入，複數量詞「喲」還可拯救不合譜法的動量調結構，不過這時則需要把動量詞替換成

凹的J '有關例子如下:

(i) (目的/*次〕考試好難。(這些考試很難。)

(ii) (目的/*趟〕旅行好難忘。(這些旅行很難忘。)

(山〔目的/*輪〕報名好熱鬧。(這些報名很熱鬧。)

(iv) (目的戶下〕暗算好成功。(這些暗算很成功。)

(叫〔目的/*勻〕攻擊好犀利。(這些攻擊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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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7) 及'"美觀句攻擊

(48) a. *黃蓉下暗算

b. 美國嘲勻玫繫(美閻部輪攻擊)

b. 黃蓉嘲 FH音算(黃蓉郡的時算)

中簡吉語文通訊

同理多在含子旬的飼句(相關53) 喪，加上指示祠後別令句子葷的合法，體現了動最名

最兩者問指示誦出現與否的鞠醋。

(49) a. 叫肥島生好多人)fjz考試 枕明白是生好多人)嘲故考試伶很多人不反格的考試)

(50) a. * (令人好聞公〕蟑旅行 試〔令人好閱心〕蠣趨放行(令人很關心的旅行)

(5 1) a. 叫吸引好多記者〕輪報名 b. (暖引好多記者〕嘲輪報名(吸引了很多記咎的報名)

的2) a. 叫令人好興奮〕何攻擊 b. (令人好興奮〕嘲勻攻擊(令人很興奮的攻擊)

(53) a. * (殺睦好多人〕下暗算 b. (穀啥好多人)蠣 F暗算(殺了很多人的暗算)

餘下來的結構就是〔形容詞.童音為〕的組合，這兒不書長及指示祠的問題，間為〔影容詞

結構在鑽洞短語襄揮作，而非名詞短語襄。本節閱首提至自動蠶詞是措連動作行為 9

i話動作行為沒有大小範飽之分，研以用大小等形容詞來穆師動童音司在意義上說不鐘。可

多對名單詞來說，既描述之物是具體的事物，其外型或用還是，穗能給男主容封來傳飾其大

小範觀 3 譬如: í餾蘋果好大個j 、「桶控圾好組桶j 、 f堆搶在全好大堆J等。

現在可以歸納出動量詞在名詞妞譜、動詞短語裹的制的條件了。第一、名詞短語方

面 3 動最詞不像名軍調般能前接f會飾詣，這2、須讓指示調升入修飾語和動童福之間，才可

獲得合法的語序。這項差異舉、涉到措辭世的表達方式多館中原西很大可能是與動量詞名

最吉蓮在本質上的差異有關，前者描述動作行為，復者措述具體事物。第二、爾類最謂自

性覺不同♂縷悶影響它們在動詞聽器裝的表現。動量詞表建動作行為，沒有大小範閻耳

，故Jl:t不能受影容諦 f大/重點修飾;名量詞書長及具體事物，可受「大/細J fi會篩。有關的

歸納憶說可參看表(.:::.) : 

表(三卜動黨詞名最誨的制約關懷

句製結構 動量調 名蠶詢

名輯想語 (ø/名音是/子句〕儲量輯慟名鵲 + 
加/名詞/子句L指承謂也量詢.名詞 + 十

動詞短語 形容揖田蠶歸 - + 
出:表示沒有修飾詣，郎〔籤詞唱名詞)或〔指示誦“學歸"名詞)

閥、結語

最後多是這乎!桔黃最繭的動暈、名矗立分旱現出不對厲的句法表現，縱使動最詢猶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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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調般能夠介入名詞短語里作名詞中心語的定語，但是這個表面的相似性，背後仍隱藏

著成系統的句法差異，這差異不單分佈於名詞短語裹，還隱藏於動詞短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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