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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結構的焦點成分 

――以「太」字結構為例* 

舒志翔 

中央研究院 

本文從中文「太」字結構的角度來探討程度結構中的兩個問題。一

是文獻中所討論的帶範域程度詞常被分析為量化詞，但是典型量化詞卻

無法和程度論元組合。二是文獻中對於程度詞是否有帶範域以及是否有

移位仍有爭論。本文採用 Rooth (1985) 等現代焦點理論的看法，主張

「太」字結構為焦點結構之一員，且此結構為等級焦點結構。同時，基

於中文的語料，本文也主張「太」字結構中存在著焦點移位。本文的證

據來源包括「太」與焦點敏感詞「連」在焦點語意上的種種共通性、

「太」與「了」的共現現象的句法特性以及相關的句法區域性效應等。 

關鍵字：程度結構、等級焦點、「太」與「了」的共現、句內成

分與句子邊緣的依存性、隱性焦點 

 

                                                           
*
 筆者感謝張永利教授、齊莉莎（Elizabeth Zeitoun）教授、余文生（Jonathan P. Evans）教

授、廖偉聞教授在本文撰寫過程中提供的諸多寶貴意見。筆者也感謝臺灣語文研究的編

輯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諸多修改意見，大幅減少本文疏漏和解釋不清之處。本文

較早的版本曾經在 GLOW in Asia (2014)、第十一屆形式句法與語意研討會（2016）兩會

中宣讀，筆者也感謝與會學者的建議，包括林若望教授、張寧教授、蔡維天教授、劉辰

生教授。本文的疏漏錯誤之責皆由筆者自負。 



178 舒志翔 

1. 引言 

        程度結構是語言中的一個複雜現象。在語意與句法的研究中，牽涉到

的議題眾多──程度詞的語意和論元結構、程度運符的語意、程度論元的

語意、可分等級的述語的論元結構和種類及其否定反義詞的語意、無程度

詞修飾的可分等級述語的分析、英語程度詞的句法倒裝現象、程度詞的範

域、程度子句的分析、程度結構中的移位等等。本文從中文「太」字結構

語料的角度，嘗試解決其中一些問題：（i）為何有些程度詞（英語的  

-er/more、too、enough 和中文的對應詞等，如（1）、（2）所示）的語意

雖然可用量化結構的分析呈現（Bhatt and Pancheva 2004，Cresswell 1976，

Heim 2000，Meier 2003，von Stechow 1984 等），但是典型的量化詞，或

與其相同語意的詞，無法直接量化程度，如（3）、（4）所示；（ii）程度

結構不像一般量化結構能在英文中和其他量化詞產生範域的歧義

（Kennedy 1997），但是程度詞在某些句法和語意方面的表現類似帶範域

（scope-bearing）詞，像是與內涵動詞（intensional verbs）產生歧義、在英

語中適當的句法環境會出現程度倒裝，以及能核可刪略結構等等，如（5）

所示。 

(1) a. John is taller than Mary. 

b. John is too tall. 

c. Mary is smart enough.  

(2) a. 張三比李四高。 

b. 張三太高了。 

c. 李四夠聰明。 

(3) a. *John is every tall. 

b. *John is some tall.  

(4) a. *張三每高。  

b. *張三有高。（「有」量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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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John needs (to have) too much money. (Heim 2000) 

b. John is not too smart a student to fail this test. (O’Connor 2015) 

c. *John is a not too smart student to fail this test. (O’Connor 2015) 

d. Mary ran faster than John did. (Heim 2000) 

針對第一個問題，本文基於 Krifka (2007)、Rooth (1985)等對焦點結構

的分析，以及中文的「太」字結構語料，提出一個對帶範域的程度新主

張。根據 Krifka 和 Rooth，界定焦點結構的主要特質是其中的替代成分，

而且一個焦點結構帶有兩個維度的語意成分：一般語意值（ordinary 

semantic value）以及替代語意值（alternative semantic value）。本文的具體

主張就是含有帶範域的程度副詞的句子皆為等級焦點（scalar focus）結

構，而像是「張三太高了」這種句子的一般語意值為單一命題，如（6a）

所示；其替代語意值為一組命題，如（6b）所示。據此，一個命題層次的

運符結合了兩個維度的語意，而導出了「張三太高了」的語意值，如

（6c）所示。 

(6)   a. 張三的最大高度為 d高，d值在語境中顯著。  

b. 形式為「張三的最大高度為 dx高」的命題集合。 

c. （6b）形成一個非相容性（incompatibility）量表，（6a）高於此量

表中相容的範圍。 

根據這個焦點語意的分析，再加上前人（如 von Stechow 1984）已注

意到的程度論元特有的語意特性，亦即程度論元只能有一個最大的程度

值，（1）、（2）和（3）、（4）的合語法性差異在於焦點結構和量化結

構對其組合對象的語意要求不同――只有量化結構要求其組合對象沒有內

建的「單一成員」限制，焦點結構無此要求。 

針對第二個問題，本文基於範域的歧義、中文「太」字結構特有的範

域標記機制（「了」標記）、相關的區域性（locality）效應等，主張「太」

字結構有句內成分與句子邊緣的依存性（sentence-internal and sent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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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ipheral dependency），且其結構和典型的焦點副詞結構可採用大致相同

的句法的移位分析，唯一的顯著不同是前者的焦點是一個無聲成分，也就

是程度論元，如（7）所示： 

(7)   a. Foc 太 [TP …[FP …[太[pro]]…]…] （FP = 焦點詞組 = focus phrase） 

b. [FP …[太[pro]]…]i Foc 太 [TP …ti…] 

本文的組織如下。第二節闡述以往研究對程度詞的歸類所造成的一些

分析上的問題。第三節回顧焦點結構和程度結構的基本性質，並提出本文

的基本主張，即「太」字結構為等級焦點結構。第四節對此主張提出論

證。第五節提出歸類問題的解決方式。第六節探討此新的語意分析在句法

上的對應分析，並提出相關的論證。第七節為結論。 

2. 程度詞/程度結構的歸類問題 

含有 -er、too、enough 等詞的程度結構在以往的研究大多被歸類為量

化結構（Bhatt and Pancheva 2004，Cresswell 1976，Heim 2000，Meier 

2003，von Stechow 1984等)。1此歸類最主要的動機為程度詞的語意基本上

可以用典型量化語意的概念來呈現。舉例來說，根據 Heim (2000)，John is 

more than four feet tall 這句話可以用 John is tall to some degree exceeding 

four feet（John的高度是某個大於四英尺的高度）來詮釋，而後面這句話包

含一個偏稱量化詞 some。依照這個詮釋方式，基本上其他的程度詞也可以

用量化語意來分析。John is too tall 可以理解成 John is tall to some degree  

                                                           
1
 Kennedy (1997) 以及一些後續的研究則主張程度結構沒有量化力量（quantificational 

force），也就是不能得到句子層次的範域。這個分析的根據和其分析細節和本文不同。

其主要根據是 Every planet solar system is larger than Earth’s moon 等句子得不到範域上的

歧義。其具體分析則牽涉到測量函數（measure function）的概念。該分析錯誤地預測帶

範域的詞一定能越過量化詞得到寬域（Why did everyone bring potato salad? (why > 

everyone, *everyone > why)，參見 Bhatt and Pancheva 2004 的討論），也無法解釋第六節

討論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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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eding some value of acceptable height（John的高度是某個大於可接受的

值的高度）。John is tall enough 可以理解成 John is tall to some degree 

exceeding some value of unacceptable height（John的高度是某個大於不可接

受的值的高度）然而，將程度結構歸類量化結構的分析在解釋一些程度結

構的現象上似乎有所不足。以下作四點說明。 

2.1 量化詞的界定問題 

        上述學者將程度結構稱為量化結構的主要動機是前者的語意可以由後

者的概念來呈現。然而，這個推論似乎太過籠統。上面提到的 John is tall 

to some degree exceeding four feet 這句話不但有量化詞 some，還有動詞

exceeding。這和偏稱量化詞語意不同，因為多了一個 EXCEEDING 的語意。

為了避免籠統的推論，我們必須先給量化詞或量化結構一個明確的界定，

再來說程度結構是否為量化結構。然而，學界對於界定的問題並沒有共

識，且不同的界定方式又帶來了不同的問題。 

研究量化結構的學者如何界定量化結構？一般來說，有兩種看法。一

是不給量化詞一個具體的定義，而把任何和數量有關的結構都當作量化結

構，且容許用不同的分析來分析其中不同的成員（Nouwen 2010，Szabolcsi 

2010 等）。二是從量化限定詞的語意來界定量化結構。根據此定義，頻率

副詞，基本情態詞等都有清楚的對應到量化限定詞的語意，所以可視為量

化詞，而不符合這些詞的語意的詞就不被視為量化詞（參見 Keenan 2011

及其引用文獻）。雖然這兩個看法都有可能是對的，第一個看法在目前的

理論階段可行性並不高，因為理論視為同一類別的事物，如果在分析上的

表現不同，代表理論並沒有捕捉到其異大於同的特性。同時，如果理論無

法給一組其視為相同類別的事物一個明確的定義，也代表理論沒有捕捉到

其相同處在哪裡。反之，一組理論視為不同類別的事物，在分析上的表現

不同，代表理論正確地捕捉到其相異處。第二種看法在概念上顯然更站得

住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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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回到程度結構來看。雖然第一種看法和「程度結構是量化結

構」的說法相容，但由於前述的問題，可行性不高。第二種分析，按照嚴

格的定義，則和「程度結構是量化結構」的說法不相容，因為程度詞 more

等的語意不但含有（i）偏稱量化還包含（ii）exceeding 的語意，並沒有和

任何限定詞有直接的語意對應。因此，至少從概念上來看，程度結構看來

不屬於量化結構之一員。以下，我們繼續從第二種看法的界定下，檢驗

「程度結構是量化結構」的說法。  

2.2 典型量化詞-程度論元的選擇限制效應 

如果程度結構是典型量化結構的一員，我們會預測典型的量化詞

every、some、「每」、「有」等等也能以程度詞的形式，出現在程度結構

中。2然而，這些全稱量化和偏稱量化限定詞都不能和程度論元組合，如

（1）、（2）所示，重複如下： 

(8)   a. *John is every tall. 

b. *John is some tall.  

(9)   a. *張三每高。  

b. *張三有高。（「有」量化程度） 

更進一步來說，在英語和中文中我們都找不到任何的程度詞來單純地表達

全稱量化和偏稱量化的語意。也就是說，我們找不到下面兩種句子：

「John is S tall∕張三 S 高」（S 為一個假想程度詞），且句子表達「John

∕張三有每個高度」或「John∕張三有一個高度」。 

                                                           
2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們假定 every/some 等詞在句法上只能是限定詞，而不能是程度

詞，則我們不會預測他們可和 AP 等可分等級述語成分組合，原因是句法範疇選擇只容

許名詞組和限定詞組合。然而，既有的句法理論並無法排除 every/some 等詞為同音異義

詞的可能性，也就是可當限定詞，又可當程度詞，就像 Abney (1987) 對 that/this 等詞的

分析一樣，因此這裡的預測依然有其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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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必須另外規定程度論元只能被特定的量化詞量化，來說明

（8）、（9）的不合語法以及 S 的不存在。然而，更深層的原因仍有待進一

步探究。 

2.3 非保存性（Nonconservativity） 

根據眾多形式語意學者們對於量化詞的分析，一個詞如果被視為量化

詞，尤其是量化限定詞（quantificational determiner），則該詞一定具備保

存性（conservativity）（Barwise and Cooper 1981，Higginbotham and May 

1981，Keenan and Stavi 1986等）。保存性的定義為，一個量化詞所帶的兩

個論元有以下的相等關係：第一個論元和第二個論元的關係＝第一個論元

和兩個論元交集的關係。此相等關係可用（10）表示。 

(10)  Q(A)(B) Q(A)(A ∩ B) 

舉一個具體的例子來講，依照保存性對量化詞「每」的要求，「每個人都

走路」和「每個人都是走路的人」同義。 

如果保存性是一個有效的檢驗一個詞是否為量化限定詞的工具，且非

名詞性量化詞又必須和量化限定詞有基本上相同的語意內容（2.1 節中第二

派的看法），那麼保存性也會是檢驗一個詞是否為量化詞的工具。然而，

Bhatt and Pancheva (2004) 已經觀察到，保存性在比較結構中似乎不存在。

根據量化理論的程度詞的分析，一個比較程度詞表達的是兩組程度間的真

子集（proper subset）關係，如（11）所示： 

(11)  a. ⟦-er⟧(A)(B) = 1 iff A ⊂ B （A, B為程度的集合） 

b. John is taller than Bill is. 

    （= Bill的高度的集合是 John的高度的集合的真子集） 

因為第一個論元和第二個論元為真子集的關係，且一個集合不可能為自己

本身的真子集，（10）所描述的保存性不可能會成立。此矛盾可用（12）

的形式語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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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a. ⟦-er⟧(A)(B) = 1 iff A ⊂ B 

b. ⟦-er⟧(A)(A ∩ B) = 1 iff A ⊂ (A ∩ B) （矛盾） 

c. ⟦-er⟧(A)(B) ⇎ ⟦-er⟧(A) (A ∩ B)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Bhatt and Pancheva (2004) 提出了特殊的句法機制──

程度子句的延後合併──來解決。然而，他們也注意到（該文附註 33），

這個解釋沒有說明為何典型量化詞沒有延後合併的機制。此外，Grosu and 

Horvath (2006) 也注意到，很多帶有程度子句的程度結構都是非保存性，這

對延後合併的分析也是個挑戰。 

2.4 強制性刪略 

典型的量化詞並不會要求其句法結構中必須出現刪略。在一般量化結

構中，像是 All boys walk 和 Some girl swims 這兩句中，語意可用 ALL (boy) 

(walk) = T iff boy ⊆ walk和 SOME (girl) (swim) = T iff girl ∩ swim   來表

示，句法上都沒有刪略。然而，在程度結構中，刪略往往是必要的，如

（13a）及（14a）。3在比較結構的語意表徵（15a）中，有兩組的程度集

合的關係，但是通常其中一組牽涉到的程度結構無法原封不動的在句法中

體現，如（13b）。在 too 字結構中，強制刪略的效應更明顯。在標準的語

意表徵中（Heim 2000，Meier 2003），程度結構也出現了兩次（15b），

可是其中一個程度結構在句法中並不能出現，如（14b）。   

(13) a. John ran faster than Bill did. 

b. *John ran faster than Bill ran fast. 

(14)  a. Mary is too tall to sleep on the sofa. 

b. *Mary is too tall to sleep on the sofa than she were tall. 

 

 

 

                                                           
3
 Heim (2000) 也注意到這個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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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a. max (d.John ran d-fast) > max (d.Bill ran d-fast) 

a′. John跑的最大速度大於 Bill跑的最大速度  

b. max (d.Height(Mary)(@)d) > max(d.w′[R(@,w′) &  Height(Mary) 

(w′)d])
4
 

b′. Mary 的真實高度大於她在任何相關的替換世界中有的最大高度

（這裡的相關的替換世界中，Mary可以睡在沙發上） 

為什麼典型量化不會要求刪略，但程度結構中會有此要求？這對傳統的程

度詞的研究是一個挑戰。 

3. 程度結構屬於焦點結構 

有兩個邏輯上合理的解決方式來處理上述程度結構的歸類問題。一個

是增加量化理論的內容，以處理其所碰到的困難。另一個方式是將程度結

構重新歸類到和量化結構不同的另一種結構。由於第一個方式目前缺乏證

據，也沒有適合的方案，本文嘗試從第二個方式來解決此問題。如果我們

跟著經典文獻（Bhatt and Pancheva 2004，Heim 2000，Meier 2003,等）的腳

步，將程度詞 -er、too、enough 等都視為帶範域的詞，但不把它們當作一

般語意學，像是廣義量化詞理論（generalized quantifier theory）所界定的量

化詞，那麼一個明顯的可能性就是它們是焦點敏感詞了。5以下先陳述本文

的理論假定，再提出對程度結構的基本主張。 

 

 

                                                           
4
 這裡採用的是 Beck (2011) 文中給的語意表徵。@代表真實世界（actual world），R代表

可獲取的關係（accessibility relation）。 
5
 焦點結構也有可能在某種層次上被分析為量化結構的一種，尤其是語用層次。一位匿名

審查人也提到，Karttunen and Peters (1979) 對焦點敏感詞的分析都可視為一個約定隱含

（conventional implicature）下的量化分析。本文並不挑戰這個觀點。因篇幅有限，本文

不會在語用的議題上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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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理論假定 

本文跟隨目前頗具影響力的 Beck (2007)、Krifka (2006)、Rooth (1985, 

1992, 1996) 等研究，給焦點結構如下的定義和分析： 

(16) a. 帶焦點的個體（individual）引介出一組替換的個體，這組個體包 

 含帶焦點個體的原本意義。 

b. 這組替換的個體和句中的其他成分組合，形成一組替換的命題。 

c. 焦點運符的語意規則根據一般命題和替換命題的語意導出最後的

語意。 

舉例來說（參見 Rooth 1996: 276），在（17a），John是帶焦點成分，帶有

原本意義∕一般語意（ordinary semantics），⟦John⟧o，和焦點語意（focus 

semantics），⟦John⟧f。⟦John⟧o 是一個單一成員的集合，{John}，而⟦John⟧f

則是一組包含 John 的相關替換個體的集合。Only John saw Mary 這句也包

含兩個語意值⟦[John]F saw Mary⟧ o和⟦[John]F saw Mary⟧ f。前者是不含焦點

運符的單一命題（文獻中常稱為 prejacent）的集合，{John saw Mary}

（17b）。後者是一組替換命題的集合，其形式為「x saw Mary」，x 為相關

的替換個體（17c）。 

(17)  a. Only [John]F saw Mary.  

b. ⟦[John]F saw Mary⟧o 
= {John saw Mary} 

c. ⟦[John]F saw Mary⟧f 
= 形式為 「x saw Mary」的命題集合 

而 only 本身有一個語意規則，也就是預設和其結合的命題，且任何為真的

替換命題都不能和帶有一般語意的命題有所差異。其形式化的寫法如

（18）所示：6
 

 

                                                           
6
  Rooth (1996) 原本的寫法並未加括弧，而且預設的部分未提到一般語意。此處的寫法更

清楚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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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only 和句子 結合，產生斷言p[(p⟦⟧f
 ˇp) → (p =⟦⟧o

)] ，以及預

設⟦⟧o。（「ˇp」表示「p為真」）  

在這個語意規則的作用下，可以解釋為什麼如果 Bill 也看到了 Mary，

（17a）為假，因為  Bill saw Mary 為真且是（17c）涵蓋的替換命題，且其

和帶一般語意的命題 John saw Mary 不同，違反了（18）。這也可以解釋

為何如果 John 看到了 Tom，（17a）仍為真，因為 John saw Tom 雖然為

真，但不是（17c）所涵蓋的替換命題，所以沒有違反（18）。  

（16）中的定義和分析有幾個特點和較早期的焦點研究不同：（i）焦

點標記（focus marking）不限統一的形式，因此這裡定義的焦點不一定在

語調上有特別的標記；7（ii）結構的語意牽涉到兩種語意值（一般語意值

和焦點語意值）的組合，和量化結構不同。8
 

在程度語意方面，本文跟隨經典的 Heim (2000) 和 von Stechow (1984)

等的研究，給程度結構如下的定義和分析（和這些分析不同的是，本文不

採用「程度詞為量化詞」的分析）： 

(19)  a. 程度結構包含一個可分等級述語，其為程度與個體的關係。 

b. 程度結構可和一個最大值運符（maximality operator）結合（此運

符由可分等級述語本身引介），以利該結構和程度運符結合。9
 

按照以上兩點，一個可分等級述語的語意表徵可寫成（20a）。最大值運符

的語意表徵如（20b）所示。 

 

 

 

                                                           
7
  除了上述文獻外，Horvath (2007) 、Szendrői (2006)、Wagner (2006) 等亦主張語調和焦點

不一定有直接的對應關係。 
8
  本文提到的「量化」指涉在廣義量化詞理論所界定的量化，不考慮註 5 提到的語用所牽

涉的量化概念。 
9
  當程度詞修飾的述語是「矮」或「小」等詞時，加了最大值運符則表示「最大程度的不

高∕不大」等語意。細節請參見 Meier (2003) 及其引用文獻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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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a. ⟦tall⟧ = λddλxe [height (x) ≥ d ]
10

 

a′. ⟦高⟧ = 個體 x在高度上和一組程度的對應，其關係是「大於或等

於」的關係 

b. max(P) = ιd:P(d)=1 & d′[P(d′)=1 → d′d] 

b′. 最大(P) = 帶有程度的述語 P中，使述語為真的程度集合中的獨一

無二的最大值成員 d  

（19）中對程度結構的定義和分析可以解釋可分等級述語為何可受到程度

詞修飾，而其他的述語不行，如（21）；也能解釋有測量詞組的程度結構

不一定指涉一個個體的最大程度，如（22a）；同時，也解釋了一些程度詞

能夠就兩個個體的最大程度作比較，如（22b）。 

(21)  a. 張三太喜歡李四了。 

b. *張三太吃了三碗飯。  

(22)  a. 張三有 185公分高。事實上，他的身高是 193公分。 

b. 張三比李四高。 

3.2 本文基本主張 

本文對程度結構分類議題的核心主張如下：包含 too∕「太」字結構在

內的程度結構為等級焦點結構之一員。11因此，焦點結構所包含的基本成

分也在「太」字結構中存在。根據此主張，之前對 too∕「太」字結構的量

化結構分析，必須被重新分析為焦點結構。 

以（14a = 23a）和其中文對應句（23b）為例，我們現在不再採用

（15b）的分析，而改採用焦點的分析。根據此分析，「張三太高了」有一

                                                           
10

  這裡隱含了一個語意文獻中普遍的假定：程度的方向性（directed interval）（Larson 

1991）或單向性（monotonicity）（Heim 2000）。按照此性質，如果一棵樹有五公尺高，

那它就有四公尺高。 
11

  雖然本文論證的語料都來自於中文，本文假定其對「太」的分析也都可直接用在英語

的 too 字結構。基於篇幅有限，本文不使用英語的語料一一測試相關的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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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一般語意值和一個焦點語意值。根據（20a）的語意表徵，12讓我們假定

這句話的句法結構包含一個無聲的程度論元 pro，13其為焦點（程度）符

Foc 太（此運符在句法上對應到一個句子層次的隱性中心語，見 6.4 節）的

焦點，如（24a）。14（23b）的一般語意值是不包含「太」字的句子（也

就是 prejacent）的語意，讓我們假定這個句子內建了一個最大值運符，且

其程度論元的最大程度值可由語境導出，如（24b）所示。15（23b）的焦

點語意值是一組替換命題的集合，這些替換命題的形式都是張三 x高，而 x

為張三的最大高度，如（24c）所示。另外，我們在焦點語意（24c）中，還

需要界定一組跟一個非相容性量表相關的替代命題的子集，可稱其為焦點

語意。16而在這子集中，x 的值會讓命題處於非相容性量表（相對於情態詞

結構「能睡沙發」而言）中相容的範圍，也就是「張三可以睡沙發」的範

圍，如（24d）所示。  

 

                                                           
12

  Corver (1997) 和 Zwarts (1992) 採用在可分等級述語上擺標誌（index）的方式來體現無

聲的程度論元。由於目前句法理論不採用這個方式來表示論元，本文採用 pro 的方式來

表現。 
13

 採用 pro 分析衍生出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何 pro 的位置不能出現一個顯性成分。有兩個可

能的解釋：一是語言中存在某種經濟原則（economy principle），使得一些結構中，某

些指稱能由語意導出的詞必須為無聲成分（如 Johnson (2007) 文中分析的量化結構中無

聲的冠詞 the）；二是程度論元本質上是一個功能性（functional）的論元（Schwarzschild 

2005），在句法中只能以隱性方式呈現，並經由一個運符成分核可。相關細節有待日後

的研究進一步探討。 
14

 一位審查人指出，採用 pro 的分析似乎會產生一些問題，包括如何界定 pro 的詞性和指

稱等。我同意這些問題尚未解決，但在句法―語意介面的考量下，既然目前標準的語意

分析（見 3.1 節）要求程度論元伴隨著任何的可分等級述語，句法上 pro 的分析似乎無

法避免。關於這個論元的詞性問題，Schwarzschild (2005) 主張程度論元屬於一種非論旨

的（non-thematic）功能成分，類似事件論元（event argument），因此不帶一般的詞

性。Schwarzschild (2005) 雖未提出程度論元的句法分析，但和本文的 pro 分析並無直接

衝突。 
15

 這個分析和 Delfitto and Fiorin (2014: 13) 對感嘆句中未加運符前的程度結構分析相似。 
16

 Heim (2000) 和 Meier (2003) 等的分析也提到類似的可接受度量表的概念，不過由於她們

採用量化結構分析，比較的是程度論元的程度，而不是命題層次的相關量表上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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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 Mary is too tall to sleep on the sofa. 

b. 張三太高了，因此不能睡沙發。17
 

(24)  a. 張三太[pro]F高了。 

b. ⟦張三[pro]F高⟧o 
= {張三 pro高}，pro 為張三的最大高度且 pro 值

在語境中顯著 

c. ⟦張三[pro]F高⟧f 
= 形式為「張三 dx高」的命題集合，dx為張三的最

大高度 

d. ⟦張三[pro]F高⟧f ′ 
= 形式為「張三 dx高」的命題子集合，dx為張三

的最大高度，dx 值會讓命題處於非相容性量表中相容的範圍，也

就是張三可以睡沙發 

我們現在可以訂定「太」字結構的運符的語意規則如下： 

(25)  隱性運符 Foc 太和句子  結合，引介一個非相容性量表和預設⟦⟧o，

產生斷言 ιp⟦⟧f
 [ˇp  p  ⟦⟧f' 

] ，此處的⟦⟧f'
 指涉非相容性量表中

相容的範圍。 

(26)  非相容性量表： 

命題的集合根據「太」字結構中，相對於一個隱性或顯性情態結構

的非相容性的語意成分做排序，相容的範圍程度較低，非相容的範

圍程度較高。程度論元 dx的值越大，命題 x的非相容性程度就越大。  

     ⟦⟧f'
                                                      ⟦⟧o

 

   

--------x的程度------相容範圍的最大值------x的程度------ 非相容性 

根據此分析，如果沙發可以讓一個 190 公分的人睡覺，但 191 公分的人睡

就睡不下了，而張三身高是 170公分，則（23b）為假。原因是「張三 pro 

                                                           
17

 英語的 too…to 句式在中文中比較自然的翻譯是「因為…太…所以」、「…太…因

此…」、或是「因為…太…而」的句型，且「因為」可省略。本文不討論這方面的中英

文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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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為真（pro 的值從語境中導出），此命題屬於形式「張三 dx 高」命題

子集之一員，且 pro 的最大值（170 公分），會讓命題處於一個張三可以睡

沙發的命題子集的範圍{張三 pro(最大值 151)高，張三 pro(最大值 152)

高….張三 pro(最大值 190)高}，這個結果違反了（25）。同樣的道理，如

果張三身高是 198 公分，（23b）為真，因為「張三 pro 高」這時不屬於一

個會讓張三可以睡沙發的命題子集的範圍，（25）有被遵守。 

4. 「太」字結構的等級焦點分析之證據 

在這一節本文呈現「太」字結構為等級焦點結構的證據。這些證據來

自於檢驗焦點的核心特性，以及「太」字結構和「連」字結構的相似語意

性質。 

4.1 一般語意與焦點語意：接句測試 

根據 3.1 節的討論，一般焦點結構都會產生一組替換的個體和一組替

換的命題，而這些替換的個體和命題在焦點運符的語意規則下，能導出句

子的正確語意。前面我們已經看過英語 only 的例子，現在我們用中文的

「連」結構說明替換個體與替換命題的存在。 

根據替換概念下的分析，「連」字結構產生出一般語意以及焦點語

意。因此在例句（27）中，焦點「張三」引介出一般語意，也就是個體{張

三}和命題{張三喜歡李四}；同時，也引介出焦點語意，亦即一組包括張三

的替換個體，例如{張三，王五，大明，小美}，以及一組替換命題{張三喜

歡李四，王五喜歡李四，大明喜歡李四，小美喜歡李四}。根據一般對 even

結構的分析（Guerzoni 2004，Herburger 2000，Karttunen and Peters 1979，

Rooth 1985等），（27）可以得到（28）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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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連張三都喜歡李四。 

(28)  a. 斷言：張三喜歡李四 = ⟦[張三]F喜歡李四⟧o
 

b. 添加預設：[x喜歡李四，x  張三] = ⟦[張三]F喜歡李四⟧f 形成的命

題集合包含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成員 

c. 等級預設：有一個不可能性量表（unlikelihood scale），在其上

「張三喜歡李四」排序最高= 在⟦[張三]F 喜歡李四⟧f 的命題集合

中，⟦[張三]F喜歡李四⟧o命題可能性最低 

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看出「連」字結構必然含有一個一般語意和一組替

代語意。這些語意成分可以用接句測試（continuation tests）來測出： 

(29)  a. #連張三都喜歡李四，但張三不喜歡李四。 

b. #連張三都喜歡李四，其他人喜不喜歡李四我不知道。 

c. #連張三都喜歡李四，其他人可不可能喜歡李四我不知道。 

d. #連張三都喜歡李四，我本以為其他人也不太可能喜歡李四。 

e.  #連張三都喜歡李四，我本以為其他人比較不可能喜歡李四。 

（29a）句不通的原因是（27）句的一般語意，也就是斷言，被後面的句子

反駁。（29b）句不通的原因是（27）句的添加預設被後面的句子的「我不

知道」這句話取消掉。（29c）句不通是因為等級預設被接句取消掉。

（29d）不通是因為接句迫使命題的替換不影響其在不可能性量表上的位

置，違反了等級預設。（29e）不通是因為接句迫使命題的替換會和等級預

設中的量表呈現相反的結果。 

現在我們來看「太」字結構的帶一般語意命題和替換命題是否存在。

在 3.2 節的分析中，我們也主張「太」字結構有一般語意值和焦點語意

值。因此，我們會預測一個有「太」的句子在接句測試中也不能反駁、取

消或違反這些語意值。如（30）所示，這些預測都應驗了（在不帶範域的

程度結構中，只有一般語意命題存在，如（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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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a. #張三太高了，但我完全不知道他多高。 

b. #張三太高了，但我不認為他高或矮會有什麼影響。 

c. #張三太高了，如果他更高或更矮，仍然是不好。 

d. #張三太高了，如果他更矮，會不好。 

(31)  a. #張三非常高，但我完全不知道他多高。 

b. 張三非常高，但我不認為他高或矮會有什麼影響。 

c. 張三非常高，如果他更高或更矮，仍然是不好。 

d. 張三非常高，如果他更矮，會不好。 

（30a）不好的原因是「張三太高了」的一般語意，也就是「張三 pro 高，

pro 由語境中導出」被反駁。注意接句測試不用「張三沒有高度」或「我不

知道他多高」來接。前者是因為我們現實世界的知識不容許這個情況，後

者是因為可分等級述語本身的模糊性（vagueness）（參見 Klein 1980，

Lassiter 2015 等）使得「我不知道他多高」這句話有模糊的空間——說話

者可能完全不知道張三的身高（反駁了一般語意），或是知道張三身高的

範圍，但不知道精確的高度（沒有反駁一般語意）。（30b）不通則是因為

「張三太高了」中的非相容性量表（26）被取消。（30c）不通是因為接句

強迫命題的替換不會影響其量表上的位置，違反了（26）。（30d）不通是

因為接句強迫命題的替換會和（26）所描述的量表成相反的結果。18
 

雖然（30）中的語料也可以由傳統的量化結構分析（15b）和（15b′）

解釋，但是這個分析沒有直接捕捉到「太」字結構和焦點結構都包含替換

這個概念和等級量表效應的事實，有違理論的精簡原則。  

4.2 等級焦點的語意：世界知識連結測試 

在接句測試中，我們可看出一般語意和焦點語意在「太」字結構中的

存在。另外，（25）和（26）的分析也預測一個「太」字句所引介的一般

語意命題和替換語意命題和相關的量表，必須符合我們對世界的知識。這

                                                           
18

 「夠」字結構的語意則和這個接句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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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語意和世界知識的對應是任何語意理論的基本要求。 

一般來說，語意分析在檢驗語意是否對應到世界知識時會採用建構語

境的方式。然而，這個方式比較沒有系統性，有時也讓語境過於複雜，而

對讀者比較不友善。Guerzoni (2004) 在討論 even 字結構在問句中的語意

時，採用了另一個方式，也就是直接採用任何正常語境都成立的的現實世

界知識會和量表本身相合或相衝突的語句來偵測量表的存在。根據她的分

析，問句中的 even 可以產生兩種可能的預設，一是「在替換命題中，p是可

能性最高的命題」，19另一個則相反，也就是「在替換命題中，p 是可能性

最低的命題」。她的證據根據如下：根據我們對世界的知識，在任何正常

語境中，能解難的題目比能解簡單的題目可能性較低。因此，她造了兩個

相關的句子，（32a）和（32b），而這兩句的語意都通順。這裡，語意分析

由現實世界的知識得到了印證。 

(32)  a. Can Sue even [add 1 and 1]f? 

b. Can Sue even solve [the hardest problem]f? 

 如果考慮比較簡單的 even∕「連」字陳述句，我們也能使用我們對世

界的知識偵測語意分析的正確性。既然 even∕「連」產生出一個不可性的

量表，再加上對世界的知識告訴我們能做困難的事比能做簡單的事可能性

低， 我們會預期「最難」和「會做」這兩個詞組和 even∕「連」字句相

容，而「最容易」和「會做」則和 even∕「連」字句相衝突。這個預測得

到了證實，如（33a、b）所示。 

(33)  a. 李四連最難做的菜都會做。 

b. #李四連最容易做的菜都會做。（「會」表能力）  

前述（33b）不通是因為「連」的語意和現實世界的知識在量表上的方

向剛好相反。另外一個可偵測量表的方式是迫使現實世界的知識打散替換

命題在量表上的位置。舉例來說，我們知道最難做的菜（比如說河豚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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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種預設在中文中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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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吃起來不一定最困難或費力，並使得能吃該道菜的可能性最低。因

此，在一般情況下，我們會預期「連」和「最難做的菜」以及「會吃」加

起來是個語意不通的句子。這個預測得到了證實： 

(34)  #李四連最難做的菜都會吃。（「會」表能力） 

現在，我們再回到「太」字結構。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太」的語

意含有一個非相容性量表。我們現在要找根據世界知識，在一般語境中會

和量表衝突的句子。首先，根據現實世界知識，一個本質表負面意義的述

語程度越高，則相對於一般語境中表能力情態的結構而言，就會越不相

容。比如說，正常情況下，一個人做菜越難吃，就越沒有能力當廚師。一

個電影越糟，就越沒有能力吸引觀眾。因此，我們預期「太」應該和這種

述語相容，而這個預測也得到了證實，如（35a）所示。根據這個知識，我

們也預期「太」和本質表正面意義的述語不相容。然而，這個預測和語言

事實不符，如（35b）所示。  

(35)  a. 這部電影太糟了。 

b. 這部電影太好了！ 

為什麼正面和負面的述語不影響「太」是否能出現？這可能是因為中文的

「太」是同音異義（homonym）詞，一個帶有感嘆語氣，且修飾表正面意

義的述語（參見呂叔湘 1980，杜道流 2005 等），另一個則是典型的表非

相容意義的「太」。這點可由英語的 too沒有第一種用法來得到佐證： 

(36)  a. This movie is too bad. 

b. #This movie is too good. 

我們在此不再討論（35b）中的「太」。20
 

                                                           
20

 （35）還牽涉到幾個問題，在此稍加說明。一位匿名審查人指出，除了（35b）中的例

子外，某些附屬子句中的「太」字結構也有可能和表正面的形容詞合用，而不會有問

題，如下例： 

(i) 張三就是因為考得太好（滿級分），所以去念醫科（他本來是念文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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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運的是，除正面意義和負面意義的述語的測試外，我們還有其他的

方式來檢測我們對世界的知識是否對應到語意的分析。一個就是某些動詞

和賓語位置的形容詞的組合，本質上會產生和能力情態結構不相容的情

況。有不相容的情況的例子很多，包括「吃」和「大」的組合，「買」和

「貴」的組合等。根據我們的現實知識，吃了小份的食物和吃了大份的食

物這兩種情況會有不同的後果，吃的食物的份量如果非常大，吃的人或動

物就無法再吃其他的東西了。同樣道理，我們也知道買了貴的東西，一個

人可能就沒辦法再買其他東西了。因此，我們可預測這兩種組合都和

「太」相容，而這預測也得到了證實： 

(37)  a. 張三吃了太大的漢堡。 

b. 張三買了太貴的手錶。 

                                                                                                                                                             

這是不是說明我們前面對「太」或世界知識的理解有誤？並非如此。仔細分析我們會

發現這裡的語境特殊，因為其隱含條件句中有一個額外的對比：「如果去念文組，不

能夠充分發揮其實力」。正是這個額外對比的存在，產生一個「不能如何」的語意，

核可了「太」和「好」在此的合用。如果把會產生額外對比的語境拿掉，「不能如

何」的語意不存在，句子就變得不通順： 

(ii) a. #張三就是因為考得太好（滿級分），所以媽媽買電腦給他當獎勵。 

      b. #地球就是因為環境太好，所以生物可以生存（本來是沒有生物的）。 

      c. #李四就是因為吃得太健康，所以身體很好（本來他身體很差的）。 

        另外，形容詞「好」的語意也有一些複雜性，使得（iii）成為通順的句子： 

(iii) 你人太好了，所以我不能嫁給你。（審查人提供） 

此例第一句的「好」和第二句中的價值判斷來源顯然是根據不同的標準。前者根據語

境中的某個道德標準，後者則根據說話者擇偶的個人價值判斷標準。這點可用可分等

級形容詞的模糊性來解釋（詳見 Klein 1980，Lassiter 2015 及其引用文獻）。 

        另一位審查人更進一步地觀察到，整個「太」字句本身可以有正面或負面的含

意，依語境而定： 

(iv) 他太胖了，所以不用當兵。        

這句話通順且看似表達正面語意（不用當兵也許是好事），但我們依然可以用「非相容

性」的語意成分來解釋。（iv）句牽扯到的情態詞表義務情態，而「他胖的程度」和

「需要當兵」這個情態句互不相容，因此使用「太」並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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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能找到正常情況下不會和能力情態不相容的組合，像是「看到」和

「大」、「貴」，「摸」和「重」、「大」等的組合。看到大的東西和看

到小的東西，或是看到貴的東西和看到便宜的東西，一般不會有什麼能力

情態的效應。摸的東西重不重和摸的東西大不大一般也不會有能力情態的

效應。因此，我們會預測這些句子在忽然發生（out of the blue）的語境和

「太」相衝突，而這些預測都是對的：21
 

(38)  a. #張三看到了太大的漢堡。 

b. #張三看到了太貴的手錶。 

c. #張三摸了太重的行李。 

d. #張三摸了太大的床。  

除了動詞和賓語內成分的組合外，我們也能在動詞和主語內成分的組

合找到相關的測試工具。有與能力情態句不相容後果的例子包括「重」和

「開上」、「高」和「跳林波舞」等。 

(39)  a. 有輛太重的卡車開上了高架橋（因此高架橋不能維持其應有的壽 

命）。 

 b. 有個太高的人跳了林波舞 （因而不能站穩而摔倒受傷）。 

我們也能找到正常情況下不會和能力不相容後果的組合，像是「重」和

「看到」、「聰明」和「跳林波舞」等。我們會預測相關的句子都不通

順，而這也得到了證實： 

(40)  a. #有個太重的人看到了張三。 

b. #有個太聰明的人跳了林波舞。  

最後，「太」在名詞組中擔任的語意角色不同，也會影響會不會出現

與情態句不相容的結果。我們把（37）和（39）這些通順的句子的主語都

改成領屬結構，且將「太」放在擁有者的位置，句子都變得不通順： 

                                                           
21

 本節的例子，如果是光桿名詞組或帶「有個」的名詞組，我們一律都將其視為帶非殊指

的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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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 #張三吃了太大的漢堡的肉。 

b. #張三買了太貴的手錶的錶帶。 

c. #有輛太重的人的卡車開上了高架橋。 

d. #有個太高的人的爸爸跳了林波舞。  

這些例子之所以不通順，都和我們對世界的知識以及其與非相容量表上的

對應有關。吃大的漢堡的肉和吃小漢堡的肉都不見得會使張三不能再吃別

的東西，因為大漢堡的肉可能肉是中等大小。買貴的手錶的錶帶和買便宜

的手錶的錶帶不見得對買者的財力會有顯著的影響。卡車擁有者的重量和

卡車對高架橋的影響並沒有任何關係。跳林波舞的人的爸爸的身高也對跳

舞者沒有必然的影響。這些例子都說明，只要現實世界的知識不符合量表

上所要求的非相容性排序，句子就會不通順。 

總而言之，在這一節，我們看到語意上，「太」字結構擁有焦點結構

的一般語意成分和焦點語意成分，而且此結構所帶的非相容性量表可由接

句測試和世界知識測試來偵測出來。  

5. 焦點結構分析解決了歸類問題 

將「太」字結構分析為焦點結構對第二節所提到的歸類問題，是能夠

提出自然合理的解釋的。 

首先，典型量化詞之所以不能和程度論元組合，根本的原因是因為在

任何情況下，程度論元只能有一個最大值。22這種「獨一無二」的語意要

求是其他種類的語意物件所沒有的。因此，一般的個體可以和偏稱量化詞

以及全稱量化詞組合，而程度論元不行。根據本文的分析，程度詞是焦點

敏感詞，因此並不會排斥和只有一個最大值的語意物件組合。事實上，典

型的焦點敏感詞也能和程度論元組合，只是後者必須以顯性的方式出現： 

 

                                                           
22

 von Stechow (1984: 37) 也注意到這點，但是他仍將程度詞歸類為量化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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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a. 李四只有[這麼]F高。 

b. 連[190公分]F高的人都搆不到天花板。 

其次，非保存性的性質和程度結構是焦點結構的主張也是無縫接軌

的。按照一般的分析，焦點結構都沒有保存性，因為這種結構的第一個論

元和第二個論元的關係，必然牽涉到一組替代的個體和一組替代的命題，

和保存性的性質相衝突。「每隻鳥都會飛」意思等於「每隻鳥都是會飛的

鳥」，但是「只有挪威人是高個子」不等於「只有挪威人是同時是挪威人

又是高個子的組合（恆真句）」。23既然焦點結構沒有保存性，本文的分

析也就能很自然地解釋為什麼程度結構沒有保存性了。  

最後，強制性刪略在焦點結構中是一個稀鬆平常，甚至不能不出現的

現象。比如說，在「只有張三喜歡李四」和「連張三都會說法文」這兩句

中，表達焦點語意的命題都沒有以顯性的方式出現。本文將程度結構分析

為焦點結構，就自然說明了強制刪略的現象。 

6. 句內成分與句子邊緣的依存性 

以上語意的分析，在句法分析上的後果就是「太」字結構中有句內成

分與句子邊緣的依存性（簡稱句內―句緣依存性），也就是類似移位或呼

應關係的依存性。此分析的一個根據是 only、even、「只」和「連」等典

型焦點敏感詞都有充足的證據支持移位的分析，如果「太」也是焦點敏感

詞，應該也被分析為有移位或有句內―句緣依存性的結構。然而，學界對

包含英語 too 字結構的程度結構是否有移位∕句內―句緣依存性的看法並

不一致，主要原因是英語程度詞和一般量化詞在句中並不會有範域的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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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解釋來自於 Bhatt and Pancheva (2004)。 



200 舒志翔 

（Kennedy 1997）。24以下我們提供幾個證據來支持「太」的句內―句緣依

存性的性質。 

6.1 內涵動詞與「太」字結構的歧義 

 Heim (2000) 指出，出現在內涵動詞補語內的程度詞可以得到寬域的

解釋。比如（5a = 43）這句就能得到兩個解釋。一是 John沒有安全感，他

需要比他能花的數量還要多的錢來滿足他的安全感需求。在此 too 得到窄

域解釋。二是 John 欠了很多債，而他考慮當個語言學教授，但思考後覺得

這個職位的薪水無法幫他付清債務。在此 too得到寬域解釋。 

(43)  John needs (to have) too much money.   

現在讓我們看中文的例子。在中文的「太」也能在相應的句子得到兩

種解釋：25
 

(44)  張三需要太多錢。  

由以上兩個例子的歧義現象，都可以用一個直接了當的方式解答：「太」

字結構有移位。更明確的說，寬域解釋的「太」對應到（45a）中的隱性

（covert）句法結構，窄域解釋的「太」對應到（45b）的隱性句法結構。 

                                                           
24

 在中文中，也是如此。下句並沒有歧義： 

(i) 張三沒有太高。 

此句以及相關的英語句子之所以沒有歧義，可以用範域孤島效應或是預設失敗來解釋

（參見註 1 和 6.2 節的討論）。 
25

 一位匿名審查人提問：「太」在謂語性形容詞結構中是否也能得到寬域解釋？答案似乎

是否定的，如以下的對比所示： 

(i) a. 網球比賽需要非常安靜。（觀眾不可以吵鬧） 

b. *網球比賽需要太安靜（了），當觀眾我待不下去。 

（ib）不合語法不像是語意所造成，因為其語意並不難理解――網球比賽對觀眾說話音

量的管制太嚴格，說話者待不下去。這似乎顯示一個以往未發現的孤島效應：在某些焦

點運符所引發的移位結構中，非名詞性成分的移位不能越過內涵動詞。這種名詞性∕非

名詞性的非對稱現象有待日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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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a. 太多錢 i […需要  ti] 

b. …需要 [太多錢] 

除了歧義解釋的可能外，中文的（44）句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寬域解

釋的「太」能伴隨一個句尾助詞「了」（可出現也可不出現）：26
 

(46)  張三需要太多錢了。（只能有寬域解釋） 

這裡的「了」是中文「太」字結構的一個特別現象。我們在下一小節做更

詳細的討論。 

6.2「太」字結構與句尾助詞「了」的句內―句緣依存性 

我們在上一小節以及前面幾節所看到的「太」字結構的例子常常伴隨

一個句尾的「了」。27這個現象在參考語法以及句法語意研究文獻中都有

被學者注意到，如呂叔湘（1980）、顧陽（2008）、Chang（2013）、Shi 

（1990）等。這個助詞的出現，是一種句內―句緣依存性的現象。 

(47)  a. 張三太高了。（=2b） 

b. 張三需要太多錢了。（=46） 

c. 車開得太快了。 

d. 你太相信他了。 

e. 這裡太多人在排隊了。28
 

                                                           
26

  網路上也不難找到類似的例子： 

(i) a. 三角戰術需要太多的思考了。  

b. 而擺在方志強面前的最大的問題其實是招人的問題，他需要太多的人手了…… 

c. 他想要太多人的愛了。  
27

 在一些比較複雜的句型中，「了」傾向於不出現，如 4.2 節中的例子。這可能是因為中

文還有一個表狀態改變（change of state）時貌意義的句尾「了」的存在（參見 Lin 

2003，Soh 2009，Sybesma 1999 等）的干擾。我們在此不做討論。 
28

 不看語境的話，這幾句的「了」也能得到狀態改變的語意，也就是和「太」沒有依存性

的「了」。為了消除這個可能性，我們可用接句來消除狀態改變的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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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不帶範域的詞是不會和句子邊緣的成分有瓜葛的，而帶範域的詞有時

是有此效應的，以下是兩個中文的例子： 

(48)  a. 只有他喜歡李四而已。 

b.  誰認識張三呢？ 

(49)  a. *連他都喜歡李四而已。（和「連他都喜歡李四」相同的語意） 

b. *他認識張三呢。（一般陳述句的語意） 

（48）和（49）兩組句子的差異的原因是「只」帶有範域並且和句尾助詞

「而已」有依存性，且疑問詞「誰」帶範域且和「呢」有依存性。這些都

是句內―句緣依存性的體現。 

此外，伴隨「太」出現且不表時貌的「了」還有幾個特性說明後者不

是獨立於「太」之外的語助詞。第一，程度詞中，除了「太」，一般都不

能和非時貌的「了」一起出現：29
 

(50)  a. 張三太高了，而且他一直都這麼高。 

b. *張三夠∕更∕很高了，而且他一直都這麼高。 

第二，這個「了」幾乎可以和任何表語氣的句尾助詞共現，顯示它不是一

個語氣標示詞。 

(51)  a. 張三太高了啊！（我本以為他可以睡這張床） 

b. 張三太高了吧！（我覺得他可能不能睡這張床） 

c. 張三太高了喔！（不要讓他睡這張床） 

d. 誰太高了呢？ 

e. 李四太高了嗎？ 

                                                                                                                                                             

(i) a. *張三在吃飯了，而且之前他就在吃。 

b. 張三太高了，而且他一直都這麼高。 

c. 這裡太多人在排隊了，而且這些人之前就在排了。 
29

 最高級程度詞「最」也能和非時貌的「了」共現，像是在「小明最乖了」、「我爸爸最

厲害了」這種句子。這種「了」只能出現在特別的場合語（register），同時附帶特別的

語氣，和伴隨「太」的「了」不同。本文在此不做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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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了」結構的另一個特性是「太」和某些帶範域詞一起出現

時，「太」必須帶寬域解釋。我們在例句（46）已經看到這個現象。以下

是更多相關的例句：30
 

(52)  a. 沒有人太高（*了）。 

b. 很少人太高（*了）。 

c. 只有張三太高（*了）。  

d. 太多人不知道這件事了。 

（52a-c）這幾句和（46）稍有不同，前者並不容許「太」得到寬域解釋。

相關現象在文獻中並不陌生，通常可以解釋成範域孤島效應（scope island 

effects）（Szabolcsi 2006）或是某種預設的失敗（presupposition failure）

（Heim 2000）。無論如何分析，它們都說明某些結構中只有寬域的「太」

才能和「了」共現。而這個限制的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和「太」相關的

句子層次的運符必須處在一定的句法高度，才能觸發句尾「了」的出現。31

這個解釋必須建立在「太」的句內―句緣依存性的分析這個大前提上。 

                                                           
30

 有幾個帶範域詞不受這裡的「『太』需寬域」的限制，包括「每」、「也」、「至少」

以及情態詞等範域較高的詞，如（i）所示。本文的 6.4 節將對此提出分析。 

(i) a. 每個男生都太高了。 

     b. 李四也太高了。 

     c. 至少有三個人太高了。（審查人所提供） 

     d. 他也許太高了。 

31
 一位匿名審查人指出，「需寬域」的限制同樣也出現在不含有「太」的時貌句尾「了」

的結構： 

(i) 沒有人在吵了。（Change of state > Neg, *Neg > Change of state） 

（i）句只能得到一個意思：本來有人在吵，現在沒有人在吵了。另外一個意思無法得

到：沒有人這樣――他本來很安靜，現在在製造噪音了。為什麼類似的限制會在此出

現？一個可能性就是表狀態改變的「了」是一個說話者導向（speaker-oriented）的成分

（Sybesma (1999: 64) 和 Paul (2014) 也提出類似的觀點，Erlewine (2017) 提出不同的分

析，但似乎無法解釋（i）的語意限制），句法位置比否定等類的量化運符高，語意上

也不能被否定，因此只能得到寬域。這裡的寬域限制和「太」字結構的寬域限制雖然類

似，但兩者的「了」語意並不相同，因次本文不採用統一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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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陳述的幾點「太」—「了」共現現象的性質對於程度結構不帶範

域的分析（Kennedy 1997）構成了嚴重的挑戰。而對於程度詞有句內―句

緣依存性或進行移位的分析，則沒有衝突。我們可以假設，在句子層次

中，某個高度的「太」字運符能以呼應（Agree）（Chomsky 2000）方式

引發句尾「了」的出現，而比較低的高度的「太」字運符不行，因為在後

者的詞彙中沒有引發此種呼應的特徵。這點類似英語中，只有某些位置的

疑問詞移位伴隨助動詞的移位： 

(53)  a. What do you think I want? 

b. *I know what do you want.  

6.3 範域有時制的子句綁定（tensed-clause bound）限制 

句內―句緣依存性∕移位的另一個特性是其區域性的限制（locality 

conditions），也就是移位並非完全自由，而必須遵守一些規則。在中文句

法中，一個熟悉的規則是焦點敏感詞移位必須限制在有時制的子句內

（Shyu 1995, 2001）。32
Shyu的例子如（54）所示： 

(54)  *張三[連瑪莉]i都認為李四不喜歡 ti 

如果「太」字結構也有句內―句緣依存性∕移位，同時也是焦點結構，我

們會預期同樣的限制也存在於此結構，這個預測是對的： 

(55)  [張三幫李四蓋房子。他以為李四身高 230 公分，因此幫李四做了一

個特大的門。後來才發現他搞錯了，李四其實只有 180 公分高。這

使得李四的門龐大無比而不方便。] 

*張三以為李四太高（了）。  

根據（55）句的語境，「太」的範域及於主要子句的層次，33然而，此句

卻不合語法。合理的解釋就是「太」和中文其他的焦點敏感詞一樣，都需

                                                           
32

 Shyu將這個限制視為 A移位（A-movement）的性質的展現。 

33
 這裡談一下（55）句「太」的範域及於主要子句的根據。依照（55）的語境，此句的語

意牽涉到一個包含主要子句的一般語意值和替換語意值。也就是說，此句的一般語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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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移位，但此種移位都受制於有時制的子句綁定限制。這符合「太」的句

內―句緣依存性的分析。 

6.4 句法分析 

基於以上的幾點，我們有證據主張「太」字結構是一個有句內―句緣

依存性的結構。基於 Krifka (2006)、Wagner (2006) 等人的分析，我們主張

帶「太」的形容詞組或限定詞組（對應到 Krifka 稱為焦點詞組）和句子層

次的焦點運符，Foc 太，34產生了呼應的關係，35
 並移位到句子的外緣，同

                                                                                                                                                             

{張三以為李四 pro 高}，pro 為 230 公分。此句的替換語意值為形式為「張三以為李四

dx高」的命題集合。在替換語意值的命題集合中，有些命題（比如，{張三以為李四 pro

高}，pro 為 180 公分），如果為真，會使得該命題在（26）的非相容性量表處於相容範

圍內。此時，張三不會幫李四做一個特大的門而使得李四不方便。如果「太」的範域在

附屬子句內，則句子只表示張三心裡有一個非相容性量表，因而不適用於（55）語境。 
34

 在本文的分析中，「太」本身並非焦點運符。此分析的主要根據為理論內部（theory-

internal）的考量。首先，在晚近的製圖理論文獻中，如 Cinque (1999)、Rizzi (1997)、

Tsai (2008, 2015)等，句子的邊緣成分的中心語（head）直接承載相關的功能特徵，並和

指示語（specifier）產生呼應。這顯示句子邊緣的中心語可能是運符的所在地。其次，

在文獻中常採用的焦點語意理論中，如 Rooth (1985)，焦點運符的論元包含整個句子

（請見（18）的分析，另外晚近的量化理論中也有類似的量化運符的分析，如 Kratzer 

(2005) 等），因此將句子邊緣的中心語視為運符的所在地是一個很自然的結果。第三，

根據移位的拷貝理論，如果一個運符在基底形式中出現在句中一個較低的位置，而不是

句子的邊緣位置，那麼在移位後的邏輯形式（LF）中，較低的運符的副本（copy）必須

被刪除（Chomsky 1995）或是被轉換成一個有定的限定詞（Fox 1999, 2002），這使得

理論增加了複雜度（見 Johnson (2007) 的討論）。反之，如果運符位於句子層次的中心

語，而在較低位置出現的量化詞或焦點詞為呼應標記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見

Johnson (2007) 的討論）。若要採用較傳統的分析，把「太」當作焦點運符，我們就會

需要一個能在基底形式和焦點合併，又能選擇整個句子為論元的分析。在文獻中，的確

有類似後者的分析，如 Wagner (2006) 與 Horvath (2007)，但這些分析都沒有完整地處裡

上述的問題。 
35

 這裡的焦點詞組在句法上如何從 pro 擴展而來（我們不能用傳統的帶領移位解釋），在

文獻中的討論不多。本文跟隨 Irurtzun (2007) 的分析，假定在詞彙選擇階段

（numeration）時，焦點詞組的所有成員都已標示焦點相關的句法特徵，因此整個 AP

或 DP 能和句子邊緣成分產生呼應。因此，pro 和焦點詞組並沒有直接的句法擴展關

係。這個議題的細節由於超越了本文的研究範圍，只能日後再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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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應 

時，pro 本身也和 Foc 太產生呼應關係，「太」為此呼應關係的呼應標記，

 如（56）所示。36
 

(56)  a.       Foc 太P 

   

    Foc 太       TP… 

                                 FP…（= 焦點詞組（focus phrase= AP （35a）或包

含 AP的 DP （37））  

                                     pro 

 

                   呼應           太      pro 

     b.         Foc 太P 

 

         FP              Foc 太′ 

 

                      Foc 太        TP… 

                                           FP 

            移位 

 關於 6.2 節討論的「太」和句尾「了」的依存性以及對此結構中

「太」的範域要求，我們可以用一個功能詞階級的方式來分析，其中佔比

較高的位置的「太」字結構的隱性焦點運符才能以呼應來觸發「了」的併

入，我們稱相關的功能詞為 Foc 太 H。比較低的位置的運符不能觸發「了」

的併入，我們稱此詞為 Foc 太 L。（57）中的分析，可以捕捉到 6.2 節中談

到的語言事實。 

(57)  [Modal 也許 …[Qu 每/也/至少…[Foc 太 H…[Qu 沒有/很少/Foc 只…[Foc 太 L… 

                                                           
36

 這裡，「太」和典型焦點敏感詞不同之處有兩點，一是焦點為無聲成分，二是「太」併

入的位置在移位的詞組，也就是 Krifka 所稱的焦點詞組之內。這些特別的性質和

Johnson (2007) 以及 Kratzer (2005) 所提出的量化詞 every 的結構類似，因此我們的分析

是一種整合兩個相容理論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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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57），觸發「了」併入的 Foc 太 H 比某些量化運符，像是「沒有」和

「只」的帶範域位置還要高，因此在（52a、b、c）焦點詞組到 Foc 太 H左緣

的移位會越過「沒有」、「很少」和「只」帶範域的位置，而產生範域孤

島效應。37如果焦點詞組移到比較低的 Foc 太 L 左緣就無此問題。另一方

面，由於「也許」、「每」、「也」、「至少」等詞帶範域位置可以比

Foc 太 H高，焦點詞組到 Foc 太 H左緣的移位不會越過這些位置，不違反範域

孤島限制，因此註 30中的例句都合語法。38
 

至於「太」字結構的「了」的句法衍生來源，由於目前對中文句尾助

詞的型態句法（morphosyntax）的地位仍有爭議，39本文暫且將「了」視為

一個多重呼應（multiple Agree）機制（Boeckx 2004，Hiraiwa 2000, 2005，

Zeijlstra 2004, 2012）的產物。在這個呼應機制中，中心語 Foc 太 H的特徵和

中心語 T 以及程度論元 pro 的特徵進行多重呼應，如（58），使得「了」

以一個附著詞的形式成為外層的呼應標記，在 TP 的右邊和 TP 合併，而

「太」成為內層的呼應標記，和 pro合併。 

(58)  [Foc 太 HP Foc 太 H [TP T…[FP…pro…]]] 

                                                多重呼應 

從理論句法的觀點來看，（56）和（58）的分析還有一個潛在問題需

要解決，即中心語 Foc 太 H/L和 pro 之間的呼應關係，看似違反了呼應關係的

區域性限制，像是向左分枝限制（Left Branch Condition）等。換言之，為

何英語的（59a）不合語法，但（59b = 37a）卻是好的句子？ 

                                                           
37

 根據 Szabolcsi (2006: 511)，範域孤島的定義如下： “An operator that scopes between the 

W(eak) I(siand)-sensitive extractee and its extraction site blocks the extraction”. 
38

 某些關於範域句法文獻上的分析也和（57）有共通之處。Szabolcsi and Zwarts (1993) 主

張只有一些量化詞（包括全稱量化詞）能帶比一些疑問詞還寬的範域，其他量化詞（像

是否定詞）則不行。 
39

 Ernst (1994) 和 Sun (2006) 認為句尾助詞是詞組詞綴（ phrasal affix）∕附著詞

（clitic）；Huang et al. (2009) 主張句尾助詞為補語連詞（complementizer）；Liao 

(2017) 認為目前沒有強烈證據支持中文句尾助詞是句子層次（clausal spine）的中心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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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a. *Whose did you like book? 

b. 張三吃了太大的漢堡。  

這一點，雖然因篇幅限制本文無法討論所有細節，但我們仍能從幾點看出

來本文分析和目前的生成語法理論並無直接衝突。首先，Chomsky (2000: 

135) 已將呼應、帶領移位（pied-piping）以及移位三者視為不同的句法運

作。因此，（59a）不合語法是因為帶領移位出了問題（整個 DP 該移而未

移），而不是呼應本身的區域性問題，自然（59b）中句子外緣的中心語

Foc 太 H和 pro 呼應可以不受影響。其次，根據註 34, 36 中的文獻，像是製

圖理論、拷貝的移位理論、晚近的焦點和量化語意分析等，將量化詞（如

every）視為呼應標記有其理論上的優勢。如果是這樣，將「太」視為呼應

標記也同樣有優勢。如此一來，最簡單的分析應該就是本文所採用的

（56）和（58）的包含二到三層的呼應關係。其他的分析法都必須要面對

前述文獻提到的問題。40
 

7. 結論 

本文嘗試解決關於程度結構的兩個問題，一是為何程度論元和典型量

化詞組合，但卻能和文獻中分析為帶範域的程度詞組合；二是中文的

「太」字結構中是否能找到句內―句緣依存性和移位的證據。本文主張

「太」字結構在內的程度詞是一種等級焦點結構，且此結構必須有焦點移

位。此主張的證據包括接句測試以及世界知識連結測試中所顯示「太」和

焦點敏感詞「連」的語意共通性、內涵動詞與「太」的歧義、「太」與

「了」的共現現象以及此結構中對「太」的寬域要求，以及句法的區域性

限制等。除了回答了本文前言所提出的問題以外，本文的分析提供了

                                                           
40

 另一個可能的分析是 Foc 太和焦點詞組外層的某個中心語 X 呼應，而 X 也和 pro 呼應。

在此分析中，區域性的問題得以避免，因為每個呼應運作都是短距離的。這種分析也許

可稱為連續階段性的呼應（successive cyclic Agree）。就我所知，目前的文獻尚未探索

此可能性，因此這種呼應要如何進行也有技術性的問題要解決。本文只能留待日後來處

理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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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的等級焦點性質的充分證據，也對涵蓋面更廣的等級焦點的研究提

供了新的佐證語料。在中文句法方面，本文也在理論的框架下，對句尾

「了」提供了新的語料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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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cus Component  

in Degree Constructions: Some Remarks  

on the Tai Construction 

Chih-hsiang SHU 

Academia Sinica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wo issues in the study of degree 

constructions, with a special focus on the tai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One issue is the fact that although previous studies tend to 

regard putative scope-bearing degree expressions as quantifiers, typical 

quantifiers cannot merge with degree arguments. The other is the 

controversy about whether degree expressions are scope-bearing at all. 

The article adopts Rooth (1985) and subsequent studies’ definition of 

focus and argues that the tai construction is a focus construction, and it 

is a scalar focus 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based on Mandarin data, it 

also argues that the construction involves focus movement. The 

evidence comes from the parallelisms between the tai construction and 

the lian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their focus semantic properties, the co-

occurrence of tai and sentence-final-le and their syntactic properties, 

and relevant syntactic locality effects.   

Key words: degree constructions, scalar focus, tai…le co-occurrence, 

sentence-internal and sentence-peripheral dependency, 

silent foc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