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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評價性“V-起來”結構(以下稱 “V-起來”句)為漢語語法之重要結
構，傳統語法學者如Chao (1968)、呂(1980/1999)、劉 (1998)都做
過描述。在生成語法中，對此結構進行較為全面探討的研究以Gao等
(1993)、Wang (2005)、Shyu 等(2013)及Wang (2015)為代表。雖然
各家分析在理論分析或語言事實上，都提出了新觀點，但仍然存在
一些有待商榷的問題。本計畫主張在 “NP+V-起來+XP”的格式中
，“V-起來”位於附加語位置，而XP是主要謂語。除了不具內部結
構的那一類，其他“V-起來”附加語都構成廣義描述型次要謂語
(depictive secondary predicates in a broad sense)，相當於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對於能描述參與者的狀語
(participant-oriented adjunct)之分類系統中，情景狀語
(circumstantial adjunct)/弱性自由狀語(weak free adjunct)那
一類。我們將這些帶有“V-起來”次要謂語的句子，依據主語與主
要謂語是否具有論旨關係及“V-起來”附加語短語是否帶有空算子
細分為四類。本計畫應是文獻中首次將“V-起來”附加語處理為次
要謂語，同時也是首次提出其中之次類具有難易句特性的分析，這
些都是對“V-起來”句研究的一大突破，可望更全面解釋“V-起來
”句的句法表現，並增進吾人對於(廣義)描述型次要謂語、附加語
及難易句各句法領域與相關議題的進一步瞭解。

中文關鍵詞： “V-起來”、次要謂語、描述型狀語、難易句、空算子

英 文 摘 要 ： The syntax of evaluative V-qilai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in both traditional
(Chao 1968, Lü 1980/1999, Liu 1998) and generative
approach. The latter approach is most represented by Gao et
al. (1993), Wang (2005), Shyu et al. (2013) and Wang
(2015). Despite new perspectives being offered, there still
remain problems worth considering with the previous
analyses. We propose that in the pattern “NP+V-qilai+XP”,
the V-qilai sequence is an adjunct and XP is the main
predicate. Apart from the type of V-qilai which does not
have an internal structure, we argue that the other
instances of V-qilai serve as depictive secondary
predicates in a broad sense. More specifically, under a
taxonomy of participant-oriented adjuncts in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 the V-qilai adjunct functions on a
par with circumstantial adjuncts or weak free adjuncts. We
further classify those sentences with a V-qilai secondary
predicate into four types, based on whether there is a
thematic relation between the matrix subject and predicate
in the clause and whether there is a null operator in the
periphery of the V-qilai adjunct. The project should be one
of the first analyses that treat the V-qilai adjunct as a
secondary predicate and that identify the properties of
tough constructions in V-qilai constructions.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not only further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yntax of V-qilai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but will also be expected to reveal implications for the
area of depictive secondary predicates in Universal
Grammar.

英文關鍵詞： V-qilai construction, secondary predicate, depictive, tough
construction, null operator



一、前言及研究目的 

現代漢語(以下簡稱為漢語)中， “起來”這個辭彙，除了可作為動詞外(參例

(1))，也可緊接在動詞後，張 (2009)稱之為動後成份。這種做為動後成份的 

“起來”，傳統語法稱之為 “方向補語” (Chao 1968)或趨向補語 (呂 1980/1999，

劉 1998)。呂 (1980/1999)指出 “V+起來”在例(2)-(4)分別有以下含意：表示人或

事物隨動作由下向上(參例(2))；表示動作完成，兼有聚攏或達到一定的目的、

結果的意思(參例(3))；表示動作開始，並有繼續下去的意思(參例(4))；做插入

語或句子前的一部分，有估計或著眼於某一方面的意思(參例(5))。 

 

(1) a. 他六點就起來了。 

   b. 別老躺著，起來活動活動。 

(2) a.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b. 撿起來一塊石頭。 

(3) a. 火車是一節一節連起來的。 

   b. 要把開創的精神和求實的態度結合起來。 

(4) a. 飛輪旋轉起來了。 

   b. 一句話把屋子裏的人都逗得笑了起來。 

(5) a. 看起來，這件事他不會同意的。 

   b. 這種收音機攜帶起來很方便。 

 

而劉 (1998) 對 “V+起來” 這個組合之語法及語意分類與呂(1980/1999)大

致相似，但特別將如例(5)的句子當作特殊用法，有別於 “起來” 表 “趨向、結

果、狀態” 的三層主要意義。 

本計畫的研究主題即為這種表 “估計或著眼於某一方面” 的 “V-起來”結

構。我們採取 Gao等 (1993)、Liu (2007)等學者的說法，將此類句式稱為評價

性(evaluative) “V-起來” 結構(以下稱 “V-起來”句)。 

“V-起來”句的基本格式為例(6)。 

 

(6) NP+V-起來+XP 

 

格式中的 NP經常跟 V有題元關係，常是施事(7)或受事(8)。XP通常是

AP(參(7a)/(8))，但也可是 VP，如例(7b)。 

 

(7)  a. 他跑起來飛快。 (王 2013: 56) 

    b. 阿明賭起來廢寢忘食。 

(8) 這件衣服穿起來太大。(王 2013: 56) 

 

“V-起來”前也可以出現不只一個 NP，都跟 V有論旨關係。如例(9)中，第



一個 NP是受事，第二個 NP是施事。 

 

(9) 這件衣服他穿起來太大。 

 

本計畫以“V-起來”句為研究標的，加以深入探討，同時從漢語內部句法系

統及跨語言的觀點，對這個重要句法結構作一通盤考量。本計畫之重要性在於

對文獻中這個尚未有定論的議題，進行深入研究且提出合理分析，進而探討這

個分析對普遍語法的含蘊意義。 

本計畫主張在 “NP+V-起來+XP”的格式中，“V-起來”位於附加語位置，而

XP是主要謂語。除了不具內部結構的那一類，其他“V-起來”附加語都構成廣義

描述型次要謂語(depictive secondary predicates in a broad sense)，相當於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對於能描述參與者的狀語(participant-

oriented adjunct)之分類系統中，情景狀語(circumstantial adjunct)/弱性自由狀語

(weak free adjunct)那一類。 

我們將這些帶有“V-起來”次要謂語的句子，依據主語與主要謂語是否具有

論旨關係及“V-起來”附加語短語是否帶有空算子細分為四類。本計畫應是文獻

中首次將“V-起來”附加語處理為次要謂語，同時也是首次提出其中之次類具有

難易句特性的分析，這些都是對“V-起來”句研究的一大突破，可望更全面解釋

“V-起來”句的句法表現，並增進吾人對於(廣義)描述型次要謂語、附加語及難易

句各句法領域與相關議題的進一步瞭解。 

 

二、文獻探討 

在生成語法中，對此結構進行較為全面探討的研究 (cf. Sung 1994僅討論

受事 NP位於句首的情形)，以 Gao等 (1993), Wang (2005), Shyu 等(2013)及

Wang (2015)為代表，茲依序評述如下。 

 

2.1 Gao 等 (1993) 

Gao 等(1993) 將 “V-起來”句分為三類：(i) 附加於 I’上的附加語(adjunct)

子句 (ii)子句性主語(sentential subject)的一部分，以及 (iii) 詞匯化(lexicalized)

的全句性副詞(sentential adverb)，分別參例(10)、例(11)及例(12)。 

 

(10) a. 李四做起事來很認真。 

b. [IP李四 i  [I’ [proi做起事來] [I’很認真]]] 

(11) a. 這件事做起來很費時。 

    b. [Topic這件事 i [[IP pro做起 ei來]很費時]] 

(12) a. 這個主意聽起來不錯 

    b. 聽起來這個主意不錯 

 



Gao等(1993)的研究應是生成語法學派首次對“V-起來”句進行全面探討的研

究，其分類極具啟發性，但具體分析不無再加商榷之處。子句性主語類句中，

句首受事 NP被分析為全句的主題，但是我們發現這個 NP其實上具有主語而非

主題特性。 

Tsai (2015)觀察到雖然“每個人”可以主題化，但“很少人”不行。 

 

(13) a. 每個人 i阿 Q都認為[ti會離開]。 

    b. *很少人 i阿 Q認為[ti會離開]。 

 

因此我們可以使用“很少人”的移位可能性來測試名詞位於主題或主語位

置。在“V-起來”句中，“很少+NP”可出現於句首，這顯示子句性主語類“V-起來”

句的句首受事 NP應為主語而非主題。 

 

(14) 很少文法書讀起來不費時。 

 

此外，他們也沒有解釋如例(15)的句子：“很香”描述的是句首(V的受事)NP

的特性。 

 

(15) 這朵花，張三聞起來很香。(Shyu等 2013:717) 

 

2.2 Wang (2005) 

Wang (2005) 將“V-起來”句分成三類：(i) 論元提升 (raising) (ii)主語控制

(subject control)謂語 (iii)事件謂語(event predicate) ，分別參例(16a)、例(16b)及

例(17c)。 

 

(16) a. 這件洋裝看起來很漂亮。(Wang 2005:311) 

    b. 瑪麗穿起這件洋裝來很苗條。(Wang 2005:311) 

    c. 這件洋裝穿起來很麻煩。(Wang 2005:311) 

 

論元提升類如(16a)有兩種詮釋方式，第一種為説話者確實有看到物品並給

予評價，另一種則是説話者沒有看到物品僅憑非直接的訊息給予評價，類似英

語中的 seem，但不論是哪一種詮釋方式，Wang (2005)都認爲是論元提升結構，

因爲 “起來”前的動詞並沒有做語意選擇(S-select)。在這樣的句子中，“V-起來”

是一個提升謂語，其句子結構如(17)。 

 

 

 

 



(17)  

 

 

 

 

 

 

 

 

 

 

 

 

 

主語控制類如(16b)，“V-起來”為主語控制謂語，“很苗條” 描述 “瑪麗”，

在謂語 “很苗條”前存在一個 Pro指涉 “瑪麗”，其結構如(18)。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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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謂語類如(16c)，“V-起來”爲主要謂語，不同於論元提升和主語控制

類，AP “很麻煩” 描述的不是某一名詞，而是事件“穿洋裝”，因此她將事件“穿

洋裝”分析為子句性主語(sentential subject），而“V-起來”為主要謂語，其結構如

(19)。 

 

(19) 

 

 

 

 

 

 

 

 

 

 

 

 

 

 

 

 

 

Wang (2005)認為在這一類型中，“V-起來”不像論元提升類可以省略，因爲

“V-起來”是主要謂語。在這個結構中，“V-起來”的受事論元生成於主語，其施

事論元被壓抑(suppress)，因此施事論元不能出現在“V-起來”之前，如(20)所

示。 

 

(20) *瑪麗穿起這件洋裝來很麻煩。(Wang 2005:327) 

 

我們認為Wang (2005)在理論分析及語言事實上，都提出了新觀點，但仍然

存在一些問題。首先，我們認為在理論層面，Wang的分析有太多強制規定

(stipulation)。在她對於主語控制(subject control)謂語類的分析中，“很苗條”的空

主語必須越過較近的名詞“這件洋裝”受到“瑪麗”的控制，因此這一類“V-起來”

必須強制規定(stipulate)為主語控制謂語。除此之外，在Wang (2005)的分析下，

任何一類“V-起來”句含有的子句(clause)結構，也都強制規定為 VP，而非 TP (參

(17),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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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2005)對於她所謂事件謂語類的分析，雖然相近於 Gao等(1993)的子

句性主語類，但並不完全相同。相似處在於這類句子的 AP都分析為子句性主

語的謂語，而且“V-起來”都是此子句性主語中的謂語。不同處是此子句性主語

在 Gao 等(1993)的分析中容許含有施事名詞，Wang (2005)雖正確指出此類“V-

起來”不能帶有施事名詞，但她的分析也只能強制規定“V-起來”的受事名詞必須

基底生成於主語位置。有趣的是，在Wang (2005)與 Gao等(1993)這兩個分析

中，這類句子的“V-起來”受事名詞都必須經歷主題化。如同 Gao等(1993)，

Wang (2005)也沒有解釋而只是強制規定主題化必須發生。 

除了理論方面的問題，在語言事實方面，Wang (2005)認為例(20)的句子不

好，但是這類句子 Shyu等(2013:714)卻認為是合法的，我們認同 Shyu等(2013)

的語感判斷。同時，Wang (2005)的分析也不能解釋如例(15)的句子。 

 

(15) 這朵花，張三聞起來很香。(Shyu等 2013:717) 

 

很明顯的，這類句子中，“聞起來”有其施事名詞“張三”，因此不能分析為

提升動詞；“很香”並不描述一個事件，而且描述的是賓語不是主語，因此也不

能分析為事件主語的謂語或主語控制類謂語。我們認為這類 XP描述對象為賓

語的句子對於Wang (2005)的分析形成了嚴重挑戰。 

 

2.3 Shyu 等 (2013) 

Shyu 等(2013)認為在“V-起來”句中，“V-起來”是主要謂語，依出現於“V-起

來”之後的 XP之不同功能，“V-起來”句可分成三類：(i)XP是描述性補語

(descriptive complement)，語意上是描述事件的情狀(manner) (ii) XP為主要動詞

V所選擇的小句補語中的謂語，描述主句賓語 (iii) XP是提升結構中，提升動

詞“V-起來”的補語子句。 

對於他們的描述性補語類，如例(21)，Shyu等(2013)認為類似於描述性“V-

得”句(參例(22))，其結構參例(23)。 

 

(21) 瑪麗說起英文來很流利。(Shyu等 2013:712) 

(22) 這種事，張三做得很認真。(Shyu等 2013:71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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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認真”外，“流利”、“麻煩”、“不費力”、“輕鬆”等 AP也分析為此種類

型。有趣的是，帶有 AP “麻煩”的句子如例(24)，Shyu等(2013)認為合語法，但

類似的句子(參例(20))，Wang (2005)卻認為不合法。 

 

(24) 瑪麗穿起洋裝來很麻煩。(Shyu等 2013:714) 

(20) *瑪麗穿起這件洋裝來很麻煩。(Wang 2005:327) 

 

對於他們的賓語傾向類如例(25a, b)，他們認為其結構如例(26)，類似於結

果式“V-得”句，也帶有補語結構，此補語為一小句(small clause)，AP是小句中

的謂語，其描述對象為 V的受事，也就是主句賓語。 

 

(25) a. 這朵花，張三聞起來很香。(Shyu等 2013:717) 

    b. 這首歌，瑪麗唱起來很好聽。(Shyu等 2013:713) 

(26) 

 

 

 

 

 

 

 

 

 

 

 

 

 

 

 

 

 

 

他們的提升動詞類中，“V-起來”已虛化為一個提升動詞，結構如(27)。他們

認為這類句子是基於説話者的主觀觀點對於事物給予評斷，多與感官動詞合

用。 

 

(27) [TP [這件洋裝]j看起來 [TP tj很貴]] (Shyu 等 2013: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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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yu等(2013)是近年來繼Wang (2005)後，再論(revisit) “V-起來”句這個研

究議題的重要著作，他們基本上採取了Wang (2005)提出的以“V-起來”為主要謂

語的思路，但較無其強制規定方面的問題，也提出了如例(15)的新語料，但他

們的分析仍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問題。首先，在他們的描述性補語這一類，我

們認為 XP的部分應為主要謂語，而且語意上也並不是描述事件的情狀

(manner)，如例(28)。 

 

(28) 這件事做起來沒有花很多時間。 

 

同時，描述性“V-得”句出現在“得”之後的 AP謂語，可以單獨出現，不需要

如“很”之類的修飾語，但“V-起來”句的 AP謂語，卻必須帶有此類修飾語： 

 

(29) a. 他跑得(很)快。 

b. 他說起英文來*(很)快。 

 

若採取 Grano (2012)的主張，現代漢語中“很”對於形容詞的作用就相當於

“be”在英語之類的語言中的功用，是代表了時制(tense)的存在，那麼(29a)與

(29b)的合法度差異，顯示了“V-起來”句的 AP部份是主要謂語。 

還有一些例子也無法在他們的理論架構下解釋。對於他們的賓語傾向類，

他們注意到這類句子中“V-起來”的受事名詞，絕不能留在原位，而必須移出，

參例(30): 

 

(30) *張三聞起這朵花來很香。(Shyu 等 2013:717) 

 

Shyu等(2013:713)採取 Liu (2007)的看法，認為“起來”為符合現代漢語音步

(foot)形成規律，必須在音韻部門(PF)拆解開來，Shyu等主張它們拆解開來後，

分別與動詞與賓語結合，在這樣的句子中“賓語-來”成為一個非典型指稱性賓語

(non-canonical referential object)。為了使賓語具有完全指稱性(參 Huang 2006)，

它就必須移出原位，但我們認為這個分析有待商榷。若“賓語-來”在音韻部門才

發生而成為一個非典型指稱性賓語，那麼它的不具完全指稱性如何能成為在顯

性句法部門(overt syntax)賓語必須移出原位的動機(motivation)呢？在顯性句法部

門，賓語“這朵花”無疑是一個具有完全指稱性的 NP，若是因為要避免在音韻部

門生成“賓語-來”而提早在顯性句法部門移位，就有“往前看” (look ahead) 的理

論問題。因此我們認為例(30)的不合語法無法以“賓語-來”不具完全指稱性這個

說法來解釋。 

在語言事實方面，Shyu等(2013)的分析無法涵蓋以下兩類例子：(i) Gao等

(1993), Wang (2005)分析為以事件作為主語的句子(ii) Wang (2005)分析為主語控

制類的句子。 



在前人文獻中被分析為以事件為主語的謂語 AP包括“費時”、“容易”、“棘

手” (Gao等 1993)及“麻煩” (Wang 2005)。在 Shyu等(2013)的分析中，“容易”屬

於描述賓語的次要謂語，如例(31)，“麻煩”則屬第一類，描述動詞的情狀，如例

(24)。 

 

(31) 這件事 j PROi 做起來 [PRO*i/j 很容易] (Shyu等 2013:716) 

 

對於“麻煩”這種 AP，文獻中的合法度判斷並不一致(參(20)、(24)的合法度

差異))，我們就暫不討論，但是“容易”這種 AP，卻並不總是如 Shyu等(2013)所

言描述的是名詞。如例(32)中，“容易”的對象是“推銷這款紅酒”這個事件，而非

描述“紅酒”。 

 

(32) 這款紅酒推銷起來很容易。(改寫自Wang 2015) 

 

類似的例子，如例(33a)，“很好玩”並不描述“讀這本書”的情狀，因為“很好

玩”一般來說沒有這個用法(參(33b))，它也不是描述 NP “這本書”：這本書也許

不好玩，但讀這本書的過程是好玩的。 

 

(33) a. 這本書讀起來很好玩。 

b. *他很好玩地讀這本書。 

 

此外，Shyu等(2013)同樣地不能解釋Wang (2005)所指出的 AP描述對象為

主語的句子，如例(34)。我們發現還有很多類似的例子，如例(35)。 

 

(34) 瑪麗穿起這件洋裝來很苗條。(Wang 2005:311) 

(35) 劉亦菲…笑起來嘴巴會有些怪怪的。 

    https://read01.com/m5PnDE.html 

 

2.4. Wang (2015) 

Wang (2015)主要討論兩類“V-起來”句，AVC (agentive V-qilai construction)為

有主事者的“V-起來”句，如例(36a)，而 NAVC (non-agentive V-qilai construction) 

則爲沒有主事者的“V-起來”句，如例(36b)，它們的結構分別如(37a)及(37b)。 

 

(36) a. 瑪麗唱起歌來很好聽。(Shyu 等 2013:712) 

    b. 這本書唸起來很容易。(Sung 1994:62) 

(37) a. [Subj 瑪麗] [adjunct 瑪麗k 唱i起歌j來 [ tk tj ti ]] [Pred 很好聽]  

    b. [Subj這本書] [adjunct 這本書i 唸k 起來 [ tk ti ]] [Pred 很容易]  

 



Wang (2015) 認爲“V-起來”句中的“V-起來”是句子中的附加語子句(clausal 

adjunct)，而 AP則是主要謂語，句首名詞便是真主語。AP是用來描述主語，就

語意而言，它不强調或甚至指涉到事件本身，因此句子本身不能帶有現在進行

或完成的語態。而“V-起來”附加語子句(clausal adjunct)則是一種為言談建立背景

的手段(frame-setting device)，限制了對於主語及謂語所評價的領域(evaluation 

domain)。 

在 AVC句中，附加語子句的主語與主要子句相同，因此刪略，我們可以理

解為是一個相當於大代號(Pro)的空主語。而在 NAVC句中，附加語子句“V-起

來”中，與“起來”的結合(incorporation)造成域外論元(external argument)的壓抑，

因此域內論元(internal argument)須移至主語位置。 

雖然我們同意Wang (2015)所主張的句首名詞為主語，“V-起來”為附加語，

AP為主要謂語的分析，但是他的分析仍存在以下問題。首先，這個分析不能解

釋如例(38a)句子中，主語與謂語間的語意選擇關係。 

 

(38) a. 這款紅酒推銷起來不是很容易。 

    b. ?? 這款紅酒不是很容易。 

(39) 就推銷來說，這款紅酒不是很容易。 

(40) *?就國際貿易來說，這款紅酒不是很容易。 

 

Wang (2015)主張雖然“這款紅酒”似乎與其謂語“容易”似乎沒有選擇關係(參

例(38b))，但其實是有的，這可由例(39)看出：若增加了句首附加語“就推銷來

說”， “紅酒”與“容易”就可以成為句子的主語與謂語。但值得注意的是，例(39)

中應該是在“這款紅酒”前省掉了“推銷”，因為“不是很容易”指的仍是“推銷這款

紅酒”這個事件，而非“這款紅酒”。這個說法可以由(39)與(40)的合法度差異證

明：當無法由上下文提供關於“推銷”的線索時，句子會很難解讀，因此這更加

確定了例(38a) “V-起來”句中“這款紅酒”的論旨角色(θ-role)並不全然來自主要謂

語“容易”。 

此外，Wang (2015)的分析也不能解釋如例(24)以及例(15)的句子。 

 

(24) 瑪莉穿起洋裝來很麻煩。(Shyu等 2013:714) 

(15) 這朵花，張三聞起來很香。(Shyu等 2013:717) 

 

在Wang (2015)的系統中，如例(24)的句子屬於 AVC句，“很麻煩”為主

要謂語，但此句語意應為“瑪莉穿洋裝”很麻煩而非“瑪莉”很麻煩。同樣

的，如例(15)的句子屬於 NAVC句。在這類句子中，附加語子句“V-起來”的主

語必須為移動後的域內論元，因此他的分析應無法生成如(15) 的句子。 

 

 



三、分析與論證 

本計畫主張“V-起來”句依其結構特性不同，應分為五類： 

 

(41) a. Type I  老張做起事來很認真。 

b. Type II 這件外套(老張)穿起來很大。(改寫自王 2013: 56) 

c. Type III 瑪莉穿起洋裝來很麻煩。(Shyu等 2013:714) 

d. Type IV 這款紅酒(老張)推銷起來很容易。(改寫自Wang 2015) 

e. Type V 這個主意聽起來很不錯 (Gao等 1993: 208) 

 

我們認為不論是哪一類， “V-起來”這個部分都位於附加語位置，而 AP是

主要謂語。我們主張在句法結構上，第五類中的“V-起來”不具有內部結構，因

此須與其他類“V-起來”句區隔開來。Gao等(1993)、Wang (2005)及 Shyu等 

(2013)都觀察到此類“V-起來”，V經常不能帶論元，如例(42)的“算”及“說”。我

們認為這個特點以及可以很自然出現於句首(參例(42b), (43))(vs. 第三四類不行) 

(參例(44)))的這個現象使其有別於其他四類“V-起來”句。  

 

(42) a. 他算/說起來是我的親戚。 

b. 算/說起來，他是我的親戚。(Gao等 1993: 116) 

(43) 聽起來，這個主意很不錯。 

(44) a. *穿起洋裝來，瑪莉很麻煩。 

b. * (老張)推銷起來，這款紅酒很容易。 

 

    對於此類“V-起來”，Gao等(1993)分析為辭彙化後的全句性副詞(sentential 

adverb)，而Wang (2005)、Shyu等(2013)則分析為語法化後的提升動詞。這兩個

思路的相同處在於“V-起來”都是辭彙，沒有內部結構，而不同處在於是將其分

析為全句性副詞或提升動詞。 

我們認為 Type VI “V-起來”的句法表現類似於全句性副詞，而非提升動

詞。就如同漢語全句性副詞“顯然” (參例(45b))，例(45a)中的“算起來”也不能在

否定詞“不”的範域(scope)中，而這不是提升類動詞應該有的表現(參例(45c))。因

此我們將採 Gao等(1993)的分析，認為 Type V “V-起來”是辭彙化後的全句性副

詞(sentential adverb)，而非Wang (2005)、Shyu 等(2013)所主張的提升動詞。 

 

(45) a. 他(*不)算起來(不)是我親戚。 

b. 他(*不)顯然(不)是我親戚。 

c. He doesn’t seem to be my relative. 

 

本計畫重心在於其他四類 “V-起來”句。我們主張在此四類“NP+V-起來

+XP”的格式中，NP都是主語，XP是主要謂語，XP 通常是 AP，但也可是



VP， 參例(7, 8)，而“V-起來”是附加於 T’上的附加語短語。具體結構如(46)所

示： 

 

(46) a. Type I  

[TP 老張 [T’ [CP Pro/*李四做起事來] [T’ [很認真]]]] 

b. Type II  

[TP這件外套 i [T’ [CP Opi Pro/老張穿起來 ti] [T’[很大]]]] 

c. Type III 

      [TP瑪莉[T’ [CP Pro/*小美穿起洋裝來]很麻煩]] 

d. Type IV 

[TP這款紅酒 i [T’ [CP Opi Pro/老張推銷起來 ti ] [T’[很容易]]]] 

 

這些句首名詞都是主語，而非主題。我們可以用 Tsai (2015) 的“很少+NP”

來測試。 

 

(47) a. 很少人罵起孩子來不大聲。(Type I) 

    b. 很少衣服 (小美)穿起來不合身。(Type II) 

b. 很少女生穿起禮服來不麻煩。(Type III) 

    c. 很少文法書 (一般人)讀起來不費時。(Type IV) 

 

我們主張這些“V-起來”附加語短語都是次要謂語，認為附加語能作為次要

謂語這個想法應該不令人意外。文獻中所謂的描述型次要謂語(depictive 

secondary predicate)(45-46)，傳統上就是分析為附加語(Rothstein 1983, Williams 

1980, Roberts 1988)。描述主語的附加語位置(如例(48))會高於描述賓語的附加語

位置(如例(49))。一般分析為，帶有大代號 PRO的小句(small clause)加接於 V’

上，其描述對象就是賓語，結構如例(50a)；若加接於 VP上，其描述對象就是

主語，結構如例(50b)。 

 

(48) a. John drove the car drunk. 

    b. John left the room angry. 

(49) a. John drank the coffee hot. 

b. John ate the fish raw. 

(50) a. [VP [V’ [V ate] [NP meat]] [SC [DP PRO] [AP raw]]] 

    b. [VP [VP left the room] [SC [DP PRO] [AP angry]]] 

 

但是文獻中也有學者將主要謂語及次要謂語結合為複雜謂語，使得描述型

次要謂語與結果型次要謂語(resultative secondary predicate)獲得一致性的分析，

如例(51)及(52)為 Rothstein (2003, 2004) (亦參 Cormack & Smith 1999)主張的結



構，Irimia (2005)有類似的分析，而 Pylkkänen (2002)也認為描述型謂語位於補

語位置。 

 

(51) 描述型次要謂語 

a. John [VP [V’ drove the car] drunk] 

b. Mary [VP [V’ drank the coffee hot]] 

(52) 結果型次要謂語 

John [VP [V’ painted the house red]] 

 

Asada (2012)則相當有說服力地反駁了描述型及結果型次要謂語有一致性分

析，而主張採取傳統上將描述型次要謂語生成於附加語位置的分析。Zhang 

(2001)也論證漢語中描述型次要謂語，不論是主語或賓語傾向都是位於句子的

附加語位置，而結果型次要謂語是則主要謂語的補語(cf. Bowers 1993, Hoekstra 

1988, 1992)。因此，我們認為漢語的描述型狀語顯示了漢語的附加語的確可作

為次要謂語。 

以下我們先說明這四類“V-起來”句的結構特性，再釐清“V-起來”附加語所

構成的次要謂語應相當於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對於能描述參與

者的狀語(participant-oriented adjunct)之分類系統中，相當於情景狀語

(circumstantial adjunct)/弱性自由狀語(weak free adjunct)的那一類。 

Type I 的結構相近於而不完全等同於 Gao 等(1993)提出的分析。我們主張

此類“V-起來”句的句首 NP與主要謂語 XP有論旨關係(thematic relation)，而“V-

起來”短語是(不帶空算子的)附加語，是一個未飽和的次要謂語，類似於

Rothstein (2001:116-117)所主張的主語空缺目的句，參例(53)。 

 

(53) I brought John [to entertain Mary]] 

 

我們認為這個未飽和次要謂語帶有一個空主語，Gao 等(1993)則將此類“V-

起來”短語分析為一般附加語子句。我們的證據之一來自於這種“V-起來”附加語

短語不能帶顯性主語，而描述的只能是主句主語，顯示這種短語不同於一般附

加語子句。 

 

(54) 老張*(李四)做起事來很認真。 

 

再者，如例(55b)所示，此種“V-起來”短語容許移出，句法表現不同於漢語

一般有狀語功能的附加語例(56)。這兩點都支持我們將 Type I “V-起來”短語分析

為一個帶有空主語的未飽和謂語。 

 

 



(55) a. 老張說起英文來很流利。 

    b. 英文，老張說起 __ 來很流利。 

(56) *英文，小明因為___很難，買了很多參考書。 

 

Type II “V-起來”句與 Type I 相似，句首 NP與主要謂語 XP也有論旨關係

(thematic relation)。不同處在於，Type II “V-起來” 短語在其邊緣位置帶有空算

子。空算子可經由抽象化(abstraction)將短語(phrase)轉化為語意上的謂語，因此

這種帶有空算子的短語在語意上就是某一種謂語，其外延意義(denote)為性質

(property)。比如說，被字句的“被”選擇這種帶有空算子的短語，這個空算子結

構就被理解為表面主語的次要謂語(secondary predicate)(Huang, Li & Li 2009: 

122)。若以這種方式來理解 Type II 的“V-起來”附加語短語，它因為帶有空算

子，轉化為句中的次要謂語。也正因為如此，此類“V-起來”短語可以帶有顯性

主語，不需要如同 Type I 般必須帶有空主語。 

    不同於 Type I與 Type II，Type III與 Type IV的句首 NP與主要謂語 XP並

無論旨關係(thematic relation)，因此(41c)與(41d)並不是分別指 “瑪莉很麻煩”與 

“這款紅酒很容易” 

 

(41) c. Type III 瑪莉穿起洋裝來很麻煩。(cf. *瑪莉很麻煩) 

d. Type IV 這款紅酒(老張)推銷起來很容易。(cf. *這款紅酒很容易) 

 

    我們主張 Type III 與 IV “V-起來”短語之結構與 Type I與 II類似，因此

Type III “V-起來”短語帶有空主語，不容許顯性主語(cf. Type I)，而 Type IV “V-

起來”短語帶有空算子，容許顯性主語(cf. Type II)。 

 

(46) a. Type I  

[TP 老張 [T’ [CP Pro/*李四做起事來] [T’ [很認真]]]] 

b. Type II  

[TP這件外套 i [T’ [CP Opi Pro/老張穿起來 ti] [T’[很大]]]] 

c. Type III 

      [TP瑪莉[T’ [CP Pro/*小美穿起洋裝來]很麻煩]] 

d. Type IV 

[TP這款紅酒 i [T’ [CP Opi Pro/老張推銷起來 ti ] [T’[很容易]]]] 

 

Type III 與 IV “V-起來”句與 Type I & II不同處在於這兩類“V-起來”短語需

與主要謂語 XP形成複雜謂語，這可由此類句子中 XP無法單獨充當謂語得到證

明(參例(41))。 

    根據我們的分析，Type II與 Type IV“V-起來”句的異同相當於所謂的賓語刪

略(Complement object deletion or COD)結構(參例(57a))與英語難易結構(tough 



construction)(參例(57b))之間的差異(cf. Cinque 1990)： 

 

(57) a. These flowers are pretty to look at.  

b. Linguists are easy to please. 

 

這兩類結構一般都分析為帶有空算子，但其顯著不同處在於賓語刪略結構

的主語與主要謂語間有論旨關係，而難易句則不存在此關係，這可由(58-60)三

組句子中的合法度差異性得知。 

 

(58) a. These flowers are pretty. 

b. *Linguists are easy. 

(59) a. *It is pretty to look at these flowers. 

b. It is easy to please linguists. 

(60) a. *To look at these flowers is pretty. 

b. To please linguists is easy. 

 

我們發現 Type II (參例(61a)、(62a))與 Type IV (參例(61b)、(62b))也表現出

相似差異。 

 

(61) a. 這件外套很大。 

b. *這款紅酒很容易。 

(62) a. *穿這件外套很大。 

b. 推銷這款紅酒很容易。 

 

“容易”是指“推銷紅酒”這個事件而非描述“紅酒”。相反地， “大”是指“外

套”而非指 “穿外套” 這個事件。 

小結來說，就主語與主要謂語的論旨關係而言，Type I與 Type II 存在論旨

關係，而 Type III 與 Type IV不存在此種關係。但是若考慮“V-起來”附加語短

語是否帶有空算子，Type II 與 Type IV 帶有空算子，而 Type I 與 Type III不帶

有空算子。因此，這些“V-起來”句的確有必要區分為四類不同結構。 

 

值得注意的是，英語難易類謂語與帶有空算子的補語子句(complement 

clause)形成複雜謂語(參 Poole & Keine (2015))，而在漢語 Type III與 Type IV“V-

起來”句中，難易類謂語與位於附加語位置的短語形成複雜謂語。這其實填補了

邏輯上的可能性：若附加語可作為次要謂語（如描述型次要謂語(depictive 

secondary predicate)(例(45-46))），那沒有道理它不能與難易類謂語形成複雜謂

語。 

 



接下來，我們說明“V-起來”附加語短語的性質，我們先說明它是屬於何種

描述參與者的狀語(participant-oriented adjunct)，再說明我們對於其結構的研究

方向。 

首先，我們主張它是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對於描述參與者

的狀語(participant-oriented adjunct)之分類系統中(參例(63)-(66))，相當於情景狀

語(circumstantial adjunct)的那一類。這些狀語與一般狀語(adverbial)的差異在

於，前者所指設的狀態是描述主要謂語的其中一個參與者，通常是主語或賓

語，後者則是描述事件。在此系統中，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21)

將可以作為次要謂語的狀語稱為廣義描述型狀語(depictives in the broad sense)，

而又再細分為正統描述型狀語(depictives proper)( (參例(64)))與情景狀語

(circumstantials) (參例(65))，後者亦涵蓋弱性自由狀語(weak free adjuncts) (參例

(66a))。 

 

(63) Oriented adverbials 

    a. He angrily broke the door open. (transparent) 

    b. John stupidly answered the question. (agentive) 

    c. They loaded the cart heavily. (resultative) 

(64) Depictives proper 

John left the party angry.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8) 

(65) Circumstantial adjuncts 

    I can’t work hungry.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16) 

(66) Free adjuncts 

    a. Standing on a chair, John can touch the ceiling. (weak) 

    b. Having unusually long arms, John can touch the ceiling. (strong)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20) 

     

情景狀語與主要謂語間的邏輯關係可表條件(65)、時間(67)或讓步(68)(參

Nichols 1978, 亦參 Halliday 1967, Simpson 2005)；而正統描述型狀語只呈現時

間關係(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4:19)(參(64))。 

 

(67) a. As a child he lived in Paris.  

    b. I knew him young. 

(68) Even dead I won’t forget. 

 

此外，就訊息結構來說，正統描述型狀語屬於焦點領域的一部分且經常是

句中焦點所在，而情景狀語表達的則是前設(presupposed)訊息(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4:18-19)。 

 



在句法方面，正統描述型狀語及情景狀語也有兩個不同之處(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4:17-18)：首先，前者必須在否定範疇內，而後者不需

要，例(75a))可以只否定主要謂語，但例(69b)卻不能只否定主要謂語。 

 

(69) a. As a young girl Sarah did not travel to Paris alone.  

b. They didn’t leave outraged (they left happy).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17) 

 

其次，情景狀語可出現於句首(參例(70))，而正統描述型狀語則通常出現於

主要謂語之後的位置。 

 

(70) a. Empty I can carry it. 

    b. Raw you can’t eat them. 

    c. Cold this tea isn’t good. 

    d. Hungry I can’t work.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18) 

 

此外，情景狀語與弱性自由狀語(weak free adjuncts)的表現是一致的。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先引述 Stump (1985) 的研究，認為應區分

弱性與強性自由狀語。在例(66a)中，自由狀語限制情狀詞 can的語意，猶如 “if 

he stands on a chair”，但是例(66b)的自由狀語沒有這種限制功能，而較像是表原

因 “because he has unusually long arms”，這種區別也反映在句子的衍推

(entailment)上(詳見 Stump 1985)。而且，只有暫態性謂語(stage-level predicate)才

能出現於弱性自由狀語，恆常性謂語(individual-level predicate)不行。反映在句

法環境(morphosyntactic context)上，弱性自由狀語除了如上所述能限制情態詞

外，它也可以落在句中像是頻率副詞(frequency adverb)如例(71a)或常態性/習慣

性(generic/habitual)副詞的範域如例(71b)，而強性自由狀語表達的則是一個在邏

輯上獨立於主要謂語的命題(參 Stump 1985)。因此，Himmelmann & Schultze-

Berndt (2005:22)主張，強性自由狀語雖然也描述參與者，但是獨立於主要謂語

所在的子句之外，不是次要謂語。 

 

(71) a. Lying on the beach, John sometimes smokes a pipe. 

    b. Drunk, he drives very dangerously.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21)進而指出，弱性自由狀語(weak 

free adjunct)與情景狀語在各方面的表現都極為類似，因此也應分析為次要謂

語。比如說，兩者都呈現非焦點訊息，都經常出現於表情態(modal)或常態性/習

慣性(generic/habitual)的語境中，而且表達狀語與主要謂語的條件關連



(conditional link)。 

小結來說，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21)將可以作為次要謂語的

狀語稱為廣義描述型狀語(depictives in the broad sense)，而又再細分為正統描述

型狀語(depictives proper)( (參例(64)))與情景狀語(circumstantials) (參例(65))，後

者亦涵蓋弱性自由狀語(weak free adjuncts) (參例(72a))。 

我們發現“V-起來” 附加語短語具有的特性，類似於情景狀語/ 弱性自由狀

語，而非正統描述型狀語或強性自由狀語。在訊息結構上來說，與正統描述型

狀語不同，我們討論的這四類“V-起來”，都不是焦點，呈現的是前設

(presupposed)訊息(cf. Wang 2015指出的“V-起來” 附加語為建立言談背景的手段

(frame-setting device))。在所含有的謂語部分，它們與強性自由狀語也不同，只

能含有暫態性謂語(stage-level predicate)。因此即使是通常得到恆常性 

(individual-level) 解讀的謂語如“聰明”，在“V-起來”句中，也只能得到暫態性

(stage-level)解讀(參例(72))。 

 

(72) 嬴蕩聰明起來令人耳目一新。 

https://v.qq.com/x/page/l0350nvkfp6.html 

 

在句法上，這四類“V-起來”都不能出現於否定詞的範域： 

 

(73) a. *他不做起事來很認真。(Type I)   

b. *這件外套不穿起來很大。(Type II) 

c. *瑪莉不穿起洋裝來很麻煩。(Type III) 

    d. *這款紅酒不推銷起來很容易。(Type IV) 

 

其次，就這四類“V-起來”短語能否出現於句首而言，Type I & II 基本上沒

有問題，這與情景狀語可出現於句中或句首的現象是一致的。(參(65)(70d))。而

Type III & IV “V-起來”短語不能出現於句首，我們認為是由於它與難易謂語進

一步構成複雜謂語，因此不能移出。 

 

(74) a. 做起事來，老張很認真。(Type I) 

b. ? (老張)穿起來，這件外套(顯得)很大。(Type II) 

c. * 穿起洋裝來，瑪莉很麻煩。(Type III) 

d. * (老張)推銷起來，這款紅酒很容易。(Type IV) 

(65) I can’t work hungry. 

(70d) Hungry, I can’t work. 

 

再者，即使是位於句首的“V-起來”也會落在句中像是頻率副詞(frequency 

adverb)如例(75a)或表達常態性/習慣性(generic/habitual)的範域如例(75b)。 



 

(75) a. 做起事來，他時常很認真。(Type I) 

b. 讀起來，很少文法書會很有趣。(Type II) 

 

這些“V-起來”附加語短語的語言事實，更證明了它類似於情景狀語/弱性自

由狀語，是句子的次要謂語。 

 

四、結論 

評價性“V-起來”結構(以下稱 “V-起來”句)為漢語語法之重要結構，本

計畫由漢語內部句法系統及跨語言的觀點，對評價性“V-起來”這個重要句法結

構作一通盤考量，進行深入研究。本計畫主張在 “NP+V-起來+XP”的格式

中，“V-起來”位於附加語位置，而 XP是主要謂語。除了不具內部結構的那

一類，其他“V-起來”附加語都構成廣義描述型次要謂語(depictive secondary 

predicates in a broad sense)，類似於 Himmelmann & Schultze-Berndt (2005)對於能

描述參與者的狀語(participant-oriented adjunct)之分類系統中，情景狀語

(circumstantial adjunct)/弱性自由狀語(weak free adjunct)那一類。這些帶有“V-起

來”次要謂語的句子，依據主語與主要謂語是否具有論旨關係及“V-起來”附

加語短語是否帶有空算子又可細分為四類。本計畫應是文獻中首次將“V-起

來”附加語處理為次要謂語，同時也是首次提出其中之次類具有難易句特性的

分析，這些都是對“V-起來”句研究的一大突破，可望更全面解釋“V-起來”

句的句法表現，並增進吾人對於(廣義)描述型次要謂語、附加語及難易句各句

法領域與相關議題的進一步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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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國際語言學者大會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第一屆會議於 1928 年在海牙召開，而後約每五

年召開一次，前兩屆之主辦地點為日內瓦(Geneva, 2013)及首爾(Seoul, 2008)。本屆為第

五十一屆，於南非開普敦舉行，主要籌辦單位為南非語言學學會(the Linguistics Society of 

Southern Africa)及南非開普敦大學語言學組 (the University of Cape Town’s Linguistics 

Section)。會議為期五天，舉行地點為開普敦國際會議中心 (Cape Town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Centre or CTICC)，這是我進入學界以來所參加過會期最長，參加人數也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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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多的會議，會場十分氣派，每一分組會議會場外皆有保全人員，足見會議對於維持會

議秩序之重視。 

    會議前三天為一般性質(general session)，最後兩天為學術工作坊(workshop)。前者依

主題分為：歷史語言學、語言接觸、構詞/句法/語言類型學、多語/語言教育/政策/發展、

語音/音韻、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之語言變異及變遷、語意/語用/詞彙學、手語語言

學、非洲年輕人語言、班圖語音韻、語言學之歷史與意義、印度語言、語言中的敵意：

多語研究之不同角度、世界英語之新方向等分項會場進行，後者則包括語料庫語言學、

動詞後否定之語言類型、法律語言學、結構性之興起 (the emergence of 

configurationality)、班圖語之結構助詞(particles in Bantu)等主題，可以得知學術工作坊之

題目更為聚焦，例如不是僅討論世界語言類型，而是動詞後否定形式之語言類型。由於

本人之學術研究興趣為句法學、語言變異及多語現象，因此在眾多之平行場次中選擇相

關議題聆聽。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以下演講：Pieter Muysken “Three challenges in language 

contact research”、Jochen Zeller “Derivations or constraints? Core aspects of syntax and 

morphology in competing grammatical frameworks”、Kristina Riedel “From argument to 

adjunct in the Bantu languages and beyond”, Yasuyumi Fukutomi “Integrated parenthetical 

constructions in Japanese”及 Hee-rahk Chae “The morphosyntactic status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Korean plural marker –tul”.我也聆聽了北商大黃瑞恆教授所發表的 “A comparison 

between bei passives and you pass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此外在會議中也見到以台灣

代表(delegate)參加會議並於學術工作坊發表演講之中正大學何德華教授，但可惜未遇到

同樣參加會議的台大馮宜臻教授。 

    我的演講原訂於首日 12：30─1：00舉行，由於大會所印製之紙本議程標示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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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被提前半小時。與會學者提出把字句為何會比相應之非把字句多出一個「走」字，

而一位韓國學者也提出一個例句是否可以用「自」複合詞的另一類型來分析，我都設法

解答，演講後黃瑞恆教授提出如何解釋「自滿」之類複合詞之問題，而南澳大學博士班

的李璇同學也前來致意，我們交換了一些討論，我將把這些問題都納入撰寫期刊論文之

考量。 

 

二、與會心得 

國際語言學者大會歷史悠久，與會學者眾多，盛況空前，承辦此類盛大會議，殊為

不易，雖有些疏失，但瑕不掩瑜，仍要感謝主辦單位的辛勞。大會安排了充分的茶

歇時間與午餐時間，給予與會學者充份的交流機會，而所接受發表的論文品質幾乎

都在水準以上，為一極成功之學術會議。聽聞中正大學何德華教授將代表台灣爭取

籌辦下一屆會議，在此衷心希望台灣能獲得此舉辦機會，相信對於增加台灣國際能

見度及台灣語言學者之學術宏觀及國際觀視野，必有極大助益。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Reflexive verbs, which refer to verbs whose direct objects are the same as their subjects, 

are extensively used in languages like Romance, Slavic and Hebrew. There are languages that 

have explicit morphology or syntax to transform a verb into a reflexive form.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morpheme zi is used to form a reflexive verb, as illustrated in (1).  

 

(1) Zhangsan  zi-sha-le. 

 Zhangsan  SELF-kill-Asp 

‘Zhangsan killed himself.’ 

 

However, in addition to this usage, zi can also be employed to form a verb and give to the verb 

an extra meaning of “by oneself”, as shown in (2).  

 

(2)  Zhangsan  zi-xue  zhongwen. 

 Zhangsan  SELF-learn Chines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rphology_(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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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san learns Chinese by himself.’ 

 

In this paper, we will investigate derivation of both types of zi-verbs in Chinese, arguing for a 

syntactic approach. We will show that reflexive zi-verbs are derived by syntactic noun 

incorporation (cf. Baker 1988), involving transitive verbs underlyingly, contra the intransitive 

analyses which are generally claimed for Romance reflexive verbs (e.g. Grimshaw 1990, 

Reinhart & Siloni 2005). The fact that zi retains the meaning of “self” in both types of zi-verbs 

supports our claim that unlike se in French, zi is not a grammatical but a content morpheme. 

As further support of our syntactic approach, we argue against two representative analyses of 

zi-verbs in the literature, Kao (1993) and Lin (2010), both of which derive the zi-verbs in the 

lexicon. New facts like (3) will be presented against the lexicon approach, but in favor of the 

syntactic approach.  

 

(3) Zhangsan  zi-bai-le    zuixing. 

 Zhangsan    SELF-confess-Asp crime 

 ‘Zhangsan confessed about the crime of himself.’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will be shown to argue for a transitive approach to reflexive verbs in 

Chinese, an approach that is discarded for se-verbs in French (e.g. Kayne 1975).    

 

Selected references 

Kao, Rong-Rong. 1993. Grammatical Relations and Anaphoric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Taipei: Crane. 

Lin, Shi-Yue Jeff. 2010. On Reflexivity and Reflexive Predicate in Mandarin Chinese. MA 

thesi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Reinhart, Tanya and Tal Siloni. 2005. The Lexicon-Syntax parameter: reflexivization and 

other arity operations. Linguistic Inquiry 36.3:389-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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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會議經過 

第五十一屆歐洲語言學年會於 107 年 8 月 29 日至 107 年 9 月 1 日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

召開。我於會議前一天抵達塔林，下午 4點前往會場先行完成註冊。第二天一早 9點參

加開幕式及會長主題演講。在上午茶敘時間結束後，旋即開始 12 組平行場次演講。我

選擇聆聽  “Morphosyntax” 這一場次。而午飯過後，我參加了  “Preverbal indefinite 

subjects” 這一場次，本場次第三場演講為留歐中國青年學者劉暢發表，講題為： 

“Numeral indefinite subjects in Mandarin Chinese”. 下午茶敘過後，我聆聽 “Pragmatics”

這組演講，台灣中山大學徐淑瑛教授為第一位講者，講題為： “Even: syntax-pra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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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ches and mismatches”. 第一日議程結束後，大會安排歡迎茶會，晚間 7點在舊城區舉

行，需自行搭車前往。第二日議程於 9點開始，我參加 “Semantics” 這一場次，聆聽徐

淑瑛教授另一場演講：講題為： “Approximative cha(yi)dian, chabuduo and jihu in Mandarin 

Chinese”。我的報告是海報場次，於上午茶敘時間同時舉行，共有 37個海報共聚一堂，

進行展演討論。我的海報論文承蒙貝羅貝教授駐足瞭解，並給予意見，還有研究 Hill Mari

語寄生空位結構的學者專程過來想瞭解本論文所討論的「不對稱處」(asymmetries)為何。

為時一個鐘頭的展演結束後，我參觀其他海報的展出，有幸碰到有些海報作者仍然在

場，因此可以聽他們講解其論文。印象頗為深刻的是：Hideki Kishimoto 報告的 “Syntactic 

differences between ECM and ECM-like constructions in Japanese” 還有 Monica Irimia 報

告的 “DAT DOM and ‘additional licensing’”，此外， Anastasia Krylova & Evgeniya 

Renkovskaya 報告的  “Religion and language preservation: the case of Sora”也饒有興味：

兩位俄羅斯年輕學者在印度從事少數民族 Sora 人民的宗教調查。 午飯後第一個場次時

段，我聽了 Meng-Chen Lee 報告的 “Strong and weak nominal reference in thetic and 

categorical sentences: sampling German and Chinese” 還有 Eric Reuland, Sally Wong & 

Martin Everaert 報告的 “Mandarin zi-ji is complex”，這篇關於中文「自己」的論文與我

最近的研究興趣「自-V」非常相關，我也與作者之一黃志豪交換了意見。晚間 7點，大

會貼心安排了城市散步，以步行方式品味舊城區古蹟。第三天與第四天我都停留於 “The 

timing of ellipsis”的場次中。這個工作坊是由萊頓大學鄭禮珊教授與其同事共同籌辦的，

也是本會議少數專注於形式語法的場次之一，聽了與會學者的討論後，也點燃我對漢語

相關現象的好奇心。大會於第四天中午午餐後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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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與會心得 

此次是我首次參加歐洲語言學年會，此會議討論許多跨語言之語法現象，或語法與

語用、語意或其他領域之相關現象，雖然關於語音及音韻之討論較少，但對於以語

法學為專長領域的我來說，可說是相當有助益。此外，工作人員之工作效率及有條

不紊，使人印象深刻。與會學者參與程度極高，12個平行場次，常是座無虛席。同

時，許多資深學者如 Eric Reuland, Werner Abraham, Anna Maria Di Sciullo, 雖然都已

極具學術聲望，但仍然表現出孜孜不倦努力治學的態度，使我深受啟發。 

 

三、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In both parasitic gap (PG) (1a) and across-the-board (ATB) (1b) constructions, there is more than one gap 

associated with the dislocated element; therefore, it is perhaps not surprising that since Ross (1967), they have 

been assimilated by identical derivations (Pesetsky 1982, Williams 1990, Munn 2001, Hornstein & Nunes 

2002, and Bruening & Khalaf 2017) although there is no consensus on whether they have asymmetrical 

syntactic behaviors.  

 

(1) a. [Which paper] did you read e after Mary recommended e? 

b. [Which paper] did you read e and Mary recommend e? 

 

In contrast to the unified approach, the two constructions are regarded as involving different derivations by 

Postal (1993), Nissenbaum (2000) and Niinuma (2010). The non-unified approach is argued to be empirically 

supported by asymmetries between the two constructions. In this paper, investigating PG (e.g. Lin 2005) and 

ATB (e.g. Zhang 2009)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I argue for a unified approach to deriving PG 

and ATB sentences. I first show that Chinese PG and ATB sentences permit full reconstruction of variable 

binding into the multiple gaps, as shown in (2), thus in support of generating the two constructions by the 

same extraction mechanism in a single chain.  

 

(2) a. Zijii/j de zhaopian, meige Yidalireni  zai meige Faguorenj       

Self DE photo every.CL Italy.person at every France.person         kaishi

 zhencang   hou, ye kaishi shoucang. 

begin precious.collect after also begin collect 

‘His i/j own photos, every Italiani starts to collect after every Frenchmanj starts 

to treasure them.’ 

b. Zijii/j de zhaopian,  meige Yidalireni  xihuan, er meige     

     self  DE picture  every.CL Italy.person like  but every.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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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guorenj  ye xihuan. 

France.person also like 

‘Hisi/j own pictures, every Italiani likes and every Frenchmanj also likes.’ 

 

Then I demonstrate that unlike the debate on the English facts, Chinese exhibits clear asymmetries in 

licensing the two constructions. Like the classical observations for English (Cinque 1990, Postal 1993), 

Chinese PG constructions are licensed by theta-selected true arguments and not by adjuncts like frequency or 

measure NPs, while the licensing of Chinese ATB constructions is not sensitive to such distinction--a fact that 

casts doubt on analyses predicting no asymmetries between these two constructions such as Williams (1990), 

Bruening & Khalaf (2017), and Levine & Hukari (2006). Crucially, Chinese PG constructions can also be 

licensed by locative phrases, theta (Ting & Huang 2008) or non-theta selected (3).  

 

(3) [Xiaozhang [zai Xiaoli ei mai-le rou  yihou] ye ei  

Xiaozhang   at Xiaoli buy-ASP  meat  after  also    

mai-le cai   de] shichangi 

buy-ASP vegetables DE market 

   ‘the market where Xiaozhang bought vegetables after Xiaoli bought meat’ 

 

By Occam’s razor and empirical evidence, I will argue for a unified approach where PG and ATB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are derived by sideward movement (Nunes 2001). While ATB construction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can copy adjuncts via sideward movement, contra the proposal for English PG 

constructions by Hornstein & Nunes (2002), I argue that what is copied via sideward movement in Chinese 

PG constructions is not true arguments but rather elements with referentiality (Rizzi 1990) including locative 

prepositional phr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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