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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量詞」結構是漢藏語言一大特色，漢語量詞除了「計量」這一主要功能以

外還有「分類」及「修飾」等重要功能。不同時代、不同的族群各自有其獨特使

用的詞彙，量詞選用還反映出詞彙背後不同的文化背景及認知機制，方言和標準

語的詞彙使用是否有別？本文將探討臺灣閩南及客家方言的量詞表現，先由漢語

量詞的發展史看起，其次比較閩南語和客家話與國語的量詞結構在詞彙用字、語

法結構及語用功能上的異同，之後再找出閩南語和客家話的特殊量詞，藉此凸顯

閩南客家方言詞彙的特色所在。 

 

 

 

 

關鍵詞：量詞、閩南語、客家話、方言、國語 

 

 

 

 

 

 

                                                 1  今日「國語」或稱「華語」，本文在此沿用一般人習慣之稱呼而不另作名相上的討論。 ＊ 作者為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曾發表〈臺灣閩、客方言比較的意義及其語言比較〉、〈海陸客家詞彙、句法特色舉隅〉、〈海陸客家話帶「嫲」詞語析論〉、〈客家話和閩南語的三  音詞〉、〈客語、閩南語和華語的語序倒置現象〉等，專長為台灣閩客語比較、詞彙學、語言與文化等方面。 



《玄奘人文學報》第六期－2007 年，新竹：玄奘文理學院 

                                 

 

 2 

 

  ' TTTThe measure word ' of the Southern Min lanhe measure word ' of the Southern Min lanhe measure word ' of the Southern Min lanhe measure word ' of the Southern Min language guage guage guage 

and Hakka and Hakka and Hakka and Hakka ---- Compare with  Compare with  Compare with  Compare with MMMMandarin andarin andarin andarin  
 
 

HsiangHsiangHsiangHsiang----Yun ChiuYun ChiuYun ChiuYun Chiu    

    

    

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The structure of ' the measure word ' is a great characteristic in 

Chinese, besides ' measure ' function,Chinese measure word have enother 

function, sush as ' classify ' and ' modify ',etc. The exertion of different 

measure words reflects different culture background and cognitive 

mechanism behind vocabularies. This text probes into the measure words of 

the southern Min language and Hakka, seen by the developing history of 

Chinese measure word first, secondly compare the southern Min language and 

Hakka measure word and Mandarin measure word in vocabulary displaying, 

inside structure and outside function, later found out the special measure 

words of the southern Min language and Hakka, probed into its difference 

in principle of cognition further, prominent the characteristic place of  

the southern Min language and Hakka measure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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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量詞是漢藏語言一大特色，例如漢語「一位同學」、「一張桌子」、「一頭牛」、

「一顆蛋」等不同名詞前面使用了不同的量詞，這些詞語到了英文卻只說「a  

student」、「a desk」、「a cow」、「an egg」等，西方語系很少像漢語一樣有如此

複雜的量詞系統，而就漢語內部而言，方言和標準語的量詞表現未必一致，各大

方言所使用的量詞也不盡相同，近年來漢語「標準語與方言」的比較時有所見，

「雙方言」的比較研究也日趨熱絡，台灣本土語言中，閩南和客家這兩大方言的

關係最為密切，學者已漸能注意到閩、客之間的詞彙比較2，然而所見多止於列出

相同詞彙而未能予分類比較，也尚待更為深入的分析與探討。量詞背後反映不同

語族在認知及思維方式上的差異，一些特殊詞彙甚至可以視為某一方言獨有的

「特徵詞」，因此本文想由量詞著手來一探閩、客詞彙的特色所在。 

 

二、量詞相關探討 

 

（一）量詞的定義 

    「量詞」是表示事物或動作的數量單位詞，如「一斤」、「一兩」乃以表示數

量的多寡，王力直接稱量詞為「單位詞3」，然而量詞的功能不只用在表示「數量」

上，它也同時表達了「分類」的概念，例如「一粒」和「一根」是對物體不同形

狀的分類，國際語言學界更稱漢語量詞為”classifier”，此即「分類詞」之意，

因此所謂的「量詞」至少應包含「量度 （Measure Word）」及「分類 （Classifier）」

這兩種概念。 

 

（二）量詞的分類 

   人類生活世界所見之事物可概括為「事物」及「事件」兩大類別，對應到語言

則前者之「事物」為名詞或名詞組所指涉，後者之「事件」為動詞或動詞組所指

涉，量詞就是用來計算「事物」或「事件」單位的一類詞語，因此量詞可粗淺分

為指稱「事物」的「名量詞」及指稱「事件」的「動量詞」兩大類： 

                                                 2 如姚榮松、羅肇錦有《台灣閩南語、客家話及華語常用詞彙的對譯研究（I）、（II）》（台北：   國科會研究計畫報告，1997 及 1999 年）；張美煜有〈華語、客語、閩南語詞彙對應轉換及教學  （上）、（下）〉（台北：《國文天地》，2001 年 193-194 期），頁 14-20 及頁 82-89。 3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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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名名名名量詞量詞量詞量詞：：：： 

                用以標示名物的分類及數量，一般能放在名詞前面。名量詞又可依王力分為

「度量衡單位量詞」及「天然單位量詞」兩類4：度量衡單位量詞是一般語言都會

具備的：「重量」單位如「公斤」、「容量」位如「公升」，「錢量」單位如「元」

等都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標準單位量詞，至於「天然量詞」則是漢語的特色所在，

它們或用以表示「個體量」（如「個、隻、粒、條、間」），或表示「群體量」

（如「對、雙、打、群、類、批」），或表示「不定量」（如「些、點」），）

等。以上各類量詞中，名量詞如容量、重量等往往有公定的度量衡單位，它是各

地所通用的，較少特殊性可言，唯有「天然量詞」才是漢藏語系所特有的部分，

也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部分。 

 

2.2.2.2.動量詞動量詞動量詞動量詞    

  所謂動量詞是表示動作單位的量詞，往往用在動詞後邊以標明動作的類別及

次數。一般將動量詞可分為「專用動量詞」及「借用動量詞」5
二類，前者如「一

回、一場」，後者如「一步、一輪、一下」）等，然而如此分類只是就量詞的來

源作靜態區分，對動量詞的語義及功能分析並沒有多大的實用價值，吕叔湘6
曾指

出：「動作的次数，一方面和『量』的觀念有關，一方面也和『時』的觀念有關」，

因此本文參考邵敬敏7說法而將動量詞分為： 

（1） 計數量詞：表動作的次數，如：「次、回」。 

（2） 計時量詞：表示動作的持續性，如：「年、月、日、季、周、小時、分鐘、 

      秒鐘、代、世、世紀、輩子」等。 

（3） 情態量詞：有表示持續狀態的「番、通、氣、陣」，表示頻率狀態的一「下」、 

      一「道」、一「回」及表示整體狀態的的「遍、頓、場、輪、趟」等。 

     

    此外還有一些特殊量詞如「一身」汗、「一地」泥、「一手」好字、睡「一覺」、

「一生（世）」人、一「肚子」火…等，這些詞語的共同特點是數詞都只能有「一

+量詞」而沒「二、三…＋量詞」的結構，這種數量結構中的「一」不是數詞而是

代表「整體、全部」的範疇意味；也還有一些具有修飾功能的特殊「形量詞」，如

「一彎新月」、「一抺微雲」、「一派胡言」等，它們並不是常用的正式量詞，因此

可另歸類為「臨時量詞」。 

                                                 4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232。 5 方麗娜〈漢語詞彙教學研究－量詞篇〉（台北：《中學教育學報》，2003 年第 10 期），頁 113。 6 呂叔湘《中國文法要略》（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年），頁 199。 7 邵敬敏〈動量詞的語義分析及其與動詞的選擇關係〉，（《中華語文》，1996 年第 2 期），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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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名量詞和動量詞苷非截然二分，其間也有一些量詞有「跨類」現象，它們

有時可以作名量詞，有時又可作動量詞，例如「白忙一場」的「場」是指稱動詞

的動量詞，但「一場電影」的「場」卻是指稱名詞的名量詞，屬於「名量詞」還

是「動量詞」要依所處的句法語境來判定。  

 

 

（三）量詞的歷史發展 

    漢語量詞由來已久，早期殷墟卜辭表示數量時多將數詞直接加在名詞上，如

「牛一、羊二」等，但也開始出現一些類似量詞的形式：一種是「拷貝量詞」8，
如「人十人」、「玉十玉」等結構，後面的量詞和前面的名詞用的是同一詞彙形

式；另一種則可稱為「準量詞」9，如「五十朋」、「三十丙（輛）」等詞語中，

「朋」本是「十貝串為二列」，表示成對「朋貝」的名詞意涵；「丙」本是名詞

「車輛」之意，但接在數詞後面則像是名詞，又像量詞，它們可能因「重新分析」

而有不同的歸類結果，且其中所見都屬度量衡單位，因此可稱之為「準量詞」。  

    自甲骨卜辭以後，量詞便隨著時代演進而有擴大發展之趨勢，馬貝加、張歷

敏
10
曾提到漢語量詞在歷史上的使用情形： 

 

      早在殷代就已經有了量詞。先秦時期量詞往往以不用為常，兩漢時代則是 

      可用可不用；到南北朝時期才發展為以用為常，然到此為止，漢語量詞還

沒有充分展現出其豐富的全部內涵，直到唐宋時期量詞才蓬蓬勃勃地發展

起來，動量詞也開始有了較大的發展。 

 

    嚴格來說，殷商時期只是具備了量詞的雛型，是量詞的「萌芽期」，到了周

朝才漸有正式的量詞出現，如文乾錫11
曾找出兩周金文量詞共 62個，而且都是名

量詞，尚未有動量詞出現。此時是量詞的「發展期」。六朝時期量詞普遍被使用，

此時是漢語量詞發展的「成熟期」12，一般以為直到魏晉南北朝才有動量詞出現，

不過根據陳練軍13研究可知：漢朝的居延漢簡已有動量詞出現。中古以後，漢語量

詞越增越多，時至今日，中央研究院詞庫小組（1997）所編《國語日報量詞辭典》

                                                 8 李宇明稱之為（拷貝量詞」，見其《語法研究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年），頁 45。金福芬、陳國華則稱之為「回響結構」，見其〈漢語量詞的語化〉（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 年增 1 期），頁 9。 9 方麗娜〈漢語詞彙教學研究－量詞篇〉（台北：《中學教育學報》，2003 年第 10 期），頁 111。 10 馬貝加、張麗敏〈漢語量詞比喻用法初探〉，（北京：《語文研究》，2001 年第 2 期），頁 37。 11 文乾錫《兩周金文量詞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1992 年）。 12 此說見劉世儒《魏晉南北朝量詞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楊如雪《六朝筆記、小說   中使用量詞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87 年）。 13 陳練軍《居延漢簡量詞研究》（西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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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收錄量詞共 427 個，足見自古至今，量詞已蓬勃發展，因此現代可說是量詞發

展的「完善期」，量詞也已成為漢語裡的一大詞類。 

 

三、閩南語、客家話與國語的量詞比較 

 

台灣閩南語和客家話的量詞表現如何？這方面已有李美齡（1997）、吳莉雯

（2000）及陳韻予（2002）14等人的論文作過探討，其中陳韻予比較了台灣閩南語

及客家話量詞系統的差別，文中探討量詞的種類、用法、特色及語意等，並由此

探討方言間的淵源關係及其背後所隱藏的認知基礎，這本書可說是客、閩量詞比

較的開創之作，不過一來此文僅由從認知角度出發，未從語法角度分析，二來其

中語料取材只以四縣客家話為主，因此本文以為客、閩量詞比較仍有值得討論的

空間。本文除了羅列客家話和台灣閩南語量詞的種類，也對量詞語法結構作進一

步一分析，由此以顯示方言量詞的特殊之處。 

 

（一） 閩、客語與國語量詞「詞彙用字」的異同表現 

 

     為凸顯方言與標準語的差異，以下是閩南話和客家話使用相同而與國語有別

的量詞詞例： 

 

1.1.1.1.名量詞名量詞名量詞名量詞    

（1）時空量詞  

名詞 閩南語和客家話15相同的量詞 國語 

天 工（kang55/kung5116）、日 天 

年 冬 年 

時間 棧仔（cam15 a51/ cham33 e55） 陣子 

山 粒 座 

                                                 14 李美齡《閩南語量詞系統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吳莉   雯，《台灣四縣客語量詞系統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及陳   韻予《台灣閩南語及客語量詞系統比較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2）。 15 此處所列客家話指海陸客家話而言，閩南語則以台南腔閩南語為參照點。 16 工（kang55/kung51）表示閩南語和客家話使用同一量詞，只是讀音上稍有差異：括號前為一般   常用的代表漢字，括號內則前者標示閩南語讀音，後者為海陸客家話讀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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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 垤（te33/te11）、坵（khu55/ 

kheu51） 

塊 

地方 兮（e15/e11）、位、搭 個、處、帶 

學校 間 所 

樓層 棧 層 

風水 門、穴 座、處 

土埂 壟 條 

水塘 窟 個 

破洞 孔 個 

 

（2）動植物量詞 

名詞 閩南語和客家話相同的量詞 國語 

人  兮、款 個、種 

魚、蛇 尾 條 

鳥  雙、對 對 

瓜 粒、條、垤 顆、個、片 

甘蔗 節、目 段、節 

花生 莢 顆 

樹 欉 棵、株 

花 蕊（lui55） 朵 

粽子 擐（kuaN33/khuan33） 串 

 

（3）事物量詞 

名詞 閩南語和客家話相同的量詞 國語 

刀 枝 把 

水 管 道 

床 頂 張 

車 台 輛、部 

事 項 件 

蛋 粒 顆 

椅 撩 張 

菜 項 道 

歌 條 首、曲 

錢 箍、仙（sen55/sien15） 元、毛（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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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港 陣 

戲 棚、齣 齣 

方糖 矻（khut3） 塊 

石頭 粒 顆 

份數 股 份 

冰棒 枝 根 

故事 條、兮 個 

飛機 隻、台 架 

桌子 垤 張 

眼睛 蕊 顆 

眼鏡 支、副 副 

湯匙 支 根 

腫凸 phuk3、蕊 粒 

樣式 款 種 

頭髮 條 根 

猪肉 撩 片、塊 

上衣、棉被 領 件 

大小便 垺（pu15/phu55） 泡 

公車車次 枋（pang55/piong51） 班次 

 

2.2.2.2.動量詞動量詞動量詞動量詞    

動詞 閩南語和客家話和相同的量詞 國語 

玩、看 擺 次 

做 工 天 

轉 輪 圈 

 

〈〈〈〈分析比較分析比較分析比較分析比較〉 

 

    閩南、客家量詞與國語量詞在詞彙使用上大致相同，但本文觀察到閩、客語

另有一些特殊的詞彙表現，其異同表現分析如下： 

 

1.1.1.1.部分量詞呈現部分量詞呈現部分量詞呈現部分量詞呈現「「「「此有彼無此有彼無此有彼無此有彼無」」」」的情形的情形的情形的情形    

（（（（1111））））度量衡量詞度量衡量詞度量衡量詞度量衡量詞    

A.A.A.A.閩閩閩閩、、、、客語都以客語都以客語都以客語都以「「「「冬冬冬冬、、、、工工工工」」」」表示時間量表示時間量表示時間量表示時間量：：：：國語的「一天」閩、客語說成「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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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一日」說法較為文言。此外國語的「三年」古代稱「三秋」、 

  「三春」，閩南及客家話卻以「冬」來表示時間的長短，認知角度也有不同。    

B. B. B. B. 閩閩閩閩、、、、客語以客語以客語以客語以「「「「搭搭搭搭、、、、間間間間、、、、坵坵坵坵、、、、窟窟窟窟」」」」表示空間量表示空間量表示空間量表示空間量：：：：國語稱地方為「這一帶」，閩、

客語則說「這（一）搭」；要表示建築物單位時，國語說「一所」而閩、 

   客語則常說「一間」。國語「一個池塘」閩、客語說「一窟」、「一塊田」 

   閩、客語語說成「一坵」，早期閩、客族群都屬農業社會，因此對田間景象的 

   描述當然會較細致。 

C. C. C. C. 閩閩閩閩、、、、客語以客語以客語以客語以「「「「箍箍箍箍、、、、仙仙仙仙」」」」」」」」表示金錢量表示金錢量表示金錢量表示金錢量：：：：國語以一「元」、一「角」標示金錢的

分類及多寡，閩、客語則以特有的「「「「箍、一仙（sien）」表示金錢量，按「一仙

錢」的「仙」可能來由英語「sent」輾轉而來。 

    

（（（（2222））））天然量詞天然量詞天然量詞天然量詞    

A. A. A. A. 個體個體個體個體量量量量：：：：國語有一「根」而閩、客語沒有，閩、客語有一「垤」肉、一「台」 

    車、「一蕊目珠」等，國語卻沒有。 

B. B. B. B. 部分部分部分部分量量量量：：：：國語以「一些」表示不定量詞，閩、客語則說成一「寡」；國語「一 

   點點」閩、客語可說成「一屑屑仔」或「一息息仔」。 

C. C. C. C. 群體群體群體群體量量量量：：：：國語群體量詞中「同伙、同類」的人客、閩語可說成「同班」。 

 

    其他國語有而客、閩語沒有的的量詞還如「株、棵、局、具、發、瓣」

等；反過來看，客、閩語也有不少量詞是國語所沒有的，名量詞如「一兮、

一枋、一領、一目、一蕊、一欉、一圪、一領、一撩、一棚、一痕、一港」，群體

量詞的「一垺」，動量詞如「一輪、一擺」等都是國語所無卻共見於客、閩語的

「方言特有量詞」。 

    

2.2.2.2.量詞有其量詞有其量詞有其量詞有其「「「「定配性定配性定配性定配性」，」，」，」，但但但但閩閩閩閩、、、、客語客語客語客語部分部分部分部分量詞與國語相異量詞與國語相異量詞與國語相異量詞與國語相異    

   何種量詞搭配何種名詞，其間的組合是有條件而非任意的，所選用的量

詞乃依據事物的形象特徵來選擇搭配，量詞和名詞之間要能相互呼應，如

國語只說「一『位』先生」而不能說「一『位』佛像、一『位』泥土…」，

又如國語的「根」指稱細長且堅硬的事物，「面」指稱平坦而成面的事物，

「球」則指稱稱圓形的事物，不過有時同一事物國語用「根」而閩、客語

用「支」，也有用國語同一量詞而閩、客語未必如此者，如國語說「一把椅

子、一把米、一把菜」客語卻分別說成「一張凳子、一扡米、一紮菜」，可

見部分詞語在方言裡具有另種形式的「定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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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部分量詞部分量詞部分量詞部分量詞反映反映反映反映「「「「認知認知認知認知背景背景背景背景」」」」上的差異上的差異上的差異上的差異    

認知語言學派認為：「認知」表現在「語言」上而「語言」也反映了「認

知」，我們對客觀事物的「認知結構」，和人們使用語言表達的「語法結構」

之間有一定的相應關係，也就是說各民族語言結構上的特點實際上是由各

民族認知結構上相應的特點引起的。量詞「分類」的概念在人類認知行為

或語言使用上扮演重要角色，由「分類概念」可以探討不同語族的認知角

度，而此「認知結構」的差異也可反映不同族群在文化經驗上的差異。以

空間量詞為例：空間有長度、寬度和高度，表長度的量詞可稱「一維量詞」，

表示長、寬平面關係的量詞稱「二維量詞」而表示長、寬、高三者的立體

關係則稱「三維量詞」17，閩、客語在這三個向度的量詞上體現出異於國語

的認知背景，例如： 

 

A.A.A.A. 一維量詞一維量詞一維量詞一維量詞「「「「根根根根」」」」與與與與「「「「條條條條」」」」︰ 

                國語對長狀物體的特質做分類時往往以「根、支（枝）、條」三者表示

細長的事物，不過細究可知：「根」和「枝」的語意特質較偏向『硬性』，「條」

則偏向『軟性』，而「根」及「枝」雖同屬『硬性』，但「根」只與「可附

著」或「有根」的物體做結合，所以「根」和「枝」又有認知類別上的細

微差異。國語的「根」是一常用量詞，閩南語和客家話卻都沒有「根」當

量詞的例子，國語「根」的意思已完全包含在閩、客語的「枝」或「條」

裡面，如國語的「一根草、一根頭髮」客、閩語作「一枝草、一條頭髮」，

客、閩族群的認知領域中並未另外區分出「根」的概念來。再如國、閩、客

三語都有「條」這一量詞，但閩、客語說「一條故事、一條歌、一條冬瓜、一條

頭髮、一條名」，客家話還說「一條牛、一條豬」，這些詞語在國語分別說成「一

則故事、一首歌、一顆冬瓜、一根頭髮、一個名字、一頭牛、一隻豬」，國語在

此都不用「條」來計數；反觀國語說「一條魚、一條蛇、一條龍」時閩南語及部

分客語卻說成「一尾魚、一尾蛇、一尾龍」，可見「條」這一量詞在國、閩、客

三語裡使用的範疇並不相同，認知概念也有所差別。 

 

B.B.B.B. 三維量詞三維量詞三維量詞三維量詞「「「「顆顆顆顆」」」」與與與與「「「「粒粒粒粒」」」」： 

                    對圓形而立體的物體做分類時，有些量詞使用的範疇大小並不相同，

如國語「顆」與「粒」具有不同的語意特質：「顆」多指較大的事物而「粒」

                                                 17 黃鴻盛《台灣華語形狀量詞的真實性》（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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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指稱較小的顆粒18，例如「一顆花生」指整顆含莢的花生，但「一粒花生

米」卻指內部單一的一粒，其他用「顆」的有「一顆蘋果、一顆蛋、一顆

石頭」等，但較小的「一粒米」則難以說成「一顆米」，不過因為「大」與

「小」本是相對的概念，因此有時「顆」和「粒」也會混用，如「一顆藥丸」也

可說成「一粒藥丸」。閩南語和客家話卻是不論物體大小都可用「粒」，如「一

粒米、一粒葡萄、一粒蛋、一粒球、一粒蘋果、一粒西瓜」，甚至連「山」

這麼大的事物在閩南語和海陸客家話裡都有「一粒山頭」的特殊說法。客

家話和閩南語都沒有「顆」而只有「粒」，且不管大小事物都用「粒」來計量，

可以看到相近的量詞在不同族群中存在著認知上的細微差異，要分辨清楚才

能確切表意。 

     

   以上可以看到：名詞和名量詞、動詞和動量詞的配合具有一致性的選擇

關係，例如「紙」的量詞要說「一張」而不說「一個」，「打」要說「一次」

而不說「一道」，足見名詞和名量詞、動詞和動量詞的配合具有一致性的選

擇關係，二者之間並非隨機組合，而是有一「認知原則」暗藏其中。人類

認知系統會將事物予以範疇化 （Categorization），不同的漢語方言其量

詞與名詞或動詞之間的搭配關係是嚴密的，它們背後儼然有一認知機制影

響著詞彙的選用；反過來說，各色各樣複雜的量詞系統也反映出對人類對

範疇分類的認知上，因此量詞往往蘊含造詞者的心理內涵及文化義蘊，所

用詞彙相同則其認知心理也較為相近。關於量詞認知原則的進一步探討可

參考金鍾順、戴浩一19等人的著作。 

 

（二）閩、客語與國語量詞「句法型式」的異同表現 

 

一般而言，量詞不能獨立用作句子成分，它只能和數詞組成數量詞組，用來

修飾名詞、動詞或形容詞，在名詞前如「一斤糖」，在形容詞前如「千斤重」，

在動詞後如「打一頓」等。 

量詞的基本用法是與數詞結合以形成「數量結構」，不過在實際口語中，國、

閩、客語卻有其他多樣的形式結構可自由運用： 

    

1. 1. 1. 1. 「「「「數量數量數量數量」」」」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18 盧廣誠，《台灣閩南話概要》（台北：南天出版社，2003），頁 111。 19 金鍾順《現代漢語數量詞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戴   浩一《台灣客家話量詞的歸納類形式及認知原則》（一）~（三），（台北：國科會客家研究計劃  報告，200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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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詞具黏附性，一般不能單獨出現而要同數詞或其他詞類一起出現以

形成詞組才能出現在句子當中，這是量詞的基本形式，且要留意的是其中

的數詞有時表示「基數」，有時則表「序數」，如「人分三等」中的「三」

是基數，但「三等角色」中的數字則是序數，是基數還是序數由語境使可

判斷得知。  

    

2.2.2.2.「「「「指量指量指量指量」」」」結構結構結構結構    

    量詞一般出現在數詞後，但也可不出現數詞而直接出現指代詞，形成「指示

詞＋量詞＋名詞」的「指量結構」結構，如「這隻鞋」、「那碗湯」的量詞前面

沒有數詞而只有指代詞，這類句型應該是數詞為「一」時的省略20，即「這隻」是

由「這一隻」省略而來，若不強調數量時，其數詞「一」便可省略。    

    

3.3.3.3.「「「「形量形量形量形量」」」」結構結構結構結構：：：：閩閩閩閩、、、、客語客語客語客語「「「「形量形量形量形量」」」」結構更結構更結構更結構更為為為為靈靈靈靈活多樣活多樣活多樣活多樣    

      國語和閩、客語量詞之前還可加上形容詞形成「數詞＋形容詞＋量詞」的

結構，如「一大壺水」、「一小杯咖啡」、「一大碗飯」，這種結構其實仍是

「數量結構」，只是加一形容詞以修飾所認知的量詞，且即使說「小杯咖啡」，

它的前面也是隱藏了數詞而未說出。不過這種結構在國語裡使用範疇卻比較

窄，並非所有量詞都可這樣用，然而客家話口語裡卻常見到這種結構，

如客語裡有「一細隻、一大粒、一大頂、一大垺、一大台、一小圈、一

大叢、一長條」等「一＋形＋量」結構或「大隻的、大粒的、大頂的」

這種「形＋量+的」的定語結構，這些說法都是國語所少見的。其次，客、

閩語都將「這麼大一個、好大一雙、好大的一條、太小的一粒」等「指

示詞＋形容詞＋量詞」的結構濃縮而說成「這／恁大隻、這／恁大雙、

這／恁大尾、這／恁這大條、這／恁小粒」，其量詞前也可不加數詞而直

接加以形容詞。除此之外、客家話和閩南語形量結構中的形容詞還可重

疊，如閩、客語都有「大大隻、細細垤」等說法，海陸客語甚至還有「拿

到多多隻、穿多多領衫、尋多多人來」這種以形容詞重疊來修飾量詞的

結構，此時的量詞已「名詞化」，因此前面可用形容詞來修飾，而且這種

重疊式詞語多有「強調」的意味。按粤語也有這類「形量」結構的能產

格式，推測客、閩語形量結構可能受了粵方言的影響，也可能這類格式

早已存在於南方方言中，官話則少有這種形式，不過近年來國語裡也偶

會聽到如「大大顆、小小粒」等類似的說法，這應該是受到客、閩語方

言影響所致。 

                                                 20 方麗娜，（漢語詞彙教學研究－量詞篇），（台北：《中學教育學報》，2003 年第 10 期），頁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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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4.    「「「「數數數數量形量形量形量形」」」」結構結構結構結構：：：：國語較多此類結構國語較多此類結構國語較多此類結構國語較多此類結構        

   國、閩、客語都有「兩尺深」、「三米寬」、「三寸厚」、「六丈高」、「十斤

重」、「八尺長」、「九歲大」、「三里遠」等量詞修飾形容詞的結構，不過這

只限於少數表示長寬高的形容詞，不是所有形容詞可這樣用，而且閩南語

和客家話較少這種用法。 

    

5.5.5.5.「「「「名量名量名量名量」」」」結結結結構構構構形成複合詞形成複合詞形成複合詞形成複合詞：：：：閩閩閩閩、、、、客語客語客語客語有其他形式的有其他形式的有其他形式的有其他形式的「「「「名量名量名量名量」」」」式複合詞式複合詞式複合詞式複合詞    

      量詞一般出現在名詞之前，但不管國語或閩、客語都有量詞接在名詞後以形

成複合詞的情形，如： 

  

 紙張、藤條、船隻、燈盞、車輛、書本、馬匹、羊群、槍支、槍桿、 

 人口、柳條、店家、花束、花朵、房間、事項、木塊、水管、線捲、 

 藥包、葉片、軍隊、豬隻、事件 

     

  這類結構形成雙音節複合詞，符合漢語「雙音化」的總趨勢，不過需注意的

是此處的「豬隻」不等於「一隻豬」，它代表的是這一類的「集體名詞」 21 ，同

樣地，「紙張」和「一張紙」、「槍桿」和「一桿槍」的語義也不相等，前者表

單數而後者表多數。複合詞的特色是如此：它不是各個詞素意義的簡單總和而是

組合後另有新義。 

客、閩方言這種現象尤其多見，如海陸客話中還有「藥帖、禾桿、樹叢、花

蕊、車枋、飯粒、粄條、屋間、屎團、戲齣」等由「名量詞」與名詞組成的複合

詞，也還有「粽擐、泥堆、禾紮、禾串、樹排、肥堆、穀擔」等由「動量詞」和

名詞組成的複合詞；閩南語也一樣有「車枋、飯粒、花蕊、物件（東西）、車陣」

等量詞在後形成的雙音複合詞。按此「名量」複合結構除了是「單音節走向雙

音節」的造詞方式之一，也有「由個體形成群體、多數」的意味，「豬隻」、

「車枋」等都是為了表示「總類、多數」而形成的「集合名詞」。 

    

6666....「「「「量名量名量名量名」」」」結構結構結構結構：：：：國語成語中較多見國語成語中較多見國語成語中較多見國語成語中較多見    

   量詞一般要接在數詞之後，名詞之前，但國語裡也有不出現數詞而直

接將量詞加在名詞之前者，不過這些多是成語及熟語等固定詞組22，如「片

甲不留」、「隻字半語」、「杯水車薪」、「單槍匹馬」…等。 

                                                 21  楊秀芳《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1991），頁189。 22  王景萍《漢語量詞的語法、語義、語用特征—兼談對外漢語量詞教學》（福建師範大學碩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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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7....「「「「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重疊結構重疊結構重疊結構重疊結構： 

                    部分單音量詞可以重疊成「量＋量」的形式，量詞重疊往往表示「逐一、每

一」等序列或連續的意思，如「人人、張張、天天、年年」等即是，又如「條條

道路通羅馬」的「條條」就是「每一條」之意，「粒粒皆辛苦」的「粒粒」是「每

一粒」之意。按國語量詞重疊其實有以下三種情形： 

 

    A.「量量」：如「日日是好日，年年是好年」。 

    B.「一量量」：如「天氣一天天地轉涼了」。 

    C.「一量一量」：如「父母一天一天地老了」。 

 

三種結構語義上並非完全相同：「日日是好日」中量詞重疊表示「周遍性」，

所謂「周遍性」包括「所有的」和「每一個」這兩種概念，因此它們的特色是可

以受範圍副詞「都」來修飾23，因此「天天都快樂」不能說「一天一天都快樂」，

而「一天一天地老了」也不可說成「天天地老了」；至於「一天一天」和「一天

天」都有「逐漸」的時間遞序意味，但「一天一天」強調「每一天」的「個別」

意味，「天天」則強調「每天」的「整體」意味，可見三者語意之間仍存在著細

微的差異。 

    

8888. . . . 閩閩閩閩、、、、客語有客語有客語有客語有「「「「數數數數＋＋＋＋量量量量＋＋＋＋形形形形＋＋＋＋量量量量」」」」這種這種這種這種「「「「類疊類疊類疊類疊量詞量詞量詞量詞」」」」的特殊形式的特殊形式的特殊形式的特殊形式    

以下是閩、客語與國語的比較： 

 

        客客客客、、、、閩語閩語閩語閩語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a.拿一條大條水管來。      拿一條大的水管過來。 

b.這間房間這（恁）大間。    這間房間很大。 

    c.這頂帽仔這（恁）細頂。   這頂帽子很小。 

 

    句 a.前面的「一條」是「計數」單位，後面的「大條」則意在表示「分

類」的概念，二者分工，作用有別。由閩、客語量詞重複出現在同一句式

中看到量詞確實有「計量」和「分類」這兩種不同的功能。 

 

9.9.9.9.「「「「數數數數＋＋＋＋量量量量＋＋＋＋數數數數＋＋＋＋量量量量」」」」的的的的「「「「類疊類疊類疊類疊量詞量詞量詞量詞」」」」可表可表可表可表「「「「約略約略約略約略」」」」之意之意之意之意，，，，但客語還表示但客語還表示但客語還表示但客語還表示「「「「分分分分    

                                                                                                                                               文，2001 年），頁 31。 
23

 李宇明《漢語量範疇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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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數數數」」」」的的的的意味意味意味意味：：：：    

                國語如「三個兩個」、「三年五載」是表不不嚴格計數的約略表數意味，

閩南語和客家話东有類似的用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客家話還用這種結構表

示「分數的意味」，如「十股一股」、「三股兩股」是「十分之一」、「三分之

二」的意思，這是客家話數量結構中頗為特殊的用法。 

 

10101010....閩閩閩閩、、、、客客客客量詞後可加詞綴量詞後可加詞綴量詞後可加詞綴量詞後可加詞綴「「「「----仔仔仔仔」」」」表示表示表示表示「「「「小小小小」」」」或或或或「「「「輕視輕視輕視輕視」」」」的意味的意味的意味的意味    

    國語數量結構中如「一點兒、一些兒」是以末尾加輕聲的「兒」來表

示「少」的意味，對應於客、閩語則以附加「-仔」綴來表示「小」或「少」

的意味，而且這種帶小稱詞「仔」綴的數量結構比國語還多，如海陸客家

話可以說「下把仔（偶而）、一下仔（一下）、一皮仔（一小片）、半日仔定

定（半天而已）、一隻仔（只有一個）」，閩南語則如「一垤仔、一粒仔，一

屑屑仔（一點點兒）」等，這些量詞結構後加「-仔」都有使語意「弱化」

的意味。 

 

11111111....量詞獨用量詞獨用量詞獨用量詞獨用：：：：閩閩閩閩、、、、客語客語客語客語「「「「數量數量數量數量」」」」結構中結構中結構中結構中，，，，數詞為數詞為數詞為數詞為「「「「一一一一」」」」時可省略且可單獨使用時可省略且可單獨使用時可省略且可單獨使用時可省略且可單獨使用    

    量詞之前本應和數詞結合，之後本應和名詞結合，但不管國語、閩南

語或客家話，「數量結構」中若數詞為「一」時可省略，且後面仍接名詞，如

「買輛新車、買隻雞，戴頂帽子」等，此類僅限於數詞是「一」的時候才可省略，

其他數詞則不可省略，但值得注意的是：閩、客語的量詞除了可以脱離數詞，

也可以脫離名詞而單獨使用，尤其在整數加零數時，如：「一斤半的糖」可

說成「斤半的糖」，客家話還用「尺三、丈八、寸零」來表示「一尺三寸、

一丈八、一寸多」的意思；而面對「多重？多少錢？」等問題時可回答「斤

半、介/箍半、二百五」等，這些說法都是國語所少見的，李宇明已指出 

：「在漢語南方方言中，單詞單用的範圍更大24」，台灣研究閩南語的學者也特別稱

呼這種特殊的結構為「特列結構」，所謂「特列結構」就是「常用語詞經過特別簡

化(省略或詞彙化)後所產生的一種界於詞組和詞彙之間的特別語法單位25」，量詞

的特列結構也展現方言的特色所在。 

     

                                                 
24

 李宇明《漢語量範疇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37。 
25 關於閩南語的「特列結構」可參看鄭良偉《台語語音與詞法》（台北：遠流出版社，1997)、連 
   金發〈構詞問題探索〉（《漢語研究》特刊，第 18 期，2000 年），頁 61-78 及林香薇，《台灣閩 

   南語複合詞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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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所述，我們還可看到量詞結構還可有倒置語序的現象：一些量詞

結構本應在前，但實際語境中卻常有置於名詞之後而看似倒置者，如「抽

到一台機車」也可說「抽到機車一台」、「送她一朵紅花」也可說成「送她

紅花一蕊」，這種「名詞＋數詞＋量詞」的組合是將數量結構放在後面作補

語，其目的只是為了「語義」強調而臨時調動語序，其量詞結構可前可後，

完全依語義信息的焦點而定。按早期的古漢語中，數量結構多是量詞在名

詞之後，如「人一人」，但這種詞序原則到先秦時代已有變化，如《論語．

雍也》「一簞食，一瓢飲」，數量結構已如今日在名詞之前，因此今日的數

量結構作補語只是為了強調而臨時作的變化，並非固定的語法結構。 

     

    以上的量詞結構非常用到句子當中時，它們可以當主語、述語、賓語、定語、

狀語或補語： 

 

1. 作主語：如「一『個』人來」、「『粒粒』皆辛苦」等。 

2. 作謂語：如「秋風『陣陣』」、「三斤『一百元』」等。 

3. 作賓語：如「看一場電影」、「吃一碗飯」等。 

4. 作定語：如「一小杯咖啡」、「一小片餅乾」等。  

5. 作狀語：如「餐餐都吃稀飯」、「天天見面」等。 

6. 作補語：如「哭了一下」、「玩了一回」等。  

 

 由以上可以看到：量詞的詞彙組合形式非常多樣，句法結構也展現出使用上 

的靈活性。 

 

（三）閩、客語與國語量詞「語用功能」的異同表現 

 

漢語量詞式多檨化，其所展現的語用功能也非常豐富，歸納起來，量

詞至少具備了以下的功能： 

 

1.「「「「計量計量計量計量」」」」之之之之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如「三場、十次、兩寸、一天」等皆在計算事物的數 

  量，這是量詞最基本，也是最表面的功能。 

 

2.「「「「分類分類分類分類」」」」之之之之功能功能功能功能：如一「條」和一「枝」有質地軟硬上的不同，而如閩 

南語一「丸」和「一粒」有形體大小上的不同。量詞往往標示了特徵所

在：如「一條冬瓜」和「一粒西瓜」，同是瓜類而量詞不同就是因為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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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徵不相同。量詞的分類不是任意的，而是依其語意特質做適當的劃

類，至於有些量詞和名詞的搭配會讓人覺得武斷（如國語「一本書、一

個皮箱」閩南語說「一卷冊、一卡（ka）皮箱」，客語將「一個人」說成

「一雙人」），這是因為原本歸類的原則已不復留存，但固化後卻已成了

約定成俗的說法，因此原始用法便一直留傳下來。 

 

3.「「「「修飾修飾修飾修飾」」」」之之之之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量詞多由名詞借用而來，少數由動詞或形容詞轉來，它們「虛化」為量詞後

仍多少保留其原本的語義特徵26：如一「面」牆、一「台」車、一「門」風水等是

名詞而作量詞，這些量詞和原來的名詞之間仍有「相似」、「相關」或「相聯」

的語義關聯；一「擔」柴、一「束」花、一「捆」草、一「發」子彈、一「封」

信等是動詞作量詞，因此這些量詞仍帶有動作的意味；此外還有借自形容詞的臨

時量詞，如：「一『彎』新月、一『汪」清水、一『方』印章、「一『曲』悲歌」

等，這些量詞的修飾意味很濃，因此量詞仍保留原來的屬性：動詞就帶有動作意

味，是形容詞就含有修飾意味，它們作量詞時多少仍承襲了原本用法的特性，

因此量詞與其他實詞搭配時往往具有色彩意義，有時具形象色彩，有時具

感情色彩，例如： 

A.運用「比喻法」而化虛為實的形象色彩：由相似點切入而作比喻者不  

  少，「比喻」可達言簡意賅的效果，很能給人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 

  如「一線天、一葉小舟、一輪紅日、一方硯台、一彎新月」等都是以生 

  動的譬喻造出的量詞結構。又如海陸客話將葉子說成「一皮」、牆壁說成 

  「一扇」、眼睛說成「一蕊」，菜園說成「一廂」等，這些量詞也都具有 

  「比喻」的修飾功能。 

Ｂ.暗含「褒貶」而具有主觀的情感色彩：例如同是對「人」的稱呼，國語

「一 『位』老師」就比說「一個老師」更具有尊敬的意味，而閩南語「這

『箍』人」也比「這『兮』人」更具輕視意味。 

 

4.「「「「狀態狀態狀態狀態」」」」之之之之功能功能功能功能： 

    部分量詞由動詞而來，當它們用作量詞時仍保留了動作狀態的屬性，

如閩南語的「一撩椅仔」、「一張嘴」、「一托芎蕉」，客家話的「一擐粽仔」、

「缺一缺」、「扡一扡」、「撮一撮」、「一捻」、「一擔」、「一圈」等來自動詞

的量詞都仍保留原來的動作意味，這些量詞使事物的表達更生動，更具形

象性。 

                                                 26 周麗穎《名詞與量詞關係考察》（廣西：廣西大學碩士論文，2004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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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強調強調強調強調」」」」之功能之功能之功能之功能：：：：量詞重疊或加綴表意功能有強弱之別量詞重疊或加綴表意功能有強弱之別量詞重疊或加綴表意功能有強弱之別量詞重疊或加綴表意功能有強弱之別： 

                現代漢語中「數+量」結構一般在名詞前，在名詞後多用於需要明確計

帳時（如「黃金五百兩」），其中有強調數量的的意味。 

    客家話以重疊型量詞（如「項項」）標記數量或強調訊息所在的情形尤

其為多，「量量」結構表示「每個」的範疇概念，「數量數量」結構則表示

「依次」的時間概念，這些重疊的量詞都具有「強調作用」，而且如「朵朵」、

「句句」、「回回」等也比「每朵」、「每句」、「每回」更加、形象化、生動

化。 

        由以上可知量詞除了計量功能以外尚有「分類」、「修飾」、狀態」、「強調」

等其他重要的功能，除此之外學者還指出量詞尚有「借代」及「連接」等功

能：「借代」功能如「一人一個」，用「一個」借代所述的事物；「連接」功能如

「哭個不停、氣個半死」，其中「個」已由量詞虛化為具有「連接」作用的標記27。 

量詞多樣化的功用可使事物具分類的「區別性」（如「一根」和「一條」不同）28，使描寫更具有「形象性」（如「一『縷』相思」）和「生動性」（如「一

『抺』微笑」），尤其量詞在語義認知上本具「定配性」，但為修辭而又可突破

原有用法而另具「超定配性29」， 

展現量詞語用上霝活的一面。了解量詞之間表義的的差異性才能正確地使用

量詞，並突出其特點所在，        

 

（五）閩南語和客家話相異的特殊量詞 

 

以下是閩、客語相異的量詞： 

1.客客客客、、、、閩相異的量詞閩相異的量詞閩相異的量詞閩相異的量詞    

名詞 客家話 閩南語 國語 

牛 條 隻 頭 

桶 隻 卡（kha33） 個 

                                                 27 呂叔湘〈”個”字的應用範圍，附論單位詞前一個字的脫落〉一文稱補語前的「個」為「連接   詞」，王紹新〈量詞”個”在唐朝前後的發展〉一文則稱之為「助詞」。  中量詞「個」虛化為動賓或動補結構中的連接標記。 28 張美蘭〈析現代漢語的表現特徵〉（甘肅：《甘肅迥師學報（社科版）》），頁 13。 
29

 楊娜《漢語名詞、量詞匹配問題研究》（廣西：廣西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 年），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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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 位 跡 個 

鋪磚 層 勻
30 層 

轉彎處 隻 uat 個 

店 間 坎 家 

飯 餐 頓 頓 

電燈 蕊 葩 盞 

跑 輪 迣（tsua）、輪 趟 

冬粉 紮、籽 抺（me55） 把 

鳥窩 竇 岫 窩 橋 條 板 座 
豬 胱 ／ 胎 

田 埠 垤 塊 

香蕉 托 枇 串 

葡萄 樖（pho51） 葩（pha55） 串 

楊桃 捻 稜 片 

中藥 帖 味 帖 稻穗 欉 穗 串 柴 綑 縛（bak3） 把 人 隻 箍、e55 個 
人數 丁31 兮 個 

時間 段 晡 段 

杯子 隻 甌 個 

戲偶 隻 仙 個 

戒指 隻 卡 枚 

衣服 身 軀 套 

菜園 廂 垤 塊 線 囷（kun55） 絪(in55) 捲 房屋 排 埒（lua33） 列 竹林 垺 菢（bo15） 片 秧苗 頭 欉 株 
燈火 蕊 葩 盞 

                                                 30  據許極燉〈台灣語的詞法與句法〉，《台灣語概論》（台北：台灣語文研究發展基金會，1990），    頁：371。 31 一般廟會建醮登記庄內各家人口數以計算出資費用時，海陸話會問:「你家有幾多丁?」即「你家有多少個人」，若登記「五丁」就是「五個人」的意思。按「丁」當自「男丁」之意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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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 支 口 把 茶 罐 鈷（ko55） 壺 
碗 lap 疊 疊 

碗 隻 垤 個 

冬粉 紮、籽 ut3、liu51  

豆類 扡 me55 把 裂痕    痕 絢（sun24） 道 棉被 疊 椽（ien24） 層 
糖果 扡（ja15） 搣（me51）  

次數 滿、輪 回、迣（tsua）、聲32 回、趟 

下次、上

次 

擺 擺、改、過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差異所在差異所在差異所在差異所在    

    

以上是客、閩語不同量詞的比較，不同的量詞是凸顯方言異同的重要

環節，值得留意，歸納起來客家話和閩南方言的量詞有以下細微的差異 ： 

（（（（1111））））客客客客、、、、閩語各有特殊的量詞閩語各有特殊的量詞閩語各有特殊的量詞閩語各有特殊的量詞    

 姚榮松、羅肇錦曾指出33： 

 

 閩南語獨有量詞有：味、車、奇（k'a）、甌、鼎 

 客家話獨有量詞有：皮、碟、勺、廂、鑊 

 

不過我們發現其中「一車、一勺」國語裡也有，再如閩南語說「一鼎」，

客家話說「一鑊」都是「一鍋」的意思，在認知上並無相異之處，因此這

些應刪除在特殊量詞之外，而本文則發現還有客、閩語特有的量詞卻被遺

漏了，由上表可以看到海陸方言獨有的特殊量詞還有「紮、籽、竇、胱、

埠、托、捻、丁、廂、lap、滿」等，閩南方言特殊量詞則還有「卡、穿、

跡、勻、uat31、坎、迣（tsua33）、抺（me51）、岫、稜、晡、角、甌、仙、

軀、葩」等。不過其中「一車、一勺」華語裡也有，因此應該剔除在特殊

量詞之外。除此之外本文發現還有不少客、閩語特有的量詞尚未被發掘，

由上表可以看到： 

                                                 32  閩南語說「這聲去了了矣。」董忠司（2001：1166）指出「聲」作量詞「次、回」之意。 33 姚榮松、羅肇錦，《台灣閩南語、客家話及華語常用詞彙的對譯研究（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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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陸方言獨有的特殊量詞有「皮、紮、籽、竇、胱、埠、托、捻、廂、 

  lap、滿、垺、籽、扡、合、囷、捻、身、擐、痕、浪」等。 

b.閩南方言特殊量詞則有：「卡34、跡、勻、坎、迣（tsua）、岫、稜、晡、

甌、仙、軀、葩、味、崙、箍、挽、枇（香蕉）、椽、聲、過、改、uat

（轉彎）」等。 

以上雖未收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中間還有一些形式相同的量詞卻有著

不同的用法，如華語說「一頭牛」，用「頭」指稱動物，但客家話卻不如此

而以「頭」指稱植物，說成「一頭秧仔、一頭樹仔、一頭松樹」，華語將「頭」

用於動物名詞前而客家話卻植物名詞前，二者表現正好相反，按用「頭」為量

詞都取其「事物最前頭」為語意特徵,但用在動物或植物上方言卻和國語有

些差別。閩南語則完全不用「頭」當量詞，這也是客語、閩語及華語殊異之處，

值得多加留意。 

    部分閩、客語量詞保留古語遺跡：如閩南語「上次」說成「in 過」，

按《世說新語.任誕》有「嘗一『過』犬輸物」，《三國志.吳志.趙達傳》有「今

愛囚諭一過，數目以相予」，學者以為「過」在此作量詞，表示「經歷過一次的過

程
35」。 

   此外一點還有值得注意的是：國語以「個」、閩南語以「兮」、客語以「隻」

為語義泛化而幾乎可以替代任其他量詞的「萬能量詞36」，如客家話可用「隻」

作有生名詞：鳥類＞獸類＞人類的量詞，也可做如「水果、椅子、手表、

船、錢、字」等無生名詞的量詞。當量詞位不必明確，但又量詞位時則以

「萬能量詞」填補其空位。 

    

（（（（2222））））客家客家客家客家話量詞重疊的形式較多話量詞重疊的形式較多話量詞重疊的形式較多話量詞重疊的形式較多    

客家話的單音節量詞可以重疊以表頻率，但相對於閩南語則量詞重疊

者較少，如海陸客家話有：「擺擺、下下、道道、回回、隻隻、餐餐、項項、

枋枋、張張、陣陣、年年、日日」，閩南語則只見「年年、項項」，其他量

詞則多不重疊，要表達「每次」的意思僅用「每」、或「逐」，如說「逐擺、

                                                 34 「k'a55」在閩南語裡使用廣泛，吳莉雯（2000：54）指出其所搭配的名詞主要有兩類：一是鞋、襪、手環及戒指等，二是袋子、籠箱等容器，但觀察這二類物品都有一共同的特色，那就是所接的名詞都具有容納物體的空間，因此本文以為不必細分，二類的認知依據相同，可以併作一類。 35 馬芳《三國志量詞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3 年），頁 23。 36  金福芬、陳國華，〈漢語量詞的語化〉，（北京：《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2 年增 1 期），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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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頓、每一天」等， 海陸話則可說「逐擺」，也可說「擺擺」，二種形式

都可靈活運用。國語數量短語也可以重疊，但形式不同，如國語說「一行

一行」或「一行行」，海陸話則說「一行一行」或「行行」，後者可以不用

數詞。此外，客、閩語量詞重疊除了表示「每一個」的副詞意味，還可當

做形容詞，如海陸話和閩南語都說「飯粒粒」是形容米飯煮得「太硬」的

意思。 

    

（（（（3333））））客家客家客家客家話的話的話的話的「「「「拷貝動量詞拷貝動量詞拷貝動量詞拷貝動量詞」」」」比比比比較多較多較多較多    

現代漢語專用的動量詞主要有：「回」、「次」、「遭」、「趟」、「下」、「頓」、 

「遍」、「番」、「場」、「陣」等，但海陸客家話動量詞則多了「一輪」、「一

擺」、「一滿」、「一道」、「一工」，還多了不少的「拷貝型量詞」，「拷貝型量

詞」又稱「反響型量詞」或「反身量詞」37，早期甲骨文就有「人十又六人」、

「羊一羊」等「名量」型的拷貝型量詞，今日客家話所見則是「動量」型

的拷貝型結構，即型式上出現「V 一 V」的結構，但前一個 V 代表動詞，後

一個 V 卻是由動詞變化的量詞，二者作用不同而同時出現，如海陸話的拷

貝型動量詞有： 

扡一扡、疊一疊、堆一堆、抔一抔、挾一挾、缺一缺、夾一夾、 

搲（za33）一搲、捧一捧、擐一擐、撮一撮 

因為部分動量詞是由動詞「量詞化」而來，因此造成不少同形而不同

詞類的情形，這種量詞在海陸話中尤其多，閩南語和國語則較少見。不過

需注意的是：動詞和量詞同的形「拷貝型量詞」和邵敬敏所謂的的「同型

量詞」38
形式相似，都是以「V－V」的形式出現，但前者的兩個「V」一為

動詞，一為量詞，但後者的兩個 V 則都是動詞，因此「V 一 V」便可有兩種

的分析法： 

A.如果是「拷貝量詞」則「一 V」是可數的，如有「疊一疊」也可以有「疊 

兩疊、疊三疊」。 

B.如果是「同型量詞」則只能有「疊一疊」而不能有「疊兩疊」的形式， 

  此處的「疊一疊」相當於「疊一下」或嘗試體的「疊疊看」，僅表示「輕 

  量」或時量的「短暫」義而不表數量義，二者之間應有所區別。 

 

（（（（4444））））餘數表達方式稍異餘數表達方式稍異餘數表達方式稍異餘數表達方式稍異：：：：    

    客、閩語在餘數表達上略有不同：海陸話用「零」、「過」，如「七十零

                                                 37 李宇明，《語法研究錄》，（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頁 45。 38  邵敬敏《現代漢語通論教學指導》，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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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十過年」，閩南語用「外」，如「七十外歲」、「十外冬」，而國語用「多」，

如「二十多歲」，但海陸話有「十過年」「三十零歲」等餘數在量詞前的情

形，也有「十年零」，「三十歲零」等零數在量詞後的特殊例子。 

D.閩南語可有「形容詞+量詞+名詞」的結構：閩南語另一較特別的是：用

「大、細」修飾名詞的時候必須加上量詞，不像華（國）語的「大、小」

可以直接修飾名詞39，例如： 

一隻大隻狗。 （國語：一隻大的狗。） 

一支大支雨傘。（國語：一把大的傘。） 

兩塊細垤碗。 （國語：兩個小的碗。） 

三尾細尾魚仔。（國語：三條小的魚。） 

其他還有如「大隻牛、細叢筆、大扇門、細葩火」等，國語和客家

話則未見這種用法，海陸話只說「大隻 e 狗」、「細垤介碗」，結構助詞「e」

或「介」不可省略。閩南語則根本不必加任何結構助詞。 

（（（（5555））））各有其各有其各有其各有其「「「「特徵詞特徵詞特徵詞特徵詞」：」：」：」：    

                如客家話以「捻（niam11）」表示長度量：漢語各方言一般都以「尺」、「寸」 

 等公定單位標示物體的長短，但海陸客家話卻將大姆指和食指張開的距離稱為 

 「一捻」，並常用此來度量事物的距離或長度，因此「捻」是客家話獨有的「方 

  言特徵詞」。 

  可以看到部分量詞有地域性，如閩、客語說一「台」車，國語則要說

一「部」車，。此外，海陸腔和四縣腔客家的量詞大致相同，但海陸客家

話還另外吸收了閩南語語的詞彙，如：「眼睛、草、磚頭、山」海陸客語和

閩南語都可以說「一蕊、一叢、一垤、一粒」，但四縣話說「一隻、一頭、

一塊、一座」，所用量詞相同，認知系統上也較為相近。 

 

六、結語 

 

一般人以為量詞只是計算數量的單位而已，但由以上我們可以看到海

陸話和閩南語在量詞方面的表現功能非常多樣化，歸納起來量詞具備了以

下的功能： 

（1）量詞方言化：國語以用「個」為多，而閩、客語量詞用「隻」為多 

                                                 39  盧廣誠，《台灣閩南話概要》（台北：南天出版社，2003），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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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語義擴大，具豐富的意蘊。我們發現其中有些度量衡單位也呈現出

方言的特色。其組合與族群認知心理密切相關，比之國語，語意擴大、縮小

及轉移。 

（2）量詞結構複雜化：名、動、形皆可充當量詞，形式多樣,含數量、指 

量、形量、重疊。 

（3）量詞功能多樣化：計量、分類、修飾、狀態、強調，加疊，使語意變 

     強或變弱。 

 

    詞彙是地域、文化的投射，可知語法和語義相關，不同語義選擇以不

同的語法形式來運載。量詞具「定配性」、「地域性」、「轉喻性」及「形象

性」等種種語用等色，其使用分工細致，這是人們對事物認識日益細致而

深化的結果，「思維越嚴密，語言越豐富40」，量詞是漢語認知及思維模式下

的結晶，正確使用量詞。有些形同而義異，如「粒」、「頭」用法不同。 

    閩、客語和語不同量詞乃因不同的人從不同角度按不同方式而觀察事

物的結果。因此除分類式的靜態研究也應進一步研究它在語句中的動態表

現。 

再者文學作品追求形象性及生動性的描寫，量詞正可使事物形象化、

概念具體化，若能善用量詞必能藉量詞誇飾（如「舟中人兩三『粒』」）、比

喻（如「一『葉』小舟」）、轉品（如一『抺』微雲）及借代（如「三『口』

之家）「」的修辭色彩為文章增添為立體效果及美感色彩。 

 

以上從量詞的內部結構及外部功能來分析客、閩語的量詞，可以發現客家

話和閩南語語的量詞十分豐富、用法也十分靈活，而且又有各自的特點，

尤其客家話往往兼具了客家話的特點，又同時吸收了國語和閩南語的詞

彙，呈現出多元的特色。了解那些是「閩南語與客家話共有的量詞」（如「一

蕊花、一粒山」）、哪些是「閩南語獨有的量詞」（如「一岫、一卡」）哪些

是「客語獨有的量詞」（如「一 lap3 碗、一胱」）可以讓表意更為明確，也

可以由此探討閩南語與客語量詞認知基礎之異同及文化經驗觀的差異，從

漢語史的角度看，量詞的發展越來越完善、細緻量詞的運用越來越準確、

生動、鮮明，經由上述討論我們知道客、閩語量詞除了分類、計量及修飾

等功能外，它還承載了認知心理的特徵和豐富的文化內涵，其詞彙背後究

竟蘊涵著什麼意義?還有待我們深入去探究。 

    

                                                 40 關湘〈淺析漢語量詞的特點及其運用〉《廣州師範學院學報》，頁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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