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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漢語量詞的演變研究在漢語的領域中是一門重要的研究領域。在本文中，

筆者對此研究作出的貢獻乃在於對於研究結果綜述的呈現。本文對於演變

研究時段的挑選是從唐五代至宋朝。在這超過六百年間 (公元 618-1279 年



間)，漢語的量詞在語法上 (如「動詞有關的組合結構」)，以及在語義層

面上，有一些改變，並且它們的改變形成原因，也很多樣。在非語言學的

因素上，例如漢族的「認知心理機制」，其他的因素，如由 Ronald 

Langacker 所提出的「即時掃描」、「次第掃描」，一些語用原則，如

「信息原則」，「省力原則」也可能會造成量詞在構詞上，句法上產生變

化。 筆者對量詞語義發展的綜述乃是參照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而來。這

些量詞可依四種語義關係來進行探討：相似關係、相關關係、相約關係以

及相聯關係。若從語義關係的觀點來看，在量詞中變化發生最明顯的便是

具有相約關係的量詞，變化最少的則是具有相關關係的量詞。如果量詞是

以分類的角度來觀察的話，變化最明顯的則是個體量詞、專用動量詞。 

若從語言使用頻率的觀點去觀察量詞，一些功能性的量詞，如容器量詞、

度量衡量詞，或是一些臨時量詞，它們受到語用變化的幅度是大於時間量

詞的。此外，如果筆者以此觀點來觀察量詞的話，筆者認為在宋代的時間

點量詞的消失或是誕生是一個判斷的關鍵。因此從這觀點來看的話，筆者

發現除了時間量詞以外，其他類的量詞都呈現出較多的變化。因此，改變

發生最多的情況是在此一層面。 量詞之所以發生語義改變與以下的原因

有關：隱喻，對不同事物間相似性的發現，推理機制，文化 (影響較多的

層面在量詞使用頻率層面的改變上)，隱喻遷移，語義虛化，語義泛化，

口語化。 筆者也討論一些在那時期關於量詞統計上的觀點。在本文中數

據資料的補充乃是為了在量詞演變的判斷上，提供一個更堅實的基礎。 

在本文中，筆者對於量詞的使用頻率層面討論沒有深談，是因為各學者對

此所放的注意很少。不過，筆者深信它是影響量詞改變最多的層面。因

此，量詞的此一改變層面以及中國人所從事的漢語量詞研究史似乎是兩道

顯然值得在之後探討的題目。 此外，量詞的語用層面是另一個值得注意

的議題。不過關於此研究的一些障礙必須要去注意：如在歷史洪流中，口

語量詞語料難以取得以及難以辨別的問題。以及研究者可以去研究可以讓

漢語中同字不同類的漢語量詞分類情況減低的方法。  

摘要

(英) 

The research on changes of Chinese classifiers is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languages. In this thesis, the author makes a contribution to this research 

field by presenting an overview of research findings done to the present day. The 

thesis covers the perio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lassifiers from the Tang to the Sung 

dynasty. The changes of Chinese classifiers during this over six hundred years’ 

period (618-1279) pertain to their grammatical/syntactic (such as a verb-component 

structure) and semantic dimensions, and the changes themselves have various 

reasons. Among the extra-linguistic reasons there must be one like the cognitive-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the Han people- the Chinese. There are still other 

principles at work, such as summary scanning and sequential scanning proposed by 

Ronald Langacker. Some pragmatic principles, such as I-Principle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 may also cause the syntactic or morp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lassifiers. The author offers an overview of the semantic development of classifie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indings of various scholars. The classifiers are studied in 

their four semantic relations: similarity, correlation, agreement, and association. 

From this viewpoint, the change happens mostly in classifiers equipped with 

agreement relation, and those equipped with correlation relation undergo a least 



change. If the classifiers are observed from a categ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ange 

happens mostly in individual classifiers, and specific verb classifi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requency of language use to observe classifiers, some functional 

classifiers, such as container, weight and measure classifiers, or some temporary 

classifiers have undergone more changes than temporal classifiers have. Besides, if 

the author observes classifiers in this perspective, the disappearance and the birth of 

classifiers at the time-point of Sung dynasty is a key to observe. So from this 

viewpoint, he discovers except temporal classifiers, the others all present more 

change. Therefore, the change happens mostly in this perspective. The reasons why 

the semantic changes happen in the classifiers have to do with the following factors: 

metaphors, the discovery of similarity from different things, inference mechanism, 

culture (affecting more on the change of classifiers in the perspective of frequency 

of language use), metaphorical transfer, abstraction, non-specialization, and an 

inclination to use oral language.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some statistic viewpoints 

on the classifiers in that period. The statistical data provided in this research are 

used to supply a more solid ground for the judgment of the change of classifiers in 

the given period. At his thesi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aspect of the used frequency 

of classifiers. This aspect has not been discussed more in this research because 

respective scholars took this aspect into their studies little, and the author is deeply 

convinced that it may mostly influence the change of classifiers. Thu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ed frequency of classifiers and the Chinese research history of 

classifiers seem to be two conspicuous topics worthy of being discussed further. 

Besides, the pragmatic development of classifiers is another interesting topic worthy 

of being explored further. However, some obstacles about this research must be 

noticed: oral data about Chinese classifiers in the history are hard to be collected 

and distinguished. Moreover, scholars can try to have some ways to minimize the 

ratio that the same Chinese character is distributed into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classif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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