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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ｄ １９８０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ａｓ ｆｕｌｌｙ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ｇｉ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Ｘ － ｂａ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ｍ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ｔ⁃

ｅｎｔｉｖ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ｏ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８６ｂ）  Ｔｈｉ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１） ［ ＣＰ    Ｃ    ［ ＩＰ    Ｉ    ［ ＶＰ    Ｖ    ］ ］ ］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８６ｂ）

Ｉ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ｓ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ｅ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ｒｉｃｈ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ｔｏ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ｏｏｋ ｏｆｆ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ｒｅ Ｐｏｌｌｏｃｋｓ （１９８９） ｓｅｍｉ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ｄｅ ｉｎｔｏ ｆｉｎｅ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ｂｏｔ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 ｆｕｌｌ Ｘ － ｂ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 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ｕ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ｖｅｒｂ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ｓｙｎｔａｘ， ｗｈｉ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ｒ⁃

ｂｉ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 Ｉｎｆ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ｌｓｏ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ｕｓ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ｌａｂｅ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ｆ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 ｗｉｔｈ ｌｅｓｓ ａｒｂｉ⁃

ｔｒａｒｙ ｌａｂｅｌｓ ｍｏ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Ｔ， Ａｓｐ， Ｖｏｉｃｅ， Ｆｏｒｃｅ， ｅｔｃ Ｔｈｅｓ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ｚｅｄ
ｉｎ Ｃｉｎｑｕｅｓ （１９９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ｓｙｓ⁃

ｔｅｍ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Ｃ － ｌａｙｅｒ ｏｆ （１）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２）

［ Ｆｏｒｃｅ ［ Ｔｏｐ ∗ ［ Ｉｎｔ ［ Ｔｏｐ ∗ ［ Ｆｏｃ ［ Ｔｏｐ ∗ ［ Ｍｏｄ ［ Ｔｏｐ ∗ ［ Ｑ ｅｍｂ

［ Ｆｉｎ ［ ＩＰ … ］ ］ ］ ］ ］ ］ ］ ］ ］ ］ ］

（ Ｒｉｚｚｉ ＆ Ｂｏｃｃｉ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ｂｏｕｔ ｔｗｏ ｄｅｃａｄｅｓ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ｉｇｈ⁃
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５

－ ｅａｃｈ ｌａｙｅｒ ｉｎ （１） ｉｓ ａｎ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ｍｕｃｈ ｒｉｃｈ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ｚｏｎｅ； ｅ ｇ ，

ｔｈｅ Ｃ ｌａｙｅｒ ｉｓ ｓｐｌｉｔ ｉｎｔｏ ｆｉｎｅ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Ｆｏｒｃｅ， Ｉｎｔ， Ｆｉｎ， ｅｔｃ ， ａｓ ｉｎ （２） ；

－ ｃｏｍｐｌｅｘ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ｅｍｅｒｇｅ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ｚｏｎｅ （ ｍｏｓｔ ｎｏｔａｂｌｙ ｉｎ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ａｎｄ ｉｎ Ｎａｎｏｓｙｎｔａｘ， Ｓｔａｒｋｅ ２００９： ｓｅｅ Ｒｉｚｚｉ ａｎｄ Ｃｉｎｑｕｅ ２０１６ ｆｏｒ ａ ｒｅ⁃
ｃｅｎ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

－ ｓｕｃｈ ｒｉｃｈｅ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ｒｍｉｔ ａ ｍｏ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ｔｈｅ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ｏｌｅｓ， ｓｃｏｐ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ａｄ ｏｆｆ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Ｓｐｅｃ – Ｈｅａｄ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ｓ ｎｏｔ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ｔｕｒｎｅｄ ｏｕｔ ｔｏ ｂ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ｃｏｎｇｅｎｉ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 Ｋａｙｎｅ １９９４） ｗｈｉｃｈ ｂａｎ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ａｖｏｕｒｉｎｇ ｓｉｍｐｌ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 ａｔｏｍｉｃ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ｃｏｐｅ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ｗｉｌｌ ｄｗｅｌｌ ｏｎ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ｌ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ｖｉｃｅ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ｉｎ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ｂａｓｉｃ ｔｅｎｅｔｓ ａｎｄ

ｔｏｏｌ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ｂｙ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ｂｉｎａｒｙ ｍｅｒｇｅ， ｂｏ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ｔｏ ｌａｂｅｌｅ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ｈａｌｌ⁃

ｍａ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ｈｏ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ｉｎ ｍｕｃｈ
ｍｏ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ｎ 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ｅｍｅｒｇｅ ｆｒｏｍ ｃａｒｔｏｇ⁃
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ｔ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ｍｕｃｈ ｒｉｃ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ｐｒｅ⁃
ｖｉｏｕ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 Ｃｉｎｑｕｅ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０， Ｒｉｚｚｉ ＆ Ｃｉｎｑｕｅ ２０１６） ，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ｓ
ｔｈｅ ｎｏｒｍ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ｍｏｒ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ｅｖｅｌ，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

６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ｌ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ｆａｖｏｕｒ ｌｏｃａｌ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ｆｏｒｃｅ 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ｉｅ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ｕ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ｓｉｍ⁃
ｐｌｅ， ｂｕｔ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ｔｏｍ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ｃｏｐｅ －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ｒｔ Ｉ ｗｉｌ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ｎ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 －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ｒｔ， Ｉ ｗｉｌ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ｕｎ⁃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ｅ 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 ｗｉｌ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Ｉ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 ｔｏ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２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ｃｏｐｅ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ｏ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ｃａｍ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ｈｉｃｈ ｏｆｆｅｒｓ ｒｉｃ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 ｗｅｌｌ －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 － ｚｏｎｅ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ｐｒｏｖｅｄ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ｗａｓ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Ｏｎ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ｓｅｅ Ｒｉｚｚｉ （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４ａ － ｂ ） ，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

（ ２００４ａ － ｂ，

２００９） ， Ｐｏｌｅｔｔｏ （２０００） ， Ｌａｅｎｚｌ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７） ， Ｃｉｎｑｕｅ （２００２） ， Ｂｅｎｉｎｃà ａｎｄ

Ｍｕｎａｒｏ （２０１０ ） ， ａｎｄ 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 Ｇｒｅｗｅｎｄｏｒｆ （ ２００２ ） ，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 ，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２００４） ｏｎ Ｃｅｌｔｉｃ， Ｋｒａｐｏｖａ
＆ Ｃｉｎｑｕｅ （２００８ ） ， Ｇａｒｚｏｎｉｏ （ ２００５ ） ｏｎ Ｓｌａｖｉｃ， Ｐｕｓｋáｓ （ ２０００ ） （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ｗｏｒｋ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ｒｏｄｙ １９９０， Ｋｉｓｓ １９９８ ） ， ｏｎ Ｆｉｎｎｏ － Ｕｇｒｉｃ，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４） ｏｎ Ｓｅｍｉｔｉｃ， Ｆｒａｓｃａｒｅｌｌｉ ａｎｄ Ｐｕｇｌｉｅｌｌｉ （２００８） ｏｎ Ｃｕｓｈｉｔｉｃ，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７

Ａｂｏｈ （２００４） ， Ｂｉｌｏａ （２０１３ ） ， Ｂａｓｓｏｎｇ （２０１０） ， Ｔｏｒ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 ） ， Ｈａｇｅｒ
Ｍ’ ｂｏｕａ （２０１４）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Ｄｕｒｒｌｅｍａｎ （２００８） ｏｎ Ｃｒｅｏｌｅ， Ｊａｙａｓ⁃

ｅｅｌａｎ （ ２００８ ） ｏｎ Ｄｒａｖｉｄｉａｎ， Ｔｓａｉ （ ２００８ ） ， Ｔｓａｉ （ ２０１５ ） ， Ｐａｕｌ （ ２００５ ） ，
（２０１４） ， Ｂａｄａｎ （２００７） ， Ｂａｄａｎ Ｄｅｌ Ｇｏｂｂｏ （２０１１）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ｂｕｔ ｔｈｅ ｂｏｄｙ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ＷＳＣ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 Ｅｎｄｏ （２００７ ） ， Ｅｎｄｏ （２０１４ ） ， Ｓａｉｔｏ （２０１０ ） ｏ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ｅａｒｃｅ （１９９９） ｏｎ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ｉａｎ， Ｓｐｅａｓ ＆ Ｔｅｎｎｙ （２００３） ｏ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ｅｇａｔｅ （２００１） ｏ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ｍｕｃｈ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 ｐｒｏ⁃

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 ｄｉａｌｅｃｔｏｌｏｇｙ （ ｅ ｇ Ｌｅｄｇｅｗａｙ ２００４， Ｐａｏｌｉ

２００７， Ｃ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２， Ｇｒｅｗｅｎｄｏｒｆ ａｎｄ Ｐｏｌｅｔｔｏ ２００９） ， ａｎｄ ｏ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ｙ （ Ｓａｌｖｉ ２００５， Ｄａｎｃｋａｅｒｔ ２０１２， Ｂｅｎｉｎｃà ２００６， Ｆｒａｎｃｏ

２００９） ， ｅｔｃ Ｖｏｌｕｍｅｓ １， ２， ３， ５，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ｒｉｅｓ “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ｒｅ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ｔ， ｏｒ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Ｓｅｅ

Ｃｉｎｑｕｅ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０，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０１０，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３， Ｒｉｚｚｉ ＆ Ｂｏｃｃｉ ２０１５， Ｒｉｚｚｉ
＆ Ｃｉｎｑｕｅ ２０１６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ｓ

３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ｃｏｐｅ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 ＬＰ） ｉ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ｃｏｐ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ＬＰ

ｉ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 Ｔｏｐ， Ｆｏｃ， Ｑ， Ｒｅｌ， Ｅｘｃｌ，
…）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ａ ｄ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１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ｔｈｅ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２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ｒｏｕ⁃

ｔ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ｓｃｏｐｅ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ｔ ＬＦ， ａｎｄ

ｂ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ａｔ ＰＦ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Ａ’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ａ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ｂｏｌｄ
（３） ａ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ｏｋ

Ｑ

ｓｈｏｕｌｄ ｙｏｕ ｒｅａｄ ＜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ｏｋ ＞ ？

８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ｂ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ｃ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ｄ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ＴＯＰ

ＦＯＣ

ＲＥＬ

ｅ Ｗｈａｔ ａ ｎｉｃｅ ｂｏｏｋ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ａｄ ＜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ａｄ ＜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 ， ｎｏｔ Ｂｉｌｌｓ ｂｏｏｋ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ａｄ ＜ ｔｈｅ ｂｏｏｋ ＞ ｉｓ ｔｈｉｓ ｏｎｅ

ＥＸＣＬ

Ｉ ｒｅａｄ ＜ ｗｈａｔ ａ ｎｉｃｅ ｂｏｏｋ ＞ ！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ｉ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ｎｏ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ｕｔ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ｕ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ｓ ｔｈｅｙ

ｓｐｅｌｌ ｏｕ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Ｑ， Ｔｏｐ， Ｆｏｃ，
ｅｔｃ ：

（４） ａ Ｉｋ ｗｅｅｔ ｎｉｅｔ ［ ｗｉｅ ｏｆ ［ Ｊａｎ
ｍａｎ １９９４）

ｇｅｚｉｅｎ ｈｅｅｆｔ］ ］ （ Ｄｕｔｃｈ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Ｈａｅｇｅ⁃

‘ Ｉ ｋｎｏｗ ｎｏｔ ｗｈｏ Ｑ Ｊａｎ ｓｅｅｎ ｈａｓ

ｂ Ｕｎ ｓè ［ ｄｏ ［ ｄａｎ ｌｏ ｙ ［ Ｋｏｆｉ ｈｕ ì］ ］ ］ （ Ｇｕｎｇｂｅ， Ａｂｏｈ ２００４）
‘ Ｉ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ｓｎａｋｅ ｔｈｅ ＴＯＰ Ｋｏｆｉ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ｔ

ｃ Ｕｎ ｓè ［ ｄｏ ［ ｄａｎ ｌｏ ｗè ［ Ｋｏｆｉ ｈｕ

］ ］ ］ （ Ｇｕｎｇｂｅ， Ａｂｏｈ ２００４）

ｄ Ｄｅｒ Ｍａｎｔｌ ［ ｄｅｎ ｗｏ ［ ｄｅａ Ｈｏｎｓ

ｇｆｕｎｄｎ ｈｏｔ］ ］

‘ Ｉ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ｓｎａｋｅ ｔｈｅ ＦＯＣ Ｋｏｆｉ ｋｉｌｌｅｄ’
１９８４）

（ Ｂａｖａｒｉａｎ， Ｂａｙｅｒ

‘ Ｔｈｅ ｃｏ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Ｌ ｔｈｅ Ｈａｎｓ ｆｏｕｎｄ ｈａｓ

ｅ Ｃｈｅ ｂｅｌ ｌｉｂｒｏ ｃｈｅ ［ ｈｏ ｌｅｔｔｏ

］ ！ （ Ｉｔａｌｉａｎ）

‘ Ｗｈａｔ ａ ｎｉｃｅ ｂｏｏｋ ＥＸＣＬ Ｉ ｒｅａｄ ‘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ｌｓｏ ｇｕｉｄ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ｒｏｕｔｉｎ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ｈｏｗ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
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Ｅ ｇ ， ａ Ｔｏｐ ｈｅａｄ ｗｏｕｌｄ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ｔｈｅ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ｍ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ｍｙ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ｅｎｔ” ， ｔｈ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ｅｌｉｃｉｔｏｕｓ ｕｓｅ ｉ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ａｆｔｅｒ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 ｅ ｇ ， ｍｙ ｂｏｏｋ）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ｓｐｅａｋ⁃

ｅｒ Ａ ｉｎ ａ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ｌｉｋｅ （６） ，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ｕｐ ａｓ ａ ｔｏｐｉｃ ｂｙ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Ｂ （ ｍｏｓ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ｉｆ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ｅ 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ｙ ｂｏｏｋ ａｎｄ Ｇｉａｎｎｉｓ ｂｏｏｋ；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ａ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９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Ｂ ｔｈｅｎ
ｍａｋｅｓ 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ｌｉｔｉｃ Ｌｅｆｔ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ｏｐｉｃ ｉｓ
ｒｅｓｕ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ｌｉｔｉｃｌｏ） ：
（６）

Ａ： Ｎｏｎ ｈａｉ ａｎｃｏｒａ ｌｅｔｔｏ ｉｌ ｍｉｏ ｌｉｂｒｏ， ｖｅｒｏ？ （ Ｅ ｑｕｅｌｌｏ ｄｉ Ｇｉａｎｎｉ？）

‘ Ｙｏｕ ｈａｖｅｎ’ ｔ ｙｅｔ ｒｅａｄ ｍｙ ｂｏｏｋ， ｒｉｇｈｔ？ （ Ａｎｄ Ｇｉａｎｎｉｓ ｂｏｏｋ？） ’

Ｂ： Ｉｌ ｔｕｏ ｌｉｂｒｏ， ｌｏ ｓｔｏ ｐｅｒ ｌｅｇｇｅｒｅ （ ｅ ｑｕｅｌｌｏ ｄｉ Ｇｉａｎｎｉ ｌｏ ｌｅｇｇｅｒò ｐｉù
ａｖａｎｔｉ）

‘ Ｙｏｕｒ ｂｏｏｋ， Ｉ ａｍ ａｂｏｕｔ ｔｏ ｒｅａｄ （ ａｎｄ Ｇｉａｎｎｉｓ ｂｏｏｋ Ｉ ｗｉｌｌ ｒｅａｄ ｌａｔ⁃
ｅｒ） ’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ｌｓｏ ｕｓｅ ａ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ｏｃｕｓ，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ｓｅ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 ｍａｋｅｓ ａ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Ｂ ｍａ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ｈｉｍ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ｆｏｃｕｓ （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ｉｓ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ｓｕｍｅｄ ｂｙ ａ ｃｌｉｔｉｃ） ：
（７）

Ａ： Ｓｏ ｃｈｅ ｓｔａｉ ｐｅｒ ｌｅｇｇｅｒｅ ｉｌ ｌｉｂｒｏ ｄｉ Ｇｉａｎｎｉ

‘ Ｉ 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ｏ ｒｅａｄ Ｇｉａｎｎｉｓ ｂｏｏｋ ’

Ｂ： Ｔｉ ｓｂａｇｌｉ， ＩＬ ＴＵＯ ＬＩＢＲＯ ｓｔｏ ｐｅｒ ｌｅｇｇｅｒｅ （ ｑｕｅｌｌｏ ｄｉ Ｇｉａｎｎｉ ｌｏ
ｌｅｇｇｅｒò ｐｉù ａｖａｎｔｉ）

‘ Ｙｏｕ ａｒｅ ｗｒｏｎｇ， ＹＯＵＲ ＢＯＯＫ Ｉ ａｍ ａｂｏｕｔ ｔｏ ｒｅａｄ （ Ｇｉａｎｎｉｓ ｂｏｏｋ Ｉ
ｗｉｌｌ ｒｅａｄ ｌａｔｅｒ） ’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ｅｌｉｃｉｔｏｕｓ ｕｓｅ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ｓｔｒｉｃｔ， ｉ ｅ ， ｎｅｉｔｈｅｒ （６） Ｂ ｎｏｒ （７）

Ｂ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ｅｌｉｃｉｔｏｕｓ ｉ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ａｎｄ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ｓｉｍｐｌｅ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ｅ ｇ ， ａｓ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ｌｉｋｅ “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ｙｏｕ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ａｄ？”

１０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ｏ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ｔｏｕｒ －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ｉｎ ｐａｒ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Ｉ ａｍ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Ｂｏｃｃｉ ２０１３ ｆｏｒ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ｍｕｃ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Ｆｉｇｕｒｅ （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ｃｌｉｔｉｃ ｌｅｆｔ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ｌｉｋｅ （８） Ｂ， ｆｅｌｉｃｉｔｏｕｓ ｉｎｃｏｎｔｅｘｔ （８） Ａ， ｉｎ Ｓｉｅｎｅｓ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ａｃｃｏｒｄ⁃

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Ｂｉａｎｃｈｉ， Ｂｏｃｃｉ， Ｃ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

（８） Ａ： Ｓｅｃｏｎｄｏ ｍｅ ｎｏｎ ａｖｒａｎｎｏ ｍａｉ ｉｌ ｃｏｒａｇｇｉｏ ｄｉ ｐａｒｔｉｒｅ ｄａ ｓｏｌｉ ｐｅｒ ｌｅ Ｍａｌ⁃
ｄｉｖｅ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ｅ，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ｎｅｖｅｒ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ａｇｅ ｏｆ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ａｌｏ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ｌｄｉｖｅｓ ’

Ｂ： Ｂｅｈ， ａｌｌｅ Ｍａｌｄｉｖｅ， ｃｉ ｓｏｎｏ ａｎｄａｔｉ ｉｎ ｖｉａｇｇｉｏ ｄｉ ｎｏｚｚｅ

‘ Ｗｅｌｌ，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ｌｄｉｖｅｓ， ｔｈｅｙ ｗｅｎｔ （ ｔｈｅｒｅ） ｏｎ ｈｏｎｅｙｍｏｏｎ ’

（９） Ｔｏｐｉｃ －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Ａｓ ｆｏｒ Ｆｏｃｕｓ －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ｋｅ （１０） Ｂ， ｆｅｌｉｃｉ⁃
ｔｏｕ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１０） Ａ，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１１ ） ， ａｇａｉｎ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Ｂｉａｎｃｈｉ， Ｂｏｃｃｉ， Ｃ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
（１０） Ａ： Ｓｅ ｈｏ ｃａｐｉｔｏ ｂｅｎｅ， ｓｏｎｏ ａｎｄａｔｉ ａｌｌｅ ｉｓｏｌｅ Ｖｅｒｇｉｎｉ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１１

‘ Ｉｆ Ｉ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ｔｈｅｙ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
Ｂ： Ｔｉ ｓｂａｇｌｉ！ ＡＬＬＥ ＭＡＬＤＩＶＥ ｓｏｎｏ ａｎｄａｔｉ ｉｎ ｖｉａｇｇｉｏ ｄｉ ｎｏｚｚｅ！

‘ Ｙｏｕ ａｒｅ ｗｒｏ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ＬＤＩＶＥＳ ｔｈｅｙ ｗｅｎｔ ｏｎ ｈｏｎｅｙｍｏｏｎ！’

（１１） （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ｆｒｏｍ Ｂｉａｎｃｈｉ， Ｂｏｃｃｉ， Ｃ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Ｓｏ，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ｈａｒｐ⁃

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ｓ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ｃｏｎｔｏｕｒｓ ａｒ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ｒｕｌｅ －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 Ｂｏｃｃｉ ２０１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

ｉｃａｌ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ｎｏ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ＰＦ
ａｎｄ ＬＦ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ａ ｓｙｎｔａｘ ｅｎｄｏｗ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
ｍｉｌｉａ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ｓ （ ｍｅｒｇｅ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ａｓｅ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ｉｎ⁃

ｈ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ａ ｔｈｉｒ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ｍａｙ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 ｅ ， ｉｆ Ａ ｐｒｅｃｅｄｅｓ Ｂ ａｎｄ Ｂ ｐｒｅｃｅｄｅｓ Ｃ，

１２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ｎ Ａ ｐｒｅｃｅｄｅｓ Ｃ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Ａ ａｎｄ Ｃ ｎｅｖｅｒ ｃｏ － ｏｃ⁃

ｃｕｒ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 ｃｈｅ ａｎｄ ｄｉ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ｏｃｃｕｐ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ｔｏｐｉｃｓ：
（１２）

Ｐｅｎｓｏｃｈｅ， ａ Ｇｉａｎｎｉ， ｇｌｉ ｄｏｖｒｅｉ ｐａｒｌａｒｅ

（１３）

Ｐｅｎｓｏ， ａ Ｇｉａｎｎｉ， ｄｉ ｄｏｖｅｒｇｌｉ ｐａｒｌａｒｅ

‘ Ｉ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ｏ Ｇｉａｎｎｉ， 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ｐｅａｋ ｔｏ ｈｉｍ’

‘ Ｉ ｔｈｉｎｋ， ｔｏ Ｇｉａｎｎｉ， ‘ ｏｆ’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ｏ ｓｐｅａｋ ｔｏ ｈｉ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ｅ （ ｉｆ）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 ｔｏｐ⁃
ｉｃ， ａｎｄ ｉｎ ｆａｃｔ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ｅｄ ｂｙ ｔｏｐｉｃｓ：

（１４） ａ Ｎｏｎ ｓｏ， ａ Ｇｉａｎｎｉ， ｓｅ ｇｌｉ ｐｏｔｒｅｍｏ ｐａｒｌａｒｅ

‘ Ｉ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ｔｏ Ｇｉａｎｎｉ， ｉｆ 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ｓｐｅａｋ ｔｏ ｈｉｍ

ｂ Ｎｏｎ ｓｏ ｓｅ， ａ Ｇｉａｎｎｉ， ｇｌｉ ｐｏｔｒｅｍｏ ｐａｒｌａｒｅ

‘ Ｉ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ｉｆ， ｔｏ Ｇｉａｎｎｉ， 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ｓｐｅａｋ’

ｃ Ｎｏｎ ｓｏ， ａ Ｇｉａｎｎｉ， ｓｅ， ｑｕｅｓｔｅ ｃｏｓｅ， ｇｌｉｅｌｅ ｐｏｔｒｅｍｏ ｄｉｒｅ

‘ Ｉ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ｔｏ Ｇｉａｎｎｉ， ｉ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ｓａｙ’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ｓ ａｒｅ ｈａｒｄ ｔｏ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 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Ｃ －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ｐｒｅｃｅｄｅｓ Ｔｏｐ （ ｃｈｅ）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ｔ （ ｄｉ） ， ａｎｄ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ｃａｎ
ｂｏｔｈ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ｏｐ （ ｓ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ａｒ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ｂｙ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１５） …ｃｈｅ … （ ＴｏｐＰ） … ｓｅ … （ ＴｏｐＰ） … ｄｉ …
ｔｈａｔ

Ｆｏｒｃｅ

ｉｆ

Ｉｎｔ

Ｆｉｎ

Ｆ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ｃｈｅ ＞ ｓｅ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

１３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ｎｅｖｅｒ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Ｉｆ ｗｅ ｂｒｏａｄ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 Ｐｌａｎｎ １９８２， Ｓｕｎｅｒ １９９４， Ｍｃ⁃

Ｃｌｏｓｋｅｙ １９９２）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ｑｕｅ ａｎｄ ｓｉ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ｏｒｄ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ｔｏｐｉｃ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１６） Ｍａｒíａ ｐｒｅｇｕｎｔóｑｕｅ ｅｌ ｌｕｎｅｓ ｓｉ ｈａｂíａ ｐｅｒｉóｄｉｃｏｓ

‘ Ｍａｒｉａ ａｓｋ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ｎｄａｙ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ｅｌｉｃｉｔｏ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Ｍａｒｙ ａｓｋｅ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Ｍｏｎｄａｙ？” ， ａｎｄ Ｉ ｃａ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ｅｖｅｎｔ ｂｙ ｕｔ⁃

ｔｅｒｉｎｇ （１６）  Ｓｉ 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ｓ ａ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ｅ 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ｉｔ Ｖｅｒｂ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ｌｓｏ 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ｓａｙｉｎｇ （ ｆｏｒｇｅｔ，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ｅｔｃ ） ｄｏ ｎｏｔ ｅｎｔｅｒ ｉｎｔｏ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ａｉｔｏ （２０１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ｉｋｅ （１７） ， ｗｉｔｈ ｔｒｉｐｌｅｎｏ
ｋａ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１７）

Ｔａｒｏｏ － ｗａ

［ ＣＰ ｋａｒｅ － ｎｏ ｉｍｏｏｔｏ － ｇａ ｓｏｋｏ － ｎｉ ｉｔａ （ ｎｏ） ｋａ （ ｔｏ） ］

Ｔ － ＴＯＰ

ｈｅ － ＧＥＮ ｓｉｓｔｅｒ － ＮＯＭ ｔｈｅｒｅ － ｉｎ ｗａｓ ｎｏ ｋａ ｔｏ ａｌｌ －

ｍｉｎｎａ － ｎｉ ｔａｚｕｎｅｔａ
ＤＡＴ ｉｎｑｕｉｒｅｄ

‘ Ｔａｒｏｏ ａｓｋｅｄ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ｉｆ ｈｉｓ ｓｉｓｔｅｒ ｗａｓ ｔｈｅｒｅ’

（ Ｓａｉｔｏ ２０１２）

Ｓａｉ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ｋａ ｔｏ （ ｉｆ ｔｈａｔ） ａｓ ｔｈｅ ｍｉｒｒｏｒ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 ｓｉ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ｎｏ ａｓ ａ ｌｏｗ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 ａ ｓｏｒｔ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ａｎａ⁃

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ｄｉ Ｓｏ，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Ｉｔａｌｉａｎ （ ａｎｄ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 ｗｅ ｈａｖｅ：
（１８）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 ［ … ［ … ［ … ［ ＴＰ … ］ Ｆｉｎ］ Ｉｎｔ］ Ｆｏｒｃｅ ／ Ｒｅｐｏｒｔ］
（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ａｉｔｏ ２０１２）

１４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ｎｏ
（１９）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ｋａ

ｔｏ

［ Ｆｏｒｃｅ ／ Ｒｅｐｏｒｔ ［ Ｉｎｔ ［ Ｆｉｎ ［ ＴＰ … ］ … ］ … ］ … ］
ｃｈｅ

ｓｅ

ｄｉ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ｏｒ⁃

ｄ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ｉｒｒｏｒ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ｅｄｎｅｓ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ｏｎｅ ａｄｏｐｔｓ ｔｏ ｈｅａｄｅｄｎｅｓｓ （ ｅｉｔｈｅｒ ａ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ｈｅａｄ － 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ｒ 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ｃ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Ｋａｙｎｅ １９９４， ｏｒ ａ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ｕｒｅｌｙ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
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ｉｎ Ｂｅｒｗｉｃｋ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１１） 

Ｉｔ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ｔｈａｔ ＞ ｉｆ，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 －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ｒｄｅｒ ｉｆ ＞ ｔｈａｔ，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ｏｆ ｄａｔ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ｆ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ａｒｉｓｅ， ｃａｎ ｏｎ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ｄ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 ｖａｎ
Ｋｒａｅｎｅｎｂｒｏｅｋ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９） ？ Ｉｎ ｆａｃ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ａ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ｓｏｍ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
ｗａｒｄｌｙ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ｗｏ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ａｔ － ｌｉｋ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ｅ ｇ ， ｉｎ ｔｈｅ Ｔｕｒ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ａ
ｔｏｐｉｃ （ ｔｈａｔ Ｔｏｐ ｔｈａｔ： Ｐａｏｌｉ ２００５；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ａｄｆｏｒｄ ２０１３）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ｉ⁃
ｔｙ ｏｆ ｓｕｃ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ｅｓ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 ａ ｔｈａｔ －

ｌｉｋ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ｌｅｘｉｃａｌｉｚ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ｓ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ｏ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 ｌｏｗｅｒ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Ｆ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ａｄｍ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ｄａｔ，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ｔｏ ａｎｙ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ｏｘ

５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ａｓ 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

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ｍｕｃｈ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 ｔｕｒｎ ｔｏ ｓｕｃ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ｎｏｗ

１５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ｉ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ａ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 －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ｍｏｖｅ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２０） ａ Ｂｉｌｌ ｗｏｎｄｅｒｓ ［ ［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ｏｋ］ Ｑ ［ Ｊｏｈ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 ∗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ｏｋ ｄｏｅｓ Ｂｉｌｌ ｗｏｎｄｅｒ ［
ｙｅａｒ ］ ］ （ Ｌａｓｎｉｋ ＆ Ｓａｉｔｏ １９９２）

Ｑ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 ］

Ｊｏｈ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ｉｓ

Ｈｅｎｃ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ｈｏｌｄ， ａｓ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

（２１）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ｉｓ ｆｒｏｚｅｎ ｉｎ ｐｌａｃｅ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Ｓｈｏｕｌｄ （２１） ｂｅ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ｆｏｒｍ ａ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Ｃａｓｅｓ ｌｉｋｅ

（２０） ｂ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ｙ ｒｕｌｅｄ ｏｕｔ ａ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ｗ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ＬＦ ｌｏｏｋ ｌｉｋｅ？） ， ｏｒ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ｍｅ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ｎ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ｐ⁃

＇
ｐｒｏａｃｈ， ａｓ ｉｎＢｏšｋｏｖｉｃ
（２００８） ： ｔｈｅ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Ｑ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 ａ， ｔｈｕ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 － ｂａ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ｈｏｍｓｋｙｓ （１９９５）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 － ｃｈａｉｎｓ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ｎｏ （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ａｒｉｓｅ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ｈｒａｓ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ｗｏ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１

ａｎｄ Ｆ２， ｅ ｇ ， ａ Ｑ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ｈ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ａｎｄ ａ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２２） ［

ｑｕａｎｔｉ Ｑ

ＡＲＴＩＣＯＬＩ Ｆｏｃ ］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ｓｕｃｈ ｃａｓｅｓ ｏｎｅ ｃｏｕｌｄ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ｈｒａｓｅ ｗｏｕｌｄ ｍｏｖｅ ｔｏ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１６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ｏｎ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ｏ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ｎｅｖｅｒ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ｈａ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ｆｒｏｚ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ｎ’ ｔ ｍｏｖ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Ｆｏｒ ｉｎ⁃
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ｃｅ ｐｈｒａｓｅ （２２） ｈａｓ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 －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 （２３） ａ， 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ｌａｕｓｅ：

（２３） ａ Ｎｏｎ ｓｏ ［ ｑｕａｎｔｉ Ｑ ＡＲＴＩＣＯＬＩ Ｆｏｃ ］
ｑｕａｎｔｉ ｌｉｂｒｉ

Ｑ ａｂｂｉａｎｏ 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ｔｏ

， ｎｏｎ

‘ 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ｎｏｔ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ｂ ∗ ［ Ｑｕａｎｔｉ ＡＲＴＩＣＯＬＩ ］
ｎ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 ｌｉｂｒｉ

Ｆｏｃ ｎｏｎ ｓｏ

Ｑ ａｂｂｉａｎｏ 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ｔｏ

，

‘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ｎｏｔ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ｓｕｃｈ ｆｏｃ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ｌａｕ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４） ［ Ｍｏｌｔｉ ＡＲＴＩＣＯＬＩ Ｆｏｃ ］
ｎｏｎ ｍｏｌｔｉ ｌｉｂｒｉ

Ｆｏｃ ｍｉ ｈａｎｎｏ ｄｅｔｔｏ ｃｈｅ ｈａｎｎｏ 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ｔｏ

，

‘ Ｍａｎ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ｅｙ ｔｏｌｄ 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ｎｏｎ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Ｎｏ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ｏｕｌｄ ａｒｉｓｅ ｉｎ （２３） ｂ：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ｐ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 －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ｏｕｌ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ａｎ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Ｑ －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ｑｕａｎｔｉ，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ｔｈｅｒｅ （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ｏｕｌｄ ｓｔｉｌｌ ｂｅ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Ｆｏ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 ：

（２５） Ｑｕａｎｔｉ ＡＲＴＩＣＯＬＩＦｏｃ ｎｏｎ ｓｏ ［ ＜ ｑｕａｎｔｉ ＡＲＴＩＣＯＬＩ ＞ Ｑ ａｂｂｉａｎｏ ｐｕｂｂｌｉ⁃

１７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ｃａｔｏ

］ ， ｎ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 ｌｉｂｒｉ

‘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 ＜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 ｎｏｔ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Ｗｈｉｌｅ ａ ｗｈｏｌ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ｍｏｖ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ｂ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ｏｔｈｅｒ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 ｇ ， ａｎ ａｄｎｏｍｉｎａｌ ＰＰ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ｂ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ｌｅｆｔｅｄ：

（２６） Ｅ’ ［ ｄｉ ｑｕｅｓｔｏ ａｕｔｏｒｅ ］ Ｆｏｃ ｃｈｅ ｎｏｎ ｓｏ ［ ｑｕａｎｔｏ ｌｉｂｒｉ
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ｔｉ ｎｅｌ １９６７

］ Ｑ ｓｉａｎｏ ｓｔａｔｉ

‘ Ｉｔ ｉｓ ｂｙ ｔｈｉｓ ａｕｔｈｏｒ ｔｈａｔ Ｉ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１９６７’

Ｔｈｅ ｓｕｂ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２１）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ｎｏ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 ｂｕｔ ｔｏ ｔｈｅ “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ｇｏａｌ” ，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ａｒｒｙ⁃
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２１） Ｉｎ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ｇｏａｌ ｉｓ ｆｒｏｚｅｎ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Ａｎ ｅｎｔｉｒ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ｖｅｄ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 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ｏｒ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 ｉｎ （２７） ，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
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 ｕｎｄｏｎｅ” ：

（２７） ａ Ｅ’ ［ ［ ｑｕａｎｔｉ Ｑ ｌｉｂｒｉ ｄｉ ｑｕｅｓｔｏ ａｕｔｏｒｅ］ Ｑ ［ ｓｉａｎｏ ｓｔａｔｉ 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ｔｉ ｎｅｌ
１９６７］ ］ ｃｈｅ ｎｏｎ è ｃｈｉａｒｏ

‘ Ｉｔ ｉｓ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ｂｙ ｔｈｉｓ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１９６７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ｎ’ ｔ ｃｌｅａｒ’

Ｂ ［ ［ Ｑｕａｎｔｉ ｌｉｂｒｉ ｄｉ ｑｕｅｓｔｏ ａｕｔｏｒｅ ］ Ｑ ［ ｓｉａｎｏ ｓｔａｔｉ 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ｔｉ ｎｅｌ
１９６７］ ］ ｎｏｎ ｌｏ ｓｏ ｄａｖｖｅｒｏ

‘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ｂｙ ｔｈｉｓ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１９６７， Ｉ ｒｅ⁃
ａｌｌｙ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１８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 ｕｎｄｏｎｅ” ｂ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
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ｖｅｄ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ｏｒ 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ｂ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
ｒｉ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ｆ ｎｏ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ｉｓ ｖｉｏ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ｈａｖ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 －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ｌｅｔ

ｍ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ｔｗ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６ Ｔｈａｔ － ｔｒａ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ｓ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ｉｔｅ ｗｈｅｒｅ ｐｈｒａｓ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ｏｐｓ Ｉｓ ｉｔ ａ ｃｒｉｔｅ⁃

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 ｗｅ ｆｉｎｄ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ｏｎｅ
ｗｏｕｌｄｅｘｐｅｃｔ ｓｃｏｐｅ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ｉｎｇｌｅ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ｈａ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ｏｐｉｃｓ （ Ｒｅｉｎｈａｒｔ １９８１； ｏｎ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ｓｅｅ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０５ ａｎｄ ｍｕｃｈ ｗｏｒｋ ｓｔｅｍｍ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Ｌｉ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７６）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ｉｎ ａｃｔｉｖｅ －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ｐａｉｒｓ Ａｎ ａｌｌ － ｎｅｗ ｅｖｅｎｔ， ｅ ｇ ｉｎ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ａ “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ｌｉｋｅ （２８） ｃａｎ ｂｅ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ｏｒ ａ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ｓ ｉｎ （２９）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ｖ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 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ｔｉｅｎ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８） Ｃｏｓ’ è ｔｕｔｔａ ｑｕｅｓｔａ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ｅ？ Ｃｈｅ ｃｏｓａ è ｓｕｃｃｅｓｓｏ？
‘ Ｗｈａｔ ｉｓ 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２９） ａ Ｕｎ ｒａｇａｚｚｏ ｈａ ｂｕｔｔａｔｏ ａ ｔｅｒｒａ

ｕｎ ｖｅｃｃｈｉｏ

‘ Ａ ｂｏｙ ｋｎｏｃｋｅｄ ａｎ ｏｌｄ ｍ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ｂ Ｕｎ ｖｅｃｃｈｉｏ è ｓｔａｔｏ ｂｕｔｔａｔｏ ａ ｔｅｒｒａ ｄａ ｕｎ ｒａｇａｚｚｏ

‘ Ａｎ ｏｌｄ ｍａｎ ｗａｓ ｋｎｏｃｋ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ｎｄ ｂｙ ａ ｂｏｙ’

１９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ｕｔｎｅｓ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ａｓ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 （ １９８６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ａ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ｉｋ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ｔｈｅｐｒ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ａｓ ｉｔｓ ａｎｔｅｃｅｄ⁃

ｅｎｔ Ｓｏ， ｉｆ （３０） ｉｓ ｕｔｔｅｒｅ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２９） 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ｙ ｓｈｏｕｔｅｄ，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ｉｆ （３０） ｉｓ ｕｔｔｅｒｅｄ ａｆｔｅｒ （２９） ｂ， ｔｈｅ ｏｌｄ ｍａｎ ｓｈｏｕ⁃
ｔｅｄ：

（３０）  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ａｍｅｎｔｅｐｒｏ ｈａ ｃｏｍｉｎｃｉａｔｏ ａ ｇｒｉｄａｒｅ ［ ａｆｔｅｒ （２９） ａ： ｔｈｅ ｂｏｙ
ｓｈｏｕｔｅｄ； ‘ ａｎ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ｍａｎ ｓｈｏｕｔｅｄ］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ｓｈｏｕｔｉｎｇ’ ａｆｔｅｒ （２９） ｂ： ｔｈｅ ｏｌｄ
（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 １９８６）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ｔ ｍａｋｅｓ ｓｅｎｓｅ ｔｏ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ｚｅ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ｔｏ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ｔｏ ｉｔｓ Ｓｐｅｃ ａｎｄ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ｏｕｔ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０６） ， Ｒｉｚｚｉ ＆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００７） ， ｂｕｉｌｄ⁃
ｉｎｇ ｏｎ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ｅｔｔｉ （２００４）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ｕｂｊ ｈｅａｄ ａｓ ａ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ｓｐ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Ｐ，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ｂｊ ｉｓ ａ ｗａｙ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ＥＰＰ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ＧＢ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ｌａｕ⁃

ｓｅｓ Ａ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ｔ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 ｈｅａｄ ｉ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 Ｐｏｌｅｔｔｏ ２０００， Ｍａｎｚｉｎｉ ＆ Ｓａｖｏｉａ

２００５）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ｅｄ ｖｅｒｂ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ｗｅ ｅｘｐｅｃｔ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

ｄｅ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ｓｅｔ ｏｆ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ｕ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ｔｈａｔ － ｔｒａ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３１） ａ ∗Ｗｈｏ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 ｔｈａｔ ［

Ｓｕｂｊ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 ？

２０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ｂ Ｗｈｏ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 ｔｈａｔ ［ Ｍａｒｙ Ｓｕｂｊ ｗｉｌｌ ｍｅｅｔ

］］？

Ｓｕｃｈ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ｑｕｉｒ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ｉｔ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ｏ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ｉｎ （３２） ｂ，
ｂｕ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ｔｅｃｔａｂｌｙ ｍｏｒｅ ｄｅｖｉａｎｔ， ａｓ ｉｎ （ ３２ ） ａ） ，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ｓ ａｒ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ｕｎ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３２） ａ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 ｄｏ ｙｏｕ ｗｏｎｄｅ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Ｓｕｂｊ ｃｏｕｌｄ ｆｉｘ ｔｈｅ ｃａｒ？

ｂ ？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ｒ ｄｏ ｙｏｕ ｗｏｎｄｅ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 Ｓｕｂｊ ｃｏｕｌｄ ｆｉｘＺ

？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ｕｂｊ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ｔｅｐ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１） ａ， （３２） ａ：

（３１） ａ’ …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 ｔｈａｔ ［ ｗｈｏ

Ｓｕｂｊ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 ］

（３２） ａ’ … ｙｏｕ ｗｏｎｄｅｒ ［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 Ｓｕｂｊ

ｃｏｕｌｄ ｆｉｘ ｔｈｅ ｃａｒ

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ｆｒｏｚｅｎ ｕｎｄｅ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ｈｕｓ ｂａｒｒ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ｈａｒｄ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ｓｐｅ⁃

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ｕ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ｕｓ ｃｉｒｃｕｍ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 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ｄ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ｂｙ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ｄｅｌｅ⁃

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ｕｍａｂｌｙ 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Ｐ ＋ ＳｕｂｊＰ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ｓ ｔｒｕｎｃａｔｅｄ （ ｗｈｅｒｅ ＣＰ ａｂ⁃
ｂｒｅｖｉ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ｓａｙ， Ｓｐｅｃ Ｔ） ：
（３３） Ｗｈｏ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 ＣＰ … ［ ＳｕｂｊＰ … ［ ＴＰ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 ］

Ｔｈｅ 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 ｏ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ｓ （ ａｓ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ｕｍａｂｌｙ ａｓｓｉｇｎａｂｌｅ ａｌｓｏ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ｓ ｉ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ｓｅ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ｄｅｃｌａｒａ⁃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２１

ｔｉｖｅｓ） ， ｂｕｔ ｎｏ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 －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 ｉｎ 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ｏ ｈｏｓｔ ｔｈｅ ｗｈ －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ｓｏ ｔｈａｔ （３２）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３１） ａ， ｉｓ ｉｒｒｅｄｅｅｍａｂｌｅ

Ａ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ｄｏ
ｎｏｔ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ｔｈａｔ － ｔｒａ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ｏ， ｔｈｅｒ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

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ｙ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８２， ｃｈ ４）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 ｗｉｌｌ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ｐｒｏ，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ｆｉｌｌ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 Ｓｕｂｊ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ａ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３４） Ｃｈｉ ｃｒｅｄｉ ［ ｃｈｅ

［ ｐｒｏ

‘ Ｗｈｏ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Ｓｕｂｊ

ｖｅｒｒà ］ ］ ？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ｍａｙ ｕ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ｐｉｅｄ － ｐｉｐ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ｓｕｍｐ⁃
ｔｉｖ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ｄｅｅｐｅｒ 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 ａｎｔｉ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ｅｔｃ  Ｓｅｅ Ｒｉｚｚｉ ＆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００７） ，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０１４） ｆｏｒ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ｏｉｎｅｄ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ｏｆｆｅｒ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ｎ ＥＣＰ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６） 

７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ｆｏｃ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 －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ｅａｓｉｌｙ ｄｅ⁃
ｔｅｃｔａｂｌ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ｏｂｌｉｇ⁃

ａ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Ｃ －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Ｑ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ｗｈｅ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ｖｅｒｂｓ ｌｉｋｅｗｏｎｄｅｒ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２２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ｅ ｇ ， Ｆｏｃ， ｉｓ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ｕｃ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ｃｏｐｅ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Ｓｏ，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ｔｅｓｔ ａ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ｅ ｇ ， ｗｉｔｈ Ｆｏｃ， ｗｅ ｎｅｅｄ ａ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Ｆｏｃ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ｌ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Ｗ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ｗ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ａ ｌｏｗ ｆｏｃ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
ｒｙ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 （２００４ａ）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ｏｗ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
ｃａｔｉｖｅ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 ｆｏｃ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ｌｏｗ ｆｏｃ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ｙ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ｔ ｉ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ｐｕｌａ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 Ｍｏｒｏ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ｐｕｌａｒ ＤＰ Ｇｉａｎｎｉ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ｆｏｃａｌ ｉｎ （３５） ｂ， ｗｈｅｒｅａｓ

（３５） ａ Ｇｉａｎｎｉ è ｉｌ ｄｉｒｅｔｔｏｒｅ

‘ Ｇｉａｎｎｉ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Ｓｕｂｊ

Ｐｒｅｄ

ｂ Ｉｌ ｄｉｒｅｔｔｏｒｅ è Ｇｉａｎｎｉ

‘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ｉｓ Ｇｉａｎｎｉ’
Ｐｒｅｄ

Ｓｕｂｊ

Ｏｎｅ ｓａｌｉ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ｐｕｌａ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 ｆｉｎ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Ｐ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ｆｏ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ｃａｎ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５ｂ） ，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ｐｒｏ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ｐｕｌａ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ｎｏ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ａｎａｐｈｏｒａ ｉｓ ａ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ｅｖｅｒ ｓｉｎｃｅ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７５） ：

（３６） ａ Ｎｅｌｌａ ｆｏｔｏ ｄｅｌｌａ ｓｕａ ｉ ｃｌａｓｓｅ， Ｇｉａｎｎｉ ｉ è ｉｌ ｐｉù ｂｅｌｌｏ

‘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Ｇｉａｎｎｉ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ｈａｎｄｓｏｍｅ’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２３

ｂ ∗Ｎｅｌｌａ ｆｏｔｏ ｄｅｌｌａ ｓｕａ ｉ ｃｌａｓｓｅ， ｉｌ ｐｉù ｂｅｌｌｏ è Ｇｉａｎｎｉ ｉ

‘ Ｉｎ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ｓ ｃｌａｓ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ｈａｎｄｓｏｍｅ ｉｓ Ｇｉａｎｎｉ’

Ｈｅｙｃｏｃｋ （２０１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ｂｙ ｉｎｓｅ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ｉｎｉ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ｅ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ｎ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ＤＰ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Ｐ （ ｐｒｅｃｏｐ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
ｔｉｖｅ ＤＰ （ ｐｏｓｔｃｏｐｕｌａｒ）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ｃａｌ：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６） ａ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ｐｒｉｔ？ Ｊｏｈｎ ｏｒ Ｂｉｌｌ？
ｂ Ｊｏｈｎ ｉ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ｐｒｉｔ

（３７） ａ Ｔｅｌｌ ｍｅ ａｂｏｕｔ Ｊｏｈｎ： ｉｓ ｈ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ｐｒｉｔ， ｏｒ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
ｂ Ｊｏｈｎ ｉ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ｐｒ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Ｐ （ ｐｏｓｔｃｏｐｕ⁃
ｌａｒ） ｉｓ ｆｏｃａｌ：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３８） ａ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ｃｕｌｐｒｉｔ？ Ｊｏｈｎ ｏｒ Ｂｉｌｌ？
ｂ Ｔｈｅ ｃｕｌｐｒｉｔ ｉｓ Ｊｏｈｎ

（３９） ａ Ｔｅｌｌ ｍｅ ａｂｏｕｔ Ｊｏｈｎ： ｉｓ ｈｅ ｔｈｅ ｃｕｌｐｒｉｔ ｏｒ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
ｂ ＃ Ｔｈｅ ｃｕｌｐｒｉｔ ｉｓ Ｊｏｈｎ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ｓ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 Ｈｅｂｒｅｗ ｉｎ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６） 
Ｗｈｙ ｉｓ ｆ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ｐｕｌａｒ ＤＰ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５ｂ） Ｉ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ｅｏ⁃

２４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ｒｙ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ｉ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

ｃａｌ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ｃｏｐｕｌａｒ ＤＰ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ｌｙ ｆｏｃａｌ ｓｕｆｆｉｃｅｓ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ｕｓ ｔｏ ｔｅｓｔ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ｃｔ， 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 （１９８５）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Ｐ ｉｓ ｕｎｍｏｖ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ｉｓ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ｒａｓｔ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ｆ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４０） ａ Ｃｈｉ ｃｒｅｄｉ ｃｈｅ ｓｉａ ｉｌ ｃｏｌｐｅｖｏｌｅ？

‘ Ｗｈｏ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ｕｐｒｉｔ？’

ｂ ∗Ｃｈｉ ｃｒｅｄｉ ｃｈｅ ｉｌ ｃｏｌｐｅｖｏｌｅ ｓｉａ？

‘ Ｗｈｏ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ｕｌｐｒｉｔ ｉｓ？

（４１） ａ Ｅｃｃｏ Ｇｉａｎｎｉ， ｃｈｅ ｃｒｅｄｏ ｃｈｅ ｓｉａ ｉｌ ｄｉｒｅｔｔｏｒｅ

‘ Ｈｅｒｅ ｉｓ Ｇｉａｎｎｉ， ｗｈｏ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ｂ ∗Ｅｃｃｏ Ｇｉａｎｎｉ， ｃｈｅ ｃｒｅｄｏ ｃｈｅ ｉｌ ｄｉｒｅｔｔｏｒｅ ｓｉａ ＿ ＿

‘ Ｈｅｒｅ ｉｓ Ｇｉａｎｎｉ ｗｈｏ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ｉｓ’

（４２） ａ Ｅ’ Ｇｉａｎｎｉ ｃｈｅ è ｉｌ ｄｉｒｅｔｔｏｒｅ

‘ Ｉｔ ｉｓ Ｇｉａｎｎｉ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ｂ ∗Ｅ’ Ｇｉａｎｎｉ ｃｈｅ ｉｌ ｄｉｒｅｔｔｏｒｅ è ＿ ＿
‘ Ｉｔ ｉｓ Ｇｉａｎｎｉ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ｉｓ’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ｎｏｗ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ａ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ｌｏｗ ｆｏｃｕｓ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ｐｕｌａ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Ｓｏ，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Ｐ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Ｐ
ｓｙｓｔｅｍ

８ “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４３）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 ｎｏｄ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ｅｒｇ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２５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ｈｅａｄ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１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５ａ － ｂ， ２０１６ｂ） ， Ｉ ｈａｖｅ ｆ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ｂ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ｈｅａ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Ａ ｈｅａｄ
ｉｓ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ｈｅａｄ ｔｏ ａ ｇｉｖｅｎ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ｎｏｄ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ｏｔｈｅｒ ｈ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ｒｅ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４４） α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 ｏｆ Ｈ１ ｓ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Ｉ α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Ｈ１ ， ａｎｄ

ＩＩ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Ｈ２ ｓ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ｉ α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Ｈ２ ， ａｎｄ

ｉｉ Ｈ２ ｃ － ｃｏｍｍａｎｄｓ Ｈ１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５ａ）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ｉｎ Ｃｈｏｍｓｋｙ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ｃｏｍ⁃

ｐｌｅｔｅ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ａｎ ｕｎｌａｂｅｌｅｄ ｎｏｄ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ｒｕｌ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ｓｏｍ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ｌ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８６ａ） 

（４５）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 Ｃｈｏｍ⁃
ｓｋｙ ２０１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ａ ｐｒｅ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ｒｇｅ，
ｓｏ ｉｆ ａ ｎｏｄｅ ｉｓ ｕｎｌａｂｅｌｅｄ ａ ｍｅｒｇｅ － ｂａｓｅ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ｏｎ

ｉｔ Ｂｕｔ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ｅｒｇ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ｓ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Ｉ Ｈｅａｄ – Ｈｅａｄ
（４６）

Ｍｅｒｇｅ （ Ｘ， Ｙ） ：

２６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Ｈｅｒｅ ｔｗｏ ｉ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ｒｇ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ｃ⁃

ｅｓｓａｒｙ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ｅｐ ｏｆ ａ ｍｅｒｇｅ － ｂａｓｅ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ｆｏｒ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ｔｗｏ ｈｅａｄｓ ａｒｅ ｉｎ ａ ｍｕｔｕａｌ ｃ －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ｃｏｎｆｉｇｕ⁃
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１３）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６ｂ） ｆｏ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ｏｆ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ｏｕ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Ｉ Ｈｅａｄ – Ｐｈｒａｓｅ Ｍｅｒｇｅ

（ Ｘ， ＹＰ） ：

（４７）

Ｈｅｒｅ ａｎ ｉｔｅｍ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ｒ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ｃｏｍ⁃
ｐｕ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ｍｅｒｇｅ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ｅｄ ｉｎ ａ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ｍｅｍｏｒｙ ｂｕｆｆｅｒ Ｈｅｒｅ Ｈ１ ｕｎ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ａｂｌ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ｈｅａｄ ｔｏα， ｓｏ ｉ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αｓ ｌａｂｅｌ Ｅ ｇ ， ｉｆ ａ Ｖｏｉｃｅ

ｈｅａｄ ｉ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ｖＰ，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ｓ ｌａｂｅ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ｏｉｃｅ ｈｅａｄ，
ｈ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Ｘ － ｂａｒ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 Ｖｏｉｃｅ Ｐ Ｈｅａｄ – ｐｈｒａｓｅ
ｍｅｒｇｅ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ｃｕｒｓｉｖｅ ｓｔｅｐ ｉｎ ｍｅｒｇｅ － ｂａｓｅ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ＩＩ Ｐｈｒａｓｅ – Ｐｈｒａｓｅ Ｍｅｒｇｅ （ ＸＰ， ＹＰ） ：
（４８）

Ｉｎ ｃａｓｅ ｏｆ Ｐｈｒａｓｅ － Ｐｈｒａｓｅ Ｍｅｒｇｅ，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ａｓ ｂｏｔｈ Ｈ１ ａｎｄ
Ｈ２ ｑｕａｌｉｆｙ ａｓ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ｈｅ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ｄ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ｅｒｇｅ， ｓｏ ｔｈｅ ａｌｇｏ⁃

ｒｉｔｈｍ ｇｉｖｅｓ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４８） ， ａｎｄ α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ｕｎｌａｂｅｌｅｄ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ａ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α ｍｕｓｔ ｒｅ⁃

ｃｅｉｖｅ ａ ｌａｂｅ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ｐａｓｓｅｄ 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ｍｕｓｔ ｈａｐｐｅｎ ｈｅｒｅ ｔｏ ｍａｋｅ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ｗｏ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ａｙｓ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４８）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２７

１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ｈｒａｓｅ１ ｍｏｖ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ｆｒｏｍ ［ α Ｐｈｒａｓｅ１ Ｐｈｒａｓｅ２ ］ （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ｏ ２０００，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ｓｏｌｖｅ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ｔ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ｔ ｔｈａｔ ｐｏｉｎｔ ｗｅ ｇｅ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４９） ，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ｏ α， Ｈ２ ， ｌａｂｅｌ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４９）

Ｐｈｒａｓｅ１ … ［ α ＜ Ｐｈｒａｓｅ１ ＞ Ｐｈｒａｓｅ２ ］

Ｓｏ，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５０）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ｕｓｔ ｖａ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ｍｅｒｇ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Ｐ， ｉｔｓ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ｕｓｔ ｒａｉｓ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ｐｒｏｐｅｒ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α ａｓ ｖＰ：
（５０）

［ α ＤＰ ｖＰ］

２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 ｒｕｎ ａｗａｙ”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ｔｏ ｅｓｃａｐｅ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ｔ
ｓｏｍｅ ｐｏｉ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ｓｔｏｐ Ｔｈｉｓ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 ｇ ， ｉｎ ａ ｍａｉｎ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
（５１） ［ α ［ ｗｈｉｃｈ

Ｑ

ｂｏｏｋ］ ［ ｄｉｄ Ｑ ｙｏｕ ｒｅａｄ］ ］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ｏｔｈ ｈｅａｄｓ ｉｎ

ＸＰ － ＹＰ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ｏｒ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 ｂｙ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 Ｑ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ｓｏ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ｂｏｔｈ ＸＰ ａｎｄ ＹＰ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ｏｎ －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Ｑ，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ｌａｂｅｌ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５２）

２８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ｈａ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ｓ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ｌａ⁃

ｂ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ｅ ｇｅｔ，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Ｘ － ｂａｒ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ＱＰ， ｏｒ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ｏｐＰ， ＦｏｃＰ， ＲｅｌＰ，
ｅｔｃ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ｍａｐ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ｂｕｔ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ｏ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９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ｔｙ

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ｙｃｌｉｃ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７３ ）  Ｉｎ
ｓｏｍ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ｔ ｍｕｓｔ ｓｔｏｐ， ｄｅ⁃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ｖｅｒｂ 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ｃａｌｌｅｄ “ ｔｈｅ ｈａｌ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ｒ 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ｖｅｒｂ ｔａｋｅｓ ａ ｄｅ⁃

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 ｅ ｇ ， ａ ｖｅｒｂ ｌｉｋｅｔｈｉｎｋ）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ａｎｄ （５３） ｂ，
ｗｈｉｌｅ ｂｅｉｎｇ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ｔｅｐ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５３） ｃ，
ｎｏ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ｓ ｓｕｃｈ：

ｃａｎ⁃

（５３） ａ Ｊｏｈｎ ｔｈｉｎｋｓ ［ Ｃ ｄｅｃｌ ［ Ｂｉｌｌ ｒｅａｄ ［ ｗｈｉｃｈ Ｑ ｂｏｏｋ］ ］ ］
ｂ ∗Ｊｏｈｎ ｔｈｉｎｋｓ ［ α ［ ｗｈｉｃｈ Ｑ ｂｏｏｋ］ ［

Ｃ ｄｅｃｌ ［ Ｂｉｌｌ ｒｅａｄ

ｃ ［ β ［ ｗｈｉｃｈ Ｑ ｂｏｏｋ］ ［ Ｑ ｄｏｅｓ ［ Ｊｏｈｎ ｔｈｉｎｋ ［ α

］］］

Ｃ ｄｅｃｌ ［ Ｂｉｌｌ ｒｅａｄ］ ］ ］

Ｉ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ｖｅｒｂ ｔａｋｅ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 ｅ ｇ ， ａ ｖｅｒｂ ｌｉｋｅｗｏｎｄｅｒ） ，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ｓ ｒｅｖｅｒｓｅｄ： ｔｈｅ ｗｈ －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ａｎｄ ｍｕｓｔ ｓｔｏｐ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 －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ｏ ｔｈａｔ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ａ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５４） ａ Ｊｏｈｎ ｗｏｎｄｅｒｓ ［ Ｑ ［ Ｂｉｌｌ ｒｅａｄ ［ ｗｈｉｃｈ Ｑ ｂｏｏｋ］ ］ ］
ｂ Ｊｏｈｎ ｗｏｎｄｅｒｓ ［ α ［ ｗｈｉｃｈ Ｑ ｂｏｏｋ］ ［ Ｑ ［ Ｂｉｌｌ ｒｅａｄ
ｃ ∗ ［ β ［ｗｈｉｃｈＱ ｂｏｏｋ］ ［Ｑ ｄｏｅｓ ［Ｊｏｈｎ ｗｏｎｄｅｒ ［ α

］ ］ ］
Ｑ ［Ｂｉｌｌ ｒｅａｄ］］］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２９

Ｉｎ ａ ｎｕｔｓｈｅｌ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ａ ｎｏｎ －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 ｆｒｏｍ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Ｉ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 ｐａｒ⁃

ｔ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ｆ （５３） ｂ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ｎ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ｗｈ － ｓｃｏｐ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１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 ｎｏｎ －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ｒｏｍ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Ｉｎ （５３） ｂ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ｏｆ α ｉｓ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ＸＰ ａｎｄ ＹＰ， ｓｏｗｈｉｃｈ ｂｏｏｋ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ｍｏｖｅ ｆｒｏｍ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５５） ， ｐｅｒｍｉｔｔ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ｏｆ α ａｓ Ｃ ｄｅｃｌ ： （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 －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ｅｒｅ，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
（５５）

Ａｓ ｔｈｅ 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ａｎｎ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ｍａｙ ａｌｓ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ｕｓｔ ｓｔｏｐ，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 ｈａｌ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５ａ）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５４） ｂ，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５６）

Ｈｅｒｅ ｗｅ ｈａｖｅ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ｒ⁃

ｒｅｃｔｌｙ ｌａｂｅｌｅｄ ａｓ Ｑ，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ｈ －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３０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ｈａｌｔ ｈｅｒｅ， ａｓ ｆａｒ ａｓ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ｉｔ ＭＵＳＴ
ｈａｌｔ 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ｗｅ ｇｅｔ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ｓ ｉｎ （５４） ｃ Ｗｈｙ ｉｓ ｉｔ ｓｏ？

Ｉ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５ａ）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ｒｏｍ ｌａ⁃

ｂ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ｐｈｒａｓ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 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ｔｒａ⁃

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Ｘ － ｂａｒ ｓｃｈｅｍａ， ＸＰ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ｖｅｄ， ｂｕｔ ｔｈｅ ｎｏｎ －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Ｘ’ ｉｓ ｉｎｅｒｔ ｆｏ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ＤＰ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ＶＰ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Ｐ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ｎｏ Ｄ’ ， Ｖ’ ， 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ｃａｎ⁃

ｎｏｔ ｂ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Ｐ， ｓｔｒ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ａｎｄ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５７） ａ Ｈ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ｉｓ ［ ｖｅｒｙ ［ ｐｒｏｕｄ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
ｂ ∗ ［ ｐｒｏｕｄ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ｈ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ｉｓ ［ ｖｅｒｙ

］

ｃ ［ Ｖｅｒｙ ［ ｐｒｏｕｄ ｏｆ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 ｈ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ｉ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ｖｉｎｇ ｎｏｎ －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ｂ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５８） 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ｔｙ： ｏｎｌｙ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ａ ｇｉｖｅｎ ｌａｂｅｌ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ｖｅｄ
Ｓｏ，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ｂａｎｎ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Ｍａｘｉ⁃

ｍａｌｉｔｙ （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ｖｉｎｇ ｈｅａｄｓ ａｌ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ｈｅａ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ｅｅ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６ｂ） 

Ｕｎｄｅｒ ｂａｒ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ａ “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ａ ｒｉｇｉｄ ｉｎｈｅｒ⁃

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ａ ｎｏｄｅ， ａｓ ｔｈｅ ＸＰ ｌａｂｅｌ 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Ｘ － ｂａｒ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ｉｓ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ｎｏ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ａｔ α ｉｓ ａ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ｅ ｎｏｄ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ａｂｅｌ

３１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Ｔｈ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ＸＰ ＹＰ］ ， ａｓ ｉｎ （５６） ，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ｎｏｄｅ ｉｓ ｍａｘ⁃

ｉｍ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ｊｕｓｔ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ＸＰ ＹＰ］ ｉｓ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ｓ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ｉｔｈｅｒ ＸＰ ｏｒ ＹＰ ａｌｏｎｅ ｉｓ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ｂａｎ ｏｎ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ｏｎ －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５８）  Ｎｏ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 ｂｏｏｋ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ｂ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ｎｏｔ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ｙ Ｂｉｌｌ ｒｅａｄ， ｅ ｇ ， ｉｔ ｉｓ ａ

ＤＰ Ｓｏ， ｗｅ ｍｕｓ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５８）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ａ ｐｈｒａｓｅ ｔｏ ｂｅ ｍｏｖ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ｌａｂｅｌ； ｉｎ （５６）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ｏｋ ｉｓ ｎｏｔ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ｗ ｒ ｔ ｔｈｅ Ｑ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ｕｎｍｏｖａｂｌｅ，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ｆ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ｓ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ｗ ｒ ｔ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ｅ ｇ ， Ｄ

Ｉｎ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 －

ｓｙｓｔｅｍｓ （５５） ，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ａ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５６）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ｌｓ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ｉｋｅ （２３） ，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 ｍｏｒ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３） ａ Ｎｏｎ ｓｏ ［ α ［ ｑｕａｎｔｉ Ｑ ＡＲＴＩＣＯＬＩ Ｆｏｃ ］ Ｑ ａｂｂｉａｎｏ 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ｔｏ
ｑｕａｎｔｉ ｌｉｂｒｉ

］ ， ｎｏｎ

‘ Ｉ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ｎｏｔ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ｂ ∗ ［ Ｑｕａｎｔｉ ＡＲＴＩＣＯＬＩ］ Ｆｏｃ ｎｏｎ ｓｏ ［ α
ｎ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 ｌｉｂｒｉ

Ｑ ａｂｂｉａｎｏ ｐｕｂｂｌｉｃａｔｏ

］，

‘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 ｄｏｎｔ ｋｎｏｗ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ｎｏｔ 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Ｏｎｃｅ α ｉｓ ｌａｂｅｌｅｄ ａｓ Ｑ ｉｎ （２３ ） ａ， ｑｕａｎｔｉ ＡＲＴＩＣＯＬＩ ｃｅａｓｅｓ ｔｏ ｂｅ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ｗ ｒ ｔ ｔｈｅ Ｑ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ｈｅｎｃｅ ｉ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ｕｎｍｏｖａｂ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５８） ａ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ｔｙ ｗ ｒ 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

３２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ｆｏｒ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ｌｏｗ ｆｏｃｕｓ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ｅｐ ｗｉｌｌ ｂｅ
（３１） ａ’ …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 ｔｈａｔ ［ ｗｈｏ ＋ Ｆ

Ｓｕｂｊ ＋ Ｆ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

ｗｈｅｒｅ ＋ Ｆ ｉｓ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ｔ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Ｓｐｅｃ ｏｆ Ｓｕｂｊ （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０１５ ）  Ｔｈｅｎ， ｗｈｏ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ｗｉｔｈ ｒｅ⁃

ｓｐｅｃｔ ｔｏ ＋ Ｆ， ａｎｄ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ｍｏｖ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ｏｐｕｌａ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５ｂ） ， ｔｈｅ ｒｅｆ⁃

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Ｐ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ｓ （２００４ａ） ｌｏｗ ｆｏｃ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５９） Ｉｌ ｄｉｒｅｔｔｏｒｅ è ［ Ｇｉａｎｎｉ Ｆｏｃ

Ｆｏｃ

］

ｆｒｏｍ ｗｈｅｒｅＧｉａｎｎｉ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ｍｏｖａｂｌｅ， ｂｅｉｎｇ ｎｏｎ －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ｗ ｒ ｔ ｔｈｅ Ｆｏ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ｏ， ａｌｌ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ｗｅ ｈａｖ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ｏｉｎ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ｘｉｍ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ｄｒａｗ ｍａｐｓ ａｓ ｐｒｅ⁃

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ｒｉｃｈ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ｍｐｔｅｄ ｂｙ ａ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

ｅｓｉｓ， ｉｔ ｓｉｍｐｌｙ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ｕｃｈ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ｗｏｒｋ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ａｎａ⁃

ｌｙ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ｉｃ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ａ ｌｉｎｅ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ｏｂ⁃
ｊ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ｈａｖ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ｗｏｒｋ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ｈａｓ 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ｒｉｃ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ｍｕｔｕａｌ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３３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ｔ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ｕｎｄｅｒｓｃ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

ｉｃａｌｌ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ｉ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ｓｅ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ｌｉｇｈｔ ｂｙ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ｃｏｒ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ｙ ｗａｙ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ｎｄ ｏｆｆｅｒｉｎｇ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ＣＰ ｂａｓ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ｒａｉ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 ｃａｎ ｔｈｅｙｂｅ ｔｒａｃ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ｈ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ｃａｒｔｏｇ⁃

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ｔｏｒ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ｎｏｕｒｉｓｈ
ｃｏｒ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ｆｅｒｓ， ｉｎ ｍｙ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ｂｏｈ， Ｅｎｏｃｈ Ｏｌａｄｅ ２００４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 ｈｅａｄ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Ｋｗ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
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ａｄａｎ， Ｌｉｎｄａ ２００７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à ｄｉ Ｐａｄｏｖａ

Ｂａｄａｎ， Ｌｉｎｄａ， ａｎｄ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Ｄｅｌ Ｇｏｂｂｏ ２０１１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ｆｏ⁃

ｃｕ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５ Ｐａｏｌａ Ｂｅｎｉｎｃà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ａ Ｍｕｎａｒｏ （ ｅｄ 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ａｓｓｏｎｇ， Ｐａｕｌ Ｒｏｇｅｒ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Ｂａｓａａ Ｍ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Ｙａｏｕｎｄｅ Ｉ， Ｃａｍｅｒｏｏｎ

Ｂａｙｅｒ， Ｊｏｓｅｆ  １９８４ ＣＯＭＰ ｉｎ Ｂａｖａｒｉａ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３：
２０９ － ２７４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 Ａｄｒｉａｎａ ２００４ａ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ＩＰ ａｒｅ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Ｐ ａｎｄ

ＩＰ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ｅｄ Ｌｕｉｇｉ Ｒｉｚｚｉ，

１６ － ５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 Ａｄｒｉａｎａ， ｅｄ ２００４ｂ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
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３４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 Ａｄｒｉａｎａ ２００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Ｂｅｎｉｎｃà， Ｐａｏｌａ， ａｎｄ Ｎｉｃｏｌａ Ｍｕｎａｒｏ， ｅｄ ｓ ２０１０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

ｙ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ｎｉｎｃà， Ｐａｏｌａ ２００６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Ｒｏ⁃

ｍａｎｃｅ Ｉｎ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ｅｄ Ｒａｆｆａｅｌｌａ Ｚａｎｕｔｔｉｎｉ， Ｈｅｃｔｏｒ Ｃａｍｐｏｓ， Ｅｌｅｎａ
Ｈｅｒｂｕ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Ｈ Ｐｏｒｔｎｅｒ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ｒｗｉｃｋ， Ｒｏｂｅｒｔ Ｃ ， ａｎｄ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１１ “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ｔ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ｎ⁃

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ｅｄｒｉｃ Ｂｏｅｃｋｘ ａｎｄ Ａｎｎａ － Ｍａｒｉａ Ｄｉ Ｓｃｉｕｌｌｏ， １９ –

４１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Ｂｉａｎｃｈｉ，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ａ，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Ｂｏｃｃｉ， ａｎｄ Ｓｉｌｖｉｏ Ｃ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４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Ｅｎｏｃｈ Ａｂｏｈ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２０１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Ｂｉｌｏａ，

Ｅｄｍｏｎｄ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ｆｒｏｍ

Ｔｕｋｉ：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ｏｉｎｇ

Ａ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Ｂｏｃｃｉ，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Ｂｏšｋｏｖｉｃ＇ ， Žｅｌｊｋｏ ２００８ 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６： ２４９ － ２８７

Ｂｒｏｄ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１９９０ Ｓｏｍｅ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ＵＣ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 ２０１ － ２２５

Ｃａｌａｂｒｅｓｅ， Ａｎｄｒｅａ １９８６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Ｐｒｏｎｏｍｉ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ｍａ ａ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ｉｎ

Ｈ Ｓｔａｍｍｅｒｊｏｈａｎｎ， ｅｄ Ｔｅｍａ － Ｒｅｍａ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ｏ Ｔｕｅｂｉｎｇｅｎ： Ｇｕｎｔｅｒ Ｎａｒｒ
Ｖｅｒｌａｇ， ２５ － ３６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ｅｔｔｉ， Ａｎｎａ ２００４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Ｐ ａｎｄ ＩＰ， ｅ⁃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３５

ｄ Ｌｕｉｇｉ Ｒｉｚｚｉ， １１５ – １６５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１９７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Ｓ ＆
Ｐ Ｋｉｐａｒｓｋｙ （ ｅｄｓ ） Ａ Ｆｅｓ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ｏｒ Ｍｏｒｒｉｓ Ｈａｌｌ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ｏｌｔ Ｒｉｎｅ⁃
ｈａｒｔ ａｎｄ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１９７６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ｏ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 ３０３ － ３５１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１９８６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１９８６ｂ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２０１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３０，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 Ｃｏｒｅ Ｉｄｅａ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３３ － ４９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２０１５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ｌｉｓａ Ｄｉ Ｄｏｍｅｎ⁃

ｉｃｏ，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Ｈａｍａｎｎ， Ｓｉｍｏｎａ Ｍａｔｔｅｉｎｉ， ｅｄｓ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Ａｄｒｉａｎａ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３ － １６

Ｃｉｎｑｕｅ，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１９９９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ｉｎｑｕｅ，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ｅｄ ２００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Ｐ ａｎｄ ＩＰ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

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Ｖｏｌ 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ｉｎｑｕｅ，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ａｎｄ Ｌｕｉｇｉ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Ｂｅｒｎｄ Ｈｅ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ｅｉｋｏ Ｎａｒｒｏｇ （ ｅｄ ｓ）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ｒａｅｎｅｎｂｒｏｅｃｋ， Ｊ ｖａｎ ２００６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ｆｏｏｔ － ｄｒｉｖ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０６ Ｊ ｖａｎ ｄｅ Ｗｅｉｊｅｒ ＆ Ｂ Ｌｏｓ （ ｅｄｓ ）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２００６ ５２ － ６４

Ｃｒａｅｎｅｎｂｒｏｅｃｋ， Ｊｅｒｏｅｎ － ｖａｎ （ ｅｄ） ２００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Ｃ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Ｓｉｌｖｉｏ ２０１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
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Ｄａｎｃｋａｅｒｔ， Ｌｉｅｖｅｎ Ｊｏｚｅｆ Ｍａｒｉａ ２０１２ Ｌａｔ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

３６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ｅｒｙ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Ｄｕｒｒｌｅｍａｎ，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Ｊａｍａｉｃａｎ Ｃｒｅｏｌｅ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Ｅｎｄｏ， Ｙｏｓｈｉｏ ２００７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
ｊａｍｉｎｓ

Ｅｎｄｏ， Ｙｏｓｈｉｏ ２０１４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 Ｏ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ｓ，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ｅｔｔｉ，

Ａｎｎａ，

Ｃｉｎｑｕｅ，

ｅｄｓ ２０１４ Ｔｏｋｙｏ： Ｈｉｔｕｚｉ Ｓｙｏｂｏ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Ｅｎｄｏ，

Ｙｏｓｈｉｏ，

Ｆｒａｎｃｏ， Ｉｒｅｎｅ ２００９ Ｖｅｒｂ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Ｐ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Ｉｃｅｌａｎｄｉｃ ａｎｄ Ｏｌｄ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ｅｎａ

Ｆｒａｓｃａｒｅｌｌｉ， Ｍａｒａ， ａｎｄ Ａｎｎａｒｉｔａ Ｐｕｇｌｉｅｌｌｉ ２００７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 ｆｉｎ ｓｙｓ⁃
ｔｅ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ｕｓｈｉｔ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Ａｆｒｉ⁃
ｃ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ｅｄ Ｅｎｏｃｈ Ａｂｏｈ， Ｋａｔｈａｒｉｎａ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Ｍａｌｔｅ Ｚｉｍｍｅｒ⁃
ｍａｎｎ， １６１ － １８４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Ｇａｒｚｏｎｉｏ， Ｊａｃｏｐｏ ２００５ Ｓｙｔｒｕｔｔｕｒａ ｉｎｆｏｒｍａｚｉｏｎａｌｅ ｅ ｓｏｇｇｅｔｔｉ ｎｕｌｌｉ ｉｎ ｒｕｓｓｏ – Ｕｎ
ａｐｐｒｏｃｃｉｏ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ｆｉｃｏ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ｄｕａ

Ｇｒｅｗｅｎｄｏｒｆ， Ｇüｎ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Ｃｅｃｉｌｉａ Ｐｏｌｅｔｔｏ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ｈｙｂｒｉ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Ｃｉｍｂｒ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 １８１ － １９４

Ｇｒｅｗｅｎｄｏｒｆ， Ｇüｎｔｈｅｒ ２００２ Ｌｅｆｔ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 ３１ － ８１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Ｌｉｌｉａｎｅ １９９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ｔｏ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Ｌｉｌｉａｎｅ ２００４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ＬＬ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ｅｄ Ｂ Ｓｈａｅｒ， Ｗ Ｆｒｅ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Ｍａｉｅｎｂｏｒｎ， １： １５７ － １９２ Ｂｅｒｌｉｎ： ＺＡＳ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ｓｉｔｉｃｓ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Ｌｉｌｉａｎｅ ２０１３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Ｍａｉｎ Ｃｌａｕｓ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８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ｇｅｒ Ｍ ＇Ｂｏｕａ， Ｃｌａｒｉｓｓｅ． ２０１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 ｌａ ｐｈｒａｓｅ ｅｎ Ａｂｉｄｊｉ．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ｎｅｖａ

３７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Ｈｅｙｃｏｃｋ，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２０１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ｐｕｌａ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Ｌａ ｒｅｖｕｅ ｃａｎａｄｉｅｎｎｅ ｄｅ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 ５７ （２）  ２０９ – ２４０ ｄｏｉ： １０ １３５３ ／ ｃｊｌ ２０１２ ００３３

Ｊａｙａｓｅｅｌａｎ， Ｋａｒａｔｔｕｐａｒａｍｂｉｌ Ａ ２００８ Ｔｏｐｉｃ，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ｂ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ａｎｚ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４： ４３ － ６８

Ｋａｙｎ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９９４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Ｋｉｓｓ， Ｋａｔａｌｉｎ

Ｅ １９９８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７４： ２４５ － ２７３

Ｆｏｃｕ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

Ｋｒａｐｏｖａ， Ｉｌｉｙａｎａ ＆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Ｃｉｎｑｕｅ ２００８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ｉ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ｗｈ －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Ｇｅｒｈｉｌｄ Ｚｙｂａｔｏｗ， Ｌｕｋａ Ｓｚｕｃｓｉｃｈ， Ｕｗｅ
Ｊｕｎｇｈａｎｎｓ ＆ Ｒｏｌａｎｄ Ｍｅｙｅｒ （ ｅｄｓ ） ， Ｆｏｒｍａｌ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ｌａｖ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
ｇ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Ｌｅｉｐｚｉｇ ２００３， ３１８ – ３３６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ｋ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ａｍ Ｍａ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Ｌａｅｎｚｌｉｎｇ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１９９７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ｍｅ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
ｍｉｎｓ

Ｌａｓｎｉｋ， Ｈｏ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Ｍａｍｏｒｕ Ｓａｉｔｏ １９９２ Ｍｏｖｅ ａｌｐｈ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ｔｓ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Ｌｅｄｇｅｗａｙ， Ａｄａｍ ２００４ Ｉｌ ｓｉｓｔｅｍ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ｉｖｏ ｄｅｉ ｄｉａｌｅｔｔｉ ｍｅｒｉｄｉｏｎａｌｉ： ｌａ
ｄｏｐｐｉａ ｓｅｒｉｅ ｄｉ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ｏｒｉ Ｒｉｖｉｓｔ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ｄｉ Ｄｉａｌｅｔｔｏｌｏｇｉａ ２７

Ｌｅｇａｔｅ， Ｊｕｌｉｅ Ａｎｎｅ ２００１ “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ｎｏｎ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１ ６１ － １０４

Ｌｉ，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Ｎ ，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ｒａ 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７６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Ｎ Ｌｉ，

４５７ － ４６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ＭｃＣｌｏｓｋｅｙ， Ｊ （ １９９２ ）
ｏｎｄ” ， ｍｓ ， ＵＣＳＣ

“ Ａｄ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Ｖｅｒｂ Ｓｅｃ⁃

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９８５ Ｓｕ ａｌｃｕｎｅ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à ｄｅｌｌａ ｓｉｎｔａｓｓｉ ｅ ｄｅｌｌａ ｆｏｒｍａ
ｌｏｇｉｃａ ｄｅｌｌｅ ｆｒａｓｉ ｃｏｐｕｌａｒｉ Ｉｎ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Ｍ Ｓａｖｏｉａ ａｎｄ Ａｎｎａｌｉｓａ Ｆｒａｎｃｈｉ Ｄｅ
Ｂｅｌｌｉｓ （ ｅｄｓ ） ， Ｓｉｎｔａｓｓｉ ｅ ｍｏｒｆｏｌｏｇｉａ ｄｅｌｌａ ｌｉｎｇｕａ ｉｔａｌｉａｎａ ｄ＇ｕｓｏ Ｔｅｏｒｉｅ ｅ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ｚｉｏｎｉ ｄｅｓｃｒｉｔｔｉｖｅ， Ａｔｔｉ ｄｅｌ ＸＶＩＩ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ｚｉｏｎａｌｅ ＳＬＩ， Ｒｏｍａ，

３８

１９８５， ２１３ － ２２３

Ｍａｎｚｉｎｉ， Ｍ Ｒｉｔａ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Ｓａｖｏｉａ， Ｌｅｏｎａｒｄｏ

Ｍ  ２００５ Ｉ

ｒｏｍａｎｃｉ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 Ｅｄｉｚｉｏｎｉ ｄｅｌｌ’ Ｏｒｓｏ，

ｄｉａｌｅｔｔｉ

ｉｔａｌｉａｎｉ

ｅ

Ｍｏｒｏ， Ａｎｄｒｅａ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ｏｒｏ， Ａｎｄｒｅａ ２０００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ｔ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Ｐａｏｌｉ， Ｓａｎｄｒａ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ＣＯＭＰｓ ａｎｄ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１７： １０５７ － １０７９

Ｐａｕｌ，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２００５ Ｌｏｗ ＩＰ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ｓｄｅ Ｖｉｎｃｅｎｎｅｓ： １１１ － １３４

Ｐａｕｌ，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２０１４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Ｂｅｒｌｉ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Ｍｏｕｔ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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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ｎ， ｂｙ Ｃａｒｒｉｌｈｏ， Ｅｒｎｅｓｔｉｎａ，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Ｆｉéｉｓ， Ｍａｒｉａ Ｌｏｂｏ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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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Ｃｏｍｐａｓｓ ４： ４１７ － ４２９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Ｕｒ ２０１４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ｂｒｅｗ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ｅｔｔｉ， Ｃｉｎｑｕｅ， Ｅｎｄｏ， ｅｄｓ ，

３２７ － ３４１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Ｕｒ ２０１５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Ｂｅｒ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ＶＳＯ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Ｓａｂ⁃

ｒｉｎａ Ｂｅｎｄｊａｂａｌｌａｈ， Ｎｏａｍ Ｆａｕｓｔ， Ｎｉｃｏｌａ Ｌａｍｐｉｔｅｌｌｉ ＆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Ｌａｈｒｏｕｃｈｉ

（ ｅｄｓ ） ，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ｒｍ， ３４９ –

３６０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Ｕｒ ａｎｄ Ｌｕｉｇｉ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６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ｏｐｕｌａ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Ｓ Ｗｉｎｋｌｅｒ， ｅｄ Ａ ｗｏｒｋ⁃
ｓｈｏｐ ｏｎ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Ｔｕｅｂｉｎｇ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４１

Ｓｐｅａｓ， Ｐｅｇｇ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ｏｌ Ｔｅｎｎｙ ２００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ｉ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ｅｄ Ａｎｎａ Ｍａｒｉａ Ｄｉ Ｓｃｉｕｌｌｏ， １： ３１５ －

３４５

Ｓｔａｒｋｅ， Ｍｉｃｈａｌ ２００９ “ Ｎａｎｏｓｙｎｔａｘ： Ａ ｓｈｏｒｔ ｐｒｉｍｅｒ ｔｏ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Ｎｏｒｄｌｙｄ ３６ １ － ６

Ｓｕñｅｒ， Ｍａｒｇａｒｉｔａ １９９４ Ｖ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ｌ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２： ３３５ － ３７２

Ｔｏｒｒｅｎｃｅ， Ｈａｒｏｌｄ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Ｗｏｌｏｆ：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
ｒｉｐｈｅｒｙ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ｓａｉ， Ｗｅｉ － Ｔｉｅｎ Ｄｙｌａｎ ２００８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ｈｏｗ － ｗｈ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７： ８３ － １１５

Ｔｓａｉ， Ｗｅｉ － Ｔｉｅｎ Ｄｙｌａｎ， ｅｄ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１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ａｒｓｏｎ

Ｓｔｏｎｙ Ｂｒｏｏ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ｏｕ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ｓ ｔｗｏ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ｎｏ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Ｅｘ： １ ｓｔ ｐｅｒｓ ＞ ２ ｎｄ ｐｅｒｓ ＞ ３ ｒｄ ｐｅｒｓ

ｎｏｍ ／ ａｂｓ ＞ ｄａｔ ＞ ａｃｃ ＞ ｇｅｎ ＞ ｅｒｇ

（ Ｚｗｉｃｋｙ １９７７）

（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１９７６）

θ ＡＧＥＮＴ ＞ θ ＴＨＥＭＥ ＞ θ ＧＯＡＬ ＞ … （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 １９７２， Ｃａｒｒｉｅｒ － Ｄｕｎｃａｎ

１９８５， ａ ｍ ｏ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ｘ： ［ ＦＯＲＣＥ ［ ＴＯＰ ［ ＦＯＣ ［ ＴＯＰ ［ ＦＩＮ ［ ＴＥＮＳＥ ［ … ］ ］ ］ ］ ］ ］ ］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 ＦＲＥＱ ［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 ［ 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ＶＥ ［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 … ］ ］ ］ ］ ］ ］ ］

（ Ｃｉｎｑｕｅ ２０００）

［ ＳＩＺＥ ［ ＬＥＮＧＴＨ ［ ＨＥＩＧＨＴ ［ ＳＰＥＥＤ ［ ＤＥＰＴＨ ［ ＷＩＤＴＨ ［ … ］ ］ ］ ］ ］ ］ ］ （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０２）
Ａｒｅｂｏｔｈ ｎｏｔｉｏｎ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Ｉｆ ｎｏｔ， ｈｏｗ ｍｉｇｈｔ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 ｍ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 ｗｈａｔ ｄｉ⁃
ｒｅｃｔｉｏｎ？ Ｈｅｒｅ Ｉ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θ － ｒｏｌｅｓ Ｉ ｂｅｇｉｎ ｂｙ ｒｅ⁃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Ｌｉｓ （２０１４）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ｖｅｒｂ ｐｈｒａ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 ｓｔｙｌｅ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θ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
［ ａｇ ｖ ［ ＶＰ ｔｉｍｅ Ｌｖ ｔｅｍｐ ［ ＶＰ ｌｏｃ Ｌｖ ｌｏｃ ［ ＶＰ ｉｎｓｔｒ Ｌｖ ｉｎｓｔ ［ ＶＰ ｔｈｅｍｅ

Ｖ ］］］］］

Ｉ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Ｌ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 ｎｏｔｅ ｔｗ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ｔ： （ ｉ）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ｎｄ （ ｉｉ） ｔｈｅ ｐｒｏｂ⁃

ｌｅｍ ｏｆ ｎｏｎ －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ｅ 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

４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ｃａｓｔｓ θ － ｒｏｌｅｓ ａ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θ － ｒｏｌ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ｓ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Ｌｉ （ ２０１４ ）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ｙｉｅｌｄｓ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ｍｂｌｉｎｇ
ｈｅｒｓ， ｂｕｔ ｄｏｅｓ ｓｏ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ｎｏｔ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θ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ｄｅｐｌｏｙｓ ｔｗｏ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ｏｒｔｓ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
ｃｈｉｅｓ Ｍａｎ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１）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ｅｍｂｒａｃｅｓ ａ ｒｏｂｕｓｔ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２） ：

（１） ａ １ ｓｔ ｐｅｒｓ ＞ ２ ｎｄ ｐｅｒｓ ＞ ３ ｒｄ ｐｅｒｓ

（ Ｚｗｉｃｋｙ １９７７）

ｂ ｎｏｍ ／ ａｂｓ ＞ ｄａｔ ＞ ａｃｃ ＞ ｇｅｎ ＞ ｅｒｇ （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１９７６）
ｃ ｔｒｉａｌ ＞ ｄｕａｌ ＞ ｐｌｕｒａｌ

（ Ｇｒｅｅｎｂｅｒｇ １９７２）

（２） ａ ［ ＦＯＲＣＥ ［ ＴＯＰ ［ ＦＯＣ ［ ＴＯＰ ［ ＦＩＮ ［ ＴＥＮＳＥ ［ ］ ］ ］ ］ ］ ］ ］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ｂ ［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 ＦＲＥＱ ［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 ［ 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ＶＥ ［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 ］］］］］］］

（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ｃ ［ ＳＩＺＥ ［ ＬＥＮＧＴＨ ［ ＨＥＩＧＨＴ ［ ＳＰＥＥＤ ［ ＤＥＰＴＨ ［ ＷＩＤＴＨ ［  ］ ］ ］ ］ ］ ］ ］ （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０２）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ｓｏｒｔｓ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ｔｒｕｌｙ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Ｉｆ ｎｏｔ， ｉｎ ｗｈａｔ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ｍｉｇｈｔ ｒｅ⁃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ｅ ｍ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θ － 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θ － ｈｉｅｒａｒ⁃

ｃｈｉｅｓ Ｉ ｂｅｇｉｎ ｂｙ ｒ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ＶＰ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 ｓｔｙｌｅ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θ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Ｌｉ

（２０１４）， ｎｏｔ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ｉ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ｔｏ ｓｋｅｔｃｈ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ｃａｓｔｓ θ － ｒｏｌｅｓ ａｓ ｓｙｎ⁃

ｔａｃｔｉｃ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θ － ｒｏｌ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ｓ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４４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 ｄｒａｗ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ｇｅｎ⁃

ｅｒａｌ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ｖｉｚ ，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ｍｕｓ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ｈｅａ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ｔｈａｔ ｒａｉｓｅ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ｔｓ ｓｈｅｌｌｓ

１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θ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Ｌｉ ２０１４）

Ｌｉ （２０１４）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ｒ⁃
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 ｓｔｙｌ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ｖＰ ／ Ｖ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３） ：
（３） ［ ａｇｅｎｔ ／ ｅｘｐ
ｔｈｅｍｅ

ｖ ［ ＶＰ ｔｉｍｅ

Ｖ ］］］］］

Ｌｖ ｔｅｍｐ ［ ＶＰ ｌｏｃ

Ｌｖ ｌｏｃ ［ ＶＰ ｉｎｓｔｒ

Ｌｖ ｉｎｓｔ ［ Ｖ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ｖ ａｓｓｉｇｎｓ ｔｈｏｓｅ θ － ｒｏｌｅｓ ｂｏｒｎ ｕｎｉｑｕｅｌｙ ｂｙ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 Ａｇｅｎｔ ／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ｖｅｒｂｓ （ Ｌｖ α ） ａｓｓｉｇ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ｉｒ⁃
ｃｕｍ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θ － ｒｏｌｅｓ ｌｉｋｅ ｔｉｍｅ 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 Ｖ）

ａｓｓｉｇｎ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 ｒｏ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ｌｏｗｅｓｔ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ｅ ｇ ， ｎｉｕ － ｒｏｕ ｍｉａｎ ‘ ｂｅｅｆ ｎｏｏｄｌｅ’ ｉｎ （４ａ） ， ａｒ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Ｖ ｃｈｉ
‘ ｅａｔ’ （ ４ａ ’ ）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ｅ ｇ ， ｄａｗａｎ ‘ ｂｉｇ

ｂｏｗｌ’ ｉｎ （ ４ｂ） ， ａｒ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ｂｙ ａｎ Ｌｖ （ ４ｂ’ ）  Ｔｈｅ ｐａｉｒｓ ｉｎ （ ４ｃ ／ ｃ’ ） ａｎｄ
（４ｄ ／ ｄ’ ） ，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ｓｐ ） ， ａ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①

①

Ｆｏ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ｓｅｅ Ｌｉｎ （２００１） ， Ｂａｒｒｉｅ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５）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ｓｈｏｗ “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 ”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ｕｓ ｄａ － ｗａｎ，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ｉ ｉｎ
（４ｂ） ｉｎｓｏｆａｒ ａｓ 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ｆｒｅｅｌｙ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ｙ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ｙｉｎｇ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ｔ⁃
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ｅ （４ｂ） ｔｏ （ ｉ） ｂｅｌｏｗ （ ｄｕｅ ｔｏ Ｚｈａｎｇ Ｃｈｏｎｇ （ ｐ ｃ ） ） ：
（ ｉ） ∗Ｗｏ ｃｈｉ ｄａ ｐａｎｚｉ ／ ｄａｏｃｈａ ／ ｚａｎｇ ｓｈｏｕｚｈｉ ／ ｍｕ ｋｕａｉｚｉ

Ｉ ｅａｔｂｉｇ ｐｌａｔｅ ／ ｋｎｉｆ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ｋ ／ ｄｉｒｔｙ ｆｉｎｇｅｒｓ ／ ｗｏｏｄｅｎ ｃｈｏｐｓｔｉｃｋｓ

“ Ｉ ｅａｔ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ｇ ｐｌａｔｅ ／ ｗｉｔｈ ａ ｋｎｉｆｅ ａｎｄ ａ ｆｏｒｋ ／ ｗｉｔｈ ｍｙ ｆｉｎｇｅｒｓ ／ ｗｉｔｈ ｗｏｏｄｅｎ ｃｈｏｐｓｔｉｃｋｓ”

Ｂａｒｒｉｅ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１２）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ｏｎｅｓ ｆｏｕｎ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ｕｎ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 （２００１）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ｍ ｔｏ ｂｅ ｐｕｒｅｌｙ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ｖｉｅｗｓ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ｏｕｎ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ｆｒｅｅ， ｓｈｏｗｓ ｂｏｔｈ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ｅｘ⁃

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 Ａｒｏｎｏｆｆ １９８０）  Ｉ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ｗｉｌｌ ｒｅｆｅｒ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ｃｉｔ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４） ａ Ｗｏ ｃｈｉ
Ｉ

ｅａｔ

ｎｉｕ － ｒｏｕ ｍｉａｎ

ｂｅｅｆ

ａ’  ［ Ｗｏ ｖ ［ ＶＰ ｎｉｕ － ｒｏｕ ｍｉａｎ ｃｈｉ ］］

ｎｏｏｄｌｅ

‘ Ｉ ｅａｔ ｂｅｅｆ ｎｏｏｄｌｅ’

ｂ Ｗｏ ｃｈｉ
Ｉ

ｅａｔ

４５

ｄａ － ｗａｎ

ｂ’  ［Ｗｏ ｖ ［ ＶＰ ｄａ － ｗａｎ Ｌｖｉｎｓｔ ［ ＶＰ ｃｈｉ ］］］

ｂｉｇ － ｂｏｗｌ

‘ Ｉ ｅａｔ ｗｉｔｈ ／ ｕｓｉｎｇ ａ ｂｉｇ ｂｏｗｌ’

ｃ Ｗｏ ｃｈｉ
Ｉ

ｅａｔ

ｇｕａｎｚｉ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 Ｉ ｄｉｎｅ ａｔ ａ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ｄ Ｗｏ ｃｈｉ
Ｉ

ｅａｔ

ｘｉａｗｕ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ｃ’  ［ Ｗｏ ｖ ［ ＶＰ ｇｕａｎｚｉ Ｌｖ ｌｏｃ ［ ＶＰ ｃｈｉ ］］］

ｄ’  ［ Ｗｏ ｖ

［ ＶＰ ｘｉａｗｕ Ｌｖ ｔｅｍｐ ［ ＶＰ ｃｈｉ ］ ］ ］

‘ Ｉ ｄ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ｔ ｍｏｓｔ ｏｎｅ ｐｏｓｔ － ｖｅｒｂ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ｒｔ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４）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５ａ － ｆ） 
（５） ａ ∗Ｗｏ ｃｈｉ ｄａ － ｗａｎ ｎｉｕ － ｒｏｕ ｍｉａｎ
ｂ ∗Ｗｏ ｃｈｉ ｇｕａｎｚｉ ｎｉｕ － ｒｏｕ ｍｉａｎ
ｃ ∗Ｗｏ ｃｈｉ ｘｉａｗｕ ｎｉｕ － ｒｏｕ ｍｉａｎ
ｄ ∗Ｗｏ ｃｈｉ ｘｉａｗｕ ｇｕａｎｚｉ

①

‘Ｉ ｅａｔ ｂｅｅｆ ｎｏｏｄ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ｇ － ｂｏｗｌ’
‘ Ｉ ｅａｔ ｂｅｅｆ ｎｏｏｄｌｅ ｉｎ ａ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 Ｉ ｅａｔ ｂｅｅｆ ｎｏｏｄ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Ｉ ｅａｔ ｉｎ ａ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ｄ ∗Ｗｏ ｃｈｉ ｘｉａｗｕ ｇｕａｎｚｉ ｄａ － ｗａｎ ｎｉｕ － ｒｏｕ ｍｉａｎ

‘ Ｉ ｅａｔ ｂｅｅｆ ｎｏｏｄ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ｂｉｇ － ｂｏｗｌ ｉｎ ａ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Ｉｎ Ｌ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ｉｓ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ｃａｓｅ Ｉｆｖ ｃａｎ ａｓｓｉｇｎ ａｃｃ

（６ａ） ｂｕｔ Ｌｖ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ｔｈｅ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ｗｉｌｌ ｓｉｍｐｌｙ ｂｅ ｃａｓｅ － ｌｅｓｓ （６ｂ） ：
（６）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ｗｉｔｈ ａ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ｂｓｅｎｔ， ｍｏｒ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ｒｉｓｅ Ｌｉ
①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５ａ） ｈａｓ ａｎ （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ａｒｔｉ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Ｉ ｅａｔ ａ ｌａｒｇｅ ｂｏｗｌ ｏｆ ｂｅｅｆ ｎｏｏｄｌｅｓ’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ｗｅｌｌ － ｆｏｒｍｅｄ

４６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ｋｅ （７） － （１０）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ａｒｇｕ⁃
ｍｅｎｔｓ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 ｉｎｖｅｒｔ
（７） ａ ｘｉａｏ

ｓｍａｌｌ

ｂｅｉ

ｃｕｐ

ｈｅ

ｌüｃｈａ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 ｔｈｅｍｅ

ｄｒｉｎｋ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 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ｃｕｐ ｔｏ ｄｒｉｎｋ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

ｂ ｌüｃｈａ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ｈｅ

ｄｒｉｎｋ

ｘｉａｏ

ｓｍａｌｌ

ｂｅｉ

ｔｈｅｍｅ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ｃｕｐ

‘ Ｇｒｅｅｎ ｔｅａ ｉｓ ｄｒｕｎｋ ｗｉｔｈ ｓｍａｌｌ ｃｕｐｓ ’
（８） ａ ｄａ ｄｉａｎｙｉｎｇｙｕａｎ ｋａｎ
ａｎ

ｄｏｎｇｚｕｏ ｐｉａｎ； ｘｉａｏ ｄｉａｎｙｉｎｇｙｕａｎ ｋａｎ ｋａｔｏｎｇ ｐｉ⁃

ｂｉｇ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ｗａｔｃｈ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ｉｌｍ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ｗａｔｃｈ ｃａｒｔｏｏｎ ｆｉｌｍ

‘ Ｂｉｇ ｔｈｅａ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ｉｌｍｓ；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ｅａ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ｆｏｒ ｗａｔｃ⁃
ｈｉｎｇ ｃａｒｔｏｏｎ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ｅｍｅ

ｂ ｄｏｎｇｚｕｏ ｐｉａｎ ｋａｎ ｄａ ｄｉａｎｙｉｎｇｙｕａｎ； ｋａｔｏｎｇ ｐｉａｎ ｋａｎ ｘｉａｏ
ｉｎｇｙｕ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ｉｌｍ ｗａｔｃｈ ｂｉｇ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ｄｉａｎｙ⁃

ｃａｒｔｏｏｎ ｆｉｌｍ ｗａｔｃｈ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ｅａｔｅｒ

‘ Ａｃｔｉｏｎ ｆｉｌｍｓ ａｒｅ ｔｏ ｗａｔｃｈ ｉｎ ｂｉｇ ｔｈｅａｔｅｒｓ； ｃａｒｔｏｏｎｓ ａｒｅ ｔｏ ｗａｔｃｈ ｉｎ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ｅａｔｅｒｓ ’

ｔｈｅｍｅ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９） ａ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ｍａｉ

ｓｅｌｌ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ｔｉｍｅ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

‘ Ｓｅｌｌ ａｔ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ｓ ｉｎ ｅｖｅｎｉｎｇｓ ’

ｂ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

ｍａｉ

ｓｅｌｌ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ｉｍ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 Ｓｅｌｌ ａｔ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ｓ ｉｎ ｅｖｅｎｉｎｇｓ ’
（１０） ａ ｚａｏｓｈａｎｇ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ｑｉｅ

ｃｕｔ

ｚｈｅ － ｂａ
ｔｈｉｓ － ｃｌ

ｄａｏ ｔｉｍｅ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ｋｎｉｆｅ

４７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Ｃｕ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ｋｎ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

ｂ ｚｈｅ － ｂａ ｄａｏ ｑｉｅ ｚａｏｓｈａｎｇ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 ｃｌ

ｋｎｉｆｅ ｃｕｔ ｍｏｒｎｉｎｇ

‘ Ｔｈｉｓ ｋｎｉｆｅ ｉｓ ｔｏ ｃｕｔ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
Ｌｉ （２０１４ ）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ｄａｔａ ａｓ ｉｎ （ １１ ）  Ｉｎ ｂｒｉｅｆ，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ａｎａｇｅｎｔ ／ ｅｘｐ

（ ｖＰ Ｓｐｅｃ） 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ｉｔ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１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ｈｅｎ ａｎ ａｇｅｎｔ ／ ｅｘｐ ｉ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ｒｏｌｅｓ Ｏｃｃｕｐａｎｔｓ ｏｆ Ｓｐｅｃ ｏｆ ＶＰ ｒａｉｓｅ ｉ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１１ｂ） 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 （１１ｃ） ：
（１１）

Ｌｉ （２０１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ｂａｓｉｃ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ｌｌｉｐｓ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Ｓ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ｂｕｔ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ｕｓ （１２ａ）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ｆｏｒ Ｌｉ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ｏｒｄｅｒｔｉｍｅ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ｓ ｅｌｌｉｐ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１２ｂ）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ｓ ｏｂｊｅｃｔ ｅｌｌｉｐｓｉｓ：

（１２） ａ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ｍａｉ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ｈｅｎ ｈａｏ； ｚａｏｓｈａｎｇ ｍａｉ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ｓｅｌｌ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ｅｌｌ

ｂｕ ｈａｏ

ｎｏｔ ｇｏｏｄ

‘ Ｉｔｓ ｇｏｏｄ ｔｏ ｓｅｌｌ ａｔ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ｂｕｔ ｎｏｔ ｇｏｏｄ ｔｏ ｓｅｌｌ
（ ａｔ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
ｔｉｍｅ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ｍａｉ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ｈｅｎ ｈａｏ； ∗ｂａｉｈｕｏ － ｇｏｎｇｓｉ ｍａｉ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 ｓｅｌｌ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 ｓｔｏｒｅ ｓｅｌｌ

ｂｕ ｈａｏ

ｎｏｔ ｇｏｏｄ

４８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ｔｓ ｇｏｏｄ ｔｏ ｓｅｌｌ ａｔ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ｂｕｔ ｎｏｔ ｇｏｏｄ ｔｏ ｓｅｌｌ ａ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ｔｏｒｅｓ （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ｉｍｅ

Ｌ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 ｒａｉｓｅｓ ｂｏｔｈ ｂｒｏａ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ｐ⁃

ｐｌｙｉｎｇ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ｏｎｅｓ ｐｅｒ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１ １

Ｒｉｇ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ｇｉｎ ｗｉｔｈ ｗｅ ｍｉｇｈｔ ａｓｋ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３） ？
Ｉｎ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ｉｔ ｍｕｓｔ ｃｏｍｅ ｆｒｏｍ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ｖ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Ｌｖ ｔｅｍｐ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Ｌｖ ｌｏｃ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Ｌｖ ｉｎｓｔ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Ｖ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ｓｉｎｃｅ ｖ ａｎｄ ａｌｌ Ｌｖｓ ａ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

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ｈｅａｄ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 Ａｂｎｅｙ １９８７）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ｒｉｇ⁃

ｉｄ ｏｎｅ － ｈｅａｄ ／ ｏｎ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Ｌ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ｗｏｕｌｄ ｓｅｅｍ ｔｏ ｉｍ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 ｖｅｒｂ （ Ｖ）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θ － ｒｏｌｅｓ，
ｅｖｅｎ ｗｈｅｎ Ｖ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ｓｅｅｍ ｔｏ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ｔｈｅｍ Ｔｈｕｓ （１３ａ） ｗｏｕｌｄ ｓｅｅｍ ｔ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ｉｎ （１３ｂ） ，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Ｌｖ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ｆ ｕｎｅｘ⁃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ｖｉａ ｎｕｌ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 １３ｃ ） ，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１３ａ） 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ｅｎｔａｉｌ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ｗｅｒ －
ｓｅｌｌｉｎｇ

（１３） ａ Ｗｏ ｍａｉ
ｂ ［ Ｗｏ

ｍａｉ ］ ］

ｖ

ｈｕａ

［ ＶＰ ＿

“ Ｉ ｓｅｌｌ ｆｌｏｗｅｒｓ”
Ｌｖ ｔｅｍｐ

［ ＶＰ ＿

Ｌｖ ｌｏｃ

［ ＶＰ ＿

Ｌｖ ｉｎｓｔ ［ ＶＰ ｈｕａ

ｃ ∃ｘ∃ｙ∃ｚ∃ｅ ［ ｓｅｌｌｉｎｇ （ ｅ） ＆ Ａｇｅｎｔ （ ｅ， Ｉ） ＆ Ｔｈｅｍｅ （ ｅ， ｆ） ＆
Ｔｉｍｅ （ ｅ， ｘ） ＆ Ｌｏｃ （ ｅ， ｙ） ＆ Ｉｎｓｔｒ （ ｅ， ｚ） ］

Ｔｈｉｓ ｓｅｅｍｓ ｉｍ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１ 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ｍｉｇｈｔ ａｌｓｏ ｉｎｑｕｉ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Ｔｈｅ ｃａ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４９

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ｓｐｉｒｅｓ ｔ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Ｂｕ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Ｌｉ （２０１４ ）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

ｐｏｓｅｄ θ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Ｌｉｓ （１４ａ） ，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ｈｅｒ ｅｌｌｉｐｓｉｓ ｄａｔ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ｅ θ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１４ｂ） ，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Ｃａｒｒｉｅｒ － Ｄｕｎｃａｎ （ １９８５ ） ａｎｄ Ｂａｋｅｒ
（１９８８， １９９７） ， ａｎｄ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ｌｉｋｅ （１４ｃ） ：

Ｔｈ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ｂｅｇｓ ｔｏ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Ｌｉ （２０１４） ｉｓ ｓｉｌ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１ ３

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ｍｉｇｈ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ｃｏｎｔｒａ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ｉｎ Ｌｉ （２０１４）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
ｇｒａｍ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９５） ， ａ ｈｅａｄ α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 ｅｄ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Ｆ］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ｂｅｓ ｆｏｒ ａｎ ［ Ｆ］ －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ｔｅｍ β ｉｎ ｉｔｓ ｃ － ｃｏｍ⁃

ｍａｎｄ ｄｏｍａｉｎ （１５ａ）  Ｕｐｏｎ ｐｒｏｂｉｎｇ β， α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ｔ ｏｎ ［ Ｆ］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ｓ ｉｔｓ
ｅｄ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ａｉｓｅｓ β ｔｏ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５ｂ）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ｅ － ｇｏ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Ｔｈｕｓ ｉｎ （１５ｃ） ，
ｔｈｅ ｈｅａｄ α ｃａｎｎｏｔ ｐｒｏｂｅ ａｎ ［ Ｆ］ －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ｉｔｅｍ γ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β
ｔｈａｔ ｉ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Ｆ］ － ｂｅａｒｅｒ：
（１５）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ｒａｉｓｅ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ｏｒ Ｌｉｓ （２１０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１１ｂ） （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ｆｏｒ ｔｈｅ

５０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Ｌ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１１ｃ） ｐｌａｉｎｌｙ ｖｉｏｌａｔｅｓ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ｂｅ ｔｏ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γ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β ｔｈａｔ ｉ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Ｇｉｖｅ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ｉｎ Ｌｉｓ ２０１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２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ｏｆｆｅｒｓ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θ － ｒｏｌｅｓ ａ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θ － ｒｏｌ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ａ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ｃａｓ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ａｇ］ ，
［ ｔｈ］ ， ［ ｇｌ］ ， ［ ｌｏｃ］ ， ｅｔｃ ｂｏｒｎ ｂｙ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ｒｇｅ （ ＸＭｅｒｇ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ａ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ｋｉｓｓ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ａ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ｔｈ］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ｇｏｅ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ｂｅａｒ⁃

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ｅｒｇｅ Ｉｎ （１６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ｉｎｄｅｘｉｎｇ
（１６）

Ｎｏｗ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 ａｇ］ ＞ ［ ｔｈ］ ＞ ［ ｇｌ］ ＞ ［ ｌｏｃ］ ＞ … ｔｏｇｅｔｈ⁃
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１７） ：

（１７）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ｓｅｔ ｃａｎ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ｌｙ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ｎｏ
ｌｏｗｅｒ － ｒａｎｋｅｄ， ｕｎａｇｒｅ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５１

Ａｓｓｕｍ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ａｔｋｉｓｓ ｂｅａｒｓ ｂｏｔｈ ａｎ ａ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ａ ｔｈｅｍ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
ｃｈｙ ｏｆ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ｗ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ｕｎ⁃

ｄｅ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ｒｇ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ｋｉｓｓ， ｇｉｖｅｎ ［ ａｇ］ ＞ ［ 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１７） ，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ｍｅｒｇ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ｔｈ］
ｍｕｓｔ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ｉｒｓｔ （１８） 
（１８）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１

Ｍｏｒｅ ｏ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ｇｉｖｅｎ ａｂｏｖ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ｇｉｖｅ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ｗ ｄｒａｗ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
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ａｒ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ｏｒ ｎｅｉ⁃

ｔｈｅｒ （ ｉ ｅ ，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ｕｎｖａｌｕｅｄ）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ｍｏ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ＰＦ － ＬＦ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ｏｒ，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ｍ） ．

Ｔｈ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ｎｏｔａｔｅｄ “ ｉＦ” ， ａｒｅ ｏｎ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ｉ ｅ ，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１９ａ）  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ｎｏｔａｔｅｄ “ Ｆｖａｌ ” ， ａｒｅ ｏｎ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 – ｉ ｅ ， ｗｉｔｈ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９ｂ）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ｕｎ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ｎｏｔａｔｅｄ ｓｉｍｐｌｙ “ Ｆ” ，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ｌ – ｉ ｅ ，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ｎ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ＬＦ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ｐｒｏ⁃

ｎｏｕｎｃ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ｖａｌｕ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１９ｃ） 

（１９） ａ ［ ｉＦ ［ ］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ｂ ［ Ｆｖａｌ ［ ］ ］ ｖａｌｕｅｄ Ｆ，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ｍａｒｋｉｎｇ ／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
ｔｉｏｎ

５２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ｃ ［ Ｆ ［ ］ ］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ｕｎｖａｌｕｅｄ Ｆ，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ｌ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Ｐｅｓｅ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Ｔｏｒｒｅｇｏ （ ２００７ ） ， ｕｎ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

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 ｉＦ ［ ］ ］ ｏｒ ［ Ｆ ［ ］ ］ ） ｐｒｏｂｅ ｔｈｅｉｒ ｃ －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ｄｏｍａｉｎ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ｔｏ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Ｆ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ｆｏｒ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Ｆ ｔｏ ｂｅ “ ｌｅｇｉ⁃

ｂ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ｉｔ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ｂｏｔｈ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ｂ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ｈｕｓ ａｌｌ ｏｆ （２０ａ － ｃ）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ｌｅｇｉ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ａｌ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ｓｅｔ ｏｆ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ｂ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ｄ ｂｙ “ ｎ” ） ａｎｄ

ａｌ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Ｆ ａｎｄ ａ 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Ｆ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２０ａ － 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ｌｅｇｉ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ｏｎｅ ｏｒ ｍ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
ｓｔａｎｃｅ，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ｂ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ｈｏｌｄ：
（２０） ａ ｉＦ ［ ｎ］ … Ｆｖａｌ ［ ｎ］

ｂ ｉＦ ［ ｎ］ … Ｆ ［ ｎ］ … Ｆｖａｌ ［ ｎ］

ｃ ｉＦ ［ ｎ］ … Ｆ ［ ｎ］ … Ｆ ［ ｎ］ … Ｆｖａｌ ［ ｎ］

（２１） ａ ｉＦ ［ ］

ｂ ｉＦ ［ ｎ］ … Ｆ ［ ｎ］
ｃ Ｆｖａｌ ［ ］ ］

ｄ Ｆ ［ ｎ］ … Ｆｖａｌ ［ ｎ］
ｅ ｉＦ ［ ］ … Ｆｖａｌ ［ ］

Ａｓ ａ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２２ａ） ｂｅ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ｋüｓｓｅｎ ‘ ｋｉｓｓ’ ａｎｄ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９５）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ｖ ａ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Ｕｎｄｅｒ Ｐｅｓｅ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Ｔｏｒｒｅｇｏ （ ２００７ ） ， ｖ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ａ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ｕｎｖａｌｕｅｄ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ｉａｃｃ）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ｂｅｓ ｆｏｒ ａ ｖａｌｕｅｄ，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ａｃｃｖ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ｎｏｕｎ （ Ｍäｄｃｈｅｎ ）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ｒ （ ｄａｓ ）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 ｈüｂｓｃｈ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ｃｏｒｄｉ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ｅ ， ｔｈｅｙ ｂｅａ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 ａｃｃ］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ｎｏｒ ｖａｌｕｅｄ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ｓ ｂｏｔ⁃
ｔｏｍ － ｕｐ，

［ ａｃｃ］ ｏｎ ｈüｂｓｃ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ｏｂｅｓ ［ ａｃｃｖａｌ］ ｏｎ Ｍäｄ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ｕｐｏｎ

ｍｅｒｇｅ，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ｔ （１）  ［ ａｃｃ］ ｏｎ ｄａｓ ｔｈｅｎ ｐｒｏｂｅｓ ［ ａｃｃ］ ｏｎ ｈüｂｓｃｈｅ ａｎ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ｔ ｏｎ ｍｅｒｇｅｒ （２）  Ｆｉｎａｌｌｙ ［ ｉａｃｃ］ ｏｎ ｖ

５３

ｐｒｏｂｅｓ ［ ａｃｃ］ ｏｎ ｄａ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ｔ ｗｈｅｎ ｖ ａｎｄ ＶＰ ａｒｅ ｍｅｒｇｅｄ （３） ，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２０ｃ）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ｌｅｇｉｂｌｅ， ａｓ ｗｅ ｎｏｔｅｄ
（２２）

Ｔｈｉｓ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ｂｌｉｇｅｓ ｕｓ ｔｏ ｄｅｃｉｄｅ ｗｈｅｒ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θ －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ｏ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ｏｎ ｐｒｅｄ⁃

ｉｃａｔｅ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ｕｎ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ｂ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ｓｅｅｍｓ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ｏｎ ａｒｇｕ⁃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２３ａ） ，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ｒｅ⁃
ｑｕｉｒｅ ｕｎｖａｌｕ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ｏ ｐｒｏｂｅ “ ｕｐｗａｒｄ” ｆｏｒ ａ 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
ｓｔａ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２３ｂ） 
（２３）

２ 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ｓ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ａｄｏｐｔ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ｖｉｅｗ ｉｎ （２３ａ） ， ｗｈｅｒｅｉｎ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ｏ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Ｖｓ， ｖｓ ａｎｄ Ｐｓ Ｂｕｔ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ｓ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ｕｒｎｓ ｏｕｔ ｔｏ ｈａｖ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４） Ｉｆ α ｂｅａｒｓ ａ ｓｅｔ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ｙｐｅ， ｔｈｅｎ ａｔ ｍｏｓｔ ｏｎ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ｔ ｃａｎ ｂｅ ｖａｌｕｅｄ

５４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２４） ｅｎｔａｉｌｓ ｔｈａｔ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 ｓｅｔ ｏｆ θ －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ｌｉｋｅ ｛ ［ ａｇ］ ， ［ ｔｈ］ ｝ ｏｒ ｛ ［ ａｇ］ ， ［ ｔｈ］ ， ［ ｇｌ］ ｝ ｃａｎ ｈａｖｅ ａｔ ｍｏｓｔ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ａｌｕｅｄ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ｅｘ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３ａ） ，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ｓ ｋｉｓｓ ｔｏ ｂｅａｒ ｔｗ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 ａｇｖａｌ］ ａｎｄ ［ ｔｈｖａｌ］ ）  Ｅｖｉｄｅｎｔｌｙ ｕｎｄｅｒ （ ２４ ） ，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Ｌｉｋｅｗｉｓｅ ａｓ⁃
ｓｕｍｉｎｇ ａ ｄｉ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ｌｉｋｅ ｇｉｖｅ ｂ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ｓｅｔ ｏｆ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 ａｇ］ ，

［ ｔｈ］ ，

［ｇｌ］ ｝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ａｎｄ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ｗｏ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ｉｌｌ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ｖ ａｎｄ Ｐ ａｒ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ｏｎ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Ｖ ｂ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ｔｈｅｍ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 ［ ｔｈ⁃

ｖａｌ］ ） ａｎｄ ｖ ｂ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ａｇ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 ［ ａｇｖａｌ］ ）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ｓ
ａｓ ｉｎ （２５） ，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ｒ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Ｖ ａｇｒｅ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ｔ ｏｎ ［ ｔｈ］ ，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ｒａｎｋ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ｔ ｂｏｒｎ ｂｙ ｋｉｓｓ ｖ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ａｇ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 ［ ａｇｖａｌ］ ） ｔｈｅｎ ｍｅｒ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ＶＰ，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ｂ （ ｋｉｓ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ｅ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ｔ
ｏｎ ［ ａｇ］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 ｐｈｒａｓｅ （ Ｍａｒｙ） ｍｅｒｇｅｓ ｉｎ Ｓｐｅｃ ｏｆ ｖ， ａｇｒｅ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ｖ ｏｎ ［ ａｇ］ 
（２５）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ｏｔｈ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 ａｇ］ ａｎｄ ［ ｔｈ］ ）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ｂ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Ｉｎ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ｏｂｌｉｑｕｅ ｄｉ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Ｖ ａｇａｉｎ ｂ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ｔｈｅｍ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 ［ ｔｈｖａｌ］ ） ， ｖ ａｇａｉｎ ｂ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ａｇ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 ［ ａｇｖａｌ］ ） ａｎｄ Ｐ ｂ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５５

ｖａｌｕｅｄ ｇｏ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 ［ ｇｌｖａｌ］ ）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ｇｏｅｓ ａｓ ｉｎ （２６） ， ｗｈｅｒｅ Ｐ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ｒ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ｏａｌ （ 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Ｐ ｔｈｅｎ ｍｅｒ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ｇｉｖ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 ｇｌ］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ｅ ｍｅｒｇｅｓ ｉｎ Ｓｐｅｃ ｏｆ ＶＰ ｕｎｄｅ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 ｔｈ］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ｖ ｍｅｒ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ＶＰ，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ａｎｄ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２６）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ｌｌ ｔｈｒｅｅ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 ａｇ］ ， ［ ｔｈ］ ａｎｄ ［ ｇｌ］ ）
ｓｈｏ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ｂ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ｓ ｒｅ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ｉｎ （１８） ，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ａｒ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２５） ａｎｄ （２６） （ ｖｓ ａｎｄ Ｐｓ） ｅｎｔｅｒ ｓｉｍｐｌｙ ｔｏ
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ｅ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ｉｔｓ ｏｗｎ，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ｉｎ （２４） 

２ ３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Ｌｉ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ｉｎＬｉ （ ２０１４ ） ａｎｄ Ｌａｒｓｏｎ （ ２０１４ ） ｂｏｔｈ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ｖｉａ θ －

ｒｏｌｅｓ； ｂｏｔｈ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Ｂｕｔ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Ｌｉ （２０１４） ａｓｓｕｍｅｓ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ｖ ｆ －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Ｌｖ ｔｅｍｐ ， ｗｈｉｃｈ ｆ －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Ｌｖ ｌｏｃ ， ｗｈｉｃｈ ｆ －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Ｌｖ ｉｎｓｔ ， ｗｈｉｃｈ ｆ －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Ｖ） ，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ｔｏ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 ａｇ］ ＞ ［ ｔｈ］ ＞ ［ ｇｌ］ ＞ ［ ｌｏｃ］ ＞ …）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ｓｉｇ⁃
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ｓ ｎｏｔｅｄ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ｏｎ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Ｌ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Ｌｖｓ，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ａｌｌ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ｏｌ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ｖｅｒｙ Ｖ Ｔｈｉｓ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５６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ｒｉｇｉｄｌｙ ｆ － ｓｅｌｅ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ｆ ｏｎｅ ｈａｓｖ ｏｎｅ ｍｕｓｔ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ｈａｖｅ Ｌｖ ｔｅｍｐ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ｆ －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ｅｔｃ Ａｓ ｗｅ ｓａｗ，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ｍ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ｉｆ ｎｏｔ ｏｕｔｒｉｇｈｔ
ｗｒｏｎｇ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ｖｅｒｂｓ ｂｅａｒ ｏｎｌｙ ａ （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ｓｍａｌｌ） ｓｕｂｓｅｔ ｏｆ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ｏｓｅ ｒｏｌｅｓ ｆｅ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Ｖ
ａ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ｄｅ⁃
ｓｉｒａｂｌｅ ｋｉ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ｓｕｂｔｌｙ，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ｂｏｔｈ Ｌｉ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ｐｏｓｉｔ ｈｅａｄｓ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θ － ｒｏｌ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

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ｈｅａｄ （ ｈｅｒｅ Ｖ）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ｅｔ ｏｆ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ｈｏｓ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 ２６ ） ，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ｇｏａｌ （ Ｊｏｈｎ） ， ｔｈｅｍｅ （ Ｆｉｄｏ）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 Ｍａｒｙ） ｍｅｒ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ｔ ｏｆ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 ［ ｇｌ］ ， ［ ｔｈ］ ， ［ ａｇ］ ｝ ｂｏｒｎｅ ｂｙ ｔｈ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ｇｉｖｅ ａｓ ｉｔ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Ａｓ ｉｔ ｔｕｒｎｓ 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ｉｓ ａｌｓｏ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ｉｎ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
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ｓｙ ｏｆ Ｌｉｓ θ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ｒ⁃
ｇｕ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３ Ｃｏｎｔｒａ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Ｒｅｃ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Ｌｉ （２０１４） ｐｏｓｉｔｓ ａ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 （ ［ ａｇ ／ ｅｘｐ］ ＞ ［ ｔｅｍｐ］ ＞
［ ｌｏｃ］ ＞ ［ ｉｎｓｔ］ ＞ …）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ｐｏｓｉｔｅｄ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Ｒｅｃａｌｌ

ａｌｓｏ ｔｈａｔ Ｌ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

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ｓｏｆａｒ ａ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γ ｏｖｅｒ β ｉｎ （１１ｃ） （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ｗｏｕｌｄ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ｂｅ ｔｈａｔ “ ｌｏｏｋｓ ｐａｓ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β：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ｈｅａｄ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ｔ ｏｆ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ｅｎ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５７

ｂｌｅ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ｖｉｏｌａｔｉｎｇ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７） －

（ ２９ ） ，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Ｍａｒｙ ｇｉｖｅ Ｊｏｈｎ Ｆｉｄｏ， ｓｈｏｗｓ
ｈｏｗ Ｓｕｐｐｏｓｅ， Ｊｏｈｎ ｉ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ｇｉｖｅ ａｓ ｇｏａｌ，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 ｖａｌｕｉｎｇ Ｐ ａｓ
ｉｎ （２６） ； ｓｕｐ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Ｆｉｄｏ ｉ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ｎｅｘｔ ａｓ ｔｈｅｍｅ （２７） 
（２７）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ｖ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ａｎ ｅｄ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 ｖａｌｕｅｄ ［ ｇ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ｂｅ ｍｅｒｇｅｄ 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Ｇｉｖｅ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ｏ ｖ， ａｇｒｅｅ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ｖ ｏｎ ［ ｇｌ］

（２８）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Ｊｏｈｎ ａｇｒｅｅｉｎｇ ｏｎ ［ ｇｌ］ ｗｉｔｈ ｇｉｖｅ，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ａｇｒｅｅ⁃
ｉｎｇ ｏｎ ［ ｇｌ］ ｗｉｔｈ ｖ， Ｊｏｈｎ ｎｏｗ ａｇｒｅｅｓ ｏｎ ［ ｇｌ］ ｗｉｔｈ ｖ Ｔｈｉ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ｅｓｔａｂ⁃

ｌｉｓｈｅｄ “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ｙ ａ ｄｉｒｅｃｔ ｐｒｏｂｅ － ｇｏ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２８）

Ｓｉｎｃｅｖ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Ｊｏｈｎ ａｎｄ ｖ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ａｎ ｅｄｇ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ｖ ｃａｎ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５８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Ｊｏｈｎ ｔｏ ｉｔｓ Ｓｐｅ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２９） 
（２９）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ｅｄｓ ａｓ ｉｎ （２５） ａｎｄ （２６） ， ｗｉｔｈ ｖ ｂｅａｒｉｎｇ
［ ａｇ］ ｍｅｒｇ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 ｐｈｒａｓｅ （ Ｍａｒｙ） 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
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３０） ：
（３０）

Ｎｏｔｅ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ｈｅａｄ （ ｇｉｖｅ） ｔｈａｔ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ｖＰ ／ ＶＰ

ｓｈｅｌｌｓ， ｈｅｒ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ｈｅａｄｓ，
ｔｈｕｓ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３ １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ｌｌ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 ｂｙ Ｌｉ （２０１４）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３ １ １

５９

Ｍｏｎ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Ｍｏｎ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ｌｉｋｅ （ ４ａ） （ ｒｅ⁃
ｐｅ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ｗｉｌｌ ｗｏｒｋ ｊｕｓｔ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ａｓｅｓ （３１） ：
（４ａ） Ｗｏ ｃｈｉ
Ｉ

（３１）

ｅａｔ

ｎｉｕ － ｒｏｕ ｍｉａｎ

ｂｅｅｆ

ｎｏｏｄｌｅ

‘ Ｉ ｅａｔ ｂｅｅｆ ｎｏｏｄｌｅ’

Ｉｎ （３１） ｂｏｔｈ 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 ａｇ］ ａｎｄ ［ ｔｈ］ ）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
ｓｔａｎｃｅｓ ｌｉｎｋｅｄ ｂ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３ １ ２

Ｍｏｎ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ｍｏｎ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ｌｉｋｅ

（４ｂ） （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ａｔ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２８） － （３０） 
（４ｂ） Ｗｏ ｃｈｉ
Ｉ

ｅａｔ

ｄａ － ｗａｎ

ｂｉｇ － ｂｏｗｌ

‘ Ｉ ｅａｔｗｉｔｈ ／ ｕｓｉｎｇ ａ ｂｉｇ ｂｏｗ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ｍｏｎ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

ｔｅｄ ｔｏ ｂｅａｒ ｏｂｌｉｑｕｅ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ｌｉｋｅ ［ ｇｌ］ ， ［ ｌｏｃ］ ， ［ ｉｎｓｔ］ ， ［ ｔｅｍｐ］ ， ｅｔｃ ，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ｂｅａｒ ｖａｌｕ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ｗｉｔｈ ［ ｔｈ ］ ）  Ｗｉｔｈ （ ４ｂ ） ，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ｃｈｉ 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ｂｅａｒ
［ ｉｎｓｔ］ ，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ｍｕｓｔ ｂｅ ｕｎｖａｌｕｅｄ

Ｉｆ Ｖ ｃａｎｎｏ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ｖａｌｕｅ ａ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ｏｂｌｉｑｕｅθ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ｌｙ ｔｗｏ ｏｔｈｅｒ ｏｐ⁃

ｔｉｏｎ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ｓｋｅｔｃｈ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Ｐ ａｎ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ｖ Ｆｏｒ （４ｂ） ，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Ｐ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ｉｋｅ （３２） ， ｗｉｔｈ Ｐ ｔｈｅ

６０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ｉｔｈ
（３２）

Ｔｏ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ｏｆ ｍｙ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ｎｏ ｓｕｃｈ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ｍ

①

（３３ａ， ｂ） ｂｅｌｏｗ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ｂｙ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ｖ ［ ｉｎｓｔ ｖａｌ ］ ，
ｗｉｔｈ “ ｉｎｎｅｒ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ｖ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３３）

①

‘ ｕｓｅ’ ：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ｌｉｋｅ （ ｉ ） ， ｅｍｐｌｏｙ ｔｈｅ ｖｅｒｂ （ ｏｒ ｃｏｖｅｒｂ ） ｙｏｎｇ

（ ｉ） Ｗｏ ｙｏｎｇ ｄａ － ｗａｎ
Ｉ

ｕｓｅ

ｃｈｉ ｎｉｕ － ｒｏｕ ｍｉａｎ

ｌａｒｇｅ － ｂｏｗｌ ｅａｔ ｂｅｅｆ ｎｏｏｄｌｅｓ

Ｉ ｕｓｅ ａ ｌａｒｇｅ ｂｏｗｌ ｔｏ ｅａｔ ｂｅｅｆ ｎｏｏｄｌｅｓ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６１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ｍｏｎ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ｄｏ ｎｏｔ
ｏｃｃｕｐ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ｍｏｎ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ｎ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ｖ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３ １ ３

Ｍｏｎ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ｍｏｎｏ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ｓ ｗｉｔｈ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ｏｂ⁃

ｊｅｃｔｓ （９ａ， ｂ） （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ｌｉｋｅ ｃａｎ ｂ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ａ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 ｄｏｕｂ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９） ａ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ｍａｉ

ｓｅｌｌ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

‘ Ｓｅｌｌ ａｔ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ｓ ｉｎ ｅｖｅｎｉｎｇｓ ’

ｂ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

ｍａｉ

ｓｅｌｌ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ｅｖｅｎｉｎｇ

ｔｉｍｅ ＞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 ｔｉｍｅ

‘ Ｓｅｌｌ ａｔ ｓｔｒｅｅｔ ｓｔａｌｌｓ ｉｎ ｅｖｅｎｉｎｇｓ ’
Ｓｕｐｐｏｓｅ， ｃｏｎｔｒａ Ｌｉ （２０１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θ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ｓ ［ ｌｏｃ］ ＞ ［ ｔｅｍｐ］ ．

Ｔｈｅｎ （９ａ， ｂ）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ａｓ ｉｎ （３４ａ， ｂ）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ｌｉｔｔｌｅ ｖ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 ｌｏｃ ］ ａｎｄ
［ ｔｅｍｐ］ ａｒｅ 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 （３４ａ） （ ＝ ９ａ）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ｒｇｉｎｇｖ ［ ｌｏｃ ｖａｌ］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ｖ ［ ｔｅｍｐ ｖａｌ］  Ｔｈｅ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ｒｄｅｒ （３３ｂ） （ ＝ ９ｂ）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ｆｉｒｓｔ ｍｅｒ⁃
ｇｉｎｇ ｖ ［ ｔｅｍｐ ｖａｌ］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ｖ ［ ｌｏｃ ｖａｌ］ 
（３４）

６２

２ ３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Ｌｉ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Ａ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９ ） ， ｎｅｉｔｈｅｒ （ ３４ａ） ｎｏｒ （ ３４ｂ） ｉｎｃｕｒｓ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ｗ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Ｖ ａｎｄ ｔｈｅ “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ｌｏｗｅｒ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ｖ ｈｅａｄ ｔｈａｔ ａｔｔｒａｃｔｓ
ｉｔ Ｔｈｕｓ ｗ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ａ ｋｅｙ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ｏｎ
Ｌ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Ｎｏｔ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ｏｒｄｅｒｓ ｉｎ （３４） ａ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 ｕｎ⁃

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θ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Ｌｉｓ （１４ａ） （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ｂｕｔ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ｎｅ ｍｏｒ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４ｂ） ：
（１４） ａ θ ＡＧＥＮＴ ／ ＥＸＰ
ｂ θ ＡＧＥＮＴ

＞

＞ θ ＴＩＭＥ ＞
θ ＴＨＥＭＥ

＞

θ ＬＯＣ

＞

θ ＩＮＳＴＲ ＞

ｃａｎ （１９８５） ， Ｂａｋｅｒ （１９８８）

θ ＩＮＳＴＲ

θ ＬＯＣ

＞ θ ＴＨＥＭＥ Ｌｉ （２０１４）
＞

θ ＴＩＭ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 Ｄｕｎ⁃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θ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ｎｏｔｅｄ， Ｌｉｓ ｏｗ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θ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ｆｏｒ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ｒｅｓｔｓ ｏｎ ｈｅｒ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ｌｉｋｅ （１２ａ， ｂ）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θ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Ｌｉ ｏｆｆｅｒｓ ａ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ｉｒ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ｈｏｗｎ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３５） ａｎｄ （３６） ． Ａｓ
Ｉ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Ｌ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ｏｎ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 Ａｒｇ２） ｈａ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ｏｖ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 Ａｒｇ１） ａｓ ｉｎ （３５ａ） ，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ｇ１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ｒｉｎｇ ｗｈｏ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ａｖｅ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
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 ｓｉｍｐｌ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ｓ ｉｎ （３５ｂ）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ｎｇ ｐｒｏ⁃

６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ｉｎ （３５ａ’ ）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３５ｂ’ ） ｗｈｅｒｅ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ａｂｓ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Ｌｉ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ｒ （３５ｂ） ｗｉｎｓ ｏｖｅｒ （３５ａ） ｂｙ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ｅｓｓｅｎ⁃
ｔｉａｌｌｙ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ｉｔ Ｈｅｎｃｅ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ｎｇ ｉｓ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３５） ａ ［ Ａｒｇ２ ｉ －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ｖ － Ｌｖ － Ｖ Ａｒｇ１
——— ｏｂｊｅｃｔ
——— ＋ ｔ ｉ ］
——————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ａ ’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ｍａｉ

ｂ ［ Ａｒｇ２ ｉ ＋ ｖ － Ｖ ＋ ｔ ｉ ］ ｂ ’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ｍａｉ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６ａ） ， ｗｈｅｒｅ ｎｏ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ｏｒ ａｒ⁃
ｇｕｍｅｎｔｓ ｈａ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ｒｇ１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ｒｉｎｇ ｗｈｏｓｅ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ｎｏ ｓｉｍｐｌ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６ｂ）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ｉｎ （ ３６ａ ’ ）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ｎｏ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 ３６ｂ ’ ）
ｗｈｅｒｅ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ｉｓ ａｂｓｅｎｔ：①

（３６） ａ ［ Ａｒｇ１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ｖ － Ｌｖ － Ｖ （ ＋ ｔ） Ａｒｇ２
———ｏｂｊｅｃｔ
——— ］
ｓｈａｎｇ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

ｂ ［ Ａｒｇ１ ｉ ＋ ｖ － Ｌｖ － Ｖ （ ＋ ｔ） ］

ａ ’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ｍａｉ ｗａｎ⁃

ｂ ’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ｍａｉ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ｏ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Ｉ ｍａｋｅ ｔｗｏ ｐｏｉ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Ｌ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Ｆｉｒｓｔ， Ｌ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ｌａｉｎｌ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ｎｕｍ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 （ ３５ａ ）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 Ｌｖ） ｔｈａｎ （ ３５ｂ ） ；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ｆｏｒ
（３６ａ） ａｎｄ （ ３６ｂ）  Ｓｕｃｈ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ａｒｅ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９５ ）  Ｗｈ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ｏｍ⁃
ｐａｒｅｄ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ｎｕｍ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ｔ ｓｔａｎｄｓ， Ｌ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ｓ ｉｓ ｎｏｔ ｓｏ ｍｕｃｈ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
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 ｐａｒｓｉｎｇ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ｉ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ｅｒ ｏｆ （３５ａ）

ｗｉｔｈ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ｉｓ “ ｇａｒｄｅｎ － ｐａｔｈ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ｓｉｍｐｌｅｒ ｐａｒｓｅ ｗｈｅｒｅ ｄｅ⁃
①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３６ｂ） ｉｓ ｎｏｔ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Ｌｉ （ ２０１４ ） ｂｕ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ｒｅ⁃

ｍａｒｋ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ｃｌｅ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ｉ （２０１４） ｔｈａｔ ａ ｓｉｍｐｌ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３６ａ） ａ⁃
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３７ｂ）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 ３５ａ， ｂ）
ｃａｓｅ

６４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ｌｅ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ｓｕｃｈ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ｔｏ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ｉｎｔｕｉ⁃
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ｎｏｔ ｃｌｅａｒ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３４ａ， ｂ）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①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３４ａ） ， ｗｈｏ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ｄｅｌ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ｎｅｓｔｅ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 （ ３７ａ ） ，
ｗｈｅｒｅａｓ （３４ｂ） ， ｗｈｏｓ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ｕｎｄｅｌ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ｐａｔｈｓ （３７ｂ） ．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ｙｐｅ：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ｎｅｓｔｅｄ ｏｒ
ｃｒｏｓｓｅｄ ａｒｅ ａｌｌ Ａ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３７）

Ｎｏｔｅ 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ａ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３７ａ） （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ｐｙ （ ｌｕｂｉａｎｔａｎ）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３７ｂ）

（ ｗａｎｓｈａｎｇ）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ｂｌｅ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ａ ｎｏｎｌｏｃａｌ ｃｏｐｙ – ｏｎ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ｒｙｉｎｇ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ｈｅｒｅ，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１２ａ） ｖｅｒｓｕｓ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１２ｂ） ： ｔｈａｔ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ｃ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 ｏｒ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ａｓ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
ｏｎｄ

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ｎｏ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ｍａｉｎ ｕｎ⁃

ｃｌｅａ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ｆｅｒ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ｄｏｅｓ
①

Ｌｉ （２０１４） 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ｓ ａ ｐａｔｈ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ｏｎｅ ｇｉｖｅｎ ｈｅｒ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ｈｅｒ ｔｒｅｅｓ 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３４）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ｔｈ － ｔｙｐｅ ｉｎ （３４ａ，
ｂ） ｗｏｕｌｄ ｉｎ ｆａｃｔ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Ｌｉ （２０１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ａ ｎｅｓｔｅｄ ／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ｐａｔ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６５

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ｆ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ｈｏｓ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ｐ⁃

ｐｅａｒｓ ｍｏｒｅ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θ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ｓ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 Ｌｉ ２０１４ ）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ｕｓｉｎｇ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 Ｌａｒｓｏｎ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ｉｎｃｕｒ 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 ｃｌｅａｒｅｒ ｔｅｃｈ⁃
ｎ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θ － ｒｏｌｅ ｈｉｅｒａｒ⁃

ｃｈｉｅ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ａｖｏｉｄｓ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ｈｅｒｅ ｃｏｎｖｅｒｔｓ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ｔｏ ａ ｎｏｎ － ｃａｒｔｏｇ⁃
ｒａｐｈ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ｖｉａ ｔｗ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ｍｏｖｅｓ：

－ ｒｅ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ｓｈ１， ｈ２， ｈ３， ｈ４， … ｏｆ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ｓ ａ ｓｅｔ 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ｆ１］， ［ｆ２］， ［ｆ３］， ［ｆ４］ … ｝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ｉｎ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ｆ１］ ＞
［ ｆ２］ ＞ ［ ｆ３］ ＞ ［ ｆ４］ ＞ …

－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ｈｅａｄ Ｘ （ ｗｉｔｈ ｌｉｇｈｔ ｖｅｒｓｉｏｎｘ）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 ｓｕｂｓｅｔ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 ａ ｓｅｔ ｏｆ ＸＰ ／ ｘＰ ｓｈｅｌｌ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Ｘ ｒａ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ｄｅｒｉｖａ⁃
ｔｉｏｎ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ｖｅ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ｓ （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０２， Ｃｉｎｑｕｅ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

ｅｒ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ｎｏ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ｈｏｐ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ｏｒｋ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ｒｏｎｏｆｆ， Ｍａｒｋ （１９８０）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５６： ７４４ － ５８

Ｂａｋｅｒ， Ｍａｒｋ （１９８８）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Ｂａｋｅｒ， Ｍａｒｋ （１９９７）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ｏ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ｉｌｉａｎｅ Ｈａｅ⁃
ｇｅｍａｎ （ ｅｄ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 ｐｐ ７３ － １３７） Ｄｏｒｅｃｈｔ： Ｋｌｕｗｅｒ

６６

Ｐａｒｔ Ｉ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Ｂａｒｒｉ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Ｙｅｎ － Ｈｕｉ Ａｕｄｒｅｙ Ｌｉ ２０１２ “ Ｎｏｕｎ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 Ｉｎ Ｉｎ Ｎａｔｈａｎ Ａｒｎｅｔｔ ａｎｄ Ｒｙａｎ Ｂｅｎｎｅｔｔ （ ｅｄｓ ） 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３０ｔｈ Ｗｅｓｔ Ｃｏａｓ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ＷＣＣＦＬ

３０）  （ ｐｐ ６５ – ７５） 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 ＭＡ： Ｃａｓｃａｄｉｌｌａ Ｐｒｅｓｓ

Ｂａｒｒｉｅ， Ｍｉｃｈａｅｌ， ＆ Ｙｅｎ － Ｈｕｉ Ａｕｄｒｅｙ Ｌｉ （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 ）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ｓ 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Ｙｅｎ － Ｈｕｉ Ａｕｄｒｅｙ Ｌｉ，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ｉ －
Ｔｉｅｎ Ｄｙｌａｎ

Ｔｓａｉ （ ｅｄ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ａ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ａｒｒｉｅｒ － Ｄｕｎｃａｎ， Ｊｉｌｌ （１９８５ ） Ｌ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１６： １ － ３４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 １９９５ ）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ｉｎｑｕｅ， Ｇｕｉｇｌｉｅｌｍｏ （１９９９）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ＵＰ

Ｃｉｎｑｕｅ， Ｇｕｉｇｌｉｅｌｍｏ （ 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 Ｒａｙ （１９７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ｒｓｏｎ，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２０１４） Ｏｎ ｓｈｅｌ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ｉ， Ｙｅｎ － Ｈｕｉ Ａｕｄｒｅｙ （ ２０１４ ）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
ｍ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５： ２９５ － ３３９

Ｌｉｎ， Ｔｚｏｎｇ － Ｈｏｎｇ （ ２００１ ） Ｌｉｇｈｔ ｖｅｒｂ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Ｕ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Ｉｒｖｉｎｅ

Ｒｉｚｚｉ， Ｌ （１９９７） “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Ｌｉｌｉａｎｅ Ｈａｅｇｅ⁃
ｍａｎ （ ｅｄ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 ｐｐ ２８１ － ３３７） Ｋｌｕｗｅｒ：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Ｓｃｏｔｔ， Ｇ － Ｊ （ ２００２ ） “ Ｓｔａｃｋ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ｓ ” ＩｎＧｕｉｇｌｉｅｌｍｏ Ｃｉｎｑｕｅ （ ｅｄ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ＩＰ ａｎｄ
ＤＰ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ＵＰ

Ｓｉｌｖｅｒｓｔｅｉｎ， Ｍ

（ １９７６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ｒｇ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Ｒ Ｍ Ｗ Ｄｉｘｏｎ （ ｅｄ ） ，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ｐｐ １１２ － １７１） Ｃａｎｂｅｒｒａ：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Ｒｅｎ ２００５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６７

Ｚｗｉｃｋｙ， Ａ （１９７７）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 ” Ｉｎ Ｂｅａｃｈ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Ｓａｍｕｅｌ
Ｅ Ｆｏｘ

（ ｅｄｓ ）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ｔｅｅｎ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ｐｐ ７１４ － ７３３） ＣＬ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ＩＬ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ｉ － Ｔｉｅｎ Ｄｙｌａｎ Ｔｓａｉ ＆ Ｃｈｉｎｇ － Ｙｕ Ｈｅｌｅｎ Ｙａｎｇ ＆ Ｓｅｎｇ － ｈｉａｎ Ｌａ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ｓｉｎｇ 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５ ）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ｍｏｄａｌｓ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ｎｏ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ｍａ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ｎｏｔ ａｌｌ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ｒｅ ｅｑｕｉｐｐｅｄ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ｂｏｔｈ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ｅｓ ｂｙ ｒｅｃ⁃

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ｖａ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ｒｐｈｏ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ｉｏｕｓ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ｔｉｔ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ｏｄ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ｎｔａｘ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ｓ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Ｃｈａｏ １９８６， Ｌｉ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８１， Ｌｅｅ

１９８６， Ｓｈｙｕ １９９５， Ｔｓａｉ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１， Ｘｕ １９９６， Ｌｉ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８， Ｌｉ⁃

ａｏ ２０１１，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Ｌｉ （１９９８ ）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 ｈ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ｘ⁃

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ｙｏｕ ‘ ｈａｖｅ’ ，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 １ ）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ａｌｏｎｅ ｍａｙ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ｈ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

７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 ｂａ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ｉｎ （２） 
（１） ａ ∗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ｚｕｏ － ｌｅｙｉ － ｂｕｃｈｅ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ｔ － Ｐｒｆ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ｃａｒ ’

ｂ ｚｕｏｔｉａｎ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 ｒｅｎｚｕｏ － ｌｅ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 Ｃｌ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ｉｔ － Ｐｒｆ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ｓ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ｃａｒ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２） 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ｚ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ｆｏｕ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１）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ｏｆ ｌｅａｖｉｎｇ ｂｙ ｒｉｄｉｎｇ ａ ｃａｒ， ｓｏ ｉ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ｎ ａ⁃

ｇｅｎｔ （ ｉ ｅ ，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ｓ ｉｔ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２） ｃｏｎｖｅｙｓ
ａ ｒｕｌ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ｙｏｕ， ｂｕ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ｓ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ｓａｉ （２００１）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ｍｏｄ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３） （ Ｔｓａｉ ２００１： １４６） 
（３） ａ 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 （ ｙｉｎｇｇａｉ ／ ｋｅｙｉ） ｚ 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ｏｕｌｄ ／ ｍａｙｓｉｔ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 ｍａｙ ｂｅ ｓ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ｃａｒ ’

ｂ 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ｚｕｏ － ｄｅ ／ ｂｕ － ｘｉａ 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 ｓｉｔ － ｃａｎ ／ ｃａｎｎｏｔ － ｄｏｗｎ 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 ／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ｃａｒ ’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ｈｏｓｔ ａｎ ｉｎｆｉｘａｌ ｍｏｄａｌ － ｄｅ － ｏｒ ｉｔｓ ｎｅｇ⁃

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 ｂｕ － ，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ｖｅｒｂ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ｓ ｓｅｅｎ
ｉｎ （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ｓａｉ （２００１）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ｔｓ ｏｕｔ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ｗｈａ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ｒｅ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ｓ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７３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ａ⁃
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ｅｐｉｓｏｄｉｃ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ｓ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
ｎｉｔｅ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ｎ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 ｂ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 （ $ －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ｖＰ Ｃｒｕ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ｗｈｅｒｅ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 ｃｏ － ｏｃｃｕ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ｅ ａｎｄ ａｎ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ｔ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ａｎ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ｍｏｄａｌ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ｗｈｙ ｔｈｅｙ ｆａｉｌ ｔｏ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ｒｅ ｓｉｍｐｌｙ ｔｏｏ ｌｏｗ ｔｏ ｃ －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ａｒｅ ｔｏｏ ｈｉｇｈ ｔｏ

ｓｅｌｅｃ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ｓ，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ｓ （ ｃｆ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ｃｌｅａｒ ｗｈｅｎ ｗ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ｌｏｏｋ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ｒｅ ｍａｐｐｅｄ ｏｎ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 ｗ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ｏ ｈｏｗ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ｓ ａｒ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ｂｙ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ｉｓ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ｔｏ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ｈｅｎｏｍ⁃
ｅｎａ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Ｗ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２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ｏ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ｓｕｒ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ｍｏｖｅ 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ｓ

７４

２ １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ｓ， ａ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Ｔｓａｉ （ ２００１ ） ， ａｒ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ｉｎ

ｍｏｄ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ｏｖｅｒｔ ｏｒ ｉｍｐｌｉｃ⁃
ｉｔ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ｙ， ｗｅ ｎｏ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ａｒ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ｏｎ⁃

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３ａ，
ｂ） ，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４） ｓｉｍｐｌｙ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ＳＩｓ

（４） ａ ∗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ｄａｇａｉｚ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ｓｉｔ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ｂｅ ｓ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ｃａｒ ’

ｂ ∗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ｋｅｎ ｚ 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ｎｇｓｉｔ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ｒ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ｓ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ｃａｒ ’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ｖＰ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 ｅ ，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ｖｓ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Ｆｅｌｄｍａｎ １９８６； Ｈａｃｑｕａｒｄ ２００６；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Ｋｒａｔｚｅｒ １９８１， １９９１， Ｐｏｒｔｎｅｒ ２００９，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  Ｓｉｍｐ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ｏｃｃｕｒｓ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ｅ 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ｂ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Ｐｌｅａｓｅ ｓｅ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５） （ Ｐｏｒｔｎｅｒ ２００９： （２２６） ）
ｆｏｒ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５） ａ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ｏｎｅ ｓ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ｐｒｉｅｓｔ ［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ｂ Ｍａｒ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ｐｅｎ ｓｈｅ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Ｉｎ （５ａ） ，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ａｎｙ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ｏｎ， 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ａ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ｏｎｅ ｓ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ｐｒｉｅ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ｓ ｔｈｅ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ｍｏｄａｌ，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ｉ ｅ ， Ｍ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ｕｎ⁃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ｒ ａ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ｐｅｎ ｓｈｅ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ａｓ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ｙ （５ｂ） 

７５
①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ｓ Ｏｎｌｙ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ｍ，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６） 

（６） ａ 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ｙｉｎｇｇａｉ ｚ 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ｓｉｔ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ｃａｒ ’

ｂ ∗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ｙｉｎｇｇａｉｚｈｕａｎｇ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 ａ ｃａｒ ’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６ａ）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ｙｉｎｇｇａｉ，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６ｂ）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ｙｉｎｇｇａｉ Ｔｈｉｓ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ａｎ Ａｇｅｎｔ ｒｏｌ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ａｒ －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ｒ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
ｔｉｏｎ

２ 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ｌｏｎｇ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ｓ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ｙｏｕ ‘ ｈａｖｅ ’

 Ｏｎｅ ｉｎｔｒｉｇｕ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ａ ＳＩ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ｂｙ ｙｏｕ ｏｎｌｙ ａｌｌｏｗ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ｉｎｎｅｒ － ｏｕｔｅ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Ｉ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Ａ ｐｒｅ － ｍｏｄａｌ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ｈ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ｓ ｉｎ （ ７ａ ） ，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ａ ｐｏｓｔ － ｍｏｄａｌ ｏｎｅ （ ｈ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ｎｏｎ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 ａｓ ｉｎ （７ｂ） 

（７） ａ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ｙｉｎｇｇａｉ Ｄｅｏ ｚ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①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ｗｈｉｌｅ ｔｏ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 （５ｂ）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ｙ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ｈｅ ｐｅｎ ｓｈｅ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７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

ｂ ｙｉｎｇｇａｉ Ｄｅｏ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ｚ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
Ｔｈｉｓ ｓｕｂｔｌ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ｅ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ａ ｆｏｌｌｏｗ －

ｕｐ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Ｉｓ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８） ，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Ｉ ｒｅ⁃

ｆｅｒｓ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ｔ ｉｓ ｆｅｌｉｃｉｔｏｕ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ｏｉｎ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ｓ ｉｎ （８ｂ）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ｗｈｙ （８ａ） ｉｓ ｉｎｆｅｌｉｃｉｔｏｕｓ： 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ｎ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ａｎ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ｏｂ⁃
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Ｉ

（８） ａ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ｙｉｎｇｇａｉ Ｄｅｏ ｚ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ｓｈｅｉｚｕｏｄｏｕｋｅｙｉ， ｓｈｉｓａｎ － ｇｅｊｉｕｈａｏ
ｗｈｏｓｉｔＤＯＵｃａｎｂ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ｊｕｓｔｇｏｏｄ

‘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Ａｎｙｏｎｅ ｃａｎ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ｏｔａｌ ’

ｂ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ｙｉｎｇｇａｉ Ｄｅｏ ｚ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ｊｉｕｓｈｉＡｋｕｉ， Ｘｉａｏｄｉ， ｈｅｎＬｉｓｉ
ｊｕｓｔｂｅＡｋｕｉＸｉａｏｄｉａｎｄＬｉｓｉ

‘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ｋｉｕ， Ｘｉａｏｄｉ，
ａｎｄ Ｌｉｓｉ ’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ｍ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 Ｐｌｅａｓ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９） 

（９） ａ ｙｉｎｇｇａｉ Ｄｅｏ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ｚ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ｓｈｅｉｚｕｏｄｏｕｋｅｙｉ， ｓｈｉｓａｎ － ｇｅｊｉｕｈａｏ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７７

ｗｈｏｓｉｔＤＯＵｃａｎｂ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ｊｕｓｔｇｏｏｄ

‘ Ｔｈｒｅｅ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Ａｎｙｏｎｅ ｃａｎ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ａｓ
ｌｏｎｇ ａ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ｉｎ ｔｏｔａｌ ’

ｂ ｙｉｎｇｇａｉ Ｄｅｏ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ｚ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ｊｉｕｓｈｉＡｋｕｉ， Ｘｉａｏｄｉ， ｈｅｎＬｉｓｉ
ｊｕｓｔｂｅＡｋｕｉＸｉａｏｄｉａｎｄＬｉｓｉ

‘ Ｔｈｒｅｅ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ｋｉｕ， Ｘｉａｏｄｉ，
ａｎｄ Ｌｉｓｉ ’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ｓｏ ｉｔ ｉｓ ｏｄｄ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Ｉ，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ｅ⁃
ｌｉｃｉｔｙ ｏｆ （９ｂ）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９ａ） ｉ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ｆｅｌｉｃｉｔｏｕｓ ｉ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 －

ｕｐ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ｍ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Ｉ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ｎ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ｃａｎ ｄｏ ｔｈｅ ｄｕｔｙ； ｎｏ ｏｎｅ 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Ｅｖｅｎ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ｙ，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ＳＩｓ ｉｎ

ａ ｎｏｎ － ｔｒｉｖｉａｌ ｗａ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ＳＩ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ａｓ ｉｎ （１０ａ）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ｂ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ｒ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ｗｈｅｎ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ａｓ
ｉｎ （１０ｂ） 

（１０） ａ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ｍｉｎｇｔｉａｎｄａｇａｉｈｕｉｌａｉ， ［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ｗｉｌｌｃｏｍｅ

‘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ｂ ｄａｇａｉ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ｍｉｎｇｔｉａｎｈｕｉｌａｉ， ［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ｗｉｌｌｃｏｍｅ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ｃｌｅａｒ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ｏｆ ｆｏｌｌｏｗ － ｕｐ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ｓ ｗｅ ｅｘｐｌｏｉ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ａｓ ｉｎ （１１ｂ）  Ｐｌｅａｓｅ

７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ｉ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ｌｉｃｉｔｏｕ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ｓ ｉｎ （ １１ａ ）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ｗｈｅ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Ｓ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ｒ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ｏ ｔｈｅ ｆｏｌ⁃
ｌｏｗ － ｕｐ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ｃａｎ ｅｉｔｈｅｒ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ｆｙ ｔｈｅ ｎａ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

ａｌｓ， ａｓ ｉｎ （１２ｂ） ， ｏｒ ｊｕｓｔ ｐｏｉｎｔ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ＳＩｓ ｄｏ ｎｏｔ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ｓ ｉｎ （１２ａ） 

（１１） ａ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ｍｉｎｇｔｉａｎｄａｇａｉｈｕｉｌａｉ， ［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ｗｉｌｌｃｏｍｅ
＃ｄａｎｗｏｂｕｚｈｉｄａｏｓｈｉｓｈｅｉ
ｂｕｔＩ ｎｏｔｋｎｏｗｂｅｗｈｏ

‘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ｂｕｔ Ｉ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

ｂ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ｍｉｎｇｔｉａｎｄａｇａｉｈｕｉｌａｉ， ［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ｗｉｌｌｃｏｍｅ
ｊｉｕｓｈｉＡｋｕｉ， Ｘｉａｏｄｉ， ｈｅｎＬｉｓｉ
ｊｕｓｔｂｅＡｋｕｉＸｉａｏｄｉａｎｄＬｉｓｉ

‘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ｋｉｕ， Ｘｉａｏｄｉ， ａｎｄ Ｌｉｓｉ ’

（１２） ａ ｄａｇａｉ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ｍｉｎｇｔｉａｎｈｕｉｌａｉ， ［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ｗｉｌｌｃｏｍｅ
ｄａｎｗｏｂｕｚｈｉｄａｏｓｈｉｓｈｅｉ
ｂｕｔＩ ｎｏｔｋｎｏｗｂｅｗｈｏ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ｂｕｔ Ｉ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ｏ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

ｂ ｄａｇａｉ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ｍｉｎｇｔｉａｎｈｕｉｌａｉ， ［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ｗｉｌｌｃｏｍｅ
ｊｉｕｓｈｉＡｋｕｉ， Ｘｉａｏｄｉ， ｈｅｎＬｉｓｉ
ｊｕｓｔｂｅＡｋｕｉＸｉａｏｄｉａｎｄＬｉｓｉ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ｋｉｕ， Ｘｉａｏｄｉ，
ａｎｄ Ｌｉｓｉ ’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７９

Ａｓ ｆｏ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ｔｈｅｙ ｍｕｓ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ｒ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３ａ） ａｎｄ （１３ｂ） 

（１３） ａ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ｍｉｎｇｔｉａｎ ｋｅｎｌａｉ ［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ｗｉ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ｅ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ｒ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ｂ ∗ｋｅｎ ｙ 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ｍｉｎｇｔｉａｎ ｌａｉ ［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ｃｏｍｅ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ｒ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ｓ ｖａｒ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ｉｇｈ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

ｃｕｌａｒ ｔｙｐｅ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ｍｏｒ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ｃａｒｔｏｇ⁃
ｒａｐｈｉｃ ｔｅｒｍｓ

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 ，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５）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ｏ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 ｔｈｅｉｒ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ｌａｙｅｒｓ， ｉ ｅ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１４）

８０

ｄａｌ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ｏ⁃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ｔａｉｌ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 －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ｄ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ｏｆ （１５） ａｎｄ
（１６） 

（１５） 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ａｇａｉ ｂｉｘｕ Ｄｅｏ ｑｕ Ｔａｉｂｅ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ｍｕｓｔ ｇｏ Ｔａｉｐｅｉ

‘ Ｉｔ ｉ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ｍｕｓｔ ｇｏ ｔｏ Ｔａｉｐｅｉ ’

ｂ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ｉｘｕ Ｄｅｏ ｄａｇａｉ ｑｕ Ｔａｉｂｅ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ｍｕｓｔ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ｇｏＴａｉｐｅｉ

（１６） 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ａｇａｉ ｋｅｎ Ｄｙｎ ｑｕ Ｔａｉｂｅ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ｇｏ Ｔａｉｐｅｉ

‘ Ｉｔ ｉ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ａｉｐｅｉ ’

ｂ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ｋｅｎ Ｄｙｎ ｄａｇａｉ ｑｕ Ｔａｉｂｅ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ｇｏ Ｔａｉｐｅｉ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ｍｕｓｔ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ｓ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８１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１７） 

（１７） 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ｉｘｕ Ｄｅｏ ｋｅｎ ｑ ｕ Ｔａｉｂｅ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ｍｕｓｔ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ｇｏ Ｔａｉｐｅｉ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ａｉｐｅｉ ’

ｂ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ｋｅｎ ｂｉｘｕ Ｄｅｏ ｑｕ Ｔａｉｂｅ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ｍｕｓｔ ｇｏ Ｔａｉｐｅｉ

Ｔｈｅｓ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ａｐｐｅａ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ｉ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ａｉｌ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 Ｂｒｅｎｎａｎ １９９７， Ｂｕｌｔｅｒ ２００３，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５）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 ａ）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ｅｎｔａｉｌｓ ｔｈｅ （ ｂ）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１８） ａｎｄ
（１９） ， ｂｕｔ ｎｏｔ ｉｎ （２０） ａｎｄ （２１） 
（１８） ａ Ａｋｊｕ ｈｅ Ｘｉａｏｄｉ 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

Ａｋｊｕ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ｄｉ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 Ａｋｊｕ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Ｘｉａｏｄｉ ’

ｂ Ｘｉａｏｄｉ ｈｅ Ａｋｊｕ 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ｄｉ ａｎｄ Ａｋｊｕ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 Ｘｉａｏｄｉ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Ａｋｊｕ ’

（１９） ａ Ａｋｊｕ ｄａｇａｉ ｈｅ Ｘｉａｏｄｉ 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ｋｊｕ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ｄｉ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 Ａｋｊｕ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Ｘｉａｏｄｉ ’

ｂ Ｘｉａｏｄｉ ｄａｇａｉ ｈｅ Ａｋｊｕ 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Ｘｉａｏｄｉ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ａｎｄ Ａｋｊｕ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 Ｘｉａｏｄｉ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Ａｋｊｕ ’

（２０） ａ Ａｋｊｕ ｂｉｘｕ Ｄｅｏ ｈｅ Ｘｉａｏｄｉ 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 ［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Ａｋｊｕ ｍｕｓｔ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ｄｉ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８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Ａｋｊｕ ｍｕｓｔ ｌｏｏｋ ｌｉｋｅ Ｘｉａｏｄｉ ’

ｂ Ｘｉａｏｄｉ ｂｉｘｕ Ｄｅｏ ｈｅ Ａｋｊｕ 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 ［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Ｘｉａｏｄｉ ｍｕｓｔ ａｎｄ Ａｋｊｕ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 Ｘｉａｏｄｉ ｍｕｓｔ ｌｏｏｋ ｌｉｋｅ Ａｋｊｕ ’

（２１） ａ Ａｋｊｕ ｘｉａｎｇ Ｄｙｎ ｈｅ Ｘｉａｏｄｉ 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ｋｊｕ ｗａｎｔ ａｎｄ Ｘｉａｏｄｉ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 Ａｋｊｕ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ｌｏｏｋ ｌｉｋｅ Ｘｉａｏｄｉ ’

ｂ Ｘｉａｏｄｉ ｘｉａｎｇ Ｄｙｎ ｈｅ Ａｋｊｕ ｈｅｎｘｉａｎｇ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Ｘｉａｏｄｉ ｗａｎｔ ａｎｄ Ａｋｊｕ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 Ｘｉａｏｄｉ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ｌｏｏｋ ｌｉｋｅ Ａｋｊｕ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

ｒｉ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ｏｖ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ｒ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ｓｏ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ｎｏｔ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ａｉｌ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ｏｎ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ｏ ｔｈｅ ｍｏ⁃
ｄａｌ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ｒｏｙ ｔｈｅ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ｓ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ｐａｒ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ｍｅｉ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ｅｎｓｅ ／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ｓ，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５ ）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ｍｅｉ ｃｏｍｂｉ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Ｐ Ｃｒｕｃｉａｌｌｙ，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ｍｅｉ，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７ａ） ａｎｄ （１７ｂ） ，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 ｉｔ，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９ａ） ａｎｄ （１９ｂ）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ｍｅｉ， ａｓ ｉｎ （１８ａ， ｂ） 
（２２） ａ Ａｋｊｕ ｙｉｄｉｎｇ Ｅｐｉ ｍｅｉ ｑｕ ｘ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ｋｊｕ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ｇｏ ｃｏｕｎｔｙ － ｔｏｗｎ

‘ Ａｋｊｕ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ｇｏ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ｏｗｎ ’

ｂ ∗Ａｋｊｕ ｍｅｉｙｉｄｉｎｇ Ｅｐｉ ｑｕ ｘ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ｋｊｕ ｎｏｔ ｍｕｓｔ ｇｏ ｃｏｕｎｔｙ － ｔｏｗｎ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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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ｋｊｕ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ｇｏ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ｏｗｎ ’
（２３） ａ ∗Ａｋｊｕ ｙｉｎｇｇａｉ Ｄｅｏ ｍｅｉ ｑｕ ｘ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Ａｋｊ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ｇｏ ｃｏｕｎｔｙ － ｔｏｗｎ

‘ Ａｋｊ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ｇｏ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ｏｗｎ ’

ｂ ∗Ａｋｊｕ ｍｅｉ ｙｉｎｇｇａｉ Ｄｅｏ ｑｕ ｘ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Ａｋｊｕ ｎｏ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 ｃｏｕｎｔｙ － ｔｏｗｎ

‘ Ａｋｊ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ｇｏ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ｏｗｎ ’

（２４） ａ ∗Ａｋｊｕ ｇａｎ ｍｅｉ ｑｕ ｘ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ｋｊｕ ｄａｒｅｎｏｔ ｇｏ ｃｏｕｎｔｙ － ｔｏｗｎ

‘ Ａｋｊｕ ｄａｒｅ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ｇｏ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ｏｗｎ ’

ｂ Ａｋｊｕ ｍｅｉ ｇａｎ ｑｕ ｘ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ｋｊｕ ｎｏｔ ｄａｒｅ ｇｏ ｃｏｕｎｔｙ － ｔｏｗｎ

‘ Ａｋｊｕ ｄａｒｅｓ ｔｏ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ｇｏｎ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ｙ ｔｏｗｎ ’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ｍｅｉ 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ｉｎ Ｔ０ ， ｉｔｓ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ｓｔａｎｄ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Ｐ， ｗｈｉｌ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ｐｐｅａｒ ｂｅｌｏｗ

ＴＰ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ｅｉ ｍａｙ ｗｅｌｌ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 ｗｅ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

ｉｎｉｔｅ ｉ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ｂ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ｂｉｎｄ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ｃｏｐｙ ａｔ ＬＦ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ｓ

４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４ 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Ｔｏ ｂｅｇｉｎ ｗｉｔｈ， ｉｔ ｉｓ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２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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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ｏｎｃｅ ｗｅ ｅｍｐｌｏｙ 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ｔｏ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ｉｎ （２０ｂ） ，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ｇｅｎ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２０ｃ） 
（２５） ａ ｓａｎ － ｇｅ

ｒｅｎｙｉｎｇｇａｉ ｚ 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 ［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ｄｅｏｎｔｉｃｓ］

ｂ ∗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ｙｉｎｇｇａｉｚｈｕａｎｇｙｉ － ｂｕｃｈｅ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ａｓｓｅｍｂｌｅ 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 ａ ｃａｒ ’ ［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ｄｅｏｎｔｉｃｓ］

ｃ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ｙｉｎｇｇａｉ ｚ 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 ［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ｄｅｏｎ⁃
ｔｉｃｓ］

Ｏｎ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ｒ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ｏｏ ｈｉｇｈ ｏｒ

ｔｏｏ ｌｏｗ ｔｏ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ｓ，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１ａ， ｂ）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 （４） ａｎｄ （６）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ｈｅｒｅ） 

（２６） ａ ∗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ｄａｇａｉｚ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

ｂ ∗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ｋｅｎ ｚ 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ｎｇ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ｒ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
Ｈｅｒｅ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 ｏｆ （２５） ａｓｓｉｇｎｓ ｈｉｇｈ ｐｒｉｏｒｉ⁃

ｔｙ ｔｏ ｏｎ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ｏｍ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ｌｙ， ｔｈｅ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ａｓ
ｉｔｓ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ｄｏｅ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ｉｔ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ａ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ｂｙ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 （ $ －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ｖＰ， ａｓ ｓｋｅｔｃ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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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７）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ｒａｉ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ｉｔｓ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ｐｙ ｔｈａｔ ｇｅｔ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ｒｇｅ ｓｉｔｅ ａｔ ＬＦ （ ｗｈｉ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ｇｏｉｎｇ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ａｔ Ｐ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ｒｅａｄ⁃
ｉｎｇ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 ｉ ｅ ， ｒｅ⁃
ｍ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ｒｇｅ ｓｉｔｅ） ，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２８） 
（２８） ｙｉｎｇｇａｉ Ｄｅｏ 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ｚ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 ［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ｄｅｏｎｔｉｃｓ］
（２５ ） ａｎｄ （ ２８ ） ｈａｖｅ 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ｃｏｐｙ ｇｅｔｓ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ａｔ ＰＦ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ａｎ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ｍｏｄａｌ ｉｓ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ｉｓ Ａｇｅｎ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ｏｎｌｙ ａｌｌｏｗｓ ａ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 ｉｔ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ｃｌｅａｒ ｗｈ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ｄｏ
ｎｏｔ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ｇｅｎｔ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ｏ ｌｏｗ ｔｏ

８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ａｒｒａｎｔ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ｌａｙｅｒ （ ｉ ｅ ，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
ａｒｅ ｓｉｍｐｌｙ ｔｏｏ ｈｉｇｈ ｔｏ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ｃｌｏｓｅ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 ｏｒ ｔｈｅ ｖＰ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ｈｏｗ ａｎｄ ｗｈ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ｙｏｕ ＇ｈａｖｅ ＇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ｔ
ｍａｙ ｗｅｌｌ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ｂｌｏｃｋｓ ａｎｙ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

４ 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Ａｓ ｈｉｎｔｅｄ ａｔ ａｂｏｖｅ， （２５） ａｎｄ （２６） ｃａｎ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ｂｙ ｉｎｓｅｒｔ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ｉｓ⁃

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ｉｎ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Ｎｏｗ ｒｅｃａｌｌ ｏｕ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ｏｄａｌｓ ，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０ － ０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ｈｅｒｅ） 
（２９） ａ ｙｉｎｇｇａｉ Ｄｅｏ ｙｏｕ

ｓａｎ － ｇｅ

ｒｅｎｚ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

［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ｂ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ｒｅｎｙｉｎｇｇａｉ Ｄｅｏ

ｚｕｏｙｉ － ｂｕｃｈｅ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ｒｉｄｅｏｎｅ － 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

［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３０） ａ ｄａｇａｉ ｙｏｕ ｓａｎ － ｇｅ

ｒｅｎｍｉｎｇｔｉａｎｈｕｉｌａｉ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ｈａｖｅ ｔｈｒｅｅ － 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ｗｉｌｌｃｏｍｅ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ｐｉｓｔｅ⁃
ｍｉｃ］

ｂ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

ｒｅｎｍｉｎｇｔｉａｎｄａｇａｉ Ｅｐｉ ｈｕｉｌａｉ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 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ｗｉｌｌｃｏｍｅ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３１） ａ ∗ｋｅｎ ｙｏｕ ｓａｎ － ｇｅ ｒｅｎｍｉｎｇｔｉａｎｌａｉ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８７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 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ｃｏｍｅ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ｒ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ｂ ｙｏｕｓａｎ － ｇｅ ｒｅｎｍｉｎｇｔｉａｎｋｅｎ Ｄｙｎ ｌａｉ

ｈａｖｅｔｈｒｅｅ － ＣＬ ｐｅｒｓｏｎｔｏｍｏｒｒｏｗｗｉｌｌｉｎｇｃｏｍｅ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ａｒｅ ｗｉｌｌ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ｒ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ｄｙｎａｍ⁃
ｉｃ］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ｄｅｏｎｔｉｃ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

ｄ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ｆ ｗｅ

ｔａｋｅ ｙｏｕ ｉｎ ｔｈｅ ｖＰ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ｓ ａ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ｏｆ $ －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２９）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ｙｏｕ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ａｓｓ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ｙｉｅｌｄ⁃
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２９）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ｖｉｓ⁃
ｕ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ｂｅｌｏｗ：

（３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ｙｏｕ， ｂｅ⁃

ｌｏｗ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ｅｉｔｈｅｒ ａｓ ａ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ｏｆ $ － ｃｌｏ⁃

８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Ｐ ａｎｄ ｖＰ ｏｒ ａｓ 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ａｂｏｖｅ ＴＰ，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ｌｅａｓ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３）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ｒ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ｂｅ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ｙｏｕ ａｂｏｖｅ ＴｏｐＰ， ａｓ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ｚｅｄ ｂｙ （３４） 

（３４）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ｒ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ｍａｙ ｂ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ｒ ｎ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ｂｕｔ ｔｈｏｓ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ａ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８９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ｏｃｃｕｒ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ｓｏ ｔｈｅ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ｙｏｕ ａｂｏｖ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ｍａｙ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ｅｉｔｈｅｒ ａｓ ａ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ｏｆ $ －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ｒ ａｓ 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５）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ｃａｎ ｂｅ ｎｅａｔ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ｎｌｙ ｍｏｄａ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ｃａ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 －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ａｌ ｏｆ （２７）  Ｔｈｅ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ｍｏｄ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ｓｏｌｉｃｉｔｓ ｈｅｌｐ
ｆｒｏｍ 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ｙｏｕ，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３２） ．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ｏｕ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ｙｏｕ ｉ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ｉｆ ｉｔ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ｓ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ｙｏｕ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ｖＰ ｉｓ ａ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ｏｆ $ －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ｓｏ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ｎｏｎ⁃

９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ＳＩ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ｄｅｏｎｔｉｃｓ，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ａ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ｓｙｎｔａｘ －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ｔｅｓｔｉｆｙ ｔｏ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ｌａｉｄ ｏｕｔ ｉｎ （１４）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ｌ⁃

ｅｘ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
ｓｕｒｅ Ｏｎｌｙ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ｌｏｃａｔｅｓ ｉｎ 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ｒｅ 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ｓ， ｓｏ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ｏｔｈ⁃
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ｖｉｏ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
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
ｊ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ｉ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ｃｏｒｒｅ⁃

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５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ｄｉａｌｅｃ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ｗｈｉｌｅ ｔｏ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ｉｎ ａ ｖｅｒ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ｗａｙ （３６） ａ） ｄｅｍ⁃

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ａ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ｇｋａｉ，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ｋｅ ｈｕａｎｓｅ ｏｒ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ｋｅ ｋａｎｎ， ｍａｙ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
ｎｉｔｅ

（３６） ａ ｓａｎｎｅｌａｎｇｉｎｇｋａｉ Ｄｅｏ ／ ∗ｈｕａｎｓｅ Ｅｐｉ ／ ∗ｋａｎｎ Ｄｙｎ ｔｓｅｔｓｉｔｔａｉｔｓｈｉａ
ｔｈｒｅｅ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ｏｕｌｄ ／ ｍａｙ ／ ｄａｒｅｓｉｔｏｎｅＣｌｃａｒ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 ｍａｙ ／ ｄａｒｅ ｒｉｄｅ ａ ｃａｒ ’

ｂ ∗ｓａｎｎｅｌａｎｇｉｎｇｋａｉ Ｄｅｏ ｋｈｉＴａｉｐａｋ
ｔｈｒｅｅ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ｇｏＴａｉｐｅｉ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ｏ ｔｏ Ｔａｉｗａｎ ’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３６ ） ａ， ｂ）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ｉｎｇｋａｉ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ａ ＳＩ ｌｉｃｅｎｓｅｒ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ｏｎｌｙ ｉｎ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９１

ｔｈｅｉｒ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Ｉ ｌｉｃｅｎ⁃
ｓｉｎ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ｕｎｄｅｒ ａｎ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ｌｓｏ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ｃｒｏｓｓ － ｄｉａｌｅｃｔ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
ｅｒｎ Ｍｉｎ，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ｏｖｅｒｔ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ａ ｂｏｕｎｄ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ｔｉｔ Ｉｔ ｔｙｐ⁃

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 ｅ，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 ａｓ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ｉｎ （３６） 

（３７） ａ ｓａｎｎｅｌａｎｇｅｔｓｉａｈ － ｔｉｔｔｓｉｔｔｉａｎｎｐｎｇ ［ ｅ Ｖ ｔｉｔ］
ｔｈｒｅｅ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Ｅｅａｔ － ＴＩＴｏｎｅＣｌｒｉｃｅ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ｉｓｈ ａ ｐｏｔ ｏｆ ｒｉｃｅ ’

ｂ ｇｏｏｅｌａｎｇｔｓａｐｕａｎｎｐｎｇｔｓｉａｈ － ｅ － （ ｔｉｔ） ｌｉａｕ ［ Ｖ ｅ ｔｉｔ］

ｆｉｖｅ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ｔｅｎＣｌｒｉｃｅｅａｔ － Ｅ － ＴＩＴ ｆｉｎｉｓｈ ‘ Ｆｉｖ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 ｅａｔ ｕｐ ｔｅｎ
ｂｏｗｌｓ ｏｆ ｒｉｃｅ ’

ｃ ｓａｎｎｅｌａｎｇｅｔｉｔｂｅｔｈｕａｎｔｈｅｐｈｉｏ ［ ｅｔｉｔ Ｖ］
ｔｈｒｅｅ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Ｅ ＴＩＴｂｕｙｇｒｏｕｐ ｔｉｃｋｅｔ

‘ Ｉｔ 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ｂｕｙ ａ ｇｒｏｕｐ ｔｉｃｋｅｔ ’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ｇｌａｎｃｅ， ｉｔ ｍａｙ ｓｅｅｍ ｔｈａｔ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ｓｐｏｒｔｓ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 ｍｏｄａｌ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ｏｔ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ｍ ａｒｅ ｒｅ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ｏｓｅ ｃｏｍ⁃

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ｅ ａｎｄ ｔｉ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ｔｉ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ｖＰ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ｐｒｅｓｕｍａｂｌ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ａｎｋ ａｓ ａｎ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ｗ ｈｏｗ ｅ ａｎｄ ｔｉ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ｏｒｄ ｏｒ⁃
ｄｅｒ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ｍｏｄ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ｅｇ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３７） ａｎｄ （３７）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ｅｉｒ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３７） ｅ ａｎｄ ｔｉｔ ｗｒａｐ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ｖｅｒｂ ｔｓｉａｈ ＇ｅａｔ＇， ｗｈｉｌｅ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ｍ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ｉｎ （３７）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ｉｔ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ｉｎ （３７ ） ｂｕｔ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３７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ｉ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ｓ ｉｎ （３８）  Ｔｈｉｓ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ｆｌａｖｏｒ ｏｆ ｅ ｔｕｒｎｓ ｉｎｔｏ ｅｐ⁃

ｉｓｔｅｍｉｃ， ｔｈｕｓ ｆａｉｌｉｎｇ ｔｏ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ｉｔ ｉｎ （３８）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ｎｙ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ｎ ｉｔ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
（３８） ａ ∗ｓａｎｎｅｌａｎｇｅｔｓｉａｈｔｓｉｔｔｉａｎｎｐｎｇ ［ ｅ Ｖ ｔｉｔ］
ｔｈｒｅｅ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ＥｅａｔｏｎｅＣｌｒｉｃｅ

９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ｆｉｎｉｓｈ ａ ｐｏｔ ｏｆ ｒｉｃｅ ’

ｂ ｇｏｏｅｌａｎｇｔｓａｐｕａｎｎｐｎｇｔｓｉａｈｅｌｉａｕ ［ Ｖ ｅ ｔｉｔ］
ｆｉｖｅ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ｔｅｎＣｌｒｉｃｅｅａｔＥｆｉｎｉｓｈ

‘ Ｆｉｖ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 ｅａｔ ｕｐ ｔｅｎ ｂｏｗｌｓ ｏｆ ｒｉｃｅ ’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ｅ Ｖ ｔｉｔ＇ －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Ｖ ｅ ｔｉｔ＇ － ｔｙｐｅ ｄｉｆｆｅｒ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ａ ｐｈａ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ｔｙｐｅ ｍｕｓｔ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ａ ｐｈａ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ａｕ ｉｎ （３７ ）  ①２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ｎｏ ｐｈａ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ｔｙｐｅ，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３４） 

（３９） ∗ｓａｎｎｅｌａｎｇｅｔｓｉａｈｔｉｔｌｉａｕｔｓｉｔｔｉａｎｎｐｎｇ ［ ｅ Ｖ ｔｉｔ］
ｔｈｒｅｅＣｌ ｐｅｒｓｏｎＥｅａｔＴＩＴｆｉｎｉｓｈｏｎｅ Ｃｌ ｒｉｃｅ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ｉｓｈ ａ ｐｏｔ ｏｆ ｒｉｃｅ ’
Ｏｕ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ａｎｃｅ ｏｆ （３５ ） ，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３４ ） ｈａ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ｙ ｗｉｔｈ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ｏｂｊｅｃｔ ｐｒｅｐｏｓｉｎｇ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ａ ｐｈａ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 （ ｓｅｅ Ｔｅｎｇ １９９５，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４０） ∗ｓａｎｎｅｌａｎｇｔｓｉｔｔｉａｎｎｐｎｇｅｔｓｉａｈｔｉｔｌｉａｕ ［ Ｖ ｅ ｔｉｔ］
ｔｈｒｅｅ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ｏｎｅＣｌｒｉｃｅＥｅａｔＴＩＴｆｉｎｉｓｈ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ｉｓｈ ａ ｐｏｔ ｏｆ ｒｉｃｅ ’
Ｎｏｗ ｌｅｔｓ 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ｔｙｐｅ ｉｎ （３７ ） ，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ｓ ａｒｅ

ｆｕｓ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ａｓ ｅｔｉｔ， ａｎｄ ｎ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ｃａｎ ｂｅ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３６ａ， ｂ）  Ｗｅ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ａｋｅ ｅｔｉｔ ｔｏ ｂｅ ａ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４１） ａ ∗ｓａｎｎｅｌａｎｇｅｂｅｔｈｕａｎｔｈｅｐｈｉｏ ［ ｅｔｉｔ］
ｔｈｒｅｅ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Ｅｂｕｙｇｒｏｕｐ ｔｉｃｋｅｔ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 Ｉｔ 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ｂｕｙ ａ ｇｒｏｕｐ ｔｉｃｋｅｔ ’

ｂ ∗ｓａｎｎｅｌａｎｇｔｉｔｂｅｔｈｕａｎｔｈｅｐｈｉｏ ［ ｅｔｉｔ］
①

ａｎｄ ｋｈí

２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ｌｉａｕ，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ｈｏｌｄｓ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ｐｈａ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ｕａｈ， ｋｈì，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９３

ｔｈｒｅｅＣｌｐｅｒｓｏｎＴＩＴｂｕｙｇｒｏｕｐ ｔｉｃｋｅｔ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 Ｉｔ 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ｂｕｙ ａ ｇｒｏｕｐ ｔｉｃｋｅｔ ’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ｗｅ ｆｉｒｓｔ ｌｏｏｋ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ｆｒｏｍ ａ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Ｌｉｅｎ
（１９９７） ａｒｇｕｅｓ ｑｕｉｔｅ 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ｌｙ， ｔｉｔ， ａ ｌｏａｎ ｗｏｒｄ ｆｒｏｍ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ｅｎ⁃

ｔｅｒｅ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ｐｏｓｔ － ｖｅｒｂａｌｌｙ 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 － ｖｅｒｂ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ｅ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ｔｓ ｈｙｂｒｉ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
ｖｉｎｇ ｅ ａｎｄ ｔｉｔ ｅｖｏｌ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ｔｈｓ：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ｓｔａｇｅ ｗｈｅｎ ｔｉｔ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ｅ ａｎｄ ｔｉｔ ｗｒａｐ ａｒｏｕｎｄ ａ

ｖｅｒ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 ｅ Ｖ ｔｉｔ’ ｓｈｏｗｅｄ ｕｐ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ｅ ｗａｓ
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ｉｔ ｗａ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ｉｔｓ ｃｏｇｎａｔｅ ｕｅ ｉｎ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ａｓ ｓｅｅｎ ｉｎ （３６ａ） ，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ｉｎ （４２） 

（４２） ａ ｉｕｅＩｎｇｂｕｎ （ Ｑｕａｎｚｈｏｕ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Ｗａｎｇ １９９０）
ｈｅ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Ｓ ／ ｈｅ ｃａｎ ｓｐｅａｋ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ｂ ｈｕｎｉａｅ， ｔｓｉｕｉａｅ （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２８６ （７３） ）
ｃｉｇａｒｅｔｔｅａｌｓｏＥｗｉｎｅａｌｓｏＥ

‘ Ｈ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ｍｏｋ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ｄｒｉｎｋｓ ’

ｃ ｉｓｉｈｕｅｔｉｏｈｅｓｉａｊｉ （ Ｙａｎｇ ２００１： ２８９ （８８） ）
ｓ ／ ｈｅｆｏｕｒｙｅａｒ － ｏｌｄＰＲＴＥｗｒｉｔ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 Ｓ ／ ｈｅ ｌｅａｒｎｅｄ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ｗｈｅｎ ｓ ／ ｈｅ ｗａｓ ｆｏｕｒ ’

ｄ ｉｔｓｉｎｅｌｉｍ （ Ｔｅｎｇ １９８０）
ｓ ／ ｈｅｖｅｒｙ ａｂｌｅ ｄｒｉｎｋ

‘ Ｈｅ ｃａｎ （ ｒｅａｌｌｙ） ｄｒｉｎｋ ’

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ｔ ｉｓ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ｍｅｒｇ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ＭＰ Ｄｅｏ ，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ｔｒｉｇ⁃

ｇ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 ａｓ ａ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 Ｖ ｔｉｔ＇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ｅｌｏｗ

（４３） … ［ ＭＰ Ｄｅｏ ｅ ［ ＭＰ Ｃａｐ ｔｉｔ ［ ｖ Ｐ …］

９４

Ｍ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ｅｒｅ ｔｉｔ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 （ ｉ ｅ ，

Ｃａｐ

） ，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 ｅ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ａｎ ｏ⁃

ｖｅｒ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ｖｅｒ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Ｖｅｒ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ｎ
ｔａｋｅｓ ｐｌａｃｅ ｔｏ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ｅ Ｖ ｔｉ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３２ａ） 
（４４）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ｖｅｒｂ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ｏ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ｔｉｔ，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ｙ ｆｕｓｅ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ｅａｄ Ｎｅｘ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ｒａｉｓ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ｏ ｗｒａｐ ａｒｏｕｎｄ ｅ， ｉ ｅ ，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ＭＰ Ｄｅｏ  Ｔｈｉｓ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ｔ⁃
ｔｅｒｎ ｏｆ ＇Ｖ ｅ ｔｉｔ＇ ｉｎ （３２ｂ） ，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４５）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ｈａｖｅ ａ ｃａｓｅ ｏｆｒｅ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ｅｔｉｔ ｉｎ （３２ｃ）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ｏｔｈ⁃
ｅｒ ｔｗ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 ａｎｄ ｔｉｔ ｗｉｔｈ⁃
ｏｕｔ ｒｅｓｏｒｔｉｎｇ ｔｏ ｖｅｒ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ｓｋｅｔｃｈｅｄ ｂｅｌｏｗ
（４６）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９５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ａｎ ａｌｌｏｗｅｄ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 Ｈｅｒｅ ａｇａｉ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ｖｅｒ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ｅｔｉ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ｓ ｂｙ ｎｏ ｍｅａｎｓ ｒａｒｅ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Ａｐａｒｔ ｆｒｏｍ ｅｔｉｔ，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ｂｅｇｉｎ ｗｉｔｈ 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ｅｔａｎｇ，
ｅｓａｉ， ａｎｄ ｅｉｎｇｔｉｔ

Ｉｆ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ｃｋ，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ｓｏ

ｆａｒ ｒｅｖｅａｌ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ｉｓ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ｒｏｏｔ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ｄｉａ⁃

ｌｅｃｔ Ｏｕｒ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ｈｕ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ｍｏｒｐｈｏ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ｅ ａｎｄ ｔｉ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ｅｌｌｓ ａ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ｓｔｏｒ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
ｃ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Ｉｎ ｓｕｍ，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ｏｕｒ

ｖｉｅｗ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ｂｏｔｈ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ｍａ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ａ ｆｕｌｌ － ｆｌｅｄｇ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ｒｏｍ ｍｙ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６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Ｉ ａｓ ａ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Ａｓ ａｒｇｕ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ｒｅ ｔｏｏ ｌｏｗ ｔｏ ｃ －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

９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ｌａｙｅｒ ａｒｅ ｓｉｍｐｌｙ ｔｏｏ ｈｉｇ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ａｓｋ，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ＳＩ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ａｒｅ 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ｆｏｒｍｉｎｇ ｔｏ ＂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ｈｕ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 －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ｅｘ⁃

ｐｌｉｃｉ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ｃｈｉｅｖ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ｒｏｍ
ａ ｃｒｏｓｓ － ｄｉａｌｅｃｔ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ｍｏｎｇ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ｗ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ｓｅｖ⁃

ｅｒａｌ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Ｏｎｌｙ ａｎ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ｎ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ｍｏ⁃

ｄａｌｓ，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ＳＩ ｂ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ｌｏｓｕｒｅ （ $ － ｃｌｏ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ｖＰ Ｔｈｉ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ｙ ｔｈｅｎ ｒａｉｓ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ｓｔｉｌｌ ｇｅ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ｔ 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ｍｅｒｇｅ ｓｉｔｅ ａｔ ＬＦ （ ｉ ｅ ，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ｐ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ｂｙ $ － ｃｌｏｓｕｒｅ） ，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ｈａ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ｔｉｔ， ｗｈｅｒｅ ｅ ｉｓ ａｎ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ｄｏ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ｍｏｄ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ｗｈｙ ｔｈｅｙ ｆａｉｌ ｔｏ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ＳＩ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ｓｐｏｒｔｓ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ｍｏｄａｌｓ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ｏｄａｌ ｅ － ｔｉｔ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ｖＰ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ｐｒｅｓｕｍａｂ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ａｎｋ ａｓ ｏｕｇｈｔ － ｔｏ － ｂ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ｈｅ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ＳＩ Ｂｙ ｐｉｎ⁃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ｅｒｍ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ｃｅｎ⁃
ｓ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 ｔｅｓｔｉｆ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ｂｕｓ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ｉ⁃
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ｏｕ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ｏｒｂｅｒｔ

Ｈｏｒｎｓｔｅ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Ｌｉｇｈｔｆｏｏｔ， ａｎｄ

Ａｍｙ

ｂｅｒｇ １９８７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１８： ５３７ － ５７８

Ｗｅｉｎ⁃

Ｂｒｅｎｎａｎ，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 １９９７ ）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ａｌ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２８：
１６５ － １６９

Ｂｕｔｌｅｒ， Ｊ ２００３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１３： ９６７ － ９９６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９７

Ｃｉｎｑｕｅ，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１９９９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ａｏ， Ｙｕｅｎ － Ｒｅｎ １９６８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Ｓｐｏｋ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
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Ｄｉｅｓｅｉｎｇ， Ｍｏｌｌｙ （１９９２）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ｅｓ，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Ｆｅｌｄｍａｎ， Ｆ １９８６ Ｄｏ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Ｗｅ Ｃａｎ Ｄｏｒｔｒｅｃｈｔ： Ｒｅｉｄｅｌ

Ｈａｃｑｕａｒｄ， Ｖ ２００６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ＰｈＤ ｔｈｅｓｉ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Ｈｕａｎｇ， Ｃ － Ｔ Ｊ ， １９８９ 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ｏ⁃

ｒｙ Ｉｎ Ｊａｅｇｇｌｉ， Ｏ ａｎｄ Ｓａｆｉｒ， Ｋ （ Ｅｄｓ ） ，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Ｋｌｕｗｅｒ，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Ｈｕａｎｇ， Ｃ － Ｔ Ｊ １９８２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ａｍ⁃

ｍａｒ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Ｇａｒ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Ｉｎｃ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ｎ １９８９

Ｈｉｒａｉｗａ， Ｋｅｎ ２００５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

Ｌｅｅ， Ｔｈｏｍａｓ １９８６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Ｌｉ，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ｒ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８１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ｆｕｎｃ －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 － 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Ｌｉ， Ｙ － Ｈ Ａｕｄｒｅｙ （１９９６） “ Ｉｎ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ａ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ｓ ，
ＵＳＣ

Ｌｉ， Ｙｅｎ － ｈｕｉ Ａｕｄｒｅｙ １９９８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ｒ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ｈｒａ⁃
ｓｅ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２９： ６９３ － ７０２

Ｌｉｅｎ， Ｃｈｉｎｆａ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Ｖｅｒｂ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Ｍｉｎ Ｔｈｅ Ｔｓｉｎｇ Ｈｕ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３， ３４５ － ６９

Ｋｒａｔｚｅｒ， Ａ １９８１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Ｅｉｋｍｅｙｅｒ， Ｈ － Ｊ ａｎｄ

Ｒｉｅｓｅｒ， Ｈ （ ｅｄｓ ） ， Ｗｏｒｄｓ， Ｗｏｒｌ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ｐｐ ３８ － ７４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Ｋｒａｔｚｅｒ， Ａ １９９１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ｋ： Ｅ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ｚｅｉｔｇｅ⁃

９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ｏｅｓｓｉｓｃｈｅｒ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 ｅｄ Ａ ｖｏｎ Ｓｔｅｃｈｏｗ ａｎｄ Ｄ Ｗｕｎｄｅｒｌｉｃｈ， ６３９ –

６５０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Ｓｈｙｕ， Ｓｈｕ － ｉｎｇ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Ｃ

Ｌｉｅｎ， Ｃｈｉｎｆａ １９９７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Ｔｉｔ （ 得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ｕｍｂｅｒ １０： １６７ － １９０

Ｌｉａｏ， Ｗ － Ｗ Ｒｏｇｅｒ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Ｐｈ． Ｄ． Ｄ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ＳＣ

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 Ｇｉｕｓｅｐｐｅ １９９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 ｎａｍｅ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２５： ６０９ － ６６５

Ｐｏｒｔｎｅｒ， Ｐａｕｌ ２００９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ｒｉｎｚｈｏｒ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Ｊｅａｎ － Ｒｏｇｅｒ Ｖｅｒｇｎａｕｄ ２００４ Ｓｏｍ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ａｖａｔａ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ＵＧ ＵＳＣ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ｅｄ ｂｙ Ｌ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２８１ － ３３８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Ｋｌｕｗｅｒ

Ｔｅｎｇ， Ｓｈｏｕ － Ｈｓｉｎ ｌ９８０ 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Ａｍｏ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１５： ３３ － ４４

Ｔｅｎｇ， Ｓｈｏｕ － Ｈｓｉｎ １９９５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ｒｂ －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ｅｓ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９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ａｉｗａｎ，
ｐｐ １ － ２２，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ｓａｏ Ｆｅｎｇｆｕ ａｎｄ Ｔｓａｉ Ｍｅｉｈｕｅｉ Ｔａｉｐｅｉ： Ｃｒａｎ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 Ｃｏ

Ｔｓａｉ， Ｗｅｉ － ｔｉｅｎ Ｄｙｌａｎ １９９４ 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Ａ － ｂａｒ ｄｅ － ｐｅｎｄ⁃
ｅｎｃｙ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Ｔｓａｉ， Ｗｅｉ － ｔｉｅｎ Ｄｙｌａｎ １９９６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ｍｐｏ － ｓｉｕｍ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Ｎｏｕｎ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Ｃｉｔｙ Ｕｎｉ －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ｓａｉ， Ｗｅｉ － Ｔｉｅｎ Ｄｙｌａｎ ２００１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ｘ － 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０： １２９ － １６８

Ｔｓａｉ， Ｗｅｉ － Ｔｉｅｎ Ｄｙｌａｎ ２００８ Ｔｅｎｓｅ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１８：
６７５ － ６８６

Ｔｓａｉ， Ｗｅｉ － Ｔｉｅｎ Ｄｙｌａｎ ２０１０ Ｔａｎ Ｈａｎｙｕ Ｍｏｔａｉｃｉ ｑｉ Ｆｅｎｂｕ ｙｕ Ｑｕａｎｓｈｉ ｄｅ
Ｄｕｉｙｉｎｇｇｕａｎｘｉ ［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

Ｍｏｄａｌ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ｉｎ ……Ｍｉ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９９

ｄａｌｓ］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Ｙｕｗｅｎ ３３６： ２０８ － ２２１

Ｔｓａｉ， Ｗｅｉ － Ｔｉｅｎ Ｄｙｌａｎ ２０１５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ｅｄ ｂｙ Ｕｒ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７５ － ２９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ｓｈｅ （ 王建设）  １９９０ Ｓｈｉｓｈｕｏ Ｘｉｎｙｕ Ｙｕｃｉ Ｘｉａｏｚｈａ ［ Ａ ｎ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ｉｎ Ａ Ｎｅｗ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世说新语语词小札］ ．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Ｙｕｗｅｎ １９９０ ６： ４５７ － ４６２

Ｘｕ， Ｌｉｅｊｉｏｎｇ １９９６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ｈｏｏｄ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ｉｃａｌｌｙ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Ｎｏｕｎ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
ｔ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ｕｎ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Ｃｉｔ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Ｙａｎｇ， Ｈｓｉａｏ － ｆａｎｇ （ 杨秀芳）  ２００１ Ｃｏｎｇ Ｈａｎｙｕ Ｓｈｉ Ｇｕａｎｄｉａｎ Ｋａｎ ＇Ｊｉｅ＇ ｄｅ

Ｙｉｎｙｉ ｈｅ Ｙｕｆａ Ｘｉｎｇｚｈｉ ［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ｊｉ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 从汉语史观

点看 「 解 」 的 音 义 和 语 法 性 质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 ２：

２６１ － ２９７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①
Ｆ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ｌｉ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ｓ ｎｏｔ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ｌｏｃｋ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ｓｙｎ⁃
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ｏｒ ｕｎｕｓｅｄ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 Ｆｅｎｇ ２００３，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２０１４： ４８７ ）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ｒｇｕ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Ｄｕａｎｍｕ １９９０， Ｆｅｎｇ １９９０，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３，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１９９８ ） ，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

ｃ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Ｐ ｐｒｏｓｏｄｙ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 ｔｈｅ ＴＰ ｐｒｏｓｏｄｙ
（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Ｐ ｐｒｏｓｏｄｙ （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ｒｅｓｓ）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ａ ｐｒｏｓ⁃

ｏｄｙ －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ｏ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ｈｅｒ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Ｖ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ｆａｎｇ ｚａｉ ｌｅ
ｚｈｕｏｚｉ － ｓｈａｎｇ ｐｕｔ － ａｔ － ＡＳＰ ｔａｂｌｅ ＬＯＣ ‘ ｐ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 ａｎｄ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 （ ｈｕｉ ｙｕ ｊｉｎｇ 会於境 ‘ ｍｅｅｔ ａｔ ｂｏｒｄｅｒ’ ｖｓ ｈｕｉ ｙｕ ｊｉｎｇ －

ｓｈａｎｇ 会於境上 ‘ ｍｅｅｔ ａｔ ｂｏｒｄｅｒ ＬＯＣ’ ）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ｌｉｇｈｔ ｖｅｒ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ｌｉｋｅ ｃｈｉ ｓｈｅｎｍｅ ｃｈｉ ‘ ｅａｔ ｗｈａｔ ｅａｔ， ｗｈｙ ａｒｅ ｙｏｕ ｓｔｉｌｌ ｅａｔ⁃

ｉｎｇ？’ （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５ ）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ｉ ｅ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ｔ ｉｓ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ｈｅｒ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 ｅ ｇ ＮＳ， ＦＳ ａｎｄ ＩＳ） ａ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ａｔ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 ＶＰ， ＴＰ ａｎｄ Ｃ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①

Ｉｎｖｉｔｅｄ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６ ｔｈ － ７ ｔｈ ， ２０１５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１０１

Ｋｅｙ Ｗｏｒ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Ｖ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Ｔ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Ｃ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１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ｓ ｎｏｔ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ｌｏｃｋ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 ｏｒ ｕｎｕｓ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ｓ ａｒｇｕｅｄ

ｉｎ Ｆｅｎｇ （２００３）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ｂｙ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２０１４： ４８７）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ｗｉｌｌ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ｒｇｕ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Ｄｕａｎｍｕ １９９０， Ｆｅｎｇ １９９０，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３，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１９９８） ，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ｒｏ⁃

ｓｏｄ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Ｐ ｐｒｏｓｏｄｙ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
ｔｈｅ ＴＰ ｐｒｏｓｏｄｙ （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Ｐ ｐｒｏｓｏｄｙ （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ａｒｔｏｇ⁃
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６）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ｔｒｅ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 Ｌａｄｄ １９９６）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ＣＰ ｓｙｎｔａｘ （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 ） ， ｔｈｅ Ｔ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１０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９９８） ，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ＳＲ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ｘ （ Ｆｅｎｇ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５） ，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 ｂｙ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ｗ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ｖ⁃
ｅｌｓ ／ ｚｏｎ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ｌｉｋ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ｌｅｖｅｌ （ ｚｏｎ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ｔｈｏｕｇｈ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ｕ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ｏ ｓｔａｔｅ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ｗｏ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ａｃ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Ｖ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ｓｏ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ｔｈａｔ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ｌｉｇｈｔ － ｖｅｒ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ｕ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ｎｅｗ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ｔ ｉｓ ｔｈｅｎ ａｒｇｕ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ｉｖｅ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ｈｏｗ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ｓ （ ｅ ｇ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 ＶＰ， ＴＰ
ａｎｄ ＣＰ）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ＶＰ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１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ｓ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ｌｙ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 ＮＳ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 ｔ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ｑｕｏｔｅｄ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ｕｌｅｓ （ ＮＳＲ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ｒ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ｕｌｅ （ Ｃｈｏｍｓｋｙ ＆ Ｈａｌｌｅ １９６８）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ｓ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ｍｏｓｔ ｓｔｒｅｓｓａｂｌｅ ｖｏｗｅｌ ｉｎ ａ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ｕｌｅ （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ｅ １９７７）

Ｉｎ ａ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Ｃ Ａ Ｂ Ｃ ］ ： ｉｆ Ｃ ｉｓ ａ ｐｈｒａｓ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ｅｎ Ｂ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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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Ｄｅｐｔｈ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 Ｃｉｎｑｕｅ１９９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ｂｅａｒ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４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 ｄｒｉｖｅｎ ＮＳＲ （ Ｃ － ＮＳＲ，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１９９８： １８） － － －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ｔｙｐ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ｗｏ ｓｉｓｔｅｒ ｎｏｄｅｓ Ｃ ｉ ａｎｄ Ｃ ｊ ， ｔｈｅ ｏｎｅ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ｃ －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４ｂ）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ｄｒｉｖｅｎ ＮＳＲ （ Ｓ － ＮＳＲ，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１９９８： １９ ） － － －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 ｔｙｐ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ｗｏ ｓｉｓｔｅｒ ｎｏｄｅｓ Ｃ ｉ ａｎｄ Ｃ ｊ ， ｉｆ Ｃ ｉ ａｎｄ Ｃ ｊ ａ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ｏｎｅ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５）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ｄｒｉｖｅｎ ＮＳＲ （ Ｇ － ＮＳＲ， Ｆｅｎｇ，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５ｂ） － － － Ｍａｎ⁃
ｄａｒｉｎ ｔｙｐ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ｗｏ ｓｉｓｔｅｒ ｎｏｄｅｓ Ｃ ｉ ａｎｄ Ｃ ｊ ， ｉｆ Ｃ ｉ ａｎｄ Ｃ ｊ ａ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 ｏｎｅ ｌｏｗｅｒ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ｏｒ ｉｓ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ｕｌ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ａ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ｍｏｓｔ ｓｔｒｅｓｓａｂｌｅ ｖｏｗｅｌ ｉｎ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ｍｉ⁃

ｎｅｎｃｅ，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１９７５）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ｅ （１９７７）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ＮＳＲ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ａ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Ｃ Ａ Ｂ Ｃ ］ ： ｉｆ Ｃ ｉｓ ａ ｐｈｒａｓａｌ ｃａｔｅ⁃

ｇｏｒｙ， ｔｈｅｎ Ｂ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３） ｗｈｏ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ｍｏｓｔ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ｔｒｅ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ＮＳ ｉｓ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ｂｙ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１９９８）  Ｏｎｅ ｉ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
ｕｅｎｔ － ｄｒｉｖｅｎ ＮＳＲ （ Ｃ － ＮＳＲ） ｔｈａｔ ｌｏｃａｔｅｓ Ｎ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 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ｓｔ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ｔｒｅｅ （ ｏｒ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ｃ － ｃｏｍｍａｎｄ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ｒ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ｔｅｒｍｓ） ｆｏｒ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ｄｒｉｖｅｎ ＮＳＲ （ Ｓ － ＮＳＲ）

ｔｈａｔ ａｓｓｉｇｎｓ ＮＳ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 ｏ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ｓ ｔｅｒｍ） ｏｐｅｒａｂｌ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ｉｆ 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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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ｎ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ＮＳＲｓ， ｗｈａｔ ａｂｏｕｔ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ｌｉｋ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ｎｏ －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Ｉｎ ｆａｃｔ， ｉｎ ｈｉｓ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９９５） ， Ｆｅｎｇ ｈａｓ ａｒｇｕｅｄ ｆｏｒ ａ ｍｏｒｅ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ｏｐ⁃

ｅｒａｔ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ＮＳ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ｉｓ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ｖｅｒｂ （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 ｏｒ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

ｎｅｎｔ） ｉｎ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ｉｄｅａ ｉｓ ｌａｔｅｒ ｓｐｅ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ａｓ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ｄｒｉｖｅｎ ＮＳＲ
（ Ｇ － ＮＳＲ， Ｆｅｎｇ ２００３ ）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ｓ ＮＳＲ －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ｅｅ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Ｇ － ＮＳＲ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ｗｈｉｃｈ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ｗ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ｗ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Ｐ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Ｐ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ｅ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２０１４： ４８６ － ４８７）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Ｐ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

ｌ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１９９８： １３８ － １３９） ｍａｙ ｇｉ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ｎｅ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ｐｅｒａｂｌ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ｓ

２ ２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Ｓ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 ＢＥ ｆｏｒ ｓｈｏｒ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ｗｉｔｈ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ｌｌ －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ｕｔ ｐｒｏ⁃
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Ｖ ＋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Ｖｅｒｂ ＋ Ｏｂ⁃
ｊｅｃｔ ＋ 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ｂ ＋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 Ｏｂｊｅｃ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ａｒｅ ａｌｌ ｗｅｌｌ － ｆｏｒｍ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ｙ ｍａｙ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ｉｆ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Ａ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ｅｅ ｂｅｌｏｗ， ｉｆ ｔｈｅ ＮＳ ａｓ⁃
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 ａ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ｏｎｅ， 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
ｎｅｎｔ ｏｎｅ ｉｓ ｎｏｔ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ｓ ｎｏｔ ｅｆｆａ⁃
ｂｌ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６ Ｖ ＋ Ｏｂｊｅｃｔ
ａ 種樹

∗種植樹

種植樹木

ｚｈòｎｇ ｓｈù∗ｚｈòｎｇｚｈí ｓｈù ｚｈòｎｇｚｈí ｓｈùｍù

‘ ｐｌａｎｔ ｔｒｅｅｓ ’ ‘ ｐｌａｎｔ ｔｒｅｅｓ ’ ‘ ｐｌａｎｔ ｔｒｅｅｓ ’
ｂ 讀報

∗閱讀報

閱讀報紙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ｄú ｂàｏ

∗ｙｕèｄú ｂà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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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èｄú ｂàｏｚｈǐ

‘ ｒｅａｄ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 ｒｅａｄ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 ｒｅａｄ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ｃ 買書

ｍǎｉ ｓｈū

購買書

購買書籍

∗ｇｏùｍǎｉ ｓｈū

ｇｏùｍǎｉ ｓｈūｊí

‘ ｂｕｙ ｂｏｏｋｓ’ ‘ ｂｕｙ ｂｏｏｋｓ’

‘ ｂｕｙ ｂｏｏｋｓ’

７ Ｖｅｒｂ ＋ Ｏｂｊｅｃｔ ＋ Ｐｌａｃｅ
ａ ∗收

徒弟

北師大

∗ｓｈｏｕ ｔｕｄｉ

Ｂｅｉｓｈｉｄａ

ｔａｋ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 收

ｓｈｏｕ

徒

ｔｕ

北師大

Ｂｅｉｓｈｉｄａ

ｔａｋｅ ｄｉｓｃｉｐｌ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８ Ｖｅｒｂ ＋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 Ｏｂｊｅｃｔ
ａ

∗打牢固 基礎

∗ｄａ ｌａｏｇｕ ｊｉｃｈｕ

∗ｈｉｔ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ｃ 把基礎打牢固
ｂａ ｊｉｃｈｕ

ｂ

打牢 基礎
ｄａ ｌａｏ ｊｉｃｈｕ

ｈｉｔ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 ａ ｓｏｌｉｄ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ｄａ ｌａｏｇｕ

Ｂ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ｈｉｔ ｓｏｌｉｄ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ｏｌｉｄ
（６ａ）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 ｔｈｕｓ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 － ＮＳＲ）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８）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ｗｏ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ＮＳ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ｎｏ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 Ｖ Ｏ］ ｄｏｍａｉｎ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ＮＳＲ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ｗａ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ｉ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１０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ｖｅｒｂ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ｗｏｒｄ （ ａ ｄ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ｆｏｏｔ）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７ｂ） ａｎｄ （８ｂ）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ｖｅｒｂ （ ｉ ｅ ， ＶＲ） ｔｏ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ｗｏ ｏｒ ｍｏｒｅ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Ｂ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ｕｌｅｓ ｏｕｔ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ｉｌｌ － ｆｏｒｍ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Ｖｅｒｂ － Ｏｂｊｅｃｔ ＋ Ｐ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ａ ｓｔｒａｎｇｅ ｆａｃｔ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９ Ｖｅｒｂ － Ｏｂｊｅｃｔ ＋ ＰＰ

ａ ∗掛 衣服 在了 墻上
∗ｇｕａ ｙｉｆｕ

ｚａｉ ｌｅ ｑ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ｇ

Ｈａｎｇ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ｏｎ Ａｓｐ Ｗａｌｌ

Ｈａ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ｂ 把衣服
ｂａ ｙｉｆｕ

掛 在了

牆上

ｇｕａ ｚａｉ ｌｅ

ｑｉａｎｇｓｈａｎｇ

ＢＡ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ｈａｎｇ ｏｎ Ａｓｐ Ｗａｌｌ
Ｈａ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ｏｔｈ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ｌｌ

Ａｓ ｉｓ ｓｅｅｎ ｉｎ （９ｂ） ， ［ Ｖ ＰＰ］ 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ｅｖｅｎ ｉｆ ａ ｆｕｒ⁃

ｔｈｅ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ａ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ｅｅ ｂｅｌｏｗ） ，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ｈａｒｄｌｙ ａｎｙ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 Ｖ ＮＰ ＰＰ］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ａｂｌｅ ｉ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Ｎ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Ｐ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ｉ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 ［ Ｖ ＮＰ ＰＰ］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ｉｓ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 ＮＳ （ ｔｏ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ｔｈｕｓ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ａｆ⁃

ｔｅｒ ｔｈｅ ＮＳ ｃａｒｒｉｅｒ （ ｉ ｅ ，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ｔ， ｔｈｅ ｓｉｓｔ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ｒ ａｎ ａｄｊｕｎｃｔ Ｔｈ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ｎａｍｅｌｙ， ａｌｌ
ａｄｊｕｎｃｔ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ｐｒｅ － ｖｅｒｂａｌｌｙ，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１０） 
１０ ＮＰ Ｖ ＮＰ ＰＰ ａｄｊｕｎｃｔ

∗瑪麗學中文在中國。
ｍǎｌì

ｘｕé

ｌｅ

ｚｈōｎｇｗéｎ ｚａｉ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ａｒ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Ａｓ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１０７

Ｃｈｉｎａ

‘ Ｍａｒ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Ｔｏ ｄａｔ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ｐｒｏｐｅｒ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ｙ Ｖ ＮＰ Ｐ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ａｂｓ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 － ＮＳＲ ｍａｋｅｓ 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ｓｅｎｓｅ ｆｏｒ ｗｈｙ ［ Ｖ ＮＰ ∗ＰＰ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 ａｎｄ ［ Ｖ   ∗ＰＰ ａｄｊｕｎｃｔ ］ ａｒ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２ 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ＮＳ

２ ３ １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ｐｏｗｅ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ｆｏｒｃｅｓ ｓｙｎｔａｘ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ｓｏ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１０ ａ 那本書， 他放在了桌子上。
Ｎèｉ ｂěｎ

ｓｈū， ｔā ｆàｎｇ

Ｔｈａｔ ＣＬ ｂｏｏｋ， ｈｅ ｐｕｔ

ｚàｉ

ｏｎ

ｌｅ

ｚｈｕōｚｉ ｓｈàｎｇ

Ａｓｐ ｔａｂｌｅ

ｔｏｐ

‘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 ｈｅ ｐｕｔ （ 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

ｂ ∗那本書， 他放了在桌子上。
∗Ｎèｉ ｂěｎ
ｔｈａｔ ＣＬ

ｓｈū，

ｂｏｏｋ

ｈｅ

ｔā

ｐｕｔ

ｆàｎｇ

ｌｅ

ｚàｉ ｚｈｕōｚｉ ｓｈàｎｇ

Ａｓｐ 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ｔｏｐ

‘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 ｈｅ ｐｕｔ （ ｉ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

ｃ 我知道了在圖書館不能吃東西以後， 再也不去圖書館了。
ｗｏ ｚｈｉｄａｏ ｌｅ
Ｉ

ｚａｉ ｔｕｓｈｕｇｕａｎ ｂｕｎｅｎｇ ｃｈｉ ｄｏｎｇｘｉ

ｋｎｏｗ Ａｓｐ ａｔ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ａｔ ｔｈ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Ｉ ｋｎｏｗ ｏｎ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ａｔ ｆｏｏｄ ｉ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  ∗ｗｏ
Ｉ

ｚｈｉｄａｏｚａｉ ｌｅ ｔｕｓｈｕｇｕａｎ     

ｋｎｏｗａｔＡｓｐ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 ｉｓ ｓｅ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Ｇ － ＮＳＲ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ｂｅ ａｓ⁃

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１０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Ｐ，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Ｖ；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Ｐ ｂｙ Ｖ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ｒ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ａ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 ｃａｎ ｂｅ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ＮＰ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

ｉｎｔｏ Ｖ ｉｓ ａ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ｈｅａｄ － ｔｏ － ｈｅａ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 Ｖ － Ｐ ｉ － ｌｅ ［ ＰＰ ｔ ｉ ＮＰ］ ］  Ｔｈｅ Ｐ －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ａ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Ｇ ｈｅ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ｏｐｅｒａ⁃
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ｙ （ ｉ ｅ ， ｔｈｅ Ｇ － ＮＳＲ） 

２ ３ ２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 ｉｎ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Ｐ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ｔｈａｐ⁃

ｐｅ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ｈｏｗ ｈｏｗ ｐｒｏｓｏ⁃

ｄ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ＮＰｓ （１１ａ）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１ｂ） ：
１１ ａ 佾舞於庭， 是可忍也， 孰不可忍也。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ｃａ ４５０ Ｂ Ｃ ）
Ｂāｙì ｗǔ

８ｘ８ ｄａｎｃｅ

ｙú ｔíｎｇ，

ａｔ ｃｏｕｒｔ，

ｓｈì ｋě

ｒěｎ

《 論語·八佾》 （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ｏｆ
ｙě，

ｓｈú ｂùｋě ｒěｎ ｙě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ｔｏｌｅｒａｔｅ Ｐｒｔ ｗｈａｔ ｎｏｔ ｃａｎ ｔｏｌｅｒａｔｅ Ｐｒｔ

（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ｓａｉｄ ｏｆ Ｊｉｓｈｉ） Ｅｉｇｈｔ ｒｏｗｓ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ｄａｎｃ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ｃｏｕｒｔ⁃
ｙａｒｄ — ｉｆ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ｄ， ｗｈａ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ｔｏｌｅｒａｔｅｄ？’

ｂ ｌｉｕｓｈí ｓì

ｓｉｘｔｙ ｆｏｕｒ

ｇｅ

ｒéｎ

ｚａｉ ｔáｉ

ＣＬ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ｔ ｓｔａｇｅ

∗ （ ｓｈａｎｇ） ｔｉàｏｗǔ
Ｌｏｃ

ｄａｎｃｅ

‘ Ｓｉｘｔｙ － ｆｏｕｒ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ｄａｎｃ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ＰＰｓ ｉｎ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ｏｖｅｒｔ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ａ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Ｌ’ ）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１２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１０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ｎ Ｌ ｉｓ ｌｏｓｔ，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ｕｓｔ ｕｓｅ ａ ｐｈｏｎｅｔｉ⁃

ｃ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Ｌ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 ＋ ＮＰ ＋ Ｌ （ ｚａｉ ｑｉａｎｇ ｓｈａｎｇ ‘ ｏｎ ｗａｌｌ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 ）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ｉ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ｌｏｓｔ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Ｌ ｃｏｍｅ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１３

ａ 葬之郐城之下 （ 左傳·僖公 ３３ 年， ｃａ ４５０ Ｂ Ｃ ）
Ｚàｎｇ ｚｈīＫｕàｉ ｃｈéｎｇ ｚｈī ｘｉà

ｂｕｒｒｙ ｉｔＫｕａｉ Ｃｉｔｙｓ ｂｏｔｔｏｍ （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 Ｂｕｒｙ ｈｉｍ 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Ｋｕａｉ Ｃｉｔｙ ’

ａ’  齊梁之兵連于城下 （ 史記·張儀列傳，
Ｑí Ｌｉáｎｇ ｚｈī ｂīｎｇ ｌｉáｎ ｙú ｃｈéｎｇ ｘｉà

１００ Ｂ Ｃ ）

Ｑｉ Ｌｉａｎｓ ａｒｍｙ ｊｏｉｎ ａｔ Ｃｉｔｙ ｂｏｔｔｏｍ

‘ Ｑｉ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ｓ ａｒｍｙ ｊｏｉｎ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ｙ ’
ｂ ｈｕｉ

ｙｕ ｊｉｎｇ

ｍｅｅｔ ａｔ ｂｏｒｄｅｒ

ｂ’ ｈｕｉ

会於境 （ 左傳， ４５０ Ｂ Ｃ ）

ｙｕｊｉｎｇ － ｓｈａｎｇ 会於境上 （ 史記， １００ Ｂ Ｃ ）

ｍｅｅｔ ａｔｂｏｒｄｅｒ － ｔｏｐ ／ Ｌｏｃ

ｃ 是聖人僕也。 是自埋于民， 自藏于畔。
Ｂ Ｃ ）

《 莊子 · 則陽》 — （ ｃ ａ ３００

１１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ｈì ｓｈèｎｇｒéｎ ｚｈī ｐú ｙě， ｓｈì ｚì ｍáｉ ｙú ｍíｎ， ｚì ｃáｎｇ ｙú ｐàｎ

ｔｈｉｓ Ｓａｇｅｓ ｓ ｓｅｒｖａｎｔ Ｐｒｔ Ｔｈｉｓ ｓｅｌｆ ｂｕｒｒｙ ｉ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ｓｅｌｆ ｈｉｄｅ ｉｎ ｆｉｅｌｄ

‘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ｓｅｒｖａｎｔ ｏｆ ｓａｇｅ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ｈｉｄｅ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ｏ⁃
ｐｌｅ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ｓ ’

ｃ’  分散在民間 （ 論衡， １００ Ａ Ｄ ）
Ｆēｎｓàｎ

ｚàｉ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ｍíｎ

ｊｉāｎ

ｐｅｏｐｌｅ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ｓｃａｔｔｅｒｅｄ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

（１３ａ）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ｎｏｕ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ａｓ ａｒｇｕｅｄ ｉｎ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３，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ｓｈàｎｇ ‘ ｔｏｐ’ ａｎｄ
ｊｉāｎ ‘ ａｍｏｎｇ’ ｕｓｅｄ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ｎｏｕｎｓ ｏ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２２１ Ｂ Ｃ ） ， ａｓ ｉｓ ｓｅｅｎ ｉｎ （１３ｂ －

ｃ） ， ｂｕｔ ｗｅｒｅ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ｉｊｉ （１００ ＢＣ）

ａｎｄ Ｌｕｎｈｅｎｇ （１００ Ａ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ａ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ａ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ｌａｔｅ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ｎｏｕ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ｆｏｒｍ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ａｓ ｉｓ ｓ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４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ｄ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 Ｔａｎ １９８２， Ｓｕｎ ２００８）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ｌａｃｅ ｎａｍ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３４ ０ － ３６ ０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１１１ ０ － １１６ ０
ｅａｓｔ

Ｔｉｍｅ

Ｓｈ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１１００ ＢＣＥ）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 （７７７ － ４７６ ＢＣＥ）
Ｑｉ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２２１ － ２０７ ＢＣ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２０６ ＢＣＥ － ２４ ＣＥ）

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４０
４２
４
１

Ｍｕｌｔｉ － 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９

６１
７８

１３８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１１１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９） ｉｔ ｉｓ ｅｘ⁃
ｐｅｃ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ｏｔｈ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
ｃａｌｌ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 ｇｒａｍｍａｒｓ，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５ Ｂｏｒｄｅｒ － ｓｈａｎｇ 境上（ ｉ） ｏｎ ｔｏｐ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 ｓｈａｎｇ ＝ ｎｏｕｎ）
（ ｉｉ） ａｔ Ｂｏｒｄｅｒ （ ｓｈａｎｇ ＝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 － ｊｉａｎ 民間 （ ｉ）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 ｊｉａｎ ＝ ｎｏｕｎ）

（ ｉｉ） ａｍ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 ｊｉａｎ ＝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ｌｌ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ｂｏｖｅ （ ｓｅｅ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３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 ｉｔ ｉｓ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ｓ ｉｓ ａ ｒ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ｌｄ ｏｎｅ （１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１６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ｃｏｖｅｒｔ ｎｕｌｌ 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ａｓ ｌｏｓｔ （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０） ｂｙ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ｅ⁃

ｖ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ｏｖｅｒｔ － Ｌ （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ｓ） ｗａｓ ｍｏｓｔ 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ｏｒ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ａ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３ ） ， ｎａｍｅｌｙ，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ｆｏｒｃｅｄ 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ｎｏｎ －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ｎｏｕｎ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ｄ （ ｓｈàｎｇ， ｘｉà， ｅｔｃ ）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 ＮＳＲ ａｎｄ ／ ｏｒ ｄ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ｉｔｙ Ｔｈｕ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ｕｃｈ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ｄｓ ｂｅ ｒｅ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ｔｏ ａ ｎｅｗ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

Ｔｏ ｓｕｍ ｕｐ， ＮＳ 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 ｆｉｘｅｄ， ｉ ｅ ， ｉｔ ｉｓ 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ｂａｓｅｄ ＮＳ

１１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ｉ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ａｓ ａ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ｆｉｌｔｅｒ，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ｓ ａ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ａｃｔｉｖ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ＶＰ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ｓ ｈｅａｖｉ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Ｎ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ｉｔ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ＶＰ，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ｂｙ
Ｓｙｂｅｓｍａ （１９９９）

３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ＴＰ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 １

ＮＳ ａｎｄ Ｆ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Ｐ ｓｙｎｔａｘ （ ｅｖｅｎｔ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ｔｈｅ ＶＰ ｓｙｎｔａｘ （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ＴＰ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Ｐ ｉｎ ｍａｎｙ ｗａｙ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Ｖ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ｌｏ⁃

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ｖｅｒｂ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Ｔ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ｚｏｎ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ｆｏｃａｌ －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ｓ ｉｓ ｓｅｅｎ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ＶＰ ｐｒｏｓｏｄｙ （ ｔｈｅ
Ｎ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ｌｏｃｋ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ｗｅｌｌ － ｆｏｒｍ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ｓ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ｕｌｅ ｏｕｔ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ｕｔｐｕｔｓ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ｂｌｏｃ⁃

ｋ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Ｐ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ｕｓ ｃａｎ ｂ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ｏｎ ａｎｙ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ＰＦＣＰ （ Ｆｏｃｕｓ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ｂｙ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１９９８ ） ，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ａ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ｅ ｏｐｅｒａｔｅｄ ｆｒｅｅｌｙ ｏｎ
ａｎｙ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ａ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１７ ａ Ｆｏｃｕｓ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１９９８： ３８）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 ｏｒ Ｆ － ｍａｒｋｅ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ｏｆ ａ ｐｈｒａｓｅ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ｏｆ ｔｈａｔ ｐｈｒａｓｅ

ｂ ＦＰＣＰ （ ｒｅｐｈｒａｓｅｄ， １９９８： ３８）

Ｔｈｅ Ｆ － ｍａｒｋｅ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ｏｆ ａ ｐｈｒａｓｅ ｍｕｓ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ｈｙｔｈｍ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ｓｔ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ｗｏｒｄ ｉｎ ｔｈａｔ ｐｈｒａｓ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ｆｒｅｅ

１８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ｋｅ ａ ｃｕｐ

Ｚｈａｎｇ Ｓａｎ ｄａ － ｓｕｉ ｌｅ ｙｉｇｅ ｂｅｉｚｉ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ｋｅ ａ ｃｕｐ

Ｚｈａｎｇ Ｓａｎ ｄａ － ｓｕｉ ｌｅ ｙｉｇｅ ｂｅｉｚｉ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ｋｅ ａ ｃｕｐ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ｋｅ ａ ｃｕｐ

Ｚｈａｎｇ Ｓａｎ ｄａ － ｓｕｉ ｌｅ ｙｉｇｅ ｂｅｉｚｉ
Ｚｈａｎｇ Ｓａｎ ｄａ － ｓｕｉ ｌｅ ｙｉｇｅ ｂｅｉｚｉ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ｋｅ ａ ｃｕｐ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ｋｅ ａ ｃｕｐ

１１３

Ｚｈａｎｇ Ｓａｎ ｄａ － ｓｕｉ ｌｅ ｙｉｇｅ ｂｅｉｚｉ
Ｚｈａｎｇ Ｓａｎ ｄａ － ｓｕｉ ｌｅ ｙｉｇｅ ｂｅｉｚｉ

ｄａ － ｓｕｉ ｉｓ ａ ＶＲ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ｖｅｒｂ， ａｎｄ ｂｙ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ｉｔ ｉｓ ａ ｚｅ⁃

ｒｏ ｌｅｖｅｌ ｗｏｒｄ ｂｕｔ ｂｏｔｈ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ａｎ ｆａｌｌ ｏｎ ｗｈａｔｅｖ⁃

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ｏ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ｗｏｒｄ ｉｎ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ｆ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ｖｉｓｉｂｌｅ

①

Ａ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Ｓ ａｎｄ Ｆ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ｒｅ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ＮＳ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ＶＰ ｚｏｎｅ ｉｓ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ｍｏｓｔｌｙ ｂｙ ｓｏｕ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 Ｌｕ Ｂｉｎｇｆｕ

＆Ｄｕａｎｍｕｓａｎ， １９９１； 端木三， ２０００： １７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Ｓ （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ＴＰ
ｚｏｎｅ ｉｓ ｂｙ ｐｉｔｃｈ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１９ Ａ：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Ｂ： Ｊｏｈｎ ｂｒｏｋｅ ａ ｃｕｐ

Ｃ：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Ｊｏｈｎ ｂｒｅａｋ？
Ｂ： Ａ ｃｕｐ （ ＦＳ）

Ｆｉｇ １

Ｚｅｎｍｅ ｈｕｉｓｈｉ？

Ｚｈａｎｇ Ｓａｎ ｓｈｕａｉ ｌｅ ｙｉｇｅ ｂｅｉｚｉ
Ｚｈａｎｇ Ｓａｎ ｓｈｕａｉ ｌｅ ｓｈｅｎｍｅ？
Ｙｉｇｅ ｂｅｉｚｉ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ｂｅｉｚｉ 杯子 ‘ ｃｕｐ’ ２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ｂｅｉｚｉ 杯子 ‘ ｃｕｐ’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①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ｏｒｄ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ｈｅｎｃｅ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ｎｏｎ － ｓｔｒｅｓｓ 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ｎｄ ｉｓ ｎｏｔ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ｅｒ ｓ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ｍａｒｋｅｒ ‘ ｌｅ’ ｉｎ ｔａ ｃｈｉ ｌｅ ｙｉ ｗａｎ ｆａｎ ‘ ｈｅ ａｔｅ ｏｎｅ ｂｏｗ ｏｆ ｒｉｃｅ’ ，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ｏ⁃
ｎｏｕｎｃｅｄ ａｓ ‘ Ａ’ ｗｈｅ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ｏｎｅ ｃａｎ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 ‘ ‘ ｌｅ’ ａｓ ＬＩＡＯ３ （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ｄ ｆｏｒｍ ｔｏ ｅｍｐｈａ⁃
ｓｉｚｅ ’ ｌｅ’ ） ｗｈｅ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 ’ ｌｅ’ 

１１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Ｉ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Ｔｙｐｅｓ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Ｓｔｅｓｓ

Ｐｉｔｃｈ （ Ｈｚ）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ｄＢ）

Ｓｏｕ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 ｓ）

２３６ ３０

６０ ５１

０ ３６７

２１２ ７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

２０ Ｎｕｃｌｅ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ｍｅｎｗａｉ

５６ ５５

２６６ ６５

ｄｅ

ｒｅ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ＤＥ

ｚａｉ

ｐｅｏｐｌｅ

６７ ０１

ｇａｎ

ＡＳＰ

ｓｈｅｎｍｅ

ｄｏ

‘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ｄｏｉｎｇ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Ａｎｓｗｅｒ：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ｈｅ

ａｎｄ

ｂａｂａ
ｄａｄ

ｚａｉ

ＡＳＰ

０ ４０９

ｚｈｏｎｇ

ｐｌａｎｔ

‘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ｓ ｄａｄ ａｒ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ｔｒｅｅｓ ’

Ｐｉｔｃｈ： ２１２ ７４ Ｈｚ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５６ ５５ ｄＢ

ｓｈｕ

ｔｒｅｅ

０ ３５７

ｎｅ？

ｗｈａｔ

Ｐｒｔ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１１５

Ｓｏｕ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０ ４０９ ｓ
２１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Ｆｏ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ｍｅｎｗａｉ

ｄｅ

ｒｅ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ｚａｉ

ＤＥ

ｚｈｏ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ＳＰ

ｓｈｅｎｍｅ

ｐｌａｎｔ

‘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ｄｏｏｒ？’

Ａｎｓｗｅｒ：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ｈｅ

ａｎｄ

ｂａｂａ

ｚａｉ

ｄａｄ

ＡＳＰ

ｚｈｏ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ｚｈｏ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ｓｈｅｎｍｅ
ｗｈａｔ

ｘｕｙａｏ

ｐｌａｎｔ

ｎｅｅｄ

ｄｕｏ

ｍｏｒｅ

ｊｉａｏ

ｐｏｕｒ

Ｗｈａｔ ｎｅｅｄｓ ｍ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ｈｅｎ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ｉｔ？

Ａｎｓｗｅｒ： ｚｈｏｎｇ
Ｐｌａｎｔ

ｓｈｕ

ｔｒｅｅ

ｘｕｙａｏ

ｎｅｅｄ

ｄｕｏ

ｍｏｒｅ

‘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ｔｒｅｅｓ ｎｅｅｄｓ ｍｏｒｅ ｗａｔｅｒ’

ｗｈａｔ

ｓｈｕ

‘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ｉｓ ｄａｄ ａｒｅ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ｔｒｅｅｓ ’

２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ｎｅ？

ｊｉａｏ

ｐｏｕｒ

ｔｒｅｅ

ｓｈｕｉ？

ｗａｔｅｒ
ｓｈｕｉ

ｗａｔｅｒ

Ｐｔｉｃｈ： ２６６ ６５ Ｈｚ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６７ ０１ ｄＢ

Ｓｏｕｎｄ Ｌｅｎｇｔｈ： ０ ３５７ｓ

Ｐｒｔ

１１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ＦＳ ｉｓ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ＮＳ Ｉｆ ｉｔ ｉｓ ｓｏ， ｔ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ｗｏ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ｚ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ｓｈｅｎｍｅ ‘ ｗｈａｔ ／ ｗｈ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Ｓ ａｎｄ ＦＳ

３ ３

Ｔｈｅ ＴＰ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 ｅｍｐｔｙ） ｈｅａｄ ＦＯＲ ｉｎ （２３） ｈａｓ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ｖｅｒ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ａｓｈｉｏｎ （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４） ：

２３ ａ 有本事自己做， 埋怨什麼 （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１）
ｙｏｕ ｂｅｎｓｈｉ ｚｉｊｉ ｚｕｏ， ｍａｎｙｕａｎ ｓｈｅｎｍｅ
ｈａｖ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ｅｌｆ ｄｏ，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ｉｆ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ｗｈｙ ａｒｅ ｙｏｕ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ｂ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１１７

ｃ

Ｔｓａ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ｐｅｎｅｄ ｕｓ ａ ｎｅｗ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Ｖ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 ＮＳ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ｈａｔｉｃ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ＶＰ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Ｐ ｓｙｎｔａｘ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
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 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ｎｇ ｏｆ “ ｍａｎｙｕａｎ ｓｈｅｎｍｅ” ａｃ⁃

ｔｕａｌｌｙ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ａｎｄ ｅａｃｈ 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ｓ ｓｅｅｎ ｉｎ （１７） 

２４ ａ ｍａｎｙｕａｎ ｓｈｅｎｍｅ ｎｅ 埋怨什麼呢？ ＝ 他們在那兒埋怨什麼呢？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ｙ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 ｃａｎ ｙｏｕ ｔｅｌｌ ｍｅ） ？

ｂ ｍａｎｙｕａｎ ｓｈｅｎｍｅ ａ！ 埋怨什麼啊  ＝ 他也不容易呀。 （ 有什麼可埋
怨的！）

ｎ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
ｃ ｍａｎｙｕａｎ ｓｈｅｎｍｅ 埋怨什麼！ ＝ 為什麼埋怨！

Ｓｔｏｐｅ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ｄｏ ｉｔ！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 Ｖ ｗｈａ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２５ ａ ｘｉａｏ ｓｈｅｎｍ ｎｅ？ ｌａｕｇｈ ｗｈａｔ ｐｒｔ 你們笑什麼呢？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ｙｏｕ 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 ｃａｎ ｙｏｕ ｔｅｌｌ ｍｅ？）

１１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 ｘｉａｏ ｓｈｅｎｍ ａ

ｌａｕｇｈ ｓｈｅｎ ｐｒｔ 你們笑什麼啊！

ｄｏｎ’ ｔ ｌａｕｇｈ ａｔ ｔｈｅｍ （ （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ｅ）

ｃ ｘｉａｏ ｓｈｅｎｍｅ 你們笑什麼！ （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ｌｉｔｅ）

Ｓｔｏｐ ｌａｕｇｈｉｎｇ （ ｗｈｙ ａｒｅ ｙｏｕ ｄｏｉｎｇ ｉｔ － － －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ｄｏ ｉｔ） ！

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ｗｏ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ｎａｍｅｌｙ：
２６ ｖｅｒｂ ＋ ＷＨＡＴ，

‘ ｗｈａｔ’ ｉｓ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ｗｈａｔ’

ＶＥＲＢ ＋ ｗｈａｔ，

‘ ｖｅｒｂ’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ｗｈｙ’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ｗｈｙ ｐｈｒａｓｅ ［ ｗｅｉ （ ｌｅ） ｓｈｅｎｍｅ ］ ‘ 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２７ ａ 告訴我， 你們為什麼埋怨？ （ ｌｏｇｉｃ ｗｈｙ： ｗａｎｔ ｔｏ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ｎｅ， ｔｗｏ ， ｔｈｒｅｅ， ｅｔｃ ）

ｇａｏｓｕ ｗｏ， ｎｉｍｅｎ ｗｅｉｓｈｅｎｍｅ ｍａｎｙｕａｎ
ｔｅｌｌ ｍｅ， ｙｏｕ

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

Ｌｅｔ ｍｅ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ｙｏｕｒ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ｂ 你們為什麼埋怨？ （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 ｗｈｙ： ｄｉｓｌｉｋｅ ）
ｎｉｍｅｎｗｅｉ ｓｈｅｎｍｅ
ｙｏｕ

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ｍａｎｙｕａｎ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

Ｗｈａｔ ｏｎ ｅａｒｔｈ ｙｏｕｒ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ｃ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ｏｒ ＋ ＷＨＡＴ ＝ ａｓ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 ｒｅａｓｏｎ － ｗｈｙ］ （ 為 什麼）

ＦＯＲ ＋ ｗｈａ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ｄｉｓｌｉｋ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 ｗｈｙ］ （ 為 什麼 ）
ｄ ＶＥＲＢ ＋ ｗｈａｔ 埋怨什麼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 ｗｈｙ
∗告訴 我，

你們 埋怨什麼？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１１９

ｇａｏｓｕ ｗｏ， ｎｉｍｅｎ ｍａｎｙｕａｎ ｓｈｅｎｍｅ
ｔｅｌｌ

ｍｅ， ｙｏｕ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 ｗｈａｔ

∗Ｌｅｔ ｍｅ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ｆｏｒ ｒｅａ⁃
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ｗ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ａｂｏｖｅ ｗｅ ａ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 ＷＥＩ ＋ ｗｈａｔ］ ａｎｄ ［ ＶＥＲＢ ＋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 ｗｈｙ ａｎｄ ｂｏｔｈ ａｒｅ

ｌｅｆｔ － ｓｔｒｏ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ｃａ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ａｋｅ 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Ｆｏｃａｌ －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２８ Ｆｏｃａｌ －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ｏｖｅ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ａ ｆｏｃａｌ －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ｓ Ｐ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Ｆｏｃａｌ －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ｓｙｎ⁃

ｔａｃ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ｂｕｔ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ｍｏｒｅ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９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ｍａｎｙｕａｎ ‘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 ｍｕｓｔ ｍｏｖｅ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ｅｍｐｔｙ ｌｉｇｈｔ ｖｅｒｂ ＦＯＲ （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１） ｆｏｒ ｔｗｏ ｒｅａｓｏｎｓ：
（ ｉ） ［ ＦＯＲ］ ｉｓ ｍａｒｋｅｄ ［ ＋ Ｆ］ ｗｉｔｈ ［ ＋ Ｓ］

（ ｉｉ） Ｔｈ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 ＦＯＲ］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 ＋ 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Ｖ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ｍｏｖｅ ｕｐ ｔｏ ｆｕｌｆｉ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１２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ｏ ｓｕｍ ｕ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ａｔＦ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ｖｅｒｂ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ｆｏｃａｌ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ｔｒｉｇｇ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Ｐ
ｚｏｎ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ｏｐｅｒａｂｌ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ｌｉｇｈｔ －

ｖｅｒｂ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ｄ － ｔｏ － ｈｅａ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
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ｆｒｅｅ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ｌｉｇｈｔ － ｖｅｒｂ ｓｙｎｔａｘ （ Ｆｅｎｇ ２００５， ｅ ｇ

‘ ｃｕｔ ｋｎｉｆｅ ’ ｖｓ ‘ ∗ ｃｕｔ ｃｈｏｐｓｔｉｃｋｓ ’ ） ａｎ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ｔ ｉｓ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ｌｉｇｈｔ － ｖｅｒ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ｉ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ｐｅ⁃
ｃｉｆｉｃ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ｎｅ

４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 ＣＰ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ｓｕｐｒａ －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ｓ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語調）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Ｃ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３０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ａｓｋ ｉ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ｗｅ ｗａｎｔ ｔｏ ｋｎｏｗ ｈｏｗ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ｓ 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ｅｌｏｗ

４ １

Ａ ｎｅ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ａ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ｍｏｒｅ ｔｏｎ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ＦＰ） ，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４）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ｈｉ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ｏｎｅ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ＦＰ Ｔｈｉ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ｏｒｎｅ ｏｕｔ ｉ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ＦＰｓ
（ ｉ ｅ ， ｏｎｌｙ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Ｙｅ （２０１６）  Ｓ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６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ｅｍ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ｏｎｅｓ ｏｒ ｎｏ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ｅｅ
ｈｏｗ ｔｈｅｙ ｆｏｒｍ ｙｅｓ － ｎｏ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ｒ ｓｙｎｔａｃ⁃
ｔ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ｒｅ：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１２１

１００ Ｔｏｎｅｌｅｓ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ìïｎｏ ＳＦＰ
ï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１０６ Ｔｏｎ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í
ïｈａｖｅ ＳＦＰ
ï
îｈａｖｅ ＳＩＰ

６ ＋２

８ ＝ ７ ５ ％

３２ ＋ ２７

üï
ï
９８ ý ＝ ９２％
ï
þ

１５ ＋ ３
１３ ＋ ８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ｍｏｎｇ １０６ ｔｏｎ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９２％ ｏｆ ｔｈｅｍ ｈａｖｅ

ＳＦＰ ｏｒ ＳＩＰ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ｏ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ｏｎｅ，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ＦＰ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 ｅａｒｌｙ ａｓ Ｃｈａｏ
（１９３８） ，① ｉｔ ｉｓ ｕｎｔｉｌ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ａｕｓａ⁃
ｔｉｏｎ ②Ｆｅｎｇ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ａ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ＦＰ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ｉｎ， ｎａｍｅｌｙ， ｂｏｔｈ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ｈｅａｄ
Ｃ０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Ｐ － ｓｙｎｔａｘ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ｅｄ ａｓ ［ ± ｓｕｐｅｒ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ｅｄ ｏｎ ［ ± ｔ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ａ）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③，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ｎｅｗｌ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ＳＦＰｓ，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ｓｙｎ⁃
ｔａｘ 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ａｘ ｕｎｄｅ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 （ ｔｈｅ ｔ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ｗ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ｓｈｏｗ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０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 ｓｕｐｅｒａｓｅｇｍｅｎ⁃
①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 Ｃｈａｏ （ １９３２ ） ， Ｓｃｈｕｂｉｇｅｒ

②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ｓｅｒｖｅ ｆｏｒ ａ ｓｙｓｔｅｍ －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ａｕｓ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③

Ｓｅｅ Ｙｕｙａｎｘｕｅ Ｌｕｎｃｏｎｇ 《 語言學論叢》 ２０１６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１９６５） ，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ｅｄ ｉｎ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４）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ｕ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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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ａｌ） 

４ 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０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 ｓｕｐｅｒ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 ｃｌｕｓｔｅｒ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０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 ｓｕｐｅｒ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ｇｒｅｅｄ ｂ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ｔ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ｆｕ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ｕｎｔｉｌ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ａｒｏｕｎｄ １００ Ａ Ｄ Ｉｔ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ｔｏｎ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Ｐｒｅ －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５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Ｃ） ａｎｄ ｆｅ⁃
ｗｅｒ ｔｏｎｅｓ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Ｂ Ｃ ）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ｔ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ｎ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Ｏｒａｃｌｅ Ｂｏｎｅ Ｓｃｒｉｐ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 －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ｕｎ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ｓｐｏｒａｄｉｃａｌｌｙ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ｔｈｅ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ｔ ａｌ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ｆ ｗｅ ｐｕｔ

ａ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ｈｅｒｅ， ｉｔ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ＦＰｓ ｗｅ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ｎ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ｓ， ａ ｃｏｒｏｌｌａｒ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０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ＦＰ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ｒｃｈａｉｃ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ｔ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Ｌ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ａｈ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ｅ （ Ｌｉ， ２０００）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３１） 
３１ ａ Ｎａｍａｇａ əｒａｍ ｓɨｙəｍ

Ｎａｍａｇａ ａ ｃａｗ ｂｕｙ Ｐａｓｔ

“ Ｎａｍａｇａ ｂｏｕｇｈｔ ａ ｃｏｗ ”
ｂ Ｎａｍａｇａ əｒａｍ ｓɨｙə： ｍ？

Ｄｉｄ Ｎａｍａｇａ ｂｕｙ ａ ｃｏｗ？

ｂ’ Ｎａｍａｇａ əｒａｍ ｓɨｙəｍ － ｗｅ？
Ｄｉｄ Ｎａｍａｇａ ｂｕｙ ａ ｃｏｗ？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ｈａｈａ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ｗｏ ｗａｙｓ： ｏｎｅ ｉ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ｓｕｐｒ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ｈａｒ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 ｉ ｅ ，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１２３

ｂｏｔｈ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ｄ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ａｇｒａｍ （ ｔａｋｅｎ ｆｒｏｍ Ｌｉ ２０００）

Ｔｈｅ Ｌ －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Ｗ － ｔｙｐ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ｎｅ ｆｏｒｍ （ ｉ ｅ ， ｔｗｏ ｓｉｄ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ｉｎ）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ｏｒ ｓｕｐｒａ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Ｃ０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ＦＰ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ｈｅｒ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ｓ （２０１５）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句
末语调） ａｓ ｓｅｇｍｅｎｔｌｅｓｓ （ ｉ ｅ ， ｓｕｐｒａ －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ＳＦＰｓ （ Ｔａｎｇ ２００６，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ｍ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 ｍｏｔｈｅｒ” ｏｆ ＳＦＰ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ｙ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ＳＦＰ ａ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ｉｎｔｏ⁃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 ① ６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ｏｎｅ Ｔ２ ＆ Ｔ５ ａｒ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 句调的疊加机制）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ｙ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ＳＦＰ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ｆ （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ｏｎｅｓ （ 语调在声调的干扰下变为句末语气词）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２０１０，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５， Ｆｅｎｇ ２０１３）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０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 ｓｕｐｒａ －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ｐｒｏｖｅｄ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ｏｒ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ｅｌｕ⁃

ｃｉｄａｔｅ ｉｔ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ｏ ｅｎｌａｒｇｅ ｉｔ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５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Ｒｅｍａｒｋ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ｐｒｏｓｏｄｙ －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ｏ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ｍｏｄｅｌ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①

６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沒有句末助词的句子， 一般使用句末语调。

有句末助词的句子， 通过句末助词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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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 ＶＰ －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ｚｏｎｅ ｗｈｅｒ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ｆｉｌｔｅｒ ｏｕｔ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ｎｅｗ （ ｕｎ⁃

ｕｓ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 ＴＰ － ｚｏｎｅ （ ｏｒ Ｆｏｃｕｓ Ｐ） ｗｈｅｒｅ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ｓ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 ＣＰ － ｚｏｎｅ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ｗｈｅｒｅ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ｇｉｖｅｓ ｂｉｒｔ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ＳＦＰ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ｕｐｒａ － ｓｅｇ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ｏｒ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ｓｈａｒｅ ａ ｃｏｍｍ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 ｅ ， ｔｏ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 （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ｏｒ ｎｏ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ａｒｇ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ａｌｓｏ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ｓ） ｓｙｎｔａｘ， ａ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ｎｖｉｔｅｓ ｍｏｒ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ｔ ｈａｓ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ｘｃｉｔｉｎｇ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 ｏ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ＮＳ， ＦＳ， ＩＮＴ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ｄｅｆｅｒｅｎｔ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Ａｌｌ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ｌｌｅｔｏｎ， Ｖ （１９８１） Ｆｉｎ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９ ／ １， ９１ － １１４

Ｂｏｈｒ，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 ２０１１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ｕｎｙｕ：
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ｏ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Ｔｈｅ Ｌｕｎｙｕ： 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Ｔｅｘｔ？” ｈｅｌｄ ａ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ｖｅｍ⁃
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Ｂｏｌｉｎｇｅｒ， Ｄ
１９９ － ２００

（ １９５１ ）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ｏｒｄ ７：

Ｂｒａｚｉｌ， Ｃｏｕｌｔｈｅａｒｔ （ １９７５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ｒａｚｉｌ，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ｌｃｏｌｍ Ｃｏｕｌｔｈｅａｒｔ ａｎｄ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Ｊｏｈｎｓ （１９８０）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１２５

Ｃｈａｎ， Ｍ （２００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ｅｎｄｅｒ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Ｕｓｅ ｏｆ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Ｇｅｎｄｅｒ Ａｃｒｏｓ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ｏｍｅｎ ａｎｄ Ｍｅｎ， ｖｏｌ ２： ５７ － ７２， Ｈｅｌｌｉｎｇｅｒ， Ｍ ， Ｂｕｓｓｍａｎ， Ｈ
（ Ｅｄｓ ） ，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Ｃｈａｏ， Ｙ － Ｒ （１９３２） 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 《 史语所集刊》 外编 《 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
选》 １０４ —１５６ 页。 又， 吴宗济节译见赵元任 （２００２： ７１８—７３３） 。

——— （１９３３） Ｔｏｎ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中国字调跟语调） ， 《 史语所

集刊》 第 ４ 本第 ３ 分。 又， 陈保亚中译 “ 汉语的字调跟语调” （１９９２） ，
载于 《 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 １０２—

１１６ 页， 清华 大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胡 明 扬 中 译 “ 中 国 字 调 跟 语 调 ”

（１９９６） 载于刘梦溪主编 《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赵元任卷》 ８４８—８６６
页， 河 北 教 育 出 版 社， 石 家 庄； 陈 译 另 见 赵 元 任 （ ２００２： ７３４—７４９
页） 。

——— （１９４７） Ａ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Ｐｒｉｍｅｒ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 （ １９６８ ）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Ｓｐｏｋ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Ｃｈｅｎｇ， Ｌ Ｌ Ｓ （１９９１） 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ｈ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
ｔｉｏｎ， ＭＩＴ

Ｃｈｅｕｎｇ， Ｓ Ｈ （ 张洪年， １９７２） Ｘｉａｎｇｇａｎｇ Ｙｕｅｙｕ ｙｕｆａ ｄｅ ｙａｎｊｉｕ ［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ａｓ ｓｐｏｋｅｎ ｉ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ｈｅｕｎｇ， Ｋ （１９８６）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 － ｄａｙ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ｈｉｌｄｓ Ｇ Ｔｕｃｋｅｒ （２００３）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Ｃｈｕ， Ｃ Ｃ （２００２ ）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 ／ ｙ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ｉｏｎ ３７ ／ １： １ － ４２

Ｃｉｎｑｕｅ， Ｇ （１９９９）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ＯＵＰ ＵＳ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ｌｏａｒｅｃ － Ｈｅｉｓｓ， Ｆｒａｎｃｅ １９９５ Ｌｅ ｂａｎｄａ － ｌｉｎｄａ Ｉｎ Ｌｅ ｓｙｓｔèｍ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ｄａｎｓ ｌｅｓ

１２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ａｎｇｕｅｓ ｏｕｂａｎｇｉｅｎｎｅｓ， ｅｄ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Ｂｏｙｄ， ８１ – １０９ Ｍüｎｃｈｅ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ｃａｓｔｌｅ： Ｌｉｎｃｏｍ Ｅｕｒｏｐａ

Ｃｏｏｐｅｒ － Ｋｕｈｌｅｎ，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１９８６）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Ｆｏｒｓ⁃

ｃｈｕｎｇ ＆ Ｓｔｕｄｉｕｍ Ａｎｇｌｉｓｔｉｋ １， Ｔüｂｉｎｇｅｎ： Ｍａｘ Ｎｉｅｍｅｙｅｒ ＆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ｎｏｌｄ

Ｃｒｕｔｔｅｎｄｅｎ， Ａ （ １９９７ ）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 （１９６９）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 １９７５ ）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ｏｎｅ
ｏｆＶｏｉｃｅ， Ｅｄｗａｒｄ Ａｒｎｏｌ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 ａｎｄ Ｒ Ｑｕｉｒｋ （１９６４）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ｏｕｔｏｎ

Ｆａｂｂ， Ｎ （１９９２） Ｒ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ｗｅ ａｎｄ Ｆｏｎ，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３ ／ １： １ － ３９

Ｆｅｎｇ， ＳＬ （２０１４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Ｗｉｌｅｙ －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ｅｄ ｂｙ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Ｈｕａｎｇ， Ａｕｄｒｅｙ Ｌｉ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５３７ － ５７５

Ｆｕｎｇ， Ｒ Ｓ － Ｙ （２０００）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ｅｘ⁃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ｈｉｏ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Ｍ Ａ Ｋ （ １９６７ ）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Ｍｏｕｔｏｎ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Ｍ Ａ Ｋ ａｎｄ Ｇｒｅａｖｅｓ， Ｗ Ｓ （２００８）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ｏｎｄｏｎ， Ｅｑｕｉｎｏｘ

Ｈａｕｄｒｉｃｏｕｒｔ， Ａ Ｇ １９５４ Ｄｅ １ ’ ｏｒｉｇｉｎｅ ｄｅｓ Ｔｏｎｓ ｅｎ Ｖｉｅｔｎａｍｉｅｎ， Ｊｏｕ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ｔｉａｕｅ ２４２ 冯蒸中译文 “ 越南语声调的起源” 载 《 民族语文研究情
报资料集》 第 １ 集。

Ｈｉｒｓｔ， Ｄ Ｊ ＆ Ｄｉ Ｃｒｉｓｔｏ， Ａ （ ｅｄ ） （１９９８ ）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Ｔｗｅｎｔ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ｕａｎｇ，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２００９）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ｉｌ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 Ｐｈｒａｓｅ Ｙｕｙｕａｎｘｕｅ Ｌｕｎｃｏｎｇ ３９： ８６ － １２２

——— （２０１４） Ｏ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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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 ａ Ｃｒｏｓ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ｕｄｒｅｙ ＬｉＡｎｄｒｅｗ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ｙｌａｎ Ｔｓａｉ
（ ｅｄｓ ） Ｏｘｆｏｒｄ ｉ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ｉｒｓｎｅｒ， Ｒ ， Ｖａｎ Ｈｅｕｖｅｎ， Ｖ （１９９６）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Ｔｏｎ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ｈｅ， ｈｏｏｒ， ｚｅｇ ａｎｄ ｊｏｈ，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 １３３ － １４６， Ｃｒｅｍｅｒｓ， Ｃ ＆ Ｄｅｎ Ｄｉｋｋｅｎ， Ｍ （ Ｅｄｓ ） ，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
ｍｉｎ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Ｋｉｒｓｎｅｒ， Ｒ ， Ｖａｎ Ｈｅｕｖｅｎ， Ｖ ， Ｖａｎ Ｂｅｚｏｏｉｊｅｎ， Ｒ （１９９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Ｄｕｔｃｈ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１０７ － １１８， Ｂｏｋ － Ｂｅｎｎｅｍａ， Ｒ ， Ｃｒｅｍｅｒｓ， Ｃ
（ Ｅｄｓ ） ，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Ｋｗｏｋ， Ｈ （１９８４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ａｄｄ，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９７８）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ｗ， Ｓ （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
ｔｉｃｌｅｓ，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Ｂｏｓ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Ｌａｗ， Ｙ Ｋ Ａ （２００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
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ｅｅ， Ｗ Ｒ （１９５８）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Ｎｏｒｔｈ － Ｈｏｌｌａｎｄ

Ｌｉａｎ， Ａ － Ｐ （ １９８０ ）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ｉｖｅｒ Ｓｅ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Ｍｅｌｂｏｕｒｎｅ

Ｌｉｂｅｒｍａｎ Ｍａｒｋ （１９７５） Ｔｈｅ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Ｓ ＆

Ｙｉｐ，

Ｖ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 １９９４ ）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ＭｃＣａｗｌｅｙ， Ｊ （１９６８ ）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ｆ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 （１９７８） Ｗｈａｔ Ｉｓ ａ Ｔｏｎ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Ｖ Ｆｒｏｍｋｉｎ （ ｅｄ ） ， Ｔｏｎｅ： Ａ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１１３ － １３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Ｏｄｄｅｎ， Ｄ （１９９５） Ｔｏｎ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４４４ － ４７５ ，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 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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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Ｐ Ｈ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ｉｅｒｒｅｈｕｍｂｅｒｔ， Ｊａｎｅｔ （１９８０）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ｔｏｎａ⁃
ｔｉｏｎ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Ｃｌｕｂ １９８７

Ｐｉｅｒｒｅｈｕｍｂｅｒｔ， Ｊ ， Ｈｉｒｓｃｈｂｅｒｇ， Ｊ （１９９０）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
ｔｏｕ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 Ｃｏｈｅｎ， Ｐ ， Ｍｏｒｇａｎ， Ｊ ， Ｐｏｌ⁃

ｌａｃｋ， Ｍ （ ｅｄｓ ）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７１ － ３１２，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Ｐｉｋｅ， Ｋ Ｌ （１９４５） Ｔｈｅ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
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 １９９７ ） ＴｈｅＦ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２８１ － ３３７

Ｒｏａｃｈ， Ｐｅｔｅｒ （２００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Ｓｃｈａｃｋ， Ｋａｔｒｉｎａ （２００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ｏｃｈｅｓｔ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００ Ｎｏ １： ２９

Ｓｃｈｕｂｉｇｅｒ， Ｍ ，

（１９６５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ｏｄ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ａ １２： ６５ － ８４

Ｓｈｙｕ， Ｓｈｕ － ｉｎｇ （ ２０１０ ） Ｆｏｃｕ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ｈｉ ‘ ｏｎｌ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Ａｒｇｕ⁃
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ｒｉａｄ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４８ ／ ３： ６７１ － ７１６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Ａｎｄｒｅｗ （２０１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ｕｄｒｅｙ Ｌｉ （ ｅｄｓ ） ，
Ｗｉｌｅｙ －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Ｓｙｂｅｓｍａ， Ｒｉｎｔ ａｎｄ Ｂｏｙａ Ｌｉ （２００７） Ｔｈｅ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１７ （２００７） １７３９ － １７８３

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Ｊｏｈｎ （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ｎｇ Ｆｅｎｇ （ 汪锋） （２００６）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 － 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ｕｓｈ⁃
ｅｎｇ ｔｏｎ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４ １： １ － ２４

Ｗｅｌｌｓ， Ｊ Ｃ （ ２００６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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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ｕ， Ｄａｎ （ 徐丹 ２００６）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Ｙａｕ， Ｓ Ｃ
３５ － ５１

（ １９８０ ）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Ｆａｎｇｙａｎ １：

Ｙｉｐ， Ｍｏｒｉａ （２００２） Ｔｏｎ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Ｙｉｐ，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Ｍａｔｔｈｅｗｓ （２０００ ） Ｂａｓｉｃ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ＷｏｒｋＢｏｏ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Ｙｉｕ， Ｃ （２００１）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ｌｅｉ’ ， ‘ ｚｙｕ’ ａｎｄ ‘ ｌａａ’ ： ａｎ Ａｓ⁃
ｐｅｃｔｕ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Ｍ Ｐｈｉｌ Ｔｈｅｓｉｓ，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Ｚｗａｒｔ， Ｃ Ｊ Ｗ （ １９９３ ） ＤｕｔｃｈＳｙｎｔａｘ：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
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ｎｉｎｇｅｎ

Ｄｕａｎｍｕ ｓａｎ ２０００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ｌｉ １９９５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Ｄｏｃｔｏｒ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Ｌｕ， Ｂｉｎｇｆｕ ＆ Ｄｕａｎｍｕ Ｓａｎ １９９１ Ｒｈｙｔｈｍ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
ｙ，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
ｇｕｓｉｔｉｃｓ， 

Ｆｅｎｇ Ｓｈｅｎｇｌｉ ２０１５ａ Ｔｏｎｅ，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Ｙｕｙａｎｘｕｅ Ｌｕｎｃｏｎｇ Ｖｏｌ ５１

———２０１５ｂ Ｏ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Ｒｕ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１１ － ２３

Ｌｉ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２０００ Ｔ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ａｈａ ＭＩＴ Ｗｏｒｋ⁃
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４０： １２３ － １３６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Ｏｒａ Ｍａｔｕｓｈａｎｓｋｙ， Ａｌｂｅｒｔ Ｃｏｓｔａ，
Ｊａｎｖｉｅｒ Ｍａｒｔｉｎ －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Ｌａｎｃｅ Ｎａｔｈａｎ ＆ Ａｄａｍ Ｓｚｃｚｅｇｉｅｌｎｉａｋ

Ｓｙｂｅｓｍａ， Ｒｉｎｔ ａｎｄ Ｂｏｙａ Ｌｉ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Ｄｉ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１７ （２００７） １７３９ － １７８３

Ｔａｎｇ， Ｓｚｅ Ｗ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ｃｈｅｍａ ｆｏｒ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 ３

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Ｊｏｈｎ （２０１０ ）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１３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ｇ （２０１４ ）  Ｓｅｇｍｅｎ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Ｃａｎｔｏｎｅｓｅ：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５ （２） ： ４７ － ６０

曹文 （２００７） 赵元任先生对汉语语调研究的贡献， 《 世界汉语教学》 第 ４
期， 北京。

岑麒祥 （１９４２） 入声非声说， 《 图书月刊》 第 ２ 卷第 ７ 期。
程雨民 （２００３） 《 汉语字基语法》 ， 复旦大学出版社。

邓思颖 （２００２） 粤语句末助词的不对称分布， 《 中国语文研究》 第 ２ 期
７５—８４ 页， 香港。

——— （２００６） 粤语疑问句末 ‘ ｓｉｎ１’ 字的句法特点， 《 中国语文》 第 ３ 期
２２５—２３２ 页， 北京。

方晓燕 （２００３） 《 广州方言句末语气词》 ， 暨南大学出版社， 广州。
郭锡良 （１９８９） 前秦语气词新探 （ 二） ， 《 古汉语研究》 第 １ 期。
何乐士 （２００４） 《 左传虚词研究》 ， 商务印书馆， 北京。

胡敕瑞 （２０１３） 《 老子》 诸本的句末语气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学研究论
坛 《 上古汉语语法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２５—４４ 页。

李艳惠、 冯胜利 （２０１３） 论狭域焦点的韵律偏差性， “ 汉语韵律语法讨论
会” 论文讲演； 香港中文大学。

李佐丰 （２０１３） 在上古汉 语 中 虚 词 “ 也” 的 产 生 和 使 用， 中 国 社 会 科
学院

国学研究论坛 《 上古汉语语法史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 １—９ 页。
铃木直治 （１９９４） 《 中国古代语法の研究》 ， 日本汲古书店。

刘来成 （１９９７） 《 定州汉墓竹简 〈 论语〉 》 ， 文物出版社， 北京。
陆俭明 （２００３） 《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 ， 北京大学出版社。

罗端 （２０１３） 对古汉语否定句里代词宾语位置的进一步讨论， 中国社会
科学院国学 研 究 论 坛 《 上 古 汉 语 语 法 史 研 究 学 术 研 讨 会 会 议 论 文》

１０—２４ 页。

吕叔湘 （１９５８） 《 文言虚字》 ， 上海教育出版社。

马建忠 （１９８３） 《 马氏文通》 （ 重印本） ， 商务印书馆。

马秋武 （２０１４） 汉语语调音系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当代外语研究》 第
１ 期。

麦耘 （１９９３） 广州话 “ ｓｉｎ” 再分析，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 广州话研究与教学》 ６３—７３ 页，

Ａ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ｓ

１３１

梅祖麟 （１９７７） 中古汉语的声调与上声的起源， 《 中国语言学论集》 ， 台
湾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潘允中 （１９８２） 《 汉语语法史纲要》 ， 中州书画社。

蒲立本 （ Ｅ Ｇ Ｐｕｌｌｅｙｂｌａｎｋａｕ 著， 潘悟云、 徐文堪译） （１９９９） 《 上古汉语
的辅音系统》 ， 中华书局。

沈炯 （１９９８） 汉语语调分类和标记方法试说， 《 语言文字应用》 第 １ 期
１０４—１０６ 页。

孙玄常 （１９８４） 《 马氏文通札记》 ， 安徽教育出版社。
王力 （１９８０） 《 汉语史稿》 ， 中华书局。

向熹 （１９９３） 《 简明汉语史》 ， 高等教育出版社。
杨树达 （１９８４） 《 高等国文法》 ， 商务印书馆。

杨永龙 （２０００） 先秦汉语语气词同现的结构层 次，
４ 期。

《 古 汉 语 研 究》 第

张振林 （１９８２） 先秦古文中的语气词， 《 古文字研究》 第 ７ 辑。

赵元任 （１９２２） 中国言语字调底实验研究法， 《 科学》 第 ７ 卷第 ９ 期。 另
见赵元任 （２００２： ２７—３６） 。

——— （１９２４） 语 音 的 物 理 成 素，
（２００２： １０３—１１２） 。

《 科 学》 第 ９ 卷 第 ５ 期。 另 见 赵 元 任

——— （１９２６） 北京、 苏州、 常州语助词的研究， 《 清华学报》 第 ３ 卷第 ２
期。 另见赵元任 （ ２００２： １３３—１７６） 。

——— （１９２９） 北平语调的研究， 《 最后五分钟》 附录， 中华书局， 北京。
另见赵元任 （２００２： ２５３—２７２） 。

——— （１９３５） 国语语调 （ 讲演） ，
（２００２： ４２６—４３４） 。

《 国语周刊》 第 ２１４ 期。 另见赵元任

——— （１９５９ ／ １９８０） 《 语言问题》 （ 中国台湾大学） ； １９８０ 年新版， 商务印
书馆， 北京。

——— （２００２） 《 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 ， 吴宗济、 赵新那编， 商务印书馆，
北京。

郑权中 （１９５５） 汉语句末疑问 （ 语气） 词和被动语态 （ 演变） 的研究，
《 复旦学报》 第 ２ 期。

郑张尚芳 （２０１２） 《 郑张尚芳语言学论文集》 ， 中华书局。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ＰＡＵＬ

Ｃｅｎｔｒｅ ｄｅ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ｌ＇Ａｓｉ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ｅ （ ＣＲＬＡＯ） ，
ＣＮＲＳ － ＥＨＥＳＳ － ＩＮＡＬＣＯ， Ｐａｒｉ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ａｎｄ ｎｕｌｌ ｏｂｊｅｃｔ ｍａｋ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ｔｕｒｎ ｉｓ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ｅｓ ａ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Ｐａｕｌ ＆
Ｗｈｉｔｍａｎ （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ｎｏ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ｉｓ ｂａｃｋｄｒｏｐ，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ｎ ｎｏｔ ｂｅ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ｂｉｎ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ｐｉｃ，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ｗｈｉｃｈ
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ｆｏｒ ｔｗｏ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ｎｅｉｔｈｅｒ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ｎｏｒ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ａ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ｅ ｇ “ ａｇ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ｎｇ” ｏｒ “ ｔｏｎａｌ”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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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ｉｔ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ｖｉｚ ｔｈ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ｒｉｃｈ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ｅ ｇ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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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ｍｅｎａ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ｔｅｒ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ｔ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ｕｎｔｅ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２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ｌｙ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
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ｃｆ Ｊｉａｎｇ Ｌｉ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Ｈｕａｎｇ ＆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Ｂａｒｒｙ Ｃ －

Ｙ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ｈａｖｅ ｒｅｖｉｖ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 ｃｆ Ｌｉ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７６） ，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ｉｎ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ｉａｎｇ Ｌｉ （２０１３） ａｉｍｓ ａｔ ｄｅ⁃

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ｂ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ｎｄ ／ ｏ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ｆｒｏｍ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３５

ｂａｎ ｏｎ ａｎ ｅｍｐｔｙ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ａｒｒｙ Ｃ － Ｙ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ｐｏｓｔｕ⁃
ｌ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ｐｉｃ Ｐｈｒａｓｅ ｍａｋｅｓ ｎｕｌｌ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ｓ （ ｐｒｏ － ｄｒｏｐ）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ｐｕｚｚｌｅ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 ｗｈｏｓ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ｓ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ｌｉ⁃

ｃｅｎｓ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ａｌｌｏｗｓ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Ｈｕａｎｇ ＆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ｓｓｉｇ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ｂｉｎ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ｂｏｔｈ ［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ｅ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ｂｏｔｈ： ［ ＋ ｎｕｌｌ ｓｕｂ⁃
ｊｅｃｔ］ ， ［ ＋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２ １

Ｊｉａｎｇ Ｌｉ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２： § ３ ６ １， ２１３ － ２２４； ２０１３）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ｈｙ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 ‘ ｑｕａｎｔｉｆｅ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ｎｏｕｎ’ （ Ｑ ＣＬ Ｎ）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ａ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ｈｅｎ ｒｅｃｅｉｖｉｎｇ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ａｂｌｅ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ｕｎｄｅｒ ａ ｐｕｒ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①
（１ａ） Ｓāｎ ｇｅ ｈáｉｚｉ ｚàｉ ｌóｕ
３

ｃｌ ｋｉｄ ａｔ

ｆｌｏｏｒ ｏｎ

ｓｈàｎｇ ｚｕò

ｚｕòｙè

ｄｏ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ＳＦＰ

ｎｅ ②２

‘ Ｔｈｒｅｅ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ｋｉｄｓ ａｒｅ ｄｏｉｎｇ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ｕｐｓｔａｉｒｓ ’

①

Ｔｈ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ｏｌ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ｂｙ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２）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 Ｐｈｒａｓｅｓ （ ＱＰ）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 ‘ Ｑ ＣＬ Ｎ’ ，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ＱＰ ｉｓ ｐｅｒ⁃

ｆｅｃｔ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ａ ｐｕｒｅｌ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 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 ｃｆ Ｌｉ Ｌｉｎｄｉｎｇ １９８６， ｃｈ ２１）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ｃｉｔｅ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ｂｕ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ｅｍ ａ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ＮＰｓ

（ ｉ） Ｓāｎ ｇｅ ｎǚｓｈēｎｇ
３ｃｌ ｇｉｒｌ

ｃａｎ

ｋěｙǐ ｔáｉｑǐ

ｌｉｆｔ ｕｐ １ ｃｌ

ｙī ｊｉà ｇāｎｇｑíｎ

ｐｉａｎｏ

（ Ｊｉａｎｇ Ｌｉ ２０１３： ６， （２１ｃ） ， ｃ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ｉ １９９８）

‘ Ｔｈｒｅｅ ｇｉｒｌｓ ｃａｎ ｌｉｆｔ ｕｐ ｏｎｅ ｐｉａｎｏ ’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１ｂ） ｉ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ｗｅｌｌ： （ ｉｉ） Ｓāｎ ｇｅ
②

ｘｕéｓｈēｎｇ ｃｈī － ｌｅ

ｙī

ｇｅ

ｃａｋｅ ‘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ｅ ｏｎｅ ｃａｋｅ ’

ｄàｎｇāｏ

３ｃ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ａｔ － ｐｅｒｆ １

ｃｌ

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ｇｌｏｓｓ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Ｃ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ＥＸＰ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

ｐｅｃｔ； ＮＥＧ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ＰＬ ｐｌｕｒａｌ （ ｅ ｇ ３ＰＬ ＝ ３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ｐｌｕｒａｌ） ； ＳＧ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ＳＵＢ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ｏｒ

１３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ｂ） ？？ Ｓāｎ ｇｅ ｘｕéｓｈēｎｇ ｃｈī － ｌｅ
３

ｃ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ａｔ － ｐｅｒｆ

ｃａｋｅ

ｄàｎｇāｏ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ｋｅ ’
（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３： ８，

１９９７）

（３１ａ） ， ｃｉｔ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Ａｕｄｒｅｙ Ｙ － Ｈ Ｌ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ｅｒ ｔｈｅｓｉｓ （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２） ，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ｈｏｗ 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ＱＰ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 ‘ Ｑ Ｃｌ Ｎ’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ｏｎ －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

ｇｅｓ， Ｊｉａｎｇ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ｌｉ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ｂｕ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３） ，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ｔ ｓｔａｋｅ ｉｓ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ａｉｄ ｔｏ ｂｅ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ｍｐｔｙ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ｃｆ

（２ｂ） ）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ＸＰ （ ｅ ｇ ａｎ ａｄｊｕｎｃｔ ＮＰ）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 ｃｆ （２ｃ） ） ， ｓｈ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ｔｏ － ｔｏｐｉｃ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 ｃｆ （２ａ） ）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
ｓｅｒｖｅｄ ｆｏｒ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ＸＰｓ ｏｎｌｙ

①

（２ａ） ［ ＴｏｐＰ ＸＰ ｉ ［ ＩＰ ｔ ｉ ［ ｖ Ｐ ［ ＶＰ Ｖ … ］ ］ ］ ］ （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３： １３， （４５ａ － ｃ） ；
ｈｅｒ ｌａｂｅｌｓ ａｎｄ ｂｒａｃｋｅｔｉｎｇ）

（２ｂ） ∗ ［ ＴｏｐＰ Ø ［ ＩＰ ＸＰ ［ ｖ Ｐ ［ ＶＰ Ｖ … ］ ］ ］ ］
（２ｃ） ［ ＴｏｐＰ ＸＰ ［ ＩＰ （ ＹＰ） ［ ｖＰ ［ ＶＰ Ｖ … ］ ］ ］ ］

①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ｇｌｏｓｓｅｓ ｏｖｅｒ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ｅｌｌ － ｋｎｏｗｎ ｆａｃｔｓ， ｉｎｔｅｒ ａｌｉａ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ｕｒｅｌ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 Ｑ ＣＬ Ｎ’ ｐｈｒａｓｅｓ （ ｃｆ （ ｉ） ｆｒｏｍ Ｄｙｌａｎ Ｔｓａｉ １９９４： １３８） ：
（ ｉ） Ｙī ｐｉàｎ ｌùｎｗéｎ， ｗǒ
１ｃｌ

ｐａｐｅｒ １ｓｇ

ｈáｉ

ｓｔｉｌｌ

ｋěｙǐ ｙｉｎｇｆｕ， （ ｌｉǎｎｇ ｐｉàｎ， ｎà

ｃａｎ

ｈａｎｄｌｅ ２

ｃｌ

ｔｈａｔ

ｊｉù

ｔàｉ

ｔｈｅｎ ｔｏｏ ｍｕｃｈ

ｄｕō

ｓｆｐ

ｌｅ）

‘ Ｏｎｅ ｐａｐｅｒ， Ｉ ｓｔｉｌｌ ｃａｎ ｈａｎｄｌｅ （ ｔｗｏ ｐａｐｅｒｓ， ｔｈａｔｓ ｔｏｏ ｍｕｃｈ）  ’ Ｍｏ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ｓ ｓｏｏｎ ａｓ ａｄ⁃

ｊｕｎｃｔ ＸＰ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 ｄｅｆｉ⁃

ｎｉｔｅｎｅｓ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Ｘ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ｏ ｂｅ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 （ ｃｆ Ｐａｕｌ ２０１５， ｃｈ ６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３７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Ｐｓ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ｎｌｙ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ｄｉ⁃

ｖｉｄｕａｌｓ ｃａｎ ｒａｉｓｅ ｔｏ Ｔｏｐｉｃ Ｐｈｒａｓ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 ｃｆ （３ａ） ）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ｎｏｎ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 ｅ ｐｕｒｅｌｙ ｑｕａｎ⁃

ｔｉｔｙ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ＱＰｓ ａｒｅ ｂａｎ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ｃｆ （３ｂ） ） ，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ａｎ

ｅｍｐｔｙ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ｃｆ （３ｃ） ）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ｂｙ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ｎｏｔ
ｂ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ｒｅ ｓａｉｄ ｔｏ ｂｅ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３ａ） ［ ＴｏｐＰ ［Ｓāｎ ｇｅ ｈáｉｚｉ ｉ ］ ［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 ＩＰ ｔ ｉ ［ ｖ Ｐ ［ ＶＰ ｚàｉ ｌóｕ ｓｈａｎｇ ｚｕòｚｕòｙè］］］ ｎｅ］
３

ｃｌ ｋｉｄ

ａｔ ｆｌｏｏｒ ｏｎ

ｄｏ

‘ Ｔｈｒｅｅ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ｋｉｄｓ ａｒｅ ｄｏｉｎｇ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ｕｐｓｔａｉｒｓ ’

ｈｏｍｅｗｏｒｋ ＳＦＰ

（３ｂ） ∗［ ＴｏｐＰ ［ Ｓāｎ ｇｅ ｘｕéｓｈēｎｇ ｉ ］ ［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 ＩＰ ｔ ｉ ［ ｖ Ｐ ［ ＶＰ ｃｈī － ｌｅ ｄàｎｇāｏ］ ］ ］
３

ｃ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ａｔ － ｐｅｒｆ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ｋｅ ’ ）

ｃａｋｅ

（３ｃ） ∗［ ＴｏｐＰ Ø ［ ＩＰ ［ Ｓāｎ ｇｅ ｘｕéｓｈēｎｇ］ ［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 ｖ Ｐ ［ ＶＰ ｃｈī － ｌｅ ｄàｎｇāｏ］ ］ ］
３

ｃ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ｅａｔ － ｐｅｒｆ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ｋｅ ’ ）

ｃａｋｅ

（ Ｊｉａｎｇ Ｌｉ ２０１３ ： （４７） ， （４８） ； ｈｅｒ ｇｌｏｓｓｅｓ， ｂｒａｃ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
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ＸＰ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ｉ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ｏｐＰ ｏｒ ｉｓ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ａｉ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ＩＰ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ｔｏ － ｔｏｐ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ｓａｉｄ ｔｏ ｂｅ “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ｙǒｕ ‘ ｈａｖｅ， ｅｘｉｓｔ’ ｗｈｏｓ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３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

［ ＴｏｐＰ Ø ［ ＩＰ ｙǒｕ ［ ［ ｓｎ ｇｅ ｘｕéｓｈēｎｇ］ ［ － ｓｐｃｃｉｆｉｃ］ ［ ｖｐ ［ ＶＰ ｃｈī⁃ｌｅ ｄｎｇｏ］ ］ ］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Ｊｉａｎｇ （２０１３） ， ｏｎｌ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ｓ ａｌｌｏｗ ｆｏｒ ａｎ ｅｍｐｔｙ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 ｒａｔｈｅｒ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Ｊｉａｎｇｓ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ｔｏ － ｔｏｐ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ｅｌｌ － ｋｎｏｗｎｗｈ － ｉｎ － ｓｉｔ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ｈ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ｓｈéｉ ‘ ｗｈｏ’ ｍｕｓｔ ｏｃｃｕｐｙ ＳｐｅｃＴＰ ａｎｄ ｉｓ ｂａ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ｃＴｏｐＰ，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５ｂ）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

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Ｐ ｎ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ｈéｉ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ｔｏ ｈａｖｅ ｌｅｆｔ ｔｈｅ ＴＰ
（ ｃｆ Ｐａｎ ２０１１） ：

（５ａ） ［ ＴＰ Ｓｈéｉｒèｎｓｈｉｚｈèｉｇｅｒéｎ］ ？
ｗｈｏｋｎｏｗｔｈｉｓｃｌｐｅｒｓｏｎ

‘ Ｗｈｏ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ｓｏｎ？’
（５ｂ） ∗ ［ ＴｏｐＰ Ｓｈéｉ ｉ ［ Ｔｏｐ° ｎｅ］ ［ ＴＰ ｔ ｉ
ｗｈｏ

ｒèｎｓｈｉ
ｋｎｏｗ

ｚｈèｉｇｅ

ｔｈｉｓＣＬ

ｒéｎ］ ］ ？
ｐｅｒｓｏｎ

Ｈｅ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ａ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ｌ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３ ｂｅｌｏｗ Ｉｆ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ｏｒｃｅｄ
ｔｏ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ｏ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ｉｓ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Ｊｉａｎｇ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ｃｏ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ｃｏｖｅｒｔ ＴｏｐＰ ｗｉｔｈ ａ ｆｉｌｌｅｄ ＴｏｐＰ；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ｈ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 ｖｅｒｙ ｃｏｍｍ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Ｉｎ ａｎｙ ｃａｓｅ， ａｓ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ｍａｉ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Ｊｉａｎｇ Ｌｉｓ
（２０１２： ２１３ － ２２４， § ３ ６ １； ２０１３）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ｏ⁃
ｖｅｒｔｌｙ ｆ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

ｔｕｒｎｓ ｏｕｔ ｔｏ ｂｅ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ｔ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ｐｏｉｎｔ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Ｌｉ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７６，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３９

１９８１） ｄｉｄｎｏｔ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ｎ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ｌｙ ｆｉｌｌ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ｇｈｔ ｔｈｉｓ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ｗａｙ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ｔｈｅ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ｅｒｅ “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ｆａｖｏｒｓ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ｔｏｐｉｃ － ｃｏｍ⁃

ｍｅｎｔ’ ｐｌａｙ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ｒ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ｕｌｌｙ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ｔｏｐｉｃ ｔｏ ｂｅ ｂａｓｉｃ” （ Ｌｉ ＆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７６： ４５８ － ４５９ ）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ｃｆ Ｐａｕｌ ＆ Ｗｈｉｔｍａｎ （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２ ２

Ｂａｒｒｙ Ｃ － Ｙ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Ｂａｒｒｙ Ｃ － Ｙ Ｙａｎｇ （ ２０１４ ）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８２： ３４８ｆｆ， ｃｈ ５ ４）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 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ａｎｙ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ｂ （ ｃｆ Ｔａｒａｌｄｓｅｎ １９７８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ｄｅａ； ｆｏｒ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
ｃｆ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２０１３， Ｒｏｕｖｅｒｅｔ ２０１５： ｃｈ ６ ８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ｒｅｉｎ） 

（６） Ｚｈāｎｇｓāｎ ／ ｔāｍｅｎ ｌá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 ３ｐｌ

－ ｌｅ

ｍａ？

ｃｏｍｅ － ｐｅｒｆ ｓｆｐ

ｐｒｏ ｌáｉ

－ ｌｅ

ｃｏｍｅ － ｐｅｒｆ

‘ Ｈａ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ｙ ｃｏｍ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ｈａｓ ／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 ’
（７ａ） Ｓｏｎｏ

ａｒｒｉｖａｔｉ

ｂｅ ３ｐｌ ａｒｒｉｖｅｄ ３ｐｌ

Ｍａｒｉａ ｅ

Ｐａｏｌｏ？

Ｍ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ｏｌｏ

Ｓì，

ｙｅｓ

ｐｒｏ ｓｏｎｏ

ａｒｒｉｖａｔｉ

ｂｅ ３ｐｌ ａｒｒｉｖｅｄ ３ｐｌ

‘ Ｈａｖｅ Ｍ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Ｐａｏｌｏ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Ｙｅｓ， ［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ｒｒｉｖｅｄ ’
（７ｂ） È

ｂｅ ３ｓｇ

ａｒｒｉｖａｔｏ

ａｒｒｉｖｅｄ ３ｓｇ

Ｐａｏｌｏ？
Ｐａｏｌｏ

Ｓì，

ｙｅｓ

ｐｒｏ

è

ｂｅ ３ｓｇ

‘ Ｈａｓ Ｐａｏｌｏ ａｒｒｉｖｅｄ？ Ｙｅｓ， ［ ｈｅ］ ｈａｓ ａｒｒｉｖｅｄ ’

ａｒｒｉｖａｔｏ

ａｒｒｉｖｅｄ ３ｓｇ

Ｂａｒｒｙ Ｃ － Ｙ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ｏｆ ｈｏｗ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１４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ＭＰ） （ ｃｆ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９５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ｗｏｒｋｓ） ， ｗｈ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 ａｌｉａ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ｐｒｏ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ｒｉｃｈ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ｒｅｃ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ｐｒｏ ａｓ ａ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ｎｏｔ ｓｐｅｌｔ
ｏｕｔ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Ｐ， ｅｉｔｈｅｒ （ ｃｆ Ｒｏｕｖｅｒｅｔ （２０１５， ｃｈ ６ ８）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Ｐ －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ｉｃｈ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Ｈｏｌｍ⁃

ｂｅｒｇ ＆ Ｒｏｂｅｒｔｓ （ ２０１３ ）  Ｉｎ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ｅｘｃｌｕｄｉｎｇ ｎｏｎｐｒｏ － ｄｒｏｐ
Ｆｒｅｎｃｈ ｈｅｒｅ） ， Ｔｅｎｓｅ ｈａｓ ａｎ ｕｎｖａｌｕｅｄ ［ 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ｈｉ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ｐｈｉ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ｎｏｍｉｎ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ｉｔｓｅｌｆ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ｎ
ＳｐｅｃｖＰ ａｒｅ ｃｏｐｉｅｄ ｏｎｔｏ Ｔ ｖｉａ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 ｉｓ ｓａｉｄ ｔｏ ｌａｃｋ ｐｈｉ ｆｅａｕｒ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 Ｄ］ ｆｅａ⁃

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ｃａｎ ｌｉｋｅｗｉｓｅ ｌａｃｋ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ｎａｐｈｏｒ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 Ｎ］

ｏｎｌ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ｌ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２０１３ ） ，
ｔｈ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ｔｈ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 ｇｅｎｅｒｉｃ ” ，
ｉ ｅ ｎｏｎ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Ｄ］ ａｓ ｗｅｌｌ

①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ｉｎ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２０１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ｎｙ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ｔｙｐｅｐｒｏ － ｄｒｏｐ
①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ｎ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ｉ ｅ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ｎｅ，

ｃｆ Ｎｉｉｎａ Ｎ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６） ， ｗｈｏ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ｎｕｌｌ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８９： １９３） ａｂａｎｄｏｎ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Ｏ ａｎｄ ｐｒｏ， ａ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ｎｕｌｌ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 ｎｏｎ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ｓ ａ ＰＲＯ ｗｉｔｈ 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８２： ３７０ － ３７２） 

（ ｉ） ［ Ｚàｉ ｚｈèｌｉ ｐｒｏ ｎéｎｇ ｍｉǎｎｆèｉ
ａｔ

ｈｅｒｅ

ｃａｎ

ｆｒｅｅ

ｔíｎｇ ｃｈē］ ｓｈì ｄàｊｉā

ｐａｒｋ ｃａｒ ｂｅ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ａｌｌ

ｄōｕ ｚｈīｄａｏ ｄｅ

ｋｎｏｗ

‘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ｃａｎ ｐａｒｋ 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ｆｒｅｅ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ｋｎｏｗｓ

ｓｕｂ

ｍａｔｔｅｒ

ｓｈì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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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ｙ ａｄｏｐｔ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Ｈｕａｎｇｓ （１９８２）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ｌｌｏｗｓ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ｎｙ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ｆ ｗｅ ｎｏｗ ｔｕｒｎ ｔｏ Ｂａｒｒｙ Ｃ － Ｙ Ｙａｎｇｓ （２０１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ｗｅ 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ｏｅｓ ｂｅａｒ ａ ［ Ｄ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Ｃ ｂｅａｒｓ ａ “ ［ ｕＴｏｐ］ ｏｒ ＥＰＰ ／ Ｄ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２０３ ）  ①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２４１ － ２４３ ）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２０１０ ）

ｗｈｅｒｅ ｐｈｉ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ｄｅｐｅｎｄｓ ｏ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Ｄ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É Ｋｉｓｓ １９９５ ） ｏｒ

ｎｏｔ Ｉｎ ｎｏｎ － Ｄ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 ｉｎｈｅｒｉｔｓ ｉｔｓ ｐｈｉ － ｆｅａｕｒ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 ｈｅａｄ Ｃ；
Ｔ ｐｒｏｂ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ｖＰ ｄｏｍａｉｎ ｔｏ ｆｉｎｄ ａ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ｇｏａｌ （ ｉ 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Ｐ）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ａｎ Ａｇｒｅ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ＰＰ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Ｐ ｔｏ ＳｐｅｃＴＰ Ｉｎ ＤＣ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 ｔｈａｔ ｅｎｔｅｒ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Ｇｏ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ｖＰ ｄｏ⁃

ｍａｉｎ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ｈｉ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ｂｕｔ ｔｏｐｉｃ ／ ｆｏｃｕ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ａｒ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 ａｓ ｉｎ ｎｏｎ － ＤＣ ｐｈｉ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ｏｐｉｃ ／ ｆｏｃｕ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ｔｈｅ Ｃ ｄｏｍａｉｎ ②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ｙ ｃｏｎ⁃

ｔｒａｓｔ，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ＣＰ， ｉ 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ｓ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ＴＰ Ｏ

［ｖＰ

Ｓ

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Ｖ

ＮＥＧ］ ］ ，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ｓ

①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ｈｉｓ ｉ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ｕＴｏｐ］ ， ＥＰＰ ａｎｄ ［ 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Ａｓ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ｃｌ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ｕ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②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 （２０１０： ７５）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ｙ ｏｒ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Ｏ Ｓ Ｖ Ｎｅｇ’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ｆｏｒ ｔｗｏ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 ｉ） ［ ＴＰ Ｏ ［ ｖ Ｐ Ｓ 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Ｖ

ＮＥＧ］ ］ ｗｈｅｒ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ｉｓ ｓｅｅｎ ａｓ Ａ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ｐｅｃＴ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ａ ｖ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 ｉｉ） Ｏ ［ ＴＰ Ｓ ［ ｖ Ｐ ｔ Ｓ 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Ｖ ＮＥＧ］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ＳｐｅｃＴＰ，
ｉ 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１４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①
（８） ［ ＴｏｐＰ ［ Ｎà

ｂěｎ ｓｈū］ ｉ ， ｍěｉ

２０１４： ２４２， （３４） ）
ｔｈａｔ ｃｌ ｂｏｏｋ

ｅｖｅｒｙ ｃｌ ｐｅｒｓｏｎ

ｇｅ

ｒéｎ ｄōｕ ｍéｉ ｋàｎ － ｇｕｏ ｔ ｉ

（ Ｙａｎｇ

ａｌｌ ｎｅｇ ｒｅａｄ － ｅｘｐ

‘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ｄｉｄｎ’ ｔ ｒｅａｄ ［ｉｔ］  ’ （ｅｖｅｒｙ ＞ ｎｏｔ； ∗ｎｏｔ ＞ ｅｖｅｒｙ）
＝ ＞ ‘ 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 ｎｏｂｏｄｙ ｒｅａｄ ｉｔ ’ ［ ｍｙ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ＷＰ］

①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 ｆｕｌｌｙ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Ｙａｎｇｓ （２０１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８） ， Ｋｏｓ （２００５） “ ａｎｃｈｏｒｉｎｇ” ｔｅｓｔ ｈｅ

ａｐｐｅａｌｓ ｔｏ ａｓ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ｗｏｒｋ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Ｋｏ （２００５） ，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ｏｆ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ｅｎｔａｉｌ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 ｎｏｂｏｄｙ’ ａｎｄ ‘ ｆｅ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ｎｏｎ －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 ｎｏｂｏｄｙ’ ａｎｄ ‘ ｆｅ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ｉ） ［ Ｎà

ｂěｎ ｓｈū］ ｉ ［ ＩＰ ｈěｎｓｈǎｏ － ｒéｎ

ｔｈａｔ ｃｌ ｂｏｏｋ

ｆｅｗ

／ ｍéｉｙǒｕ － ｒéｎ

－ ｐｅｏｐｌｅ ／ ｎｏｂｏｄｙ

‘ 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 ｆｅｗ ｐｅｏｐｌｅ ／ ｎｏｂｏｄｙ ｈａｖｅｎ’ ｔ ｒｅａｄ ［ ｉｔ］  ’

ｍéｉ ｄú
ｎｏｔ

－ ｇｕｏ ｔ ｉ ］ ］

ｒｅａｄ － ｅｘｐ

（ Ｂｒａｃｋｅｔｉｎｇ， ｇｌｏ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 Ｙａｎｇｓ （２０１４： ２４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３５）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ｍ⁃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ｉｎｇｍéｉ ｙǒｕ ｒéｎ ａｎｄ ｈěｎ ｓｈǎｏ （ ｙǒｕ） ｒéｎ ｈａ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ｂｕｔ 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ｍéｉ ｙǒｕ ｒéｎ ‘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ｔ ａｎｙｂｏｄｙ’ ＞ ‘ ｎｏｂｏｄｙ’ ｎｏｒ ｈěｎ ｓｈǎｏ （ ｙǒｕ）

ｒéｎ ‘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ｆｅｗ ｐｅｏｐｌｅ’ ＞ ‘ ｆｅｗ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ｂｌｅ） ＤＰ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ｂｏｔ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ｔｉａｌ ｖｅｒｂ ｙǒｕ ‘ ｈａｖｅ， ｅｘｉｓｔ’ ｗｈｏｓｅ ｕｎｉｑ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ｖ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ｌｙ，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ｗｅｌｌ － ｋｎｏｗｎ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ｃｆ Ｌü Ｓｈｕｘｉａｎｇ １９６５， Ｌü Ｓｈｕｘ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４８０） ：

（ ｉｉ） Ｔā

ｙǒｕ

ｈěｎ

ｄｕō

ｙáｃｈǐ ／ ∗ｈěｎ

３ｓｇ ｈａｖｅ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ｔｏｏｔｈ ／

ｖｅｒｙ

ｓｈǎｏ ｙáｃｈǐ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ｏｏｔｈ

‘ Ｈｅ ｈａｓ ｍａｎｙ ｔｅｅｔｈ （ ／ ｆｅｗ ｔｅｅｔｈ）  ’

（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ｉｕ Ｄａｎｑｉｎｇ ２０１１： １０４， （３５） ）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ｍéｉ ｙǒｕ ｒéｎ ａｎｄ ｈěｎ ｓｈǎｏ （ ｙǒｕ ） ｒé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 ｃｌａｕｓｅ，
ｉ 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ｈěｎ ｓｈǎｏ （ ｙǒｕ） ｒéｎ ｉｓ ｎｏｔ ｏｎ ａ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Ｐ ｈěｎ ｄｕō ｒéｎ ‘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ｆ Ｋｏｓ （２００５） ｃｌａｉｍ， ｉ 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 ｉｉｉ） ｃａｎ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ｎｏｔ ｂｅ ｓｉｍｐｌｙ ｒｅａｄ ｏｆｆ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ｎｏ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ｉｎ

Ｓｐｅｃ， ＴＰ ）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ｎà ｂěｎ ｓｈū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ｆｅ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 ｉｉｉ） ［ ＴｏｐＰ ［ Ｎà ｂěｎ ｓｈū］ ｉ ［ ＴＰ ｍéｉ ［ ｖ Ｐ ｙǒｕ
ｎｅｇ

ｈａｖ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ｎｅｇ ｒｅａｄ － ｅｘｐ

ｒéｎ

‘ Ｔｈａｔ ｂｏｏｋ，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ｂｏｄｙ ｗｈｏ ｈａｓｎ’ ｔ ｒｅａｄ ｉｔ ’

ｍéｉ

ｄú

－ ｇｕｏ ｔ ｉ ］ ］ ］ ｔｈａｔ ｃｌ ｂｏｏｋ

Ａ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ú － ｇｕｏ ‘ ｒｅａｄ’ ｉ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ｆｏｒ ｒéｎ ｗｈｏｓ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４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 （ ２０１０： ４６ｆｆ ） ｈｉｍｓｅｌｆ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ａ
ｐｈｉ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ａｔ ｉｓｎｏｔ ａ Ｄ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ｎｅｖ⁃
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ｓ （ ２０１０ ）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ｆｏｒ Ｄ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ａｓ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ｃｆ Ｐａｕｌ ＆ Ｗｈｉｔｍａｎ （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Ｙａｎｇ （ ２０１４ ）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ｕＴｏｐ ］ ／

ＥＰＰ ／ 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Ｃ ｔｈａｔ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①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２３９， ２４３） ｐｏｓｉｔｓ ａ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Ｐ ａ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ｏｖｅｒｔ
ａｎｄ ｃｏｖｅｒ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ｖｉａ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ｇｅ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ｏｐ⁃

ｉｃｓ （ Ｂｕｔ ｃｆ Ｐａｕｌ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５， ｃｈ ６ ｆｏ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Ｔ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Ｐ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ｏｐＰ ａｒ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ｆｏ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ＸＰｓ） 

Ｏｎｅ ｗａｙ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ｉｓ ［ ｕＴｏ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ｏ ｍｅｒｇｅ ａｎ ＸＰ （ ｈｅｒｅ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ｎ
ＴｏｐＰ ｉｔｓｅｌｆ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ｅｈａｖｅｓ ｏｎ ａ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ｔ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ａｎｄ ｉｓ ｃｏｉｎ⁃
ｄｅｘ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９）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ｔｏｐ ｍａｎｙ

［ ｘǔｄｕō ［ ＣＰ ｅ ｉ ｘｉě ］ ｄｅ ｓｈū］

ｗｒｉｔｅ ｄｅ ｂｏｏｋ ａｌｌ

ｄōｕ ｈěｎ

ｖｅｒｙ ｓｅｌｌ ｗｅｌｌ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ｔｈａｔ ［ ｈｅ ｉ ］ ｗｒｉｔｅｓ ｓｅｌｌ ｗｅｌｌ ’

２３１， （７ａ） ； ｈｉｓ ｇｌｏ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ａｃｋｅｔｉｎｇ）

ｃｈàｎｇｘｉāｏ

（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ＸＰ ｉｎ ＴｏｐＰ， ｔｈｅ Ｃ － ｈｅａｄ ｐｒｏｂｅｓ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
①

Ｙａｎｇｓ （２０１４： ２４３， （３６） ）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ｏｐ°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ａｒｓ ａ ［ ｕＴｏ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

ｉｃ，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ｔｏ ｂｅ 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ＳｐｅｃＴｏｐＰ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ａ ［ ｉＴｏ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 ｕＴｏ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ｎｅａｒｌｙ ａｎｙ ＸＰ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ｃａｎ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Ｓｐｅｃ⁃

ＴｏｐＰ （ ｃｆ Ｐａｕｌ ２０１５， ｃｈ ６） ，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Ｘ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 ｉＴｏｐ］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ｓｐｅｌｔ ｏｕｔ ａｔ ａｌｌ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ｔｏ ｔｈａｔ ［ ｉＴｏ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ＸＰ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ｏｃ⁃
ｃｕｐｙ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ａｓｈ ｉｆ ｔｈｅ ＸＰ ｉｓ ｉｎ ａ ｆｏｃ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
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 ｉＴｏｐ］ 

９

Ｉｎ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 ｂｏｔｈ ｅ ａｎｄ ｐｒ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１０）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ｈｅｒｅ ｎｏｔｅｄ ａｓ ［ ｕＴｏｐ］ ｏｎ Ｃ， ｂｙ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ｏ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 ｏｎｌｙ ｏｖｅｒｔ ＸＰｓ ｃａｎ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ＥＰ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ｓｈｅｄ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ｏｕｂ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ＰＰ， ［ ｕＴｏｐ］ ａｎｄ ［ Ｄ］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１４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ｊｅｃｔｐｒｏ， ｓａｉｄ ｔｏ ｂｅ ｅｎｄｏｗｅｄ ｗｉｔｈ ａ ［ Ｄ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ｒａ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ｅｃｋｓ ｔｈｅ
［ ｕＴｏｐ］ ／ ＥＰ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Ｃ：
（１０）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ｏｒ ｉｔｓ ［ 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ｏ ＣＰ ／

ＴｏｐＰ ｉ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ｅｍｐｔ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
（１１ａ） － （１１ｂ） ｂｅｌｏｗ：

（１１ａ）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ｓｈｕō ［ ｅ ｉ ／ ｊ ｍéｉ
（４１ａ － ｂ）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ａｙ

ｎｅｇ

ｄú

－ ｇｕｏ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

ｙǔｙáｎｘｕé］ （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２４５，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ｈｉｓ ｂｒａｃｋｅｔｉｎｇ）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ｓａｉｄ ［ ｈｅ ｉ ／ ｊ ］ ｈａｄ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
（１１ｂ）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ｓｈｕō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ａｙ

ｙǔｙáｎｘｕé ［ ｅ ｉ ／ ∗ｊ ｍéｉ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ｎｅｇ

ｄú

－ ｇｕｏ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

］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ｓａｉｄ ［ ｈｅ ｉ ／ ∗ｊ ］ ｈａｄ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２４５） ，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１１ｂ） ｃａｎ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ａｎ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ｍａ⁃
ｔｒｉｘ ＣＰ ／ ＴｏｐＰ ｉｓ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Ｐ ｙǔｙáｎｘｕé ‘ 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Ｐ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①
（１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ｗ ｔｈｅ ［ ｕＴｏ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Ｃ ｉｓ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ａｉｓｅ ｔｏ Ｃ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ｖｅｒｙ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１１ａ － ｂ） ｕｎｄｅｒ ｃｏ － ｉｎｄｅ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ｂｏｔｈ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ｃｒａｓｈ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①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Ｂｅｃｋ （１９９６） ｉｔ ｉｓ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 ｎｏｔ “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ＤＰ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ｙǔｙáｎｘｕé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 （１１ｂ） ｉｓ ｎｏｔ ｕｎ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１４５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ｐａｒｓｉｎｇ，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ｐｒｏ ｈａｓ ｎｏｔ ｒａｉ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ｏｐＰ ／ ＣＰ ａｎ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ｕＴｏ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ｕｎｃｈｅｃｋｅｄ：

（１３ａ） （ ∗） ［ ＣＰ１ Ｃ ［ ｕＴｏｐ］ ［ ＴＰ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ｓｈｕō ［ ｅ ｉ ｍéｉ
（ ＝ （１１ａ）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ａｙ

ｎｅｇ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

ｄú － ｇｕｏ

ｙǔｙáｎｘｕé］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ｓａｉｄ ［ ｈｅ ｉ ］ ｈａｄ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
（１３ｂ） （ ∗） ［ ＣＰ１ Ｃ ［ ｕＴｏｐ］ ［ ＴＰ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ｓｈｕō ［ ＣＰ２ ｙǔｙáｎｘｕé ｋ ［ ｅ ｉ ｍéｉ
ｇｕｏ ｔ ｋ ］ （ ＝ （１１ｂ）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ａｙ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ｎｅｇ

ｄú －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ｓａｉｄ ［ ｈｅ ｉ ／ ∗ｊ ］ ｈａｄ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１１ｂ） ｔｈｅ ［ ｕＴｏ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Ｐ ／ ＴｏｐＰ ｉｓ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ｄ ＤＰｙǔｙáｎｘｕé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Ｐ ／ ＴｏｐＰ ｉｎ ｂｏｔｈ （１１ａ） ａｎｄ
（１１ｂ）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 ｕｎｃｈｅｃｋｅｄ ［ ｕＴｏ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ａｓｈ；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ｙǔｙáｎｘｕé ｉｓ ｎｏｔ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Ｙａｎｇ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ｏｎｔｒａ ｔｏ ｆａｃｔ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ｐｒｏ （ ｃｆ （１４） ）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ｅａｄ ｔｏ ａ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 ｕＴｏ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ｂ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

（１４） ［ ＣＰ１ ｐｒｏ Ｃ［—ｕＴｏｐ］
—— ［ ＴＰ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ｓｈｕō ［ ｅ ｊ ｍéｉ ｄú － ｇｕｏ ｙǔｙáｎｘｕé］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ａｙ

ｎｅｇ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ｓａｉｄ ［ ｈｅ ｊ ］ ｈａｄ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

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ｓ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ｆｏｒ ＤＣ ｌａｎｇｕａ⁃
ｇ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ａｓ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ｄｏｅｓ， ｔｏ ｒｅ －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ｓ （２０１０） ｔｏｐｉｃ ／ ｆｏｃｕ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ａｎ ＥＰ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 ｉｎ 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 ｔｏ Ｔ° － ｔｏ ｅｎｄｏｗ Ｃ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Ｐ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Ｐ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ｅｉｔｈｅｒ ａｎ ｏｖｅｒｔ ＸＰ ｏｒ ａ ｃｏｖｅｒｔ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ｉｎ ＳｐｅｃＴｏｐＰ， ｉ ｅ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ｒｅｍａｉｎ ｅｍｐｔ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Ｙａｎｇ （ ２０１４ ） ｂｏｔ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ｔ ＸＰ ｏｒ ａ

１４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ｖｅｒｔ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ｃａｎ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 ｕＴｏｐ］ ／ ＥＰ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Ｃ，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ａ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ｓｎｏｔ ｏｎ ａ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ｔ ｔｏｐｉｃ，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ｃｏ － ｉｎ⁃
ｄｅ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ｉ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 ｃｆ （１５ｂ） ）
ｖｓ ｔｈｅ “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ａｓｅ （ ｃｆ （１５ａ） ） ：
（１５ａ）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ｓｈｕō ［ ｅ ｉ ／ ｊ ｍé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ａｙｎｅｇ

ｄú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

－ ｇｕｏ

ｙǔｙáｎｘｕé］ （ ＝ （１１ａ） ａｂｏ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ｓａｉｄ ［ ｈｅ ｉ ／ ｊ ］ ｈａｄ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
（１５ｂ） Ｌǐｓì ｊ ，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ｓｈｕō ［ ｅ ∗ｉ ／ ｊ ｍéｉ
Ｌｉｓ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ａｙ

ｎｅｇ

ｄú

－ ｇｕｏ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

ｙǔｙáｎｘｕé］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Ｌｉｓｉ ｊ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ｓａｉｄ ［ ｈｅ ∗ｉ ／ ｊ ］ ｈａｄ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
Ｔｈｅ ｃｏ － ｉｎｄｅ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ｔ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１５ｂ）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１５ｂ） ａｓ ‘ Ｌｉｓｉ ｊ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ｓａｉｄ ｈｅ ｉ ｈａｄ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 ｉｓ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 ａｓ ｎｏｎ － ｓｅｎｓ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ｎｏｔ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Ｌｉｓｉ （ ａｌｓｏ ｃｆ Ｈｕａｎｇ， Ｌｉ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０９： ２１０ ｆｏｒ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ｈｏｌｄｓ ｆｏｒ （１６） ：
（１６） Ｌǐｓì ｊ ，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ｓｈｕō
Ｌｉｓ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ａｙ

ｙǔｙáｎｘｕé ｋ ［ ｅ ∗ｉ ／ ｊ ｍéｉ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ｎｅｇ

ｄú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

－ ｇｕｏ ｔ ｋ ］

‘ Ｌｉｓｉ ｊ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ｓａｉｄ ［ ｈｅ ∗ｉ ／ ｊ ］ ｈａｄ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６ ） ａｎｄ （１１ｂ）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Ｐｙǔｙáｎｘｕé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ｈａｖｅ ａ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ｏｐｉｃ；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ｏｖｅｒｔ Ｘ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ｔｏｐｉｃ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Ｙａｎｇｓ （２０１４） ｐｏｓｉｔｉｎｇ ａ ［ ｕＴｏｐ］ ／ ＥＰ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Ｃ ｉｎ ｎｅｅｄ ｏｆ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ｉ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ｂｅ “ ｓａｖ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ｉｎｄｅｘ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ｅｄ ｎｕｌｌ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４７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ｙ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ｔｏ ＴｏｐＰ：
（１７） ［ ＴｏｐＰ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 ｕＴｏｐ］ ［ ＴＰ ｔ ｉ ｓｈｕō ［ ｅ ｉ
（１１ａ） ａｂｏｖ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ａｙ

ｍéｉ ｄú － ｇｕｏ ｙǔｙáｎｘｕé］ ］

ｎｅｇ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ｓａｉｄ ［ ｈｅ ｉ ］ ｈａｄ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ｅｖｉｄ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ｎｇ － ｖａｃｕｏｕｓ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ｙ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ｉｓ ｄｅｓｉｒａｂｌ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ｔｏ － ＴｏｐＰ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ｊｏｉｎ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

ｄ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ｃｆ （１８） ） ， ｉ 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ｔｏ － ＴｏｐＰ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ｎ ｏｖｅｒｔ
ａｎｄ ａ ｃｏｖｅｒｔ ｔｏｐｉｃ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ｂｌｏｃｋ ｒａｉｓｉｎｇ：
（１８） ［ ＣＰ１ ｐｒｏ ｊ Ｃ ［ ｕＴｏｐ］ ［ ＴＰ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ｓｈｕō ［ ｅ ｊ ｍéｉ
（ ＝ （１４） ａｂｏｖ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ａｙ

ｎｅｇ

ｄú

－ ｇｕｏ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

ｙǔｙáｎｘｕé］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ｓａｉｄ ［ ｈｅ ｊ ］ ｈａｄ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

Ｎｏ ｓｕｃｈ ｄｅｖｉｃｅ ｔｏ ｆｉｌｌ ＴｏｐＰ ｉ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ｕｎａｃｃｕｓａｔｉ⁃

ｖｅ 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１９ａ － ｂ）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ｍｐｔｙ：
（１９ａ） Ｙǒｕ

ｙī ｇｅ ｘｕéｓｈｅｎｇ ｌáｉ

ｈａｖｅ １ ｃ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ｃｏｍｅ

ｚｈǎｏ

ｎǐ

ｌｏｏｋ ｆｏｒ ２ｓｇ

‘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ｓ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ｙｏｕ ’
（１９ｂ） Ｌáｉ

ｃｏｍｅ

ｋè

ｇｕｅｓｔ

ｌｅ

ｓｆｐ

‘ Ｇｕｅｓｔ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ｍｅ ’
Ｔｏ ｐｏｓｉｔ ａｎ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ｅｒｅ ｔｈａｔ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ｏ ＳｐｅｃＴｏｐＰ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 ｕＴｏｐ］ ／ ＥＰ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ｕ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ｕｎｔｅｎａ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ｗｈｅｒｅ

ＳｐｅｃＴＰ ｉ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ｓｔｅａｄ，

１４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ｐｉ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ｃｖＰ
ｏｎ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ｈｉｇｈｌｙ ｉｍ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 ａｎ ｕｎｆｉｌｌｅｄ
ＳｐｅｃＴＰ ｆｏｒ ｕｎ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ｓ

Ｔｏ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１ａ） ａｎｄ （１１ｂ） ｉｓ ｒｅａｌ， ｔｈｅ “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Ｙａｎｇ （ ２０１４ ）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ａ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ｏｐＰ ｉｓ ｔｏｏ ａｄ
ｈｏｃ ａｎｄ ｎｏｔ ｂｏｒｎｅ 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ｉｓ ｓｈｅｄｓ ｄｏｕｂ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ｍｎｉ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 ［ ｕＴｏｐ］ ／ Ｄ ／ ＥＰ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ｓ ｌｉｃｅｎｓ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 Ｒｏｂｅｒｔｓ’ （２０１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ｓ ｎｏｔ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ｅｉｔｈｅ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Ｈｕａｎｇｓ （１９８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ａｔ ｓｔａｋｅ ｈｅ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ｅｃ⁃
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ｄｏ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ｐｒｏ ｄｒｏｐ

２ ３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８４）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Ｈｕａｎｇ ＆ Ｙａｎｇｓ （２０１３ ） ｍａｉｎ ｃｌａｉ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ｓ ａ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ｈｅ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ａ ｇｉｖ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ｂｉｎ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ｉｚ ［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ａｎｄ
［ ＋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ｂｏｔｈ ［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ａｎｄ ［ ＋ ｎｕｌｌ ｔｏｐ⁃
ｉｃ］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２０ａ）

［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 ｄｒｏｐ］ ， ［ －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２０ｃ）

［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 ｄｒｏｐ］ ， ［ －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ｒｅｎｃｈ

（２０ｂ）
（２０ｄ）

［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 ｄｒｏｐ］ ， ［ ＋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 ｄｒｏｐ］ ， ［ ＋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 Ｇｅｒｍａ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ｍａｄｅ ｉｎ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８４： ５５０， ５５７）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ｃｏｎ⁃

ｔａｉｎ ａ ｔｏｐｉｃ （ ｏｖｅｒｔ ｏｒ ｃｏｖｅｒｔ）  “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ｈｅｒ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４９

ａｌｌｏｗｓ ｔｏ ｐｏｓｉｔ ‘ ｔｏｐｉｃ － ｃｏｍｍｅｎ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ｓ “ ｂａｓｉｃ ｆｏｒｍ”  Ｈｕａｎｇ ＆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ｍａｉｎｌｙ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ｕｌｌ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ａ Ｔ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ｓ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ｂｕｔ ｍｕｓｔ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ｂｅｈａｖｅｓ ｏｎ ａ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ｔ ｔｏｐｉｃ ｓｕｃｈ ａｓｎèｉ ｇｅ ｒéｎ ‘ ｔｈａｔ ｐｅｒ⁃
ｓｏｎ’ ｉｎ （２１） ：

（２１） ［ ＴｏｐＰ ｛ ［ ＤＰ ｎèｉ
ｒèｎｓｈｉ

ｔｉ ／

∗ｊ ／ ∗ｋ

ｔｈａｔ ｃｌ ｐｅｒｓｏｎ

］］

ｇｅ

ｒéｎ］ ｉ ／ ［ ｅ ｉ ］ ｝ ［ ＴＰ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ｊ ｓｈｕō ［ Ｌǐｓì ｋ ｂù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ａｙ

Ｌｉｓｉ

ｎｅｇ

ｋｎｏｗ

‘ ［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ｉ ／ Ø 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ｊ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Ｌｉｓｉ ｋ ｄｏｅｓｎｔ ｋｎｏｗ ｈｉｍ ｉ ／

∗ｊ ／ ∗ｋ

’

Ｆｏ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ｉ ｅ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ｙ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ｓ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ｗｉｔｈ ａ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ａｓ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ｙ ｈｅｒ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ｓ ａｂｉｎ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ｏｗｓ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 ， ｉ ｅ ｆｏ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ｉｔｈｅｒ
“ ｒｉｃｈ”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ｎｏｎｅ ａｔ ａｌｌ， ｂｕｔ ｎｏ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ｃａ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ｒ Ｆｒｅｎｃ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ｂｅａ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ｃｒｕｔｉｎｙ Ｉｔ ｇｌｏｓｓ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Ｈｅ⁃

ｂｒｅｗ，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Ｉｎ Ｈｅｂｒｅｗ ｅ ｇ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ｅｎｓｅ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ａｌ⁃
ｌｏｗ 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ｆｏｒ ｎｏｎ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ｎｌｙ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ｎｅ）

（ ｃｆ Ｒｏｕｖｅｒｅｔ ２０１５， ｃｈ ６ ８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ｎ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Ｈｕａｎｇ ＆ Ｙａｎｇｓ （２０１３ ）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ｃａｎ

ｓｉｍｐｌｙ ｎｏｔ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ｆｏｒ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ａ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ｏｕｖｅｒｅｔ （２０１５： ２３７ － ２３８） ， ｐｒｏ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ｓ ｎｏｔ ａ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ｅｎｔｉｔｙ ａｔ ａｌｌ， ｂ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ｔｅｒｍ ｆｏｒ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
ｎｏｎ ｓｐｅｌｌ －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ｐｙ ｉｎ ａ ｃｈａｉｎ ｅｔｃ

１５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 ｅ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ｔ ｍｉｇｈｔ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ｇｈｔ ｃｏｍｅ

ａｓ ａ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ｔｈａ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２０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ｂａｃｋ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８０ｓ，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８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 Ｇｅｒｍａｎ ｆｉｌｌｓ ａ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ｓｌｏ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２０ ） ｏｂ⁃

ｔ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ｗｏ ｂｉｎ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ａｎｄ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ｔｙｐｅ： ａ ｚｅｒｏ ｔｏｐｉｃ ｂｕｔ ｎｏｎ － ｐｒｏ － ｄｒｏ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ｔ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ｏｕ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ｙ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ｉｓｅ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 ｇａｐ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ｈｅｍｅ ” （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８４： ５４９；
Ｈｕａｎｇ ＆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１）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ｓ ｔｏ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ｍｍｅｄｉ⁃
ａｔｅｌｙ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ｏｎ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ｈｉｌｅ （２０）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ａｃｒｏｓ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ｔｓｅｌｆ， ｉ ｅ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ｔｏ ｂ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２０） ，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ａｓ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２０） 

３ （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ｓ ｉｓ ｗｅｌｌ － ｋｎｏｗ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ｓ ａｖｅｒｂ ｓｅｃｏｎｄ （ Ｖ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 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ｅｄ
ｖｅｒｂ ａｌｗａｙｓ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ｉｎ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ｐｅｌｔ ｏ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ｄｏｎｅ ｂｙ ａｎｙ ＸＰ （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ｄ⁃

ｊｕｎｃｔ） （ ｃｆ （ ２２ａ － ｃ） ）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ｅｄ ｖｅｒｂ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Ｃｏｍｐ ａｂｏｖｅ ＴＰ， ｔｈｅ ＸＰ ｔｏ ｉｔｓ ｌｅｆ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
ｂｏｖｅ ｔｈｅ “ ｃｏ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ｔｓｅｌｆ （ ＴＰ） ，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 ｃｆ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Ｇｒｅｗｅｎｄｏｒｆ ２００５： ３６） ， ｂｕｔ
ｃ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ａｌｌ ｓｏｒｔｓ ｏｆ ＸＰｓ，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ｖｅｒｔ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ｏｆ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 ｃｆ （ ２３ａ） ）  Ｉｔ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ＰＰ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ａｋｉ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ｆｉｌｌｅｄ，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１５１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２２ａ） ［ ＣＰ Ｄｉｅｓｅｓ
ｇｅｈöｒｔ］ ］
ｔｈｉｓ ＡＣＣ

Ｇｅｒüｃｈｔ

ｒｕｍｏｕｒ

‘ Ｉ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ｉｓ ｒｕｍｏｕｒ

［ Ｃｏｍｐ ｈａｂｅ］ ［ ＴＰ ｉｃｈ ｇｅｓｔｅｒｎ
ｈａｖｅ

１ｓｇ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ｆｏｒ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ｈａｖ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 ２２ｂ ） ［ ＣＰ Ｇｅｓｔｅｒｎ ［ Ｃｏｍｐ ｈａｂｅ ］ ［ ＴＰ ｉｃｈ ｄｉｅｓｅｓ
ｇｅｈöｒｔ］ ］

ｚｕｍ ｅｒｓｔｅｎ Ｍａｌ

１ｓｇ ｔｈｉｓ ＡＣＣ ｒｕｍｏｕｒ

Ｇｅｒüｃｈｔ
ｆｏｒ

ｚｕｍ ｅｒｓｔｅｎ Ｍａｌ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ｈｅａｒｄ

‘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Ｉ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ｉｓ ｒｕｍｏｕ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
（２２ｃ） ［ ＣＰ Ｚｕｍ ｅｒｓｔｅｎ Ｍａｌ ［ Ｃｏｍｐ ｈａｂｅ］ ［ ＴＰ ｉｃｈ
ｇｅｈöｒｔ］ ］
ｆｏｒ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ｈａｖｅ

ｄｉｅｓｅｓ

１ｓｇ ｔｈｉｓ ＡＣＣ ｒｕｍｏｕｒ

ｈｅａｒｄ

Ｇｅｒüｃｈｔ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ｇｅｓｔｅｒｎ

ｈｅａｒｄ

‘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Ｉ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ｉｓ ｒｕｍｏｕｒ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ｆｒｏｍ ｍｙ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ＸＰ 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ｎ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ｅｓ ‘ ｉｔ’ ｉｎ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ａｓｓｉｖｅｓ （ ｃｆ Ｇｒｅｗｅｎｄｏｒｆ １９９５： １３１２）  Ｔｈｉｓ
ｅｓ ‘ 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ａ ｐｌａｃｅｈｏｌｄｅｒ ｆｏｒ ＴｏｐＰ （ ｃｆ （２３ａ） ） ， ｎｏｔ ａｎ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ｓ ‘ ｉｔ’ ａｓ ｗｉｔｈ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ｖｅｒｂｓ （ ｃｆ （２５ａ － ｂ） ） ；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 “ ｗｅａｔｈｅｒ” ｅｓ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ＴＰ －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ｏｒ ＴＰ －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ｌ， ｃｆ （２５ａ － ｂ） ） ，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ｔｏｐｉｃ ｅｓ ｉｓ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Ｐ －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ｌ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ｃｆ （２３ｂ） ， （２４） ） ：
（２３ａ） ［ ＣＰ ∗ （ Ｅｓ ｔｏｐｉｃ ） ｗｕｒｄｅ
ｉｔ

ｂｅｃａｍｅ

［ ＴＰ ｇｅｓｔｅｒｎ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Ｉｔ ｗａｓ ｄａｎｃｅｄ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２３ｂ） ［ ＣＰ

［ Ｔｏｐｉｃ Ｇｅｓｔｅｒｎ］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ｂｅｃａｍｅ

ｗｕｒｄｅ ［ ＴＰ （ ∗ｅｓ ｔｏｐｉｃ ） ｇｅｔａｎｚｔ］ ］

ｉｔ

‘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ｉｔ ｗａｓ ｄａｎｃｅｄ ’
（２４） Ｉｃｈ

ｄａｎｃｅｄ

ｇｅｔａｎｚｔ］ ］

ｄａｎｃｅｄ

ｇｌａｕｂｅ， ［ ＣＰ ［ Ｃ ｄａｓｓ］ ［ ＴＰ （ ∗ｅｓ ｔｏｐｉｃ ） ｇｅｓｔｅｒｎ

ｇｅｔａｎｚｔ ｗｕｒｄｅ］ ］

１５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ｓｇ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ｄａｎｃｅｄ ｂｅｃａｍｅ

‘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ｉｔ ｗａｓ ｄａｎｃｅｄ ’

（２５ａ） ［ ＣＰ 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ｔ ［ ＴＰ ｈｅｕｔｅ ｎｏ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ｇｅｒｅｇｎｅｔ］ ］
ｉｔ

ｈａｓ

ｔｏｄａｙ ｙｅｔ

ｎｏｔ

ｒａｉｎｅｄ

‘ Ｔｏｄａｙ ｉｔ ｈａｓｎ’ ｔ ｒａｉｎｅｄ ｙｅｔ ’
（２５ｂ） ［ ＣＰ

［ Ｔｏｐｉｃ Ｈｅｕｔｅ］ ｈａｔ ［ ＴＰ ∗ （ ｅ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ｎｏ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ｇｅｒｅｇｎｅｔ］ ］

ｔｏｄａｙ

ｈａｓ

ｉｔ

ｙｅｔ

ｎｏｔ

‘ Ｔｏｄａｙ ｉｔ ｈａｓｎ’ ｔ ｒａｉｎｅｄ ｙｅｔ ’

ｒａｉｎｅｄ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Ｖ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Ｇｅｒｍａｎ ｍａｉｎ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ｓ ｅａｓｉｌｙ ｄｉｓｃｅｒｎｉ⁃
ｂ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８４） ｔｏ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Ｇｅｒｍａｎ：
（２６ａ） ［ ＣＰ

［ Ｔｏｐｉｃ Ｄｅｎ ｌｅｔｚｔｅｎ Ｒｏｍａｎ ｖｏｎ Ｆｒｅｄ Ｖａｒｇａｓ］ ｋａｎｎ ｉｃｈ

ｅｍｐｆｅｈｌｅｎ］
ｔｈｅ Ａｃｃ ｌａｓｔ

ｎｏｖｅｌ

ｂ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Ｆｒｅｄ Ｖａｒｇａｓ

ｃａｎ

ｄｉｒ ｗｉｒｋｌｉｃｈ

１ｓｇ ｙｏｕ ＤＡＴ ｒｅａｌｌｙ

Ａ： ‘ Ｉ ｃａｎ ｒｅａｌｌ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 ｔｏ ｙｏｕ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ｎｏｖｅｌ ｂｙ Ｆｒｅｄ Ｖａｒｇａｓ ’
（２６ｂ） ［ ＣＰ

［ Ｔｏｐｉｃ Ｄｅｎ

ｅｎ］ ］ ］
ｔｈｅ ＡＣＣ

／ Ø］ ［ Ｃ’ ｈａｂｅ ［ ＴＰ ｉｃｈ
ｈａｖｅ

１ｓｇ

ｓｃｈｏｎ

ｌäｎｇｓｔ

ｇｅｌｅ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ｌｏｎｇ ａｇｏ ｒｅａｄ

Ｂ： ‘ Ｉ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ｒｅａｄ ｉｔ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ｇｏ ’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６ｂ） ， （２７ａ） ｗ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 Ｒｏｓｓ
（１９８２） ｗｈｏ ｃａｌｌｅｄ ｉｔｐｒｏｎｏｕｎ ｚａｐ； 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ｐｒｏ － ｄｒｏｐ）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 ｃｆ （２７ｂ） ） ：
（２７ａ） （ Ｉｃｈ） ｈａｂｅ
１ｓｇ

ｈａｖｅ

ｄｅｎ

ｔｈｅ ＡＣＣ

ｓｃｈｏｎ

ｌäｎｇｓｔ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ｌｏｎｇ ａｇｏ ｒｅａｄ

ｇｅｌｅｓｅｎ

１５３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２７ｂ） Ｄｅｎ

ｔｈｅ ＡＣＣ

ｈａｂｅ

ｈａｖｅ

∗ （ ｉｃｈ） ｓｃｈｏｎ
Ｉ

ｌäｎｇｓｔ

ｇｅｌｅｓｅｎ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ｌｏｎｇ ａｇｏ ｒｅａｄ

‘ Ｉ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ｒｅａｄ ｉｔ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ｇｏ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ｓ ｏｎｌｙ ｌｉｃｉ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ｏｉｎ⁃

ｃｉｄ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ｉｎ ａ ｌｅｆｔ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Ｄ － ｐｒｏｎｏｕｎ （ ｄｅｎ ｉｎ （２８ａ） ）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ｆ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ｏ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２８ａ） ［ ＴｏｐＰ Ｄｅｎ Ｒｏｍａｎ ｖｏｎ ＦＶ， ［ ＦｉｎＰ ∗ （ ｄｅｎ） ［ Ｆｉｎ° ｈａｂｅ］ ［ ＴＰ ｉｃｈ ｓｃｈｏｎ
ｌäｎｇｓｔ

ｇｅｌｅｓｅｎ］ ］ ］ ①

ｔｈｅ ＡＣＣ ｎｏｖｅｌ

ｌｏｎｇ ａｇｏ ｒｅａｄ

ｂｙ ＦＶ

ｔｈｅ ＡＣＣ

ｈａｖｅ

Ｉ

ａｌｒｅａｄｙ

‘ Ｔｈｅ ｎｏｖｅｌ ｂｙ Ｆｒｅｄ Ｖａｒｇａｓ， Ｉ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ｒｅａｄ ｉｔ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ｇｏ ’
（２８ｂ） Ｉｃｈ
Ｉ

ｈａｂｅ

ｈａｖｅ

∗ （ ｄｅｎ）
ｔｈｅ ＡＣＣ

ｓｃｈｏｎ

ｌäｎｇｓｔ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ｌｏｎｇ ａｇｏ ｒｅａｄ

ｇｅｌｅｓｅｎ

‘ Ｉ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ｒｅａｄ ｉｔ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ａｇｏ ’

（２８ａ － ｂ） ， ｗｈｅｒｅｄｅｎ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ｌｉｋｅｗｉｓ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ｏｎ －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ｎｕｌｌ ｏｂｊｅｃｔ ａｓ ａ ｔｏｐｉｃ － ｂｏｕ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ｃｆ
（２１ ） ａｂｏｖｅ ）  Ｔｈｉｓ ｈｏｌｄｓ 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ｉｓ ｏｖｅｒｔ （ ｃｆ

（２８ａ） ） 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ｃｏｖｅｒｔ （ ｃｆ （２８ｂ） ）  Ｔｈｉ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８４： ５４８）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ｑｕａ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ｚａｐ ｏｆ Ｄ －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ｎｌｙ ｈｏｌｄｓ ｔｏ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Ｔｏ ｒｅｃａｐ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ａｓ ｓｕ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ａ ｕｎｉｔａｒ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ｎｏｔ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ｆｙ ｌａｎｇｕａ⁃

ｇｅｓ ｉｎ （２０）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ｈｏｌ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ｐｒｏ － ｄｒｏｐ ｉｎ （２０） ， ｗｈｉｃｈ
①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Ｒｉｚｚｉｓ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４） ｓｐｌｉｔ ＣＰ ｔｏ Ｇｅｒｍａｎ， Ｇｒｅｗｅｎｄｏｒｆ （２００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ｆｉｅｌ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ｐｅｃＦｉｎ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ｏｐＰ

１５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 ｅ 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ｅｔｃ ） ， ｂｕｔ ｉｎ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ｓ
ｏｎｌｙ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ｉ ｅ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ｔｏ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ｅｎｓｅｓ ａｎｄ ／ ｏｒ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ｎｏｎ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ｎｌｙ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

ｉｃ，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ｎｏ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 － ｄｒｏｐ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ｓｅｔ
ｏｆ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ｎｏ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ｈｅｎｏｍｅ⁃
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ｕｂｓｕｍ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ｌａｂｅｌ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８４： ５４９； （５５） ） ａｓｓｕｍｅｓ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ｍｏｖｅｄ ａｎｄｉｎ ｓｉｔｕ ｔｏｐ⁃

ｉｃ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ａ “ ｔｏｐｉｃ ｃｈａｉｎ” （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ｓａｏ
Ｆｅｎｇ － Ｆｕ １９７９） ：

（２９） ［ Ｚｈōｎｇｇｕó， ｄìｆāｎｇ ｈěｎ
ｔǔｄì

Ｃｈｉｎａ

ｈěｎ

［ ｅ， ｑìｈòｕ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éｉｗò］ 

ｐｌａｃｅ ｖｅｒｙ ｂｉｇ
ｙě

ｈěｎ

ｔｏｏ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ｄà ］  ［ ｅ， ｒéｎｋǒｕ ｈě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ｖｅｒｙ ｍａｎｙ

ｈǎｏ ］  ［ ｅ， ｗǒｍｅｎ ｄōｕ ｈěｎ
ｗｅ

ａｌｌ

ｄｕō

］  ［ ｅ，

ｌ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ｖｅｒｙ ｌｉｋｅ

ｘǐｈｕāｎ］ 

‘ （ Ａ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 ｉｔｓ）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ｉｓ ｖｅｒｙ ｌａｒｇｅ （ Ｉｔ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ｖｅｒ⁃
ｙ ｂｉｇ 

（Ｉｔｓ） ｌａｎｄ ｉｓ ｖｅｒｙ ｆｅｒｔｉｌｅ． （Ｉｔ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Ｗｅ ａｌｌ ｌｉｋｅ （ｉｔ）． ’
（ ｗｉｔｈ Ｈｕａｎｇ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ｔ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ｂｒａｃｋｅ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ｇｌｏｓｓｅｓ）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９ － １０）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ｏ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ｙ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ｏ － ｉｎｄｅ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ｉｔｈ ａ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ｆｐｒｏ ｔｏ ＣＰ ／ ＴｏｐＰ：
（３０） ［ ＣＰ１ ｐｒｏ ｊ Ｃ ［ ｕＴｏｐ］ ［ ＴＰ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ｓｈｕō ［ ｅ ｊ ｍéｉ
（ ＝ （１４） ａｂｏｖｅ）

ｄú － ｇｕｏ

ｙǔｙáｎｘｕé］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ａｙ

ｎｅｇ

ｓｔｕｄｙ － ｅｘｐ

１５５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ｓａｉｄ ［ ｈｅ ｊ ］ ｈａｄｎ’ ｔ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ｅｆｏｒｅ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ｗｈｅｎ ａ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ｉ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ｃｏｉｎ⁃

ｄｅｘ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ｖｅｒｔ ｔｏｐｉｃ （ ｃｆ （３１ａ） ）  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ａ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 ｅ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 ｃｆ （３１ｂ） ）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ｂｙ Ｈｕａｎｇ ＆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ａ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ｎｄ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ｐｒｏ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ａ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ｍｏｖｅ （ ｉ 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ｍｅｒｇｅ） 
（３１ａ） Ｚｈāｎｇｓāｎ ｉ ａ，

［ ＤＰ ｘǔｄｕō ［ ＣＰ ｅ ｉ ｘｉě ］ ｄｅ ｓｈū ］

ｃｈàｎｇｘｉāｏ （ ＝ （９）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ｔｏｐ

ｍａｎｙ

ｄōｕ ｈěｎ

ｗｒｉｔｅ ｄｅ ｂｏｏｋ ａｌｌ ｖｅｒｙ ｓｅｌｌ ｗｅｌｌ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 ｍａｎｙ ｂｏｏｋｓ ｔｈａｔ ［ ｈｅ ｉ ］ ｗｒｉｔｅｓ ｓｅｌｌ ｗｅｌｌ ’
（３１ｂ） ∗［ ＤＰ ｘǔｄｕō ［ ＣＰ ｅ ｉ
ｍａｎｙ

ｗｒｉｔｅ

ｘｉě

］ ｄｅ ｓｈū］

ｄｅ ｂｏｏｋ ａｌｌ

ｄōｕ ｈěｎ

ｖｅｒｙ ｓｅｌｌ ｗｅｌｌ

ｃｈàｎｇｘｉāｏ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ｕａｎｇ ＆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ｆｏｒ ｗｈａｔ Ｃｈａｆｅ （ １９７６ ） ｃａｌｌｅｄ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Ｔｈｉｓ ｓｅｅｍｓ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

ｔｅｄ ｗｉｔｈ “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 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 ｏｖｅｒｔ）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ｐａｒ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

Ａｔ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ｇｈｔ， Ｇｅｒｍａｎ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Ｈｕａｎｇ ＆Ｙａｎｇｓ （ ２０１３ ）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ｐｏｓｉｔｅｄ ｆｏｒｉｎ ｓｉｔｕ ｔｏｐｉｃｓ （ ｃｆ （３３） ） ，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ｍｏｖｅｄ ｍｏｖ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

（３２ａ） Ｕｎｄ ｊｅｔｚｔ ｂｒａｕｃｈｅ ｉｃｈ
ａｎｄ

ｎｏｗ ｎｅｅｄ

Ｏｌｉｖｅｎöｌ

１ｓｇ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Ａ： ‘ Ａｎｄ ｎｏｗ Ｉ ｎｅｅｄ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

１５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２ｂ） ｛ Ｏｌｉｖｅｎöｌ ｉ ／ Ｄａｓ ｉ ／ Ø｝ ｈａｂｅ ｉｃｈ ｎｉｃｈｔ ｔ ｉ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ｔｈｅ ａｃｃ

ｈａｖｅ １ｓｇ

ｎｏｔ

Ｂ： ‘ （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 Ｉ ｄｏｎ’ ｔ ｈａｖｅ ａｎｙ ’

（３３ａ） Ｒａｕｂｖöｇｅｌ

ｂｉｒｄｓ ｏｆ ｐｒｅｙ

ｋｅｎｎｔ

Ｐｅｔｅｒ

ｎｕｒ

Ｂｕｓｓａｒｄｅ

ｋｎｏｗｓ Ｐｅｔｅｒ ｏｎｌｙ ｂｕｚｚａｒｄ

‘ Ａｓ ｆｏｒ ｂｉｒｄｓ ｏｆ ｐｒｅｙ， Ｐｅｔｅｒ ｏｎｌｙ ｋｎｏｗｓ ｂｕｚｚａｒｄｓ ’
（３３ｂ） ｛ Ｒａｕｂｖöｇｅｌ ／ ∗Ø｝
ｂｉｒｄｓ ｏｆ ｐｒｅｙ

ｋｅｎｎｅ ｉｃｈ

ａｕｃｈ ｎｕｒ

ｋｎｏｗ １ｓｇ ａｌｓｏ

Ｂｕｓｓａｒｄｅ

ｏｎｌｙ ｂｕｚｚａｒｄ

‘ Ａｓ ｆｏｒ ｂｉｒｄｓ ｏｆ ｐｒｅｙ， Ｉ ｏｎｌｙ ｋｎｏｗ ｂｕｚｚａｒｄｓ， ｔｏｏ ’
（３２ｂ ）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ｐｒｏｎｏｕｎ ｚａ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 ｓｉｔｕ ｔｏｐｉｃ ＤＰ ‘ ｂｉｒｄｓ ｏｆ ｐｒｅｙ ’ ｉｎ

（３３）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Ｐ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ｓｅｔ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ａ Ｔ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Ｐ ａｓ ｓｕｂｓ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ａｎ
ｉｎ － ｓｉｔｕ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 ”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ｔｏｐｉｃ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ｈｕǐｇｕǒ， ｗǒ ｚｕì ｘǐｈｕāｎ
ｍáｎｇｇｕǒ ‘ Ａｓ ｆｏｒ ｆｒｕｉｔ， Ｉ ｐｒｅｆｅｒ ｍａｎｇｏｓ’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ｉｎ ｓｉｔｕ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 ｓｐｌｉｔ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ａｌｌｏｗ ｆｏｒ ａ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 Ｆｏ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ｖｉ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
Ｔ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Ｐ， ｃｆ Ｆａｎｓｅｌｏｗ ＆ 81308C
ａｖａｒ33２００２， Ｏｔｔ ２０１５） 
（３４） Ａ： Ｕｎｄ ｊｅｔｚｔ ｂｒａｕｃｈｅ ｉｃｈ Ｏｌｉｖｅｎöｌ
ｋｅｉｎｅｓ ｍｅｈｒ
ａｎｄ

ｎｏｗ ｎｅｅｄ

ｍｏｒｅ

１ｓｇ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Ｂ：

｛ Ｏｌｉｖｅｎöｌ ／ Ø｝ ｈａｂｅ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ｉｃｈ

ｈａｖｅ １ｓｇ ｎｏｎｅ

Ａ： ‘ Ａｎｄ ｎｏｗ Ｉ ｎｅｅｄ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 Ｂ： ‘ Ｉ ｈａｖｅ ｎｏｎｅ ｌｅｆｔ ’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ｒｋｅｉｎ ‘ ｎｏ’ ， ｋｅｉｎｅｓ ‘ ｎｏｎｅ’ ｉｓ ａ ＤＰ， ｈｅｎｃｅ ｕｎａｃ⁃

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ａ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ａ ＤＰ （ ｃｆ （ ３５ ） ）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ｈｏｌｄｓ ｆｏｒ ｗｅｌｃｈｅ
‘ ｓｏｍｅ’ ｉｎ （３６） 
（３５） Ｉｃｈ

ｈａｂｅ ｛ ｋｅｉｎ

Ｏｌｉｖｅｎöｌ ／ ∗ｋｅｉｎｅｓ Ｏｌｉｖｅｎöｌ｝

ｍｅｈｒ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ｓｇ ｈａｖｅ

ｎｏｎｅ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 ｎｏｎｅ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 Ｉ ｄｏｎ’ ｔ ｈａｖｅ ａｎｙ ｏｌｉｖｅ ｏｉｌ ｌｅｆｔ ’

（３６ａ） Äｐｆｅｌ

ｋａｎｎｓｔ ｄｕ

（３６ｂ） Ｄｕ

ｋａｎｎｓｔ ｄｉｒ

ａｐｐｌｅｓ ｃａｎ

ｙｏｕ ｎｏｍ ｃａｎ

ｄｉｒ

ｙｏｕ ｎｏｍ ｙｏｕ ｄａｔ

ｙｏｕ ｄａｔ

ｇｅｒｎｅ

ｇｌａｄｌｙ

ｇｅｒｎｅ

ｇｌａｄｌｙ

１５７

ｍｏｒｅ

ｗｅｌｃｈｅ ｍｉｔｎｅｈｍｅｎ

ｓｏｍｅ

ｔａｋｅ ａｗａｙ

（ ∗ｗｅｌｃｈｅ） Äｐｆｅｌ
ｓｏｍｅ

ｍｉｔｎｅｈｍｅｎ

ａｐｐｌｅｓ ｔａｋｅ ａｗａｙ

‘ Ｙｏｕ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ｓｏｍｅ ａｐ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ｒｓｅｌｆ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

（ Ｎ Ｂ ［ ＤＰ ｗｅｌｃｈｅ Äｐｆｅｌ］ ＝ ‘ ｗｈｉｃｈ ａｐｐｌｅｓ’ ， ｎｏｔ ‘ ｓｏｍｅ ａｐｐｌｅｓ’ ）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ｂｏｔｈｉｎ ｓｉｔｕ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 ｃａｎ ｂ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Ｎｏ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 ｓｉｔｕ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ａ ｔｙｐ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ｙｌｅ” ｉｎ ｓｉｔｕ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９） 

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ｎｏｒ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ａｒｅ ｕｎｉｔａｒｙ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ｉｎ ｔｕｒ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ｓ ａｂｉｎ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ｏｗｓ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 ｅｘｔｒｅｍｅｓ” ， ｉ ｅ ｆｏ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ｉｔｈｅｒ “ ｒｉｃｈ”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ｎｏｎｅ
ａｔ ａｌｌ， ｂｕｔ ｎｏ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 ｃａ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ｒ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Ｈｅｂｒｅｗ，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ａｎｄ Ｂｒａｚｉｌｉａｎ Ｐｏｒｔｕ⁃

ｇｕｅｓ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ｉｎ ａｎｙ
ｃａｓｅ ｎｏｔ ａ 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ｃｏｖｅｒｓ ｑｕｉｔｅ ａ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ｆａｃ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ｔｏ ａｌｌ Ｇｅｒｍａｎ Ｖ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ｎｏｒ ｃａｎ ｉｔ ｂｅ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ｄ “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ｂｏａｒ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ａ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ｅｉｔｈ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ｏｗｓ：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ｔｏｐｉｃｅｓ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ｆｏｒ ｉｎ ｓｉｔｕ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１５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ｅｒｍａｎ， ｂｕｔ （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ｏｎｌｙ ｆｏｒ ｍｏｖｅｄ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ｅｉｔｈｅｒ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ｏｎ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ｙｐ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 ｔｏｎａｌ” ， “ ａｇｇｌｕｔｉｎａｔｉｎｇ” ｅｔｃ ）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ｌ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
ｙｉｎｇ ｅｎｔｉｒ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ｙ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Ｈｕａｎｇ （ １９８４ ）

ａｎｄ Ｈｕａｎｇ ＆ Ｙａｎｇ （２０１３） ｗｈｏ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 ［ ＋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 ｔｏｐｉｃ －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 ＋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 ＋ ｐｒｏ ｄｒｏｐ］  Ｉｎ ｆａｃｔ， ａｓ ａｒｇｕｅｄ ｆｏｒ ｂｙ Ｐａｕｌ ＆ Ｗｈｉｔｍａｎ
（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ｎ ｅｐｉ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

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ｒｅｖｅａｌ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Ｌａｓｔ
ｂｕｔ ｎｏ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ｇｏａｌ ｏｆ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ｖｉｚ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ｍ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ｈｏｗｎ ｔｏ ｂ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ｒｏｎｇ ｔｒａｃｋ （ ｃｆ Ｎｅｗｍｅｙｅｒ ２００５， Ｗｈｉｔｍａｎ ２００８， Ｂｏｅｃｋｘ ２０１４）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ｈｅｎｃ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ＵＧ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ｃｋ， Ｓｉｇｒｉｄ （ １９９６ ）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ｓ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ｆｏｒ ＬＦ －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４： １ － ５６

Ｂｏｅｃｋｘ， Ｃｅｄｒｉｃ （２０１４）  Ｗｈａｔ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ｇｏｔ ｗｒｏｎｇ Ｉｎ Ｐｉｃａｌｌｏ
（ ｅｄ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５５ － １７８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 １９９５ ）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É Ｋｉｓｓ， Ｋａｔａｌｉｎ （ １９９５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Ｉｎ： É Ｋｉｓｓ， Ｋａｔａｌｉｎ （ ｅｄ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３ －

２７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ｒｔｅｓｃｈｉｋ － Ｓｈｉｒ， 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Ｍｉｓｓ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ｄｒｏｐ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３６：
１４５ － １６９

Ｆａｎｓｅｌｏｗ， Ｇｉｓｂｅｒｔ ＆ Ｄａｍｉｒ Ｃ＇ ａｖａｒ ２００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ｅｘｉａｄｏｕ， Ａ
（ ｅｄ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ｐ

６５ － ９７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５９

Ｇａｓｄｅ， Ｈｏｒｓｔ － Ｄｉｅｔｅｒ ＆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Ｐａｕｌ （１９９６）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４
（２） ． ２６３ － ２９４ ［ ｈｔｔｐ： ／ ／ ｃｒｌａｏ ｅｈｅｓｓ ｆｒ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１７７］ 

Ｇｒｅｗｅｎｄｏｒｆ， Ｇüｎｔｈｅｒ （１９９５）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Ｇｅｒｍａｎ ＩｎＳｙｎｔａｘ Ｅｉ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ｚｅｉｔｇｅｎöｓｓｉｓｃｈｅｒ 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 Ｊ Ｊａｃｏｂｓ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ｖｏｌ ９ ２， ｐｐ １２８８ － １３１９

Ｇｒｅｗｅｎｄｏｒｆ， Ｇüｎｔｈｅｒ （ ２００２ ）  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ｎｏｎ －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ＣＮＲＳ， Ｐａｒｉ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 － １５， ２００２

Ｇｒｅｗｅｎｄｏｒｆ， Ｇüｎｔｈｅｒ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ｓｈｏｒｔ ａｎｄ ｌｏｎｇｗｈ － 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Ｖｉｎｃｅｎｎｅｓ ３３： ３５ － ５３ ［ ｈｔ⁃
ｔｐ： ／ ／ ｒｌｖ ｒｅｖｕｅｓ ｏｒｇ ／ １２５３］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Ａｎｄｅｒｓ ＆ Ｉａｎ Ｒｏｂｅｒｔｓ （ ２０１３ ）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３０： １１１ － １３１

Ｈｕａｎｇ，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１９８２）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Ｐｈ Ｄ ｄｉｓｓ ， ＭＩ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Ｈｕａｎｇ，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 １９８４ ）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ｍｐｔｙ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１５ （４） ： ５３１ – ５７４

Ｈｕａｎｇ，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１９８９）  Ｐｒｏ － ｄｒｏ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Ｊａｅｇｇｌｉ， Ｏ ＆ Ｋ Ｓａｆｉｒ （ ｅｄｓ ）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ｏｒ⁃
ｄｒｅｃｈｔ： Ｋｌｕｗｅｒ， ｐｐ １５８ － ２１４

Ｈｕａｎｇ，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 Ｙ － Ｈ Ａｕｄｒｅｙ Ｌｉ ／ Ｙａｆｅｉ Ｌｉ （ ２００９ ）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ｕａｎｇ，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 Ｂａｒｒｙ Ｃ － Ｙ Ｙａｎｇ （ ２０１３ ）  Ｔｏｐｉｃ ｄｒｏｐ ａｎｄ
ＭＣＰ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８７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Ｓ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

Ｊｉａｎｇ， Ｊｕｌｉｅ Ｌｉ （ ２０１２ ）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Ｄｏｃｔ ｄｉｓ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ｉａｎｇ， Ｊｕｌｉｅ Ｌｉ （２０１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Ｔａｌｋ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Ｙｅｎｃｈｉｎｇ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Ａｓ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ｒｉｌ

６， ２０１３

Ｋｏ， Ｈｅｅｊｅｏｎｇ （２００５）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ｗｈｙ － ｉｎ － ｓｉｔｕ： Ｍｅｒｇｅ ｉｎｔｏ ［ Ｓｐｅｃ， ＣＰ］ ｉｎ

１６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ｖｅｒｔ ｓｙｎｔａｘ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２３： ８６７ － ９１６

Ｋｒｉｆｋａ， Ｍａｎｆｒｅｄ （２００７）  Ｂａｓｉｃ ｎｏ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

ｐｌ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ｖｏｌ ６， Ｃ Ｆéｒｙ ａｎｄ Ｍ Ｋｒｉｆｋａ
（ ｅｄ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ｏｔｓｄａｍ

Ｌｉ，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Ｎ，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ｒａ 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７６）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ａ ｎｅｗ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Ｎ Ｌｉ （ ｅｄ ） ， ４５７ –

４８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Ｌｉ，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Ｎ ａｎｄ Ｓａｎｄｒａ Ａ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 １９８１ ）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ｅｔ ａｌｉｂ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Ｌｉ， Ｌｉｎｄｉｎｇ （１９８６）  Ｘｉàｎｄàｉ ｈàｎｙǔ ｊùｘíｎｇ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ｗｕ Ｙｉｎｓｈｕｇｕａｎ

Ｌｉ， Ｙ － Ｈ Ａｕｄｒｅｙ （１９９７）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ｓ Ｍ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Ｌｉ， Ｙ － Ｈ Ａｕｄｒｅｙ （ １９９８ ）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ｒ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２９： ６９３ － ７０２

Ｌｉ， Ｙ － Ｈ Ａｕｄｒｅｙ （１９９９）  Ｐｌｕ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８： ７５ － ９９

Ｌｉｕ， Ｄａｎｑｉｎｇ （ ２０１１ ）  Ｙǒｕ ｚｉ ｌｉｎｇｙｏｕ ｊｕ ｄｅ ｙｕｙｉ ｑ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ｈｅ ｘｉｎｘｉ ｊｉｅｇｏｕ
［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ｙｏｕ （ ｈａｖｅ ） ］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Ｙｕｗｅｎ ２０１１， ｎｒ ２：

９９ － １０９

Ｌü， Ｓｈｕｘｉａｎｇ （ １９６５ ）  Ｙǔｗéｎ ｚｈáｊì ［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ｎｏｔｅｓ ］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Ｙｕｗｅｎ
１９６５， ｎｒ ５： ３４３ － ３４８

Ｌü， Ｓｈｕｘ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２０００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ｈａｎｙｕ ｂａｂａｉ ｃｉ ［８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Ｍｏｄ⁃
ｅｒ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ｗｕ ｙｉｎｓｈｕｇｕａｎ

Ｍｉｙａｇａｗａ， Ｓｈｉｇｅｒｕ （ ２０１０ ）  Ｗｈｙ ａｇｒｅｅ？ Ｗｈｙ ｍｏｖｅ？ Ｕｎｉｆｙ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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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ｔｔ， Ｄｅｎｎｉｓ （ ２０１５ ）  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Ｍｅｒｇ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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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ｕｌ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ｕｌｌ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６１

Ｐａｎ， Ｖｉｃｔｏｒ Ｊｕｎｎａｎ （２０１１）  ＡＴＢ －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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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ｅｆｆ Ｇｏｏｄ （ ｅｄ ）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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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ｓｕｃｈ ａｓｐｅｃｔ，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ｒｅ －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ＣＱ ｉｓ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ｏ ｗｉｔ， ＡＣＱ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ｔｈｅ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ａ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１） 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ｇ ｘｉｅ

③

ｄｅ ｈａｏ ｚｈｅ ｚｈｏｎｇ ｗｅｎｚ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ｗｒｉｔｅ ＡＣＱ ｗｅｌｌ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ｂ Ｌｉｓｉ ｈｅｄｅ ｗａｎ ｙｉ ｐｉｎｇ ｊｉｕ

Ｌｉｓｉ ｄｒｉｎｋ ＡＣＱ ｆｉｎｉｓｈ ｏｎｅ ｂｏｔｔｌｅ ｌｉｑｕｏｒ

‘ Ｌｉｓｉ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ｒｉｎｋ ｕｐ ａ ｂｏｔｔｌｅ ｏｆ ｌｉｑｕｏｒ ’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ＣＱ ｉｎ ａ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ｂｅｌｏｗ：
（２） ａ ｇｏｕ ｂｕｄｅ
①

ｄａｉｒｕ ｄｉａｎｙｉｎｇｙｕａｎ

Ａ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ｇｎ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０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ａ⁃

ｌｅｃｔ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ｓｔｌｙ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ｉ － Ｋａｄａｉ， Ｍｉａｏ ａｎｄ Ｙａｏ， ａｎｄ Ｍｏｎ － Ｋｈｍｅ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ｔ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１６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ｉ， Ｍｏｎ － Ｋｈｍｅｒ， Ａｕｓｔｒｏｎｅｓ⁃
ｉ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ｉｂｅｔｏ － Ｂｕｒｍａｎ ｇｒｏｕｐｓ （ ｓｅｅ Ｗｕ ２００９，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②
③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ｎｏｔａｔｅｄ ａｓ “ ｃａｎ” ｏｒ ｓｉｍｐｌｙ ｄｅ ／ Ｄ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Ｑ，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ｇｌｏ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ｅ ｄｉａ⁃

ｇｒａｍｓ： ＡＬ ＝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ＣＬ ＝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ＤＥＦ ＝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Ｅｘｃ ＝ ｅｘ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ｈ ＝ Ｉｎｃｈｏ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Ｌｏｃ ＝ ｌｏｃａｌｉｚｅｒ， Ｍｏｄ ＝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 ｍａｒｋｅｒ， Ｑ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ｒ， Ｒｅｌ ＝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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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ｄｏｇ ｎｏｔ ＡＣＱｃａｒｒｙ ｉｎ ｃｉｎｅｍａ

‘ Ｄｏｇｓ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ｎｅｍａ ’

ｂ ｃｈｅｎｇｋｅ

ｂｕ ｄｅ ｚａｉ ｃｈｅｘｉａｎｇ ｎｅｉ ｊｉｎｓｈｉ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ｎｏｔ ＡＣＱ ｉｎｃａｒ

Ｌｏｃ ｅａｔ

‘ 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ｏ ｅ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 ’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 （２） ｉｓ ｎｏｔ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ＡＣＱ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ｍｏｓｔｌｙ ｉｎ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ｕｓｅ ｉｎ （１）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ｃｏｎｖｅｙｅｄ ｂｙ ａ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ｏｆ ＡＣＱ，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ａｓ ｄěｉ，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３） ａ ｎｉｄěｉ ｈｕａｎ ｑｉａｎ ｇｅ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ｙｏｕ ＡＣＱ ｒｅｔｕｒｎ ｍｏｎｅｙ ｔｏ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ｙ ｔｏ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

ｂ ｗｏｄěｉ ｎｕｌｉ ｌｅ，

ｂｕｒａｎ ｋａｏ ｂｕ ｊｉｇｅ

Ｉ ＡＣＱ ｗｏｒｋ － ｈａｒｄ Ｉｎｃｈ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ｅｘａｍ ｎｏｔ ｐａｓｓ

‘ Ｉ ｍｕｓｔ ｗｏｒｋ ｈａｒｄ ｎｏｗ，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Ｉ ｗｉｌｌ ｆａｉｌ ｔｈｅ ｅｘａｍ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１） － （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ｈｏｗ ａ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ＣＱ ｉｓ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Ｉ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ｙｐｅ ａｓａｌｅｔｈ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７８）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 ①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ｙｐｅ ｉｓ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ａｓ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ｅｅｄｌｅｓｓ ｔｏ ｓａｙ，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ｉｔ

②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

①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ｗｅ ａｄｏｐｔ ｆｒｏｍ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２００２ ） ， Ｆ Ｗｕ （ ２００９ ）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ｒｅ⁃

②

Ｏｎｅ ｃａｖｅａｔ ｉｓ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ｈｅ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ｕｃｈ ａ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ｓ ｍａｄｅ ｊｕｓｔ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ａ⁃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Ｗｕ （２００４）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ｃａｌｌ ｉｔ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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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ｖｅｒｉｆｉ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ｅｓ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ａ ｗｉｄ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ｓｕｃｈ ａｓｎｅｎｇ ｏｒ ｋｅｎｅｎｇ ‘ ｃａｎ’ （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ｂｉｘｕ ‘ ｍｕｓｔ’ （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ｙｉｎｇｇａｉ ‘ ｓｈｏｕｌｄ’ （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ｂｌｉｇａ⁃

ｔｉｏｎ） ， ｅｔｃ ， ｗｏｒｋｓ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ｂｅｉ －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ｂａ －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５）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ｐａｔ⁃

ｔ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ｉｎ （６） ｉｓ ｂａｎ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ｕｃｈ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 ｓｅｅ Ｔｓａｉ ２００１， Ｗｕ ２００４， Ｌｉｎ ２０１２，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ｉｔｅｄ ｔｈｅｒｅｉｎ ｆｏｒ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４） ａ ｚｈｅ － ｋｅｓｈｕ ｎｅｎｇ ／ ｙｉｎｇｇａｉ ／ ｂｉｘｕ ｂｅｉ （ Ｌｉｓｉ） ｋａｎ － ｄａｏ
ｔｈｉｓ － ＣＬ ｔｒｅｅ ｃａｎ ／ ｓｈｏｕｌｄ ／ ｍｕｓｔＢＥＩ Ｌｉｓｉ ｃｈｏｐ － ｆａｌｌ

‘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ｅ ｃａｎ ／ ｓｈｏｕｌｄ ／ ｍｕｓｔ ｂｅ ｃｈｏｐｐｅｄ ｄｏｗｎ （ ｂｙ Ｌｉｓｉ）  ’

ｂ Ｌｉｓｉ ｎｅｎｇ ／ ｙｉｎｇｇａｉ ／ ｂｉｘｕ ｂａｚｈｅ － ｋｅ ｓｈｕ ｋａｎ － ｄａｏ
Ｌｉｓｉ ｃａｎ ／ ｓｈｏｕｌｄ ／ ｍｕｓｔ

ＢＡ ｔｈｉｓ － ＣＬ ｔｒｅｅ ｃｈｏｐ － ｆａｌｌ

‘ Ｌｉｓｉ ｃａｎ ／ ｓｈｏｕｌｄ ／ ｍｕｓｔ ｃｈｏｐ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ｅ ’

（５） ａ ｇｏｕ ｂｕｄｅ ｂｅｉ ｄａｉｒｕ ｄｉａｎｙｉｎｇｙｕａｎ
ｄｏｇ ｎｏｔ ＡＣＱＢＥＩｃａｒｒｙ ｉｎ ｃｉｎｅｍａ

‘ Ｄｏｇｓ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ｉｎｅｍａ ’

ｂ ｎｉｄěｉ ｂａ ｑｉａｎ ｈｕａｎｇｅ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ｙｏｕ ＡＣＱＢＡ ｍｏｎｅｙ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ｅｙ ｔｏ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

（６） ａ ∗ｚｈｅ ｐｉｎｇｊｉｕ ｂｅｉ （ Ｌｉｓｉ） ｈｅ － ｄｅ － ｗａｎ

ｔｈｉｓ ｂｏｔｔｌｅ ｌｉｑｕｏｒ ＢＥＩ Ｌｉｓｉ ｄｒｉｎｋ － ＡＣＱ － ｆｉｎｉｓｈ

ｂ ∗Ｌｉｓｉ ｂａ ｚｈｅ ｐｉｎｇ ｊｉｕ ｈｅ － ｄｅ － ｗａｎ

Ｌｉｓｉ ＢＡ ｔｈｉｓ ｂｏｔｔｌｅ ｌｉｑｕｏｒ ｄｒｉｎｋ － ＡＣＱ － ｆｉｎｉｓ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ｅｌｌｔａｌ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ｉｓ ｉｎ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ｂｙ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ｖｅｒｂｙｕｎ － ｘｕ ‘ ｐｅｒｍｉｔ，
ａｌｌｏｗ’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Ｗｕ （２００４） ， 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ｎｇ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７ａ） ， ｂｕｔ ｎｏｔ ｗｉｔｈ ＡＣＱ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７ｂ） 

（７） ａ ｌａｏｓｈｉｙｕｎ － ｘｕ Ｌｉｓｉ ｎｅｎｇ ｚｏｕ － ｃｈｕ ｚｈｅ － ｇｅ ｆａｎｇｊ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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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ｌｌｏｗ Ｌｉｓｉ ｃａｎ ｗａｌｋ － ｏｕｔ ｔｈｉｓ － ＣＬ ｒｏｏｍ

‘ （ Ｌｉｔ ）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Ｌｉｓｉ ｔｏ ｗａｌｋ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ｍ ’

ｂ ∗ｌａｏｓｈｙｕｎ － ｘｕ

Ｌｉｓｉ ｚｏｕ － ｄｅ － ｃｈｕ

ｚｈｅ － ｇｅ ｆａｎｇｊｉａ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ｌｌｏｗＬｉｓｉ ｗａｌｋ － ＡＣＱ － ｏｕｔ ｔｈｉｓ － ＣＬ ｒｏｏｍ

‘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Ｌｉｓｉ ｔｏ ｗａｌｋ ｏ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ｍ ’ ①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ｂｏｖｅ，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ＣＱ：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ａ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 ｔｏ ｂｅ ｒｅｖｉｅｗ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ｐｕｔｓ ＡＣＱ ｉｎ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ｅｄ ｂｙ Ｅｍｂｉｃｋ ａｎｄ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１）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 ＤＭ）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ＡＣＱ ｉｓ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ｎｏｄｅ ａｓ ａ ｍｏｄ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ａｔ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ｎｏｄｅ， ｏｒ ａ ｌｏｗｅｒ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ｎｏｄｅ Ｔｈｅ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ｌｏｗｅｒｓ ｔｏ ａ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ｉｔ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ＰＦ ｂｒａｎｃｈ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８９ ） ，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ｆａｃｔ ｉｓ ｄｅ⁃

ｒｉｖ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ｉｓ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ｄ ｂｙ ｉｔｓ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ｏ ＶＰ，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ｔｏ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ｄｅ ＶＰ，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ｉｔ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 ｓｈａｌｌ ｆｉｒ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ｆａｃ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 ｉｔｓ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ｔ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Ｉ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ｏｎｅ ｉｎ ａｎ ｅｆｆｏｒｔ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ｉｔｓ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２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ＣＱ

Ａ ｃａｒｅｆｕｌ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ａｔａ ｍａｄ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
①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ｗｅ ａｄｏｐｔ ｆｒｏｍ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２００２ ） ， Ｆ Ｗｕ （ ２００９ ）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Ｗｕ （２００４）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ｃａｌｌ ｉｔ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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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ｔｈｏｕｇｈ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ｈｉ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ｏ ＶＰ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ｌｕｅ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ｆｒｅｅ 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ｖａｒｉａ⁃

ｂｌｙ ｔａｋｅ ａ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８） ａ ｚｈｅｚｈｏｎｇｗｅｎｚｈａｎｇ ｗｏ ｎｅｎｇ ｘｉｅ
ｔｈｉｓ － ｋｉｎｄ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

ｈａｏ

ｃａｎ ｗｒｉｔｅ ｗｅｌｌ

‘ Ｉ ｃａｎ ／ ｍａｙ ／ ｍｕｓｔ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ｅｌｌ ’

ｂ ｚｈｅｚｈｏｎｇｗｅｎｚｈａｎｇ ｗｏ
ｔｈｉｓ － ｋｉｎｄ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

ｘｉｅ

ｄｅ

ｈａｏ

ｗｒｉｔｅ ＡＣＱｗｅｌｌ

‘ Ｉ ａｍ ａｂｌｅ ｔｏ ｗｒｉｔｅ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ｎｅｎｇ ‘ ｃａｎ’ ｉｎ （８） ，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ｍｏｎ 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ｂｉｘｕ ‘ ｍｕｓｔ’ ， ｙｉｎｇｇａｉ ‘ ｓｈｏｕｌｄ’ ，
ｋｅｎｅｎｇ ‘ ｍａｙ， ｂ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 ｈｕｉ ‘ ｃａｎ， ｗｉｌｌ’ ， ａｎｄ ｏｖｅｒ ａ ｄｏｚｅ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ｌｌ ｃｏｎｆｉｅｄ ｉｎ ａ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ｍｏｄ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ｆｏｒ⁃

ｍｅｒ ａｒ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ｑｉｎｇｔａｉ ｄｏｎｇｃｉ ‘ 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ｑｉｎｇｔａｉ ｚｈｕｃｉ
‘ ｍｏｄ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ｄｄｌｙ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ｏｌｅ ｍｅｍｂ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ｓ ｉｓ ｉｍ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ｓ ａｓｓｏ⁃

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ｍｏｄａｌｉｔｉｅｓ Ｎｅｎｇ，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 ｉｎ （４ａ） ， （６ａ）
ａｎｄ （８ａ）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９） ｎｉ

ｚｕｏ ｗａｎ ｚｕｏｙｅ ｊｉｕ ｎｅｎｇ ｈｕｉ ｊｉａ

ｌｅ

ｙｏｕ ｄｏ ｆｉｎｉｓｈ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ｎ ｃａｎ ｒｅｔｕｒｎ ｈｏｍｅ Ｉｎｃｈ

‘ Ｙｏｕ ａｒｅ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ｇｏ ｈｏｍｅ ａｆｔｅｒ ｆｉｎ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ｉｎ （７ｂ）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ａ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Ａ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ａｃ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ｆｒｅｅ 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 ｃａｎ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

１６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１０） ａ ｗｏ ｋｅｙｉ ｋａｎｄｅ ｑｉｎｇｈｅｉｂａｎ ｓｈａｎｇ
Ｉ ｃａｎｓｅｅ

ｄｅ

ｚｉ

ＡＣＱ ｃｌｅａｒ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Ｌｏｃ Ｍｏｄ ｗｏｒｄｓ

‘ Ｉ ａｍ 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ｅ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

ｂ ｔａ ｙｉｎｇｇａｉ ｚｕｏ ｄｅ ｗａｎ ｚｕｏｙｅ

ｈ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ｏ ＡＣＱ ｆｉｎｉｓｈ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ｈｅ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ｋ ’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 ｄｅｎｏｔｉｎｇｋｅｙｉ ‘ ｃａｎ’ ａｎｄ ｙｉｎｇｇａｉ ‘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

（１０） ａｐｐｅ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ｊｕｄｇｉｎｇ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Ａ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ｒ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 ｓｅｅ
Ｌｉｎ ａｎｄ Ｔａｎｇ １９９５， Ｗｕ ２００４， Ｔ Ｌｉｎ ２００６，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ｐｌ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ａｐｐｅａ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ａｓ ｉｎ （１１ａ）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ｓ ｉｎ （１１ｂ） ａｎｄ （１１ｃ） 
（１１） ａ ｙｉｎｇｇａｉ ／ ｋｅｎｅ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ｍｉｎｇｔｉａｎ ｈｕｉｌａｉ

ｓｈｏｕｌｄ ／ ｂｅ － ｌｉｋｅｌｙ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ｒｅｔｕｒｎ

‘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 Ｉｔ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ｈａｔ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ｗｉｌ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ｂ ∗ｋｅｙ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ｍｉｎｇｔｉａｎ ｈｕｉｌａｉ
Ｃ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ｒｅｔｕｒｎ

ｃ ∗ｄｅ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ｍｉｎｇｔｉａｎ ｈｕｉｌａｉ

ＡＣ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ｈａｔ ｆｒｅｅ 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ｅ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ｉ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ｉ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５７） ｔｏ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ｈａｓｕｎｓｗｅｒｖｉｎｇｌｙ ｇｉｖｅｎ ｍｏｄａｌｓ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ＶＰ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ｗｈｅｒｅ ａ ｒｉｇｉ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ｓ ｐｏｓ⁃
ｔｕｌａｔｅｄ，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ｒ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ＶＰ ｅｖｅ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ｄｅｒｉｎｇ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

１６９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ｍｏｄａｌ
ｕｓｅｓ ｏｆ ＡＣＱ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ｓ Ｉ ｈａｖｅ ｊｕｓ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ｌｕｅ ｔｈａｔ ＡＣＱ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ｓ ｐｌａｃｅｄ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ＡＣＱ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ｖｅｒｂ：

（１２） ａ ｔａ ｑｕ ｂｕｄｅ， ｗｏ ｙｅ ｑｕｂｕ ｄｅ

ｈｅｇｏｎｏｔ ＡＣＱ， Ｉ ｔｏｏｇｏ ｎｏｔ ＡＣＱ

‘ Ｈ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ｇｏ，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ｃａｎ Ｉ ’
ｂ ∗ｔａ ｂｕ ｑｕ ｄｅ， ｗｏ ｙｅ ｂｕ ｑｕｄｅ

ｈｅｎｏｔ ｇｏＡＣＱ， Ｉ ｔｏｏｎｏｔ ｇｏ ＡＣＱ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ｌｕｅ ｔｈａｔ ＡＣＱ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ＶＰ，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ｎ⁃

ｓｉｄｅ ＶＰ （ ｓｅｅ，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Ｐｏｌｌｏｃｋ １９８９）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８８： ２８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ａ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ｂｕ ｔｏ ｆｏｒｍ

ａｎ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Ｖ０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ｔ Ｉｆ Ｈｕａｎｇ ｉｓ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ｅｎ ＡＣＱ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ｖｅｒｂ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１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ＡＣＱｓ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

ｓｗｅｒ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ｔｅｓｔ， ｎａｍｅｌｙ， ＡＣＱ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ｌｙ ｕｓｅｄ ｗｈｅｎ ａ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ｌｙ ｔｏ ａ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１３） － （１４） 
（１３） Ｑ： ｚｈｅ ｊｉａｎ ｘｉｎｇｌｉ ｎｉ ｎａ ｄｅ

ｄｏｎｇ ｍａ？

ｔｈｉｓ ＣＬ ｌｕｇｇａｇｅ ｙｏｕ ｔａｋｅＡＣＱ ｍｏｖｅＱ
‘ Ｃａｎ ｙｏｕ ｃａｒｒｙ ｔｈｉｓ ｌｕｇｇａｇｅ？’
Ａ１： Ｎａｄｅ ｄｏｎｇ
ｔａｋｅ

ＡＣＱ ｍｏｖｅ

‘ Ｉ ｃａｎ ’

Ａ２： ∗ｎａ

（１４ ） Ｑ： ｈｅｉｂａｎ ｓｈａｎｇｄｅ

ｔａｋｅ

ｚｉ ｎｉｍｅｎ

Ｌｏｃ Ｍｏｄ ｗｏｒｄｓ ｙｏｕｓｅｅ ＡＣＱ ｃｌｅａｒ

ｋａｎｄｅ ｑｉｎｇ

Ｑ

‘ Ａｒｅ ｙｏｕ 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ｅ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ｍａ？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１７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１： ｋａｎｄｅ ｑｉｎｇＡ２： ∗ｋａｎ
ｓｅｅ ＡＣＱｃｌｅａｒ

ｓｅｅ

‘ Ｗｅ ｃａｎ ’

Ａ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Ｓｉｍｐｓｏｎ （２００１） ，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ＡＣＱ ｉｓ ａ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Ｖ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ｏｎｅ， ｓｉｎｃｅ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ｎ⁃
ｓｗ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ｖｅｒｂ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ｕ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ｕｓ ｆａ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ＣＱｓ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 ｃａｎ ｂｅ ｇａｔｈｅ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ｄａｔａ ｉｎ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ｉｎ Ｍｏｄ⁃
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ｃｆ Ｓｕｎ １９９８）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Ｏｌｄ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ＡＣＱ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ｗａｓ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ｔｏ ａ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ｄａｔｅｄ ａｒｏｕｎｄ ４００
ＢＣ，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１５） 子
Ｚｉ

曰： “ …择

ｙｕｅ： ‘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ｓａｙ

ｚｅ

不处仁， 焉得知？”
ｂｕｃｈｕ

ｒｅｎ，

ｙａｎｄｅｚｈｉ？’

ｃｈｏｏｓｅ ｎｏｔｌｉｖｅ － ｉｎ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ｈｏｗ ＡＣＱｋｎｏｗ

‘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ｓａｉｄ： ｉｆ ｏｎ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ｌｉｖｅ ｉｎ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ｃｅ， ｈｏｗ ｉｓ
ｏｎ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ｋｎｏ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ｌｓｏ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ｅ⁃

ｔｈｉｃ ｏｎｅ ｉｎ ｂｅ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ｉｎ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Ｉｎｔｒｉｇ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Ｙａｎ ＩＩＩ， ａ ｗｏｒｋ ｄａｔｅｄ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１６） 群臣

ｑｕｎｃｈｅｎｇ

侍

殿上
ｓｈｉ ｄｉａｎｓｈａｎｇ

者， 不 得

持尺

ｚｈｅ， ｂｕ ｄｅ ｃｈｉ

兵
ｃｈｉｂｉｎｇ

ｍａｎｙ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ａｗ ｈｉｓ － ｈｉｇｈｎｅｓｓ Ｒｅｌ ， ｎｏｔ ＡＣＱ ｃａｒｒｙ ｉｎｃｈ ｗｅａｐｏｎ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ｗｈｏ ｓａｗ ｔｈｅ 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ｕｒｔ ｍｕｓｔ ｎｏｔ ｃａｒｒｙ ａｎｙ ｗｅａｐｏｎ ’

Ｔｈｅｓ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ＣＱ ｗａｓ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ｉ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ｏｒ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ｎ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ｐｔｌｙ ｐｕｔ ｂｙ Ｓｕｎ （１９９８：

１０９）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 ｍ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 “ Ｉｎ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ｕｓｅ ｏｆ ＤＥ ｗａｓ
ａｓ ａ ｆｕｌｌ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ｖｅｒｂ， ａ ｆｒｅ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ｔ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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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ｍｏｄａｌ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ＤＥ Ｖ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ｅｐ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ｃｌｉｔｉｃｉｚ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ｂ ”

Ａｓ ａ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ｆａｃｔ，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ｍｏｄ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ＡＣＱ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１５） ｃ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ｍａｎｙ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

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ｔｓｅｌｆ ①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Ｊｉａｎｇｈｕａｉ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ｍｙ 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ｎｇｕｅ：
（１７） ａ ｊｉｎｇｅｇｅｄｅ ｘｉａｙｕ？

ｔｏｄａｙ Ｑ ＡＣＱ ｆａｌｌ ｒａｉｎ
‘ Ｃａｎ ｉｔ ｒａｉｎ ｔｏｄａｙ？’

ｂ ｊｉｎｇｅｘｉａ － ｙｕ， ｔａｂｕ

ｄｅ

ｌａｉｌｅ

ｔｏｄａｙｆａｌｌ － ｒａｉｎ， ｈｅ ｎｏｔＡＣＱ ｃｏｍｅ Ｅｘｃ

‘ Ｉｔ ｉｓ ｒａｉｎｉｎｇ ｔｏｄａｙ， （ ｓｏ） ｈｅ ｉｓ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ｍｅ ’
Ｓｕｍｍｉｎｇ ｕｐ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ｆａｒ， ｃｌｅａ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ｌｅｔｈ⁃

ｉｃ ＡＣＱ ｈａ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ｏｆ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ＶＰ： ｉｔｓ ｍｏｄａｌ ｕｓｅ， ｉｔｓ
ｃｏ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ｔ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ｕｓｅ ｉｎ 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ｉｍｐｌｅ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ｌ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ｍａｎ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Ｔｏ ｕｓ， ｉｔ ｉｓｓ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ＡＣＱ ｉｓ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ｓｕｃｈ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ｍｏ⁃

ｄ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ｏｎｅ Ｉｎ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ｍｏｄａｌ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ｏｔｈ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ｎｓｅ， ａｓ⁃
ｐｅｃｔ， ｆｏｃｕｓ， ｅｔｃ ， ａｒ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ＶＰ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ｉ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Ｉ

ｈａｖｅ ａｒｇｕｅｄ， ｈｏ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ｔ ｂｅ ｐｕｔ ｉｎ ａｎ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ｔｈｅｏｒｙ？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ｓｕｃｈ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ｉｎｑｕｅｓ （１９９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Ｓｉｍｐｓｏｎ （ ２００１： ９３ ）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８）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 ｔｅｎｓｅ ＞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ｓ ＞ ａｓｐｅｃｔｕ⁃
①

Ｉ ｔｈａｎｋ Ｌｉｕ Ｄａｎｑｉｎｇ （ Ｐ Ｃ ） ｆｏｒ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ｔｏ ｍ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１７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ｌｓ ＞ ＶＰ
Ｔｏ ｂｅ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ａ ｆｉｎｅ ａｒ⁃

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
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 Ｍ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ｍｏｄａｌ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ＡＣＱ ｉｓ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

ｔｅｄ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ＶＰ，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ｉｎｑｕｅ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ｓ ｉｎ （１８）  Ｉ ｎｏｔａｔｅ

ｉｔ ａｓ ｔｈｅ Ａｌ （ ｅｔｈｉｃ） ｎｏｄｅ 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ｏｎｔｏ ａｎ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ｌＰ， ｔａｋｉｎｇ ｖＰ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ｏｖｅｒｔ ｓｙｎｔａｘ， ｔｈａｔ ｉｓ， ｐｒｉｏｒ ｔｏ Ｓｐｅｌｌ － Ｏｕｔ （ ＳＯ） ， ｔｈｅ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ｉｎｓｉｄｅ ＶＰ ｍｏｖｅｓ ｔｏ ［ Ｓｐｅｃ， ＡｌＰ］ 
（１９）

（１９） ｎｉｃｅｌｙ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ＡＣＱ ｕｎ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ｉｔｓ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ｔｓ ｕｓｅ ａｓ ａ ｍｏｄ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ｔａｋ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ｕｓｅ ａｓ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ｔｏ ａ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ｉｍｐ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ｅｅｄｌｅｓｓ ｔｏ ｓａｙ， ｉｔ 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ＶＰ；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ｍａｙ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ｐｌａｃｅｄ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ｔｓ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Ｐ， ｆｏｒ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ｓ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１８） 

Ｈａｖｉｎｇ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Ｉ 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ｉｎ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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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Ｑ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ｉｎ ｍｉｎｄ ＡＣＱ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ｉｎ （１９） ， ｌｅｔ ｕ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ａｃ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ｎａｍｅｌｙ， ｈｏｗ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ｅｎｄｓ ｕｐ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Ｖ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ｗｉｌｌ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ｔ ｕｐ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ａｎ 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ｒ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ｖｉａ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３ １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ｌｏｎｇ ｂｅｅｎ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ｉｇｈｔｌ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ｋｎｏｗｎ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

ｏｇｙ （ ＤＭ） （ Ｈａｌ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ａｎｔｚ，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 ａ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ｏｃｃｕｒ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Ｆ ｂｒａｎｃｈ Ｅｍｂｉｃｋ ａｎｄ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１）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ｗｏ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Ｉ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ｕｎｉｔ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ｓｐｅｌｌ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ｂｕｔ ｎｏｔ ｊｏｉｎｅｄ ｂｙ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ｓｃｈｅｍａ⁃
ｔｉｚｅｄ ｂｅｌｏｗ （ ｓｅｅ Ｅｍｂｉｃｋ ａｎｄ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１： ５６１） ：
（２０） Ｘ０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ｎｔｏ Ｙ０

［ ＸＰ Ｘ０ … ［ ＹＰ Ｙ０ …］ ］

［ ＸＰ … ［ ＹＰ … ［ Ｙ ０ Ｙ０ ＋ Ｘ０ ］ …］ ］

Ｔａｋ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 （ ｅｎｓｅ） ｉｓ ｎｏｔ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Ｖ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ｉｔ ｒｅｓｉｄｅｓ ｉｎ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Ｖ Ｔｈａｔ ｉｓ ｗｈｙ ｉ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ｄｏ －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ｎ Ｖ，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２１ａ） ｂｅｌｏｗ Ｂｕｔ ｉｎ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ｏｎ Ｖ ｖｉａ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 （２１ｂ） ：

（２１） ａ Ｍａｒｙ ［ ＴＰ ｄｉｄｎ’ ｔ ［ ｖ Ｐ ｌｏｕｄｌｙ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ｅｔ］ ］
ｂ Ｍａｒｙ ［ ＴＰ ［ ｖ Ｐ ｌｏｕｄｌｙ ｐｌａｙ － 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ｅｔ］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１７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ｏ －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ｎｅ

（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ｍａｄ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ＤＭ ｓｉｎｃ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ｉｓ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ｂａｎｄｏｎｓ ｔｈｅ ｐｒｅ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ｆｅｅ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ｌｌｙ － ｉｎｆｌ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ｍ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Ｍ ｓｔａｒｔ
ｗｉｔｈ ａｔｏｍｉｃ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ｓ，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ｓ， ｏｒ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ｂｕｎｄ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ｒ ｍｏｒｐｈｏ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ｓ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ｕｐｐｌｉ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ａ ｌｉｓｔ ｃａｌｌｅｄ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ｌａｔｅ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 ｓｅｅ，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Ｈａｌ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ａｎｔｚ １９９４） 

Ａ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ｅｎｅｔ ｉｎ Ｄ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ａｓ ｒｅｓｉ⁃

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ｉ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ｗｏ ｍａｊｏｒ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ｓ ｓｉｍｐｌｙ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ｒ，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ｏｖｅｒｔ ｓｙｎｔａｘ， ｗｈｅｒ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ｓ ｉｎｔｏ ａ ｈｉｅｒ⁃

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ｏｃｃｕｒ ｏｎ ｔｈｅ ＰＦ ｂｒａｎｃｈ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ｓｐｌｉ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Ｆ ａｎｄ ＬＦ Ｓｕｃｈ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ｅｒｍｉ⁃

ｎ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ｉｘ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ｎｅａｒ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ｏｕ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ｒ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 ＵＧ）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 ｓ）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ｕｓ ｄｅ⁃
ｒｉｖｅｄ ｃａｎ ｂｅ （ ｆｕ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ｔ ＰＦ Ｔｈｉｓ ＤＭ ｓｃｈｅｍｅ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２） 

（２２）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ｎ ＤＭ （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Ｅｍｂｉｃｋ ＆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７：
３０１）

ＬＩＳＴＳ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ｒｅ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ａｄｊｏｉｎｅｄ ｈｅａｄｓ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ｌｉｎｅａｒｌｙ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 ２１ｂ） ，

１７５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Ｔ ｉｓ ｎｏｔ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ｂｌｏｕｄｌ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ｙ ｒｅｍ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ｈｏｌ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２１ａ） “ Ｍａｒｙ ｄｉｄ ｎｏｔ ｌｏｕｄｌｙ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ｅｔ” ，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ｌｏｃｋ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ｉｒｄ， ｆｏｒｅｍｏ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 （ ＲＭＣ） ｉｎ ａ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ｏｒｄｅｒ Ｓｉｍｐｌｙ ｐｕｔ， ｉｆ ａｎ ｏｖｅｒｔ ｈｅａｄ Ｚ０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Ｘ０ ａｎｄ Ｙ０ ， Ｘ０ ｃａｎｎｏｔ ｌｏｗｅｒ ｄｏｗｎ ｔｏ Ｙ０ （ ｓｅｅ Ｍｙｌｅｒ ２００９） ：
（２３）

Ｉｔ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ｏｂｊｅｃ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ＲＭＣ，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 ｏｆ ａｓ ａ ｓｙｎ⁃

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 ｓｅｅ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０） ，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ｗａｒｒａｎｔ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ｒ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ｅｆ⁃
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ｉｒ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０５ ）

 ＲＭＣ ｉｓ ｔｈｕｓ ｅｌｅｖ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ａｔ ｐｌａｙｓ ｓｏｍ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ｒｏｌ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ＲＭＣ ｉｓ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ｓ ｓｕｃｈ ｉｓ 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ｕ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ＤＭ，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

ｌｏｎｇｓｉｄ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ｐ⁃

ｐｌｉｅｓ ａｔ ａｎ ｅａｒｌｙ ｓ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ｐｏｓｔ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ｔ ｔｈｅ ＰＦ ｂｒａｎｃｈ；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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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ｌｅｆｔｗａｒ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ａ

ｒｉｇｈｔｗａｒ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ｓ ＲＭＣ ｆｒｏｍ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ｌｅｆｔ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ｆｒｏｍ ｌｅｆｔ ｔｏ ｒｉｇｈｔ

３ ２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ＤＭ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ＣＱ ｕｎｄｅｒ⁃

ｇｏｅ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ｂｙ ｓｙｎｔａｘ ｅｎｔｅｒ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ｏｎ ｉｔｓ ｗａｙ ｔｏ ＰＦ 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ＣＱ ａｄｊｏｉｎ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ｍｏｒｐｈｏ⁃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ｗｏｒｄ （ ＭＷｄ） ｗｈｏｓｅ ｓｅｎｓｅ ｉｓ ｔｏ ｂｅ ｍａｄ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ｍ，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①
（２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２４） ， ＡＣＱ ｌｏｗｅｒｓ ｄｏｗｎ ｔｏ ｉｎｓｉｄｅ ＶＰ， ａｄｊｏｉｎｉｎｇ ｔｏ Ｖ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ａｇ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ＣＱ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ｉｎ ｌｉｎｅａｒ ｏｒｄｅｒ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

①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ｄｉａｇｒａｍｓ， ｗｅ ｆｏｌｌｏｗ ａ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ｕ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ｅｄ

ｂａｒ （ ’ ）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ｔ （ ｒａｃｅ）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ａ ｍｏｖ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ｊｕｓｔ ｆｏｒ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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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ｏｒ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ｔ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ｉｓ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ｉ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ｙｅｔ ｐｏｓｔｖ⁃

ｅｒｂａｌ ｉｎ ｌｉｎｅａｒｌｙ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ｍ －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 ｉｓ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ｉｓ ａｆｆｉｘａｌ ／ ｃ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 ｎａ⁃

ｔｕｒｅ，①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ｅ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ｉ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ｓ
ｗｈａ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ｔｔ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ｖｅｒｂ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ｉｄｅ ＶＰ Ｔｈｅ ｂｉｆｕｒ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ｆｒｅ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ｕｓｅｓ ｏｆ ＡＣＱ ａｓ ｓｅｅｎ ｉｎ （ ２ ） －

（３） ， ａｒｅ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ｘａｌ ／ ｃ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ｉ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ｇｉｖｅ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ｓ （ ｓｅｅ Ｋａｙｎｅ １９９４，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０１，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ｌｓｏ ｄｅｒｉｖｅ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ｋｅ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ｏｎｌｙ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ｔ ｉｓ ｓｏ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ｅ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ｔｏ ＶＰ，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Ｃｉｎｑｕｅｓ （１９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ｓ ｓｔａｔ⁃

ｅｄ ｉｎ （１８）  Ｒｅｃ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ｏｒｄｅｒ （ 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１ ） ， ＡＣＱ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ｕｓ ｎｏｔ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ｂｙ 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ｋｉｎｄ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ｓ ｍｏｒ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ｌｏｗｅｒ ｔｏ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ｓｉｄｅ ＶＰ，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ｖｅｒｂａｌ ｅｌｅ⁃

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Ｑ －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ｂｅｉ 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ｂａ ｉｎ （６） ，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ｅｒｓ’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６） ａ ∗ｚｈｅ ｐｉｎｇｊｉｕ ｂｅｉ （ Ｌｉｓｉ） ｈｅ － ｄｅ － ｗａｎ

ｔｈｉｓ ｂｏｔｔｌｅ ｌｉｑｕｏｒ ＢＥＩ Ｌｉｓｉ ｄｒｉｎｋ － ＡＣＱ － ｆｉｎｉｓｈ

ｂ ∗Ｌｉｓｉ ｂａ ｚｈｅ ｐｉｎｇ

ｊｉｕ ｈｅ － ｄｅ － ｗａｎ

Ｌｉｓｉ ＢＡ ｔｈｉｓ ｂｏｔｔｌｅ ｌｉｑｕｏｒ ｄｒｉｎｋ － ＡＣＱ － ｆｉｎｉｓｈ

①

ＤＭ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ａ ｍｏｄｕｌａ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ｆｆｉｘ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ｅｒｅｌｙ 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ｔｅｒｍｓ ｆｏ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Ｓｅｅ Ｅｍｂｉｃｋ ａｎｄ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１） ｆｏｒ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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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ｔｈａｔｂｅｉ ａｎｄ ｂａ ａｒｅ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ｖｅｒｂ ｔｈａｎ

ＡＣＱ，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ｅｉｔｈｅｒ ａｔ ａ Ｖ ｏｒ ａ ｖ ｎｏｄｅ （ ｓｅｅ Ｓｙｂｅｓｍａ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９，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９９， Ｈｕａｎｇ Ｌｉ ａｎｄ Ｌｉ ２００７）  Ａｓ ｓｕｃｈ ｔｈｅｙ ｂ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Ｑ， ｇｉｖｉｎｇ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６） ，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ｄ ｈｏｃ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ｏｎ ｂｏｔｈ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ｓ

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ａ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 ａｍ ｎｏｗ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 ｗｉｌｌ ｆｉｒｓｔ ｄｉｓ⁃
ｃｕｓｓ ｏｎ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ｋｉｐ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

ｎ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１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Ｉ ｗｉｌ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ｏｆ ＡＣＱ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ｏｎ，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ｏｎ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ｒｇｕ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４ １

Ｏｎ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Ｒｅｃａｌｌ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１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ｋｅｙ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ｂ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ｕｓ， ｉｔ ｃａｎ ｃｒｏｓｓ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ｌｉｋｅ “ ｌｏｕｄｌｙ” ｉｎ （２１）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ｏｒｎｅ ｏｕｔ ｆｏｒ ＡＣＱ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２５） 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ｚｈｉ

ｋａｎ － ｄｅ － ｄａｏｚｈｅ － ｋｅ ｓｈｕ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ｏｎｌｙ ｃｕｔ － ＡＣＱ － ｆａｌｌ ｔｈｉｓ － ＣＬ ｔｒｅｅ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ｏｎｌｙ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ｕｔ ｄｏｗｎ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ｅ ’

ｂ Ｌｉｓｉ

ｚｉｊｉ ｋａｎ － ｄｅ － ｄａｏ ｚｈｅ － ｋｅ ｓｈｕ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ｅｌｆ ｃｕｔ － ＡＣＱ － ｆａｌｌ ｔｈｉｓ － ＣＬ ｔｒｅｅ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ｕｔ ｄｏｗｎ ｔｈｉｓ ｔｒｅｅ ｂｙ ｈｉｍｓｅｌｆ ’

ｃ ｚｈｅｘｉｅ ｓｈｕ，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ｏｕ ｋａｎ － ｄｅ － ｄａｏ
ｔｈｅｓｅｔｒｅ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ａｌｌ ｃｕｔ － ＡＣＱ － ｆａｌｌ

１７９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ｃａｎ ｃｕｔ ｄｏｗｎ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ｅｅｓ ’
Ｉｎ （２５ａ） ， ＡＣＱ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ｒｉｇｈｔ ｏｆｚｈｉ， ‘ ｏｎｌｙ’ ，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ｓｉ， ｔｈｅ ａｇ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ｉｎ （２５ｂ） ｉｔ ｓｋｉｐｓ ｔｈｅ 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 ｚｉｊｉ ‘ ｓｅｌｆ’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ｍａｎｎｅ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ｌｏｓｓ；
ｉｎ （２５ｃ） 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ｔｅｒｉｏｒ ｔｏ ｄｏｕ ‘ ａｌｌ’ ｗｈｉｃｈ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ｓ “ ｔｈｅｓｅ ｔｒｅｅｓ” ｂｕｔ ｉｓ ａｄ⁃
ｊｏｉｎｅｄ ｔｏ ａ ｖｅｒｂ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ｌｌ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ｓｅ ｅｘａｍ⁃

ｐｌｅｓ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ｐｕｔｓ ＡＣＱ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ＶＰ ｉ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ｌｉｎｅａｒｌｙ 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ｌ⁃
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ｓｋｉ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ｚｈｉ ‘ ｏｎｌｙ’ ｉｎ （２５ａ）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ｓ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ｉｎ ｐｏｉｎｔ Ｔａｎｇ （１９９８）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ａｒ⁃

ｇｕ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ｌｉｋｅ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ｃｕ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ｓ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ａｄｊｏｉｎｅｄ ｔｏ ａ ｖｅｒｂ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ｖＰ，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Ｗｕ ２００４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ｆ ｈｅ ｉｓ ｒｉｇｈｔ， ｉ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ＣＱ ｔｏ ｓｋｉｐ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ｏｎ ｉｔｓ ｗａｙ ｔｏ ｉｔｓ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ｗｈａｔ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ｉｎ Ｔｈａｉ， Ｌａｏ， Ｖｉｅｔｎａｍｅｓ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ｔ，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ＣＱ，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 ｓｅｅ Ｃｈ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 ｆｏｒ ａ ｍｏｒ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
（２６） ａ ｋｈａｗ ｐｈｕｕｔ ｐｈａｓｓａｔｈａｉ ｄａｉｎｉｔ － ｎｏｏｉ
ｈｅ

ｓｐｅａｋ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Ｔｈａｉ ＡＣＱａ ｌｉｔｔｌｅ

‘ Ｈｅ ｃａｎ ｓｐｅａｋ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Ｔｈａｉ ’

ｂ ｋｈａｏ ｖａｏ
ｈｅ

ｓｐｅａｋ

ｐｈａｓａ

ｌａｏｄａｉ

（ Ｔｈａｉ）

ｎｉｔｈ － ｎｏ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ａｏＡＣＱ ａ ｌｉｔｔｌｅ

（ Ｌａｏ）

‘ Ｈｅ ｃａｎ ｓｐｅａｋ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Ｌａｏ ’

Ｓｕｃｈ ａ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ｒ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ｉｎ Ｂｕｌｇａｒｉａｎ，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Ｅｍｂｉｃｋ ａｎｄ Ｎｏｙｅｒ （ ２００１，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１ ）  Ｉｎ ｔｈｉ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
ｃ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ｔａ ａｔｔ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ａ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ｏｒ ｔｏ ａｎ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ｉ⁃
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２０） ） ：

１８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７） ａ ｋｎｉｇａ － ｔａ

ｂｏｏｋ － ＤＥＦ

ｂ ｘｕｂａｖａ － ｔａ ｋｎｉｇａ
ｎｉｃｅ － ＤＥＦ ｂｏｏｋ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ｔｈｅｉｒ （ ２３ ） ） ，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ｍａｙ ｎｏｔ ｈｏｓｔ Ｄｅｆ （２８ａ） ， ｏｒ ｂｌｏｃｋ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２８ｂ） ：
（２８） ａ ∗ｍｎｏｇ － əｔｓｔａｒ ｔｅａｔəｒ

ｖｅｒｙ － ＤＥＦ ｏｌｄ ｔｈｅａｔｅｒ
‘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ｏｌｄ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ｂ ｍｎｏｇｏ ｓｔａｒｉｊ － əｔｅａｔəｒ
ｖｅｒｙ

ｏｌｄ － ＤＥＦ ｔｈｅａｔｅｒ

Ｅｍｂｉｃｋ ａｎｄ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１）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ｙ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ｌｏｗｅｒ⁃

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ｓｋｉｐｓ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ｅｉｒ 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２６）  Ｔｈｉｓ ｆａｃｔ， ｔｈｏｕｇｈ
ｎｏ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ｈｅｒｅ ＡＣＱ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ｏｂ⁃
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ｉｓ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ａ ｌｏｗｅｒ⁃
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ｍｕｄｄｉ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ｂｙ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ｂｙ ａ ｌｏｎｇ －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Ｌｉ （ １９６３ ） ，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ｂａｒｒ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ｃｌａｕｓｅ （ ｃｆ Ｔ Ｗｕ ２００４，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 ，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２９） － （３０） ｂｅｌｏｗ

（２９） ∗ｚｈｅ ｂｅｎ ｓｈｕｍａｎｍａｎｄｅ ｋａｎ － ｄｅ
ｔｈｉｓ ＣＬ ｂｏｏｋ ｓｌｏｗｌｙｒｅａｄ ＡＣＱ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ａｄ ｓｌｏｗｌｙ ’

（３０） ∗Ｌｉｓｉｍａｎｍａｎｄｅ ｋａｎ － ｄｅ － ｄａｏ ｚｈｅ ｋｅ ｓｈｕ
Ｌｉｓｉ ｓｌｏｗｌｙｃｈｏｐ － ＡＣＱ － ｆ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ＣＬ ｔｒｅ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Ｌｉｓｉ ｃａｎ ｓｌｏｗｌｙ ｃｈｏｐ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ｄｏｗｎ’

（ Ｔ Ｗｕ ２００４： ２８８ （２２ｄ） ）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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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ｚｅｎｍｅ ‘ ｈｏｗ’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ｍａｎｎｅｒ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ｌ （ Ｔｓａｉ ２００８ ）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３１）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ｃａｕｓａｌ ｚｅｎｍｅ ｉｓ ａ⁃

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Ｖ１ － ＡＣＱ － Ｖ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 ３１Ｂｃ ） ，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ｍａｎｎｅ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ｅｎｍｅ （３１Ｂａ）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ｚｅｎｍｅ （３１Ｂｂ）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３１） Ａ ｔａ ｚｅｎｍｅ ｋａｎ － ｄｅ － ｄｏｎｇ ｚｈｅ ｂｅｎ ｓｈｕ？

ｈｅ ｈｏｗ ｒｅａｄ － ＡＣＱ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ＣＬ ｂｏｏｋ

‘ Ｈｏｗ ｃａｎ 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Ｂ ａ ∗ｔａ ｍａｎｍａｎｄｅ ｋａｎ （ ∗ｍａｎｎｅｒ）
ｈｅ ｓｌｏｗｌｙ ｒｅａｄ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Ｈｅ ｒｅａｄｓ ｓｌｏｗｌｙ ’

ｂ ∗ｔａ ｄａｉ ｙａｎｊｉｎｇ ｋａｎ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 ｗｅａｒ ｇｌａｓｓｅｓ ｒｅａｄ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Ｈｅ ｒｅａｄｓ ｗｉｔｈ ｇｌａｓｓｅｓ ’

ｃ ｓｈｉ， ｔａ ｇｅｎｂｅｎｋａｎ － ｂｕ － ｄｏｎｇ （ ｃａｕｓａｌ ／ ｄｅｎｉａｌ）
ｙｅｓ ｈｅ ｎｏｔ ａｔ ａｌｌ ｒｅａｄ － ｎｏｔ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 Ｎｏ， ｈｅ ｃｏｕｌｄｎ’ 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ｔ ａｌｌ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
（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４８ （１９） ）

Ｔｈｅ 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２９） － （３１）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ｄｕｂｂ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 ｔｅｒｍ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ｖｅ ｏｆ ａ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ｄ ｂｌｏｃｋｉｎｇ ｏｎ 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ｃ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ｏｍｅ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ｎ ｏｎｅ 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Ｗｕ （２００４）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ＣＱ ｉｓ ａｎ ｉｎｎ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Ｖ１ ａｎｄ Ｖ２ ｉｎ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ｂｙ Ｍｏｄａｌ ｎｏｄｅ ｉｎ ａ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ＣＱ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Ｑ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ａｎ ＬＦ （ ｈｅａｄ）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ＣＱ ｔｏ Ｍｏｄａｌ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Ｖ１ －

ＡＣＱ － Ｖ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
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ＣＱ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 ｍｕｓｔ ｏｂｅｙ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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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 ａｒｇｕｅｓ， 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ｌｙ， ｔｏ ｍｙ ｍ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Ｗｕｓ ＬＦ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ａｃｅｓ ｉｎｓｕｒｍｏｕｎｔａｂｌ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ｒｉｇｈｔ Ｉ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Ｗａｎｇ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ｈ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ｔｈａｔ ｈｅ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ｌｓｏ ｂｕｉ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Ｍ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Ｗａ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ｓ ｌｏ⁃

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ｆｆｅｒｓ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Ｃｒｕｃｉａｌｌｙ， ｕｎｌｉｋｅ ｌｏｗ⁃
ｅｒ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ｃｅ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ｔ ｔｏ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ｈｅａｄｅｄｎｅｓ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ｈｕｓ，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 ｌｏｃａｌ， ａｓ ｉｔｓ ｎａ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ｋｉｐ ａｎｙ ａｄｊｏｉｎ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ｃａｎ

Ｏｎ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３２ａ） ，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ｂｅ （３２ｂ） ， ｉｎ ｗｈｉｃｈｅｒ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ｉ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ｙｎｔａｘ

（３２） ａ． Ｊｏｈｎ ｉｓ ｓｍａｒｔ － 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ｉｌｌ．

ｂ． Ｊｏｈｎ ｉｓ － ｅｒ ｓｍａｒｔ ｔｈａｎ Ｂｉｌｌ．
（ Ｅｍｂｉｃｋ ＆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１： ５６４ （１４ａ） ）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 （３３ａ） ，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ｓａｍａｚｉｎｇｌｙ， 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 ｏｆ ｓｍａｒｔ， ｂｌ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ｌａｔｉｖｅ － （ ｅ） ｓｔ ａｎｄ

ｓｍａｒｔ，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ｅｒｇｅｒ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 － ｓｔ

（３３） ａ Ｍａｒｙ ｉｓ ｔｈｅ ｍｏ － ｓｔ ａｍａｚｉｎｇｌｙ ｓｍａｒ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ｂ ∗Ｍａｒｙ ｉｓ ｔｈｅ ｔ ａｍａｚｉｎｇｌｙ ｓｍａｒｔ － ｅ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 Ｅｍｂｉｃｋ ＆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１： ５６５ （１５）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ｂｌｏｃｋ ｔｈｅ ｍｅｒｇｅｒ ｏｆ ＡＣＱ

ｗｉｔｈ Ｖ１， Ｗａｎｇ （ ２０１４： ９６ ） ａｓｓｅｒ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Ｖ１ － ＡＣＱ － Ｖ２

“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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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Ｂｏｂａｌｊｉｋ （ １９９５ ） ， Ｅｍｂｉｃｋ ＆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１） ，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ｒｅ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ｋｉｐ ａｎｙ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ｐｌｅｎｔｙ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Ｗａｎｇｓ

（２０１４） ， ａｎｄ Ｉ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ｙ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ｗｈｉｃｈ Ｉ ｏｍｉｔ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ｕｅ ｔｏ ｓｐａｃｅ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Ｉ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ｂｕｉｌｄｓ 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Ｉ ｂｅ⁃

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ｌｏｓｅｓ ｍｕｃｈ ｗｅｉｇｈｔ ｉｆ ｗｅ ｔａｋｅ ｉｎ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ｌｌｅｒ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ｄａｔａ Ａ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ＣＱ ｃａｎ ｂｙｐａｓｓ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ｈ ｉｔｓｅｌｆ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ｖｅｒｂ ａｓ
ｉｎ （２５）  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ｇｕｉｔ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ｖｅ ｏｆ ａ ｌｏｗｅｒ⁃
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 （２６） 

Ａｓ ｆｏｒ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ｔｈｅｙ ｄｏ ｓｅｅｍ ｔｏ ｐｏｓｅ ｓｏｍ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２９） － （３１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ｏ ｍｙ ｍｉ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ｔｈａｎ ｒｅ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ａ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ｎ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①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ａｎ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ａ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ａ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 ｍｏｄｉｆｉｅｓ ｏｒ 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ｓ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ｃｉｒｃｕｍ⁃
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ｉ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ｂｒｉｎｇ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ｃｕｌ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ｐ⁃
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Ｑ ｃｌａｕｓ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 ｔｈａｔ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ｋｉｐ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Ｑ － ｃｌａｕｓｅ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ｏｎｃｅ ｔｈｅ
①

Ｙｅ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ｓ ａｎ Ｘ０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ｖｉｓ

（１９８８）  Ｓｈｅ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 ａ ｍａｘｉｍ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ｕｃｈ， ａ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 ｓｔａｎｄｓ ｉｎ ａ “ ｈｅａｄ ｔｏ ｈｅａ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ｖｅｒｂ ｗｈｉｃｈ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ｉｔ Ｓｕｃｈ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ｉｎｃｅ ａ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 ｉｓ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 ｖｅｒｂａｌ ｈｅａｄ ｏｎ ａ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ｂｅｉ ａｎｄ ｂａ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ｔｈｕ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ｋｉｎｄ ａｓ ＡＣＱ，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ｃ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Ｉ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ｅｍｐｌ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ｏｐｔｉｏｎ

１８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ｆｏｒｅ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ｃｏｎｇｕｉｔｙ ｉｓ 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 ｂｙｊｉｕ ｏｒ ｃａｉ ‘ ｏｎｌｙ， ｔｈｅｎ’ ， ａｄ⁃

ｖｅｒｂｓ ｔｈａｔ ｓｅｅｍ ｎｕｌ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ａｎ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３４） ａ Ｌｉｓｉ ｍａｎｍａｎｄｅ ｃａｉ ｋａｎ － ｄｅ － ｄａｏ ｚｈｅ ｋｅ ｓｈｕ

Ｌｉｓｉ ｓｌｏｗｌｙ ｏｎｌｙ ｃｈｏｐ － ＡＣＱ － ｆａｌｌ ｔｈｉｓ ＣＬ ｔｒｅｅ

‘ Ｌｉｓｉ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ｈｏｐ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ｄｏｗｎ ｉｆ ｈｅ ｄｏｅｓ ｉｔ ｓｌｏｗｌｙ’

ｂ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ｍａｎｍａｎｄｅ ｃａｉ ｐａｏ － ｄｅ － ｗａｎ ｍａｌａｓｏ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ｌｏｗｌｙ

ｏｎｌｙ ｒｕｎ － ＡＣＱ － ｆｉｎｉｓｈ Ｍａｒａｔｈｏｎ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ｈｅ Ｍａｒａｔｈｏｎ ｏｎｌｙ ｂｙ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ｓｌｏｗｌｙ ’

ｃ ｔａｚｈｕｃｉｚｈｕｊｕｄｅ ｃａｉ ｋａｎ － ｄｅ － ｄｏｎｇ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ｄｅ ｓｈｕ
ｈｅ

ｗｏｒｄ

－ ｂｙ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Ｍｏｄ ｂｏｏｋ

－ ｗｏｒｄ

ｏｎｌｙ

ｒｅａｄ

－ ＡＣＱ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 Ｈｅ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ｈｏｍｓｋｙｓ ｗｏｒｋ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ｄ － ｂｙ － ｗｏｒ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ｃａｉ ｏｒ ｊｉｕ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ｎ ＡＣＱ －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ｎ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ｓ ｗｅｌｌ，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３５） ｔａ ｄａｉ ｙａｎｊｉｎｇ ｃａｉｋａｎ － ｄｅ － ｑｉｎｇ ｈｅｉｂａｎ ｓｈａｎｇ ｄｅ ｚｉ

ｈｅ ｗｅａｒ ｇｌａｓｓｅｓ ｔｈｅｎ ｓｅｅ － ＡＣＱ － ｃｌｅａｒ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ＬｏｃＭｏｄ Ｗｏｒｄ
‘ Ｈｅ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ｇｌａｓｓｅｓ ’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ｚｅｎｍｅ ‘ ｈｏｗ’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ｂｏｔｈ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ｗｈｅｎ ｚｅｎｍｅ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ｃｏｎ⁃
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ａｉ：

（３６）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ｚｅｎｍｅ ｃａｉｋａｎ － ｄｅ － ｄｏｎｇ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ｄｅ ｓｈｕ？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ｈｏｗ

ｔｈｅｎ ｒｅａｄ － ＡＣＱ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Ｍｏｄ ｂｏｏｋ

‘ Ｈｏｗ ｉ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ｈｏｍｓｋｙｓ ｗｏｒｋ？’

（３６） ｃａｎ ｂｅ ｆｅｌｉｃｉｔｏｕｓｌｙ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ｉｔｈｅｒ （３７ａ） （ ＝ ３４ｃ）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１８５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ｎｅ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ｒ （３７ｂ）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ａｄｉｎｇ：
（３７） ａ ｔａｚｈｕｃｉｚｈｕｊｕｄｅ ｃａｉ ｋａｎ － ｄｅ － ｄｏｎｇ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ｄｅ ｓｈｕ
ｈｅ

ｗｏｒｄ

－ ｂｙ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Ｍｏｄ ｂｏｏｋ

－ ｗｏｒｄ

ｏｎｌｙ

ｒｅａｄ

－ ＡＣＱ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 Ｈｅ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ｈｏｍｓｋｙｓ ｗｏｒｋ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ｗｏｒｄ － ｂｙ － ｗｏｒ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ｂ ｔａｙｏｎｇ ｚｉｄｉａｎ ｃａｉ ｋａｎ － ｄｅ － ｄｏｎｇ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ｄｅ ｓｈｕ

ｈｅ ｕｓ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ｎｌｙ ｒｅａｄ － ＡＣＱ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Ｍｏｄ ｂｏｏｋ

‘ Ｈｅ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ｈｏｍｓｋｙｓ ｗｏｒｋ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 ３４ ） － （ ３７ ）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ｗｈａｔ ｉｓ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ｂｙ Ｗｕ （２００４） ａｎｄ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ｄｏ

ｎｏｔ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ｉｓ ｎｏ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ｔｈａｔ ｂｌｏｃｋｓ ａ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ｉｔ ａ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ａｎ ｉｎ⁃

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ａ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ｅｌｌ － ｆｏｒｍｅ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ｕｃｈ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ｍａｙ ｂｅ ｓａｌｖａｇ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ｉ ｏｒ ｊｉｕ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ｏｒｉ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ｖａｌｉ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ｉｎ

ａ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ｃｌａｕｓｅ ｎｅｅｄｓ ｎｏｔ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４ ２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ｓ ｉｎ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ｉｓ ｂｅｓｅｔ ｗｉｔｈ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ｆｏｒ ＡＣＱ ｉｎ ｉｔｓ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Ｅｍｂｉｃｋ ａｎｄ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１： ５７４）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ｍａｙ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ａｒｇｅｔ ａ

ｍｏｒｐｈｏ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ｗｏｒｄ （ ＭＷｄ） ｏｒ ａ ｓｕｂｗｏｒｄ （ ＳＷｄ） ，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 ｔｈｅｉｒ
（３３） ａｎｄ （３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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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８）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 ｔ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 ｎｏｄｅ Ｘ０ ｉｓ （ ｂｙ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 ｍｏｒｐｈｏｓｙｎ⁃

ｔａｃｔｉｃ ｗｏｒｄ （ ＭＷｄ） ｉｆｆ Ｘ０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Ｘ０ ｎｏ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Ｘ０ 

（３９） Ａ ｎｏｄｅ Ｘ０ ｉｓ ａ ｓｕｂｗｏｒｄ （ ＳＷｄ ） ｉｆ Ｘ０ ｉｓ ａ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ｎｏｄｅ ａｎｄ ｎｏｔ
ａｎ ＭＷ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４０ ） ｗｈｅｒｅ Ｚ ｉｓ ａｄｊｏｉｎｅｄ ｔｏ Ｙ；

Ｚ ＋ Ｙ ａｄｊｏｉｎｅｄ ｔｏ Ｘ， Ｘ０ ＝ Ｚ ＋ Ｙ ＋ Ｘ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 ＭＷｄ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

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Ｘ０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Ｙ０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Ｚ ＋ Ｙ ｉｓ ａ ＳＷｄ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 ｂｙ Ｘ０  Ｌｉｋｅｗｉｓｅ， Ｚ （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Ｙ０ ） ，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ｓｅ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Ｘ０ ａｒｅ ａｌｌ ＳＷｄｓ
（４０）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ｍａｋｅｓ ｎｏ ｕｓｅ ｏｆ ｓｕｃｈ ｎｏ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ｉｔ ｉ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ｏｎｌｙ ｔｏ ｌｉｎｅａｒ ａｄｊａｃ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ｏｒｐｈｏ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 ｗｅｌｌ － ｋｎｏｗ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ｒ⁃
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ｓ ａ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

ａｔｉｖｅ ／ ｓｕｐｅｒｌ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ｃａ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ｎｏ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ｔｗｏ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 ｔｈｅｉｒ （１４） ） 
（４１） ａ Ｊｏｈｎ ｉｓ ｓｍａｒｔ － 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ｉｌｌ

ｂ Ｊｏｈｎ ｉｓ ｍｏ － ｒ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ｔｈａｎ Ｂｉｌｌ
ｃ ∗Ｊｏｈｎ ｉ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 ｅｒ ｔｈａｎ Ｂｉｌｌ

ｄ ？ ∗Ｊｏｈｎ ｉｓ ｍｏ － ｒｅ ｓｍａｒｔ ｔｈａｎ Ｂｉｌｌ
（４１）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ｆｆｉｘ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 ｓｕｐｅｒｌ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ｉｎ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ｒ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ｎｅ －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 ａ） － （ ｄ）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 －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 ｂ） ａｎｄ （ 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 ａ ｃ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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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ｒｅｔ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ｔ ｉｓ 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ｌｙ ａｒｇｕｅｄ ｂｙ Ｔｓｅｎｇ （ ２００９ ） ， Ｔｓｅ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
（２０１０） ｔｈａｔ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ｈａｔ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

ｎｏｔ － Ａ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ｓ Ｌｉｋ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ｔ ｉ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ｉｎｖａｒｉａｂ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ｓ ｉｎ （４２） ：
（４２） 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ｘｉ － ｂｕ － ｘｉｈｕａｎ Ｌｉｓ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 ｎｏｔ －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 Ｄｏ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ｏｒ ｎｏｔ？’

ｂ 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 － ｂｕ － ｚｈｏｎｇｓｈｉｊｉａｏｘｕｅ ｚｈｉｌｉａ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 ｎｏｔ －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 ｌｏｏ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ａｙ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 Ｌｉｓｉｋａｎ － ｂｕ － ｋａｎ － ｄｅ － ｄｏｎｇ ｚｈｅ － ｂｅｎｓｈｕ

Ｌｉｓｉｒｅａｄ － ｎｏｔ － ｒｅａｄ － ＡＣＱ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ｉｓ － ＣＬ ｂｏｏｋ
‘ Ｉｓ Ｌｉｓｉ 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ｄ Ｗａｎｇｗｕ ｄａｎ － ｂｕ － ｄａｎｘｉｎ？
Ｗａｎｇｗｕ ｗｏｒｒｙ － ｎｏｔ － ｗｏｒｒｙ

‘ Ｉｓ Ｗａｎｇｗｕ ｗｏｒｒｉｅｄ ｏｒ ｎｏｔ？’
Ｘｉｈｕａｎ ‘ ｌｉｋｅ’ ｉｎ （４２ａ） ｉｓ ａ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ｗｏ ｒｏｏｔｓ

ｘｉ ａｎｄ ｈｕａ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ｏｎｅ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ｚｈｏｎｇｓｈｉ ‘ ｔａｋｅ ｇｒｅａｔ ｃａｒｅ Ｌｉｔ

‘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ｌｏｏｋ’ ｉｎ （４２ｂ） ｉｓ ａ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 ｖｅｒｂ ｃｏｍ⁃

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ｋａｎｄｏｎｇ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４２ｃ） ｉ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ｋａｎ ‘ ｒｅａｄ’ ｉ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ｄｏｎｇ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① ｄａｎｘｉｎ ‘ ｗｏｒｒｙ’ ｉｎ （４２ｄ） ｉｓ ａ
ｖｅｒｂ － 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ｄａｎ ‘ ｃａｒ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ｕｂｃａｔｅｇｏ⁃

ｒｉｚｅｄ ＮＰ ｘｉｎ ‘ ｈｅａｒ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ｍａｎｙ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 （ ２０１５ ）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ｖｅｒ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Ｐｕｔ ｉｎ ａ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ｓｉｍｐｌｉｓｔｉｃ ｗａｙ，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ｒ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ｅｒｇｅｒ ｏｆ ｒｏｏｔ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ＶＯ ｃｏｍ⁃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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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ｏｕｎｄｓ ｗｉｔｈ ｍｅｒｇｅｒ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ｉ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ｓ ａ ｒｏｏ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ＶＯ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ｓ ｉｓ ａ ｗｏｒｄ

Ｓ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ｌｉｇｈｔ， 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 ４２ ） ，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 － ｎｏｔ － 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ｖｏｌｖｅｄ Ｗｈａｔ ｉｓ ｒｅｄｕ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ｉ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ｏｎ ａ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 ｓｕｐｅｒｌ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ｉｃｈ ｏｂｓｅｒｖｅｓ ａ ｐｒｏ⁃
ｓｏｄ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ｏｓｔ ｂｕｔ ｉｓ ｂｌｉｎｄ ｔｏ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ｉｓ ａ ｒｏｏｔ ｏｒ ａ ｗｏｒｄ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Ｑ，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ａｔ ｉｔ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ｓｔ ＭＷｄ ａ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ｉｎ （３８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４３） 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ｙａｎｊｉｕ ｄｅｔｏｕｚｈｅ － ｇｅ ｗｅｎｔ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ＣＱ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 Ｃ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ｃａｎ ｔｈｏｒｏｕｇｈｌｙ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ｂ Ｌｉｓｉ ａｎｓｈａ

ｄｅ ｌｉａｏ ｐａｎｔｕ

Ｌｉｓｉ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ｅ ＡＣＱ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ｒａｉｔｏｒ

‘ Ｌｉｓｉ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ｓｓａｓｓ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ｉｔｏｒ ’

（４４） 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ｋａｎ － ｄｅ － ｄｏｎｇ

ｚｈｅ － ｂｅｎ ｓｈｕ？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ｒｅａｄ － ＡＣＱ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ｉｓ － ＣＬ ｂｏｏｋ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

ｂ Ｌｉｓｉ ｂａｎｇ ｄｅｌｉａｏ ｎｉｄｅ ｂａｎｇ

Ｌｉｓｉ ｈｅｌｐ ＡＣＱ Ｉｎｃｈ ｙｏｕｒ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Ｌｉｓｉ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ｈｅｌｐ ｙｏｕ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４３ａ － ｂ）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

ｐｏｕｎｄｓ， ＡＣＱ ａｔｔ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 ｄ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ｗｏｒｄ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 ｒｅ⁃

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ＶＯ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ｉｔ ｉｓ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Ｖ１ ＋ ＡＣＱ ＋ Ｖ２ ａｎｄ Ｖ ＋ ＡＣＱ ＋ Ｏ， ｓｈｏｗ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 ｉｎ （４４ａ － ｂ）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ＡＣＱ ｉｓ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ｎ ｉｎｆｉｘ （ ｓｅｅ，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Ｃｈａｏ １９６８）  Ｉｆ Ｉ ａｍ ｒｉｇｈｔ， ｔｈｅＶ１ ＋ ＡＣＱ ＋ Ｖ２ ｏｒｄｅｒ ｃａｎ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１８９

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 ｍｅｒｅ ｒｅｆｌｅｘ ｔｈａｔ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ｌｗａｙｓ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 ｗｏｒｄ，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ｒｏｏ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４３） ａｎｄ （４４）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ｃｌｅａｒ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ｐｕｔｓ ＡＣＱ ｉｎｓｉｄｅ ＶＰ ｉ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ＭＷｄ ａ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ｉｎ （３８）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ｉｓｙｌｌａｂ⁃

ｉｃ ｉｎ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ｓｙｌｌａｂｉｃ 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ＶＯ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

４ 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Ｑ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ｉ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ｏ ｐｏｉｎｔ ｏｕｔ ｗｈａｔ

Ｉ ｐｅｒｃｅｉｖｅ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ＡＣＱ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９５） ｔａｋｅｓ ＡＣＱ ａ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ｖ ｓｏ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４５） （ ｈｉｓ （１１４） ）

 Ｓｕｃｈ 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ｕｂｉｏｕｓ，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ｅ ｌｅａｓｔ，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ｔ ｈａ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ｏ ｄｅｎｏｔｅ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ｉｔ ａｓｓｉｇｎｓ ＡＣＱ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ｏ ｃｈｅｃｋ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ｖ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ｄｏ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ｔｈｅｏｒｙ （ ｓｅｅ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０１）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ｒｅｃａｌｌ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ｂｅｉ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ｂａ
ａｒ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ａ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ｖ ｏｒ Ｖ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ｓｅ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
ｏｕ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ｕｎｃｌｅａｒ ｈｏｗ （４５）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４５）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ｓｕｃｈ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ｌａｃｅ， ＡＣＱ ｉｓ ｐｌａｃ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Ａｌ， ａ ｍｏｄａｌ ｎｏｄｅ Ａｓ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ｓｕｃｈ 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Ｃｉｎｑｕｅｓ （１９９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ａ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ＣＱ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１９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Ｐ，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Ｌ ｎｏｄｅ ｉｓ ｎｏ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ｈｅｃ⁃
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４ ４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ｏ ｓｕｍ ｕｐ，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ｓｏｍ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ｏｎ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ＣＱ ａｓ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ｌ⁃

ｌｅｇｅｄ ｔｏ ｂｌｏｃｋ ＡＣＱ ｆｒｏｍ ｕｎｄｅｒｇｏｉｎｇ ａ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ｌｉｋｅ ｚｈｉ ‘ ｏｎｌｙ’ ， ｄｏｕ ‘ ａｌｌ’ ａｎｄ ｚｉｊｉ
‘ ｓｅｌｆ’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Ｉ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ｔｏ
ｃｏｅｘｉｓｔ ｗｉｔｈ ａ ｍａｎｎ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 ａｒ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ｃｏｎｇｒｕｉｔｙ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Ｉ ｃｉｔｅ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ｐｕｔｓ ＡＣＱ ｉｎｓｉｄｅ ＶＰ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ＭＷｄ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ｏｎ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ｆａｖｏｒｓ ａ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ａｎｇ

（２０１４） ｆｏｒ ＡＣＱ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ｖ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ｃｋ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ａｔ
ｏｄｄ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ｖ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ｂｅｌｉｅ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ｉｓ ａ ｍｏ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ｕｔｓ
ＡＣＱ ｉｎｓｉｄｅ ＶＰ

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ＣＱ ｉｓ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ｅｒ⁃
ｂａｌ Ａｌ （ ｅｔｈｉｃ） ｎｏｄ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ｓ ｄｏｗｎ ｔｏ ａ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ｓ ａｒｇｕｅｄ ｂｙ Ｅｍｂｉｃｋ ａｎｄ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１） ： ｉ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ｋｉｐ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ｂｅ ｃａｎｃｅｌｌｅｄ ｂｙ ａ ｐｒｉｏ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Ｉ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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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ｓ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ｆａ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ＣＱｓ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ＣＱ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ｓｉｎｃｅ ｉｔ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ｏｎ ｉｔ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ｓｏ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ｌｏｗｅｒｉｎｇ 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 ｄｉｓｍｉ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Ｉ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ｍｐｌ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ｆ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ｄｉｓ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ｏ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ｓ

Ｉ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ｃｋ， ｉｔ ｓｈｅｄｓ ｓｏｍ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ｈｏｗ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ｈｏｗ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ｙ ｂｅ ａ⁃

ｃｈｉｅｖｅ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ｃｏｎｃｅｉｖｅｄ ｎｏｔ ａｓ ｒｅｓｉｄ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ｂｕｔ ａｓ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ａ ｐｏｓｔ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ａｇｅ ｆｏｒ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ｔｈｅ ＰＦ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ｄｅｆｅｎｄｅｄ ｂｙ ＤＭ 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

ｅ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ｌｅ ｉｔ ｉｓ ｔｒｕｅ ｔｈａｔ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ｂｕｉｌｄｅｒ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ｔ ｉｓ ｎｏｎｅｔｈｅｌｅｓｓ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ｏｎ⁃

ｌｙ ｏｎ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ｙ ｍｏｄｉｆ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ｎｇｓ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ｆｏｒｍ －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ｅｓ Ａｓ
ｓｕｃｈ， ｆｕｌ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ｗｈｅｎ ｄｅａ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ｓｐｅｃｉｆ⁃
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ＡＣＱ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ａｒｒｉｅ， Ｍ ２０１１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Ａｎｔｉ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ｏｕｎ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ｅｄｉａ

Ｂｉｓａｎｇ， Ｗ １９９６ Ａｒｅａｌ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ｍ⁃
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ｏｕｎｓ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
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２０ （３） ， ５１９ － ５９７

１９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ｈａｏ， Ｙｕｅｎ － Ｒｅｎ １９６８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Ｓｐｏｋ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ｅｎｇ， Ｇｏｎｇ ２０１５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ｒｏｏｔ － ａｎｄ － ｐａｔｔ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ｏｒｄ －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２０１５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ｏｏｃｈｏｗ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ｒｃｈ ２６ － ２９

Ｃｈｅｎｇ， Ｇｏｎｇ， ａｎｄ Ｘｉ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ｕｏ ２０１４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ｈｅ ｄｏｎｇｎａｎｙａ ｙｕ ｚｈｏｎｇ ｄｅ
ｄｅ ｚｉ ｊｉｅｇｏｕ （ Ｏｎ ｔｈｅ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
ｇｅｓ） ． Ｔｈｉｒｄ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Ｘｉａｎｇｔａｎ： Ｘｉａｎｇ⁃
ｔ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ｃｔ １７

Ｃｈｅｎｇ， Ｇｏｎｇ， Ｙｉ Ｚｈａｏｈｕｉ ａｎｄ Ｘｉｏｎｇ Ｊｉａｎｇｕｏ ２０１６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ｒ Ｌｏｗｅｒ⁃
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６ （２）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 １９５７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 １９９３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ｆｏｒ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Ｉｎ Ｋ Ｈａｌｅ ａｎｄ
Ｓ Ｊ Ｋｅｙｓｅｒ （ ｅｄｓ ） ，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２０：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Ｓｙｌｖａｉｎ Ｂｒｏｍｂｅｒｇｅｒ， １ － ５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 Ｒ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９５） ， １６７ － ２１７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 ２００１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ｈａｓｅ Ｉｎ Ｍ Ｋｅｎｓｒｏｗｉｃｚ （ ｅｄ ）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１ － ５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２００５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３６ １： １ － ２２

Ｃｉｎｑｕｅ， Ｇ １９９９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ｍｂｉｃｋ， Ｄ ａｎｄ Ｒ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１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ｓｙｎｔａｘ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３２ （４） ， ５５５ － ５９５

Ｅｍｂｉｃｋ， Ｄ ， ａｎｄ Ｒ Ｎｏｙｅｒ ２００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 ｍｏｒ⁃
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２８９ －

３２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Ｅｎｆｉｅｌｄ， Ｎ Ｊ ２００１ Ｏｎ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ａｒｅ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ｍａｉｎ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ｏｌ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 ａｃｑｕｉｒｅ ’  Ｉｎ Ａ Ｙ Ａｉｋｈｅｎｖａｌｄ ＆

Ｒ Ｍ Ｗ Ｄｉｘｏｎ （ ｅｄｓ ） ， Ａｒｅａｌ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５５ – ２９０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ｎｆｉｅｌｄ， Ｎ Ｊ ２００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ｐｉｄｅｍｉｏｌｏｇｙ：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ｎ Ｍａｉｎ⁃
ｌ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ｌｌｅ， Ｍ ａｎｄ Ａ Ｍａｒａｎｔｚ １９９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ｉｎ⁃

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Ｋ Ｈａｌｅ ａｎｄ Ｓ Ｊ Ｋｅｙｓｅｒ （ ｅｄｓ ） ，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２０：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Ｓｙｌｖａｉｎ Ｂｒｏｍｂｅｒｇｅｒ， １１１ － １７６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Ｈａｌｌｅ， Ｍ ａｎｄ Ａ Ｍａｒａｎｔｚ １９９４ Ｓｏｍｅ Ｋｅ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

ｇｙ Ｉｎ Ａ Ｃａｒｎｉｅ， Ｈ Ｈａｒｌｅｙ ＆ Ｔ Ｂｕｒｎｅｓ （ ｅｄｓ ） ， ＭＩ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１：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２８８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Ｉ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２７５

－

Ｈｏｐｐｅｒ， Ｐ Ｊ ａｎｄ Ｅ Ｃ Ｔｒａｕｇｏｔｔ １９９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ｅｘｔ⁃
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ｕａｎｇ， Ｊ １９８８ Ｗｏ ｐａｏ ｄｅ ｋｕａｉ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２：
２７４ － ３１１

Ｈｕａｎｇ，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１９９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Ｔｓｉｎｇ Ｈｕ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９ ４： ４２３ － ５０９

Ｈｕａｎｇ，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Ｙ － Ｈ Ａｕｄｒｅｙ Ｌｉ， ａｎｄ Ｙ Ｌｉ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ａｓｎｉｋ， Ｈ ２００５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Ｌｉ， Ｌｉｄｉｎｇ １９６３ Ｄａｉ ｄｅ ｚｉ ｄｅ ｂｕｙｕ ｊｕ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ｙｕｗｅｎ ５： ３９６ － ４１０

Ｌｉｎ， Ｊ － Ｗ １９９２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ｚｅｎｍｅｙａｎｇ ‘ Ｈｏｗ’ ａｎｄ ｗｅｉｓｈｅｎｍｅ ‘ Ｗｈ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 ３： ２９３ － ３３１

Ｌｉｎ， Ｊ － Ｗ ， ａｎｄ Ｃ － Ｃ Ｊ Ｔａｎｇ １９９５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ｓ 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ＧＢ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ｙ Ａｃａｄｅｍｉ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６６： ５３ － １０５

Ｍｙｌｅｒ， Ｎ ２００９ Ｌｉｎ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ｔ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ｃｈｕａ
Ｄ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５： ４６ － ６６

Ｐｏｌｌｏｃｋ， Ｊ Ｙ １９８９ Ｖｅｒ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Ｐ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２０ （３） ， ３６５ – ４２４

Ｒｉｚｚｉ， Ｌ １９９０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ｉｍｐｓｏｎ， Ａ ２００１ Ｆｏｃｕｓ，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ｇｈｔ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０ （２） ， ８９ － １２８

Ｓｙｂｅｓｍａ， Ｒｉｎｔ １９９２ Ｃａｕｓ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ａ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Ｌｅｉｄ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ｙｂｅｓｍａ， Ｒｉｎｔ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ＶＰ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

Ｔａｎｇ， Ｓｚｅ － Ｗｉｎｇ １９９８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ｒｖｉｎｅ：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Ｔｉｎｇ， Ｊｅｎ １９９８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ｂｅｉ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７： ３１９ － ３５４

Ｔｓａｉ， Ｗ － Ｔ Ｄｙｌａｎ ２００１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ｘ － ｓｅｍａｎ⁃
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０： １２９ － １６８

Ｔｓａｉ， Ｗ － Ｔ Ｄｙｌａｎ ２００８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ｈｏｗ － ｗｈ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７： ８３ － １１５

Ｔｓｅｎｇ， Ｗｅｎ － Ｈｓｉｎ ２００９ Ａ ｐｏｓｔ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Ａ － ｎｏｔ － Ａ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ｓ ＵＳＴＷＰＬ ５： １０７ － １３９

Ｔｒａｖｉｓ， Ｌｉｓａ １９８８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ＭｃＧｉｌｌ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Ｃａｈｉｅｒ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ＭｃＧｉｌ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 Ｍａｙ） ： ２８０ － ３１０

Ｗａｎｇ， Ｃｈａｎｇｓｏｎｇ ２０１４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

ｇ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ｄ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 Ｄ ｔｈｅｓｉ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 Ｆｕｘｉａｎｇ ２００２ Ｎｅｎｇｘｉｎｇ ｓｈｕｂｕ ｊｉｅｇｏｕ ｓｕｏｙｉ ［ 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ｅ⁃

ｔｈｉｃ ｖｅｒｂ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Ｙｕｙａｎ Ｊｉａｏｘｕｅ Ｙｕ Ｙａｎｊｉｕ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５， １９ － ２７

Ｗｕ， Ｆｕｘｉａｎｇ ２００３ Ｎａｎｆａｎｇ ｆａｎｇｙａｎ ｎｅｎｇｘｉｎｇ ｓｈｕｂｕ ｊｉｅｇｏｕ “ Ｖ ｄｅ ／ ｂｕ Ｃ” ｄａｉ
ｂｉｎｙｕ ｄｅ ｙｕｘｕ ｌｅｉｘｉｎｇ ［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ｖｅｒｂ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Ｖ ｄｅ ／ ｂｕ Ｃ”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Ｆａｎｇｙａｎ ［ Ｄｉａ⁃
ｌｅｃｔｓ］ ３， ２４３ － ２５４

Ｗｕ， Ｆｕｘｉａｎｇ ２００９ Ｎａｎｆａｎｇ ｍｉｎｚｕ ｙｕｙａｎ “ ｄｅ” － ｙｉ ｙｕｓｕ ｄｕｏｇｏｎｇｎｅｎｇ ｍｏｓｈｉ
ｄｅ ｌａｉｙｕａｎ ［ Ｔｈｅ ｐｏｌｙ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 ｇｅｔ ／ ａｃｑｕｉｒｅ” ｉｎ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ｙｕｎ Ｘｕｎｋａｎ （ Ｙｕｙａｎ Ｊｕａｎ） ［ Ｌｉｙｕ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Ｖｏｌｕｍｅ） ］ １

Ｔｈｅ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ＡＣ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ｌｅｔｈ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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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ｕ， Ｃ － Ｈ Ｔｅｒｅｓａ ２００４ Ｏｎｄｅ ／ ｂ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
ｂａｌ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５ １： ２７１ － ３２９

Ｙａｎｇ， Ｐｉｎｇ １９８９ “ Ｄｏｎｇｃｉ ＋ ｄｅ ＋ ｂｉｎｙｕ” ｊｉｅｇｏｕ ｄｅ ｃｈａｎｓｈｅｎｇ ｈｅ ｆａｚｈａｎ
［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ｖｅｒｂ ＋ ｄｅ ＋ ｏｂｊｅｃｔ” ］ ．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Ｙｕｗｅｎ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２

Ｙｕｅ， Ｊｕｎｆａ １９８４ Ｄｅｚｉｊｕ ｄｅ ｃｈａｎｓｈｅｎｇ ｈｅ ｂｉａｎｈｕａ ［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ｅ］  Ｙｕｙａｎ Ｙａｎｊｉｕ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ｓ］ ２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ｉ Ｆｕｚｈｅ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

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ｔｈ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ｌｅｘｉａｄｏｕ，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 Ｓｔａｖｒｏｕ （２００７） “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ｓ ａｒ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ｗａｙｓ”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ｓ ｂｅ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ｍａｙ ｓｈ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Ｕｎａｌｉｅｎ⁃
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ｌｅｘｉａｄｏｕ，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 Ｓｔａｖｒｏｕ （２００７： ５５２ ）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ｌ⁃
ｉｅ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ｔｗｏ ｎｏ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 Ａｌ⁃
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ｗｈｏ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ｃｑｕｉ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

ｓｕｍ，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ｄ ” Ａｌｅｘｉａｄｏｕ，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 Ｓｔａｖｒｏｕ （２００７： ５５２） ａｌｓｏ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ｈａｔ “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ａｒ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

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ｗａｙｓ， ａｓ ｐｒｏｎｏｍｉｎａｌ ｇｅｎｉｔｉｖｅ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ｏｒ ｐｏｓｔ －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ＰＰｓ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ｏｍ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ｃｌａｉ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ｅｖｉ⁃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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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 －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ｓ⁃

ｓｅｓｓｉｏｎ （ Ｓｉ Ｆｕｚｈｅｎ， ２０１４ ）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ｕｓｅｄ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１） ｗｏ ／ ｎｉ ／ ｔａ

ｙｅｙｅ

Ｉ ／ ｙｏｕ ／ ｈｅ

ｇｒａｎｄｐａ

（２） ｗｏ ／ ｎｉ ／ ｔａ

ｄｅ ｄｉａｎｎａｏ

Ｍｙ ／ ｙｏｕｒ ／ ｈｉｓ
Ｉ ／ ｙｏｕ ／ ｈｅ

ｇｒａｎｄｐａ

ｄ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ｙ ／ ｙｏｕｒ ／ ｈｉ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３） ŋａ ／ ȵｉｅ ／ ｔａ ｙｅｙｅ

Ｉ ／ ｙｏｕ ／ ｈｅ ｇｒａｎｄｐａ

Ｍｙ ／ ｙｏｕｒ ／ ｈｉｓ ｇｒａｎｄｐａ

（４） ŋɤ ／ ȵｉ ／ ｔａ ｄｅ ｄｉａｎｎａｏ
Ｉ ／ ｙｏｕ ／ ｈｅ ｄ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Ｍｙ ／ ｙｏｕｒ ／ ｈｉ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ｚａｂｏｌｃｓｉ （ １９８３ ） ，

（ １９８７ ） ＆ （ １９９４ ） ， Ｗｉｔ

（１９９７） ，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ｅｔｔｉ （１９９８） ， 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 （２０００） ， Ｇａｖｒｏｕｓｅｖａ （２０００） ａｎｄ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２００４） ， Ｓｉ Ｆｕｚｈｅ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４） ， ｔｈａｔ （１）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ｓ， （２）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ｅ ｍｅｒ⁃

ｇｅｄ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ｌａｙ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ｙ ｔａｒｇｅ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ＤＰ；
（３）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ｂａ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４） Ｄｅ （ 的） ｃａｎ ｂｅ ａ ＰｏｓｓＰ ｍａｒｋｅｒ （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ｉｓ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ＰＳ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

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ｉｓ 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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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 ＣＰＳ） ：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２ １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

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Ｄｅ
（ 的）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Ｄｅ （ 的）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 （ 的）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ｕｔ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ｉｎ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 ２ ）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ｏｋ ｂ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ｔｏ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

ｔｅｄ （３） ａｂｏｕｔ ｒｅ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ｗｒｉｔｔｅｎ ｆｒｏｍ ａｎ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ｋ， ｂｕｔ ｆｒｏｍ ａｎ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ｏ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 １ １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Ｄｅ （ 的）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ｅ （ 的） 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ｗ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Ｓｉｎｃｅ Ｚｈｕ （１９６１） ， ａ ｒｉｃｈ ｂｏｄｙ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 （ 的）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ｌｅ Ｄｅ （ 的） ｐｌａｙｓ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ｔ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ｔｅ⁃

ｇ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ｓ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ｆｕｌｌ ｏｆ ｐｕｚｚｌｅｓ Ｏｎ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ａｇｒｅｅｄ ｉｓ ｔｈａｔ Ｄｅ （ 的）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ｍａｒｋ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 （ 的）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 ｍｏｒ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ｅ （ 的） ｉｎ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Ｄｅ （ 的）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ａｎ ｂｅ ａ ｐｉｅｃｅ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ｏ ｄ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１９９

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 １ １ １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ｄｅ ｉｓ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Ｋｉｎｓｈｉｐ

（５） ａ ｗｏ ｄｅ ｅｒｚｉ
Ｉ

（ 我的儿子）

ｄｅ ｓｏｎ

ｍｙ ｓｏｎ

ｂ ｗｏ ｅｒｚｉ
Ｉ ｓｏｎ

（ ｋｉｎｓｈｉｐ）

（ 我儿子）

Ｍｙ ｓｏｎ
Ｐａｒｔ － Ｗｈｏｌ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６） ａ ｚｈｕｏｚｉ ｄｅ ｔｕｉｅｒ （ 桌子的腿儿）
ｄｅｓｋ

ｄｅ ｌｅｇ

ｔｈｅ ｌｅ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ｋ

ｂ ｚｈｕｏｚｉ ｔｕｉｅｒ
ｄｅｓｋ ｌｅｇ

（ 桌子腿儿）

ｔｈｅ ｌｅ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ｋ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７） ａ Ｘｉｊｉａｏ ｂｉｎｇｕａｎ ｄｅ ｑｉａｎｍｉａｎ
Ｘｉｊｉａｏ Ｈｏｔｅｌ

ｄｅ ｆｒｏｎｔ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ｊｉａｏ Ｈｏｔｅｌ

ｂ Ｘｉｊｉａｏ ｂｉｎｇｕａｎ ｑｉａｎｍｉａｎ
Ｘｉｊｉａｏ Ｈｏｔｅｌ ｆｒｏｎｔ

２ １ １ ２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Ｘｉｊｉａｏ Ｈｏｔｅｌ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Ｄｅ （ 的）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８） ａ ｗｏ ｄｅ ｓｈｏｕｊｉ （ 我的手机）
Ｉ

ｄｅ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Ｍｙ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ｂ ∗ ｗｏ ｓｈｏｕｊｉ （ ∗我手机）
Ｉ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Ｍｙ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２０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 １ ２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ｎ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ｃｏｐｕｌａ ｉｓ ｎｏ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９） ａ 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 ｄｅ ｓｈｕｓｈｕ
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 ｄｅ ｕｎｃｌｅ
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ｓ

ｕｎｃｌｅ

ｂ ∗Ｓｈｕｓｈｕ ｓｈｉ 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 ｄｅ
∗ ｕｎｃｌｅ
∗ ｕｎｃｌｅ

ｉｓ 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 ｄｅ
ｉｓ 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ｐｕｌａ：
（１０） ａ 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 ｄｅ ｓｈｏｕｊｉ

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 ｄｅ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ｓ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ｂ Ｓｈｏｕｊｉ

ｓｈｉ 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 ｄｅ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ｉｓ

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 ｄｅ

Ｔｈｅ ｃｅｌｌ ｐｈｏｎｅ ｉｓ Ｌ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ｓ
２ １ ３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ｕ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１１） ａ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ｄｅ ｙｅｙｅ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ｄｅ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ｓ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ｂ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ｇｅｉ ｌｅ Ｘｉａｏ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ｙｉｇｅ ｙｅｙｅ

∗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ｇｉｖｅ ｌｅ Ｘｉａｏ Ｓｈｅｎ Ｙａｎｇ ｏｎｅ － ＣＬ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ｇａｖｅ Ｘｉａｏ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ａ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Ｂ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ｕｃｈ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１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１２） ａ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ｄｅ ｍａｏｚｉ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ｄｅ ｈａｔ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ｓ ｈａｔ

ｂ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ｇｅｉ ｌｅ Ｘｉａｏ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ｙｉｇｅ ｍａｏｚｉ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ｇａｖｅ ｌｅ Ｘｉａｏ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ｏｎｅ － ＣＬ ｈａｔ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ｇａｖｅ Ｘｉａｏ Ｓｈｅｎｙａｎｇ ａ 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ｂｏｖｅ ｃａｎ ｂ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ｆｉｇｕｒｅ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ＰＳ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２ ２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Ｄｅ
（ 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ｂ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ｃｏｐｕｌａ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ｂｅ
ｒｅｗｒｉｔｔｅｎ ａｓ ａ ＤＯＣ

－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ｙｅｓ

ｙｅｓ

＋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

ｎｏ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Ａ Ｍｏｒｐｈ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ｓ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Ｄｅ （的）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Ｓｓ ａｒ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 ｗ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Ｉ ｗｉｌｌ ｆｏｃｕ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ｏｎ ｔｈｏｓ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 ｐｒｏ⁃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２ ２ １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 ｐｒｏｎｏｍｉｎａ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Ｍｙ ｏｗ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Ｊ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 晋语）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ａ ｃｌｅａ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ｎｏｍｉｎａｌ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ｓ：
（１３） ａ ŋɤ５４ ／ ȵｉ５４ ／ ｔａ１１ ｄｅ ｄｉａｎｎａｏ
Ｉ ／ Ｙｏｕ ／ ｈｅ ｄ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Ｍｙ ／ ｙｏｕｒ ／ ｈｉｓ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２０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 ŋａ５４ ／ ȵｉｅ１１ ／ ｔａ１１ ｙｅｙ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Ｉ ／ Ｙｏｕ ／ ｈｅ ｇｒａｎｄｐａ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Ｍｙ ／ ｙｏｕｒ ／ ｈｉｓ ｇｒａｎｄｐａ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ｉｒｄ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ａｒｅŋɤ５４， ȵｉ５４ ａｎｄ ｔａ１１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ｂｅｆｏｒｅ “ Ｄｅ （ 的） ”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Ｂｕｔ ｗｈ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ｋｉｎｓｈｉｐ － ｔｙｐ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 Ｄｅ （ 的） ” ， ｔｈ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ｅｒ⁃
ｓｏｎ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ｎｔｏ ŋａ５４ ａｎｄ ȵｉｅ１１ （ ｏｒ ȵｉ１１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
ｅ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ｕｎ⁃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１ ｓｔ ａｎｄ ２ 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Ｉｎ ａ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ｄｏｎｅ ｂｙ ｍｙ ＢＬＣＵ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３１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ｂｅｉｎｇ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ｂｏｔｈ １ 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２ 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ｕｎ⁃
ｄｅｒｇ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ｈｅｎ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ｉｎ ａｎ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

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ｕｃｈ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ｉｎ ａｎ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１ 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Ｓｈａｎｘｉ

Ｘｉ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Ｓｕｂｊ ／ Ｏｂｊ

ŋɤ

ŋɣ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ŋａ

ｍｉ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ｌｕｒａｌ

①

ŋɤ
ŋａｍə

ŋɣ
ｍｉ － ɕｉɛ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ａｎ２１４
ａｎ１１

Ｍ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ｗａ

ｗａｎ
ｗａｎ

Ｓｈｉ’ ｅ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ｗｏ

ｗｅｏ
ｗｅｏ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ｗｏ
ｗｏ
ａｎ

Ｗｏ － Ｎｕｍ①

Ｉｔ ｍｅａｎｓ “ ｗｅ ｔｈｒｅｅ”  Ｉｔ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ｏ 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ｐｌ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ｓ ｔｈｒｅｅ

２０３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２ 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Ｓｈａｎｘｉ

Ｘｉ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Ｓｕｂｊ ／ Ｏｂｊ

ȵｉ

ｎｉ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ȵｉɛ

ｎｉɛ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３

Ｐｅｒｓｏｎ

ȵｉɛｍə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ｗɛ ＋ ｄｅ
ｔａ ＋ ｄｅ

ｗɛｏｒｔａ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ｗəʔ － ｔɕｉａ
ｐｌｕｒａｌ

２ ２ ２

ȵｉ

ｐｌｕｒａｌ

Ｓｕｂｊ ／ ｏｂｊ
ｒｄ

（ 续表）

ｗəʔɕｉɛ

ｎｉ

Ｂｉｎｚｈｏｕ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ｎｉ２１４

Ｍ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Ｓｈｉ’ ｅ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ｎｉ

ｌｕ

ｎｉ

ｌｕｎ

ｎｉ

Ｎｅｎ － Ｎｕｍ

ｎｉ１１

ｌｕｎ

ｎｏｕ

？

ｙｉ

ｔａ

ｔａ

ｎｏｕ

？

ｙｉｎ

ｔａ

ｔａ

？

ｙｉｎ

ｔａ

ｔａ

ｎｉɛ － ｍｉ

ｎｉɛ － ｎｏｕ

ｎｉɛ － ｍｉ ｏｒ
ｎｏｕ － ｍｉ

ｎｉ

ｎｉ

ｎｅ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ｉｓ ａ ｔｈｉ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ｏｒ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ｎａｍ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 ＰＭ ｈｅｒｅｉｎ ｂｅｌｏｗ）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ＳＰｓ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Ｍ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ｊｕｓｔ ａ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 ｄｅ”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

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１４） ａ ａｎｄ （１４） ｂ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Ｍ “ ｄ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ｏｍｉｔｔｅｄ （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ｉｓ “ ｔａ” ， ａｓ ｉｎ １５ａ） ， ｏｒ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Ｍ， ｉ ｅ ａｎ

ａｆｆｉｘ － ｌｉｋ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 － ａ” “ － ｉａ” “ － ａŋ” ｏｒ “ － ｌａ” （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ｉｓ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ｎａｍｅ， ａｓ ｉｎ １５ｂ， ｏｒ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ｔｉｔｌｅ， ａｓ ｉｎ １５ｃ） ，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ｎｏ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ａｆｆｉｘ － ｌｉｋ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 － ａ” “ － ｉａ” “ － ｌａ” ｏｒ
“ － ａŋ”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ａｎｙ ｓｉｍｐｌｅｘ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１４） ａ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ｄｅ ｍａｏｚｉ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ｄｅ ｈａｔ

（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ｓ ｈａｔ

ｂ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 ａŋ ｍａｏｚｉ
∗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 ａŋ ｈａｔ

（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２０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ｓ ｈａｔ
（１５） ａ ｔａ ｙｅｙｅ

（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ｈｅ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ｈｉｓ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ｂ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 ａ ／ ｉａ ／ ａŋ ／ ｌａ ｙｅｙｅ

（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 ａŋ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ｓ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ｃ Ｌａｏｓｈｉ － ａ ／ ｉａ ／ ａŋ ／ ｌａ ｙｅｙｅ

（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 － ａ ／ ｉａ ／ ａŋ ／ ｌａ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ｄｉａ⁃

ｌｅｃｔｓ， ｗ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Ｓ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ｙｐｅ： ｆｒｏｍ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Ｕｓ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ｏｒｄ

ŋɣ ［１ 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ｍｉ ［１ 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ｎｌｙ ｒｈｙｍ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ｌｌａｂｌｅ

ȵｉ ［２ 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ȵｉɛ ［２ 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ａｎ （２１４）

ａｎ （１１）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ｔｏｎｅ

ŋɣ ［１ 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ȵｉ （５３）
［２ 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ｎｉ （２１４）

Ａｄｄ ａｎ ａｆｆｉｘ ｅｎｄｉｎｇ

ŋａ ［１ 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ȵｉ （１１）
［２ 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Ｃｏｕｎｔｙ Ｘｉｎｇ， Ｓｈａｎｘｉ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Ｓｈａｎｘｉ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Ｓｈａｎｘｉ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ｒｅａｓ

ａｎ （１１）

Ｂｉｎｇｚｈｏｕ，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ｍｅ

ｌｕｎ ［２ 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Ｓｏｍｅ Ｍ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ｗａ ［１ 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ｗａｎ ［１ 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ｙｉ ［３ 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ｙｉｎ ［３ ｒ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ｌｕ ［２ 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３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ＰＳｓ ：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ｕ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５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ｉｔ ｉｓ ａ ｒｉｇｈｔ ｔｉｍｅ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 ｗｉｌｌ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ＰＳ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Ｎａｍ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ＰｏｓｓＰ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３ １

Ｓｏｍ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３ １ １

Ｌｏｃａｌ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Ｓｐｌｉ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ｔａｓｋｓ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ｙ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ｇｒａｍｍａｒｉａｎｓ ｉｓ ｔｏ ｄｒａｗ ｍａｐ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ａ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０４ ）

 Ｗｈｉｌｅ ｄｒａｗｉｎｇ ｔｈｅ “ ｍａｐ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ｏｍ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ｄｏｐ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１６） Ｌｏｃａｌ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５） ：

ａ Ｓｉｍｐｌｅ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ｂｉｎａｒｙ ｂｒａｎｃｈｉｎｇ
ｎｏ ａｄ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ｌ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ｂ Ｓｉｍｐｌｅ ｈｅａｄｓ： ａ ｈｅａｄ ｈａｓ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ｆｏｒｍ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ｙｐ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ａｔ ｍｏｒｅ ｓｐｌｉ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ｈｅａｄ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 ｏｎｅ
ｈｅａｄ， ｏｎ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ｙｐ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ｂｙ Ｒｉｚｚｉ＆ Ｂｏｃｃｉ ２０１５ ｅｔｃ ｉｓ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１７） Ｓｐｌｉ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Ｆｏｒｃｅ Ｔｏｐ∗ Ｉｎｔ Ｔｏｐ∗ Ｆｏｃ Ｔｏｐ∗ Ｍｏｄ Ｔｏｐ∗ Ｑｅｍｂ Ｆｉｎ ＩＰ…

（ Ｒｉｚｚｉ ＆ Ｂｏｃｃｉ ２０１５）

２０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ｓｏｍ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ｐｒｅｓｅｎ⁃
ｔｅｄ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Ｒｉｚｚｉｓ （１９９７）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ｌｅｆｔ ｐｅ⁃

ｒｉｐｈｅｒｙ， ｓｏｍ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Ｐ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ｍｕｌｔｉ － ｌａｙ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 －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ＤＰ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Ｐ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 ｓｅｅ Ｈａｅｇｅ⁃
ｍａｎ， ２００４； Ｇｉｕｓｔｉ，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ｅｔｃ ）

（１８） Ｓｐｌｉ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Ｐ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ＤＰ ｔｈｅ ／ ｔｈｉｓ

［ ｓｕｂｊ ｃｏｍｍｅｎｔＰ

ｎａｓｔｙ ／ ｍａｇｎｉｆｉｃｅｎｔ ［ ｓｉｚｅＰ ｂｉｇ ／ ｓｍａｌｌ ［ ｌｅｎｇｔｈＰ ｌｏｎｇ ／ ｓｈｏｒｔ ［

ｔａｌｌ ／ ｈｉｇｈ ［ ＳｐｅｅｄＰ ｆａｓｔ ／ ｓｌｏｗ

ＨｉｇｈｔＰ

［ ＷｉｄｔｈＰ ｆａｔ ／ ｔｈｉｃｋ ／ ｔｈｉｎ ［ ＷｅｉｇｈｔＰ ｌｉｇｈｔ ／ ｈｅａｖｙ ［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Ｐ ｈｏｔ ／

ｃｏｌｄ ［ ＡｇｅＰ Ｅｄｗａｒｄｉａｎ ／ Ｍｏｄｅｒｎ ［ ＳｈａｐｅＰ ｒｏｕｎｄ ／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 ＣｏｌｏｒＰ 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 ／ ｗｈｉｔｅ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 ＯｒｉｇｉｎＰ

Ｇｅｒｍａｎ

…］ ］ ］ ］ ］ ］ ］ ］ ］ ］ ］ ］ ］ ］ ］

３ １ ２

Ｂａｓｉｃ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ｅｒｉｓｉａｎ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Ｐ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ｓｅｗｏｏｄ ／ ｂｒａｓｓ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 ＮＰ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ｂｏｖ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ｎ⁃
ｔｅｎｔｉ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
ｔｉｃ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ｄｏｍａ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ｏｎｅｓ Ｉｔ ｉｓ ｌｉｋｅ ｉｎ 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ｙ ｔｈｉｎｇｓ ｗｉｌｌ
ｓｔａｙ 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ｅｒ ｉｔｅｍｓ ｗｉｌｌ ｓｔａ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４：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ｉｅ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ｍｏ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７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ｔｈｏｓｅ ｍｏｒｅ ｒｅ⁃
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ｍｏ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ｔｃ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５： Ｂａｓｉｃ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
ｅｇｏｒｉｅｓ

３ ２

Ａ Ｓｐｌｉ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ｕｓ ｔｏ ｐｒｏ⁃

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Ｓ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ｏｃｃｕｐｙ ｔｗｏ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ｙｅｒｓ， ｔｏ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３ １ ｌａｉｄ ａ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ｙ⁃

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ｉ Ｆｕｚｈｅｎ （ 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 －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ｓｐｌｉ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６： Ａ ｄｏｕｂｌｅ －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Ｓｐｌｉ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ｆ ｉｔ ｉｓ ｏｎ ａ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ｃｋ， ｔｈｅｎ ｍｏｒ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ｎｓｗｅｒｅｄ ａ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ｏｆ

２０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ｍ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ｎｄ ｗｈｙ Ｍｙ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ｓ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ｏｎ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 ｉｓ ｍａｄｅ ａｇａ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３ ２ 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ｐａｒｔ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ｓｈａｐ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ｎｕｒｔｕｒ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ｏｆ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ｇｉ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 ｍｅｒｇ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ｉｔｅｍｓ （ ＬＩｓ） ａｆｔｅｒ ｎｕｍｅ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ｇｏｅｓ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ｓ， ｂｕｔ ｂｙ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
ｎａｌｌｙ ｇｏｅｓ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４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ａ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ｒｅ⁃

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ａｎ ｂｅ “ ａｌｉｅｎｅｄ” ， ａｓ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ｕｓ
ｔ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ｈｉｇｈｅｒ ／ ｏｕｔ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３ ２ 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ｏｍ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 ２ ２ １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ａｇａｉｎ

Ｉ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ａｔ ｉｎ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ｊｕｓｔ ａ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 Ｄｅ （ 的） ” ｉｓ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ｕｎ⁃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ｎ’ ｔ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 Ｄｅ
（ 的） ” ｏｃｃｕ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ｔｗｏ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ｃ⁃
ｃｕｒｒｅｄ： Ｏｎ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ａｒｋ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ｔｈ⁃
ｅｒ ｏｎ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ａｒｋ ｔｈ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ｆｏｒ ｉｎ⁃
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ａｓ ｂｅｌｏ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７：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０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ｔｈ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ｕｎ ｐｈｒａｓｅ ｈａｓ ａ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Ｓｉ Ｆｕｚｈｅｎ （２０１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ａ ｔｒｅ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８：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７ ＆ ８ ｉｓ ｔｈａｔ “ Ｄｅ （ 的） ”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ｎａｍｅｌｙ，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ｐａｒｔ ｉ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ｐａｒｔ ｉｓ ｕｎｍａｒｋｅｄ Ｉｔ ｐｅｒｆｅｃｔｌｙ ｅｘ⁃

２１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ｌａｉｎ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 Ｄｅ （ 的） ” ｉｎ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ｄ ｂ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ｉｔ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ｗａｎｔｓ ｔｏ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ｏｒ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ｏｒ
ｔｏ ａｖｏｉｄ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３ ２ ２ ２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Ｈｉｎｄｉ，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ａｌｓ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ｎｄｉ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ｍａｒｋｅｒ “ ｐａａ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 ｎｅａｒ” ，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

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ｄｏｎ’ ｔ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 ｓｏｍ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ｇｉｖｅｎ ｂｙ Ｐｒｉｔｈａ Ｃｈａｎｄｒａ ＆ Ｒａｊｅｓｈ Ｋｕｍａｒ （２０１２） ：
（１９） ａ Ｊｏｈｎ ｋｅｐａａｓ ｅｋ ｇａａＲｉ 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Ｐ ｏｎｅ ｃａｒ ｂｅ

（ ｅ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ｏｈｎ ｈａｓ ａ ｃａｒ

ｂ ？ Ｊｏｈｎ ｋｉ ｅｋ ｇａａＲｉ 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ｏｎｅ ｃａｒ ｂｅ
Ｊｏｈｎ ｈａｓ ａ ｃａｒ

（２０） ａ ∗Ｊｏｈｎ ｋｅｐａａｓ ｅｋ ｂｈａａｉ 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Ｐ

ｏｎ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ｂｅ

（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Ｊｏｈｎ ｈａｓ ａ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ｂ Ｊｏｈｎ ｋａａ
Ｊｏｈｎｓ

３ ２ ２ ３

Ｐ

ｅｋ

ｏｎｅ

ｂｈａａｉ ｈｅ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ｂｅ

Ｊｏｈｎ ｈａｓ ａ ｂｒｏｔｈ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ｍ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ｕｓ ｗｉ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Ｗｈｉｌｅ “ ｚｈｉ （ 之） ”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ｐｏｓｓｅｓ⁃
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ｑｉ （ 其）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ｕ Ｋｅｙｉｎｇ （２０１０）  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ｓｏｍｅ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ｃｏ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ｄ， 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２１１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Ｓｈｉｊｉｎｇ （ Ｔｈ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Ｏｄｅｓ） ① ２：
（２１） Ｂｉｑｉ （ 其） ｚｈｉ （ 之） ｚｉ，
（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ｏｎｅｑｉ

ｚｈｉ

ｍｅｉ

ｗｕ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ｕ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 ｔｈｅｒｅ， ｈｅ ｉｓ ｓｏ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ｔｈａｔ ｈｉｓ ｂｅａｕｔ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ｍｅａｓ⁃
ｕｒｅｄ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Ｗｕ Ｋｅｙｉｎｇ （２０１０）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ｂｏｖｅ， “ ｑｉ” ｉｓ ａ 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 ｊｉ （ 记） ”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ｉ⁃
ａｌｅｃｔｓ Ｗｈａｔｓ ｍｏｒ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 ｏｆ “ ｊｉ （ 记） ”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ｉａ⁃

ｌｅｃｔｓ 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 ｏｆ “ ｊｉａ （ 家 ） ” ｉｎ ｍａｎｙ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ｓｐｅｃｔｓ：
（２２） ａ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 ｓｅｅ ｔｈｅ ｕｓ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ａ
（ 家） ｉｎ Ｊｉａｏｃｈｅｎｇ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１５ ｂ＆ｃ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７）

ｂ ｉ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ｆ ｐｌｕｒａｌ

②

（ ｓｅｅ Ｌｖ Ｓｈｕｘｉａｎｇ １９８５）

ｃ ｉｔ ｃａｎ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ｗｈｅｎ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 ｓｅｅ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６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①

２ Ｉ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Ｗｕ Ｋｅｙｉｎｇ （ ２０１０ ） ｉｎ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 ｚｈｉ （ 之） ” ａｓ ａ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Ｉ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 ｚｈｉ

（ 之） ” ｈｅｒｅ ａｓ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ｓ ｗｅｌｌ， 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ｉｔｓ ｕｓａｇｅ ａｓ ａ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ｉｚｈｏｕ ｚｈｉ （ 之） ｎａｎ， Ｈｅｙａｎｇ ｚｈｉ （ 之） ｂｅｉ （ 冀州之南， 河阳之北）
Ｊｉｚｈｏｕ ｚｈｉ （ 之） ｓｏｕｔｈ， Ｈｅｙａｎｇ ｚｈｉ （ 之） ｎｏｒｔｈ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ｚｈｏ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Ｈｅｙａｎｇ
②

Ｉｎ ｓｏ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ｐｌｕｒａｌ ｍａｒｋｅｒ ｓｈ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ｗｏ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１） Ｍｉｎ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ｂｏｔｈ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ｇｅｎｉ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ｅ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ｌ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 ｔａｋｅ ｔｈｅ – ｎ ｅｎｄｉｎｇ

（２） Ｗｕ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ｂｏｔｈ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ｇｅｎｉ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ｐｌｕｒａｌ ｆｏｒｍ ｔａｋｅ ｔｈｅ – ｊｉａ （ 家） ａｓ ａ ｍａｒｋｅｒ

２１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ｍｏ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 ｊｉａ （ 家） ”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 ｊｉａ （ 家） ”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

ｄｏｕｂｌｅ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ｕｓｔ ａｓ ｗｈａ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ｓｏｍ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ｕ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ｍｏｒ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
ｓｉｓ

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ａｎｙ ｐｕｚｚｌ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 Ｄｅ （ 的） ”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ｓ⁃

ｓｉ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ｄｏｕｂｌｉｎｇ， ｅｔｃ ） ｒｅｍａｉｎ ｕｎ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ｌｅａｒ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２３） ａ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ｄｉａｌ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ｆｒｏｍ ｂｏｔｈ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ｍｏｒ⁃
ｐｈｏｌｏｇ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ｂ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ｓ ｌｅｘ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ｄ， ｂｕｔ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ｃｏｎ⁃
ｖｅｙ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ｏｎｅｓ

ｃ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ｕ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ｂａ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ｕ ｉｓ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ｈｅ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ｉｓ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ｌ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ｏｓ⁃

ｓｅｓｓｏｒ ａ ｉｓ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ｆｔｅｒ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 ｏｆ ＰｏｓｓｐＰ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ｅｃ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ｌｅｘｉａｄｏｕ， Ａｒｔｅｍｉｓ，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Ｌｉｌｉａｎｅ ＆ Ｓｔａｖｒｏｕ， Ｍｅｌｉｔａ ２００７ Ｎｏｕｎ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ｅｔｔｉ， Ａｎｎａ １９９８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 ｓｔｒｏｎｇ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２１３

ｔｅｍｓ Ｉｎ Ａｒｔｅｍｉｓ Ａｌｅｘｉａｄｏｕ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 Ｗｉｌｄｅｒ （ ｅｄｓ ）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ｓ，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ｒ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１７ － ５３

Ｃｈａｎｄｒａ， Ｐｒｉｔｈａ ＆ Ｋｕｍａｒ， Ｒａｊｅｓｈ ２０１２ 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 ｉｎａｌｉ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Ｄｉｓ⁃

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Ｓｙｎｔａｘ ｔｏ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ｎｄ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７３ （１ － ４ ） ， ２０１２：

３５ － ４５

Ｃｕｉ， Ｎａｎａ （ 崔娜娜）  ２００９ Ａ Ｂｒｉｅ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ｏｎｏｕｎ ｉｎ Ｘｉｎｇ Ｄｉ⁃

ａｌｅｃｔ （ 兴县方言的人称代词）  Ｘｉ’ 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 西安社会科
学》 ）  Ｖｏｌ ２７ Ｎｏ １

Ｇｒｉｍｓｈａｗ， Ｊ １９９０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Ｇｕｅｒｏｎ， Ｊ １９８５ Ｉｎａｌｉｅｎａｂｌ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Ｃｈａｉｎｓ Ｉｎ
Ｊ Ｇｕｅｒｏｎ， Ｈ Ｇ Ｏｂｅｎａｕｒｅｒ ＆ Ｊ – Ｙ Ｐｏｌｌｏｃｋ （ ｅｄｓ ）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Ｒ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Ｆｏｒｉｓ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Ｌ （ ２００４ ）  ＤＰ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Ｄｏｕｂｌｉｎｇ ｉｎ Ｗｅｓｔ Ｆｌａｍｉｓｈ Ｉｎ Ｄ Ａｄｇｅｒ， Ｃ Ｄｅ Ｃａｔ ＆ Ｔ Ｇｅｏｒｇｅ （ ｅｄｓ ） Ｐｅ⁃

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Ｅｄ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Ｂｏｓｔ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ｐｐ ２１１ － ２４０

Ｌｏｎｇｏｂａｒｄｉ  ２０００ “ Ｐｏｓｔｖｅｒｂ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３１ （４） ： ６９１ － ７０２

Ｌǚ， Ｓｈｕｘｉａｎｇ １９８５ Ｏ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ｓ Ｔｈｅ Ｘｕｅｌｉｎ Ｐｒｅｓｓ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１９９１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Ｖｅｒｂ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ｈ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Ｇｅｎｅｖ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００）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Ｌ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 Ｅｄ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Ｋｌｕｗｅｒ，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 ｅｄ ）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Ｐ ａｎｄ ＩＰ －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
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３， ＯＵＰ， ２００４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ｐｈ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ｒｅｅｚ⁃
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ＧＬＯＷ － ｉｎ － Ａｓｉａ ＶＩＩＩ， ２０１０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２０１４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Ａｄｒｉａｎａ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 ｅ⁃

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３：

２１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２３ － ２５１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ＩＷＳＣ － ２０１５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ａｎｄ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Ｂｏｃｃｉ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 Ｐｒｉ⁃
ｍａｒｉｌ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Ｓｙｎ⁃
ｔａｘ， ＩＩ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Ｓｚａｂｏｌｃｓｉ， Ａｎｎａ １９８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ｅｓｓｏｒ ｔｈａｔ Ｒａｎ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Ｈｏｍｅ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 ３ ８９ － １０２

Ｓｚａｂｏｌｃｓｉ， Ａｎｎａ １９８７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ｕｎ Ｐｈｒａｓｅ ＂  Ｉｎ
Ｉ Ｋｅｎｅｓｅｉ， ｅｄ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２， １６７ － １９０ Ｓｚｅｇｅｄ： ＪＡＴＥ

Ｓｚａｂｏｌｃｓｉ， Ａｎｎａ １９９４，＂ Ｔｈｅ Ｎｏｕｎ Ｐｈｒａｓｅ ＂  Ｉｎ Ｆ Ｋｉｅｆｅｒ ａｎｄ Ｋ Ｅ Ｋｉｓｓ，
ｅｄｓ ，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２７， １７９ －

２７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Ｓｉ Ｆｕｚｈｅｎ （ 司 富 珍）  ２０１１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 Ｌｅｖ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Ｙｉｌ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
ｔｙ Ｎｏ ２

Ｓｉ， Ｆｕｚｈｅｎ （ 司富珍）  ２０１４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ｄｅ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
ｄｅ ｈａｔ （ “ 赵本山的爷爷” 和 “ 赵本山的帽子” ， Ｚｈａｏ Ｂｅｎｓｈａｎｓ ｇｒａｄｆａ⁃

ｔｈｅｒ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Ｂｅｎｓｈａｎｓ ｈａ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 语言教学与研究》 ）  Ｎｏ ２

Ｗｉｔ， Ｐ ｄｅ： １９９７， Ｇｅｎｉ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Ｇｅｎｉ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
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Ｕｔｒｅｃｈｔ

Ｗｕ， Ｋｅｙｉｎｇ （ 吴可颖）  ２０１０ Ｑｉ （ 其） ａｓ ａ Ｇｅｎｉ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ｌａｓｓｉｃ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Ｚｈｕ Ｄｅｘｉ （ 朱 德 熙）  １９６１ Ａｂｏｕｔ Ｄｅ （ 说 “ 的” ）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 中国语文》 ） ： Ｎｏ １２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ｉｃｔｏｒ Ｊｕｎｎａｎ ｐａｎ

ＬＬＦ － ＵＭＲ ７１１０， ＣＮＲ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Ｐａｒｉｓ Ｄｉｄｅｒｏｔ － Ｐａｒｉｓ ７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 －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ｏｐｉｃＰ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Ｐ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Ｉｎ ａ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ｈｉ ‘ ｂｅ’ ｉｓ ｎｏ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 ｆｏｃｕｓ ｍａｒｋｅｒ （ ｃｏｎｔｒａ Ｘｕ ２００４） ｂｕｔ ａｓ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ｖｅｒｂ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ＸＰ
ａｓ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ＴＰ [ｓｈｉ ‘ ｂｅ’ ＋ ＸＰ］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ｃＰ ｗｈｏｓｅ ｈｅａｄ ｔａｋｅｓ 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ｈｉ ‘ ｂｅ’ ｏｎ⁃

ｌｙ ｓｃｏｐ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ＸＰ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Ｎ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ｈｉ ‘ ｂｅ’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ｓ Ａｓ ｆｏｒ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ｎｅ ｏｒ ｂ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ＦＰ ）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 Ａｔｔ
（ ｉｔｕｄｅ） Ｐ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ｓ ａ ＴＰ 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ｔｔＰ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Ｐ Ｔｈｅｓｅ ＳＦＰｓ ｄｏ ｎｏｔ ｍａｒｋ ａｎ ＸＰ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ｂｕ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ｔ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ｈｉ ‘ ｂｅ’ ＋ ＮＰ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ｓｅ ＳＦＰ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ａｎｙ ｔｏｐ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ｐｉｃＰ， ＦｏｃｕｓＰ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 Ｓｐｌｉｔ － ＣＰ”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

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ｄｏ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ｓｏｍｅ ｆｏｒｍ
ｔｈｅ “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ｏｒｃｅＰ， ＦｉｎＰ ｅｔｃ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ｒｅ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ｏｐＰ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Ｐ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Ｂｏｅｃｋｘ ２００８ ）  Ｐ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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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５ａ ）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ｏｒｄ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ＴＰ） ＜ Ｓ ＡｓｐＰ （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 ＯｎｌｙＰ （ Ｏｎｌｙ － ｔｙｐｅ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ｉＦｏｒｃｅＰ （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 ＜ ＳＱＰ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ＡｔｔＰ
（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ｈｏｓ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ｒ
ｎｕｌｌ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 ｏｎ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ｏｐＰ，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Ｐ ａｎｄ ｅｖｅｎ － ｔｙｐｅ ＦｏｃｕｓＰ

２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Ｐ

Ｐａｎ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ａ， ｂ）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ｔａｉｌ ｆｏｕ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 －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ｉ”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ｃａ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ｉｎ （１ａ） ｏｒ ｂｅ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ａｓ ｉｎ （１ｂ） 

（１） ａ 是 ［ 你的态度］ ｊ ， 公司的老板不欣赏 ｔ ｊ 。
Ｓｈｉ
ｂｅ

［ ｎｉ － ｄｅ

ｙｏｕｒ

ｔａｉｄｕ］ ｊ ，

ｇｏｎｇｓｉ － ｄｅ ｌａｏｂａｎ ｂｕ ｘｉｎｓｈａｎｇ ｔ ｊ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ＤＥ ｂｏｓｓ Ｎｅｇ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Ｉ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ｎ’ 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ｂ 是大象， 鼻子很长。
Ｓｈｉ
ｂｅ

［ ｄａｘｉａｎｇ］ ，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

ｂｉｚｉ

ｎｏｓｅ

ｈｅｎ

ｖｅｒｙ

ｃｈａｎｇ

ｌｏｎｇ

‘ Ｉｔ ｉｓ 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ｓ ｔｈａｔ （ ｔｈｅｉｒ） ｎｏｓｅｓ ａｒｅ ｌｏｎｇ ’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ｉｎ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ｙ， ａ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ｅｄＤＰ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ｔｈｕ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Ｐ；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ｎ ｉｎ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Ｐ Ａｎ ｉｎ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ｓｈｉ ‘ ｂｅ’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ｔ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ｙ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 ｃｆ Ｔｅｎｇ １９７９， Ｐａｒｉｓ １９７９， Ｔａｎｇ １９８３， Ｃｈｅｎｇ

２００８， Ｐａｕｌ ＆ Ｗｈｉｔｍａｎ ２００８）  Ｐａｕｌ ＆ Ｗｈｉｔｍａｎ （２００８）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ｔａｉｌ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ｂａｒｅ ｓｈｉ ‘ ｂ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２ａ） ， ｓｈｉ

‘ ｂｅ’ ｓｃｏｐ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ＴＰ ｂ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ｒａｉｎｉｎｇ；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 （２ｂ） ， ｓｈｉ ‘ ｂｅ’ ｏｎｌｙ ｆｏｃａｌｉｚ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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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Ｐ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ｉ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２） ａ 是下雨了， 不骗你。
[Ｓｈｉ
ｂｅ

[ ＴＰ ｘｉａ

ｆａｌｌ

ｙｕ

ｒａｉｎ

ｌｅ ]]，

ｂｕ

ＳＦＰ

Ｎｅｇ

ｐｉａｎ

ｔｒｉｃｋ

ｎｉ （ Ｌü ２０００： ５００）

２ＳＧ

‘ Ｉｔ ｉｓ ｒｅ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 ｍ ｎｏｔ ｋｉｄｄｉｎｇ ｙｏｕ ’
ｂ 是阿 Ｑ 和小 Ｄ 喝了红酒。
[ ＴＰ [Ｓｈｉ

[Ａｋｉｕ

９９ － １００）
ｂｅ

Ａｋｉｕ

ｈｅ

ａｎｄ

Ｘｉａｏ － Ｄ ]]

Ｘｉａｏ － Ｄ

ｈｅ － ｌｅ
ｄｒｉｎｋ － Ｐｅｒｆ

ｈｏｎｇｊｉｕ ] （ Ｔｓａｉ ２００４：

‘ Ｉｔｓ Ａｋｉｕ ａｎｄ Ｘｉａｏ － Ｄ ｗｈｏ ｄｒａｎｋ ｒｅｄ ｗｉｎｅ ’

ｒｅｄ ｗｉｎ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ａ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 ＸＰ ｍａｒｋｅｄ ａｓ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ｆｏｃｕ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ｉｎ （１）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
ｗｉｌｌ ｏｎｌｙ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ｆｏｃｉ

２ １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Ｌｅｔ ｕｓ ｂｅｇｉｎ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ａｉｒ Ｐａｎ （２０１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３ａ）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３ｂ）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ｙ ｉｎ⁃

ｓｉ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 ｃｏｎｔｒａ Ｃｈｅｕｎｇ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４） 
（３） ａ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你的态度 ｊ 呢， 公司的老板不欣赏 ｔ ｊ 。
Ｎｉ － ｄｅ
ｈａｎｇ
ｙｏｕｒ

ｔａｉｄｕ ｊ

ｔｊ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ｐ

ｎｅ，

ｇｏｎｇｓｉ － ｄ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ＤＥ ｂｏｓｓ

ｌａｏｂａｎ
Ｎｅｇ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Ａ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ｎ’ 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ｂ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ｕ

ｘｉｎｓ⁃

２１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是 ［ 你的态度］ ｊ ， 公司的老板不欣赏 ｔ ｊ 。
Ｓｈｉ

ｈａｎｇ
ｂｅ

［ ｎｉ － ｄｅ
ｔｊ

ｙｏｕｒ

ｔａｉｄｕ］ ｊ ，

ｇｏｎｇｓｉ － ｄ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ＤＥ ｂｏｓｓ

ｌａｏｂａｎ
Ｎｅｇ

‘ Ｉ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ｎ’ 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ｂｕ

ｘｉｎｓ⁃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３ａ）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ＤＰ ｎｉ － ｄｅ ｔａｉｄｕ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ＤＰ ｃａｎ ｂｅ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ｅ ｏｒ ａ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ａｕｌ （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 Ｂａｄａｎ （２００７） ， Ｐａｎ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ａ）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ｓ ｈｅａｄ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ｇ Ｔｏｐ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ｔｏｐｉｃ ＤＰ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 ＴｏｐＰ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ｐＰ ｔａｋｅｓ ａ ＴＰ 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ａ） ｈａ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４） 
（４）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３ｂ）  Ｏｎｅ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ｓｈｉ ‘ ｂｅ’ ｃａｎ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

ｆｏｃｕｓ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ｎ ａ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ｎｅ ｏｒ ａ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ｋｅｒｓ
（ ｃｆ Ｘｕ ２００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ｓ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ｗｈｅｎ 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ｆ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ｈｉ ‘ ｂｅ’ ｉ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ａ

ｆｏｃｕｓ ｍａｒｋｅｒ，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ｓｈｉ ‘ ｂ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ｐｒｅｃｅｄ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ｅｖｅｒ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ｔ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ｓｈｉ ‘ ｂ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ＤＰ 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ｓｈｉ ‘ ｂｅ’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ＴＰ ａ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ｃｒｅａｔ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ｓ⁃
ｓｉ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５） 
（５） Ｄｉａｇｒａｍ： ∗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９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ＤＰ ｎｉ － ｄｅ ｔａｉｄｕ ‘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Ｓｐｅｃ， Ｆｏ⁃

ｃＰ ]ｅｉｔｈｅ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ｌｉｎｅ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６） 

（６）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ｒｅｅ ２：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ｎｏｔ ａ ｇｏｏｄ ｉｄｅａ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ｒｓｈｉ

‘ｂｅ’ ａｓ ａ ｆｏｃｕｓ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ｉ ‘ ｂｅ’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ｖｅｒｂ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ｓｈｉ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ｔ 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
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 ｉ 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ａｓ ＸＰ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ｕｏｗｉｎｇ ｄｉａ⁃

ｇｒａｍ ７） ａｎｄ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ｆｏｃｕｓ ｃｌｅｆ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ｌｅｆｔ ｐｅ⁃
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７）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ｓｈｉ ‘ ｂｅ’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ｗｉｌｌ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ｉｍ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ｃｏｐ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 ｉ ｅ ＸＰ ｉｎ （７ ） ）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ｑｕｉ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Ｉ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ｃａｓｅ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ＤＰ ｔｈａｔ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２２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８ａ）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

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ｓ ｏｎ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Ｐ ｎｉ － ｄｅ ｔａｉｄｕ ‘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ｗｈｅｎ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ＤＰ ｎｉ － ｄｅ ｙｉｚｈｕｏ ‘ ｙｏｕｒ ｗａｙ ｏｆ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ｓ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８ｂ）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Ｐ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ＴＰ ｉ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ｗａｙ ｏｆ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ｉ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ａｔ ａｌｌ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ｓ ｐａｉｒ ｏｆ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 ａ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

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ｒ ｓｈｉ ‘ ｂｅ’ ｏｎｌｙ ｓｃｏｐ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Ｐ ｔｈａｔ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ｓｈｉ ‘ ｂ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ｃｏｐ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ＴＰ

（８） ａ 是[你的态度]， 公司的老板不欣赏， 不是[你的衣着]。
Ｓｈｉ
ｂｅ

[ｎｉ － ｄｅ
ｙｏｕｒ

ｘｉｎｓｈａｎｇ，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ｔａｉｄｕ ]，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ｂｕ

Ｎｅｇ

ｂｅ

ｇｏｎｇｓｉ － ｄ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ＤＥ

ｓｈｉ [ｎｉ － ｄｅ
ｙｏｕｒ

ｌａｏｂａｎ

ｂｏｓｓ

Ｎｅｇ

ｙｉｚｈｕｏ ]

ｂｕ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 Ｉ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ｎ’ 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ｎｏｔ [ｙｏｕｒ ｗａｙ
ｏｆ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 ’

ｂ ∗是[你的态度， 公司的老板不欣赏]， 不是[你的衣着， 客戶很不满意
]。

∗Ｓｈｉ
]，

ｂｅ

ｂｕ

Ｎｅｇ

[ｎｉ － ｄｅ
ｙｏｕｒ

ｓｈｉ

ｂｅ

ｔａｉｄｕ，

ｇｏｎｇｓｉ － ｄ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ＤＥ

ｙｏｕｒ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ｎｉ － ｄｅ

ｙｉｚｈｕｏ，

ｌａｏｂａｎ
ｂｏｓｓ

ｋｅｈｕ

ｃｌｉｅｎｔ

ｈｅｎ

ｖｅｒｙ

ｂｕ

ｘｉｎｓｈａｎｇ

Ｎｅｇ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Ｎｅｇ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ｂｕ

ｍａｎｙｉ ]

（ ∗ ‘ [Ｉ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ｎ’ 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ｎｏｔ [ｉ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ｗａｙ ｏｆ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ｉ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ａｔ ａｌｌ ] ’ ）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ｅ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７） ，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ｒｇｕｅ ｗｈ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

ｒａｓ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ｏｎｎｉ － ｄｅ ｔａｉｄｕ ‘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ＸＰ ｓｉｎｃｅ ＸＰ ｉｓ ａｌｓｏ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ｓｈｉ ‘ ｂ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ｓｏｍｅｈｏｗ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ＸＰ ｗｈｏｓ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ｉｓ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１

ｂｙ ｎｉ － ｄｅ ｔａｉｄｕ ‘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Ｒｅｃ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ＸＰ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ＴＰ 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ｗｏ ｏｐｔｉｏｎｓ： ｏｎｅ ｉｓ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ＸＰ 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ａ Ｔｏｐ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ｔｏ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ＸＰ ｉｓ ａ ＦｏｃＰ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ＸＰ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Ｔｏｐ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ｗａｙ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ｗｈｙ ｉｔ ｗｉｌｌ ｇｅｔ ａｎ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ｈｉ ‘ ｂ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ｒ⁃

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ｈｉ ‘ ｂｅ’ ｃａ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 ａ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ｏ ａ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ｆ ｗｅ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ＸＰ ｉｓ ａ ＦｏｃＰ， ｓｕｃｈ ａｎ ａｓ⁃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ｆａｌｓ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９） ｉｓ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ｅ ｉｓ ａ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ｏｎｅ ｉｓ ａ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ｉ － ｄｅ ｔａｉｄｕ ‘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ｉｎ （９）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ｅｄ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ｓ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９） ｃａｎｎｏｔ ｉｍｐｌｙ ａ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Ｅｖｅｎ ｉｆ ｗｅ ｃａ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ＸＰ ｉｓ ａ ＦｏｃＰ， ｔｈｅｎ ｉｔ ｗｉｌｌ ｓｔ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ｔｏ ａｒｇｕｅ ｗｈｙ （９） ｎｅｅｄ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ｈｉ ‘ ｂｅ’ ａｔ ａｌｌ ｓｉ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ｃｈ ａｎ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ｎｉ － ｄｅ ｔａｉｄｕ ‘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ｉ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９） 你的态度 ｊ ， 公司的老板不欣赏 ｔ ｊ 。
Ｎｉ － ｄｅ
ｙｏｕｒ

ｔａｉｄｕ ｊ ，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ｇｏｎｇｓｉ － ｄ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ＤＥ

ｂｏｓｓ

ｌａｏｂａｎ

Ｎｅｇ

ｂｕ

‘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ｎ’ 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２ ２

ｘｉｎｓｈａｎｇ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ｔｊ

Ｍ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ｍｙ ｏｗ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ｃｕ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ａ ｎｕｌｌ
Ｆｏｃ°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ｆｏｃｕｓ ｐｈｒａｓ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ｓｈｉ ‘ ｂｅ’ ｉｓ ａ ＴＰ 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

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ｃ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ｃＰ ｔａｋｅ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Ｐ 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１０） 

（１０） ａ 是 ［ 你的态度］ ｊ ， 公司的老板不欣赏 ｔ ｊ 。
[ ＦｏｃＰ [ ＴＰ ２ Ｓｈｉ ［ ｎｉ － ｄｅ
ｂａｎ

ｂｕ

ｂｅ ｙｏｕｒ

ｔａｉｄｕ］ ｊ ］ ， ［ Ｆｏｃ’ ［ Ｆｏｃ° Æ］ [ ＴＰ １ ｇｏｎｇｓｉ － ｄｅ ｌａｏ⁃

ｘｉｎｓｈａｎ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ｊ ］ ］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ＤＥ

ｂｏｓｓ

Ｎｅｇ

２２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Ｉ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ｎ’ 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Ｏｎ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ｓｈｉ ‘ ｂ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ｃｏｐ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ｓｃｏｐ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ＤＰ，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ｏｆ ｗ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ｎｉｃｅｌ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ＤＰ ｎｉ － ｄｅ ｔａｉｄｕ
‘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Ｔｈｕｓ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ｉ ‘ ｂ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ＤＰ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ｈｉ ‘ ｂｅ’ ＋ ＤＰ ]ｉｓ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ａｖｏｉｄｓ ｔｈｅ ａｗｋｗａｒｄ ａｓ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９） ｉｓ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ＤＰ ｎｉ － ｄｅ ｔａｉｄｕ ‘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ｔ ａｓ ｆｏｃｕｓ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ｓｈｉ ‘ ｂｅ ’ ＋ ＤＰ ]ｉｓ
ｐｌａｃ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 Ｆｏｃ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ａ ｎｕｌｌ Ｆｏｃ°，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ｕｓ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ｉｔｓ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Ｉ ｍｅｒｇｅ ｓｈｉ ‘ ｂ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Ｐ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ｓｅ， ｓｈｉ ‘ ｂｅ’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ｖｅｒｂ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ｓ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ｆｏｃｕｓ
ｍａｒｋ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 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ｆａｖ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ｈｉ ‘ ｂｅ’ ｉｎ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ｓｈｉ ‘ ｂｅ’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ｊｉｕ ‘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ｂｕ ‘ ｎｏｔ ’  Ｉｎ ｂｏｔｈ ｃａｓｅｓ，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ｏｎｌｙ ｍｏｄｉｆｙ ｔｈｅ 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 [ｓｈｉ ＋ ＤＰ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１１） [就是昨天那顿饭]， 大家吃得都很不开心 。

２２３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ＦｏｃＰ [ ＴＰ ２ Ｊｉｕ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ｓｈｉ

ｂｅ

ｚｕｏｔｉａｎ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ｔｈａｔ － Ｃｌ

［ Ｆｏｃ’ ［ Ｆｏｃ° Æ］ [ ＴＰ １ ｄａｊｉａ

ｄｏｕ

]]]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ａｌｌ

ｅａｔ

ｎａ － ｄｕｎ ｆａｎ ]，

ＤＥ

ｖｅｒｙ

ｃｈｉ

ｄｉｎｎｅｒ
ｄｅ

Ｎｅｇ

ｈｅｎ

ｂｕ

ｋａｉｘｉｎ

ｈａｐｐｙ

（ ｉ）

‘ Ｉｔ ｗａｓ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ｔｈｅ ｄｉｎｎｅｒ ｏｆ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ｖｅｒｙ

（ ｉｉ）

（ ∗ ‘ Ｉｔ ｉｓ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ｎｎｅｒ ｏｆ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ｈａｐｐｙａｂｏｕｔ （ ， ｎｏｔ ｔｈｅ ｄｉｎｎ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ｄａ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ｗａｓ ｎｏｔ ｖｅｒｙ ｈａｐｐｙ （ ，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ｒｖ⁃
ｉｃｅ ｏｆ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ｗａｓ ｖｅｒｙ ｈａｐｐｙ ａｂｏｕｔ）  ’

（１２） [不是你的态度 ｊ ]， 公司的老板不欣赏 ｔ ｊ 。
[ ＦｏｃＰ [ ＴＰ ２ Ｂｕ
ｎｏｔ ｂｅ

ｌａｏｂａｎ
ｂｏｓｓ

ｓｈｉ

ｎｉ － ｄｅ

ｔａｉｄｕ ｊ ]，

ｘｉｎｓｈａｎｇ

ｔ ｊ ]]]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ｂｕ

Ｎｅｇ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Ｆｏｃ’ ［ Ｆｏｃ° Æ］ [ ＴＰ １ ｇｏｎｇｓｉ － ｄ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ＤＥ

（ ｉ） ‘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ｎ’ 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 ｉｎ ｆａｃｔ，
ｉ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ｗａｙ ｏｆ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

（ ｉｉ） （ ∗ ‘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ｎ’ 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 ｂｕ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ｙｏｕｒ ｗａｙ ｏｆ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ｉｅｎｔ
ｌｉｋｅｓ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 ）

Ｉｎ （１１） ，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ｊｉｕ ‘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ｓｃｏｐｅ ｏｖｅｒ ＴＰ１ ｓｈｉ ｚｕｏｔｉａｎ ｄｅ ｎａ －

ｄｕｎ ｆａｎ ‘ ｉ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ｎｎｅｒ ｏｆ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ＴＰ２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１１ － ｉ） ，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ｏｎ ＴＰ１ Ｉ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ｊｉｕ ‘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ａｌｓｏ ｓｃｏｐ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Ｐ２，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

ｒａｓ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１１ － ｉｉ）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ｓｃｏｐ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Ｐ１ ｉｎ
（１２）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ＴＰ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１２ － ｉ）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Ｐ１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１２ － ｉｉ）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ｏｅｓ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ａｄ⁃

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１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ｕｎｄｅｒ （１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ａｓ ａｄｊｕｎｃｔｓ ｔｏ ｖ＇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Ｐ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ｓｈｉ ‘ ｂｅ’ 

２２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３） {肯定 ／ 一定 ／ 绝对}是张三的态度， 老板很不喜欢。
／ ｙｉｄｉｎｇ ／ ｊｕｅｄｕ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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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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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ｓｓ

ｈｅｎ

ｖｅｒｙ

ｂｕ

ｂｅ

ｘｉｈｕａｎ

Ｎｅｇ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ｅ

ＤＥ

ｔａｉｄｕ，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ｌｉｋｅ

‘ Ｉｔ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ｌｙ ／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ｌｙ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１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ｈｉ ‘ ｂｅ’ ＋ ＤＰ ]ｃａｎ ｅｖｅ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ｍｏｄｉ⁃
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１５） 

（１５） ａ 可能不是张三的态度， 老板很不喜欢。
[ ＦｏｃＰ [ ＴＰ ２ [ ｖ Ｐ Ｋｅｎｅ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Ｎｅｇ

ｂｕ

ｂｅ

[ Ｆｏｃ’ ［ Ｆｏｃ° Æ］ [ ＴＰ １ ｌａｏｂ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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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ｙ

Ｎｅｇ

[ ｖ ° ｓｈｉ ][ ＤＰ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ｈｅｎ

ｌｉｋ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ｕ

ＤＥ

ｄ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ａｉｄｕ ]]]，

ｘｉｈｕａｎ ]]]

‘ 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ｎｏｔ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
ｂ 不太可能是张三的态度， 老板很不喜欢。
[ ＦｏｃＰ [ ＴＰ ２ [ ｖ Ｐ Ｂｕ
Ｎｅｇ

ｔｏｏ

ｔａｉ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ｋｅｎｅｎｇ

[ Ｆｏｃ’ ［ Ｆｏｃ° Æ］ [ ＴＰ １ ｌａｏｂａｎ
ｂｏｓｓ

ｖｅｒｙ

Ｎｅｇ

ｂｅ

ｈｅｎ

ｌｉｋｅ

[ ｖ ° ｓｈｉ ][ ＤＰ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ｅ ｔａｉｄｕ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ｕ

ＤＥ

ｘｉｈｕａｎ ]]]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５

Ａｇａｉｎ，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ｂｕ ｔａｉ ｋｅｎｅｎｇ ‘ｎｏｔ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ｉｎ （１５ － ｂ）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ｃｏｐ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ｏｖｅｒ ｓｈｉ ‘ｂｅ’ ＋ ＤＰ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ｓｈｉ ‘ｂｅ’ ＋ ＤＰ ]ｃａｎ ｅｖｅｎ ｂ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 １６ ），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 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ｓ］ ｏｎｌｙ ｓｃｏｐｅｓ ｏｖｅｒ [ｓｈｉ ‘ ｂｅ’ ＋ ＤＰ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１７） 

（１６） {不应该 ／ 不会}

是张三的态度， 老板很不喜欢。

{Ｂｕ ｙｉｎｇｇａｉ ／ ｂｕ ｈｕｉ }
Ｎｅ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ｓｈ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ｅ ｔａｉｄｕ， ｌａｏｂａｎ ｈｅｎ ｂｕ ｘｉｈｕａｎ

Ｎｅｇ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ｂｏｓｓ

ｖｅｒｙ Ｎｅｇ ｌｉｋｅ

（ ｉ） ‘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

（ ｉｉ） （ ∗ ‘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
（１７）

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ｗｈｉｌｅ 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ａｔｓｈｉ ‘ ｂｅ’ ｉ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 ｃｆ １６） ｉｓ ａ ｔｒｕｅ ｃｏｐｕｌａ ｔｈａ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 ｃｆ １８） 
（１８） 我是很不喜欢张三。
Ｗｏ ｓｈｉ

ｈｅｎ

ｂｕ

ｘｉｈ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２２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

ｂｅ

ｖｅｒｙ

Ｎｅｇ

‘ Ｉ ｄｏ ｄｉｓｌｉｋ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

ｌｉｋ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ｎ （１８ ） ， ｓｈｉ ‘ ｂｅ’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ａ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ｈｉ ‘ ｂｅ’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 ｃｆ １９） 

（１９） ∗是很不喜欢张三的工作态度， 老板把他开除了。
∗ Ｓｈｉ

ｈ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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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

ｂｅ

ｖｅｒｙ

ｂｏｓｓ

Ｎｅｇ

ＢＡ

ｘｉｈｕａｎ

ｌｉ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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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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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

ｇｏｎｇｚｕｏ ｔａｉｄｕ，

ｗｏｒｋ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ｆｉｒｅ － Ｐｅｒｆ

（ ‘ Ｎｏ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ｆｉｒｅｄ
ｈｉｍ ’ ）

Ｉｆ ｗｅ ｅｍｂ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ｎｏ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ａｕｓ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２０） 

（２０） 是[因为很不喜欢张三的工作态度]， 老板最后决定把他开除了。
Ｓｈｉ [ｙｉｎｗｅ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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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

ＤＥ

ｋａｉｃｈｕ － ｌｅ

ｇｏｎｇｚｕｏ ｔａｉｄｕ ]，

ｗｏｒｋ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ｆｉｒｅ － Ｐｅｒｆ

（ ‘ Ｉｔ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ｎｏｔ ａｔ ａｌｌ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ｆｉｒｅｄ ｈｉｍ ’ ）

Ｏｎｅ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ｎｏｔｉｃｅ ｔｈａｔ ａ ｃａｕｓ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ｉｎ⁃
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２１） ， ｔａ ‘ ｈ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ｕｃｈ ａ ｃｏ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ｉｎ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２２７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１） ∗是[因为很不喜欢他的工作态度]， 老板最后决定把张三开除了。
∗ Ｓｈｉ [ｙｉｎｗｅｉ
ｂｅ

ｈｅ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ｖｅｒｙ

ｌａｏｂａｎ

ｂｕ

Ｎｅｇ

ｚｕｉｈｏｕ ｊｕｅｄｉｎｇ

ｂｏｓ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ｄｅｃｉｄｅ

ｘｉｈｕａｎ

ｌｉｋｅ

ｂａ

ＢＡ

ｔａ ｊ － ｄｅ

ｈｉ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ｊ

ｇｏｎｇｚｕｏ ｔａｉｄｕ ]，

ｗｏｒｋ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ｋａｉｃｈｕ － ｌ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ｆｉｒｅ － Ｐｅｒｆ

（ ‘ Ｉｔ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ｎｏ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ｎｇ ｈｉｓ ｊ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ｆｉｒｅｄ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ｊ  ’ ）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ｓｈｉ ‘ ｂ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 ｃａｎ ｅｖｅｎ ｂ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ａｉ ‘ ｓｔｉｌｌ’ （ ｃｆ ２２） ，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ｈａｉ
‘ ｓｔｉｌｌ’ ｉ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ｒｅ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３） 
（２２） 还是[因为张三总是迟到]， 老板最后决定把他开除。
Ｈａｉ

ｓｔｉｌｌ

ｌａｏｂａｎ
ｂｏｓｓ

ｓｈｉ [ｙｉｎｗｅｉ
ｂ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ｚｕｉｈｏｕ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ｊｕｅｄｉｎｇ

ｄｅｃｉｄｅ

ｂａ

ＢＡ

ｚｏｎｇｓｈｉ

ｃｈｉｄａｏ ]，

ｔａ

ｋａｉｃｈｕ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ｉｍ

ａｒｒｉｖｅ ｌａｔｅ

ｆｉｒｅ

‘ Ｉｔ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ｌ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ｔｏ
（２３）

ｆｉｒｅ ｈｉｍ （ Ｎｏ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ｉｎｇｓ ） ’

２２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ｉｎｄｅ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ａｔｓｈｉ ‘ ｂ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 ＶＰ ｉｎ ａ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 （２４） 
（２４） ａ 是看这本书， 张三还不行。
Ｓｈｉ
ｂｅ

ｋａｎ

ｚｈｅ － ｂｅｎ ｓｈｕ，

ｒｅａｄ

ｔｈｉｓ － Ｃｌ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ｏｏｋ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ｈａｉ

ｂｕ － ｘｉｎｇ

ｓｔｉｌｌ

ｎｏｔ － ｃａｐａｂｌｅ

（ Ｌｉｔ ） ‘ Ｉｔ ｉ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ｔｈａｔ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
ｂ 是在十分钟内跑完三千米， 张三还{不行 ／ 做不到}。
Ｓｈｉ ｚａｉ ｓｈｉ ｆｅｎｚｈｏｎｇ ｎｅｉ
ｂｅ

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ｈａｉ {ｂｕ
ｓｔｉｌｌ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ｘｉｎｇ

Ｎｅｇ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ｐａｏ － ｗａｎ

ｓａｎ － ｑｉａｎ － ｍｉ，

ｒｕｎ －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ｈｒｅｅ －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 ｍｅ⁃

／ ｚｕｏ － ｂｕ － ｄａｏ }
ｄｏ － Ｎｅｇ － ｃａｎ

（ Ｌｉｔ ） ‘ Ｉｔ ｉｓ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Ｚｈａｎ⁃
ｇｓ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ｅ ｉｓ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ｒｕｎ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ｓ ａ ＣＰ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 ｎｕｌｌ ｈｅａｄ ｎｏｕｎ ＮＰ ｏｒ

ＤＰ Ｓｕｃｈ ａ ｎｕｌｌ ＤＰ ｃａｎ ｂｅ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ｎｏｕ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ｚｈｅ － ｊｉａｎ ｓｈｉ
‘ ｔｈｉｓ ｔｈｉｎｇ’ ，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２５） 

（２５） 是在十分钟内跑完三千米的这件事， 张三还 {不行 ／ 做不到}。
[ ＴＰ Ｓｈｉ
ｂｅ

ｉｎ

[ ＤＰ [ ＣＰ [ ＴＰ ｚａｉ ｓｈｉ ｆｅｎｚｈｏｎｇ ｎｅｉ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ｄｅ ][ ＤＰ ｚｈｅ － ｊｉａｎ
ｄａｏ }
ＤＥ

ｔｈｉｓ － Ｃｌ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ｓｈｉ ]]]，

ｔｈｉｎｇ

ｐａｏ － ｗａｎ

ｓａｎ － ｑｉａｎ － ｍｉ ]

ｒｕｎ － ｆｉｎｉｓｈ ｔｈｒｅｅ －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 ｍｅｔｅｒ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ｉ

{ｂｕ ｘｉｎｇ

／ ｚｕｏ － ｂｕ －

Ｎｅｇ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ｄｏ － Ｎｅｇ － ｃａｎ

‘ Ｉｔ ｉｓ （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ｏｆ）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２９

（２６）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ａｙ ｉｓ ｔｏ ｔｒｅａｔｒｕｎ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ｓ ａ ＣＰ ｆｕｎｃｔｉｏ⁃
ｎ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ｓｈｉ ‘ ｂｅ’ ，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２７） 
（２７） 是在十分钟内跑完三千米， 张三还做不到。

[ ＴＰ１ [ ｖ Ｐ１ Ｓｈｉ [ ＣＰ [ ＴＰ２ ｐｒｏ [ ｖ Ｐ２ ｚａｉ ｓｈｉ ｆｅｎｚｈｏｎｇ ｎｅｉ
ｂｅ

ｉｎ

ｓａｎ － ｑｉａｎ － ｍｉ ]]]]]，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ｈｒｅｅ －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 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ｈａｉ

ｓｔｉｌｌ

ｐａｏ － ｗａｎ

ｒｕｎ － ｆｉｎｉｓｈ

ｚｕｏ － ｂｕ － ｄａｏ

ｄｏ － Ｎｅｇ － ｃａｎ

‘ Ｉｔ ｉｓ （ ｔｈｅ ｔｈｉｎｇ ｏｆ）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ｅｎ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ｙｅｔ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ＤＰ ｉ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 （２８ ） ，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ｕｌｅ （ ｃｆ Ｈｕａｎｇ １９８２； Ｈｕａｎｇ， Ｌｉ ＆ Ｌｉ ２００９） ，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ｉ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ｏｕｔ ｏｆ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ｓｈｉ ‘ ｂｅ’ ，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２８ － ｂ） 
（２８） ａ 妈妈讲这个故事最好听。
[Ｍａｍａ
ｍｕｍ

ｊｉａｎｇ
ｔｅｌｌ

ｚｈｅ － ｇｅ ｇｕｓｈｉ ]

ｔｈｉｓ － Ｃｌ ｓｔｏｒｙ

‘ Ｍｕｍ ｔｅｌｌ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 ｂｅｓｔ ’

ｚｕｉ

ｍｏｓｔ

ｈａｏ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２３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 是这个故事， 妈妈讲， 最好听。
Ｓｈｉ [ｚｈｅ － ｇｅ
ｂｅ

ｔｈｉｓ － Ｃｌ

ｇｕｓｈｉ ]ｊ

[[ｍａｍａ

ｓｔｏｒｙ

ｊｉａｎｇ

ｍｕｍ

ｔ ｊ ] ｚｕｉ

ｔｅｌｌ

‘ Ｉｔ ｉ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Ｍｕｍ ｔｅｌｌｓ （ ｉｔ） ｂｅｓｔ ’

ｈａｏｔｉｎｇ ]]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Ｏｎｅ ｉｓ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ｓ ＴＰ１ ｗｈｏｓ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ｉｓ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ｂｙ ａ ＦｏｃＰ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ＦｏｃＰ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Ｐ３ 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 ｅｘ⁃
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Ｐ３ ｊｏｉ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ｈｉ ‘ ｂｅ’ ｔｏ ｆｏｒｍ ＴＰ２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Ｐ２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ｃＰ，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９ － ３０） 
（２９） [ ＴＰ１ [ ＦｏｃＰ [ ＴＰ２ Ｓｈｉ [ ＤＰ ｚｈｅ － ｇｅ ｇｕｓｈｉ ｊ ]]
ｈａｏｔｉｎｇ ]
ｓｔｏｒｙ
（３０）

ｍｕｍ

ｔｅｌｌ

[ Ｆｏｃ’ [ ＴＰ３ ｍａｍａ
ｚｕｉ

‘ Ｉｔ ｉ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Ｍｕｍ ｔｅｌｌｓ （ ｉｔ） ｂｅｓｔ ’

ｊｉａｎｇ

ｔ ｊ ]]]

ｚｕｉ

ｂｅ ｔｈｉｓ － Ｃｌ

ｈａｏｔｉｎｇ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Ｐ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Ｐ２ ｂｕｔ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Ｐ１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ｏｎｅ ｉｓ ｔｏ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ｅｘ － ｓｉｔｕ ＦｏｃＰ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Ｐ１， ａｓ ｉｎ （３１ － ３２） 

（３１） [ ＦｏｃＰ [ ＴＰ２ Ｓｈｉ [ ＤＰ ｚｈｅ － ｇｅ ｇｕｓｈｉ ｊ ]] [ Ｆｏｃ’ [ ＴＰ１ [ ＴＰ３ ｍａｍａ
ｂｅ

ｚｕｉ

ｔｈｉｓ － Ｃｌ ｓｔｏｒｙ

ｈａｏｔｉｎｇ ]]]

ｍｕｍ

ｔｅｌｌ

ｊｉａｎｇ

ｔｊ ]

２３１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ｓｔ
（３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 Ｉｔ ｉ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Ｍｕｍ ｔｅｌｌｓ （ ｉｔ） ｂｅｓｔ ’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ｉｓ ｓｔｏｒｙ ｉ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Ｐ３

ｔｏ ｊｏ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ｈｉ ‘ ｂｅ’ ｉｎ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ＴＰ２ ＴＰ２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ｃＰ ａｎｄ ＦｏｃＰ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ＴＰ１ 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３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 １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ｍｙ ｂｉ －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

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ｃａｓ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ｓｈｉ ‘ ｂｅ’ ＋ ＤＰ ]ｉｓ

ｓｏｍｅｈｏｗ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ｅ， ａ ａｎｄ ｂａ，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３３） 

（３３） 是张三的态度{呢 ／ 吧}， 老板很不喜欢。

Ｓｈ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ｅ ｔａｉｄｕ {ｎｅ ／ ｂａ }， ｌａｏｂａｎ ｈｅｎ ｂｕ ｘｉｈｕａｎ
ｂ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ＮＥ ＢＡ ｂｏｓｓ ｖｅｒｙ Ｎｅｇ ｌｉｋｅ

‘ Ｉｔ ｉ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
Ｉｆ ｗ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ｓｅ “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ｏｐ° ａｎｄ [ｓｈｉ ‘ ｂｅ’ ＋ ＤＰ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ｏｆ
ＴｏｐＰ，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３４ － ３５）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ｕｃｈ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３４） ∗[ ＴｏｐＰ [ ＴＰ ２ Ｓｈ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ｅ

ｔａｉｄｕ ] [ Ｔｏｐ’ [ Ｔｏｐ° ｎｅ ／

ｂａ ]

２３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 ＴＰ １ ｌａｏｂａｎ
ｂｏｓｓ

ｖｅｒｙ

ＤＥ

ｈｅｎ

Ｎｅｇ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ｂｕ

ｌｉｋｅ

ＮＥ

ｘｉｈｕａｎ ]]]

ＢＡ

‘ Ｉｔ ｉ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

（３５） ∗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ｉｓ ｔｈａｔ [ｓｈｉ ‘ ｂｅ’ ＋ ＤＰ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ｏ⁃

ｃＰ ａｓ ａ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ｍｏ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ｐＰ，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３６ － ３７） 

（３６） ∗[ ＴｏｐＰ [ ＴＰ ２ Ｓｈ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Ｅ

ｖｅｒｙ

Ｎｅｇ

[ ＦｏｃＰ ｔ ｊ
ｂｏｓｓ
（３７）

[ ＴＰ １ ｌａｏｂａｎ

ｄ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ｈｅｎ

ｌｉｋｅ

ｔａｉｄｕ ]ｊ
ｂｕ

[ Ｔｏｐ’ ｎｅ

ＮＥ

Ａ

ｘｉｈｕａｎ ]]]]

‘ Ｉｔ ｉ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

／ａ

ＢＡ

／

ｂａ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３

Ａ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ｌａｔｅｒ， ａ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ａｌｗａｙｓ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 Ｖｅｒｇｎａｕｄ ２００６）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３４ － ３７） ，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ｓｈｉ ‘ ｂｅ’ ＋ ＤＰ ]ｍｕｓｔ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 ｔｏｐｉｃ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ｆｏｃｕ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

ｓｈｉ ‘ ｂｅ ’ ＋ ＤＰ ]ａｌｗａｙｓ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ｖｅｎ ｉｆ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 ｃｆ ３８）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ｓｈｉ ‘ ｂｅ’ ＋
ＤＰ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３８） 是张三的态度{呢 ／ 啊}， 老板很不喜欢， （ ＃ 也是他的衣着） 。
Ｓｈ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ｅ ｔａｉｄｕ {ｎｅ ／ ａ }， ｌａｏｂａｎ ｈｅｎ ｂｕ ｘｉｈｕａｎ
ｂ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ＮＥ Ａ ｂｏｓｓ ｖｅｒｙ Ｎｅｇ ｌｉｋｅ
（ ＃ ｙｅ
ａｌｓｏ

ｂｅ

ｓｈｉ

ｈｉｓ

ｔａｄｅ

ｙｉｚｈｕｏ ）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 Ｉｔ ｉ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 ＃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ｈｉｓ
ｗａｙ ｏｆ ｄｒｅｓｓｉｎｇ）  ’

Ｉｎ ｆａｃ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ｎｅ， ｂａ， ａ ａｎｄ ｙａ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ｍｏｏ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ｏｃｃｕｐｙ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Ｐ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 Ｐａｕｌ

２０１５， Ｐａｎ ２０１５ａ， Ｐａｎ ＆ Ｐａｕｌ ２０１６， Ｐａｕｌ ＆ Ｐａｎ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  Ｉｔ ｉｓ ｗｅｌｌ
ｋｎｏｗｎ， ｂｏ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ｍａｒｋ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ａｄｓ ｐｅｏ⁃
ｐｌｅ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ｍ ａｓ “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 ｃｆ ３９） 
（３９） 这本书

{呢 ／ 啊 ／ 吧 ／ 嘛}， 写得还不错。

[ ＴｏｐＰ [ ＡｔｔＰ [ Ｄ Ｐ Ｚｈｅ － ｂｅｎ ｓｈｕ ][ Ａｔｔ°

ｎｅ ／ ａ ／ ｂａ ／ ｍａ ]]， [ Ｔｏｐ’ ［ Ｔｏｐ° Æ］ [ ＴＰ

ｔｈｉｓ － Ｃｌ

ｗｒｉｔｅ ＤＥ

ｘｉｅ

ｄｅｈａｉ

ｂｕｃｕｏ ]]]

ｂｏｏｋ ＳＦＰ

‘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ｉｔ ｉｓ ｗｅｌｌ ｗｒｉｔｔｅｎ ’

ｓｔ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ａ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ａ， ｎｅ， ｂａ， ｙａ ａｎｄ ｍａ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２３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ｏｓ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ｔｒｕｅ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ｔ ｉｓ ｄｉｆｆｉ⁃

ｃｕｌ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ｗｈｙ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ｎｅｖｅｒ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Ｔｒｕｅ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ｒｅ ｎｅｖｅｒ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 ｔｏｐｉｃ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ｌｉｋｅ ｎｅ ｏｒ ｂａ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ｏｐｉｃ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ｅｎｄｏｗ ｔｈｅ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ｈｅｎ ａ ｔｏｐｉｃ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 ｔｏｐｉｃ ｃａｎ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ａｖｅ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ａｃ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ｔｏｐｉｃ

ｐｈｒａ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ｅｅｍｓ ｎｏｔ ｔｏ ｍａｒｋ ａｎ ＸＰ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ｂｕ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ｉｓ ＸＰ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Ｉ ｄｏ ｎｏｔ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ａ
ｐｕｒｅ ｃｏ － 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ｔｔｉ⁃

ｔｕｄ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ｌｓｏ ｍａｒｋｓ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ｎｏｍｉｎａｌｓ； ｉｎ （４０） ， ｔｈｅ ＴＰ ｎｉ ｗｅｎ ｗｏ ｚｈｅ － ｂｅｎ ｓｈｕ ‘ ａｓｋｉｎｇ ｍ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ｃａｎ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ａ ｎｏｍｉ⁃

ｎ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ｉｎ （３９）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 ｆｏｒｍ ｏｆ ａ ＴＰ，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ｉｎ （４０）  Ｉｔ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ｐｌａｕｓｉ⁃
ｂｌｅ ＴＰ ｔｏ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ａ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ｔｏｐｉｃ
（４０） 你问我这本书

[ ＴｏｐＰ [ ＡｔｔＰ [ ＴＰ ２ Ｎｉ
ｙｏｕ

ａｓｋ

ｍｅ

{啊 ／ 吧 ／ 呀}， 写得还不错。
ｗｅｎ

ｔｈｉｓ － Ｃｌ

[ Ｔｏｐ’ ［ Ｔｏｐ° Æ］ [ ＴＰ １ ｘｉｅ
ｗｒｉｔｅ

ＤＥ

ｓｔｉｌｌ

ｗｏ

ｄｅ

ｎｏｔ ｂａｄ

ｚｈｅ － ｂｅｎ

ｂｏｏｋ
ｈａｉ

ｓｈｕ ][ Ａｔｔ°
ＳＦＰ

ａ ／ ｂａ ／ ｙａ ]]，

ｂｕｃｕｏ ]]]

‘ （ Ａｓｋｉｎｇ ｍ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ｉｔ ｉｓ ｗｅｌｌ ｗｒｉｔｔｅｎ ’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ｆｏｒ （４０） ｉｓ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 ｂａ ａｎｄ ｍａ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
（ｉｔｕｄｅ） Ｐ Ｔｈｉｓ ＡｔｔＰ ｔａｋｅｓ ＴＰ２ 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ｓｕｃｈ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ＡｔｔＰ ｔｈａ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ＴＰ２ ｉｓ ｏｎｌｙ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ａｓ ａ ｒｅ⁃

ｓｕｌ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ｎｙ ｍｏ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４１）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３５

（４１）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ｓ， ｌｅｔ ｕｓ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ｃａｓ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３８）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ｅｄ ｆｏｃｕ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ｔｒｕｅ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ｔ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ｏｃｃｕｐｙ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ｔＰ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ＡｔｔＰ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ｃＰ，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４２ － ４３） 

（４２） 是张三的态度{呢 ／ 吧}， 老板很不喜欢。
[ ＦｏｃＰ [ ＡｔｔＰ [ ＴＰ ２ Ｓｈ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 Ｆｏｃ’ ［ Ｆｏｃ° Æ］ [ ＴＰ １ ｌａｏｂａｎ
ｂｏｓｓ

（４３）

ｄｅ

ｈｅｎ

ＤＥ

ｖｅｒｙ

ｔａｉｄｕ ][ Ａｔｔ° ｎ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ｂｕ

Ｎｅｇ

ＮＥ

／ ｂａ ]]

ＢＡ

ｘｉｈｕａｎ ]]]

ｌｉｋｅ

‘ Ｉｔ ｉ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

２３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ＴＰ１ [ｓｈｉ ‘ ｂｅ’ ＋ ＤＰ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ｎｅ， ａ ｏｒ ｂａ； ｏｔｈｅ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ｌｓ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ｈｅｒｅ （ ｃｆ ４４） 

（４４） 可不就是张三的态度嘛， 大家都不怎么喜欢。
[ ＦｏｃＰ [ ＡｔｔＰ [ ＴＰ ２ Ｋｅ ｂｕ ｊｉｕ ｓｈｉ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ｅ

ｔａｉｄｕ ][ Ａｔｔ° ｍａ ]]

[ Ｆｏｃ’ ［ Ｆｏｃ° Æ］ [ ＴＰ １ ｄａｊｉａ

ｚｅｎｍｅ

ＫＥ Ｎｅｇ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ｂｅ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ｄｏｕ
ａｌｌ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ｕ

Ｎｅｇ

ＤＥ

ｈｏｗ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ｘｉｈｕａｎ ]]]

Ａｔｔ

ｌｉｋｅ

‘ Ｉｔ ｓｕｒｅｌｙ ｉ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４５）

３ ２

ｍｕｃｈ ’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Ｉｆ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ｎｅ， ｂａ， ｍａ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ｎｙｍｏｒｅ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

ｅｒｓ，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ｈｅａｄ ｉ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Ｔｈｕｓ， ｏｎ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ｈｏｗ ｗｅ
ｃａｎ ｍａｋｅ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４６） ａｎｄ ａ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４７）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４６） 你的态度 ｊ 吧， 老板不欣赏 ｔ ｊ 。
［ ＴｏｐＰ ［ ＡｔｔＰ ［ Ｄ Ｐ Ｎｉ － ｄｅ
ｘｉｎｓｈａｎｇ

ｔｊ ］ ］ ］ 
ｙｏｕｒ

ｔａｉｄｕ ｊ ］ ［ Ａｔｔ° ｂａ］ ］ ， ［ Ｔｏｐ’ ［ Ｔｏｐ° Æ］ ［ ＴＰ ｌａｏｂａｎｂｕ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ＳＦＰ ｂｏｓｓ

Ｎｅｇ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２３７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Ａ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ｎ’ 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４７） 是 ［ 你的态度］ ｊ 吧， 公司的老板不欣赏 ｔ ｊ 。
［ ＦｏｃＰ ［ ＡｔｔＰ ［ ＴＰ ２ Ｓｈｉ ［ Ｄ Ｐ ｎｉ － ｄｅ
［ ＴＰ １ ｌａｏｂａｎ

ｂｕ

ｘｉｎｓｈａｎｇ

ｂｅ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ＳＦＰ ｂｏｓｓ

ｔａｉｄｕ］ ｊ ］ ［ Ａｔｔ° ｂａ］ ］ ， ［ Ｆｏｃ’ ［ Ｆｏｃ° Æ］

ｔｊ ］ ］ ］ 

Ｎｅｇ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Ｉｔ ｉｓ ｙｏｕ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ｓｓ ｄｏｅｓｎ’ ｔ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
Ｐａｎ （２０１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ｉｎ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ｔａｉｌ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ｈｉ ‘ ｂｅ’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ｂｅ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ｏｎｔｒａ Ｃｈｅｕｎｇ ２００８， ２０１４ ）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ｉｔ ｉ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ｒ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ｒ ｓｈｉ ‘ ｂｅ ’ ｔｈａｔ
ｍａｋｅｓ ａ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ｌｙ ａ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ｂｙ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ｓｈｉ ‘ ｂｅ’ ｉｓ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ｅ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ａ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

ｉｎｇ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ｓｈｉ ‘ ｂｅ’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ｓ ａ ｌｉｓｔ ｏｆ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４８） ；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ｓｈｉ ‘ ｂｅ’ ｉｓ ａｎ⁃

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 ａｎｙ ｌｉｓｔ ｏｆ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４９） 

Ｗｈ －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ｉｓｔ － ａｎｓｗｅｒ （ ｎｏ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４８） Ａ： 哪部电影， 很多人都看过？
［ Ｎａ － ｂｕ

ｗｈｉｃｈ － Ｃｌ

ｄｉａｎｙｉｎｇ］ ｉ ， ｈｅｎ
ｍｏｖｉｅ

ｄｕｏ

ｒｅｎ

ｄｏｕ

ｖｅｒｙ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ｌｌ

‘ Ｗｈｉｃｈ ｍｏｖｉｅ ｉ ，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ｉｔ ｉ ？’

ｋａｎ － ｇｕｏ ｔ ｉ ？

ｓｅｅ － Ｅｘｐ

Ｂ： 《 爱在黎明破晓前》 ， 很多人都看过； 《 爱在日落余晖时》 ， 很多

２３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人也都看过。
Ａｉ Ｚａｉ Ｌｉｍｉｎｇ Ｐｏｘｉａｏ Ｑｉａｎ ｈｅｎ ｄｕｏ ｒｅｎ ｄｏｕ ｋａｎ － ｇｕｏ； Ａｉ Ｚａｉ Ｒｉｌｕｏ
Ｙｕｈｕｉ Ｓｈｉ ｈｅｎ ｄｕｏ ｒｅｎ ｙｅ ｄｏｕ ｋａｎ － ｇｕｏ

‘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ｎｓｅｔ， ｍａｎｙ ｐｅｏ⁃
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ｗｅｌｌ ’

Ｗｈ －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ａｎｓｗｅｒ （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４９） Ａ： 是哪部电影， 很多人都看过？
Ｓｈｉ ［ ｎａ － ｂｕ
ｂｅ

ｄｉａｎｙｉｎｇ］ ｉ ， ｈｅｎ

ｗｈｉｃｈ － Ｃｌ

ｍｏｖｉｅ

ｄｕｏ

ｒｅｎ

ｄｏｕ

ｋａｎ － ｇｕｏ

ｖｅｒｙ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ｌｌ

‘ Ｗｈｉｃｈ ｍｏｖｉｅ ｉ ｉｓ ｉｔ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ｉｔ ｉ ？’

ｔｉ ？

ｓｅｅ － Ｅｘｐ

Ｂ： ＃ 是 《 爱在黎明破晓前》 ， 很多人都看过； 也是 《 爱在日落余晖
时 》 ， 很多人也都看过。

＃ Ｓｈｉ Ａｉ Ｚａｉ Ｌｉｍｉｎｇ Ｐｏｘｉａｏ Ｑｉａｎ， ｈｅｎ ｄｕｏ ｒｅｎ ｄｏｕ ｋａｎ － ｇｕｏ； ｙｅ ｓｈｉ
Ａｉ Ｚａｉ Ｒｉｌｕｏ Ｙｕｈｕｉ

Ｓｈｉ， ｈｅｎ ｄｕｏ ｒｅｎ ｄｏｕ ｋａｎ － ｇｕｏ

（ ∗ ‘ Ｉｔ ｉ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Ｂｅ⁃
ｆｏｒｅ Ｓｕｎｓｅｔ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 ）

Ｃ： 是 《 爱在黎明破晓前》 ， 很多人都看过。

Ｓｈｉ Ａｉ Ｚａｉ Ｌｉｍｉｎｇ Ｐｏｘｉａｏ Ｑｉａｎ， ｈｅｎ ｄｕｏ ｒｅｎ ｄｏｕ ｋａｎ － ｇｕｏ
‘ Ｉｔ ｉ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ｎｒｉｓ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ｎ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４８Ａ） ｉｓ ａ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ｈｏｗ ａｎｙ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

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ｅｒｅａｓ （４９Ａ） ｉｓ ａ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ｉｔｙ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ｗｈ －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ｈ －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ａｙ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Ｐａｎ （２０１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 ｔｏｐｉｃ －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ｃｌｅｆｔ － 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ｖｅｒｙ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ａｎ ｅｐｉ⁃
ｓｏｄｉｃ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ｉｔｙ ｔｏ ｆｏｒｍ ａ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ｅ⁃

ｖａｎ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 ｃｆ ５０ － ５２ ｂ） ；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２３９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５０ － ５２ ａ） 
（５０） ａ 你的钥匙， 我在花园里找到了。
［ Ｎｉ － ｄｅ
ｙｏｕｒ

ｙａｏｓｈｉ］ ｊ ，

ｗｏ

ｋｅｙ

ｚａｉ

ｈｕａｙｕａｎ － ｌｉ

１Ｓｇ ａｔ

（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ｏｄａｏ

ｇａｒｄｅｎ － ｉｎ

ｆｉｎｄ

‘ Ｙｏｕｒ ｋｅｙ， Ｉ ｆｏｕｎｄ （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
ｂ ∗是你的钥匙， 我在花园里找到了。
∗ Ｓｈｉ
ｂｅ

［ ｎｉ － ｄｅ

ｙｏｕｒ

ｙａｏｓｈｉ］ ｊ ， ｗｏ

ｋｅｙ

１Ｓｇ

ａｔ

ｚａｉ

ｈｕａｙｕａｎ － ｌｉ

ｇａｒｄｅｎ － ｉｎ

（５１） ａ 词典 （ 呢） ， 她昨天买了。
（ ｎｅ） ，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ｏｐ

ｔａ２

３ＦＳｇ

Ｐｅｒｆ

（ Ｃｌｅｆｔ －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ｚｈａｏｄａｏ

ｆｉｎｄ

Ｐｅｒｆ

（ ‘ Ｉｔ ｗａｓ ｙｏｕｒ ｋｅｙ ｔｈａｔ Ｉ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ｒｄｅｎ ’ ）

Ｃｉｄｉａｎ ｊ

ｌｅ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ｌｅ

ｔｊ

ｔｊ

（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ｚｕｏｔｉａｎ

ｂｕｙ － Ｐｅｒｆ

ｍａｉ － ｌｅ

ｔｊ

‘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ｈｅ ｂｏｕｇｈｔ （ ｉｔ）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ｂ ∗是词典， 她昨天买了。
∗ Ｓｈｉ
ｂｅ

［ ｃｉｄｉａｎ］ ｊ ，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ａ２

（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ｚｕｏｔｉａｎ

３ＦＳｇ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 Ｉｔ ｗａｓ 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ｓｈｅ ｂｏｕｇｈｔ ’ ）
（５２） ａ 巴黎 （ 啊） ， 他去年去了。
Ｂａｌｉ ｊ

Ｐａｒｉｓ

（ ａ） ，

Ｔｏｐ

ｔａ１

３ＭＳｇ

ｂｕｙ － Ｐｅｒｆ

（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ｑｕｎｉａｎ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ｍａｉ － ｌｅ

ｇｏ － Ｐｅｒｆ

ｑｕ － ｌｅ

ｔｊ

（ ‘ Ａｓ ｆｏｒ Ｐａｒｉｓ， ｈｅ ｗｅｎｔ （ ｔｈｅｒｅ）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 ’ ）
ｂ ∗是巴黎， 他去年去了。
Ｓｈｉ Ｂａｌｉ ｊ ，

ｔａ１

ｂｅ Ｐａｒｉｓ ３ＭＳｇ

（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ｑｕｎｉａｎ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ｑｕ － ｌｅ

ｇｏ － Ｐｅｒｆ

（ ‘ Ｉｔ ｗａｓ Ｐａｒｉ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ｗｅｎｔ ｔｏ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 ’ ）

ｔｊ

ｔｊ

２４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ｈｅｎ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ｖｅｒｂ， ｓｕｃｈ ａｓｚｈａｏ ‘ ｌｏｏｋ ｆｏｒ’ ， ｍａｉ
‘ ｂｕｙ’ ｏｒ ｑｕ ‘ ｇｏ’ ， ｉｓ ｕｓｅｄ ａｌｏ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ｍａｒｋ⁃
ｅｒ 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ｅｎｃｏｄｅｓ ａｎ ｅｐｉｓｏｄｉｃ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ｉｔｙ （ ｃｆ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０２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

ｍａｎ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ｏｄｉｃａｌ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ｎ ｅｐｉｓｏｄ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ａｎｄ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ｎｅ， ｂａ ａｎｄ ａ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ｈｅａｄ Ｂｏｔｈ Ｔｏｐｉｃ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ｈｅａｄ ａｒ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ｎｙ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ｐ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ｆ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４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ｔｏ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ｄｏｕ ‘ ａｌ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 … ｄｏｕ ‘ ａｌｌ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ｃａｎ ｂｅ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５３）  Ｉ ｗｉｌｌ ｅｘｔｅｎｄ ｍｙ ｂｉ －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 ｄｏｕ ‘ ａｌ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 ＸＰ － ｆｏｃｕｓ］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Ｐ ｔｈａ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ｃＰ ｗｈｏｓｅ ｈｅａｄ ｉ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 ｃｆ ５４） 
（５３） 连这本书， 张三都看不懂。
[ ＦｏｃＰ [ ＴＰ ２ Ｌｉａｎ ｚｈｅ － ｂｅｎ
ｂｕ

ｄｏｎｇ ］ ］ ］ 

ｅｖｅｎ ｔｈｉｓ － Ｃｌ
（５４）

ｂｏｏｋ

ｓｈｕ］ ， [ Ｆｏｃ’ ［ Ｆｏｃ° Æ］ [ ＴＰ 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ｏｕ ｋ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ａｌｌ

ｒｅａｄ Ｎｅｇ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 Ｌｉｔ ） ‘ Ｅｖｅｎ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

２４１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ｆｏｃａｌｉｚｅ ａ Ｖ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 ＶＰ］ ｃａｎ ｂｅ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 ｏｆ ＦｏｃＰ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ＶＰ ｒ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ｌａｕｓｅ ｖｅｒｂ ｘｉｎｇ ‘ ｂｅ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ＶＰ ｒ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ｉｓ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 ｏｆ Ｔｏｐ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５５） 连看这本书， 张三都不行。
[ ＦｏｃＰ [ ＴＰ ２ Ｌ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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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ｎｇ］ ］ ］ 

ｓｈｕ］ ， [ Ｆｏｃ’ ［ Ｆｏｃ ° Æ］ [ ＴＰ 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ａｌｌ

Ｎｅｇ

‘ Ｅｖｅｎ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ｌｅｆ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ｈｉ ‘ ｂｅ’ ＋ ＸＰ］

ａｎｄ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 ＸＰ］  Ｆｉｒｓｔ，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ｍ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ｊｉｕ ‘ ｏｎｌｙ’ （ ｃｆ ５６） 
（５６） 就连看这本书， 张三都不行。
[ ＦｏｃＰ [ ＴＰ ２ Ｊｉｕ

ｌｉａｎ ｋａｎ ｚｈｅ － ｂｅｎ ｓｈｕ］ ， [ Ｆｏｃ’ ［ Ｆｏｃ ° Æ］ [ ＴＰ 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ｏ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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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ｏｋ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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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ｖｅｎ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

Ｎｅｇ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 ＸＰ］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 （５７） 

（５７） 就连看这本书 呢 ／ 吧， 张三都不行
[ ＦｏｃＰ [ ＡｔｔＰ [ ＴＰ ２ Ｊｉｕ ｌｉａｎ ｋａｎ ｚｈｅ － ｂｅｎ

ｓｈｕ］

[ Ｆｏｃ’ ［ Ｆｏｃ ° Æ］ [ ＴＰ 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ｕ

ｏｎｌｙ

ｅｖｅ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ｒｅａｄ

ａｌｌ

ｔｈｉｓ － Ｃｌ
Ｎｅｇ

ｂｏｏｋ

ｄｏｕ

ｃａｐａｂｌｅ

[ Ａｔｔ° ｎｅ ／ ｂａ］ ］ ，

ＳＦＰ

ｘｉｎｇ］ ］ ］ 

‘ Ｅｖｅｎ ｆｏｒ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ｓ ｎｏｔ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

２４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ｉｒ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 ＸＰ ｃａｎ ｂｅ ａ ｆｕｌｌ ＴＰ ｗｈｏｓ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ｈｏｓｔ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ｓ ｉｎ （５８）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ｎｆａｖ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 ＸＰ］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ａ⁃
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 ＴＰ ｉｒ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ｉｚｅｄ ＸＰ
（５８） 张三连打会儿游戏， 他爸爸都不准。
[ ＦｏｃＰ [ ＡｔｔＰ [ ＴＰ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ｅｖｅｎ

ｌｉａｎ

ｐｌａｙ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ｗｈｉｌｅ

[ Ｆｏｃ’ Ｆｏｃ ° Æ］ [ ＴＰ １ ｔａ
ｈｉｓ

ｄａｄ

ｄａ

ｂａｂａ

ａｌｌ

Ｎｅｇ

ｄｏｕ

ａｌｌｏｗ

ｈｕｉｒ

ｇａｍｅ
ｂｕ

ｙｏｕｘｉ］ ，
ｚｈｕｎ］ ］ ］ 

‘ Ｅｖｅｎ ｆｏｒ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ｔｏ ｐｌａｙ ｖｉｄｅｏ ｇａｍｅｓ ｆｏｒ ａ ｗｈｉｌｅ， ｈｉｓ ｆａｔｈｅｒ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 ’

Ａ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 ＸＰ］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ａ ｐｏｓｔ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ｒｅｖｅｒｂａｌ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ｉｎ （５９）  Ｉ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ｚｈｅ － ｂｅｎ ｓｈｕ ‘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ｐｏｓｔ － ｖｅｒｂａｌ ｂａｓｅ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ｊｏｉｎ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ｉｓ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ｃＰ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ｒａｉ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ｏｆ ＴＰ１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ｏｆ ＴｏｐＰ
（５９） 张三连这本书都看不懂。

[ ＴｏｐＰ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ｉ [ Ｔｏｐ’ ［ Ｔｏｐ° Æ］ [ ＦｏｃＰ [ ＴＰ ２ ｌ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 Ｆｏｃ’ ［ Ｆｏｃ ° Æ］ [ ＴＰ １ ｔ ｉ
（６０）

ｄｏｕ ｋａｎ
ａｌｌ

ｂｕ

ｒｅａｄ Ｎｅｇ

ｚｈｅ － ｂｅｎ

ｅｖｅｎ ｔｈｉｓ － Ｃｌ
ｄｏｎｇ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ｓｈｕ ｊ ］

ｂｏｏｋ

ｔｊ ］ ］ ］ ］ ］ 

‘ Ａｓ ｆｏｒ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ｅｖｅｎ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 ｈｅ） ｉｓ ｎｏｔ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２４３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５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 （ ｃｆ Ｇａｓｄｅ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１９９６， Ｂａｄａｎ ２００７， Ｐａｎ ２０１４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ｏｐＰ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ｏｒｄ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ｐＰ ａｎｄ ＦｏｃＰ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 ｆｏｃｉ ｃａｎ ｂ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ｏｐｉｃｓ

（６１） 连去菜场买个菜吧， 老王啊， 他都不会。
[ ＦｏｃＰ [ ＡｔｔＰ [ ＴＰ ２ ｌ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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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ｏｐＰ [ ＡｔｔＰ Ｌａｏ Ｗａｎｇ [ Ａｔｔ° ａ］ ］ [ Ｔｏｐ’ ［ Ｔｏｐ° Æ］
］］］］］ 

Ｌａｏ Ｗａｎｇ

ＳＦＰ

ｃａｉ］ [ Ａｔｔ° ｂａ］ ］ [ Ｆｏｃ’ ［ Ｆｏｃ°

[ ＴＰ １ ｔａ
ｈｅ

ａｌｌ

ｄｏｕ
Ｎｅｇ

ＳＦＰ
ｂｕ

ｈｕｉ

ｃａｎ

‘ Ｅｖｅｎ ｆｏｒ ｂｕｙ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Ｌａｏ Ｗａｎｇ， ｈｅ ｃａｎｎｏｔ （ ｄｏ
ｉｔ）  ’

（６２） 老王啊， 连去菜场买个菜吧， 他都不会。
[ ＴｏｐＰ [ ＡｔｔＰ Ｌａｏ Ｗａｎｇ [ Ａｔｔ° ａ ］ ］
ｃａｉｃｈａｎｇ

ｍａｉｇｅ
ｂｕｙ

Ｌａｏ Ｗａｎｇ

ｃａｉ］

Ｃｌ

[ Ｔｏｐ’ ［ Ｔｏｐ° Æ ］ [ ＦｏｃＰ [ ＡｔｔＰ [ ＴＰ ｌｉａｎ

ＳＦＰ

[ Ａｔｔ° ｂａ］ ］ [ Ｆｏｃ’ ［ Ｆｏｃ° Æ］ [ ＴＰ ｔａ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ＳＦＰ

ｄｏｕ

ｈｅ

ｅｖｅｎ

ｇｏ

ｑｕ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ｕ ｈｕｉ ］ ］ ］ ］ ］ 
ａｌｌ

Ｎｅｇ

ｃａｎ

‘ Ｌａｏ Ｗａｎｇ， ｅｖｅｎ ｆｏｒ ｂｕｙ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ｅ ｃａｎｎｏｔ （ ｄｏ
ｉｔ）  ’

Ｍｙ ｂｉ －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ｆｒｅｅ ｏｒｄ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 ｅ ＴｏｐＰ ａｎｄ ＦｏｃＰ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ｇｏｅｓ ｆｏｒ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 ５８ － ５９ ）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ｅｘ － ｓｉｔｕ ｆｏｃｉ
（６３） 昨天的比赛呢， 是姚明， 表现很不错。

２４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ＴｏｐＰ [ ＡｔｔＰ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Ｚｕｏｔｉａｎ

[ ＦｏｃＰ [ ＴＰ ２ ｓ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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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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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ｉｓａｉ

[ Ａｔｔ° ｎｅ］ ］ ， [ Ｔｏｐ’ ［ Ｔｏｐ° Æ］

Ｙａｏ Ｍｉｎｇ， [ Ｆｏｃ’ ［ Ｆｏｃ° Æ］ [ ＴＰ １ ｂｉａｏｘｉａｎ

Ｙａｏ Ｍ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ｖｅｒｙ

ｈｅｎ

ｂｕｃ⁃

ｎｏｔ ｂａｄ

‘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 ｏｆ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ｉｔ ｉｓ Ｙａｏ 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 ｈｉｓ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ｇｒｅａｔ！’

（６４） 是姚明， 昨天的比赛呢， 表现很不错。

[ ＦｏｃＰ [ ＴＰ ２ Ｓｈｉ Ｙａｏ Ｍｉｎｇ， [ Ｆｏｃ’ ［ Ｆｏｃ° Æ］ [ ＴｏｐＰ [ ＡｔｔＰ ｚｕｏｔｉａｎ ｄｅ ｂｉｓａｉ [ Ａｔｔ° ｎ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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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ｏ Ｍｉｎｇ

[ Ｔｏｐ’ ［ Ｔｏｐ° Æ］ [ ＴＰ １ ｂｉａｏｘｉａｎ

ｈｅ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ｖｅｒｙ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ＤＥ ｍａｔｃｈ

ｂｕｃｕｏ］ ］ ］ ］ ］

ＳＦＰ

ｎｏｔ ｂａｄ

（ Ｌｉｔ ） ‘ Ｉｔ ｉｓ Ｙａｏ 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ｃｈ ｏｆ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ｔｈａｔ （ ｈｉ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ｇｒｅａｔ！’

６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 ｂｉ －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ｘ － ｓｉｔｕ ｃｌｅｆｔ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ｓｈｉ ‘ ｂｅ’ ｉｓ ｎｏ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ａ ｆｏｃｕｓ ｍａｒｋｅｒ

ｂｕｔ ａｓ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ｖｅｒ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ｈｉ ‘ ｂｅ’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ｅｆ⁃

ｔｅｄ ｆｏｃｕｓ ＴＰ [ｓｈｉ ‘ ｂｅ’ ＋ ＸＰ］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ｃＰ ｗｈｏｓｅ

ｈｅａｄ ｔａｋｅｓ ａ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Ｓｐｅｃ ｏｆ ＦｏｃＰ ｃａｎ ｈｏ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ＸＰｓ， ｉ ｅ ＤＰ， ＴＰ ｏｒ ｅｖｅｎ ＣＰ Ｉ ｔｈｅ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ｓｕｃｈ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ｔｏｐ⁃

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ｂｙ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ｎｅ ｏｒ ｂ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
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ｎ Ａｔｔ （ｉｔｕｄｅ） Ｐ ａｎｄ ｔａｋｅ ａ ＴＰ 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ｔ⁃

ｔＰ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Ｐ Ｉ ａｌｓｏ ｅｘｔｅｎｄ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ｏ ｌｉａｎ
‘ｅｖｅｎ’ …ｄｏｕ ‘ ａｌｌ’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ｂｙ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ｅｘ － ｓｉｔｕ [ｌｉａｎ ‘ ｅｖｅｎ’ ＋

ＸＰ］ ｉ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ａ ＴＰ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ｅｒｇｅ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ｏ
ｆｏｒｍ ａｎ ＡｔｔＰ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ｐＰ ａｎｄ ＦｏｃＰ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ｆｒｅｅ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５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ａｄａｎ， Ｌｉｎｄａ （２００７）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ｗ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ｔａｌ⁃
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à ｄｅｇｌｉ Ｓｔｕｄｉ ｄｉ Ｐａｄｏｖａ

Ｂｏｅｃｋｘ， Ｃｅｄｒｉｃ （２００８）  Ｂａｒ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ｅｎｇ， Ｌｉｓａ Ｌ － Ｓ （２００８ ）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ｓｈì … ｄ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ｕｍｅ ２５， Ｉｓｓｕｅ ３ － ４， ｐ ２３５ – ２６６

Ｃｈｅｕｎｇ， Ｃ － Ｈ Ｃａｎｄｉｃｅ （ ２００８ ）  Ｗｈ －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
ｔｉｏｎ， ＵＳＣ

Ｃｈｅｕｎｇ， Ｃ － Ｈ Ｃａｎｄｉｃｅ （ ２０１４ ）  Ｗｈ －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２３ （４） ： ３９３ － ４３１

Ｃｉｎｑｕｅ，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 １９９９ ）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Ｇａｓｄｅ， Ｈｏｒｓｔ － Ｄｉｅｔｅｒ ＆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Ｐａｕｌ （１９９６）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ｏｐｉｃ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４， ２：

２６３ － ２９４

Ｈｕａｎｇ，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１９８２）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Ｈｕａｎｇ， Ｃ － Ｔ Ｊａｍｅｓ， Ｙ － Ｈ Ａｕｄｒｅｙ Ｌｉ ＆ Ｙａｆｅｉ Ｌｉ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Ｌü， Ｓｈｕｘｉａｎｇ （ ｅｄ ） （２０００）  Ｘｉａｎｄａｉ ｈａｎｙｕ ｂａｂａｉｃｉ ［８００ ｗｏｒｄｓ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ｈａｎｇｗｕ ｙｉｎｓｈｕｇｕａｎ

Ｐａｎ， Ｖｉｃｔｏｒ Ｊｕｎｎａｎ （２０１１）  ＡＴＢ － ｔｏｐ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７ （ １ － ２ ） ，
ｐ ２３１ － ２７２

Ｐａｎ， Ｖｉｃｔｏｒ Ｊｕｎｎａｎ （２０１４）  Ｗｈ － ｅｘ － ｓｉｔ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ｐｌｉｔ ＣＰ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９ （３ － ４ ） ，
ｐ ３７１ － ４１３

Ｐａｎ， Ｖｉｃｔｏｒ Ｊｕｎｎａｎ （２０１５ａ）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ａｌｓ ａｔ Ｓｙｎｔａｘ －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２， Ｉｓｓｕｅ ４， ｐ ８１９ － ８６８

Ｐａｎ， Ｖｉｃｔｏｒ Ｊｕｎｎａｎ （２０１５ｂ）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ｎｅｓｓ ｉｎ Ｓｐｏｋ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ａｎｓ Ｍ Ｍ Ｊ Ｆｅｒｎａｎｄｅｚ － Ｖｅｓｔ ＆ Ｒ Ｄ Ｖａｎ Ｖａｌｉｎ Ｊｒ

２４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ｅｄｓ ）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ｐｏｋ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ａ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ｐ １９１ － ２１０

Ｐａｎ， Ｖｉｃｔｏｒ Ｊｕｎｎａｎ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Ｐａｕｌ （２０１６）  Ｗｈ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ＦＰｓ ａｒｅ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ｎｏｒ ｄｉｓｊｕｎｃｔｏｒｓ， Ｌｉｎｇｕａ， Ｖｏｌｕｍｅ １７０ Ｃ， ｐ ２３ － ３４

Ｐａｒｉｓ， Ｍａｒｉｅ － Ｃｌａｕｄｅ （１９７９）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Ｍｏｒ⁃

ｐｈｅｍｅ 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 ｓｈｉ … ｄｅ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é Ｐａｒｉｓ ７，
Ｄéｐａｒｔ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ｓ

Ｐａｕｌ，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２００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ｏｐｉｃ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 ｐｒｅｐｏｓｉｎｇ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 （４） ： ６９５ － ７１４

Ｐａｕｌ，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２００５）  Ｌｏｗ ＩＰ ａｒｅａ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ｑｕｅｓ ｄｅ Ｖｉｎｃｅｎｎｅｓ ｖｏｌ ３３： １１１ － １３４

Ｐａｕｌ，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 ２０１４ ）  Ｗｈｙ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ｓ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ａ ｓｐｌｉｔ ＣＰ Ｓｔｕｄｉ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 ６８ （１） ： ７７ –

１１５

Ｐａｕｌ，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２０１５）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ｓ ２７１］  Ｂｅｒｌｉ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Ｍｏｕｔｏｎ

Ｐａｕｌ，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 Ｊｏｈｎ Ｗｈｉｔｍａｎ （ ２００８ ）  Ｓｈｉ … ｄｅ ｆｏｃｕｓ ｃｌｅｆ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
ｒ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５， Ｉｓｓｕｅ ３ － ４， ｐ ４１３ － ４５１

Ｐａｕｌ， Ｗａｌｔｒａｕｄ ＆ Ｖｉｃｔｏｒ Ｊｕｎｎａｎ Ｐａｎ （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ｓｅｅ ｉｓ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ｇｅ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ｓ ｈｅａｄ －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Ｊ Ｂａｙｅｒ ＆ Ｖ Ｓｔｒｕｃｋｍｅｉｅｒ （ ｅｄｓ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ｈｅ Ａｒｂｅｉｔｅｎ ]， Ｂｅｒｌｉｎ ：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Ｌｉｌｉａｎｅ Ｈａｅｇｅ⁃
ｍａｎ， ｅｄ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Ｋｌｕｗｅｒ， ２８１ － ３３７

Ｔａｎｇ， Ｔｉｎｇ － ｃｈｉ （１９８３ ）  Ｇｕｏｙｕ ｄｅ ｊｉａｏｄｉａｎ ｊｉｅｇｏｕ： ｆｅｎｌｉｅｊｕ， ｆｅｎｌｉｅ ｂｉａｎｊｕ
ｙｕ ｚｈｕｎ ｆｅｎｌｉｅｊｕ ［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ｅｆ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ｐｓｅｕｄｏ － ｃｌｅｆ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ｅ ａｎｄ ｓｃｏｐｅ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ｉｎｇ － ｃｈｉ Ｔａｎｇ，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Ｃ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Ｙｉｎｇ － ｃｈｅ Ｌｉ
（ ｅｄｓ ） ， １２７ － ２２６ Ｔａｉｐｅｉ：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ｂｏｏｋ Ｃｏ

Ｔｅｎｇ， Ｓｈｏｕ － Ｈｓｉｎ （１９７９）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ｎ Ｃｌｅｆ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４７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７， １： １０１ － １１４

Ｔｓａｉ， Ｗｅｉ － Ｔｉａｎ Ｄｙｌａｎ （２００４ ）  Ｔａｎｚｈｉ ｙｕ ｌｉａｎ ｄｅ ｘｉｎｇｓｈｉ ｙｕｙｉ ［ Ｏ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ｏｆ ｚｈｉ ａｎｄ ｌｉａｎ］  Ｚｈｏｎｇｇｕｏ Ｙｕｗｅｎ ２００４， Ｎ° ２： ９９ － １１１

Ｘｕ， Ｌｉｅｊｉｏｎｇ （ ２００４ ）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Ｌｉｎｇｕａ， Ｖｏｌ⁃
ｕｍｅ１１４ （３） ： ２７７ － ２９９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Ｍａｒｉａ Ｌｕｉｓａ ＆ Ｊｅａｎ － Ｒｏｇｅｒ Ｖｅｒｇｎａｕｄ （２００６）  Ｐｈｒａｓ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ｘ Ｉ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ｖｅｒａｅｒｔ ａｎｄ Ｈｅｎｋ ｖａｎ Ｒｉｅｍｓｄｉｊｋ （ ｅｄｓ ） ，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ｓｙｎｔａｘ， ｖｏｌ ＩＩＩ， ５２２ － ５６８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ｕ Ｘｕｈｕｉ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ｗｏ ｐｏｌａｒｉ⁃

ｔｙ ｈｅａｄｓ ｉ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ｙｉｅｌ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ｗｈ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ｌｙ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 ｗｈｉｌｅ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 ｐｕｒｅ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ａ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Ｑ ｈ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Ｙｉｘ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 ｐｕｒｅ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ｉｔｏｎｓ，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ｅｘｉｓｔｓ ｉｎ ａｌｍｏｓｔ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ａｎ⁃

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 ｃｆ Ｋｒａｍｅｒ ＆
Ｒａｗｌｉｎｓ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ｉｌｌｕｓ⁃
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ｓｗｅｒｓ：

（１） Ｑ： Ａｒｅ ｙｏｕ ｎｏｔ ｔｉｒｅｄ？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４９

Ａ： Ｎｏ， Ｉ’ ｍ ｎｏｔ ｔｉｒｅｄ
（２） Ｑ： Ｄｏｅｓ ｈｅ ｎｏｔ ｄｒｉｎｋ ｃｏｆｆｅｅ？
Ａ： Ｙｅｓ， ｈｅ ｄｏｅｓ

（３） Ｑ： Ｋａｒｅ － ｗａ ｋｏｏｈｉｉ － ｏ
ｈｅ － ＴＯＰ

ｎｏｍａ ｎａｉ ｎｏ？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ｏｆｆｅｅ － ＡＣＣ ｄｒｉｎｋ ＮＥＧ Ｑ

‘ Ｄｏｅｓ ｈｅ ｎｏｔ ｄｒｉｎｋ ｃｏｆｆｅｅ？’
Ａ： Ｕｕｎ， ｎｏｍｕ ｙｏ
ｎｏｄｒｉｎｋ

ＰＲＴ

（ Ｌｉｔ ） ‘ Ｎｏ， ｈｅ ｄｒｉｎｋｓ （ ｃｏｆｆｅｅ）  ’
（４） Ｑ： Ｋｉｍｉ ｔｕｋａｒｅｔｅ ｎａｉ？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ｙｏｕ

ｔｉｒｅｄ

ＮＥＧ

‘ Ａｒｅ ｙｏｕ ｎｏｔ ｔｉｒｅｄ？’

Ａ： Ｕｎ， ｔｕｋａｒｅｔｅ ｎａｉ
ｙｅｓ ｔｉｒｅｄ

ＮＥＧ

（ Ｌｉｔ ） ‘ Ｙｅｓ， Ｉ’ ｍ ｎｏｔ ｔｉｒｅｄ ’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ｎｅｕ⁃

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ｗｈｉｌｅ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

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 （３） ，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 （４ ）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１） ａｎｄ （２ ）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 ３ ） ａｎｄ （ ４ ） ａｒｅ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５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 Ｉ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 ｉｓ ｌｏｗ，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ｃｏｐｅｄ

ｏｖ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ｗ ｕｐ；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ｗ ｕｐ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ｂｅ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ｓ ａ ｌｏｗ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ｐｏｓｓ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ｍａｎ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ｙｅｓ ａｎｄ ｎｏ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ｈｏｗｅｖ⁃
ｅｒ，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ｅｅｍ ｔｏ ｂｅ ｔｒｕｅ：

（５） 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ｕ ｘｉｈｕａｎ ｙｕｙａｎｘｕｅ ｍａ①？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

‘ Ｄｏ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 １： Ｓｈｉ②２ｄｅ③３
ＹｅｓＤＥ

（ 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２： Ｘｉｈｕａｎｄｅ
Ｌｉｋｅ ＤＥ

（ 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

ｄｏｐｔｉｎｇ ａ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①
②
③

Ｍａ ｉｓ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２ Ｔｈｅ ｅｘａｃｔ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ｉ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３ Ｄｅ ｉｓ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ｉｔｈ ｍｕｌｔｉ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ｕｓｅ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ｕｓ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ｔ ｈ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５１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ｌｉｋｅｂｕ （ ｎｏ） ｏｒ ｂｕ ｓｈｉ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ｍｏ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ｊｕｓｔ ｔａｋ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ｎ Ａ２ ｉｎ （５）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ｎ Ａ２，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ｒｍ⁃
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ｘｉｈｕａｎｙｕｙａｎｘｕｅｍ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ｌｉｋｅ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ＭＡ？

‘ Ｄｏ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 Ｘｉｈｕａｎ 
Ｌｉｋｅ

‘ Ｙｅｓ， ｈｅ ｄｏｅｓ ’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 ｎｏｔ ｙｅｔ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ｉ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１） ， ｔｈｅｎ ｔｏ ｃｏｎ⁃

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ｕｓｅｄ， ａ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

ｔｅｍ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ｉｓ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ａｆ⁃

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６） ，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Ａ２ ｉｎ （５）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ｕ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ｉｓｓｕ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ｙｅｓ ／ ｎｏ ｔｙｐ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ｓｕｃ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ｈｉ ａｎｄ ｂｕ ｓｈｉ）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ｌｉｋｅ ‘ ｙｅｓ’ ａｎｄ ‘ ｎｏ’ ａ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２５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 ｕｎｖａｌｕｅｄ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ｕＰｏｌ ］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ｓｕｃ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 ｕ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７） Ｑ： Ｄｏｅｓ Ｊｏｈｎ ｌｉｖｅ ｉ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Ｙ１： Ｙｅｓ， ｈｅ ｄｏｅｓ

Ｙ２： Ｎｏ， ｈｅ ｄｏｅｓｎ’ 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ｉ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ｏｌｌｏｗ⁃

ｉｎｇ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 ｕ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ｆｉｎｅ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８） 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ｘｉｈｕａｎ ｙｕｙａｎｘｕｅ ｍ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

‘ Ｄｏ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Ｙ１： ∗ｓｈｉｄｅ
ＹｅｓＤＥ

Ｙ２： Ｘｉｈｕａｎ
Ｌｉｋｅ

‘ Ｙｅｓ， ｈｅ ｄｏｅｓ ’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ｐｕｚｚｌｉｎｇ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ｎｅｅｄ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ｔｓ ｐｏｓ⁃

ｓｉ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ｃｋ，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ｅｄ， ｏｒ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ａ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 ｒｅｌ⁃
ｅｖ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ｕｚｚ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ｅｇ⁃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５３

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
ｅ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ａ ｎｅｗ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ｔｈ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ｔｈｅ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ｏｆｔ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ｉ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ｇａｔｅｄ
ｆｏｒｍ ｂｕ ｓｈｉ ａ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９） 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ｂｕ ｘｉｈｕａｎ ｙｕｙａｎｘｕｅ ｍ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

‘ Ｄｏ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１： Ｓｈｉｄｅ

ＹｅｓＤＥ

‘ Ｎｏ， ｈｅ ｄｏｅｓｎ’ ｔ ’
Ａ２： Ｂｕｓｈｉｄｅ

ＮｏｔｙｅｓＤＥ

‘ Ｙｅｓ， ｈｅ ｄｏｅｓ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ａｄｏｐ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
ｐ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 ｎｅｇａｔｏｒ ＋
Ｖ’ ｃｈｕｎｋ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２５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０） 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ｕ ｘｉｈｕａｎ ｙｕｙａｎｘｕｅ ｍ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

‘ Ｄｏ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１： Ｘｉｈｕａｎ
Ｌｉｋｅ

‘ Ｙｅｓ， ｈｅ ｄｏｅｓ’
Ａ２： Ｂｕ ｘｉｈｕａｎ
Ｎｏｔｌｉｋｅ

‘ Ｎｏ， ｈｅ ｄｏｅｓｎ’ ｔ ’
Ｔｈｅ ｒｅｐｅａ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ａｎ⁃
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ｌ⁃
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ｏｎｅ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
ｔｉｖｅ：

（１１） 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ｘｉｈｕａｎ ｙｕｙａｎｘｕｅ ｍ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

‘ Ｄｏ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１： Ｘｉｈｕａｎ
Ｌｉｋｅ

‘ Ｙｅｓ， ｈｅ ｄｏｅｓ ’
Ａ２： Ｂｕ ｘｉｈｕａｎ
Ｎｏｔｌｉｋｅ

‘ Ｎｏ， ｈｅ ｄｏｅｓｎ’ ｔ ’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ｎ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ｇｎ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５５

ｓｗｅｒｓ， 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 ／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ｔｈａｔ ｕｎｌｉｋ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ｅｒｅｉｎｙｅｓ ａｎｄ ｎｏ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ｉ ａｎｄ ｂｕ ｓｈｉ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ｉ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１２） 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ｘｉｈｕａｎ ｙｕｙａｎｘｕｅ ｍ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

‘ Ｄｏ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１： ∗Ｓｈｉｄｅ
ＹｅｓＤ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Ｙｅｓ， ｈｅ ｄｏｅｓ ’
Ａ２： ∗Ｂｕ ｓｈｉ
Ｎｏｔｙｅ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Ｎｏ， ｈｅ ｄｏｅｓｎ’ ｔ ’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ｓｈｉ ａｎｄ ｂｕ ｓｈｉ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ｏｓｔ ｃａ⁃
ｓｅｓ， ｔｗ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ｉｔｕ⁃
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ｉｓ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１３） 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ｈｅｎ ｘｉｈｕａｎ ｙｕｙａｎｘｕｅ ｍ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ｖｅｒｙ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ＭＡ？

‘ Ｄｏ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Ａ１： Ｓｈｉｄｅ

ＹｅｓＤＥ

‘ Ｙｅｓ， ｈｅ ｄｏｅｓ ’

２５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２： Ｂｕ ｓｈｉ

Ｎｏｔｙｅｓ

‘ Ｎｏ， ｈｅ ｄｏｅｓｎ’ ｔ ’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ｈｅｎ ｉｓ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ｓｈｉ ｏｒ ｂｕ ｓｈｉ，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ｓｅｓｈｉ ａｎｄ ｂｕ ｓｈｉ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ａ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ｍａ
（１４） 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ｘｉｈｕａｎ ｙｕｙａｎｘｕ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ｖｅｒｙ

ａ？

ｌｉｋ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Ａ？

‘ Ｄｏ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Ａ１： Ｓｈｉｄｅ

ＹｅｓＤＥ

‘ Ｙｅｓ， ｈｅ ｄｏｅｓ ’
Ａ２： Ｂｕ ｓｈｉ
Ｎｏｔ

ｙｅｓ

‘ Ｎｏ， ｈｅ ｄｏｅｓｎ’ ｔ ’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ａ ｉｓ ｎｏｔ ａ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ｍａｒｋｅｒ， ｂｕ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ｉｔｕｄ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ｉｎ ｆａｃｔ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ｈｏｌｄｓ
ａ ｂｅｌｉｅｆ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ｖｅｒｙ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ｄ ａｔ ｆａｃｔ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ｈｅ ａｓｋ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ｊｕｓｔ ｔｏ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ｉｓ ｆａｃｔ

Ｗｈｅｎ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ｓｓｕｅ ｗｏｒｔｈ ｍｅｎｔｉｏｎ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ｉ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ｆ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ｂａｒｅ ｙｅｓ ｏｒ ｎｏ，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５７

（１５） Ｑ： Ｉｓ Ｊｏｈｎ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ｄａｙ？
Ａ： ｙｅｓ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 Ｊｏｈｎ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ｏｒ ａｎ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ｉｎｆｅｌｉｃｉ⁃
ｔｏｕｓ ａｎｓｗｅｒ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６） Ｑ：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ｊｉｎｔｉａｎ ｂｕ ｌａｉ

ｍ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ｔｏｄａｙ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ＭＡ？

‘ Ｉ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ｄａｙ？’
Ａ： Ｓｈｉｄｅ

ＹｅｓＤＥ

‘ Ｎｏ， ｈｅ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ｓｅｄ ｓｏ ｆａｒ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ｂ Ｗｈａ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ｓ？

ｃ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３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ｆ ｓｏ，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 Ａ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ｓ：

ａ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ｂ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ｂｅ ｉ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

２５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７） ［ Ｑ

［ ｘ

Ｆｏｃ

［ ＩＰ    ｘ    ］ ］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ｘ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 ｆｒｅ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ｓ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 Ｓｐｅｃ Ｆｏｃ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ｅｔ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Ｑ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Ｐ ｅｎｃｏｄｅｓ ａ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ｐｏ⁃

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ｉｎ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ａｋｅｓ ａｎ ｕｎｖａｌｕｅｄ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ｕＰｏｌ］ ，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ｅｓ ｔａｓｋ ｉ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ｅ ｃ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１８）

（１８）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Ｉｓ Ｊｏｈｎ ｃｏｍ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 Ｐｏｌ） ｉ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ａ ｈｉｇｈ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Ｐ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ｈｅａｄ， ｂｕｔ ｈｅ ｄｏｅｓ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Ｐ，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ｎ ｂｅ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Ｔ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ｍｏｖｅｄ ｔｏ ［ Ｓｐｅｃ Ｐｏ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ｗｅ ｓｔｉｌｌ ｔｅｒｍ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Ｐ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Ｐ，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Ｆｏｃｕｓ ｈｅａｄ （ Ｆｏｃ）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ＣＰ，
ｉ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ｅｎｃｏ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 ｕ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ｔｈｉ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 ｕＰｏｌ］ ｉｓ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 Ｓｐｅｃ ＦｏｃＰ］ ，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Ｑ ｈｅａｄ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ｅｒｇｅｄ， ｒｅｑｕ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 ｕ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ｙｅｓ ｏｒ ｎｏ， ｉ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 Ｓｐｅｃ Ｆｏｃ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 ｕ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５９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ｅｎ⁃

ｔｒ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 ｆｕｌｌ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Ｐ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ｅｘｃｅｐ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 ｕＰｏｌ］ ｆｅａ⁃

ｔｕｒｅ ｉｓ ｖａｌｕ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 ＴＰ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ｓ ｅｌ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９）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 ＋ Ｐｏｌ］ ，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ｅｎｃｏｄｅｄ ｂｙ ＩＰ ｉｎ （１９）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ｉ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ｉｓ ｔｒｕｅ Ｔｈｉｓ ＩＰ ｉｓ ｅｌ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ａｓｓｕ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ｎ ＩＰ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ｔｗｏ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 ｌｏｗ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Ｖ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 ｍｉｄｄｌ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① ａｂｏｖｅ ｖＰ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ｅ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２０）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ｕｔｈ ｂａ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①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ｔｈｉｒ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ｈｅｒｅ

２６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ｉｓ
ｈｉｇｈ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 － Ｐｏｌ］ ｔｏ ｔｈｅ ［ ｕ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ｍｓ ａ ｃｈ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ｎｏ Ｗ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ｔｅ ｗｏｒｔｈｙ 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ｓｕｃｈ ａ ｈｉｇｈ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ｎｏ ｈａｓ ａ ｖａｌｕｅ ｏｆ ［ －

Ｐｏｌ］ ， ｉｔ ｈａｓ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ｍ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ｏｒｄ ｃｈａｉ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２１） Ｑ： Ｉｓ Ｊｏｈｎ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Ｎｏ （ ‘ Ｊｏｈｎ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ｎ （２１） ，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ｏ， ｗｉｔｈ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ｍ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ｓ ｄｅ⁃

ｒｉｖｅｄ ｌｉｋｅ ｔｈｉ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ｉ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ｄｄｉｎｇ ｏｆ ｎｏ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ｎｏ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ｆｏｒｍ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ｏｒ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ｔ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ｉｎ ａ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ｓｓｉｇｎ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ｐａｒ⁃

ｔｉｃｌｅ ｌｉｋｅｎｏ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ｎｅ⁃
ｇａｔｉｏｎ， ｉ 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２２） Ｑ： Ｉｓ Ｊｏｈｎ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Ａ： Ｎｏ （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

ＣＰ

［ ｎｏ － Ｐｏｌ ］ Ｆｏｃ ［ ＴＰ Ｊｏｈｎ ［ ｉｓ， － Ｐｏｌ ］ ［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 ＶＰ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 ］ ］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６１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ｎｏｔ ｉｓ ｉｎ ａ ｌｏｗ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ｂ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ｂｅ⁃

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ｏ ｉ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ａ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ｂ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Ｗｈｅｎ
ｎｏ ｉ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ａｔ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ｏｒ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ｎ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ｓ ｉ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ｈｅｌｄ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ｙｅｓ ａｎｄ ｎｏ ｐａｒ⁃

ｔｉｃｌｅｓ ｔａｋ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ａｌｓｏ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ｏ （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ｖｅｒｙ ｏｄｄ ｔｏ ｓａｙ ｎｏ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ｎｅｇａ⁃

ｔｉｖ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ｔｅｍ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ｃｆ Ｍａｎｒａｎｔｚ １９９７； Ｂｏｒｅｒ ２００５ａ， ｂ，

２０１３） ．

４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 １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 （ ［ ｕＰｏｌ］ ） ｔｏ ｂ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ｗｅ ａｓ⁃
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ｈｏｌｄ ｔｈｅ ［ ｕ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ｖＰ （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Ｐ ａｎｄ ｖ）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ａｂｏｖｅ ｖＰ，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Ｐ ａｎｄ Ｔ①５：
（２３）

①

５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ｍｉｇｈｔ ｅｖｅｎ ｂ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 ａｓ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Ｚｅｉｊｌｓｔｒａ （２００４ ） ， Ｅｒｎｓｔ

（２００２） ， Ｓｖｅｎｏｎｉｕｓ （２００１） ， ａｎｄ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ｅ ｊｕｓｔ ｐｌａｃｅ ｉｔ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 ａｎｄ ｖＰ，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ａｂｏｖｅ Ｔ ｆｏｒ
ｏｕ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

２６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Ｌａｋａ （１９９０） ，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ａｎｙ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ｈｏｌｄ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 ｌｉｋ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ｎｏｔ） ｉｓ ａ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 （ ｃｆ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 ， ｗｅ ａｒ⁃

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ａ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ｕＰｏｌ］  Ｉｎ
ａ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ｈｉｓ ［ ｕ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ａ ｖａｌｕ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ｃａｌｌ ［ － ｉ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ａｎｄ ［ ＋ ｉ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ａ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 ＋ ｉＰｏｌ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ｎｏ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３） ，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ｗｏ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ｉｎ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 ａ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ｓ ｔｈｕｓ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Ｐｈｒａｓｅ （ ＦｏｃＰ）  Ｓｅｃｏｎｄ， ａｎ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Ｑ ｅｎｃｏｄｅｓ ａ
ｒｅｑｕｅ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ｅｎｃｏ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ａ⁃

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ｕ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ｎｅ ｉｎ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ｈａ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ｓ ｔｏ ｓｐｅｃｉｆｙ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
ｔｕｒｅ， ｔｏ ｂｅ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ｉｎ ［ Ｓｐｅｃ ＦｏｃＰ］ ：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６３

（２４）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Ｑ ａｎｄ Ｆｏｃ ｈｅａｄｓ ａｒｅ
ｂｏ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Ｐ ｄｏｍａｉｎ （ ｃｆ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ｗｏ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Ｐ ｄｏｍａｉｎ， ｗｅ ｄｏ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ｂｏｔｈ ａｒ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ｗ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ｓｐｅｃｉｆ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ｃｌａｉ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ｐｏ⁃

ｌａｒｉｔｙ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ｈｅａｄ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ｉｎ ａ

ＴＰ，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ｓ Ｗｅ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ｅｑｕａｌ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ａ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

ｄｉｔｉｏｎ ｅｎｄｏｒｓｅｄ ｂｙ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 （ １９６９， １９７２ ） ， Ｌａｓｎｉｋ （ １９７５ ） ， Ａｃｑｕａｖｉｖａ
（１９９７ ） ，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ｉ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ｔｅｒｍｓ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ｉｎｃｅ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ｃａｎ ｉｎ⁃

ｖｏｌｖ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ｔ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４ ２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ｒｅ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ａｔ ｓｕｃ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ｅ⁃

２６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ｉｖｅｄ ｖｉａ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ａ Ｑ ｈｅ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ｏｆ

ＣＰ Ｌｅｔｓ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５） Ｑ： Ｉｓ Ｊｏｈｎ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Ａ１： Ｙｅｓ （ Ｈｅ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Ａ２： Ｎｏ （ Ｈｅ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ｍ， 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ｄ ｔｏ ｊｕｄｇ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ｎｏｔ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ｏｒ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ｂｏｔｈ ａｒ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ｆ ｗｅ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ｓｗｅｒ， Ａ１， 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ｓ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Ｐ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ｓ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ｓ ｖａｌｕｅｄ，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２６）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ｐｅ ｏｆ Ｐｏｌ ｉｎ ［ Ｓｐｅｃ ＦｏｃＰ］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ｔ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ｎ ｂｅ ｓ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

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ａ ｃｌａｓｈ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ｙｅ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ｔｓｅｌｆ ａｌ⁃

ｒｅａｄｙ ｈ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 ｖａｌｕ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ｈｉ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６５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ｒｕｌｅｓ 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ｎ⁃
ｓｗｅｒ ｙｅｓ， 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ｇｅ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ｉ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Ｐｏ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 Ｓｐｅｃ ＦｏｃＰ］ ｔｏ ｂｅ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ｔｗｏ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ａｔｎｏｔ 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ｅｎ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ｙｅ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ｎｏｔ Ｓｏ ｎｏ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ａｔｎｏｔ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ｖａｒ⁃
ｉ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 Ｓｐｅｃ Ｆｏ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Ａ ｎｕｌｌ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ａ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

ｂｏｖｅ， ｆｏｒ ｎｏｎ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ａ ｎｕｌｌ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ｕｎｖａｌｕｅｄ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 Ｓｐｅｃ Ｆｏ⁃

ｃ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ａ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ｖａｌｕ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２７）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ｃｏｐｅｄ

ｏｖ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Σ ｈｅａｄ （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ｉｓ ｔｒｕｅ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２６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ｅ ｆｏｌｌｏｗ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ｗｈｙ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Ｐ ｃａｎ ｂｅ ｅｌ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２８）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α ｃａｎ ｂｅ ｅｌｉｄｅｄ ｉｆ ｉｔ ｈａｓ 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ｔｅ⁃
ｃｅｄ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ｗｉｔｈ α ａｔ ＬＦ， ｕｐ ｔｏ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２０１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ｉｎ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Ｐ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ｙｅｓ ｉｎ （２５）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ＴＰ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ｕｐ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Ｐ ｉｓ ｎｏｔ ｓｐｅ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Ｉｆ ｉｔ ｉｓ
ｓｐｅｌｌｅｄ ｏｕ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Ｊｏｈｎ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ａｒｉｓ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ｎｏ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ｄｅ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 ［ Ｓｐｅｃ Ｆｏｃ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ｗ 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ｆ ｉｔ ｉｓ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ｎｏ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ｅｎｔ ｔｏ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 ｕ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２９）

Ｂｕｔ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ｆａｃ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ｏｕｒ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 ［ Ｓｐｅｃ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６７

Ｆｏｃ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ｗ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 ｔｒｅｅ：
（３０）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ｎ ［ Ｓｐｅｃ ＦｏｃＰ］ ｉｓ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 ［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ｎｏ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ｈｅａ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ｏ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ｎ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ｈｅ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Ｎｏｗ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ｈｙ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３０） ｉｓ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２９ ） ｉｓ ｎｏｔ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ｉｎｇｓ ｂｅｉｎｇ ｅｑｕａｌ， ｉｆ ｅｉｔｈｅｒ ａ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ｖｅｒｔ ｏｒ ａ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ｏ⁃

ｖｅｒｔ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ｔ ｉｓ ａｎ ａｇｒｅｅｄ ｗｉｓｄｏｍ ｔｈａｔ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ｅｍｐｔ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ｏｓｅ ａｎｙ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 Ｗｈａｔ ｗｅ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ｅ 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ｗｏ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ｒｅ ｅｑｕａｌｌｙ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ｏｖｅｒ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

２６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ｌｅ ｏｆ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０５）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ｒ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ｌｉｋｅ （２５） ，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ｃａ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ｂ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ｍａｒ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ｎｏｔ， ｔｈｉｓ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ｃ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ａｓ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９ ） ，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ｖｉｏｌａｔｅ ａｎ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ｓ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ｈｅｎ， ｉｆ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ｔ
ｌｏｗｅｒ ｈｅａｄ ｉｓ ｒｕｌ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Ｔｈｉｓ ｉｓ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ｗｅ 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ｅｄ ｉｎ （２７）  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ａｓｅ， ａ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ｈｅａｄ ｉｓ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ｙ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ｈｅａｄ ｃｌａｓｈｅ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ａｓｈ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ｏｗ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ｗｈｙ ｗｈｅｎｎｏｔ ｉｓ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ｉｎ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ｉｌｌ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３１） Ｑ： Ｄｏｅｓ Ｊｏｈｎ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Ａ１： Ｙｅｓ （ Ｊｏｈｎ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ｔｏ ｗｏｒｋ ）

Ａ２： Ｎｏ （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ｒｕｅ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Ｊｏｈ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ｔｏ ｗｏｒｋ ）
Ｏｕ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ｏ －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ｃｆ Ｐａｒｓｏｎｓ １９９０ ） ，
ｗｈｉｃｈ ｔｒｅａｔｓ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ｏｆ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ｅ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ｓ ａ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３２） Ｂｒｕｔｕｓ ｓｔａｂｂｅｄ Ｃａｅｓ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ｗｉｔｈ ａ ｋｎｉｆｅ

∃ｅ ［ Ｓｔａｂ （ ｅ） ＆ ＆ Ａｇｅｎｔ （ ｅ， Ｂｒｕｔｕｓ） ＆ Ｔｈｅｍｅ （ ｅ， Ｃａｅｓａｒ） ＆ Ｉｎ －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６９

ｔｈｅ － ｂａｃｋ （ ｅ） ＆ Ｗｉｔｈ － ａ － ｋｎｉｆｅ （ ｅ） ］ ？

“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 ｓｔａｂｂｉｎｇ ｗｈｏｓｅ ａｇｅｎｔ ｗａｓ Ｂｒｕｔｕｓ， ｗｈｏｓｅ ｔｈｅｍｅ ｗａｓ Ｃａｅ⁃

ｓａｒ，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 ｓｔａｂｂ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 ｓｔａｂｂ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ｋｎｉｆｅ ”

Ｈｅｒｂｕｒｇｅｒ （２０００： ５）

Ｆｏｒ ｏｕ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ｎｅｏ － 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ｉａ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ｉｓ ａｎ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ｖｅｎｔ Ｗｅ ｄｏ ｎｏｔ ｇｅｔ ｉｎ⁃
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ｉｍ， ｂｕｔ ｓｅｅ Ｐａｒｓｏｎ （１９９０ ） ａｎｄ Ｈｅｒ⁃
ｂｕｒｇｅｒ （２０００，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Ｏｎｅ） ，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ｆ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ｓｅｒｖｉ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ｖ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ｄｏｕｂ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ｌｏｗ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ｈｅａ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３１） ，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ｓｅｒ⁃

ｖｉ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ｎｏｔ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ｓｃｏｐｅｄ ｏｖｅｒ ｂｙ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３３） Ｊｏｈｎ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ｔｏ ｗｏｒｋ
Ｉｆ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ｓｃｏｐｅｄ ｂｙ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３４） ［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 ］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Ｊｏｈｎ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ｗｏｒｋ ｏｎｌｙ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ｏｎ ｓｏｍ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ａｙｓ，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ｌｌ

Ｉｆ，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ｓｃｏｐｅ ｉｓ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３５） ［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 ］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ｒｕｅ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ｓ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ｗｏｒｋ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ｏｎｌｙ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ｄａｙｓ （ Ｔｗｏ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Ｊｏｈｎ ｎｅｖｅｒ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ｗｏｒｋ’ ｏｒ ‘ Ｊｏｈｎ
ａｌｗａｙｓ ｃｏｍｅｓ ｔｏ ｗｏｒｋ’  ）

２７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３４） ｉｓ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ｉｔ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ｎｏｔ ｉｓ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ｉｎ （３１）， ｎｏｔ ｉｓ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ｏｖｅｒ ｂｙ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ｂ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ｌｉｋｅ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ｒｅ ｅｖ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ｔｉｍｅｓ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ｎｄ ｉ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ｏｔ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ｄｏｍａｉ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ｎｏｔ ｉｓ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ｄ ｏｖｅｒ ｂｙ ｓｏｍｅ⁃

ｔｉｍｅｓ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ｄ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ｖｅｎ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 ｐｈａｓｅ （ Ｂｏｒｅｒ ２００５ｂ， ２０１３，
Ｍａｒａｎｔｚ ２００７）， ｎｏｔ ｉｎ （３１）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ｐｈｒａｓ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ｈｙ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ｎｏ ｃａｎ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ｎ （３１）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ｔ， ａ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ｐｈａｓ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ｉ ｅ ｔｈｅ ｅｖｅｎ ｄｏ⁃

ｍａｉｎ Ｓｉｎｃｅ ｎｏｔ ｉｓ ｎｏ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ｈａｓｅ， ｎｏｒ ｉｓ ｉ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 Ｉｍｐｅｎｅｔ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００）， ｎｏ Ａｇｒｅｅ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ａｎ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ｔ ａｎｄ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ｐｈａｓ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ｆ ｗｅ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ｅ ｍ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ｏｗ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ｎｏ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ｔｈｅ ［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ｎｏ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Ａｇｒｅ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ｔ ａｎｄ ｎｏ ｉｎ ［Ｓｐｅｃ ＦｏｃＰ］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ｏｖｅｒｔ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 ｅ ｎｏ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ｓ ｔｏ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 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３６）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ｂｙｎｏ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ａｂｏｖｅ ＴＰ，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ｉｎｇ

ｔｏ ｗｏｒｋ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ｏ ｓｕｍ ｕｐ， ｆｏｒ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７１

ｔｈｅ ｌｏｗ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ｉ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ｐｈａｓ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ｂｌｏｃｋｓ ｉｔｓ Ａｇｒｅ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ｎｏ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ｅ⁃
ｖｅｎｔ ｄｏｍ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ｎｕｌｌ ｈｉｇｈ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ｏｒ ｖａｒｉａ⁃
ｂｌ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５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５ １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ｔｈａｔ ａ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ｉ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ｅｒｉｖ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Ｑ ｈｅａｄ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ｖａｌｕ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ｒ ｎｅｇ⁃
ａｔｉｖｅ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ｂｕｔ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ｉｓ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ｖａｒｉｅ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ｋ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ｗｏ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ｎｅ ｂｅｉｎｇ ｈｉｇｈ ａｎｄ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ｌｏｗ Ｗｈａｔ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ｌ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ｗ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ｏｗ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ｃａｌｌ，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ｅｉｔｈｅｒ ｌｏｗ ｏｒ ｈｉｇ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ａｎ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ｓｏｒ⁃
ｔｉｎｇ ｔｏ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ｈｅａｄ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ａ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３７）

２７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 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ｌｌ ｏｕｔ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

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 ｐｌｕ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ａｎｄ ｅｖｅｎ ｔｈｅ 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①，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ｖＰ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Ｐ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ｅｌｉｄｅｄ②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ｈｒａｓｅ ｄｅ⁃
ｒｉｖｅｓ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ｓ Ｌｉｓｉ ｏｒ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ｓ Ｌｉ⁃
ｓｉ” ． Ｔｈｅ Ｑ ｈｅａｄ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ｓｋ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ｈｒａｓｅ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ｉｓ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ｙｅｓ ／ ｎｏ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Ｄｏ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 Ｆｏｒ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 ａ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ｗｈｉｌ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ｖｉａ ａ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ｒ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ｗｏ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

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ｂｅ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ａ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ｕｃｈ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ｓｉｍｐ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ｎｏ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ｏｎ ａ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３７） ，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ｅｉｔｈｅｒ ｕｔｔｅｒ ＶＰ ｉｆ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ｉ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ｏｒ ｔｈｅ ΣＰ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ｌｉｓｉｏｎ， ｏｎｌｙ Ｖ ｏｒ ［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Ｖ］ ｉｓ ｓｐｅｌｔ ｏｕ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③ Ｔｈａｔｓ
ｗｈｙ ｗｅ ｏｎｌｙ ｕｓｅ ｘｉｈｕａｎ （ ｌｉｋｅ） ｏｒ ｂｕ ｘｉｈｕａｎ （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ｉｎ （３７）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ｙｅｓ ／ ｎｏ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ｈｉ ／ ｂｕｓｈｉ
ｄｏ ｎｏｔ ｗｏｒｋ ｈｅｒｅ， ａ ｐｕｚｚｌｅ ｔ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ｅｅｍ ｔｏ ｆｉｎｄ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ｓｗｅｒ ｅｉｔｈｅｒ ｉｎ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ｒ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ｅｌｓｅ
①
②

Ｗ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ｏｒ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ｓｈｏｒｔｌｙ

Ｔｏ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Ｐ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ｎｏｔ ａ ｎｏｖｅ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ｓｅ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５） ， ｗｈｏ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ｌｌ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ａ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ｈｒａｓｅ
③

Ｔｈｅｒｅ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ｅｌ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ｄｒｏｐ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ｍｉｇｈｔ ａｌｓｏ ｂｅ ａ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ｅ ｄｏ ｅｎｔａｎｇｌｅ ｏｕｒｓｅｌ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ｈｅｒ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ｗｈａｔｅｖｅ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ａｒ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ｏｕ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ｓ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５ ２

２７３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ａ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ｌｅｆｔ ａｎ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ｕｎ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ｔｈａｔｍａ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ｆｕｓ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ｗｈｙ ｍａ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Ｔｈｅ ｒｉｃｈ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 ａｇｒｅ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ａｔ ｍ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ｗｕ ｉｎ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

ｔｙ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ｍａ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ｍｅ ｉｓ 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ｉｓ ｒｅａｌｉ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ｕ Ｂｅｌｏｗ ｗ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ｗｏ ｐｉｅｃｅｓ 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ｒｇｕ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ｐｕｒ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ａ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ａ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８） Ｎｉ

ｍｉｎｇｔｉａｎ ｓｈｅｎｍｅ ｓｈｉｈｏｕ ｌａｉ

Ｙｏｕ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ｗ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ａ？

ｃｏｍｅ ａ？

‘ Ｗｈｅｎ ｗｉｌｌ ｙｏｕ ｃｏｍ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ａ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 ｐｕｒ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Ｙｉｘｉｎｇ，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Ｗｕ ｄｉａｌ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ｏｔｈ ｆｕｓｉｏ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Ｗｕ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ｆｅ， ａｎｄ ａ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３９） ａ Ｚａｎｇｓａ ｈｕｅｘｉ Ｌｉｓｉ ｆｅ
Ｚｈａｎｇｓａ ｌｉｋｅ

ａ？

Ｌｉｓｉ ＦＥ Ａ？

‘ Ｄｏｅｓ Ｚａｎｇｓａｎ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ｂ Ｚａｎｇｓａｎ ｈｕｅｘｉ Ｌｉｓｉ ｆａ？
Ｚａｎｇｓａ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ＦＡ？

２７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Ｄｏｅｓ Ｚａｎｇｓａ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Ｉｔ ｉｓ ｔｈｅ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ｉ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ｆａ ｉｓ ｔｈｅ ｒｅ⁃

ｓｕｌｔ ｏｆ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ｆ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ｓｕｃｈ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ｗ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ｒｅｐｅａｔ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ｐｌｕｓ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 ｂｏｔｈ Ｙｉ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ｏｕ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 ｉｓ ａ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 ｏ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ｎｄ Ｙｉｘ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ｉｎ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ｒｅ ａｌ⁃
ｗａｙｓ ｆｕｓ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ｉ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ｒｅ ｓｅｐａｒａｂｌｅ Ｓｕｃ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ｄｏ ｎｏｔ ｌｅａｄ ｔｏ ａｎ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ｒｉ⁃
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ｔ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ａｓｅ ｏｆ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ｔｉｌｌ ｔｅｒｍｍａ ａｓ ａ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ｗｅ 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 ３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ｏｗ ｗｅ ｔｕｒｎ ｔｏ ｏｕｒ ｃ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

ｕｅ ｉ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ａ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ＶＰ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ｐｐｌｙ ｉ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ｍｅｄ Ｒｅｃ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ｊＰ ｒｅｌｉｅｓ ｍｕ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ａ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ａ ｎｅｇａ⁃

ｔｏｒ ａｎｄ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ａ ΣＰ Ｉｎ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ｎｅｇ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ｎｅｇａｔｅｄ ＶＰ，
ｎｏｔ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ｙ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Ｗｅ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２７５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４０）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ｂｕ ｘｉｈｕａｎ Ｌｉｓｉ ｍ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ＭＡ？

‘ Ｄｏｅｓ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Ｉｆ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ｗｈａｔ
ｗｅ ｇｅｔ ｉｓ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ｔｈｉｓ：

（４１） ｎｏｔ ［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ｏｒ ［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ｈｒａｓ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ｙ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ｆｏｒ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Ｏｎ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ｔｈａｔ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ａ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ｏｕｌ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ｊ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ｌａｔｅｒ，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ｍａ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ｈｏｍｏ⁃
ｎｙｍｓ Ｆｏｒ ｎｏｗ， ｌｅｔｓ ｓｕｐｐｏｓｅ ｍａ ｉｎ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ｐｕｒ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Ｑ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ｉｎ ａ ｌｏｗ ｄｏｍ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ｌ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ｏｔ ｔｈｅ ｌｏｗ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

ｊ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ｌｉｋ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ｈｉｇｈ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ｓｐｅｃｉｆｙ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ｉ ｅ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Ｐｏｌ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ｏｖｅｄ ｔｏ ｔｈｅ ［ Ｓｐｅｃ Ｆｏｃ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Ｑ ｈｅａｄ ａｓｋｓ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ｙｉｎｇ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ｎ 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Ｗｅ ｃａｎ ｔｈｕ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ｂ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ｈｏｌｄ：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ｓ ｆｏｌ⁃
ｌｏｗｓ：

２７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１）

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ｎ 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 ｎｕｌｌ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ｓ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
ａｂｌｅ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 ｅ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ｖｅｄ ｔｏ ［ Ｓｐｅｃ Ｆｏ⁃

ｃ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Ｑ ｈｅａｄ ａｓｋｓ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ｖａｌｕ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ｏｒ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ａｎｓｗｅｒ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 ｉ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ｈｉ ａｎｄ ｂｕ － ｓｈｉ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ｆ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ｉｓ ｓｈｉ， ｔｈｅ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 Ｓｐｅｃ ＦｏｃＰ］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ｔｈｅ ［ ＋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ｎ 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Ｐｏ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 ｈｅａｄ （ ｔｈｅΣ
ｈｅａ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ｇｅｔ ｔｈｅ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ｔｒｕｅ ｔｈａｔ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ｉｆ ｂｕ － ｓｈｉ ｉｓ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ｗｅ ｇｅ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ｔｒｕｅ ｔｈａｔ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Ｔｈｅｓ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Ｎｏｗ ｗｅ ｃａｎ ｓｕｍｍａｒｉｓｅ ｗｈｙ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ｒ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ｓ ｉｎ⁃
ｖｏｌｖｅｄ Ｔｈ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ａ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ＶＰ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ｒ ｉｎ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ｌｌ ｂ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ｈｉｎｇｅ ｕｐｏｎ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ｂｕｔ ｉｓ ｖｉ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ｃｈ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７７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５ ４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Ｍａ：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Ｙｉｘ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ｍａ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ｓ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ｗ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ｅ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 ｏ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ｍａ 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ｐｌｕ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ｕ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ｕｓｅ

ｏｆ ｍａ ｉ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Ｐ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ｃｒｅａｔ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ｉｔ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 ｐｕｒｅ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ｅｒｇ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Ｑ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ｔｈｅ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ｏ ｎｏ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Ｐ Ｔａｋｉｎｇ ｍａ ａｓ ａ ｐｕｒｅ 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ｏｒ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
ｌａｓｔ ｒｅｓｏｒ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ｎｏ ｏｔｈｅｒ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ｅ ｉｓ ｏｎｌ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ｗｈ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ａｌｗａｙ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ｉｔｅｍ）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ｄｅｎｏ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ｎｏｔ ｕｎｃｏｍｍｏ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ｖａｌｕ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ｓ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Ｃｈｅｎｇ ＆
Ｓｙｂｅｓｍａ （１９９９） ，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ｎｕｍｅｒａｌ ａ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ｖａｌｕｅ ａ 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Ｂｏｒｅｒ （２００５ａ）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Ａ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ｉｓｆａ，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ｆｅ ａｎｄ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 Ｕｎｌｉｋｅ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 ｉｎ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ａ，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ｆａ：
（４２） Ｑ： Ｚａｎｇｓａ ｆｅ ｈｕｅｘｉ Ｌｉｓｉ ａ？
Ｚａｎｇｓａ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Ａ

２７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Ｄｏｅｓ Ｚａｎｇｓａ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Ａ１： Ｓｉ

ｇｅ

Ｙｅｓ ＧＥ

‘ ｙｅｓ’ （ Ｚａｎｇｓａ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 Ｌｉｓｉ）
Ａ２： Ｆｅ ｓｉ

Ｎｏｔ Ｙｅｓ

‘ ｎｏ’ （ Ｚａｎｇｓａ ｌｉｋｅｓ Ｌｉｓｉ）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Ｙｉｘ⁃
ｉｎｇ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ｇｏ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ｗｏ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ｉ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ｃａｎ
ｓｔｉｌｌ ａｐｐｅａ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ｒｅｒ ｗｉｌｌ 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ｆａ ｉｓ ｎｏｔ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Ｑ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ｉ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 ｃａｎ ｂｅ ａ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Ｑ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ｕｎｌｉｋｅ ｉｔｓ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ｎｅ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ｆａ ａｓ ａ ｌａｓｔ ｒｅｓｏｒｔ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ｍａ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 ｌａｓｔ ｒｅｓｏｒｔ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 ｐｕｒｅ 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ｓ， ｗｅ ｍａ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ａ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ｏｆ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ｗｉｌｌ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ｔａｋｅ ｍａ ｉｎ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ｕｒｅ Ｑ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ｌｙ，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Ｖ ａｎｄ ｂｕ （ ｎｏｔ） － Ｖ，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ｓｈｉ ａｎｄ

ｂｕ － ｓｈｉ， ａ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ｄｏ ｆｅｅｌ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ｓｈｉ ａｎｄ ｂｕ － ｓｈｉ ａｒｅ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ｗｅ ａｓ⁃

ｓｕｍ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ｍａ ｉｓ ｍ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ｐｕｒｅ Ｑ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ｍｉｇｈｔ ｔａｋｅ ｍａ ｉｎ ａ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ｓ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 ｏ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ｒ ａ ｐｕｒｅ Ｑ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ｆ ｍａ ｉｓ ｒｅ⁃

ａｌｌｙ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Ｑ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ｅｎ ＣｏｎｊＰ ｉｓ ｎｏ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ｓｋ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ｏｌ ｈｅａｄ Ｉｆ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７９

ｃａｓｅ， ｓｈｉ ａｎｄ ｂｕ － ｓｈｉ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Ｖ ａｎｄ ｂｕ － Ｖ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ｊＰ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ｐｕｔ ｔｅｌｌｓ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ｒ ｔｈａｔ ｍａ ｉｓ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ｗｈｙ ｔｈｅ ｓｈｉ ａｎｄ ｂｕ ｓｈｉ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ｏｎｌｙ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Ｉｆ ｏｕ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ｓｏ ｆａｒ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ｃｋ，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ｈｉ ／ ｂｕ － ｓｈｉ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 ｓｉ ａｎｄ
ｆｅ － ｓｉ ｉｎ Ｙｉｘ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ａ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ｅｎｔｌｙ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Ｑ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ｉｓ
ｎｅｖｅｒ ｔａｋｅｎ ａｓ ａ ｌａｓｔ ｒｅｓｏｒｔ ｔｏ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 ｐｕｒｅ Ｑ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ｈｏｌｄ Ｔｈｅ Ｙｉｘｉｎｇ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ｗ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 ａｌｌ ｒｅ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ｉ ／ ｆｅ － ｓｉ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

ｍ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ｏｆ Ｗｕ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ｈｉｂｉｔ
ｔｈ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ｌｓｏ ｒｅｊｅｃｔ ｓｕｃｈ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ｐｒｅｄｉｃ⁃

ｔｉｏｎｓ ｔｈｕ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ｕ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６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ｓ⁃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ａ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ｗｈｅｎ ａ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ｉｓ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ｏｎｖｅｙｓ ａｎ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Ｑ ｈｅａ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ＣＰ ｒｅｑｕ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ｅ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ｗｏ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ｓ ｉｎ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ｔａｒｇｅ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

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ｙｉｅｌ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ａ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ｄｕｅ ｔｏ ｗｈｅｔｈ⁃
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ｉｓ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
ｔｉｏｎ， ｏ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ａ ＶＰ ｐｈａｓ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ｅｎ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ｅ ａ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ａｋ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ｓ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５） ，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ｒｅ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ｙｅｓ ／ ｎｏ ｔｙｐ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ｓ 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ｙｉｅｌ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ｌｙ ｔａｒ⁃

ｇｅｔ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ｈ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ｗｈ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ｏｎｌｙ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 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 ｗｈｉｌｅ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
ｐｕｒ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Ｑ ｈ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Ｙｉｘ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ｇ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ａ ｐｕｒ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ｓ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ｎｏｎ －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ｍｏ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ｃｑｕａｖｉｖａ， Ｐ （１９９７）  ‘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ｒｍ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Ｏｐｅｒａ⁃
ｔｏｒ －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Ｇａｒｌａｎｄ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ａｒｌａｎｄ

Ｂｏｒｅｒ， Ｈ

（ ２００５ａ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ＵＰ

Ｓｅｎｓ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１ Ｉｎ

Ｎａｍｅ

Ｏｎｌｙ．

Ｂｏｒｅｒ， Ｈ （２００５ｂ）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２ Ｔｈｅ Ｎｏｒｍａｌ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Ｅ⁃
ｖｅｎｔ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ＵＰ 

Ｂｏｒｅｒ， Ｈ （ ２０１３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Ｓｅｎｓｅ Ｖｏｌｕｍｅ ３ Ｔａｋ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ＵＰ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
Ｐｒｅｓｓ

（ １９９５ ）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 （２０００ ）  ‘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Ｍａｒ⁃
ｔｉｎ， Ｄ Ｍ ＆ Ｊ Ｕｒｉａｇｅｒｅｋａ （ ｅｄｓ）  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Ｓｙｎ⁃
ｔａｘ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Ｈｏｗａｒｄ Ｌａｓｎｉ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 （２００５）  ‘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２８１

ｑｕｉｒｙ ３６， １ － ２２

Ｃｈｅｎｇ， Ｌ ＆ Ｒ Ｓｙｂｅｓｍａ （ １９９９ ） Ｂａｒｅ ａｎｄ ｎｏｔ － ｓｏ － ｂａｒｅ ｎｏｕ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ＮＰ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３０， ５０９ – ５４２

Ｅｒｎｓｔ， Ｔ （２００２）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Ａｄｊｕｎｃｔ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Ｈｅｒｂｕｒｇｅｒ， Ｅ （２０００）  Ｗ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Ａｎｄｅｒｓ （２００１）  ‘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ｙｅｓ ａｎｄ ｎｏ ｉｎ Ｆｉｎｎ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ａ ５５： １４１ － １７４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Ａｎｄｅｒｓ （ ２００３ ）  ‘ Ｙｅｓ ／ ｎｏ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Ｐ Ｐｉｃａ （ ｅｄ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４３ － ６８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Ａｎｄｅｒｓ （２０１２） ‘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Ａｎ⁃
ｓｗｅｒ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ＧＬＯＷ ｉｎ Ａｓｉａ ＩＸ

Ｈｏｌｍｂｅｒｇ， Ａｎｄｅｒｓ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ｔｏ Ｐｏｌａ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２８： ３１ － ５０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 Ｒ （ １９６９ ）  Ｓｏｍ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

Ｊａｃｋｅｎｄｏｆｆ， Ｒ （１９７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Ｋｒａｍｅｒ， Ｒ ＆ Ｋ Ｒａｗｌｉｎｓ （２０１１） ‘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 Ｅｌｌｉｐｓ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３９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ｏ⁃
ｃｉｅｔｙ （ ＮＥＬＳ ３９） ， ＧＬＳＡ， ２０１１

Ｋｒａｍｅｒ， Ｒ ａｎｄ Ｋ Ｒａｗｌｉｎｓ （２０１２） Ａｎ Ｅｌｌｉｐｓ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Ｔａｌｋ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Ａｎｓｗｅｒｓ， Ｎｅｗｃａｓｔ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

Ｌａｋａ， Ｉ （１９９０）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

Ｌａｓｎｉｋ， Ｈ （１９７５）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 Ｊ Ｈｏｃｋｎｅｙ （ ｅｄ ）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ｇｉｃ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２７９ － ３１１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Ｒｅｉｄｅｌ

Ｍａｒａｎｔｚ， Ａ （１９９７）  Ｎｏ ｅｓｃａｐｅ ｆｒｏｍ ｓｙｎｔａｘ： ｄｏｎ’ ｔ ｔｒｙ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ａｃｙ ｏｆ ｙｏｕｒ ｏｗｎ ｌｅｘｉｃ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４） ， ２０１ － ２２５

２８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ｒａｎｔｚ， Ａ （２００７） ‘ Ｐｈ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Ｓ － Ｈ Ｃｈｏｅ ｅｔ ａｌ （ ｅｄｓ ） ． Ｐｈａ⁃
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Ｓｅｏｕｌ： Ｄｏｎｇ Ｉｎ， １９１ － ２２２

Ｐａｒｓｏｎｓ， Ｔ （ １９９０ ） Ｅｖ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Ｒｉｚｚｉ， Ｌ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Ｌ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 ｅｄ ）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Ｋｌｕｗｅｒ

Ｓｖｅｎｏｎｉｕｓ， Ｐ （２００１）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Ｉｎ
Ｐ Ｓｖｅｎｏｎｉｕｓ （ ｅｄ ）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ＰＰ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 － ２４０

Ｔａｎｇ， Ｓ （２０１５）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ｃｈｅｍａ ｆｏｒ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１： ３， １ － ２３

Ｚｅｉｊｌｓｔｒａ， Ｈ （２００４）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ｏｒｄ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
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Ｚｅｉｊｌｓｔｒａ， Ｈ （ ２０１３ ）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ｄｅｎ Ｄｉｋｋｅｎ， Ｍ

（ ｅｄ ）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ＵＰ，

７９３ － ８２６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Ｗｕ Ｈａｎ ＆ Ｓｈｅｎ Ｙａ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ＭＣ）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

Ｔｈ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ｏ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 ｍｏ⁃
ｄａｌ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 ｈｕｉ”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ｙ ｅｍｐｌｏｙ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５ ｍａｉ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１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ｏｒ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ｍｕｓｔ ｐｒｅｃｅｄｅ “ ｈｕｉ” （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ｙ Ａ）  ２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ｏｒ ｆｏｌｌｏｗ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 ｈｕｉ” （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ｙ Ｂ）  ３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ｕｓ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ｃａｎ ａｐｐｅａ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ｒ ａｆｔｅｒ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 ｈｕｉ”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Ｃ）  ４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ｐｒｅｃｅｄｅ
“ ｈｕｉ”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Ｄ） ａｎｄ ５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 ｈｕｉ ”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ＩＰ －

ＳＰＬＩ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 Ｃｉｎｑｕ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５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ｓｐｅｃｔｕｒ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１ Ｔｈｅ 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ｈａｓ ｎｅｖｅｒ ｂｅｅｎ ａｎ ｅａｓｙ ｔａｓｋ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

ｔｉａ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ｉｓｔｓ Ｎｕｍｅｒｏｕ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ａｒ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ｏｍ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ｂｕｔ ｍｏｒ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ｌｌ ｔｈｅ ｆｏｌ⁃

２８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ｏｗ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 ｃｅｎｇｊｉｎｇ， ｙｉｄｕ （ ｏｎｃｅ ， ｆｏｒ ａ ｔｉｍｅ） —Ｔ （ ｐａｓｔ）

２ ｃｈｉｚａｏ， ｚａｏｗａｎ ； （ ｓｏｏｎｅｒ ｏｒ ｌａｔｅｒ） ｚｈｏｎｇｇｕｉ， ｚｈｏｎｇｊｉｕ （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ｄ） —Ｔ （ ｆｕｔｕｒｅ）

３ ｙｉｊｉｎｇ， ｙｉｙｅ， ｙｉ （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ｚａｏｙｉ， ｚａｏｊｉｕ （ ｌｏｎｇ ｓｉｎｃｅ） —Ｔ （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４ ｔ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 ｃｕｓｔｏｍａｒｉｌｙ， ｕａｓｕａｌｌｙ ） ｍｅｉｍｅｉ （ ｅｖｅｒｙｔｉｍｅ） ｗａｎｇｗａｎｇ （ ｕｓｕａｌ⁃
ｌｙ， ｍｏ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ｔｈａｎ ｎｏｔ） ；

ｃｏｎｇｌａｉ， ｘｉａｎｇｌａｉ， ｙｉｘｉａｎｇ， ｌｉｌａｉ， ｓｕｌａｉ，
ｓｔａｎｔｌｙ）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５ ｚｈｏｎｇｙｕ， ｚｏｎｇｓｕａｎ

（ ａｌｌ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ｔｉｍｅ ， ｃｏｎ⁃

（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ａｓｐｅｃｔ

６ ｚａｉ， ｙｏｕ， ｈａｉ１ （ ａｇａｉｎ）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７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 ｊ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 ｏｆｔｅｎ） ， ｏｕ’ ｅｒ （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 ｂｕｓｈｉ， ｓｈｉｓｈｉ （ ａｔ
ｔｉｍｅｓ， ｅｖｅｒ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 ｊｉａｎｊｉａｎ （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８ ｈｕｒａｎ ， ｍｅｎｇｒａｎ， ｍｏｒａｎ， ｍｅｎｇｄｅ， ｍｕｄｅ （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ｓｕｄｄｅｎ ａｓｐｅｃｔ
９ ｘｕａｎｊｉ， ｘｕｎｊｉ （ ｓｏｏｎ）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１０ ｍａｓｈａｎｇ， ｌｉｋｅ， ｌｉｊｉ， ｊｉｋｅ， ｄｕｎｓｈｉ， ｄｅｎｇｓｈｉ （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 —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Ｉ

１１ ｚａｎｑｉｅ， ｑｕａｎｑｉｅ ， ｚａｎｓｈｉ， ｚａｎ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ｉｌ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ｂｅｉｎｇ） —ｓｈｏｒｔ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１２ ｙｉｚｈｉ （ ａｌｗａｙｓ） ｙｏｎｇ， ｙｏｎｇｙｕａｎ （ ｆｏｒｅｖｅｒ）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１３ ｈａｉ， ｒｅｎｇｒａｎ， ｒｅｎｇｊｉｕ ， ｚｈａｏｃｈａｎｇ， ｚｈａｏｊｉｕ （ ｓｔｉｌｌ， ａｓ ｕｓｕａｌ）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
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１４ ｚｏｎｇ， ｚｏｎｇｓｈｉ， ｌａｏ， ｌａｏｓｈｉ， ｂｕｄｕ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

（ ａｌｗａｙｓ，

ｕｎｃ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 —

１５ ｇａｎｇ， ｇａｎｇｇａｎｇ， ｇａｎｇｃａｉ， ｆａｎｇｃａｉ （ ｊｕｓｔ， ｊｕｓｔ ｎｏｗ ）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ｓ⁃
ｐｅｃｔ

１６ ｊｉｊｉａｎｇ， ｘｉｎｇｊｉａｎｇ， ｊｉａｎｇｙａｏ， ｊｉｕ， ｂｉａｎ ， ｋｕａｉ１ （ ａｌｍｏｓｔ， ｂ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ｏ） —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１７ ｚｈｅｎｇ， ｚｈｅｎｇｚａｉ， ｚａｉ （ ｉ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１８ ｊｉｎｋｕａｉ， ｇａｎｊｉｎ， ｇａｎｋｕａｉ， ｊｉｎｚａｏ， ｋｕａｉ２ （ ｑｕｉｃｋｌｙ， ｈａｓｔｉｌｙ，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
ｔｉｖｅ） —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Ｉ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５

１９ ｚａｉｓａｎ， ｚａｉｃｉ， ｙｉｚａｉ， ｌｉａｎｌｉａｎ （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ｌｙ，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 ｃｈｏｎｇｘｉｎ，
ｃｏｎｇｘｉｎ （ ｄｅ ｎｏｖｏ）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Ｉ

２０ ｌｖｌｖ， ｐｉｎｐｉｎ （ ａ ｌｏｔ ｏｆ ｔｉｍｅｓ） ｒｉｊｉａｎ， ｊｉａｎｃｉ （ ｄａｙ ｂｙ ｄａｙ）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Ｉ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ｅｎｓｅ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ｃｏｎｆｕ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ａｓ⁃

ｐｅｃ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ｂｏｔｈ ｃｏｎｖｅ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ｔｉｍ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ｅｎｓｅ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ｒｅｆｅｒｅｎｔ ｔｏ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ｉｍ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ｍａｒｋ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ａｎ ｅｖ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Ａｓ ｉｓ ｋｎｏｗ ｔｏ ａｌ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ａｓ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ａｓｐｅｃｔ ｍａｋｅｒｓ， ｌｉｋｅ － ｌｅ 了，

－ ｚｈｅ 着， ｚàｉ － 在， ａｎｄ － ｇｕò 过 ｔｏ ｍａｒｋ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ｕ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ｖｅ，

ｄｕ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ｍａｎｙ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ｓ

ｄｅｃｌａｒｅ ｔｈａｔ ＭＣ ａｌｓｏ ｍａｒｋｓ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ｅｒｂｓ （ ｃｆ Ｇｏｎｇ ２０００； Ｚｏｕ ２０１１；
Ｓｈａｎｇ ２０１１）  Ｉｆ ｗ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 ｗ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ｔｈａｔ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ｍ ｃｏｎｖｅｙ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ｋｅ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ｚａｉ， ｃｈｏｎｇｘｉｎ）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ｐｉｎｐｉｎ） ，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 ｚａｎｓｈｉ， ｙｉｚｈｉ） ， ｈａｂｉｔ （ ｔ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ｗａ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 ｒｅｎｇｒａｎｇ， ｚｈａｏｙａｎｇ）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ｍａｓｈａｎｇ” ｄｉｆ⁃

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 ｃｅｎｇｊｉｎｇ” ， ａ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ｏ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ｉｍｅ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ｄ ｌｉｋ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ｓｔｅｄ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
ｖｅｒｂ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ｙ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ｙ ｈｏｗ” ｔｈａｎ “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ｌｙ ｗｈｅｎ”  Ｏｎｌｙ ａｄ⁃
ｖｅｒｂｓ ｌｉｋｅ “ ｃｅｎｇｊｉｎｇ” ，

“ ｚａｏｗａｎ” ，

“ ｙｉｊｉｎｇ”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ｐａｓｔ ｔｅｎｓｅ ，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２ Ｔｏ ａ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ＬＩＴ － ＩＮＦＬ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Ｃｉｎｑｕｅ ｈａｓ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ｒｉｃｈ ａｒｒａ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ｅａｃｈ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ｓ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ｉｎ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ｓｈａｒ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ｉｓ ｏｎｅ － ｔｏ － ｏｎ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 ｏｆ ｂｏｔｈ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２８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ｅ ｇ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ｎｅｓ （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
ｃｈｉｃ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Ｉｔ ｉｓ ｗｏｒｔｈ ｎｏ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ｎ ｈｉ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ｔ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ｓｐｅｒｓｅｄ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ｄ －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ｄ －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ｍ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 ｈｕｉ” 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ｅ ｍａｒｋ ｔｈｅｍ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ｓ “ ｈｕｉ１”

ａｎｄ “ ｈｕｉ２” ａｎｄ ｗｅ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ｍ ｌａｔｅ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ｈａｖｅ ｍｏ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ｖａｌｉｄｉ⁃
ｔｙ， Ｃｉｎｑｕｅ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ｕｓ ｓｏｍ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１） 老实说 ｌａｏｓｈｉ － ｓｈｕｏ ‘ ｈｏｎｅｓｔｌｙ’
＞ 不幸 ｂｕｘｉｎｇ ‘ ｕｎ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显然 ｘｉａｎｒａｎ ‘ ｅｖｉｄｅｎｔｌｙ’
＞ 现在 ｘｉａｎｚａｉ ‘ ｎｏｗ’

＞ 也许 ｙｅｘｕ ‘ ｐｅｒｈａｐｓ’

＞ 明智地 ｍｉｎｇｚｈｉｄｅ ‘ ｗｉｓｅｌｙ’
＞ 一般 ｙｉｂａｎ ‘ ｕｓｕａｌｌｙ’

＞ 常常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 ｏｆｔｅｎ’
＞ 已经 ｙｉｊｉｎｇ

‘ ａｌｒｅａｄｙ’

＞ 不再 ｂｕ － ｚａｉ ‘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 总是 ｚｏｎｇｓｈｉ ‘ ａｌｗａｙｓ ’

＞ 一直 ｙｉｚｈｉ ‘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 刚刚 ｇａｎｇｇａｎｇ ‘ ｊｕｓｔ’

＞ 完全 ｗａｎｑｕａｎ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 好 ｈａｏ ‘ ｗｅｌｌ

（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Ｃｉｎｑｕｅ ｆｏｒ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

ｎｅｓｅ （ ＭＣ） ｉｓ ｎｏｔ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ｗａ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
“ ｙｉｂａｎ” ｉｓ ｍｏｒｅ ｏｆ ａ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ａｎ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 ｂｕｚａｉ ” ｉｓ ｎｏ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ｙｅｔ Ｍａｎｙ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Ｃ ｓｔｉｌｌ ｒｅｍａｉｎ ｔｏ ｂｅ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８７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ｉｎ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ｗａｙ

Ｏｕｒ ｗｏｒｋ ｉｓ ａ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Ｃ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ｎ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ａ ｖａｌｉｄ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ｆｏ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Ｃ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ｗｅ ｔｅｓ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ｉｎｇ ｔｏ ｍｏｄａｌ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 ｈｕｉ”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ｙ ｅｍｐｌｏ⁃
ｙ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ｔｏ ５
ｍａｉ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１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ｏｒ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ｍｕｓｔ ｐｒｅｃｅｄｅ “ ｈｕｉ”  （ ｃａｔ⁃
ｅｇｏｒｙ Ａ）

（ ＋ ｓｕｂ

＋ ｈｕｉ）

２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ｏｒ ｆｏｌｌｏｗ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 ｈｕｉ”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
（ ＋ ｓｕｂ ＋

＋ ｈｕｉ ＋ ）

３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ｕｓ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ｃａｎ ａｐｐｅａ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ｒ ａｆｔｅｒ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 ｈｕｉ”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Ｃ）

（ ｓｕｂ ＋

＋ ｈｕｉ ＋ ）

４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ｐｒｅｃｅｄｅ “ ｈｕｉ”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Ｄ） （ ｓｕｂ ＋
＋ ｈｕｉ）

５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 ｈｕｉ”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Ｅ）
ｈｕｉ ＋ ）

（ ｓｕｂ ＋

Ｈｅｒｅ ｗ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 ｈｕｉ”  Ｄｙｌａｎ Ｔｓａｉ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ｉｎ

ｈｉｓ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ｈａｓ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 ｈｕｉ” ｉｎ ３ ｔｙｐｅｓ； ｏｎｅ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ｄｙ⁃
ｎａ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２） Ｘｉａｏ Ｄ ｈｕｉ

ｓｈｕｏ

Ｘｉａｏ Ｄ ｃａｎ ｓｐｅａｋ

ｆａｙｕ

Ｆｒｅｎｃｈ

Ｘｉａｏ Ｄ ｃａｎ ｓｐｅａｋ Ｆｒｅｎｃｈ

Ｏｎｅ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ｔｏ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３） Ｘｉａｏ Ｄ ｓｈａｎｇ ｘｉｃａｎｔｉｎｇ

ｓｈｉ

ｈｕｉ

ｓｈｕｏ ｆａｙｕ

２８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Ｘｉａｏ Ｄ ｇｏ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ｗｈｅｎ ｗｏｕｌｄ ｓｐｅａｋ Ｆｒｅｎｃｈ

Ｗｈｅｎ ｅ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 Ｘｉａｏ Ｄ ｗｏｕｌｄ ｓｐｅａｋ 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ｏ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ｕｓｅ ｗｉｔｈ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ｅｎｓｅ：
（４） Ｍｉｎｇｔｉａｎ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Ｈｕｉ ｘｉａｙｕ

ｗｉｌｌ ｒａｉｎ

Ｉｔｓ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ｒａｉｎ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Ｈｅ ａｌｓｏ ａｒｕ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 ｈｕｉ”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ｉｔ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ｗｈｉｌ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ｏｆ ｓａｍ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ｈｏ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ｏ

ｔｈａｔ “ ｈｕｉ” ｃａｎ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ｈｅｌｐ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ｅ’ 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ｏｎｌｙ ｔｗｏ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 ｈｕｉ” ，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Ｃｉｎｑｕｅ ｉｎ ｈｉ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 ｈｕｉ１”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 －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ｍｅａｎｓ “ ｂ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 ｈｕｉ２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Ｍｏｄ －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Ｇｉｖｏｎ （１９９４） ｈａ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ａ⁃

ｒｙ ｔｏ Ｍｏ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ａｎｃｈｒｏｎｉｃ， Ｍｏｄ －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ｕ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ｅｎｓ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ｉｔｙ ｂｒ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Ｍｏｄ －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ｓｏｍｅ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ｃｏｌｏｒ， ｂｕｔ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Ｃｉｎｑｕｅ （ １９９９， ２０１３ ） ， ｗｅ ’ 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 ｈｕｉ１”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ｎｙ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 ａｎｄ ｏｎ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Ｔｅｎｓｅ （ ｐａｓｔ ／ ｐｒｅｓｅｎｔ）  “ ｈｕｉ ２” 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ｓｏｍｅｗｈｅ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ｏｓｅ ａｓｐｅｃｔｕ⁃
ａｌ ｏｎｅｓ Ｓｅｅ ｂｅｌｏｗ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Ｗｈｅｎ ｗ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 ｈｕｉ” ｗｅ ｓｉｍｐｌｙ

ｔａｋｅ ｉｔ ａｓ “ ｈｕｉ２” ，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ａｒｔ ｗｅ ｗ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ｉｔ Ａｆｔ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ｖｅｒｂ “ ｈｕｉ” ， ｗｅ’ 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ｏ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５ ｔｙｐｅ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 ａｓｐｅｃｔ ａｄｖｅｒｂ “ ｔ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ｗａｓ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１，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 ｃａｎ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ｃａｎ’ ｔ ｆｏｌｌｏｗ “ ｈｕｉ” ：
（５） ａ Ｔ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ｔａ ｈｕｉ


ｗｕｄ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ｙｏｕｙｏ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Ｕｓｕａｌｌｙ

２８９

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Ｕｓｕａｌｌｙ ，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ｆｉｖｅ ｏ’ ｃｌｏｃｋ

ｓｗｉｍ

ｓｗｉｍ ａｔ ｆｉｖｅ ｏ’ ｃｌｏｃｋ

ｂ Ｔ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ｔａ ｈｕｉ ｗｕｄ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ｙｏｕｙｏｎｇ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ｆｉｖｅ ｏ’ ｃｌｏｃｋ ｓｗｉｍ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ｓｗｉｍ ａｔ ｆｉｖｅ ｏ’ ｃｌｏｃｋ

ｃ Ｔａ ｔ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ｈｕｉ
ｗｕｄ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ｙｏｕｙｏｎｇ

Ｈ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ｗｏｕｌｄ ｆｉｖｅ ｏ’ ｃｌｏｃｋ
ｓｗｉｍ
Ｈ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ｗｏｕｌｄ ｓｗｉｍ ａｔ ｆｉｖｅ ｏ’ ｃｌｏｃｋ

ｄ ∗Ｔａ ｈｕｉ ｔ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ｗｕｄｉａｎｚｈｏｎｇ ｙｏｕｙｏｎｇ

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ｆｉｖｅ ｏ’ ｃｌｏｃｋ
ｓｗｉｍ
Ｈｅ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ｗｏｕｌｄ ｓｗｉｍ ａｔ ｆｉｖｅ ｏ’ ｃｌｏｃｋ

Ｗｈｅａｒｅｓ “ ｓｕｉｊｉ” ，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ｅｄ， ｃａｎ ｐｒｅ⁃

ｃｅｄｅ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ｂｏｔ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 ｈｕｉ” ：

２９０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６） ａ Ｓｕｉｊｉ， ｔａｍｅｎ ｈｕｉ ｘｕａｎｓｈｉ ｊｉｕｚｈｉ

Ｓｏｏｎ，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ｓｗｅａｒ ｉｎ
Ｓｏｏｎ，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ｓｗｅａｒ ｉｎ

ｂ Ｓｕｉｊｉ ｔａｍｅｎ ｈｕｉ ｘｕａｎｓｈｉｉｕｚｈｉ

Ｓｏｏｎ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ｓｗｅａｒ ｉｎ
Ｓｏｏｎ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ｓｗｅａｒ ｉｎ

ｃ Ｔａｍｅｎｓｕｉｊｉ ｈｕｉ ｘｕａｎｓｈｉ ｊｉｕｚｈｉ

Ｔｈｅｙ ｓｏｏｎ ｗｉｌｌ ｓｗ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ｓｏｏｎ ｓｗｅａｒ ｉｎ

ｄ Ｔａｍｅｎｈｕｉ ｓｕｉｊｉ
ｘｕａｎｓｈｉｊｉｕｚｈｉ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ｓｏｏｎ ｓｗ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ｓｗｅａｒ ｉｎ ｓｏｏｎ

“ Ｙｉｊｉｕ” ｉｓ ａｄｖｅｒｂ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ａｓｐ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ｎｏｔ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ｃａｎ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 “ ｈｕｉ” ：

（７） ａ ∗Ｙｉｊｉｕ， ｔａ ｈｕｉ ｇｕａｎｘｉｎ
ｗｏ

Ｓｔｉｌｌ，
ｈ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ｍｅ
Ｓｔｉｌｌ， ｈ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ｍｅ

ｂ ∗Ｙｉｊｉｕ
ｓｔｉｌｌ

ｔａ ｈｕｉ ｇｕａｎｘｉｎ
ｗｏ

ｈ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ｍｅ

ｓｔｉｌｌ ｈ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ｍｅ

ｃ Ｔａｙｉｊｉｕ ｈｕｉ ｇｕａｎｘｉｎ
ｗｏ

Ｈｅ ｓｔｉｌｌ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ｍｅ

Ｈｅ ｗｉｌｌ ｓｔｉｌ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ｍｅ

ｄ Ｔａｈｕｉ ｙｉｊｉｕ ｇｕａｎｘｉｎ
ｗｏ

Ｈｅ ｗｉｌｌｓｔｉｌ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ａｂｏｕｔ ｍｅ
Ｈｅ ｗｉｌｌ ｓｔｉｌｌ ｃａｒｅ ｆｏｒ ｍｅ

“ Ｊｉｊｉａｎｇ” ，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Ｄ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ｂｅｆｏｒｅ “ ｈｕｉ” ｂｕｔ ａｆｔ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８） ａ ∗Ｊｉｊｉａｎｇ，

ｊｕｍｉａｎ

ｉｎ ｎｏ ｔｉｍｅ

ｈｕｉ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２９１

ｎｉｕｈｕｉ

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ｉｎ ｎｏ ｔｉｍｅ 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ｂ ∗Ｊｉｊｉａｎｇ

ｊｕｍｉａｎ

ｉｎ ｎｏ ｔｉｍ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ｈｕｉ

ｎｉｕｈｕｉ

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ｉｎ ｎｏ ｔｉｍｅ 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ｃ Ｊｕｍｉａ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ｊｉｊｉａｎｇ

ｈｕｉ

ｉｎ ｎｏ ｔｉｍｅ

ｗｉｌｌ

ｎｉｕｈｕｉ

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ｉｎ ｎｏ ｔｉｍｅ 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ｄ ∗Ｊｕｍｉａｎｈｕｉ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Ｊｉｊｉａｎｇ

ｉｎ ｎｏ ｔｉｍｅ

ｎｉｕｈｕｉ

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ｌｌ ｉｎ ｎｏ ｔｉｍｅ ｔｕｒ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ｏｎｅ， “ ｚａｉｓａｎ” ｉ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Ｅ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 “ ｈｕｉ”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９） ａ Ｚａｉｓａｎ，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ｔａ ｈｕｉ
ｋａｏｌｖ

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ｚｈｅｇｅ

ｊｉａｎｙｉ

ｔｈｉｓ － Ｃ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ｂ Ｚａｉｓａｎ

ｔａ ｈｕｉ ｋａｏｌｖ
ｚｈｅｇｅ ｊｉａｎｙｉ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ｉｓ － Ｃ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ｃ Ｔａ ｈｕｉ

ｈｅ ｗｉｌｌ

ｚａｉｓａｎ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ｋａｏｌｖ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ｚｈｅｇｅ

ｔｈｉｓ － ＣＬ

ｊｉａｎｙｉ

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ｄ ∗ ｔａ ｚａｉｓａｎ

ｈｕｉ

ｈｅ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ｗｉｌｌ

ｋａｏｌｖ

ｚｈｅｇｅ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ｉｓ － ＣＬ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ｊｉａｎｙｉ

Ｈｅ ｗｉｌｌ ｔｈｉｎｋ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ａｇａｉｎ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ｂｙ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ＩＰ － ＳＰＬＩＴ ｏｂ⁃

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 Ｃｉｎｑｕ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５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ｂ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ｅｒｙ ｔｗｏ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

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ｅ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Ａｓ ｗｅ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ｂｏｘ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ｎｅ， ｗｉｔｈ ｐａｓｔ ｔｅｎｓｅ，

２９２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ｅｎｓｅ ａｎｄ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Ｔｈｅｎ ｃｏｍ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 ｈｕｉ１”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１，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ｂｏｘ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ｔｏ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１ （ ｙｏｕ， ｚａｉ） ，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１ （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ｓｈｉｓｈｉ） ， ｓｕｄｄｅｎｌｙ （ ｈｕｒａｎ） ，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 ｓｕｉｊｉ） ， ｃｅｌｅｒａｔｖｉｅ１

（ ｍａｓ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ｄｕｒａｔｉｖｅ １ （ ｙｉｚｈｉ）  Ｂｒｏｗｎ ｏｎｅ ｉｓ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Ｃ，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

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ｓ ｔｈｅ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ｏｎ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Ｙｅｌｌｏｗ ｏｎｅ ｉ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Ｄ ａｎｄ ｐｕｒｐｌｅ ｏｎｅ ｉ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Ｅ ｗｈｉｃｈ ｌａｙ ｂｅｈｉｎｄ ｈｕｉ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ｑｕｉｔｅ ｌｏｗ，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ｚｏｎｅ ｗｅ ｃａｎ ｆｉｎｄ ｄｕｒａｔｉｖｅ ２
（ ｚａｎｓｈｉ， ｙｉｚｈｉ）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ｖｅ２ （ ｇａｎｊｉｎ， ｌｉａｎｍａｎｇ ） ，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２

（ ｚａｉ， ｚａｉｓａ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２ （ ｌｖｌｖ， ｓｈｉｂｕｓｈｉ ）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Ｃｉｎｑｕ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ｌｉｅｓ ｉ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 ａｎｄ 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ｈｕｉ” ａｎｄ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ａｅｒｅａ Ｏｎｅ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ｎ ｎｏｔｅｄ ｂｙ Ｃｉｎｑｕｅ ｉ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ｔｒａｉｔｓ ｃａｎ ｏｃｃｕｐ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ｉｔｉｖｅ， 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

ｐｅｃｔ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ｖｉｓ （１９８８） ，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ｉｄ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ｗｈｅｎ

２９３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ａ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ａｋｅｎ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ｃａｓ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ＭＣ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ｃａｎ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ｔｗ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１０）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 ＩＩ

（ ｙｏｕ， ｚａｉ）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Ｉ， ＩＩ （ ｂｕｓｈｉ， ｓｈｉｂｕｓｈｉ）
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 ＩＩ （ ｍａｓｈａｎｇ， ｌｉｊｉ）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ｏｎ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ｏｎｅ ｑｕａ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ａ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ｏｎｌｙ ａｆｔｅｒ “ ｈｕｉ” ａｎｄ ｑｕａｎ⁃
ｔｉｆｙ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１１）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Ｉ

（ ｚａｉｓａｎ， ｃｈｏｎｇｘｉ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ＩＩ （ ｌｖｌｖ， ｐｉｎｐｉｎ）

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Ｉ （ ｇａｎｊｉｎ， ｌｉａｎｍａｎｇ）
Ｈｅｒｅ ｗｅ ｔ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ｏ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 ａｎｄ ＩＩ：
（１２ ） ａ Ｗｏｄｅ ｄｉａｎｎａｏ
ｄｕｉｈｕａｋｕａｎｇ
Ｍｙ

ｈｕｉ１ ｊ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ｂｅ －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ｏｎｅ － ＣＬ

ｄｉａｌｏｇ ｂｏｘ

Ｉ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ｔｈａｔ ｍ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ｔｈｅｎ

ｂ Ｗｏｄｅ ｄｉａｎｎａｏ
ｄｕｉｈｕａｋｕａｎｇ
Ｍ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ｌｏｇ ｂｏｘ

ｏｆｔｅｎ
ｏｆｔｅｎ

ｊ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ｈｕｉ２
ｏｆｔｅｎ

Ｍ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ｗｉｌｌ ｏｆｔｅｎ

ｓｈｉｂｕｓｈｉ ｔｉａｏｃｈｕ
ｎ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ｙｉ ｇｅ
ｐｏｐ ｕｐ

ｐｏｐ ｕｐ ａ ｄｉａｌｏｇ ｂｏｘ ｎｏｗ ａｎｄ

ｓｈｉｂｕｓｈｉ

ｗｉｌｌ ｎ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ｉａｏｃｈｕ

ｙｉ ｇｅ

ｐｏｐ ｕｐ ｏｎｅ － ＣＬ

ｐｏｐ ｕｐ ａ ｄｉａｌｏｇ ｂｏｘ ｎ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ｉａ⁃

２９４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ｃ Ｗｏｄｅ ｄｉａｎｎａｏ

ｊ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ｓｈｉｂｕｓｈｉ

ｄｕｉｈｕａｋｕａｎｇ
Ｍ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ｏｆｔｅｎ

ｈｕｉ２

ｎ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ｉａｌｏｇ ｂｏｘ

Ｍｙ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ｗｉｌｌ ｏｆｔｅｎ

ｗｉｌｌ

ｔｉａｏｃｈｕ
ｐｏｐ ｕｐ

ｙｉ ｇｅ
ｏｎｅ － ＣＬ

ｐｏｐ ｕｐ ａ ｄｉａｌｏｇ ｂｏｘ ｎ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Ｉｎ （１２ａ） ， “ Ｊ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 “ ｓｈｉｂｕｓｈｉ” ｂｏｔｈ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

ｔｉｖｅ１， ｂｕｔ ｗｈｅｎ ｓｈｉｂｕｓｈｉ ｃｏ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ｊｉｎｇｃｈａｎｇ， ｉｔ ｉｓ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ｔｈａｔ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ｅｓ
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ｎｄ “ ｈｕｉ”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１２ｂ） ｗｉｔｈ “ ｈｕｉ” ｉ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Ｍｏｄ －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ｈａｂｉ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 ｏｂ⁃

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ａｓ ｗｅ’ 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ｏｄ –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ｏｆｔｅｎ ｕｓｅ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ｔｅｎｓｅ ｓｏ ｗ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ｈｕｉ２ ａｓ “ ｗｉｌｌ “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 １２ｃ ） ｉｓ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
ｃａｌ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 ｈｕｉ２”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ｗｏ ａｄ⁃

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ｈｕｉ２ ａｒ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２

Ｓａｍ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１３） ａ Ｂｕｊｉｕｈｏｕ

ｔａ

Ｓｈｏｒ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ｈｅ

ｙｏｕ

ｈｕｉ

ａｇａｉｎ ｗｉｌｌ

ｚａｉ （ ｚａｉｃｉ）

ｏ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ａｐｐｅａｒ

Ｓｈｏｒ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ｈｅ ｗｉｌｌ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ｇａｉｎ

ｂ ∗Ｂｕｊｉｕｈｏｕ ，

ｔａ

Ｓｈｏｒ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ｙｏｕ

ｈｅ ａｇａｉｎ

ｚａｉ （ ｚａｉｃｉ）

ｈｕｉ

ｏｎｃｅ ｍｏｒｅ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ｒｔｌｙ ａｆｔｅｒｗａｒｄｓ ｈｅ ｗｉｌｌ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ｇａｉｎ
（１４） ａ Ｙｉｓｈｅｎｇ ｔ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ｈｕｉ
Ｄｏｃｔｏｒ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ｗｉｌｌ

ｌｉｊｉ （ ｇａｎｊｉｎ）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ｃｈｕｘｉａｎ

ｃｈｕｘｉａｎ 

ａｐｐｅａｒ

（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Ｉ ＋ ｒｅ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ＩＩ）
ｃｈｕｌｉ ｎｉｄｅ ｓｈａｎｇｋｏｕ

ｔｒｅａｔ ｙｏｕｒ ｗｏｕｎｄ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ｗｉｌｌ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ｔｒｅａｔ ｙｏｕｒ ｗｏｕｎｄ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ｂ Ｙｉｓｈｅｎｇ ｔ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ｌｉｊｉ （ ｇａｎｊｉｎ） ｈｕｉ ｃｈｕｌｉ
ｄｏｃｔｏｒ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ｗｉｌｌ ｔｒｅａｔ

ｎｉｄｅ ｓｈａｎｇｋｏｕ

ｙｏｕｒ ｗｏｕｎｄ

Ｄｏｃｔｏｒｓ ｗｉｌｌ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ｔｒｅａｔ ｙｏｕｒ ｗｏｕｎｄ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 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ｖｅＩＩ）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ｏｃｃｕｐｙ ｔｗｏ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５

ｌｏｗｅｒ ｚｏｎｅ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ａｔ ｏｃｃｕｐｙ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ｚｏｎｅ ＩＩ

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ｅｘｉｓｔ ｓｏｍ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ｕ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Ｃｉｎｑｕｅ Ｆｉｒｓ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ｗｅ ｆｏｕｎｄ， ｔｗｏ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ｗｅｒｅ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ｏｕ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ｔｈｅｙ ａｒｅ “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 ｓｕｄｄｅｎ Ａｓｐｅｃｔ” ，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ｂｏｔｈ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ｂｙ Ｃｉｎｑｕｅ ｉｎ 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ｂｕｔ ａ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ｈｅ ｄｉｄｎ’ ｔ ｐｕｔ ｔｈｅｍ ｉｎ ｈ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Ｓｅｃｏｎｄ， ｄｕｒａ⁃
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ｉｓ ｓｐｌｉｔｅｄ ｉｎｔｏ 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ｈｏｒｔ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ａｔｉｖｅ “ ｚａｎ⁃
ｓｈｉ” ａｎｄ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ａｔｉｖｅ “ ｙｉｚｈｉ”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ｓ ｗｅ ｃａｎ ｓａｙ “ ｙｉｚｈｉ ｈａｉ”

 Ｔｈｅ ３ｒ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ｉ１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 ｔｏｎｇｃｈａｎｇ”

ａ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 ｃａｎ 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 ｈｕｉ”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ｖｅｎ ｗ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ｉｓ “ ｈｕｉ” ａｓ ｈｕｉ１ Ｓｏ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ｉｎ ＭＣ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ｐｕｔ “ ｈｕｉ１”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ｉｔ

ｌｏｗｅｒ ｊｕｓ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ｌ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ｔｅｒｉｏｒ ｔｅｎｓｅ “ ｙｉｊｉｎｇ” ①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 ｈｕｉ” ， ａｎ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
ｒｉａｌ， ａｓ “ ｚｏｎｇｓｈｉ ｙｉｊｉｎｇ” （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ｉ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ｕｔ “ ｙｉｊｉｎｇ ｚｏｎｇｓｈｉ”

（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ａｌｗａｙｓ） ｉｓ ｎｏｔ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ｗ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 ｈｕｉ １” ， ｌｅｓｓ ｃ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ｆｔｅｒ “ ｈｕｉ”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Ｄ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ｓ ｌｏｗ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ｔ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ｔｈｅ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ｏｎｌｙ ｂｅ⁃
ｆｏｒｅ ｈｕｉ ２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ｌｙ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ｔｈｅｎ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ｍｏｖ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ａｎｄ ｔｈａｔｓ ｗｈｙ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ｐｐｅａ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ｂｕｔ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ｉ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ｏｕｒ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ｗｅ ｃａｎ
ｓｅ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ｔｈａｔ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ｂｏｖ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Ｃ，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ｂｏｏｖｅ ｃｏｎ⁃
ｔｉｎｕ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 ｈａｉ”

（ ｓｔｉｌｌ） ｃａｎ ｐｒｅｃｅｄ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Ｃ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ｓｈｏｗ

①

“ ｚｏｎｇｓｈｉ” ｃａｎ ａｐｐｅａ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ａｓ ｆｏｃｕｓ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ａｎｄ ｇｅｔｓ ａ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ａ⁃

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ｃｆ Ｈｕａｎｇ ２００７） ， ｗｈｅｎ ｉｔ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ｄｕｒ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 “ ｚｏｎｇｓｈｉ” ｃａｎ ｎｅｖｅｒ ａｐｐｅａｒ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２９６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 ｊｉｊｉａｎｇ， ｇａｎｇｇａｎｇ” 

Ｆｉｇｕｒｅ ３

①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３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１５） 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ｑ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ｆｔｅｎ

ｇ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ｇｏｅｓ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①

“ ｇａｎｇｇａｎｇ” ｃａｎ ａｐｐｅａ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ａ ａｄｖｅｒｂ ｂｕｔ ａ ｎｏｕ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ｚａｉ”

ｃａｎ ｂｅ ａｄｄ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 ｇａｎｇｇａｎｇ” ， ｆｏｒ ｅｘｅｍｐｌｅ：
ａ （ ｚａｉ） Ｇａｎｇｇａｎｇ
Ａｔ ｔｈａｔ ｍｏｍｅｎｔ

ｔａ ｑｕｌｅ

ｙｉｔａｎｇ

ｓｈｅ ｗｅｎｔ ｏｎｅ － ｔｉｍｅ

Ｓｈｅ ｊｕｓｔ ｗ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ｂ ∗ ｇａｎｇｇａｎｇ
Ｊｕｓｔ

ｔａ ｘｉａ

ｈｅ ｇｅｔ ｄｏｗｎ

Ｈｅ ｊｕｓｔ ｇｏｔ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ｂｕｓ

ｙｉｙｕａｎ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

ｇｏｇｎｊｉａｏｃｈｅ

ｂｕｓ

２９７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ｑ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ｇ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ｇｏｅｓ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５ａ） ａｎｄ （１５ｂ） ｃａｎ ｂｅ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ｕｐｌ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ｉｎ （ ａ） ａｎｄ （ ｂ） ｔａｋｅ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ｃｏｐ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ｃａｓｅ， ‘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ｔａｋｅｓ ‘ ｑｕ’ ｉｎ ｉｔｓ ｓｃｏｐｅ；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ｔａｋｅｓ ｂｏｔｈ ‘ ｑｕ’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ｐａｉｒｓ：

（１６） 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ｑ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ｙｅ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ｑｕ ｄａｌ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ｇ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ｏｏ

ｏｆｔｅｎ

ｇｏ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ｇｏ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ｏｒ ｔｏ Ｄａｌｉａｎ
ｂ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ｑ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ｇ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ｓｉ ｇｏ Ｄａｌｉａｎ

Ｄａｌｉａｎ

ｌｉｓｉ ｑｕ Ｄａｌ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ｇｏｅｓ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Ｌｉｓｉ ｇｏｅｓ ｔｏ Ｄａｌｉａｎ
（１７） ａ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ｑ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ｓｉ ｑｕ Ｄａｌｉ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ｇ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ｓｉ ｇｏ Ｄａｌ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ｇｏｅｓ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Ｌｉｓｉ ｇｏｅｓ ｔｏ Ｄａｌｉａｎ

ｂ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Ｏｆｔｅ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ｑｕ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ｙｅ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ｑｕ Ｄａｌ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ｇ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ｔｏｏ

ｏｆｔｅｎ

ｇｏ Ｄａｌｉａｎ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ｏｆｔｅｎ ｇｏｅｓ ｔｏ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 ｏｆｔｅｎ ｇｏｅｓ ｔｏ Ｄａｌｉａｎ， ｔｏｏ
Ｉｎ （１６ａ） ， ｉｔ ｗｉｌｌ ｃａｕｓ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ｉｆ ‘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ｔａｋｅｓ ａ ｗｉｄｅｒ

ｓｃｏｐｅ ｔｈａｎ ‘ ｑｕ，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ａｒｉｓｅｓ ｗｈｅｎ ‘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ｔａｋｅｓ
ａ ｎａｒｒｏｗｅｒ ｓｃｏｐｅ ｔｈａｎ ‘ Ｌｉｓｉ，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ｉｖｅ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Ｌｉｎ （２０１１ ） ＇ｓ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ａｎ

ＥＰＰ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ｕｓｅｓ ＥＰ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Ｐｓ ｉｎ ＭＣ Ｉｎ （１７ａ）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ｈａｓ
ｍｏｖｅｄ ｕｐ ｔｏ ［ Ｓｐｅｃ， ＡｓｐＰ］ ｖｉａ ［ Ｓｐｅｃ， ｖＰ］ ｔｏ ｓｈｏｗ ＥＰ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ｒａｉ⁃

ｓ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ｎｏｎ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ａ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ａ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２９８

Ｐａｒｔ 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８） ａ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 Ａｓｐ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 ｘｐ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ｑｕ Ｂｅｉｊｉｎｇ ］ ］ （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ｂ ［ Ａｓｐ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 Ｔｐ Ｚｈａｎｇｓａｎ ｑｕ Ｂｅｉｊｉｎｇ］ ］ （ ｎ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ｈｏｗｓ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ｉｎ － ｓｉｔｕ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ｉｔ ｉｓ ｔｈｅｎ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１８ｂ） ， ａ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ｍｅｒｇ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 Ｓｐｅｃ， ＴＰ］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ｔｈｅ “ ｃｈａｎｇｃｈａｎｇ” ｔｙｐ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 ｇａｎｇｇａｎｇ” ｔｙｐ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 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ＥＰＰ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４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ａ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Ｃ，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ｔｙｐ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 ｔｉｍ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ｐｈｅｏｎｏｍｅｎｏ ｂｅｗｔ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ｐｏｓ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ａ ｓｙｎ⁃
ｔａｃｔｉｃａｌ ｗａｙ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 Ａ， ｅｄ ２００４ｂ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３：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ｒｉｅ， Ｂｅｒｎａｒｄ ２００５ Ａｓｐｅｃｔ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ｉｎｑｕｅ Ｇ １９９９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
ｔｉｖ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

Ｃｉｎｑｕｅ Ｇ ２０１３ａ ‘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Ｄｉｓｈａｒｍｏｎｉｃ Ｗｏｒｄ Ｏｒｄｅｒ， ｅｄ Ｔ Ｂｉｂｅｒａｕｅｒ， Ｍ Ｓｈｅｅ⁃
ｈａｎ， ｐｐ ４７ － ７３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

Ｃｉｎｑｕｅ Ｇ ２０１３ｂ ‘ Ａｇａｉｎ ｏｎ Ｔｅｎｓ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Ｍｏｏｄ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 ｍｉｒｒ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９，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ｏｐ ｔｏ Ｔｏｅ， ｅｄ Ｐ Ｓｖｅｎｏｎｉｕｓ， ｐｐ ２３２ － ６５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 Ｐ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ｓｐｅｃｔｕ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Ｍａｎ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９９

Ｃｉｎｑｕｅ Ｇ ２０１３ｃ ‘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
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３０： ５０ － ６５

Ｒｉｚｚｉ Ｌ， Ｃｉｎｑｕｅ Ｇ ２０１６ ‘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ｒｇ

Ｔｓａｉ， Ｗ － Ｔ Ｄｙｌａｎ ２０１０ Ｏ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Ｓｅｍｎａｔｉｃ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Ｍｏｄａｌ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ｓａｉ， Ｗ － Ｔ Ｄｙｌａｎ ２０１５ ‘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ｏｄａｌｓ ’ Ｓｈｌｏｎ⁃
ｓｋｙ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４， １１８： ２７５ － ２９４

Ｐｏｌｌｏｃｋ， Ｊ － Ｙ １９８９ ‘ Ｖｅｒｂ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Ｕ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Ｐ’ ．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２０， ３６５ － ４２４

Ｌｉｎ， Ｔ － Ｈ Ｊ ２００１ Ｌｉｇｈｔ Ｖｅｒｂ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Ｉｒｖｉｎｅ

Ｌｉｎ， Ｔ － Ｈ Ｊ ２０１１ ‘ 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Ｍａｎ⁃
ｄａｒ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ｘ， １４ （１） ， ４８ － ７３

龚千炎： 《 汉语的时相时制时态》 ，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０ 年版。

黄瓒辉： 《 时间副词 “ 总” 的两种频率义， 现代汉语虚词探索与研究》 ，
暨南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

尚新： 《 论语法体对语义体运算的选择性及其句法层级性》 ， 《 解放军外国
语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 年。

尚新： 《 事态、 体态及时态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句法结构的影响》 ， 《 ＩＡＣＬ －
２１ 会议论文》 台湾师范大学 ２０１３ 年。

邹海清： 《 从时间副词的功能看其范围和类别》 ， 《 华文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Ｌｉｌｉａｎｅ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 Ｌｉｅｖｅｎ Ｄａｎｃｋａｅｒｔ
ＵＧｅｎｔ， ＦＷ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ｋｎｏｗ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ｃａｎ ｂｅａｒ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
ｖｅ ｃａｓｅ， ｗ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ｗｈ －

ｍｏｖ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Ｆｏｒ 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ａｔ⁃
ｔｅｒｎ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ｄ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ｎ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
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ｙｉｅｌｄｉｎｇ ａｎ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ｗｉｌｌ ｃａｌｌ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ｏｆｆｅｒ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ａｒ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ａｔ ａｌｌｏｗｓ ｆｏｒ ＤＰｓ ｔｏ ｂｅ ‘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 ２０１１） ａｎ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Ａ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 ｉ 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ｉｓ ｃｏｕｃｈ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Ｒｉｚｚｉ ＆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１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ｌｏｎｇ ｗｈ － ｍｏｖ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ｆｒｏｗｎｅｄ ｕｐｏｎ ｂｙ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ｉｎ
∗ Ｅａｒｌｉｅｒ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ｗｅ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ＩＧＧ ４０， Ｔｒｅｎｔｏ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 ，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ｓｑｕ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 ＵＰＶ － ＥＨＵ，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４） ， ａｔ ＣＧＧ ２４， Ｍａｄｒｉｄ （ Ｍａｙ ２０１４） ， ａｔ ａ ＳｙｎＣａｒｔ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ｍｉｎａｒ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ｎｅｖａ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 ａｎｄ ａｔ ＩＷＳＣ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ｈａｎｋ ｔｈｅ ＦＷＯ ｆｏｒ ｉｔ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ＦＷＯ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３Ｇ０Ａ４９１２ （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ｄｏｃ⁃

ｔｏｒａｌ ｇｒａｎｔ ＦＷＯ１３ ／ ＰＤＯ ／ ０２４ （ Ｄａｎｃｋａｅｒｔ） ）  Ｗｅ ｔｈａｎｋ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Ｂｏｇａｌ － Ａｌｌｂｒｉｔｔｅｎ，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Ｇｕｐｔｏｎ，
Ｅｒｉｃ Ｌ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Ｂｒｙａｎ Ｌｅｆｅｒｍａｎ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Ａｄｒｉａｎａ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 Ｊｅｆｆ Ｌｉｄｚ， Ｔｅｒｊｅ
Ｌｏｈｎｄａｌ， Ｊａｉｒｏ Ｎｕｎｅｓ，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ａｄｆｏｒｄ， Ｍｉｌａｎ 8 13ｅｚá
093 813
3 9，08D
Ｌｕｉｇｉ
3 0 Ｒｉｚｚｉ， Ｕｒ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ａｎｄ Ｖｉｄａｌ Ｖａｌｍａ⁃

ｌａ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Ｎｅｅｄｌｅｓｓ ｔｏ ｓａｙ， ｗｅ ｒｅｍａｉｎ ｅｎｔｉｒｅｌ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ｙ ｗｅ ｈａｖｅ
ｕｓｅ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０３

（１）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ｎ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ｗｈｏ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ｖ⁃

ｉｚｅｒ ａｒｅ ｅａｓｙ ｔｏ ｃｏｍｅ ｂｙ ｉｎ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ｇｉｖｅｎ ｒｉｓｅ ｔｏ ｓｏｍ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Ｋａｙｎｅ １９９５；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２００８） ：

（１） ａ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ｈ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ｆｏｒｍ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 ｎｅａｒｌｙ ａｌｌ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ｍ ｔｈｅｙ ｅｘｐｅｃｔ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ｓｔｏｒ ｏｒｇ ／ ｓｔａｂｌｅ ／ ｐｄｆ ／ ３７９２４２５ ｐｄｆ）

ｂ ［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ａｓ ｂｅｇｕｎ ｍａｉｌｉｎｇ ｐａｓｓ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ｗｈｏｍ ｉｔ ｔｈｉ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 ｏｒ ｐａｓｓｅｄ ａｗａｙ， ｒｅｑｕｅ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１６ ６ １３ ｐａｇｅ ５０ ｃｏｌ ３）

ｃ Ｂａｌｌ －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Ｓａｉｒａ ｐｉｃｋｅ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ａｊ， ａｎｄ， ｂａｆｆｌｉｎｇｌｙ， ｈｅｒ ｏｌｄ
ａｄｖｅｒｓａｒｙ Ｐａｕｌ， ｗｈｏｍ ｓｈｅ ｍａｙ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ｅｄ ｉｓ ｈｅｒ ｍａｌｅ Ｄｏｐｐｅｌ⁃
ｇａｎｇｅｒ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８ ５ ５ ｐａｇｅ １２ ｃｏｌ ８）

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 ｓｈｅ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 ｐｌａｙｓ ａｓ ａｎ ａｃｔｏｒ ｗｉｔ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ｍ
ｓｈｅ ｋｎｅｗ ｗｅ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ａ ｂａｄ ｊｏｂ，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ｇｏｏ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ｗａｓ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２３ １０ ５ ｐａｇｅ ３ ｃｏｌ ５）

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 ｌｏ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ｍｏｓ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ｍ ｙｏｕ ｓｕｓｐｅｃｔ ｈａｖｅｎ ’ ｔ ｓｅｅｎ ｉｔ （ ＡＢＣ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ｎ Ｓｕｎｄａｙ

１５ １０ ６ ｐａｇｅ １８ ｃｏｌ ２）

ｆ Ｓａｒａ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ｇｒｅｔ ｈ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Ｓｈｅ ｉｓ ｅｎｖｉｏ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 － ｙｅａｒ ｏｌｄｓ
ｗｈｏｍ ｓｈｅ ｈａｓ ｈｅａｒｄ ａｒ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ｉｔ ｎｏｗ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３１ ７ ５ ｐａｇｅ ２ ｃｏｌ ５）

ｇ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ｌｄ ｅａｓｉｌｙ ｈａｖ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Ｂｒｕｃｅ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ｗｈｏｍ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ｗａｓ ａ ｆａ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ｎ Ｍａｉｌｅｒ， ＪＧ Ｂａｌｌ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３ ３ １３ ｐａｇｅ ４０ ｃｏｌ ５）

ｈ Ｓｅｂｂｙ ｓｅｅｍｅｄ ｓｔｉｌｌ ｔｏ ｂｅ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Ｃｅｃｉｌ， ｗｈｏｍ ｓｈｅ’ ｄ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ｆｏｒ ａ ｍｏ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ｗｈｏｌｅ ｐａｒｔｙ （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ｓ
ｃｈｉｌｄ， Ａ Ｈｏｌｌｉｎｇｈｕｒｓｔ， Ｐｉｃａｄｏｒ， ２０１２， ｐａｇｅ １９７）

ｉ Ｓ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ｈｅｒ 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ｈｅｒ ｌｏｖｅｒ， ｗｈｏｍ ｓｈｅ ｈａｄ ｄｅｄｕｃｅｄ ｉｓ ａ ｓｐｙ，
ｍｏｓｔ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１６ ６ １３ ｐａｇｅ ３９ ｃｏｌ ２）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ｐｈｒａ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ａｌｌ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２）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ｗｈｏｍ ｉ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

３０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ｉｖｅ ｗｈｏ
（２） ａ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ｈ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ｆｏｒｍ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 ｎｅａｒｌｙ ａｌｌ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 ｔｈｅｙ ｅｘｐｅｃｔ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ｓｔｏｒ ｏｒｇ ／ ｓｔａｂｌｅ ／ ｐｄｆ ／ ３７９２４２５ ｐｄｆ）

ｂ ［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ｈａｓ ｂｅｇｕｎ ｍａｉｌｉｎｇ ｐａｓｓ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ｗｈｏ ｉｔ ｔｈｉｎｋｓ ｈａｖｅ
ｒｅｌｏｃａｔｅｄ ｏｒ ｐａｓｓｅｄ ａｗａｙ， ｒｅｑｕｅ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ｏｆ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 Ｂａｌｌ －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Ｓａｉｒａ ｐｉｃｋｅｄ Ｊａｍｅｓ， Ｒａｊ， ａｎｄ， ｂａｆｆｌｉｎｇｌｙ， ｈｅｒ ｏｌｄ ａｄ⁃
ｖｅｒｓａｒｙ Ｐａｕｌ， ｗｈｏ ｓｈｅ ｍａｙ ｎｏｔ ｈａｖｅ ｒｅａｌｉｓｅｄ ｉｓ ｈｅｒ ｍａｌｅ Ｄｏｐｐｅｌｇａｎｇｅｒ

ｄ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 ｓｈｅ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 ｐｌａｙｓ ａｓ ａｎ ａｃｔｏｒ ｗｉｔｈ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ｓｈｅ
ｋｎｅｗ ｗｅ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ａ ｂａｄ ｊｏｂ，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ｇｏｏ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ｗａｓ

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ａ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 ｌｏｔ ｏｆ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ｍｏｓｔｌｙ ｆｒｏｍ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ｈｏ ｙｏｕ ｓｕｓｐｅｃｔ ｈａｖｅｎ’ ｔ ｓｅｅｎ ｉｔ

ｆ Ｓａｒａ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ｒｅｇｒｅｔ ｈｅｒ ｓｕｒｇｅｒｙ Ｓｈｅ ｉｓ ｅｎｖｉｏ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０ － ｙｅａｒ ｏｌｄｓ
ｗｈｏ ｓｈｅ ｈａｓ ｈｅａｒｄ ａｒ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ｉｔ ｎｏｗ

ｇ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ｌｄ ｅａｓｉｌｙ ｈａｖ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Ｂｒｕｃｅ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 ｗｈｏ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ｒｅ⁃
ｐｏｒｔｅｄ ｗａｓ ａ ｆａｎ ｏｆ Ｎｏｒｍａｎ Ｍａｉｌｅｒ， ＪＧ Ｂａｌｌ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ｃｏｔｔ Ｆｉｔｚｇｅｒａｌｄ

ｈ Ｓｅｂｂｙ ｓｅｅｍｅｄ ｓｔｉｌｌ ｔｏ ｂｅ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Ｃｅｃｉｌ， ｗｈｏ ｓｈｅ’ ｄ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ｆｏｒ ａ
ｍｏｍｅｎ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ｗｈｏｌｅ ｐａｒｔｙ

ｉ Ｓｈ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ｓ ｈｅｒ ｓｔｏｒｙ ｔｏ ｈｅｒ ｌｏｖｅｒ， ｗｈｏ ｓｈｅ ｈａｄ ｄｅｄｕｃｅｄ ｉｓ ａ ｓｐｙ，
ｍｏｓｔ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ｏｌｏｇｕｅ

（１ｊ） ａｎｄ （２ｊ）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ｗｈ －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

ｔｉｖｅ： ｉｎ （１ｊ）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ｗｈｏｍ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ａｎｄ （２ｊ） ｉ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ｖａｒｉａｎｔ

（１） ｊ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ｓ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ｔ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ＢＣ Ｎｅｗｓ Ｏｎ⁃

ｌｉｎ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ｕｒｖｅｙＭｏｎｋｅｙ ａｓｋ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ｗｈｏｍ ｔｈｅｙ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ｗｏｕｌｄ

ｗ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ｙｓ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ｓｎｂｃ ｃｏｍ ／ ｍｓｎｂｃ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 ｖｏｔｅｒｓ － ｏｖｅｒｗｈｅｌｍｉｎｇｌｙ －
ｐｒｅｄｉｃｔ － ｃｌｉｎｔｏｎ － ｗｉｌｌ － ｗｉｎ －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０５

（２） ｋ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ｓ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ｔ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ＢＣ Ｎｅｗｓ Ｏｎ⁃
ｌｉｎ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ｂｙ ＳｕｒｖｅｙＭｏｎｋｅｙ ａｓｋｅ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 ｗｈｏ ｔｈｅｙ ｅｘ⁃
ｐｅｃｔｅｄ ｗｏｕｌｄ ｗ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ｙｓ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ｕｔ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ｗｉｌｌ ｃａｒｒｙ ｏｖｅｒ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
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１） ａｒｅ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 Ｑｕｉｒｋ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５： ３６８， １２９９ ）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ａ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ｒｒｏｒｓ，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ａｓ ‘ ａｍａｌｇａｍｓ’ ｏｒ ‘ ｂｌｅｎｄｓ’ （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ｏｌｉｎｇｅｒ １９６１， Ｃｏｐｐｏｃｋ ２０１０，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 ｉ ｅ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ｗｏ （ ｏｒ ｍｏｒｅ） ｆｕｌｌｙ ｗｅｌｌ － ｆｏｒｍ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ａ ｂｌｅｎｄ ｏｆ （３ａ） ａｎｄ （３ｂ） 

①

（３）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ｍｉ ［ｗｅ ｅｘｐｅｃｔ ［ ｔ ｉ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ａ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ｍ ｗｅ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ｏ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 ｗｅ ｅｘｐｅｃｔ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ｇｏｉｎｇ ｂａｃｋ ｔｏ 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 （ １９２７：
ｖｏｌ ＩＩＩ ２， １９７ － １９８ ） ， ａｎｄ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Ｐａｙｎｅ ＆ Ｈｕｄｄｌｅｓｔｏｎ （ ２００２： ４６６ －

４６７）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ｗｈｏ ｄ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Ｋａｙｎｅ （１９９５） 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２００８）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
ｖｅ ｏｎｗｈｏｍ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ｅｘｐｅｃｔ

（４）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 ｗｈｏｍ ｉ ［ ｗｅ ｅｘｐｅｃｔ ［ ｔ ｉ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①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Ｌａｓｎｉｋ ＆ Ｓｏｂｉｎ ２０００ ｆｏｒ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ｏｍ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ｖｉｒｕｓ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ｕ⁃

ｔｈｏｒ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１） ａｓ ‘ ｓｌｉｐｐｅｒｓ’ ， ｉ 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ｔｈａｔ “ ｍｉｇｈｔ ｅａｓ⁃

ｉｌｙ ｇｅｔ ｂｙ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ｉｎｇ ｎｏｔｉｃｅｄ，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ｎｅｓ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ｍ ” （ ２０００：

３５６） ．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 ＥＣＭ’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ｅ ｔｈｅｉｒ ｎｏｔｅ １６

３０６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ａｒｔｓ ｏ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１）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Ｒｉｚｚｉ ＆ Ｓｈｌｏｎ⁃
ｓｋｙ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Ｗ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ｃａｓｔ Ｋａｙｎ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Ｈａｖｉｎｇ ｄｏｎｅ ｔｈａｔ， ｗｅ ｗｉｌｌ ｐｕｒｓｕｅ ｔｈｅ ｒａｍ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ｓ⁃

ｓ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１） ，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ｒ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ｂｅ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５ａ） ａｎｄ （５ｂ）  （５ｃ）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ｉｓ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ｂｙ ｐａｓｓ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５） ａ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 ｉ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ｃ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ｍ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５ａ） ａｎｄ （５ｂ） ，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５ｄ）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ｔ⁃
ｔｅｓｔｅｄ：

（５） 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ｔｈｉｓ ｌａｓ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ｓ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ｏｆ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ｓ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ｓｕｃ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ａ
ｂｌｅｎｄ ｏｆ （５ａ） ａｎｄ （５ｂ） ，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６） ：

（６） ａ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 ５ｂ）

ｂ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 ｉ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 ＝
５ａ）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５ｄ）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ａｔ ｄｅｒｉｖｅ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ｌｉｋｅ （１） ，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０７

Ｏｕｒ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Ｒｉｚｚｉ （ ２００６ ） ａｎｄ Ｒｉｚｚｉ ＆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ｉｔ 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ｕｐｄａｔｅｓ Ｋａｙｎｅｓ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Ｒｉｚｚｉ ＆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ａｓｓ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ｏｆｆｅｒｓ ａ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ａ ｎｕｍ⁃
ｂｅｒ ｏｆ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ｇｏ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ｃｏｐ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
ｐｅｒ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７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２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ｗ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ａｌｌｅｄ ‘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ｈａｔ ｉ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ｐｏｓｅ ａ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ａｓｅｓ
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ｗｅ ｐｒｅｓ⁃
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２ １

ＳｕｂｊＰ，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ｉｓ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ｗｈａｔ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Ｐ ｍｕｓｔ ｂ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ｅｔｔｉ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４；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５）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ｉｎｇｒｅ⁃
ｄｉ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ｉ） Ｔ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ｕｓ ｗｈｅｒ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ｖｅｒｂ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ａ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ｔｈａｔ ａｓｓｉｇｎｓ ｎｏｍｉｎａ⁃
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 ｉｉ） ＳｕｂｊＰ， ｈｏ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Ａ －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 ｓｅｅ ｂｅｌｏｗ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 ｉｉｉ） ＦｉｎＰ ａ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 ｗｈｉｃｈ ｐｌａｙ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ｏｍａｉｎ ｃｏｕｌｄ ｔｈｕｓ ｂ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ｌａｙｅｒｓ：

３０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７）

Ｉｎ Ｒｉｚｚｉ ＆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ｓ （ ｆｒｏｍ ｎｏｗ ｏｎ Ｒ＆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Ｐ ｉｓ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ｉｓ ａ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ｗｈｏｓｅ ｈｅａｄ ｃｏ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ｉｎ （８ａ） （ Ｒ＆Ｓ ２００６： １３８， ｔｈｅｉｒ （５３） ） ：

（８） ａ Ｆｏｒ ［ ＋ Ｆ］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Ｘ ＋ Ｆ ｉｓ ｉｎ ａ Ｓｐｅｃ － ｈｅａｄ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 ＋ Ｆ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ｃｏｍｐｒｉｓｅ ［ ｗｈ］ ， ［ Ｔｏｐ］ ， ［ Ｆｏｃ］ ， ［ Ｒｅｌ］ ａｎｄ ［ Ｓｕｂｊ］ ： ａ ｃｒｉ⁃

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ｄｕｃｅ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ａｄ ①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 ｈ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 ＳＣｒｉｔ） ｂｙ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ＳｐｅｃＳｕｂｊＰ ｉｓ
ｔｈｕｓ ｆｒｏｚｅｎ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ｅｌ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ｏｂｊｅｃｔ ａ⁃
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１０ａ， ｂ） ：
（９）

（１０） ａ ∗Ｑｕｉ ｉ ｃｒｏｉｓ － ｔｕ ｑｕｅ
ｗｈｏ ｔｈｉｎｋ － ｙｏｕ ｔｈａｔ

①

［ ＳｕｂｊＰ

ｉ

ｖａ ｐａｒｔｉｒ］ ？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ｖｅ

Ｗｅ ａｒ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ａｗａｙ ｆｒｏｍ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ｂ Ｑｕｅ ｉ ｃｒｏｉｓ － ｔｕ ｑｕｅ

ｗｈａｔ ｔｈｉｎｋ － ｙｏｕ ｔｈａｔ

［ ＳｕｂｊＰ Ｊｅａｎ ａ ｆａｉｔ

Ｊｅａｎ ｈａｓ ｄｏｎｅ

ｉ

３０９

］？

‘ Ｗｈａｔ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ｄｉｄ？’

Ｒ＆Ｓ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ｂｙ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ｕｓ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ｂｙ⁃

ｐａｓｓ ＳｐｅｃＳｕｂｊＰ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ｔｈｉｓ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ｑｕｅ ｂｙ ｑｕｉ （１０ｃ） ：

ｃ Ｑｕｉ ｃｒｏｉｓ － ｔｕ ｑｕｉ ｖａ ｐａｒｔｉｒ？

ｗｈｏｔｈｉｎｋ － ｙｏｕ ｑｕｉ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ｖｅ

‘ Ｗｈｏ ｄｏ ｙｏｕ ｔｈｉｎｋ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ｖｅ？’
Ｆｏｒ Ｒ＆Ｓ （２００７） ， ｑｕｉ ｉｎ （１０ｃ） ｉｓ ａ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Ｆ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ｗｉｔｈ φ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０， Ｔａｒａｌｄｓｅｎ ２００１ ）

 Ｗ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Ｆｉｎ ｈｅｒｅ ａｓ ‘ Φｉｎ’  Ｂｙ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ｃ － ｃｏｍｍ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 ｈｅａｄ， ｔｈｅ φ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Φｉｎ ｃａｎ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ｔ Ｒ＆Ｓ （２００７： １３８ －

１３９）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ｒｅ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８） ｂ Ｆｏｒ ［ ＋ Ｆ］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Ｘ ＋ Ｆ ｉｓ ｌｏｃａｌｌｙ ｃ － ｃｏｍｍａｎｄｅｄ ｂｙ Ａ ＋ Ｆ
（９） ｂ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ＳｕｂｊＰ ｗｉｔｈ Ｓｕｂｊ ｉｎ （９ａ） ｉｓ 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ｌ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
ｃａｌ ｔｏ ｔｈａ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Φｉ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ｊ ｉｎ （９ｂ）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Ｒ＆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φ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Φｉｎ ｄｏ ｎｏｔ
ｃｏｍｅ ｆｏｒ ｆｒｅｅ， ｂｕｔ 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ｃｉｎｇ 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ｗｈ － ｍｏｖ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ｎ ｉｔｓ ｗａｙ ｔｏ ｉｔ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ｔｈ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ｏｖ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ｅｃΦｉｎ ａｎｄ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ｔｈｅ φ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３１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Φｉｎ
（１１）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ｉｎ ＳｐｅｃΦｉｎＰ φ －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ＳｐｅｃΦｉｎＰ ｑｕａｌ⁃
ｉｆｉｅｓ ａｓ ａｎ Ａ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１） （ ｓｅｅ ｂｅｌｏｗ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Ｎｏｔｅ ａｌ⁃
ｓｏ ｔｈａｔ ＳｐｅｃΦｉｎＰ ｉｓ ｎｏｔ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 ２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Ｗ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 ｕｎｍａｒｋｅｄ ’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Ｆｏｒ ｅａ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ｗ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ｉｎ ａ ｇｉｖｅｎ ｄｅｒｉｖａ⁃

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ｎｕｍｅｒａｌ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ｍｏｖｅｄ ｉｓ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１， ａｎｄ ｉｓ ｌａｂｅｌｌｅｄ ＣＰ１，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ｓ ｌａｂｅｌｌｅｄ ＣＰ２ ｅｔ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ｓｔ ＴＰ ｉｓ ｌａｂｅｌｌｅｄ ＴＰ１， ｔｈａｔ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ｏｎｅ ｉｓ ＴＰ２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１２ａ） ， ｉｔ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ｓ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 ΦｉｎＰ１ （ Ｒ＆Ｓ ２００６：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９）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ｔ ｏｎ Ｓｕｂｊ１ 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φ － 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 ｏｎ Φｉｎ１，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ｗｈ － ｍｏｖ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ＳｐｅｃΦｉｎ１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Ｔ１ ｐｒｏｂｅ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ｈｏ （ ｎｏｔ
ｓｈｏｗｎ）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ａｓｓｉｇｎｓ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２

ｉ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ｙ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ａｓｅ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１１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ｉｎ （１２ｂ） ：
（１２） ａ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 ｔｈｅｙ ｅｘｐｅｃｔ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

３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ｉｒ ｉｎ （１３）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ｗｈ － ａｎｄ ＤＰ ｓｕｂ⁃

ｊ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Ｗｈｉｌｅ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ｅｘｐｅｃｔ ｍａｙ （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ａｎ ｉｎ ｓｉｔｕ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１３） ａ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ｍ ｗｅ ｅｘｐｅｃｔ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 ∗Ｗｅ ｅｘｐｅｃｔ ｈｉｍ ／ ｈｅｒ ／ ｔｈｅｍ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３ａ） ｍａｋ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ｕｓｅ

３１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ｔｅｐ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ｃ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ｂｙ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３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ｓ ａ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ｖａ⁃

ｒｉａｎｔ ａｓ ｏｕｔｌｉｎ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２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ｖｉａ ｔｈｅ ｄｅｌａｙｅ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ｓｋｅｔｃｈｅｄ ｉｎ （１１） ａｎｄ
（１２ ） ａｂｏｖ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ｉｎ （ １２ｂ ） ａｓ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１４） ： ｏｎ ｉｔｓ ｗａｙ ｔｏ ｉｔｓ ｆｉｎａｌ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ｔｈ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 ａｎ Ａ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ｅｅ ｂｅｌｏｗ ）  Ｔｈｉｓ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ｅｖ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ｂｙ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ＤＰ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ｌｙ） ｈａ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

ｄｅｄ （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ＳｐｅｃＳｕｂｊＰ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ｎｇ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１４） ｈａｓ ｔｈｕ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ＤＰ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１４） ，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ｃａｎ ｃａｓｅ ｍａｒｋ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ｎｇ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１４）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１４） ｉｓ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ｕｐｄａｔｅ ｏｆ Ｋａｙｎｅｓ （１９９５）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ｂｅ ｍａｄｅ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ｉｒ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ｗｈ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ｉｓ ａｎ Ａ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ｍａｄｅ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Ｒ＆Ｓ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ｉｓ ａｎ Ａ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ｆ φ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φ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ｈｅａ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ａｓ ａｎ Ａ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１）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ａｓｅ － ｍａｒｋ ａ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ｂｅｅｎ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ｂｙ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Ｔ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

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ｂｅ ｏｖｅｒｒｕｌｅｄ ｂｙ ｏｒ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ｎｅｗｌｙ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１３

ｃａｓ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ｃａｓｅ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 ｔｏ ｂ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

ｓｉｓ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 ｃａｎ ｐｒｏｂｅ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ｉ 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Ａ ｐｒｏ⁃

ｂｉｎｇ Ｐ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ｗｈ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ｉ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ｏｆ ｗｈａｔ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 （２０１１）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ａｓ ａ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Ｐ， ｉ ｅ ａ Ｇｏ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Ｃｈｏｍｓｋｙｓ ２０００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ｎｏｔ ａｌｌ ｓｐｅａｋ⁃

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ｌｌｏｗ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Ｐｓ ｗｅ ｃｏｕｌ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ａｔａ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１） 

４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４ １

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Ｌｅｔ ｕｓ ｎｏｗ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１） ， ｉ ｅ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ｍａ⁃
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ｉｓ ｐａｓｓｉｖｉｚｅｄ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ｘ⁃

ｔｒａｃｔ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ｗｈｏｍ ｉ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 ｃｆ （１４） ） ， ｗ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ａ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ｔｈｕｓ ｒｕｌｉｎｇ ｏｕｔ （１５）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

ｃａｔ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１５）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ｍ ｉ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ａｃｔｉｖｅｅｘｐｅｃｔ，
ｉ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 ｃｕｒｓｏｒｙ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ｗｈｉｌｅ ａ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１６） ｇ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ｈｉｔ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 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
ｎｏ 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ｎｇ ｗｈｏｍ ｉｔ ｉｓ ／ ｗａ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ｌ
（１６）

ａ Ｎｏｗ ｒｅｔｉｒｅｄ， Ｃｒｏｆｔ， ｗｈｏ ｖｏｔｅｄ ｆｏｒ Ｄ 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ｍｅｍｂｅｒ Ｔｏｍｍｙ Ｗｅｌｌｓ （ Ｄ
Ｗａｒｄ ６）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ｓ ｇｒｕｄｇｉｎｇ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Ｂｏｗｓｅｒ， ｗｈｏｍ 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ｏｎ ａｕｔｏｐｉｌｏｔ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ｌｏｃａｌ ／ ｄｃｐｏｌｉ⁃

３１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ｉｃｓ ／ ｂｏｗｓｅｒ － ｃａｔａｎｉａ － ｄｃ － ｍａｙｏｒａｌ － ｒａｃｅ － ｒｅｓｔｓ － ｏｎ － ａｎ － ｕｎ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 ｅ⁃
ｌ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１３ ／ ２８５ｃ３ｆ５８ － ３８７ａ － １１ｅ４ － ｂｄｆｂ － ｄｅ４１０４５４４ａ３７ ＿
ｓｔｏｒｙ ｈｔｍｌ）

ｂ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ｈｅｎ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ｆｏｒｍ ａｎ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ｉｎ
ｎｅａｒｌｙ ａｌｌ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ａ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ｍ ｔｈｅｙ ｅｘｐｅｃｔ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ｓｔｏｒ ｏｒｇ ／ ｓｔａｂｌｅ ／ ｐｄｆ ／ ３７９２４２５ ｐｄｆ）

Ｔｈｅ ｕｎｍａｒｋｅｄ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ｔｏ （１） ａｒ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１７） ，
ｉ ｅ ｅｉ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Ａ’ －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１７ｂ） ， ｏｒ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ｆｉｒｓｔ ｒａｉ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ｂｙ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Ａ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ｕｎｄｅｒｇｏｅｓ
Ａ’ －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１７） ａ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 ｉ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ｌ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ｂ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ｎｄｉｄａｔｅ ｗｈｏ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ｗ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ｍｅ ｂａｃｋ 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１７ａ）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４ ２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４ ２ １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 ｃｆ （５ｄ） ） ，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ｎｍａｒｋ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ｎ
（１７） ， ａ ｔｈｉｒｄ ｏ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ｗｅｌｌ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ｓ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１８）

ｃｏｎｔａｉｎｓ ｓｏｍ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１８） ａ ［ ． ． ． ］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ｗｏｍａｎ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ｅ ｗｈｏ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ｃｈｉｌｄ 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ａ ｓｐｌｉｔ ｕｐ ａｎｄ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ｇｅｔ ａ ｊｏｂ ａｎｄ
ｌｏｏｋ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ｋｉｄｓ （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ｕｍｓ 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ｐｙ ｃｏ ｕｋ ／ ｓｈｏｗｔｈｒｅａｄ．
ｐｈｐ？ ｔ ＝ ２５５８４４）

ｂ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１５

ｏｎｌｙ ｏｎｅ， ｗｈｏ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ｈｏｓｔ ｄｉｏ⁃
ｃｅｓｅ （ Ｃｅｃｉｌｙ Ｂｕｔｃｈｅｒ， ｗｗｗ ｂａｔｈｕｒｓｔａｎｇｌｉｃａｎ ｏｒｇ ａｕ ／ ＿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１４５４９０ ／ ＡＮ＿ Ｍａｙ＿ １３， ｐａｇｅ ８）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ｔ ｌｏｏｋｓ ａｓ ｉｆ ｔｈｅ ｗｈ －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ｈｏ ｈａ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

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１８） ａｎｄ （１９） ｉｓ ｔｉｅｄ ｔｏ 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ｓ ｕ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ＤＰ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２０） ， ａ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ｈｏｗ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ｌｙ， ｗｅ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ｉｔ ａｓ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１８） ａｒｅ ｅａｓｙ ｔｏ ｃｏｍｅ ｂｙ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１９）  Ｉｎ （１９ａ） ， ｔｈｅ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ｋｅｓ ａｓ
ｉｔｓ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Ｐ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 ｉｓ

ｆｅ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 ｉ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ｉｎ （１９ｂ） ， ｐｌｕｒａｌ ｗｈｉｃｈ，
（ ｗｉｔｈ ａｎｙ ｑｕｏｔｅｓ ａｓ ｉｔｓ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ｐｌｕ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ｂｏｔｈ ｗｅｒｅ （ ｆｅｌｔ）

ａｎｄ ｗｅｒｅ （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ｅｖｅｎ ｃｌｅａｒｅ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ｌａｓ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ｐｌ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ｅｄ ｐｌｕｒａｌ

ｗｈ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ｃａｓｅ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ｌｙ ｓｏ

（１９） ａ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ｓｅｅｎ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ｉ ｉｓ ｆｅｌｔ ｔ ｉ ｉ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ｉｓ ｎｏｗ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ｅｄｍａ － ｅｕｒｏｐｅ ｏｒｇ ／ ｎｅｗｓｌｅｔｔｅｒ％ ２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Ｋｉｎｅｏ ／ ＭｃＤｏｎａｌｄｓ％

２０ＵＫ％ ２０ － ％ ２０Ｒａｐｉｄ％ ２０Ｅ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２０ｉｎ％ ２０Ａｃｔｉｏｎ％ ２０
（ Ｏｃｔ％ ２０１１）  ｐｄｆ）

ｂ Ａ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ｍａｄｅ ｏｆ ｅａｃｈ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ｗａｓ ｔｈｅｎ ｕｓｅｄ ｔｏ ｔｒａｎ⁃

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ａｎｙ ｑｕｏ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 ｗｅｒｅ ｆｅｌｔ ｔ ｉ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ｈｔｔｐ： ／ ／ ｏｒｇｐｒｉｎｔｓ ｏｒｇ ／ ２２３８７ ／ １ ／ Ｊａｓｏｎ Ｈｏｒｎｅｒ Ｍａｓｔｅｒ⁃
ｓｔｈｅｓｉｓ ｐｄ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ｌ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ｓ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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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ｔｈａｔ：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ｌｉｋｅ （２０） ｖｉｏｌａｔｅｓ ａ ｃｏｎ⁃

ｓｔｒａｉ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Ａ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ｃｒｏｓｓ ａ ＣＰ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Ｑｕｏｔｉｎｇ
Ｓｉｇｕｒðｓｓｏｎ （２０１２： ２０７） ： “ ＣＰｓ ａｒｅ Ａ － ｉｓｌａ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ｉｓ， Ａ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
ｄｉｎｇ Ｔ －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ｒｅ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ｆｒｏｍ ｂｅｉｎｇ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Ｃ －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Ｓ ２００７： １４６）  Ｔｈｉ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ｏ ｂｅ ｆｕｌｌ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ｂｕｔ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ｓｓｕｍｅ ｈｅ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ｃｏｒｒｅｃｔ
（２０） ∗Ｊｏｈｎ ｉ ｓｅｅｍｓ （ ｔｈａｔ）

ｔｉ

ｒｅａｄｓ ａ ｂｏｏｋ

Ｎａｔｉｖｅ －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ｌｙ ｒｅｊｅｃｔ （ ２０ ） ， ｂｕｔ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ｓｕｃｈ ａｓ （ １８ ） ａｎｄ （ １９ ） ａｒｅ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ｂｙ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ｒｅｊｅｃｔｉｎｇ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ｉｎ （２１） ，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ｌｌ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ｗｈ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ｗｈ － ｒａｉ⁃
ｓｉｎｇ ａｌｓｏ ａｃｃｅｐｔ （２１） 

（２１） ａ …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ｈｙｇｉｅｎｅ ａｃｒｏｓｓ ｒｅｓｔａｕｒａｎ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ｉ ｉｔ ｉｓ ｆｅｌｔ ｔ ｉ ｉｓ 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ａｂｌｅ ｔｏ …

ｂ … ａｎｙ ｑｕｏ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 ｉｔ ｗａｓ ｆｅｌｔ ｔ ｉ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ｓａｋｅ， ｗ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 （２２） ａｎｄ （２３） ， ｗｈｉｃｈ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

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ｖａｒｉ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ｗｉｌ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ｂｕｔ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ｃａｒｒｉｅｓ ｏｖｅｒ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２２） ［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ｄ ａｓ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ｂｏｏｋｓ ｉ ｗｅｒ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 ｉ ｗｅｒｅ
“ Ｇｏｄｌｙ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 Ｇｌｏ ＷｂＥ ｃｏｒｐｕｓ； ＡＢＣ Ｎｅｗｓ， Ｗａｓ Ｊｅｓｕｓ Ｍａｒ⁃
ｒｉｅｄ？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Ｐａｐｙｒｕｓ ｍａｒｒｉｅｄ － ａｎｃｉｅｎｔ － ｐａｐｙｒｕｓ － ｍｅｎｔｉｏｎｓ － ｈｉｓ －
ｗｉｆｅ ／ ）

（２３） Ｋｅｅｐ ｍｏｒｅ ｂａｌｌｏｏｎ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ｈａｎ ｉ 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 ｉ ｗｉｌｌ ｂ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ｅｈｏｗ ｃｏｍ ／ ｈｏｗ ＿ １００４９４１７ ＿ ｍａｋｅ － ｂａｌｌｏｏｎ － ｐｒｉｎｃｅｓｓ －
ｗａｎｄ ｈｔｍ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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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 ｗａ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ｔｈｅ ｅｘ⁃
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１８） ， （１９） ， （２２） ａｎｄ （２３） ａｒ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
ｂｌｅ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ｅｅｍ ｔｏ ｂｅ ‘ ｈｙｂｒｉｄ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ｏｎｇ 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２４）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ａｌ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 ２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２４ｂ） ：

（２４） ａｎｙ ｑｕｏ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ｆｅｌｔ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 ａｎｙ ｑｕｏ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ｆｅｌｔ ｔｏ ｂ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 ａｎｙ ｑｕｏ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ｗａｓ ｆｅｌｔ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ｏｎｅ ｍｉｇｈ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ｓｕｃｈ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ａｓ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ａ ｃｌａｓｓ ｏｆ ‘ ｂｌｅｎｄｓ’

ｏｒ ‘ ａｍａｌｇａ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ｅｘｔｒａ －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ｐａｒｔ ｏｆ ａ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ｅｎｃｅ Ｗｅ ａｄｏｐｔ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ｃ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ｃａｎ ｉｎｄｅｅｄ ｂｅ ｃ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ｄｅ ｔｏ ｆｏｌ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Ｒ＆Ｓｓ （２００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ｇｒａｍｍａｒ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２４ ）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ｌ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ｅｖｉｃｅ ｆｏｒ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ｄｏｍａｉｎ （ ＣＰ２）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ｏｕｒ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 ｉ） ｔｈｅ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ｖ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ｗｈ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 ｉｉ） ａｎｅｃｄｏｔａｌ⁃
ｌｙ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ｄａｔａ ｌｉｋｅ ｔｈｏｓｅ ｇｉｖｅｎ ａｂｏｖｅ ａｎｄ （ ｉｉｉ）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ｏｍ ｓｅａｒ⁃

ｃｈｅｓ ｉｎ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Ｉｎ ｗ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ｗｅ ｆｉｒｓｔ ｇｉｖｅ ａ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４ ２ ２

４ ２ ２ １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ｈｅｒｅ ｉｓ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ｇｒｅｅ⁃

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ｖｅｒｔｌｙ ｄｉｓｐｌａｙｅｄ ｉｎ ｃａ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ａ ｐｌｕ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ａ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３１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 ） ａｌｓｏ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ｓｕｐｅｒ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 （２５） ，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ｐｕｌａ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２５） ａｎｙ ｑｕｏ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 ｗｅｒｅ ｆｅｌｔ

ｔｉ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ａｋ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ｉｎｇ ａ ｎｕｌｌ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ｍ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ｓｉｎｃｅ （ ｎｕｌｌ）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ｓｉｎ⁃

ｇｕｌａ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ｓ ａ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４ ２ ２ ２

Ｔｈｅｗｈ －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ａｄｍｉｔｔｅｄｌ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ｗｉｔｈ ｎｏｎ －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２６） ，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ｗｈ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ｔ⁃
ｔｅｒｎ ｉｎ （ ２５ ） ， ｒｅｊｅｃ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ｎｏｎ －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ｗｅ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ｓｕｃｈ ｃａｓｅｓ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 ａｓ ｓｉｇｎａｌｌ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ｓｉｚｅｄ ａｓｔｅｒｉｓｋ） ， ａｎｄ ｉｎ ｗ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ｎａ⁃
ｌｙｓｅ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ｃａｓｅｓ ｌｉｋｅ （２５） ， ｂｕｔ ｎｏｔ （２６） 

（２６） （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ｓｐｅｎ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ｗｉｌｌ ｂｏｔｔｏｍ ｏｕｔ ｉｎ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ｒｕｎ ［    ］  （ Ｇｏｏｇｌ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１８ ０１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ｒｔｎｅｒ ｃｏｍ ／ ｎｅｗｓｒｏｏｍ ／ ｉｄ ／ ２２３８９１５）

Ｗｅ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ｗｈ － ／ ＤＰ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ｙ ｍａｋｅ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ｐｙ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ｓｕｄｅｈ ２００２） ｏｒ ｈｙｐｅｒｒａｉｓｉｎｇ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 ＆ Ｄｉｅｒｃｋｓ ２０１３，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ｓ）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ｂｏ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ｒｅ ｎｏ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４ ２ ２ 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ｏ ｆａｒ ｆｒａｍｅｄ ｏｕ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ｗｈａ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ｏ ｂｅ ｎｏｎ － ｃａ⁃

ｎｏｎｉ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ａ ｃｏｉｎｃｉｄｅｎｃｅ：
ｕｎｌｉｋｅ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ｗｈ －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ｓｕｐｅｒ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２７） ａｒｅ ｎｏｔ ａｔｔ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ｏｕ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ｒｅｊｅｃｔ ｔｈｅｍ

３１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２７）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 ａｎｙ ｑｕｏｔｅｓ ［ ｗｈｉｃｈ ｉ ｗｅｒｅ ｆｅｌｔ ［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ｃａｓｅ］ ］ 

４ ２ ２ ４

ｔｉ

ｉｎ

Ｔｈａｔ － ｔｒａ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ｈｅｒｅ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 ｔｈａｔ －

ｔｒａ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２８）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ｔ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ｓ ｒｅ⁃
ｊ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ｏｕ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２８） Ｔｈｅｓｅ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ｗ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ｂｉ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ｉｔｙ
ｆｕｎｄｓ， ｗｈｉｃｈ ｉ ａｒｅ ｈｏｐｅｄ （ ∗ｔｈａｔ） ｔ ｉ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ｐ ｔｏ １５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ｅ⁃
ｖｉｃｔｉｏｎ
４ ２ ２ ５

Ｔｈｅ ｂｉｃｌａｕｓ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ｎｏ 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２９） ， ｗｉｔ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ＣＰ３，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ｓｕｃ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ｏｕｒ ｉｎｆｏｒｍ⁃
ａｎｔｓ ①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ｔｗｏ ａｄ⁃
ｊａｃｅｎｔ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Ｐ２，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ｗｈ －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ｈａｌｔｓ ｉｎ ｉｔｓ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２９） ？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ｉｔｙ ｆｕｎｄｓ， ［ ＣＰ３ ｗｈｉｃｈ ｉ ｔｈｅｙ ｓａｙ ／ ｉｔ ｉｓ ｓａｉｄ ［ ＣＰ２ ｔ ｉ ａｒｅ ｈｏｐｅｄ ［ ＣＰ１
ｔ ｉ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ｐ ｔｏ １５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ｅｖｉｃｔｉｏｎ］ ］ ］ 

Ｗｈｉ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ａｃｃｅｐ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ｉｎ （３０ａ） ， ｔｈｅ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ｒｉｐｌｅ ａ⁃
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ｉｎ （３０ｂ）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３０） ａ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ｒｕｓ ［ ＣＰ２ ｗｈｉｃｈ ｉ ｗａｓ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 ＣＰ１ ｔ ｉ ｈａｄ ｉｎｉ⁃
ｔｉａｌ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 ］ 

ｂ ∗ ／ ？？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ｒｕｓ ［ ＣＰ３ ｗｈｉｃｈ ｉ ｗ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 ＣＰ２ ｔ ｉ
ｗａｓ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 ＣＰ１

①

ｔｉ

ｈ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 ］ 

Ｗｅ ａ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２９） ｗａ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ｊｕｄｇｅｄ ａ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ｔｈａｎ （３０ｂ） ａｎｄ （３１ａ， ｂ） ｔｏ ｔｈｅ ａ⁃

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ｉｎｇ ｉｔ ｉｓ ｓａｉ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ｉｎｓｉｄｅ ＣＰ２

３２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 ｍａｒｋｅｄ’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ｉｆｆｅｒｓ ｆｒｏｍ

‘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ｎｏｎ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３０ｂ） ｉ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３０） ｃ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ｒｕｓ ［ ＣＰ３ ｗｈｉｃｈ ｉ ｗ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 ｔ ｉ ｔｏ ｂｅ
ｐｅｃｔｅｄ ［

ｔｉ

ｔｏ ｈａｖ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 ］ 

ｓｕ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３１ ）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ｏｕｌｄ
ｆｉｒｓｔ ｍｏｖｅ ｏｕｔ ｏｆ ＣＰ１， ｓｋｉｐｓ ＣＰ２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Ｐ３， ａｒｅ ｕｎａｔ⁃
ｔ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ｒｅｊ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ｏｕ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ｔｈｅ ｌｅｘｉｃａｌ （３１ａ） ｏｒ ｅｘｐｌｅ⁃
ｔｉｖｅ （３１ｂ）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ｂｅｉｎｇ ｉ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３１） ａ ∗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ｉｔｙ ｆｕｎｄｓ， ［ ＣＰ３ ｗｈｉｃｈ ｉ ａｒｅ ｈｏｐｅｄ ［ ＣＰ２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ｆｉｒｍ ［ ＣＰ１ ｔ ｉ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１５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ｅｖｉｃｔｉｏｎ］ ］ ］

ｂ ∗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ｉｔｙ ｆｕｎｄｓ， ［ ＣＰ３ ｗｈｉｃｈ ｉ ａｒｅ ｓａｉｄ ［ ＣＰ２ ｉｔ ｉｓ ｈｏｐｅｄ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ｐ ｔｏ １５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ｅｖｉｃｔｉｏｎ］ ］ ］

［ ＣＰ１ ｔ ｉ

５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ｌａｂｅｌｌｅｄ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ｗｅ ｇｏ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ｉｃｉｔ
ｗｈ －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ｃ⁃

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ｓ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ｍｏｓ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ｉ ｅ ｔｈｅ ｕ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Ｐｓ） ，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ｓ ｕｎ⁃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Ｔｈｅ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ｓ ｄｕｅ ｔｏ （ ｉ）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ｉｒ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ｄｏｅｓ
ａｌｌｏｗ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Ｐｓ － ａ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ｖｏｋ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 ｉｉ）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ｄｅ⁃
ｖｉｃｅ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ｄｏｍａｉｎ

５ １

Ｌｉｃｉ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ｉｒｓｔ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３２ａ）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ｅｍ⁃
ｂｅｄｄ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ａ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１，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

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ｔ ｏｎ Ｓｕｂｊ１ 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φ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２１

Φｉｎ１ Ｔｈｅｓｅ φ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ａｒ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ｔｒａｎ⁃

ｓｉ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３２ｂ） ｉｓ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１ ｉ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ｌｕｒ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 ｑｕｏｔｅｓ ＞ （ ｎｏｔ
ｓｈｏｗｎ） ；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Ｔ２ ｉ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ｔ
（３２） ａ ｑｕｏ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ｗａｓ ｆｅｌｔ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

５ ２

Ｇｒａｍｍａｒ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Ｍｏｓ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ｒｅ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ｈｅｒｅ ａｓ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ｉｌ⁃
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１９ｂ） ａｎ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ａｓ （３３ａ） ｆｏｒ ｃｏｎｖｅｎｉｅｎｃｅ
（３３） ａ （ ∗ ） ｑｕｏ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ｆｅｌｔ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３３ａ）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 ｖｉｚ 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Φｉｎ） ， ｕｎｄｅｒ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ｗｉｔｈ ａ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３ａ）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３３ｂ） ， ｗｉｔｈ Ｖ２ ａ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３２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３） ｂ

Ｏｎｅ ｍｉｇｈ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ｒｕｌｅｄ ｏ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２ ｉｓ ｔｏｏ ｆａ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ＳｐｅｃΦ ｉｎ Ｐ１， ｂｅｉｎｇ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ｔ ｂｙ ｔｈｅ （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ｅｄ） ＶＰ
ｌａｙｅ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ｎ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 ｓｉｎｃｅ ｗｈａｔ ｓｅｅｍ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ｏｗｓ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３４ａ） ， ｗｉｔｈ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３４ｂ） ：

（３４） ａ Ｔｈｅｓｅ ｑｕｏｔ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ｅｌｔ ｔｏ ｂ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ｂ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２３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 ３３ａ ） ａｎｄ
（３４ａ）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ｈｅｎ ｉ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Ｔ ｃａｎ ｐｒｏｂｅ ｔｈｅ ＤＰ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ｎ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 ｂ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ＴＰ） ｔｏ ｉｎｄｕ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ｉｇｎ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ｅｎ，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 ｂｅｉｎｇ ｅｑｕａｌ，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ｒｏｂｉｎｇ ／ ｃａｓｅ ｃｈｅｃｋ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ｅｍｂｅｄｓ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２ ａｓ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ｓｅ ｑｕｏｔｅｓ
ｉｎ （３４ｂ）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ｗａｙ ｏｆ ｒｕｌ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ｂｙ ｓａｙ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ｏｕｇｈ ｃｏｎｆｉｇ⁃

ｕｒａｔｉｏｎ （３３ｂ） ａｓ ｓｕｃｈ ａｌｌｏｗｓ Ｔ２ ｔｏ ｐｒｏｂ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ＳｐｅｃΦｉｎ１Ｐ，
Ｔ２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ｐｒｏｂ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ＳｐｅｃΦｉｎ１Ｐ，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ｂｙ Ｔ１，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ｎｏ ｌｏｎｇｅｒ ａｎｙ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ｂ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ｗｏｕｌｄ ｔｈｕ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ｂｅ ｒｕｌ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ａ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００） ｂａｒｒｉｎｇ Ａ －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ｏｆ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ｌｌ ｉｔｓ （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ｖａｌｕ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ｓ ｒｕｌｅｄ ｏｕ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ｈａｔ ｒｕｌｅｓ ｏｕｔ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ｆｉ⁃
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ｎ ｉｆ ｔｈｅ ｄｏｕｂ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ｓｕ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ａ⁃

ｃｈｉｅｖｅｄ，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ｉｌｌ ａｒｉｓｅ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Ｃｒｉｔ Ｏｎｃｅ Ｔ２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ｘｐｌｅ⁃

ｔｉｖ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ｉ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ａ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ａｎｄ ｂｅ ｃａｓ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Ｔ２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Ｃｒ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ｂｙ ａｎ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ｗｈｉｃｈ （ ｑｕｏｔｅｓ） ｕｌｔｉ⁃

ｍａｔｅｌｙ ｈａｓ ｔｏ ｅｎｄ ｕｐ ｉｎ ａ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ｔ ｂｙ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ＳｐｅｃＳｕｂｊＰ２ ｆｏｒ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ｗｏ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ＳｐｅｃＳｕｂ⁃

ｊＰ２ ｉ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ｄ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ｆｒｏｚｅｎ ｉｎ
ＳｕｂｊＰ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ｔｏ ＳｐｅｃＳｕｂｊＰ２ ｗｏｕｌｄ ｉｌｌｉｃｉｔｌｙ ｅｘｔｅｎｄ
ａｎ Ａ － ｃｈａｉｎ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ＣＰ －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Ｒｅｃａｌｌ ｔｈａｔ Φｉｎ１ －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ｉｎｖｏｋｅｄ
ｂｙ Ｒ＆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３２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Ｐ１ （１２ｂ） ， ｂｕｔ ｔｈｅｓ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２００７： １４５ － １４６）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Φｉｎ －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Φｉｎ －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ｂｅｉｎｇ ｕ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ＣＰ ／ Ｆｉｎ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ｓａｔ⁃
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ｔ， ａｎｄ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ｓ ｃｏｒｒｅｃｔｌｙ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５ ３

Ｇｒａｍｍ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ｗｈｏ ｄｏ ｉｎ ｆａｃｔ ａｃ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 ３５ ａ）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 ｗｈ － ｍｏｖ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ｒｉｇｇｅｒｓ Ｔ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 ａ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 ｐａｓ⁃
ｓ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

（３５） ａ ％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 ａｎｙ ｑｕｏ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ｆｅｌｔ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ｓ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ｗ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ｗｏ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ｃ⁃

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ｓｅ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ｏ ｂｅ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ｂｙ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ｗｉｔｈ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ｗｉｔｈ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ｈａｓ ｔｏ ｓｏｍｅｈｏｗ ｃａｎｃｅｌ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ｂｅ ‘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ｏ ａｓ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Ｔ －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２ ｗｉｌｌ ｔｈｅ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ｈａ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 ｍａｒｋｅｄ ｗａｙ ｏｆ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

５ ３ １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Ｔ２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Ｔ２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ｍｏｖｅｄ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ａｎｙ ｑｕｏｔｅｓ ＞ ｗｈｉｃｈ ａｎｄ ｗｅｒｅ
（ ｆｅｌｔ） ｉｎ （３５ａ） ｉ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ｚｅｄ ｉｎ （３６） ， ｔｏ ｂ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ｂｅｌｏｗ
（３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２５

Ｒｅｃａｌｌ ｔｈａｔ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ｌｌｏｗ ｆｏｒ ａ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Ｐ， ｔｈａｔ ｉｓ ａ ＤＰ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ｉｎｇ

ｂｅｅｎ ｃａｓ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Ａ －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 ｃａｓｅ ａｓ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ｅ Ｖ ｃａｎ ｐｒｏｂｅ ａ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 ｃｆ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ｅ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ｗ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ｎｅｅｄ ｔｏ ａｓ⁃
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ｌｌｏｗ ｆｏｒ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Ｐｓ Ｉｆ ｓｕｃｈ ＤＰｓ ａｒｅ ａ⁃

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ｈ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Ｔ２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ｂｅ ｔｈｅ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３４）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ｗｈｉｃｈ ｍｕｓ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ｔｏ ａｌｌｏｗ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ｓｏ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ａｒｉｓｅ Ｉ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Ｐｓ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ｈｅｎ Ｔ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Ｗｅ ｍａ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ｌｌ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ｗｈｏ
ａｃｃｅｐｔ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ｔｈａｔ ｉｓ， ｉ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ｋｅ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ｗｈｏ （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ｗｈｏｍ （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
ｖｅ） ）  Ａｓ ａ ｂｙ －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２ ｃａｎ ｃａｓｅ ｍａｒｋ ｔｈｅ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ｂｕ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ｆｉｇ⁃
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ｏｖｅｒ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ｒ （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ｉｓ ｉ⁃
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５ ３ ２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Ｃｒｉｔ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ｅｖｅｎ ｉｆ Ｔ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ａ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Ｐ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２） ， ｔｈｉｓ ｗｉ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ｅ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ｓｕｅ ｔｈａｔ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ｏ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ｉ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ｔ 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ｐａｔ⁃

３２６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ｅｒｎ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２ ｔｈａｔ Ｔ２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ｙｐｅｒ⁃
ａｃｔｉｖｅ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ｉｌｌ ｂｌｏｃｋ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ｐｅｃＴＰ２ （３５ｂ） 

（３５） ｂ ∗ ｔｏ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 ａｎｙ ｑｕｏ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 ＳｕｂｊＰ２ ｉｔ ｗｅｒｅ ｆｅｌｔ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ｔｏ ＳｐｅｃＳｕｂｊ２Ｐ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ｉｎｖｏｋｅｄ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ｉｌｌｉｃｉｔｌｙ ｅｘｔｅｎｄｓ ｔｈｅ Ａ － ｃｈａｉ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Ｐ１， ａｎ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ｔ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ｏ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ｒｅｅｚ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ＳｐｅｃＳｕｂｊ２Ｐ ｗｉｌｌ ｂｅ ｆｒｏｚｅｎ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ｂｅ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ｗｈ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ｈｉｓ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ｅｖｅｎ ｉｆ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ｄｉｓｐｏ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ＤＰｓ ａｓ ａｎ ｏ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ｇｒａｍｍａ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ｗｉｌｌ ａｃｃｅｐｔ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ｓｔｉｌｌ ｎｏｔ ａｃｃｅｐｔ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ｓ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ｗｈｏ ｄｏ ａｃｃｅｐｔ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ｔｈｏｓ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Φｉｎ －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ｄｅｐｌｏｙ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ｕｓ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Ｃｒｉｔ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ｉ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Ｓ （ ２００７：

１３７； １４５ － １４６） ， Φｉｎ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ｂｅ ｉｎｓｅｒ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ｆ ‘ ｌｏ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

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 ｉ 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ｎ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ｂａ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
ｗｅ ｃａ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ｚｅ ｔｈａｔ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ｏｆ Φｉｎ２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Ｔ２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Ｒ＆Ｓ （２００７） Φｉｎ ｉｓ ａ⁃
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ｓ ａ ｌａｓｔ ｒｅｓｏｒ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Ｃｒ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 ｌｏ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Ｆｏｒ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ｗｈｏ ａｌｌｏｗ Ｔ２ ｔｏ ｐｒｏｂｅ ｔｈ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ＳｐｅｃΦｉｎ１， ＳＣｒｉｔ１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ｐｒｏｂｅｄ ｂｙ Ｔ２ ｔｈ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ＳｐｅｃΦｉｎ１

‘ ｒｅ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ｓ’ ａｓ ｔｈｅ ‘ ｌｏ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ＣＰ２ Ｉｆ ｔｈｉｓ 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ｃｋ，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ｕｓｅ ｏｆ Φｉｎ ｉｓ ａ ｂｙ －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ｈｅ （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２７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Φｉｎ －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ｅｄ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ＣＰ２ ， ｔｈｅｎ， ｏｎｃｅ ａ⁃

ｇａｉｎ， ｂｙ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φ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Φｉｎ２ ｈａｖｅ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ｂ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Ａｓ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 ３２ ）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ａｙ ＳｐｅｃＦｏｒｃｅＰ２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 ｏｒ ＳｐｅｃＲｅｌＰ （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０１４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ｍｏｖｅ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ｔｏ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２ ： ＳｐｅｃΦｉｎＰ ｂｅｉｎｇ ａｎ Ａ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ｓｅｅ ａｂｏｖｅ ｆｏｒ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ｔｏ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２ ｗｏｕｌｄ ａｇａｉｎ ｉｌｌｉｃｉｔｌｙ ｅｘｔｅｎｄ ａｎ Ａ －

ｃｈａｉｎ ｂｅｙｏｎｄ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Ｓｏ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ｓｃｅｎａｒｉｏ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ｎｖｏｋ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φ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Φｉｎ２ ａｒｅ ｌｉ⁃
ｃｅｎ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ｗｈ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Ｌｅｔｓ ｌａｂｅ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ａ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ｌｙ Ｆｏｒｃｅ２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ｄ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ｎｄｓ ｕｐ ｉｎ ａ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ｃｅ２ Ｌｅｔ ｕｓ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ｈｅａｄ Φｉｎ２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２ ｈｅａｄ，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ｅａｄ Φｉｎ２ － Ｆｏｒｃｅ２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φ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Φｉｎ２ ａｒｅ ｉｎ ａ ｌｏ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ＳｐｅｃＦｏｒｃｅＰ２ Ｐ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Ｆｏｒｃｅ２ － Φｉｎ２， ｔｈ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ｃｅ２ ａｎｄ ｔｏ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ｔｈｅ
φ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ｎ Φｉｎ２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ｗｏｒｋ ｏｎ Ｈｅｂｒｅｗ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０１４ ）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Φ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ａｄ ｗｈｏｓ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ｈｏｓ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 ｓａｙ Ｒｅｌ） ｃａｎ
ｆｏｒｍ ｏｎｅ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ｃ ｈｅａｄ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ａｃ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 ｗｈｅｒｅ ｉｔ ｗ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ｙ ｔｏｐｉｃａｌ ｏｒ ｆｏ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Ｆｉ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 ａｒｅ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ｃ Ｏｕｒ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ｆｏｒｍｕ⁃
ｌａｔｅｄ ａｌｏｎｇ ｓｕｃｈ ｌｉｎｅｓ （３７）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３７）

３２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ｅ ｄｏ ｎｏｔｅ ｏｎ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Ｆｏｒｃｅ２

（ ｏｒ Ｒｅｌ２ ） ａｎｄ Φｉｎ ａｒｅ ｉｎｄｅｅｄ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ｃ，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ａｉｓ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ｃ ｈｅａｄ ｉｓ ａｎ Ａ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ｒ ａｎ Ａ’ － 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ｆｒｏｍ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
ｅｒ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ｃ ｈｅａｄ ｗｉｌｌ ｖｉｏ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ａ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 －

ｃｈａｉｎ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ｃ

ｈｅａｄ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ｓｐａｃｅ ｗｅ ｄｏ ｎｏｔ
ｐｕｒｓｕｅ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ｈｅｒｅ

Ｓｏ ｆａｒ ｏｕ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 ｌｉｓｔｅｄ ｂｅ⁃

ｌｏｗ） ， ｔｗｏ ｏｆ ｗｈｉｃｈ （ ｉ） － （ ｉｉ） ｗｅ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ｏ ｂ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 ｉｉｉ） ， ｗｅ ａｒｇｕｅ，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ｒｏｍ （ ｉ）

ａｎｄ （ ｉｉ）  Ａ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 ｈ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ｎ
ｗｏｒｋ 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ＳｐｅｃΦｉｎＰ１，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ｗｈ － ｃｏｎ⁃

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ｉｓ ａｎ Ａ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２９

Ｔｈｅｗｈ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ｉｓ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ｐｒｏｂｅ ａ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ｂｅｅｎ ａｓｓｉｇｎｅｄ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ｂｙ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Ｔ， ｉ ｅ ｏｎｃｅ ｔｈｅ ｗｈ － ｐｈｒａｓｅ ｈａｓ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ｓｅ ｉ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ｉｔｓｅｌｆ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ａ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Ａ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ａｓ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ｗｈ － ＤＰｓ ｉ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Φｉｎ －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ｙ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 ｂｙ －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Ｔ －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ｓ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ｏｍａｉｎ

Φｉｎ ｃａｎ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ｏ ａ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ｈｅａｄ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ｓ ｓｅｔ ａｐａｒｔ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５ ３ ３

５ ３ ３ １

Ｄｅ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２ ２ ３ ｏｎｌｙ （ ｌｏｃ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ｇｉ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２７）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ａｓ （３８） ｉｓ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３８）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ｂｅ ａｎｙ ｑｕｏｔｅｓ ［ ＣＰ２ ｗｈｉｃｈ ｉ ｗｅｒｅ ｆｅｌｔ ［ ＣＰ１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ｕｓｅ
ｉ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ｃａｓｅ］ ］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ｔｈｉ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Ｔ ｃａｎ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ｂｅ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ｉｎ ａｎ Ａ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Φ ｉｎ Ｐ， ｔｈ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ｎ Ａ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ΦｉｎＰ ｉｓ ｎｏｔ ｐｒｏ⁃
ｊｅｃｔｅｄ Ｗｅ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ｇｅｎｅｒｉｃ ｅｄｇ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ｄｏ ｎｏｔ ｑｕａｌｉｆｙ ａｓ Ａ －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

５ ３ ３ ２ Ｔｈｅ ｂｉｃｌａｕｓ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Ｒｅｃａｌｌ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２ ２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ｂｉｃｌａｕｓ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 ｉ）

ｔｒｉｐｌ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３９ａ） ， （ ｉｉ）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ｏ ＣＰ２ ｗｉｔ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Ｐ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 ３９ｂ ） ， ａｎｄ （ ｉｉｉ ） ‘ ｓｋｉｐｐｉｎｇ ＣＰ２ ’

３３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ｉ 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ｖｅ ｃｙｃｌ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Ｐ２， ａｎｄ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ｏ ＣＰ３） ，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
ｔｅｄ ｉｎ （３９ｃ） ：

（３９） ａ ∗ ／ ？？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ｒｕｓ ［ ＣＰ３ ｗｈｉｃｈ ｉ ｗ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 ＣＰ２
ｉ

ｗａｓ ｓｕｓｐｅｃｔｅｄ ［ ＣＰ１

ｂ ？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ｉｔｙ ｆｕｎｄｓ，
ｈｏｐｅｄ ［ ＣＰ１

ｉ

ｔ ｉ ｈａｄ ｉｎｉｔｉａｌｌｙ ｃａｕ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ｎ］ ］ ］ 

［ ＣＰ３ ｗｈｉｃｈ ｉ ｔｈｅｙ ｓａｙ ／ ｉｔ ｉｓ ｓａｉｄ ［ ＣＰ２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ｐ ｔｏ １５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ｅｖｉｃｔｉｏｎ］ ］ ］ 

ｃ ∗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ｉｔｙ ｆｕｎｄｓ， ［ ＣＰ３ ｗｈｉｃｈ ｉ ａｒｅ ｓａｉｄ ［ ＣＰ２ ｉｔ ｉｓ ｈｏｐｅｄ
ｉ

ｗｉｌｌ ｈｅｌｐ ｕｐ ｔｏ １５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ｅｖｉｃｔｉｏｎ］ ］ ］ 

ｉ

ａｒｅ

［ ＣＰ１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３９ｃ）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３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ｏ ｐｒｏｂｅ
ｔｈｅ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ｔ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ＣＰ２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ｅｄｇ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 －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ｎｏｔ ｅｌｉｇ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Ａ － ｐｒｏｂｉｎｇ

Ｏｎｅ ｗａｙ ｔｏ ｅｘｃｌｕｄｅ （３９ａ， ｂ） ， ｉｓ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Ｃｒ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 ＣＰ２）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Ｔｏ ｄｏ ｓｏ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ｔｏ 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ｅ ｔｈａｔ Φ
ｉｎ －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ｒ Φｉｎ （ Ｆｉｎ） ｓｙｎｃｒｅｔｉｓｍ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０１４）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ｌｅｆ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ｉ ｅ ｈｅａｄ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ｆｕ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６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ｅ ｈａｖｅ ｆｏｃｕｓｓｅｄ ｏｎ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ｗｅ ｈａｖｅ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ｇｒｅｄｉ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ｎｄｅ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ｓ ｎｏｔ ａｎ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ｔｒａ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 ｗｅ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ｒｐｕ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ｒｅ ｏｖｅｒｗｈｅｌｍｉｎｇｌｙ ｗｉｔｈ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ｔｔ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４０）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ｕｌａｒ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ｖｅｒｂｓ ｏｒ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ｍｕｃｈ ｈａ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ｍｅ ｂｙ：

（４０） 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ｌ ｈｏｌｅ ｗｅ ｓｐｏｋ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ｕｙ ａｔ ｔｈｅ ｂｏｏｔｈ， ｗｈｏ ｔｕｒｎｅｄ
ｏｕ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ｏｗｎｅｒ （ ｈｔｔｐｓ： ／ ／ ｓｉｌｅｎｔｃｏｎｓｏｒｔ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ｔａｇ ／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３１

ｈｉｇｈ － ａｎｄ － ｌｏｗ －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 ）

ｂ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ｌａｋｅ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ｉｔ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ｌｉｋｅｌｙ ｗｉｌｌ ｇｏ ａｗａｙ － ａｒｅ ａ ｂａｓｓ ｓｌｏｔ ｌｉｍｉｔ ａｔ Ａｐｐｌｅｇａｔｅ Ｌａｋｅ
ａｎｄ ｃｒａｐｐｉｅ ｒｕｌｅｓ ａｔ Ｅｍｉｇｒａｎｔ， ｓａｙｓ Ｄａｖｉｄ Ｈａｉｇｈｔ， ａｎ ＯＤＦＷ ａｓｓｉｓ⁃
ｔａｎｔ ｆｉｓｈ ｂｉｏｌｏｇｉｓｔ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ｏｉｎｔ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ａｉｌｔｒｉｂｕｎｅ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１５０６１０ ／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ＬＩＦＥ ／ １５０６１９９５０ Ｍａｒｋ
ｍａｎ）

Ｆｒｅ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ｎｏｔ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Ｏｕ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ｓ ｗｈｏ ａｃｃｅｐｔ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ｐａｓ⁃

ｓｉｖ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４０）  Ｏｎ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ｃｃｅｐｔｓ 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ｎｄ ｒｅｊｅｃｔｓ ｉｔ ｗｉｔｈ ｌｉｋｅｌｙ，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ｈａｓ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ｎｄ ｆ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ａ ｔｈｉｒ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ｖｅｒ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ｇｉｖｅ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ｎ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Ｋａｙｎｅ １９８０： ７７；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Ｓｔｏｗｅｌｌ

１９８１ ａｎｄ Ｂｏšｋｏｖｉｃ＇ ２０１５） ， ｔｈａｔ ｆｏｒ ｍａｎｙ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ｔｏ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ｒｅｓｉｓ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 ４１ ）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Ｂｏšｋｏｖｉｃ＇ ＆ Ｌａｓｎｉｋ ２００３： ５３８ － ５３９ ） ，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Ｂｏšｋｏｖｉｃ＇ （２０１５： １２， ｈｉｓ （４４） ａｎｄ （４３） ）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４２） ａｒｅ ｆｒｏｍ Ｈａｉｍ⁃
ａｎ （１９７４： ７９） ，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Ｋａｙｎｅ （１９８０： ７７， ｈｉｓ （３１） ａｎｄ （３０） ） ． ① Ｏｂ⁃
ｓｅｒｖ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ｂｏｔｈ ｃ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ｓ ｎｏｔ ａ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ｏ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
ｔｉｏｎ ｉ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ｂ －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②

①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４２） Ｋａｙｎｅ （１９８０： ７７） ｓａｙｓ： “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 ∗”

ｖｓ， “ ＯＫ” ｍａｙ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ｂｅ ｏｖｅｒｓｔａｔｅｄ，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ｃｌｅａｒ ｔｏ ｕ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ｈｅｒｅ
［   ］ ” 
②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ｒｕｌｅ ｏｕｔ ａ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ｔｒｉｎｇｓ ｌｉｋｅ ｉｔ ｉｓ ｌｉｋｅｌｙ ｏｒ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ａｃｔｓ ａｓ ａ ｐａｒｅｎ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

ａｔｉｖｅｓ （ ｃｆ （４１） （ ｄｏ －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ａｎｄ （４２） （ Ｔ － ｔｏ － 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 ｏｒ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ｉｓ ｎｅｇａｔｅｄ （ ４２ ）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ａｎ ＮＰＩ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ｋｅｌｙ －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Ｂｒｅｓｎａｎ （ １９７７：

１９４ ｎ ７） ａｎｄ Ｋａｙｎｅ （１９８０） 

３３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４１） ａ ∗？ Ｗｈｏ ｄｏｅｓ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ｌｉｋｅｓ Ｍａｒｙ？
ｂ Ｗｈｏ ｄｏｅｓ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ｙ ｌｉｋｅｓ？

（４２） ａ ∗Ｗｈｏ ｉｓ ｉｔ ｌｉｋｅｌｙ ｗｉｌｌ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ｈｅ ｂｅｅｒ？

ｂ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ｌｉｋｅｌｙ （ ｔｈａｔ） Ｍａｘ ｗｉｌｌ ｆｏｒｇｅｔ ｔｏ ｂｒ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ｖｅｒｂｓ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Ｋａｙｎｅ １９８０： ７８ ｎ ５ ）  Ｆｏｒ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ｏｏ， ｔｈｅｒｅ ｍａｙ ｂ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ｎｔ ｗ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ｅｄ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４３ａ） ａｎｄ ｆｏｕｎｄ （４３ｂ） ｏｎｌｙ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ｌｙ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４３） ａ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ｒ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ｔｏ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ｓ
ｂ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

Ｔｈｉｓ ｉｓ ａ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ｌｉｋｅｌｙ ｗｉｌｌ ｅｖｅｒ ｂｅ ｓｏｌｖｅｄ ｔｏ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ｗｈ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ｔｏ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ｎｄ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ｂ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ｗｈ －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４１ａ） ， （４２ａ） ａｎｄ （４３） ， ａ ｐｏｉｎｔ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ｍｅｒｉｔ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７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ｈａｖｅ ｌｏｏｋｅｄ ａｔ ｔｗｏ ｎｏｎ －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ｏｎｌｙ ｂｙ ａ ｓｕｂｓｅｔ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ｂ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ａｒ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ｅ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ｎ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ｗｅ ｈａｖ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ｌ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ａ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ｉｓｗｈ － ｍｏｖ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ｌｙ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ｗｈａｔ
ｗｏｕｌｄ ａｐｐｅａｒ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ａｎ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ｈｅｒｅｂｙ ａ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 ａｎｄ ａ ｗｈ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ｎｌｙ）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ｗｈａｔ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Ａ － ｒａｉ⁃
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ｄｏｐ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ｎ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Ｒｉｚｚｉ ＆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ｕｇ⁃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３３

ｇｅｓｔｅｄ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ｒｅ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ｍｏｓｔ ｎｏｔａｂｌｙ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ａ ｇｉｖｅｎ ＤＰ ｔｏ ｂｅ ‘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 ｃｆ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 ２０１１） ，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ｃ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ｓｕｄｅｈ， Ａｓｈ ２００２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ＩＩＩ，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３８， ３１ － ４６

Ｂｏｌｉｎｇｅｒ， Ｄｗｉｇｈｔ １９６１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ｂｌ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３７，
３６６ － ３８１

Ｂｏšｋｏｖｉｃ＇ ， Žｅｌｊｋｏ ＆ Ｈｏｗａｒｄ Ｌａｓｎｉｋ ２００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ｕ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３４， ５２７ － ５４６

Ｂｏšｋｏｖｉｃ＇ ， Žｅｌｊｋｏ ２０１５ Ｏ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ｉｎｇ ｏｆ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ｄ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ｏｍｐ － ｔｒａ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ｎｃ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ｕｃｋｉｎｇ ｉｎ ｆｒｏｍ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Ｍｓ ＵＣｏｎｎ

００２４５２） 

（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ｌｉｎｇｂｕｚｚ ａｕｆ ｎｅｔ ／ ｌｉｎｇｂｕｚｚ ／

Ｂｒｅｓｎａｎ， Ｊｏａｎ １９７７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ｕｌｉｃｏｖｅｒ，
Ｐ ， Ｔ Ｗａｓｏｗ ＆ Ａ Ａｋｍａｊｉａｎ （ ｅｄｓ ） ，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ｙｎｔａｘ，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ｃａ⁃
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１５７ － １９６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 Ｖｉｃｋｉ ２０１１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ｙｐｅｒ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Ｂａｎｔｕ，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２１， ７２１ － ７４１

Ｃａｒｓｔｅｎｓ， Ｖｉｃｋｉ ＆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Ｄｉｅｒｃｋｓ ２０１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ｃ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ｈｙ⁃
ｐｅｒ －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ｎ Ｂａｎｔｕ，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４０， ９９ － １１８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２０００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Ｉ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Ｒ ，
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ｓ ＆ Ｊ Ｕｒｉａｇｅｒｅｋａ （ ｅｄｓ ） ， Ｓｔｅｐ ｂｙ ｓｔｅｐ：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ｓｙｎ⁃
ｔａｘ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Ｈｏｗａｒｄ Ｌａｓｎｉ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 Ｍａｓｓ ）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８９ － １５５

Ｃｏｐｐｏｃｋ， 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２０１０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ｂｌｅｎｄ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２５，

３８ － ４９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Ｌｉｌｉａｎｅ ２００８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ｕ ｓｕｊｅｔ， ｒé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ｃａｓ ｅｔ ｌｏｃａｌｉｔé，
Ｃｙｃｎｏｓ

１７，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ｄ ＝ １６９４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ｒｅｖｅｌ ｕｎｉｃｅ ｆｒ ／ ｃｙｃｎｏｓ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Ｈａｉｍａｎ， Ｊｏｈｎ １９７４ Ｔａｒｇｅｔｓ ａｎ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Ｍｏｕｔｏｎ

３３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ａｙｎ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９８０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ｓｅ －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１１， ７５ － ９６

Ｋａｙｎｅ， 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９９５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ｖｅｒｂ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ｖａｒｉｅｔｉ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 Ｈａｉｄｅｒ， Ｈ ， Ｓ Ｏｌｓｅｎ ＆ Ｓ Ｖｉｋｎｅｒ （ ｅｄｓ ） ，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
ａｔｉｖｅ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Ｋｌｕｗｅｒ， １５９ － １６５

Ｌａｓｎｉｋ， Ｈｏｗａｒｄ ＆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Ｓｏｂｉｎ ２０００ Ｔｈｅｗｈｏ ／ ｗｈｏｍ ｐｕｚｚ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ａｒｃｈａ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８，

３４３ － ３７１

Ｑｕｉｒｋ，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Ｓｉｄｎｅｙ Ｇｒｅｅｎｂａｕｍ， Ｇｅｏｆｆｒｅｙ Ｌｅｅｃｈ ＆ Ｊａｎ Ｓｖａｒｔｖｉｋ １９８５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１９９０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ｚｅｄ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 Ｍａｓｓ ）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１９９１ Ｐｒｏｐｅｒ ｈｅａ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ＧＬＯＷ Ｌｅｉｄｅｎ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Ｌ

（ ｅｄ ）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Ｋｌｕｗｅｒ， ２８１ － ３３７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２００６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ｃｈａｉｎｓ：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ＣＰ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Ｃｈｅｎｇ， Ｌ ＆ Ｎ Ｃｏｒｖｅｒ （ ｅｄｓ ） ， 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ｍｏｖｉｎｇ 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 Ｍａｓｓ ）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９７ － １３３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 Ｕｒ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００６ Ｓａｔｉｓｆ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ｂｙ ａ ｎｏｎ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ｏ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ＮＰ Ｓｈｉｆｔ Ｉｎ： Ｆｒａｓｃａｒｅｌｌｉ， Ｍ
（ ｅｄ ） ， Ｐｈａ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３４１ － ３６１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 Ｕｒ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２００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ｕｅｒ⁃

ｌａｎｄ， Ｕ ＆ Ｈ － Ｍ Ｇäｒｔｎｅｒ （ ｅｄｓ ） ，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 ＋ Ｒｅｃｕｒｓｉｏｎ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ｈｏｍｓｋｙｓ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ｓｙｎｔａｘ －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１１５ － １６０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２０１５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Ｄｉ Ｄｏｍｅｎｉｃｏ，
Ｅ ， Ｃ Ｈａｍａｎｎ ＆ Ｓ Ｍａｔｔｅｉｎｉ （ ｅｄｓ ）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ｕｒ ｏｆ Ａｄｒｉａｎａ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１７ － ４６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Ｕｒ ２０１４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ＥＰ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Ｉｎ： Ａｂｏｈ， Ｅ ， Ｍ Ｔ Ｇｕａｓｔｉ ＆ Ｉ Ｒｏｂｅｒｔｓ （ ｅｄｓ ） ，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Ｏ Ｕ Ｐ ， ５８ － ８５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ｈｙｐ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３３５

Ｓｔｏｗｅｌｌ， Ｔｉｍｏｔｈｙ １９８１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ｈＤ ｄｉｓｓ ， ＭＩＴ

Ｔａｒａｌｄｓｅｎ， Ｔａｒａｌｄ ２００１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ｙｌｉｓｔｉｃ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ｌｋ， Ａ ＆ Ｊ － Ｙ Ｐｏｌｌｏｃｋ （ ｅｄｓ ）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ｘｆｏｒｄ： Ｏ Ｕ Ｐ ， １６３ －

１８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ｋｉｈｉｋｏ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 Ｋｅｉｔａ Ｉｋａｒａｓｈｉ

Ｔｏｋｉｗ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ｉｚｕ， Ｊｕｎｉ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ｏｒ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ａｒｙ， ａｌｌｏｗｓ
ｆｏｒ ｓｕｃｈ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２０１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ｐｈｅ⁃
ｎｏｍｅ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Ｒｉｚｚｉｓ （２００６） ｐｈａｓｅ －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ｐｅｌｌ － ｏｕ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

ａｌ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ａ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ｈｅ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ｓｈｏｗｎ ｔｏ ｂ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Ｓ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
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ｂｏ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Ｉｋａｒａｓｈｉ （２０１５） ， ｔｈａｔ ａｎ ＳＯ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ｍ⁃
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ｎ Ｔｅｎｎｙｓ （２００６）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ｏ⁃

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 ｈｏｗ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 ｈｅｒｅ， ＳＯ） ｖａｒｉ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

ｉｓ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Ｆｕｋｕｉ
（１９９５）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ｏｆｆｅ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ａｒｔｏｇ⁃
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ｓ ａ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ＳＯ） ｉｓ ｎｏｔ
∗ Ｗｅ ｔｈａｎｋ ｔｈｅ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ＷＳＣ ２０１５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ｆｕ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Ｔｈｉｓ ｗｏｒｋ ｉｓ ｓｕｐ⁃

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ｔ ｂｙ ａ Ｇｒａｎｔ － ｉｎ － Ａｉｄ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Ｓｔａｒｔ － ｕｐ （ Ｎｏ １５Ｈ０６５６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Ｓｏｃｉ⁃
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３７

ｎｏｒｍａｌｌｙ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ｉ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１） （ ｆｒｏｍ Ｓｃｈ⁃
ｍｅｒｌｉｎｇ （１９７３： ５７８） ） 
（１） ａ ∗Ａｍ ｈｅｒｅ

ｂ ∗Ｉｓ ａ ｄｏｃｔｏｒ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１） ，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ｙ ｎｏｔ ｂｅ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ｅｖｅｎ ｗｈｅｎ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

ｂ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ｆｏｒｍ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ａｔ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ｉｓ ａ ｄｉａｒｙ Ｌｅｔ ｕ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２ａ） ，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ａ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２ｂ） ，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ｒｏｍ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２０１３： １０４） ） 

（２） Ａ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 Ｈａｖ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ｌ

ｂ ［ ＳｕｂｊＰ Ｉ ［ ＴＰ Ｉ ｈａｖｅ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ｌ］ ］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２ａ） ｉｓ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ａ ｄｉ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ａｓｅ， ＳＯ ｉｓ ｐｏｓｓｉ⁃

ｂｌｅ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２０１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ｕｎｄｅｒ

Ｒｉｚｚｉｓ （２００６） ｐｈａｓｅ －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ｐｅｌｌ － ｏｕｔ （ ｓｅｅ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１９９０，

１９９７）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ｈｅｒ，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ａｖ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 ａｔ ＳｕｂｊＰ，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ｐｈａｓｅ Ａｓ ｄｅｐｉｃｔｅｄ ｉｎ （２ｂ） ， ＴＰ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 ｈｅａｄ Ｓｕｂｊ， ｗｈｉｃｈ ｕｎｄｅｒｇｏｅｓ ｓｐｅｌｌ － ｏｕ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ｓｃ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ｌｌ － ｏｕｔ ｄｏｍａｉｎ， ＴＰ，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ｈａｄｅｄ ｐａｒｔ ｏｆ （２ｂ）  Ｉｎ ａｎｙ
ｃａｓｅ，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ａ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ａ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１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ａｋｅｓ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ａｔ ｉｔ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ｔｏ Ｒｉｚｚｉｓ ｐｈａｓｅ － 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ｐｅｌｌ － ｏｕｔ，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ｎ ｃｌｏｓｅ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ｌｅａｒ ｔｈａｔ ｈｅ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ｓ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ｃａｐｔｕｒｉｎｇ Ｓ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Ｔｈｅ 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ｔｈａｔ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ｂｏｔｈ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Ｉｋａｒａｓｈｉ （２０１５） ，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ｎ Ｔｅｎｎｙｓ （２００６） ｉｎｓ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ｐｌａｙ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３３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 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ｏｕｒ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 ｈｅｒｅ， ＳＯ） ｖａｒｉｅｓ ａ⁃

ｍｏ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Ｆｕｋｕｉ （１９９５）  （ 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ａｒｔｏｇ⁃

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 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ｓ，
Ｓ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ａｒｅ ｗｏｒｔｈ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２ Ｔｈｅ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ｓａｗ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２０１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ａ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ｏ ｂｅ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ｖｅ，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ｃａｐｔ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ａｎ ＳＯ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２

２ １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ａｓ ｏｆｔｅｎ ｎｏｔ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ＳＯ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ｔａｋｅ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ａｎ ｅｍ⁃

ｂｅｄｄ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３） ∗Ｉ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ｈｅａｒｄ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 Ｔｈｒａｓｈｅｒ （１９７７： １２） ）

Ｉｎ （３） ， ｔｈｅ ＳＯ ｃｌａｕｓｅ ｈｅａｒｄ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ｔｈｉｎｋ；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 （３） ｈａｓ ａ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
ｔｙ ａｓ ａ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ｔｈｉｎｋ

２ ２

Ｐｒｅｐｏｓｉｎｇ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Ｎｅｘｔ，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ａ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ｅ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

（４） ａ ｅ ｗｏｎ’ ｔ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Ｗｅｉｒ （２０１２： １０６） ）

ｂ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ｅ ｗｏｎ’ ｔ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 Ｗｅｉｒ （２０１２： １０８） ）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ｏ （４ａ） ，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ｉｎ （４ｂ） ｉｓ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ｎｉ⁃

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ｏｓｉｎｇ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３９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ｌｉｋ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ｉｓ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 ｃｆ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０４） ） ， ｔｈｅ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４ｂ） ｉｓ ｃａｐｔ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２ 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ｕｓ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ｄ⁃
ｖｅｒｂｓ ｌｉｋｅ ｆｒａｎｋｌｙ：

（５） ∗Ｆｒａｎｋｌｙ， ｗｏｕｌｄｎ’ ｔ ｂｌａｍｅ ｈｅｒ ｉｆ ｓｈｅ ｄｉｄ ｌｅａｖｅ ｈｉｍ （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ａｓｈｅｒ （１９７７： ２８） ）

Ｉｎ （５） ，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ｒａｎｋｌｙ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ｄ⁃
ｖｅｒｂｓ ｏｃｃｕｐｙ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ｔｈｅ ｕ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Ｏ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ｆｒａｎｋｌｙ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ｙ， ｉｆ ｆｒａｎｋｌｙ ｉ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ｒｅ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ａｓ ｉｎ （６） 

（６） Ｒｅａｌｌｙ ｗｏｕｌｄｎ’ ｔ ｂｌａｍｅ ｈｅｒ ｉｆ ｓｈｅ ｄｉｄ ｌｅａｖｅ ｈｉｍ

Ｈｅｒｅ，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ｉｔｓ ｏｓｔｅｎｓｉｂｌ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ｒｅａｌｌｙ ｉｓ ｉｎ ａ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ｉｓ ａｄｖｅｒｂ ｅｎｆｏｒｃｅ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
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ｗｉｌｌ ｏｆ ｎｏｔ ｂｌａｍｉｎｇ ｈｅｒ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ｌ⁃

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ａ ｌｏｗ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ｔｈｅｒｅｂｙ
ｃｏｎｆｉｒ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ｏｕｒ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ｏｎ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ｋａｒａｓｈｉ （２０１５： 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ｓ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７）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ｙｓ ｂ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ａ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ｉｍ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 ｕ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８） 
（８） Ａ： Ｈｏｗ ｄｏ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ｉｔ？

３４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 Ｔａｓｔｅｓ ｇｏｏｄ
Ａ： Ｒｅａｌｌｙ？

Ｂ： Ｙｅａｈ ∗Ｔａｓｔｅｓ ｇｏｏｄ （ ｃｆ Ｉｔ ｔａｓｔｅｓ ｇｏｏｄ ）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 ８ ） ｅｘｈｉｂｉｔｓ ａｎ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Ｂ，
ｗｈｉｃｈ ｏｃｃｕｒｓ ｊｕ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ｅａｔｓ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ＳＯ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８） ｉｓ ｕｎａｃ⁃

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ｕｔｔｅｒｅ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Ｂ ａ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ｓｏ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ｌａｃｋ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ｃｙ，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ＳＯ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ａｎ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ｍｅ⁃

ｄｉａ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ｂｙ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 ｆｒｏｍ Ｓｃｈｍｅｒｌｉｎｇ （１９７３： ５８２）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Ｍａ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 ） ：

（９） ａ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ａ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ｔｏ ｍｅ

ｂ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ａ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ｔｏ Ｊｏｈｎ

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 ｔｏ

Ｘ Ｉｎ （９ａ） ，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ｓｅ ＳＯ ｉ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ｎ （９ｂ） ， ａｎ ｕｎ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ｐ⁃

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 ｔｏ Ｊｏｈｎ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Ｊｏｈｎ， ｗｈｏ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Ｔｈｕｓ，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ｃｏｎｖｅｙｅｄ ｂｙ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ｔ “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Ｈｉｒｏｓｅ （１９９５： ２２６）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ｓ ｄｅｆｉ⁃

ｎｉ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ａｎ 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ｅｑｕｅｎｔ
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１０） Ｗｅ ｃａｎ ｕ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ｏｕｒ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ｎｇ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ｍａｙ ｂ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ｉｔ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ｔｏ ｏｔｈｅｒ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ｏｎｅ ｃ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ｏｎ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ｉ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ｏｔｈｅｒｓ

２２６） ）

（ Ｈｉｒｏｓｅ （１９９５：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４１

Ｓｉｎｃｅ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ｓｅｅ （７） ） ， ｉｔ ｔｕｒｎｓ ｏｕｔ ｆｒｏｍ Ｈｉｒｏｓｅｓ ｄｅｆｉ⁃

ｎｉ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ｌａｃｋ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ｔｏ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ｎｏ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３

Ｉｔ 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ｐｌａｙｓ ａ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ｉｎｇ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ｓ⁃
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 ｃｆ Ｔｅｎｎｙ （２００６） ）  Ａｎ ＳＯ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ｖｏ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ｉ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

ｌ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 Ｉｋａｒａｓｈｉ
（２０１５）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ａ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ｙ ｏｂｓｅｒ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 ｉ ｅ ，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ａ⁃
ｒｙ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 ｉ ｅ ，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ｒｅ ｅｘ⁃
ｃｌｕｄｅｄ） 

４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Ｐ Ｓｔａｔｕｓ
Ｌｅｔ ｕｓ ｎｏｗ 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ｏｆ （３） ａｎｄ （４） ， ａ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１１） ，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１１） Ｔｈｅ ＣＰ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 （ ） Ｔｈｉｎｋ （ ）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ｍｏｖｅ ｔｏ Ｎｅｗ Ｙｏｒｋ （ ｖｓ （ ３ ） ）
（２００６： ２７９） ）

（ Ｈｉｒｏｓｅ

ｂ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ｅ ｗｏｎ’ ｔ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 ｖｓ （４ｂ） ） （ Ｗｅｉｒ （２０１２： １１９） ）

ｃ ｆ ｅ ｗｏｎ’ ｔ ｂｅ ｉｎ ｔｈｅ ｏｆｆｉｃ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ｖｓ （４ａ） ） （ Ｗｅｉｒ （２０１２： １２０） ）

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ｉｎ （１１ａ） ，
ａｎｄ ｉｎ ａ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ｉｓ ｐｒｅｐｏｓｅｄ， ａｓ ｉｎ （ １１ｂ ）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３） ａｎｄ （４） ，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 ｓｏ ｃｌｅａｒ，

３４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ｆｉ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ａ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 ２０１３ ） ， ｔｈａｔ ａ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ＣＰ －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ｉ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ｆａｌｌｓ ｉｎｔｏ ｐｌａｃｅ ｏｎｃｅ ｗｅ ｔａｋｅ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Ｏ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ｗｅ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Ｐ ｓｔａｔｕｓ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ｅａｃｈ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ｌｉｋｅ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ａ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ｅｄ （ ｃｆ Ｆｕｋｕｉ （１９９５） ） ：
（１２）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ａ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 ｉ ｅ ，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ｅｎｓｕｒｅｓ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ｅｒ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
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ｂ Ｄｉａｒｙ （ ｉ ｅ ，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ｎｓｕｒｅ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ｓ ｉｎａｃ⁃

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ｏ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ｅ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ｔｏ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ｌ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 ｃｆ Ｈｉｒｏｓｅ （２００６） ） ；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ｆｒｅｅｌｙ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 ｒｅｃｏｕｒｓｅ ｔ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ｓ ａｒｇｕ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ｗ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ｐｌａｙｓ ａ ｋｅｙ ｒｏｌｅ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ｐｅｏ⁃

ｐｌ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ｒ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ｓｏ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ｅｎ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ｄｉａｒｙ ｉｓ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ａｌｌｙ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ｅｇ⁃
ｉｓｔ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ｓ ｔｈｅ ｄｏ⁃
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ｆｒｏｍ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ｉｓ ｒｅａ⁃
ｓｏｎ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 ｈｅａｒ⁃

３４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ｃａｎ ｅｎｓｕｒｅ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ｎｏ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ｗａ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５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ｅ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ｒｅ⁃

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ｏｒ ａ ｄｉａｒｙ，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ｗｈｅｒ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

ｅｒ ａｒｅ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ｓ ｎｏ ｗｒｉｔｅｒ － ｒｅａｄｅｒ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ｒ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ｉ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ｒａｔｈｅｒ，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ｗａ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ａ ｄｉａｒｙ ｉ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ｔ ｔｏ ｂ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Ｉｔ ｉｓ ｅｎｏｕｇｈ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ｃａｎ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ａ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ｃｏｄｅ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 Ｓｉｎｃｅ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ｔ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ｈａ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ｉｎ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Ｈｅｒｅ， ｏｕｒ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ｎ ｄｉａｒｙ ＳＯ （ ｃｆ Ｈｉｒｏｓｅ （２００６） ） ，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ｈａｓ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ｍｉｔｔｉｎｇ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ｆ ｉｔ ｉｓ ａ ｆｕ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ｎｅｅｄ ｔｏ ｖｅｒｂａｌｉｚｅ ｉｔ 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ｔｉ⁃
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Ｏ ｍａｙ ｄｉ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ｔｏ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６

５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ｆａｒ， ｗｅ ｈａｖ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ｎｏ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ｎ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
（１３） ａ ［ ＳｕｂｊＰ Ｉｔ ［ ＴＰ Ｉｔ ｔａｓｔｅｓ ｇｏｏｄ］ ］ （ ｃｆ （８） ）

ｂ ［ ＳｕｂｊＰ Ｉｔ ［ ＴＰ Ｉｔ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ａｎ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ｔｏ ｍｅ］ ］ （ ｃｆ （９ａ） ）

Ａｓ ｄｅｐ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ｓ ａｔ ＳｕｂｊＰ，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ｏ⁃

ｍａｉｎ ｏｆ Ｃ （ ｓｅｅ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２０１３： １０３） ）  Ｈｅｒｅ， ＳｕｂｊＰ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ｐｈａｓｅ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ＴＰ， ｗｈｉｃｈ ｕｎｄｅｒｇｏｅｓ ｓｐｅｌｌ － ｏｕｔ；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ｅｍｅｒｇｅｓ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ｓｃａｐ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ｌｌ － ｏｕｔ ｄｏｍａｉｎ， ＴＰ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Ｒｉｚｚ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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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ｐｅｌｌ － ｏｕｔ， ｆｉｎｄｓ ａ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ｎ ａ 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 ｆａｓｈｉｏｎ （ 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Ｈｅｒｅ， ｗ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ｗｈｙ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ｓｔｏｐｓ ｉｔ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ＳｕｂｊＰ：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ａ ｎｏ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 ｓｅｅ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４ ｆｏ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ｏ⁃
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ｉｓ ｄｅｆｉｃｉｅｎｔ ｉｎ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ａｓ ａ ｂｙ －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ｅｒ ｎｏｔ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ｅｒ ｓｈａｒｅ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ｈｅ ｏｒ ｓｈｅ
ｗｉｌｌ ｋｎｏｗ ａｔ ｓｏｍｅ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ｅｓ ａｔ ＳｕｂｊＰ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Ｔｈｉ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ｗｉｌｌ ｅｎａｂｌｅ ｈｉｍ ｏｒ ｈｅｒ ｔｏ
ｉｎｆ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ｅｎｔａｉｌ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ｍ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ｗｈｉｃｈ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ｐ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ｄｅ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ｎｓｕｒｉｎｇ ａ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ｕｎｌｉｋｅ ｏｕｒｓ，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

ｃａｌ ｇｒｏｕｎｄ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ｌｙ ｄｅｒ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ｌｌ － ｏｕｔ
ｄｏｍａ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ｍｕｓｔ ｆｉｎｄ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ｔｒｉｇｇｅｒｉｎｇ ＳＯ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 ｃｏｍ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ｒａｍ⁃

ｍａｒ， ａｎ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ｉ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ｃａｔ⁃

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ｏ ｐｕｔ ｉｔ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ｗａｙ，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ｉｓ ｎｏｔ ａｎ ａｂｓｏｌｕｔ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ｆｏｒ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ｃａｖｅａ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ｋｅｐｔ
ｉｎ ｍｉｎｄ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ｐｕｒｓｕｉｎｇ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４５

６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ｆｉ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ｉ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４）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ｍ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ａ ｎｏｎ －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Ｎｏｔｅｓ：
１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ｈｅｒｓｅｌｆ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ｔａｔｅ 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ｘｔ ｔｈａｔ ａ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ａ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ｓｈ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ｅｐ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２ｂ） ｄｅｖｏ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 ｓｅｅ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２０１３： １０４） ）  Ｉｎ 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０６） ， ｉｆ ａ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ｌｌ － ｏｕｔ ｄｏ⁃
ｍａｉｎ， ＳｕｂｊＰ Ｔｈｉｓ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

２ Ｏｎｅ ｍｉｇｈｔ ｗｏｎｄｅｒ ｈｏｗ ａ ｄｉａｒｙ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３ Ｏｎｅ ｍａｙ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ｉ⁃

ｄｅａ ｉ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ｓ Ｈａｓｅｇａｗａ （ ２００６ ） ａｎｄ Ｋｏｎｎｏ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ｐｏｉｎｔ ｏｕ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ｍｓ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ａｌ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 ｄｒｏ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 ｔｈｅ ＡＣ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ｎ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Ｐ ｗｉｔｈ ｎｏ ｃａ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ａｎｄ ａｎ ａｄｊｅｃ⁃

ｔｉｖａｌ ｓｔｅｍ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 ｇｌｏｔｔａｌ ｓｔｏｐ （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 Ɂ ” ）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ｇｉｖｅ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 ｓ） ｈｅ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ｓ ｕｓｅｄ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ｌｙ ａｓ ａ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 ｏｒ ａｓ ａ

ｎｏｎ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ｏｒｍ］ ” （ Ｋｏｎｎｏ （２０１５： １４３） ） ：
（ ｉ） （ Ｈｅｙａ） ｋｉｔａｎａɁ
ｒｏｏｍｄｉｒｔｙ Ɂ

‘ （ Ｔｈｉｓ ｒｏｏｍ ｉｓ） ｄｉｒｔｙ ’

３４６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Ｋｏｎｎｏ （２０１５： １４５） ， “ ｉｆ ｙｏｕ ｈｅａｒ ｔｈｅ ＡＣＥＤ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ＫｉｔａｎａɁ，
ｙｏｕ ｗｉｌｌ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ｔｒｕｌｙ ｔｈｉｎｋｓ ｔｈａｔ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ｉｓ ｖｅｒｙ
ｄｉｒｔｙ ”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ｏ ｒｅｖｅａｌ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ｅｒ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ｈｅｎｃｅ， ｉｔ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ａ ｓｉｇｎ ｏｆ ｔｒｕｓｔ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Ｈａｓｅｇａｗａ （２００６）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Ｃ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ｅａ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ｅｒ⁃

ｔａ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Ｈｅｒｅ， ｗｅ ｂｏｒｒｏｗ ａ 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ｂｙ Ｋｏｎｎｏ （ ２０１５：

１４５， ｆｎ ８） ， “ ｔｈｉｓ ｉ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ｊｕｓ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ｆｏｒｋｓ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ｈｕｒ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ａｔ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ｌｔｅｒ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ｐｅｒ ｓｅ ” Ａ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ｕｓ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ａｌｌｙ ｆｏｒ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 （ ｆｒｏｍ Ｈｉｒｏｓｅ （２０１３： ２４） ） ：
（ ｉｉ） ａ Ｉ ｈｏｐｅ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ｉｔ

ｂ （ ） Ｈｏｐｅ ｙｏｕ ｌｉｋｅ ｉ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 ｉｉｂ） ， ａ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 ｉｉａ） ，

“ ｃｏｎｖｅｙｓ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ｔｈａｎ ［ （ ｉｉａ） ］ ” （ Ｈｉｒｏｓｅ （ ２０１３： ２４ ）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ｒａｓｈｅｒ
（１９７７） ）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 ｉｉｂ） 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ａｃｅｄ ｂａｃｋ ｔｏ ｉｔ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ｌａｙｓ ｂ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ａ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ｉｍ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ｔｒｕｌｙ ｈｏｐ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ｅｒ ｌｉｋｅｓ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ｅｒ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ｈｙ （ ｉｉｂ ） ｃｏｎｖｅｙｓ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Ａ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ｗｅ ａｒｅ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ｂｙ ａｓｓｕｍ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ｍｅａｎｉｎｇ （ ｓｅｅ Ｉｋａｒａｓｈｉ （２０１５）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ｓｕｃ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Ｈｅｎｃｅ，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ｅｎｇ （１９９７） ， ｅｖｅｒｙ ｃｌａｕｓ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ｙｐｅｄ ｉｎ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ｆａｓｈ⁃

ｉｏｎ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ａｎｄ Ｉｋａｒａｓｈｉ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ｉ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 ｓｅｅ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２０１３）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
（ ｉ）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ｔｙ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Ｑ 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ｆｉｘｅｓ ａ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４７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ｓ ［ ＋ Ｑ］ ｏｒ ［ – Ｑ］  （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 ± Ｑ］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ＣＰ； ｔｈｅ ＣＰ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ｃａｎ ｒｅｃｅｉｖ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

Ｓｉｎｃ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ｔｙｐｉｎｇ ｉｓ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ｔｈｅ Ｃ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ｎ ＳＯ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ｎｏｎ － ｉ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ｔｙｐｉ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ｎｏ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
ｔｉｖｅ，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 ｅｘｃｌａｍａｔｉｖｅ Ｗｈｅｎ 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ａｃｋｓ ａ ｃｌａｕｓａｌ （ ｏｒ ｃａｔｅ⁃

ｇｏ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ｈｉｓ ｏｒ ｈｅｒ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ｅ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 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ｕｃｈ ａ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ｍｉｍｅｔｉｃｓ，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ｓｏｕｎｄ －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ｓｏｕｎｄｓ
ｏｒ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 ｉｉ ） ，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ｍｉｍｅ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ｂｏｌｄｆａｃｅ

（ ｉｉ） Ｍｉｍｅｔｉｃ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 Ｈｏｓｉ － ｇａｋｉｒａｋｉｒａ （ － ｔｏ） ｈｉｋａｔｔｅｉｒｕ （ Ｔｓｕｊｉｍｕｒａ （２００５： １３７） ， ｅｍ⁃
ｐｈａｓｉｓ ｏｕｒｓ）

ｓｔａｒｓ － Ｎｏｍｉｎ ｇ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ｇ ｍａｎｎｅｒｓｈｉｎｉｎｇ
‘ Ｓｔａｒｓ ａｒｅ ｇ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ｇ ’

ｂ Ｓｕｋａａｔｏ － ｎｏｈｉｒａｈｉｒａ － ｇａｋａｗａｉｉ （ Ｔｓｕｊｉｍｕｒａ （２００５： １３８） ，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ｕｒｓ）

ｓｋｉｒｔ － Ｇｅｎｆｒｉｌｌ － Ｎｏｍｃｕｔｅ

‘ Ｔｈｅ ｆｒｉｌ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ｋｉｒｔ ｉｓ ｃｕｔｅ ’

ｃ Ａｔａｍａ － ｇａｇａｎｇａｎ － ｓｕｒｕ （ Ｔｓｕｊｉｍｕｒａ （２００５： １３８） ，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ｕｒｓ）
ｈｅａｄ － Ｎｏｍ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 Ｉ ｈａｖｅ ａ ｐｏｕｎｄｉｎｇ ｈｅａｄａｃｈｅ ’

Ｋｉｒａｋｉｒａ ｉｎ （ ｉｉａ）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ｂｌｉｎｋｉｎｇ ｏｒ ｇｌｉｔｔ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ｓｍａｌｌ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ｏ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ｈｉｒａｈｉｒａ ｉｎ （ ｉｉｂ）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ｓ ｌｉｇｈｔ， ｔｈｉｎ ａｎｄ ｓｏｆｔ， ｆｌｕｔｔｅｒｉｎｇ，
ｓｗａｙｉｎｇ ｏｒ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ｇａｎｇａｎ ｉｎ （ ｉｉｃ）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ｒｏｂｂｉｎｇ ｏｆ ｏｎｅｓ ｈｅａｄ ｏｒ ｔｈ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ｉｓ ｂｅ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ｋ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 ｃｆ Ｏｎｏ （１９８４） ）  Ｉｔ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ｍｉｍｅｔｉｃｓ ａｒｅ ｕｎｄｅｒ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 ｃｆ Ｔｓｕｊｉｍｕｒａ
（２００５ ） ） 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ｏ － ｉｍａｇｉｓｔｉｃ， ｏｒ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ｒｂｉｔｒａｒｙ

３４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Ｋｉｔａ （１９９７： ３８１） ） ， ｉｎ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ｅ ｍｉｍｅｔｉｃ ｉ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ｄｖｅｒｂ
ｉｎ （ ｉｉａ） ， ａ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ｉｎ （ ｉｉｂ） ， ａｎｄ ａ ｖｅｒｂ ｉｎ （ ｉｉｃ）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ｈｏｗ ａｎ ＳＯ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ｌａｃｋｓ ａ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ｔｙｐ⁃

ｉｎｇ， ａ ｍｉｍｅｔｉｃ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ｌｙ ｌａｃｋｓ 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ｔ ｃｏｎｖｅｙｓ “ ｄｉｒｅｃ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ｓｏｒｙ， ｍｏｔｏｒ， 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Ｋｉｔａ （１９９７： ３８０） ）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ｓｅ，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ａｎ ＳＯ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ａ ｓｍａｌｌｅｒ － ｓｃａｌ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ｔｙｐｉｎｇ ｉ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５ Ｏｎｅ ｍｉｇｈｔ ｗｏｎｄｅｒ ｗｈ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ＳＯ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６ Ｈｕ Ｘｕｈｕｉ， ｔｈｅ ｃｈａｉｒ ｏｆ ｏｕｒ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ｐｏｓｅｄ ａ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ｎ ｈｏｗ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Ｃ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ａｒｙ， ｉ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Ｗｅ ｌｅａｖｅ ｔｈ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ｐｅｎ 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Ｃｈｅｎｇ， Ｌｉｓａ Ｌ － Ｓ （１９９７） 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Ｗｈ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Ｇａｒｌ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ｕｋｕｉ， Ｎａｏｋｉ （１９９５）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Ｋｕｒｏｓｉｏ， Ｔｏｋｙｏ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Ｌｉｌｉａｎｅ （１９９０）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ｏｏ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ｙｎｔａｘ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Ｍｕｌｔｉ⁃
ｌｉｎｇｕａ ９， １５７ － １９９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Ｌｉｌｉａｎｅ （１９９７） “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Ｔｒｕｎ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

２３３ － ２７０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Ｌｉｌｉａｎｅ （２０１３） “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ｓ： Ｄｉａｒ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３０， ８８ － １１０

Ｈａｓｅｇａｗａ， Ｙｏｋｏ （２００６） “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ｏｌｉｌｏｑｕｙ ａｎｄ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Ｅｍｏ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ｄ ｂｙ Ｓａｔｏｋｏ Ｓｕｚｕｋｉ， ２０９ －

２２９，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Ｈｉｒｏｓｅ， Ｙｕｋｉｏ （１９９５） “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ｓ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３４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ｉｎｇｕａ ９５， ２２３ － ２３８

Ｈｉｒｏｓｅ， Ｙｕｋｉｏ （２００６） “ Ｎｉｋｋｉ Ｅｅｇｏ ｎｉｏｋｅｒｕ Ｋｕｕｓｈｕｇｏ ｔｏ Ｓｈｕｔａｉｋａ （ Ｎｕｌｌ Ｓｕｂ⁃

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ａｒｙ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Ｋｏｔｏｂａ ｎｏ Ｋｉｚｕｎａ （ Ｂｏｎｄ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ｅｄ ｂｙ Ｙｕｊｉ Ｕｓｈｉｒｏ， Ｓａｔｏｓｈｉ Ｏｔａ， Ｓｈｉｎ ’ ｉｃｈｉ Ｔａｎａｋａ， Ｅｉｊｉ

Ｙａｍａｄａ， Ｋａｚｕａｋｉ Ｏｔａ， Ｎａｏｈｉｒｏ Ｔａｋｉｚａｗａ ａｎｄ Ｋｏｉｃｈｉ Ｎｉｓｈｉｄａ， ２７０ － ２８３，
Ｋａｉｔａｋｕｓｈａ， Ｔｏｋｙｏ

（１５） Ｈｉｒｏｓｅ， Ｙｕｋｉｏ （２０１３） “ 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
Ｔｉ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Ｔｓｕｋｕｂ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２， １ － ２８

Ｉｋａｒａｓｈｉ， Ｋｅｉｔａ （２０１５）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Ｒｅｌａｔ⁃
ｅｄ ｔｏ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ｓｕｋｕｂａ

Ｋｉｔａ， Ｓｏｔａｒｏ （１９９７） “ Ｔｗｏ －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ｅｍａ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ｍｅｔ⁃
ｉｃ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５， ３７９ － ４１５

Ｋｏｎｎｏ， Ｈｉｒｏａｋｉ （２０１２） “ Ｉ － ｏｃｈｉ： Ｋａｔａｔｉ ｔｏ Ｉｍｉ ｎｏ Ｉｎｔａａｆｅｅｓｕ ｎｏ Ｋａｎｔｅｎ ｋａｒａ
（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ａｌ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 Ｄｒｏ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Ｓｙｎｔａｘ －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Ｇｅｎｇｏ Ｋｅｎｋｙｕ １４１， ５ － ３１

Ｋｏｎｎｏ， Ｈｉｒｏａｋｉ （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 Ｔｉ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１３９ － １５５

Ｍａｃｋ， Ｊｅｎｎｉｆｅｒ Ｅ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Ｃｌｉｆｔｏｎ， Ｌｙｎ Ｆｒａｚｉ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Ｖ Ｔａｙｌｏｒ
（２０１２） “ （ Ｎｏｔ） Ｈｅａｒｉｎｇ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Ｕｓａｇｅ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ｅｍｏｒ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６７， ２１１ － ２２３

Ｏｎｏ， Ｈｉｄｅｋａｚｕ （ ｅｄｓ ） （１９８４） Ｎｉｔｉｅｅ Ｇｉｏｎｇｏ Ｇｉｔａｉｇｏ Ｋａｔｕｙｏｏ Ｚｉｔｅｎ （ Ａ Ｐｒａｃｔｉ⁃

ｃ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Ｏｎｏｍａｔｏｐｏｅｉａ ａｎｄ Ｍｉｍｅｓｉｓ） ， Ｈｏｋｕｓｅｉｄｏ，
Ｔｏｋｙｏ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２００４ ） “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ｅｄ ｂｙ Ａｄｒｉａｎａ Ｂｅｌｌｅｔｔ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３， Ｏｘ⁃
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２００６） “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ｌｙ － Ｂａｓｅｄ Ｔａｒｇｅｔ －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ｌｄ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 ｂｙ Ｋａｍｉｌ Ｕｄ Ｄｅｅｎ， Ｊｕｎ Ｎｏｍｕｒａ，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Ｓｃｈｕｌｚ ａｎｄ Ｂｏｎ⁃
ｎｉｅ Ｄ Ｓｃｈｗａｒｔｚ， ＵＣＯＮＮ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４：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ｅｄ⁃
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
ｓｉｔｉｏｎ –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ＧＡＬＡＮＡ） ， １９ － ４９

３５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Ａｋｉｈｉｋｏ （２０１３）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ｅｒ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ｓｕｋｕｂａ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Ａｋｉｈｉｋｏ ａｎｄ Ｋｅｉｔａ Ｉｋａｒａｓｈｉ （２０１４ ） “ 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ａ Ｓｃｏｐ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７３：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Ｆｏｒｍ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７，
１４３ － １５４

Ｓａｋａｍｏｔｏ， Ａｋｉｈｉｋｏ ａｎｄ Ｋｅｉｔａ Ｉｋａｒａｓｈｉ （ ２０１５ ）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ｉ － ｏ Ｘ － ｏ Ｃ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ｓｕｋｕｂ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４， ３３ － ５３

Ｓｃｈｍｅｒｌｉｎｇ， Ｓｕｓａｎ Ｆ （１９７３）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
ｆ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ＬＳ ９， ５７７ － ５８６

Ｔｅｎｎｙ， Ｃａｒｏｌ Ｌ （ ２００６ ） “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Ｓｅｎｔ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５， ２４５ － ２８８

Ｔｈｒａｓｈｅｒ， Ｒａｎｄｏｌｐｈ （１９７７） Ｏｎｅ Ｗａｙ ｔｏ Ｓａｙ Ｍｏｒｅ ｂｙ Ｓａｙｉｎｇ Ｌｅｓｓ：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ｌｅｓ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ｉｈｏｓｈａ Ｌｔｄ ， Ｔｏｋｙｏ

Ｔｓｕｊｉｍｕｒａ， Ｎａｔｓｕｋｏ （２００５） “ Ａ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ｉｍｅｔｉｃ Ｖｅｒｂ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Ｒｏｏｔｓ， １３７ － １５４，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Ｗｅｉｒ， Ａｎｄｒｅｗ （２０１２） “ Ｌｅｆｔ － Ｅｄｇｅ Ｄｅｌｅ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１６， １０５ － １２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Ｋｏｉｃｈｉｒｏ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Ｍｅｉ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ｂｅ⁃
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ａｎｄ ｔｏ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ｆｏ⁃
ｃ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ｗａ，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ｓｈｏｗｎ ｈｅｒｅ ａｓ ＷＡ，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ａｌ （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Ｐ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ｏｕｒ ｃｌａｉｍ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ｇｉｖ⁃
ｅｎ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ｈｅｎ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ａ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 ｓｉｔｕ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 ＣＦ）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ｎｔ ａｓ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Ｔｏｐｉｃ （ ＴＴ） ；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Ｔｏｐｉｃ （ ＣＴ）  Ｔｈｉ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ｗ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ｔｅｎ⁃
ｓｉｖｅ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ｉｎ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Ｓｉｎｃｅ Ｋｕｒｏｄａ （１９６５） ａｎｄ Ｋｕｎｏ （１９７３） ，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ｔｏ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

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ａｎｄ ｔｏ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ｃ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ｗａ， ｈｅｒｅａｆｔｅｒ
ｓｈｏｗｎ ｈｅｒｅ ａｓ ＷＡ，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ｈｅｎｃｅｆｏｒｔｈ， ＥＩ） ｆｏ⁃
ｃｕ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ｕｔ 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ｌｙ， ｏｕｒ ｃｌａｉｍ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ａｃ⁃

３５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ｈｅｎ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ａ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 ｓｉｔｕ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Ｆ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ｎｔ ａｓ ＴＴ；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 ＣＴ Ｔｈｉｓ 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ｓ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ｗ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ｘ⁃
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ｗｅ ｔｏｕｃｈ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ｗｅ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２０１２） ， ｗｈｏｓｅ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ｗ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ａｔａ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ｓｈｏｗ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ｗｅ ｔｕｒｎ
ｔｏ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ｔｗｏ Ｔｏｐｉｃ Ｐｈｒａｓｅｓ （ ＴｏｐＰｓ）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Ｐｈｒａｓｅ
（ ＦｏｃＰ）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ｓｏｍ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ｆ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ｎ⁃
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２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ｓ ｏｎ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ｔａｋｅ ａ ｂｒｉｅｆ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ｗｏｒｋ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ｗｈｅｒｅ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ａｌｌｓ ｏ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２ １

Ｉｓｈｉｈａｒａ （２００１）

Ｉｓｈｉｈａｒａ （２００１）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ｃｒａｍ⁃

ｂｌｉｎｇ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ｓｃｒａｍｂｌｅｄ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ｎ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ｆ ｓｏ，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 ａｒｅ ｄｅａｃｃｅｎ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Ｄｅａｃｃｅｎｔ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ｅｄ ｂｙ ｓｍａｌｌ ｉｔａｌｉｃｓ
（１） ａ ＨＯＮ － Ｏ
ｂｏｏｋ － Ａｃｃ

Ｔａｒｏ － ｇａ

Ｔ － Ｎｏｍ

ｋｙｏｏ

ｔｏｄａｙ

ｔｈｏｎ － ｏ

‘ Ｉｔ ｉｓ ａ ｂｏｏｋ ｔｈａｔ Ｔａｒｏ ｂｏｕｇｈｔ ｔｏｄａｙ ’
（ Ｉｓｈｉｈａｒａ （２００１： １５８） ）

ｋａｔｔａ

ｂｕｙ － Ｐａ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３５３

Ｉｓｈｉｈａｒａ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ｓ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 ｂｕｔ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ｉｎ ｍａｎｙ ｃａｓ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ａ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ｕｎ ｏｒ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ｏ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ＤＰ 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ｈａｔ Ｔｏｍｉ⁃
ｏｋａ （２０１０）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２ ２

Ｔｏｍｉｏｋａ （２０１０）

Ｔｏｍｉｏｋａ （２０１０）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ｍｏｓｔｌｙ ｐｉｔｃｈ ｐｅａｋ ｉｓ ｐ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ｐｕｔ ｏｎ ｐａｒｔｉ⁃
ｃｌｅ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ＤＰ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２） ａ Ｗｈｏ ｐａｓｓｅｄ？
ｂ Ｋｅｎ － ＷＡ
Ｋ － ＴＯＰ

ｕｋａｔ － ｔａ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Ｋｅｎ （ ，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ｔｈｅｒｓ，） ｐａｓｓｅｄ ’

ｃ Ｋｅｎ － ｗａ
Ｋ － Ｔｏｐ

ｕｋａｔ － ｔａ

（ Ｔｏｍｉｏｋａ （２０１０， １１９）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Ｉ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ａｂｏｕｔ ｏｔｈｅｒｓ， ｂｕｔ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Ｋｅｎ ｐａｓｓｅｄ ’
Ｔｏｍｉｏｋａ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２ｂ）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２ａ） ， ａｎｄ ＷＡ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Ｔｏｐｉｃ （ Ｃ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２ｂ）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ａｎ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ｓｉｎｃｅ ＷＡ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ｓ ｉｓ ｃｌｅａｒ⁃
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ｓ， ｆｏｃｕ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ｇｉｖ⁃
ｅｎ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ｏｐ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Ｔｈｅ ｗａ －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２ｃ） ｄｅｓｉｇ⁃
ｎａｔｅｓ ＣＴ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ｗｈｅｎ （ ２ｂ ） ｉｓ ｕｔｔｅｒ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 ３ ） ， ｔｈ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ｅｖｉｄｅｎｔｌｙ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ｍｅａｎｓ， ‘ ｉ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Ｋｅｎ
ｗｈｏ ｐａｓｓｅｄ ’
（３）

Ｋｅｎ ｔｏ Ｔａｒｏ ｔｏ Ｈａｎａｋｏ ｎｏ

ｎａｋａ － ｄｅ

ｄａｒｅ － ｇａ

ｕｋａｔ － ｔａ

Ｋ ａｎｄ Ｔ ａｎｄ Ｈ Ｇｅｎ ａｍｏｎｇ － ｉｎ ｗｈｏ － Ｎｏｍ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Ｑ

ｎｏ？

‘ Ｗｈｏ， ａｍｏｎｇ Ｋｅｎ， Ｔａｒｏ， ａｎｄ Ｈａｎａｋｏ， ｐａｓｓｅｄ？”

Ｎｏｗ ｗｅ ｃａｎ ｓａ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ｓ ｐｕ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Ｐ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ｉｔ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３５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 Ｂｒｉｅｆ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２０１２）
Ｉｎ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２０１２） ， Ｉ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ｔｈ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ｅｎｏｔｅ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Ｔｏｐｉｃ （ ＴＴ） ， Ｃ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 Ｃ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４） ａ Ｇａｋｕｓｅｉ － ｔａｃｈｉ － ｗａ
ｓｔｕｄｅｎｔ － ＰＬ － ＴＴ

ｎａｎｉ － ｏ

ｗｈａｔ － Ａｃｃ

‘ Ｗｈａｔ ｄｉ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ｕｙ？’

ｂ Ｊｏｈｎ － ｗａ
Ｊ － ＴＴ

ｇｅｎｇｏｇａｋｕ － ｎｏ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Ｇｅｎ

ｋａｔ － ｔａ

ｂｕｙ － Ｐａｓｔ

ｈｏｎ － ｗａ

ｎｏ？

Ｑ

ｋａｔ － ｔａ

ｂｏｏｋ － ＣＴ ｂｕｙ － Ｐａｓｔ

‘ Ａｓ ｆｏｒ Ｊｏｈｎ， ｈｅ ｂｏｕｇｈｔ ａ ｂｏｏｋ 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ｂｕｔ Ｉ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ｈｅ ｂｏｕｇｈｔ
ａｎｙｔｈｉｎｇ ｅｌｓｅ ’

ｃ Ｊｏｈｎ － ｗａ

ｋａｔ － ｔａ

Ｊ － ＴＴ

ｂｕｙ － Ｐａｓｔ

（ ｓｉｎｒｉｇａｋｕ － ｄｅ － ｗａ ｎａｋｕ） ｇｅｎｇｏｇａｋｕ － ｎｏ

（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 ＣＴ － Ｎｅｇ）

ｈｏｎ － ｗａ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 Ｇｅｎ ｂｏｏｋ － ＣＦ

‘ Ａｓ ｆｏｒ Ｊｏｈｎ， ｈｅ ｂｏｕｇｈｔ ａ ｂｏｏｋ 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ｔ ａ ｂｏｏｋ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 ’

（４ｂ）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ｂｏｕｇｈｔ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ａ ｂｏｏｋ ｏｎ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ｍａｙ ｂ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ｉｎｇｓ Ｊｏｈｎ ｂｏｕｇｈ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ｏｂ⁃

ｊｅｃｔ ｉ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ｂｙ ｗａ，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ｉｔ，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４ｃ） ， ｉ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ａ ｂｏｏｋ 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ｎｏｔ ａ ｂｏｏｋ ｏ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ｗ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ｂｏｕｇｈｔ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ｃｔｓ ａｓ Ｔ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ｎｅ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ｐｌａｙ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ｗａ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ｉｔ ｄｅｓｉｇ⁃
ｎａｔｅｓ ＣＦ

Ｗｅ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ｏ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ｏｕｒ ｖｉｅｗ Ｉ ｃｉｔｅ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Ｈａｒａ

（２００６） ， ｗｈｏ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ｏｉｎｔ 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ｈｅ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５） ａ Ｗｈｏ ｐａ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ａｍ？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３５５

ｂ Ｍａｒｙ － ｗａ ｕｋａｔ － ｔａ
Ｍ － ＣＴ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Ｍａｒｙ ｐａｓｓｅｄ， ｂｕｔ Ｉ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 ｓ） ｐａｓ⁃
ｓｅｄ ’

ｃ Ｍａｒｙ － ｇａ
Ｍ － Ｎｏｍ

ｕｋａｔ － ｔａ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Ｉｔ ｉｓ （ ｏｎｌｙ） Ｍａｒｙ ｗｈｏ ｐａｓｓｅｄ ’
（ Ｈａｒａ （２００６ ： ９） ）

ｄ （ Ｌｉｓａ － ｄｅ － ｈａ － ｎａｋｕ） Ｍａｒｙ － ｗａ
Ｌ － ｂｙ － ＴＴ － Ｎｅｇ

Ｍ － ＣＦ

ｕｋａｔ － ｔａ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Ｉｔ ｉｓ Ｍａｒｙ （ ， ｎｏｔ Ｌｉｓａ，） ｗｈｏ ｐａｓｓｅｄ ’

Ｉｎ （ ５ｂ ） ，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ｍａｒｋｓ Ｃ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５ｄ）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ｓ ＣＦ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ｓｈｏｗ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２０１２） ， Ｉ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ｃｔ ａｓ ＣＦ， ｒｅ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ｂｅ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ｈａｔ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４ ＥＩ ａｎｄ ＣＦ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ｄｅｎｏｔｅ
Ｌｅｔ ｕｓ ｂｅｇｉｎ ｂｙ ｇｉｖｉｎｇ ｏｎｅ ｓｅｔ ｏｆ ｄａｔａ
（６） ａ Ｂｏｋｕ － ｗａ
Ｉ － ＴＴ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ＣＴ

ｉｋｉ － ｔａｉ

ｇｏ － ｗａｎｔ ｔｏ

‘ Ａｓ ｆｏｒ ｍｅ，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 ，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ｎｙ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

ｂ Ｂｏｋｕ － ｗａ
Ｉ － ＴＴ

ｗａｎｔ ｔｏ

（ ｆｕｒａｎｓｕ － ｄｅ － ｗａ ｎａｋｕ）

（ Ｆｒａｎｃｅ － Ｌｏｃ － ＣＴ － Ｎｅｇ）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ＣＦ

‘ Ａｓ ｆｏｒ ｍｅ，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Ｇｅｒｍａｎｙ （ ， ｎｏｔ Ｆｒａｎｃｅ）  ’

ｃ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ＥＩ

ｂｏｋｕ － ｗａ
Ｉ － ＣＴ

ｉｋｉ － ｔａｉ

ｇｏ ｔｏ － ｗａｎｔ ｔｏ

ｉｋｉ － ｔａｉ

ｇｏ ｔｏ －

３５６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Ｉ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ｔｈａｔ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

ｄ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ｂｏｋｕ － ｗａ

ｉｋｉ － ｔａｉ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ＴＴ

Ｉ － ＣＴ ｇｏ ｔｏ － ｗａｎｔ ｔｏ

ｅ Ｄｅｍｏ ｂｏｋｕ － ｗａ

ｉｇｉｒｉｓｕ － ｎｉ － ｍｏ

‘ Ａｓ ｆｏｒ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ｈｅｒｅ ’

ｂｕｔ

Ｉ － ＴＴ

ｉｋｉ － ｔａｉ

Ｅｎｇｌａｎｄ － Ｄａｔ － Ａｌｓｏ ｇｏ － ｗａｎｔ ｔｏ

‘ Ｂｕｔ ａｓ ｆｏｒ ｍｅ，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ｔｏｏ ’

Ｉｎ （６ａ） ，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ＣＴ Ｔｈｅｒｅ ｍａｙ ｂｅ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ｖｉｓ⁃

ｉ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 （６ｂ） ， ＷＡ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ＣＦ Ａ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Ｆｒａｎｃｅ，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ｎ （６ｃ） ，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ｓ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Ｄｏｉｔｓｕ （ ＝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ｏｎ⁃

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ｗｅ ｃａｎ ａｄｄ （６ｅ） ｔｏ （５ｂ） ， ｗｈｉｌｅ ｗ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ｄｏ ｓｏ ｔｏ
（６ｃ）  Ｔｈｉｓ ｆａｃｔ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ｂ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ｄｏｅｓ ｓｈｏｗ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ｉｔｙ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ｉ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ｉｎ （６ｄ） ｓｈｏｗｓ
ＴＴ Ｔｈｉｓ ｓｅｔ ｏｆ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
ｓ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ｅｔ ｏｆ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７） ａ Ｇａｋｕｓｅｉ － ｔａｃｈｉ － ｗａ
ｗａ

ｙｏｎ － ｄａ

（ ｒｉｉｄｉｎｇｕ － ｒｉｓｕｔｏ － ｎｏ ）

ｓｔｕｄｅｎｔ － ＰＬ － ＴＴ （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ｓｔ － Ｇｅｎ ）
ｒｅａｄ － Ｐａｓｔ

ｈｏｎ ｙｏｎ － ｓａｔｕ －

ｂｏｏｋ － ｆｏｕｒ － ＣＬ － ＣＴ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ｙ ｒｅａｄ （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ｆｏｕｒ ｂｏｏｋ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ｓｔ ’

ｂ Ｇａｋｕｓｓｅｉ － ｔａｃｈｉ － ｗａ
ＷＡ

ｙｏｎ － ｄａ

（ ｒｉｉｄｉｎｇｕ － ｒｉｓｕｔｏ － ｎｏ ）

ｓｔｕｄｅｎｔ － ＰＬ － Ｎｏｍ （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ｓｔ － Ｇｅｎ ）
ｒｅａｄ － Ｐａｓｔ

ｈｏｎ ｙｏｎ － ｓａｔｕ －

ｂｏｏｋ － ｆｏｕｒ － ＣＬ － ＣＦ

‘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ｅｙ ｒｅａｄ ｆｏｕｒ ｂｏｏｋｓ （ ， ｎｏｔ ｆｏｕｒ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ｓｔ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ｃ （ Ｒｉｉｄｉｎｇｕ － ｒｉｓｕｔｏ － ｎｏ ）
ｗａ

ｙｏｎ － ｄａ

（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ｓｔ － Ｇｅｎ）
ｒｅａｄ － Ｐａｓｔ

３５７

ｈｏｎ ｙｏｎ － ｓａｔｕ － ｗａ

ｇａｋｕｓｅｉ － ｔａｃｈｉ －

ｂｏｏｋ － ｆｏｕｒ － ＣＬ － Ｔ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ＰＬ － ＣＴ

‘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ｏｏｋ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ａｄ ｔｈｅｍ ’

ｄ （ Ｒｉｉｄｉｎｇｕ － ｒｉｓｕｔｏ － ｎｏ ）
ｗａ

ｙｏｎ － ｄａ

（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ｓｔ － Ｇｅｎ）
ＣＴ

ｒｅａｄ － Ｐａｓｔ

ｈｏｎ ｙｏｎ － ｓａｔｕ － ＷＡ

ｇａｋｕｓｅｉ － ｔａｃｈｉ －

ｂｏｏｋ － ｆｏｕｒ － ＣＬ － ＥＩ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ＰＬ －

‘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ｂｏｏｋｓ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ｌｉｓｔ） ｓ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ａｄ ｔｈｅｍ ’

Ｉｎ （７ａ － ｃ） ，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ｃｔ ａｓ ＴＴ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７ｄ）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ｂｏｏｋ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ｔｈ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ａｄ Ｈｏｎ ｙｏｎ － ｓａｔｕ － ｗａ ｉｎ （７ａ） ａｎｄ ｇａｋｕｓｅｉ － ｔａｃｈｉ － ｗａ

ｉｎ （７ｃ＆ｄ） ｓｉｇｎａｌ Ｃ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ｔｈ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７ｂ）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ｓ
ＣＦ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ｒ ｂｏｏｋｓ， ｎｏｔ ｆｏｕｒ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ｓ ｓｕｃｈ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ｒｅａｄ

Ｓｔｉｌｌ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ｅｔ ｏｆ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８） ａ Ｓａｋｋａ － ｄｅ － ｗａ
ｙｏｍｕ

ｗｒｉｔｅｒ － Ａｍｏｎｇ － ＴＴ
ｒｅａｄ

ｂｏｋｕ － ｗａ

Ｉ － ＣＴ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Ｈａｒｕｋｉ － ｏ

Ｈａｒｕｋｉ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 Ａｃｃ

ｙｏｋｕ
ｏｆｔｅｎ

‘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Ｉ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ａｄ Ｈａｒｕｋｉ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ｓ ｎｏｖｅｌｓ ’

ｂ Ｓａｋｋａ － ｄｅ － ｗａ
ｙｏｋｕ

ｙｏｍｕ

ｗｒｉｔｅｒ － Ａｍｏｎｇ － ＴＴ
ｒｅａｄ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Ｈａｒｕｋｉ － ＷＡ

ｂｏｋｕ － ｗａ

Ｈａｒｕｋｉ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Ｉ － ＣＴ

ｏｆｔｅｎ

‘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ｕｋｉ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ｓ ｎｏｖ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Ｉ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ａｄ ’

ｃ ？？ Ｓａｋｋａ － ｄｅ － ｗａ
ｙｏｋｕ

ｙｏｍｕ

ｗｒｉｔｅｒ － Ａｍｏｎｇ － ＴＴ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Ｈａｒｕｋｉ － ｗａ

Ｈａｒｕｋｉ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 ＣＴ

ｂｏｋｕ － ＷＡ

Ｉ －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ｏｆｔｅｎ

３５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ａｄ

ｄ Ｓａｋｋａ － ｄｅ － ｗａ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Ｈａｒｕｋｉ － Ｏ

ｗｒｉｔｅｒ － Ａｍｏｎｇ － ＴＴ

ｂｏｋｕ － ｗａ

Ｈａｒｕｋｉ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 － ＣＦ

ｙｏｋｕ

Ｉ － ＣＴ ｏｆｔｅｎ

ｙｏｍｕ

ｒｅａｄ

‘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ｉｔ ｉｓ Ｈａｒｕｋｉ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ｓ ｎｏｖｅｌｓ ｔｈａｔ Ｉ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ａｄ ’
Ｉｎ （８ｂ） ， ｔｈ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Ｅ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Ｈａｒｕｋｉ Ｍｕｒａｋａｍｉｓ ｎｏｖｅｌ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ｏｎｅｓ Ｉ ｏｆｔｅｎ ｒｅａ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８ｃ） ｉｓ ｓｏｍｅｗｈａｔ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ＴＴ， ＥＩ －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ＣＴ

Ｔｈｅ ＴＴ － ＥＩ － ｆｏ⁃

ｃｕｓ － ＣＴ ｏｒｄｅｒ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８ｂ） ｉｓ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ｌ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Ｔ － ＣＴ －

ＥＩ －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８ｃ） ｉ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ｏｄ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ｅｌｙ， （８ｄ） ｉ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Ｔｈｉｓ 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ｇｉｖｅｎ ｒｉｓｅ ｔｏ ｂｙ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 ＤＰ ｓｃｒａｍｂ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Ｆｏｒ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 ｔｏ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２０１５ａ ＆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ｄ） 

Ｌｅｔ ｕｓ ｍｏｖｅ 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ｅｔ ｏｆ ｄａｔａ，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ｆ （６ａ －

（９） ａ Ｙｏｏｒｏｐｐａ － ｄｅ

Ｅｕｒｏｐｅ － Ａｍｏｎｇ

ｂｏｋｕ － ｗａ

Ｉ － ＴＴ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ＣＴ

ｉｋｉ － ｔａｉ

ｇｏ ｔｏ － ｗａｎｔ ｔｏ

‘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ｂ Ｙｏｏｒｏｐｐａ － ｄｅ

Ｅｕｒｏｐｅ － Ａｍｏｎｇ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Ｇｅｒｍａｎｙ － ＥＩ

ｂｏｋｕ － ｗａ
Ｉ － ＣＴ

ｉｋｉ － ｔａｉ

ｇｏ ｔｏ － ｗａｎｔ ｔｏ

‘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 ｉｔ ｉｓ ｏｎｌ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ｔｈａｔ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

ｃ Ｄｅｍｏ ｂｏｋｕ － ｗａ
ｂｕｔ

Ｉ － ＴＴ

ｆｕｒａｎｓｕ － ｎｉ － ｍｏ

Ｆｒａｎｃｅ － Ｌｏｃ － Ａｌｓｏ

‘ Ｂｕｔ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Ｆｒａｎｃｅ， ｔｏｏ ’

ｉｋｉ － ｔａｉ

ｇｏ ｔｏ － ｗａｎｔ ｔｏ

（９ａ）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ｓｅ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 ｗａｎｔ ｇｏ ｔｏ Ｗｅ ｃａｎ
ｅａｓｉｌ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９ｃ） ｆｒｏｍ （９ａ）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９ｂ）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ｉｔｙ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ｓ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 ｗａｎｔ ｔｏ ｇｏ ｔｏ
Ｌｅｔ ｕｓ ｍｏｖｅ ｏｎ ｔｏ ｓｔｉｌｌ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ｅｔ ｏｆ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１０） ａ Ｋｏｎｏ 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ｄｅ － ｗａ

ｄａｎｓｈｉ － ｇａｋｕｓｅｉ － ｗａ

ｙｕｕｓｈｕｕ － ｄａ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ｖｅｉｒｓｉｔｙ － Ａｍｏｎｇ － ＴＴ 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 ＣＴ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 Ｃｏｐ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３５９

‘ Ｉｎ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

ｂ Ｋｏｎｏ 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ｄｅ － ｗａ ｄａｎｓｈｉ － ｇａｋｕｓｅｉ － ＷＡ ｙｕｕｓｈｕｕ － ｄａ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Ａｍｏｎｇ － ＴＴ 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 Ｃｏｐ

‘ Ｉｎ ｔｈ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 ａ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

Ｉｎ （ １０ａ ） ，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ｍａｙ ｋｎｏｗ ｏ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ｉｎ
（１０ｂ） ，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Ｉ ｅｆｆｅｃ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 Ｋｕｎｏ （１９７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ｄｅｎｏｔｅｄ ｂｙ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ｔｕｒｎ
ｔｏ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ａｎ—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ｏｕｒ ｖｉｅｗ

５ Ｄａｔａ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ａｎ
５ １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Ｉｎ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ｌｅａ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ＥＩ ｆｏ⁃
ｃｕｓ Ｌｅｔ ｕｓ ｃｉｔ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Ｍｏｌáｒ （２００６） 
（１１） ａ Ｋｉ

ｗｈｏ

ｕｔａｚｏｔｔ
ｗｅｎｔ

ｅｌ

ｐｅｒｆ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ｂａ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 ｔｏ

‘ Ｗｈｏ ｌｅｆｔ ｆｏｒ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ｂ ［ ＰÉｔｅｒ］ Ｆ ｕｔａｚｏｔｔ ｅｌ
Ｐｅｔｅｒ

ｗｅｎｔ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ｂａ

ｐｅｒｆ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 ｔｏ

‘ Ｉｔ ｉｓ Ｐｅｔｅｒ ｗｈｏ ｌｅｆｔ ｆｏｒ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

ｃ ［ ＰÉｔｅｒ］ ＣＴ ［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ｂａ］ Ｆ ｕｔａｚｏｔｔ ｅｌ
‘ Ａｓ ｆｏｒ Ｐｅｔｅｒ， ｈｅ ｌｅｆｔ ｆｏｒ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

（ Ｍｏｌáｒ （２００６： ２２０） ）

Ｉｎ （ １１ｂ ） ， ＰÉｔｅｒ ｓｈｏｗｓ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ｗｈｉｌｅ ｉｎ （ １１ｃ ） ，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ｂａ （ ＝ ｆｏｒ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ｓ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É Ｋｉｓｓ （２００２） 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ｌｙ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３６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 ｕｓ ｃｉｔ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É Ｋｉｓｓ （２００２：

７７） 

（１２） ａ ［ ＴｏｐＰ Ｐéｔｅｒｔ ［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 Ｆｏｃｕｓ ＪＡＮＯＳ］ ｍｕｔａｔｔａ ｂｅ Ｍａｒｉｎａｋ］ ］
Ｐｅｔｅｒ － Ａｃｃ Ｊｏｈ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ＶＭ Ｍａｒｙ － ｔｏ

‘ Ａｓ ｆｏｒ Ｐｅｔｅｒ， ｉｔ ｗａｓ Ｊｏｈｎ ｗｈ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ｈｉｍ ｔｏ Ｍａｒｙ ’

ｂ ［ ＴｏｐＰ Ｊａｎｏｓ ［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 Ｆｏｃｕｓ ＰＥＴＥＲＴ］ ｍｕｔａｔｔａ ｂｅ Ｍａｒｉｎａｋ］ ］
‘ Ａｓ ｆｏｒ Ｊｏｈｎ， ｉｔ ｉｓ Ｐｅ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Ｍａｒｙ ’

ｃ ［ ＴｏｐＰ Ｐéｔｅｒｔ ［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 Ｆｏｃｕｓ ＭＡＲＩＮＡＫ］ ｍｕｔａｔｔａ ｂｅ Ｊａｎｏｓ］ ］
‘ Ａｓ ｆｏｒ Ｐｅｔｅｒ， ｉｔ ｗａｓ ｔｏ Ｍ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ｈｉｍ ’

（ É Ｋｉｓｓ （２００２： ７７） ）

Ａｓ ｃａｎ ｂｅ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ｅｔ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ｇｌｏｓｓｅ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５ ２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Ｎｅｘｔ， ｏｕ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ｉｓａｌｓｏ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１３） Ａ： Ｍａｒｉａ ｓｉ ｅｒａ ｍｅｓｓａ ｕｎｏ ｓｔｒａｃｃｅｔｔｏ ｄｉ Ｈ＆Ｍ ｉｅｒｉ ｓｅｒａ

Ｍ ＲＥＦＬ ｂｅ ＰＳＴ ３ＳＧ ｐｕｔ ＰＰ ａｎｃｈｅａｐ ｄｒｅｓｓ ｏｆ Ｈ＆Ｍ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ｅｖｅ⁃
ｎｉｎｇ

‘ Ｍａｒｉａ ｗｏｒｅ ａ ｃｈｅａｐ ｄｒ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Ｈ＆Ｍ ｌａｓｔ ｎｉｇｈｔ ’

Ｂ： Ｕｎ ＡＲＭＡＮＩ ｓｉ ｅｒａ ｍｅｓｓａ， ｎｏｎ ｕｎｏ ｓｔｒａｃｃｅｔｔｏ ｄｉ Ｈ＆Ｍ
ａｎ

Ａｒｍａｎｉ

ｏｆ Ｈ＆Ｍ

ＲＥＦＬ ｂｅ ＰＳＴ ３ＳＧ

ｐｕｔ ＰＰ ｎｏｔ

ａ ｃｈｅａｐ ｄｒｅｓｓ

‘ Ａｎ Ａｒｍａｎｉ （ ｄｒｅｓｓ） （ ｓｈｅ） ｗｏｒｅ， ｎｏｔ ａ ｃｈｅａｐ ｄｒ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Ｈ＆Ｍ ’

（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ｂｙ Ｂｏｃｃｉ ａｎｄ Ａｖｅｓａｎｉ （ ２０１５ ） ｆｒｏｍ Ｂｉａｎｃａ ａｎｄ Ｂｏｃｃｉ
（２０１２： ３） ）

Ｕｎ ＡＲＭＡＮＩ ｉｎ （１３Ｂ） ｓｉｇｎｉｆｉｅｓ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ｉｎ （１４Ｂ） ，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１４） Ａ： Ｈｏ

ｓａｐｕｔｏ

ｃｈｅ

ｈａｉ

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ｔｏ Ｌｕｃｉａ ｉｅｒｉ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Ｈａｖｅ １ＳＧ ｋｎｏｗ ＰＰ
Ｃｏｍｅ ｌ’
ｈｏｗ

ｈａｉ

ｈｅｒ ＣＬ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２ＳＧ

ｍｅｅｔ ＰＰ

ｔｒｏｖａｔａ？

ｈａｖｅ ２ＳＧ

３６１

Ｌｕｃｉａ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ｆｉｎｄ ＰＰ

‘ Ｉ’ 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ｍｅｔ Ｌｕｃｉａ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Ｈｏｗ ｄｉｄ ｙｏｕ ｆｉｎｄ ｈｅｒ？’

Ｂ：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 ∗ｌｏ）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ｈｅｒ ＣＬ

ｈｏ

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ｔｏ ｉｅｒｉ

ｈａｖｅ １ＳＧ

ｍｅｅｔ ＰＰ

‘ Ｉｔｓ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ｔｈａｔ Ｉ ｍｅｔ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Ｂｏｃｃｉ ａｎｄ Ａｖｅｓａｎｉ （２０１５： ２６） ）

５ ３

Ｋｏｒｅａｎ

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ｓｏｕｌａｓ （２００４）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Ｋｏｒｅａｎ ｄａｔａ ｔｏ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ｂｅ⁃
ｔｗｅｅｎ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１５） Ｉ

ｃｈａｙｋ － ｕｎ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 Ｔｏｐ

［ Ｃｈｅｌｓｗｕ － ｎｕｎ

ｅ ｓａｓｓｔａ］

Ｃｈｅｌｓｗｕ － ＣＦ

ｂｏｕｇｈｔ

‘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ｉｔ ｗａｓ Ｃｈｅｌｓｗｕ （ ｎｏｔ ｏｔｈｅｒｓ） ｗｈｏ ｂｏｕｇｈｔ ｉｔ ’

（ 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ｓｏｕｌａｓ （２００４： １２９） ）

Ｔｈｅｙ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ｔｗｏ ｎｕｎ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ｅｃ⁃

ｏｎｄ ｏｎｅ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Ｗｅ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ｓｏｕｌａｓ （２００４） 
（１６） ａ Ｉ

ｃｈａｙｋ － ｕｌｉ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 ＡＣＣ

［ Ｃｈｅｌｓｗｕ － ｎｕｎ］ ｅｉ ｓａｓｓｔａ

Ｃｈｅｌｓｗｕ － ＣＦ

ｂｏｕｇｈｔ

‘ Ｉｔ ｉｓ ＣＨＥＬＳＷＵ ｗｈｏ ｂｏｕｇｈｔ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
ｂ Ｋｏｎｏ － ｈｏｎ － ｏ

ｔｈｉｓ － ｂｏｏｋ － Ａｃｃ

（ 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ｓｏｕｌａｓ （２００４： １２８） ）

Ｔａｒｏ － ＷＡ ／ ＧＡ
Ｔ －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ｋａｔ － ｔａ

ｂｕｙ － Ｐａｓｔ

‘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Ｔａｒｏ （ ，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ｔｈｅｒｓ） ｂｏｕｇｈｔ ｉｔ ’

ｃ Ｋｏｎｏ － ｈｏｎ － ｗａ

Ｔａｒｏ － ＷＡ

ｋａｔ － ｔａ

‘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Ｔａｒｏ （ ， ｎｏｔ ｏｔｈｅｒｓ） ｂｏｕｇｈｔ ｉｔ ’

３６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ｏｕｇｈ 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ｓｏｕｌａｓ （２００４）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ｕｎ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１６ａ）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ＣＦ，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ｃｔｓ ａｓ ＥＩ － ｆｏｃｕｓ， ａ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ｓ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１６ｂ＆ｃ）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ｉｎｔ １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Ｋｏｒｅａｎ ｄａｔａ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１７） ａ Ｍａｒｙ － ｋａ

ｅｃｅｙ

Ｊｏｈｎ － ｕｎ

ｍａｎｎａ － ｓｓ － ｔａ

Ｍ － Ｎｏｍ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Ｊ － Ｔｏｐ

ｍｅｅｔ － Ｐａｓｔ － Ｄｃｌ

ｂ Ｊｏｈｎ － ｕｎ

Ｍａｒｙ － ｋａ

ｅｃｅｙ

ｍａｎｎａ － ｓｓ － ｔａ

‘ Ｍａｒｙ ｍｅｔ Ｊｏｈｎ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Ｊ － Ｔｏｐ

Ｍ － Ｎｏｍ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ｍｅｅｔ － Ｐａｓｔ － Ｄｃｌ

‘ Ａｓ ｆｏｒ Ｊｏｈｎ， Ｍａｒｙ ｍｅｔ ｈｉｍ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ｃ Ｍａｒｙ － ｋａ
Ｍ － Ｎｏｍ

ｅｃｅｙ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Ｂｏｓｔｏｎ － ｅｙ － ｎｕｎ

Ｂｏｓｔｏｎ － ｔｏ － Ｔｏｐ

‘ Ｍａｒｙ ｗｅｎｔ ｔｏ Ｂｏｓｔｏｎ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ｄ Ｂｏｓｔｏｎ － ｅｙ － ｎｕｎ
Ｂｏｓｔｏｎ － ｔｏ － Ｔｏｐ

ｋａ － ｓｓ － ｔａ

Ｍａｒｙ － ｋａ

Ｍａｒｙ － Ｎｏｍ

ｇｏ － Ｐａｓｔ － Ｄｃｌ

ｅｃｅｙ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Ａｓ ｆｏｒ Ｂｏｓｔｏｎ， Ｍａｒｙ ｗｅｎｔ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ｋａ － ｓｓ － ｔａ

ｇｏ － Ｐａｓｔ － Ｄｃｌ

（ Ｃｈｏｉ （１９９７ ： ５４９ － ５５０） ）

Ｃｈｏｉ （１９９７）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 ｕｎ （ ＝ Ｊｏｈｎ － Ｔｏｐ） ｉｎ （１７ａ） ａｎｄ Ｂｏｓｔｏｎ －

ｅｙ － ｎｕｎ （ ＝ Ｂｏｓｔｏｎ － ｔｏ － Ｔｏｐ） ｉｎ （１７ｃ） 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ｏｓｅ ｉｎ
（１７ｂ＆ｄ） ａ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ｔｏｐｉｃ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ｎｕｎ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ｉｎ （１７ｂ＆ｄ）

ａｒｅ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Ｔ， ａ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ｓ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ｓ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ｂｅｌｏｗ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ｓｈｏｗ， ｎｕｎ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ｉｎ （ １７ａ＆ｃ ）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ＣＴ
（１８） ａ Ｍａｒｙ － ｇａ
Ｍ － Ｎｏｍ

ｋｉｎｏｏ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Ｊｏｈｎ － （ ｎｉ） － ｗａ

Ｊ － （ ｔｏ） － ＣＴ

ａｔ － ｔａ

ｍｅｅｔ － Ｐａｓｔ

‘ Ｍａｒｙ ｍｅｔ Ｊｏｈｎ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ｂｕｔ Ｉ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ｓｈｅ ｍｅｔ ａｎｙ⁃
ｏｎｅ ｅｌｓｅ ’

ｂ Ｍａｒｙ － ｇａ
Ｍ － Ｎｏｍ

ｋｉｎｏｏ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Ｂｏｓｔｏｎ － ｎｉ － ｗａ

Ｂｏｓｔｏｎ － ｔｏ － ＣＴ

ｉｔ － ｔａ

ｇｏ － Ｐａｓ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３６３

‘ Ｍａｒｙ ｗｅｎｔ ｔｏ Ｂｏｓｔｏｎ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ｂｕｔ Ｉ ｄｏｎ’ ｔ ｋｎｏｗ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ｓｈｅ ｗｅｎｔ
ａｎｙｗｈｅｒｅ ｅｌｓｅ ’

Ｗｈｅｎ ｗｅ ｐｕｔ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ｗａ ｉｎ （ １９ａ＆ｂ） ，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Ｃ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ｓｈｏｗｓ ｕｐ

（１９） ａ Ｍａｒｙ － ｇａ ｋｉｎｏｏ

Ｊｏｈｎ － （ ｎｉ） － ＷＡ ａｔ － ｔａ

Ｍ － Ｎｏｍ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Ｊ － （ ｔｏ） － ＣＦ

ｍｅｅｔ － Ｐａｓｔ

‘ Ｍａｒｙ ｍｅｔ Ｊｏｈｎ （ ， ｎｏｔ Ｂｏｂ，）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ｂ Ｍａｒｙ － ｇａ
Ｍ － Ｎｏｍ

ｋｉｎｏｏ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Ｂｏｓｔｏｎ － ｎｉ － ＷＡ

ｉｔ － ｔａ

Ｂｏｓｔｏｎ － ｔｏ － ＣＦ ｇｏ － Ｐａｓｔ

‘ Ｍａｒｙ ｗｅｎｔ ｔｏ Ｂｏｓｔｏｎ （ ， ｎｏｔ ｔｏ Ａｍｈｅｒｓｔ）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ｓｈｏｗｎ ａｂｏｖｅ ｅｖｉｄｅｎｔ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ｂｏｔｈ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５ ４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Ｏｕｒ ｎｅｘｔ ｔａｓｋ ｉｓ ｔｏ ｔａｋｅ ａ ｌｏｏｋ ａｔ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ｇｉ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ｅｆｆｅｃｔ

（２０） ａ ｋｅｔâｂ － â

ｃｈｉ

ｓｈｏｄ ？

ｂｏｏｋ － ＰＬ ｗｈａｔ ｂｅｃａｍｅ － ３ｓｇ

‘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ｂｏｏｋｓ？’

ｂ Ｋｉｍｅａ ｕｎâ － ｒｏ
Ｋ

ｔｈｅｙ － ｒâ

ｄｉｒｕｚ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ｂｅ

ｔｏ

ｍａｎ
ｍｅ

‘ Ｋｉｍｅａ ｇａｖ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ｍｅ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

ｃ Ｕｎâ － ｒｏ

ｔｈｅｙ － ｒâ

ＲＡＨＪＵＥ
Ｒ

ｄｉｒｕｚ

ｄâｄ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ｇａｖｅ － ３ｓｇ

ｂｅ
ｔｏ

ｍａｎ

ｍｅ

ｄâｄ

ｇａｖｅ － ３ｓｇ

‘ Ａ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ｍ， ｉｔ ｗａｓ ＲＡＨＪＵＥ ｗｈｏ ｇａｖｅ ｔｈｅｍ ｔｏ ｍｅ ’

（ Ｋａｒｉｍｉ （２００５： １２９ － １３０） ）

３６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Ｋａｒｉｍｉ （２００５）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ａｔ Ｋｉｍｅａ ｉｎ （２０ｂ）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ｓｈｉｆｔｅｄ ｔｏｐｉｃ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ｅ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ａ） ａｓ ｉｎ （２０ｃ） ， ｗｈｅｒｅ ｂｏｔｈ Ｕｎâ － ｒｏ （ ＴＴ） ａｎｄ

ＲＡＨＪＵＥ （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ｓｈｏｗ ｕｐ Ｗｅ ｃａｎ ｇｉｖｅ ｍｏｒ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ｈａｓ
（２１） ａ ｈａｌâ
ｎｏｗ

ｂａｒâ

ｆｏｒ

ＫＩＭＥＡ
Ｋ

ｐｒｏ

ｎâｍ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ｍｉ － ｎｅｖｉｓ － ａｎ

ｈａｂ － ｗｒｉｔｅ － ３ｓｇ

‘ Ｎｏｗ ｉｔ ｉｓ ｆｏｒ ＫＩＭＥＡ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ａ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ｓｏｍｅｏｎｅ
ｅｌｓｅ）  ’

ｂ ｐｒｏ ｂａｒâ Ｋｉｍｅａ
ｆｏｒ

Ｋ

ａ

ｙｅ

ＫＥＴＡＢ

ＢＯＯＫ

ｘａｒｉｄ － ａｍ

ｂｏｕｇｈｔ － １ｓｇ

‘ Ｉｔ ｗａｓ ａ ｂｏｏｋ ｔｈａｔ Ｉ ｂｏｕｇｈｔ ｆｏｒ Ｋｉｍｅａ （ ａｓ ｏ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ａ ｓｈｉｒｔ）  ’
（ Ｋａｒｉｍｉ （２００５： １３２ － １３３） ）

Ｈｅｒｅ ａｇａｉｎ， ｂａｒâ

ＫＩＭＥＡ （ ＝ ｆｏｒ Ｋｉｍｅａ） ｉｎ （２１ａ） ａｎｄ ｙｅ

ＫＥＴＡＢ （ ＝ ａ

ｂｏｏｋ） ｉｎ （２１ｂ）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ｈａｌâ （ ＝ ｎｏｗ） ｉｎ （２１ａ） ａｎｄ ｂａｒâ
Ｋｉｍｅａ （ ＝ ｆｏｒ Ｋｉｍｅａ） ｉｎ （２１ｂ） ａｃｔ ａｓ Ｔ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Ｋｏｒｅａｎ （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ｄａｔａ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ｏｕｒ ｖｉｅｗ ｔｈａ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ｃ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ｗｅ ａｒｅ ｉｎ ａ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６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ｌｅｔ ｕ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ｗｉｔｈ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 ， Ｅｎｄｏ （ ２００７ ） ， ａｎｄ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ａ ＆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ａｍｏｎｇ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２２） ［ ＣＰ ［ ＴｏｐＰ ［ ＦｏｃＰ ［ ＴｏｐＰ ［ ＴＰ ［ ｖＰ ［ ＶＰ

］］］］］］］

Ｈｅｒｅ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ｗｏ ＴｏｐＰ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ＦｏｃＰ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ｏｐＰ ｈｏｓｔｓ Ｔ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ｏｎｅ， ＣＴ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ＦｏｃＰ ｉｓ ｔｈｅ ｓｌｏｔ ｆｏｒ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Ｗｅ ｃａｎ ｕｓｅ ｔｈｉｓ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６ｂ＆ｃ） ，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ｓ ｉｎ （２３ａ＆ｂ）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３６５

（２３） ａ ［ ＦｏｃＰ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 ＴｏｐＰ ｂｏｋｕ － ｗａ ［ ＴＰ ｔｓｕｂｊ ［ ｖＰ ｔｓｕｂｊ ［ ＶＰ ｉｋｉ
］ ］ ｔａｉ］ ］ ］

ｂ ［ ＴｏｐＰ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 ＦｏｃＰ ［ ＴｏｐＰ ｂｏｋｕ － ｗａ ［ ＴＰ ｔｓｕｂｊ ［ ｖＰ ｔｓｕｂｊ
［ ＶＰ ｉｋｉ ］ ］ ｔａｉ］ ］ ］ ］

Ｈｅｒｅ， ＦｏｃＰ ｈｏｓｔｓｔｈ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ＴｏｐＰ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ｕ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ｏｐＰ ｉｓ ｔｈｅ ｓｌｏｔ ｆｏｒ
ＴＴ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ｗｅ ｃａｎ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ｆｏｒ （９ａ＆ｂ） ａｓ ｉｎ （２４ａ＆ｂ） ．
Ｙｏｏｒｏｐｐａ － ｄｅ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ａｄｊｏｉｎ ｔｏ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ｏｐＰ

（２４） ａ ［ ＴｏｐＰＹｏｏｒｏｐｐａ － ｄｅ ［ ＴｏｐＰ ｂｏｋｕ － ｗａ ［ ＦｏｃＰ ［ ＴｏｐＰ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 ＴＰ
ｔｓｕｂｊ ［ ｖＰ ｔｓｕｂｊ ［ ＶＰ ｉｋｉ］ ］ ｔａｉ］ ］ ］ ］ ］

ｂ ［ ＴｏｐＰ Ｙｏｏｒｏｐｐａ － ｄｅ ［ ＴｏｐＰ ［ ＦｏｃＰ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 ＴｏｐＰ ｂｏｋｕ － ｗａ
［ ＴＰ ｔｓｕｂｊ ［ ｖＰ ｔｓｕｂｊ ［ ＶＰ ｉｋｉ］ ］ ｔａｉ］ ］ ］ ］ ］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ｉｓ ａｄｄｅｄ ｔｏ （９ｂ） ，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ｉｎ （２５）

 Ｌｉｋｅ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ｏｐＰ ｈｏｓｔ ＴＴ，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ｏｎｅ， ＣＴ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ＦｏｃＰ ｈｏｓｔｓ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２５） ［ ＴｏｐＰ Ｙｏｏｒｏｐｐａ － ｄｅ － ｗａ ［ ＦｏｃＰ ｄｏｉｔｕ － ＷＡ ［ ＴｏｐＰ ｂｏｋｕ － ｗａ ［ ＴＰ
ｔｓｕｂｊ ［ ｖＰ ｔｓｕｂｊ ［ ＶＰ ｉｋｉ］ ］ ｔａｉ］ ］ ］ ］

Ｈｅｒｅ ｓｏ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ｕｒ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ａｒ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Ｗｈａ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ｃｌａｉｍｅｄ ｈｅｒｅ ｉｓ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É Ｋｉｓｓｓ （２０１０）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 ｃｏｎ⁃
ｖｉｎｃｉｎｇｌｙ ｃｌａｉｍ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ｓ É Ｋｉｓｓｓ （２０１０）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２６） ａ ［ ＦｏｃＰ ＫＩＫＥＴ

ｗｈｏ － ＰＬ － Ａｃｃ

［ ［ ｈｉｖｔá］ ｍｅｇ
ｉｎｖｉｔｅｄ － ｙｏｕ

ＰＲＴ

‘ Ｗｈｏ ｈａｖｅ ｙｏｕ ｉｎｖｉｔｅｄ ｆｏｒ ｔｏｎｉｇｈｔ？

ｂ ［ ＦｏｃＰ ＰÉＴＥＲＴ

éｓ

ＰÁＬＴ

ｍａ

ｅｓｔéｒｅ］ ］ ？

ｔｏｄａｙ ｎｉｇｈｔ － ｆｏｒ

ｈｉｖｔａｍ

ｍｅｇ］ ］

３６６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ｅｔｅｒ － Ａｃｃ ａｎｄ

Ｐａｕｌ － Ａｃｃ

ｉｎｖｉｔｅｄ － Ｉ

‘ Ｉｔ ｉｓ Ｐ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ｉｎｖｉｔｅｄ ’

ＰＲＴ

（ É Ｋｉｓｓ （２０１０： ７９） ）

Ｎｅｘｔ，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ｗｅ ａ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ｎｇ ｈｅｒｅ ｉｓ ｅｘａｃｔｌｙ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Ｒｉｚｚｉｓ （１９９７）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７） Ａ Ｇｉａｎｎｉ，

‘ Ｔｏ Ｇｉａｎｎｉ

ＱＵＥＳＴＯ，

ＴＨＩＳ

ｄｏｍａｎｉ，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ｇｌｉ

ｄｏｖｒｅｔｅ

ｙｏｕ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ｅｌｌ ｈｉｍ”

ｄｉｒｅ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２９１） ）

Ｗｈｅ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ｏｐｉｃｓ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ｔｈｅ ｕｎ⁃

ｍａｒｋｅ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ｓ Ｔｏｐ － Ｆｏｃ － Ｔｏｐ，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２７）  Ｉ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ｉｎ （２５） ，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２８） ，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２８） ？？ Ｙｏｏｒｏｐｐａ － ｄｅ － ｗａ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ｂｏｋｕ － ＷＡ ｉｋｉ － ｔａｉ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ａｇａｉｎ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ａ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２９） 

（２９） ？？ Ｙｏｏｒｏｐｐａ － ｄｅ － ｗａ Ｄｏｉｔｓｕ － ＷＡ ｂｏｋｕ － ＷＡ ｉｋｉ － ｔａｉ

７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Ｓｕｍｍｉｎｇ ｕｐ，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ｈａｖ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ａｎ ｅｌａｂｏｒａｔｅ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ｔｗｏ ＴｏＰｓ ａｎｄ ｏｎｅ ＦｏｃＰ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ｏｐＰ ｉｓ ｔｈｅ ｌｏｃｕｓ ｆｏｒ
Ｔ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ｏｎｅ， ＣＴ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ＦｏｃＰ ｉｓ ｔｈｅ ｓｌｏｔ ｆｏｒ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Ｏｕｒ ｃｒｕ⁃

ｃｉａｌ ｐｏｉｎ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ａ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 ａｃｔｓ ａｓ ＥＩ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ｔ ａｌｓｏ ｐｌａｙ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ＣＦ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Ａｔ ｔｈｉｓ ｐｏｉｎ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ｔｏｕｃｈ ｕｐｏｎ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ｕｓ Ｆｉｒｓｔ，

ｌｅｔ ｕｓ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ｔａｋｅ ａ ｌｏｏｋ ａｔ Ｂｏｃｃｉ ａｎｄ Ａｖｅｓａｎｉ （２０１５： ２６） ， ｗｈｏ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ｚｅ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ａｙ

３６７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３０）

［ ＦｏｃＰ ［ ＶＥＲＯＮＩＣＡ］ ｉ

Ｆｏｃ° ［ ｐｒｏ ｈｏ ｉｎｃｏｎｔｒａｔｏ ｔ ｉ ｉｅｒｉ］ ］ （ ＝ １５Ｂ）

ＦＯＣＵＳ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 （３０） ， ｔｈｅ ｆｏｃ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ｐａｒｔ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ｆｏｃｕ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ｌ⁃

ｌｏｗ，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ｗｅ ｃａｎ ｓ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ｆｏｃ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ｓｐｅｃｉｆｙ ｆｏｃｕｓ， ｗｈｉｌ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ｓ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É Ｋｉｓｓ （２０１４）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ｕ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ｃ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ｅｅｄ ｏｆ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ａ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Ｓｈｅ 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３１ｂ） ｆｏｒ （３１ａ） 
（３１） ａ Ｍａｒｉ

Ｍａｒｙ

ＰÉＴＥＲＴ

Ｐｅｔｅｒ － Ａｃｃ

ｈｉｖｔａ

ｃａｌｌｅｄ

ｆｅｌ

ｕｐ

‘ Ｉｔ ｉｓ Ｐｅｔｅｒ ｗｈｏ Ｍａｒｙ ｃａｌｌｅｄ ｕｐ

ｂ ［ ＴｏｐＰ Ｍａｒｉ ［ ＦｏｃＰ ＰÉＴＥＲＴ ［ ＦｏｃＰ’ Ｆｏｃ ［ ＢｇＰ ［ Ｂｇ ｈｉｖｔａ
［ Ｔ’ Ｔ ［ ＶＰ… ］ ］ ］ ］ ］ ］ ］

［ ＴＰ ｆｅｌ

（ É Ｋｉｓｓ （２０１４： １０） ）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Ｐｈｒａｓｅ （ ＢｇＰ）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 ｈｅａｄ，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ｏｒ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Ｓｐｅｃ －

ＦｏｃＰ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ｆ ｆｏｃｕｓ －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ｉｓ ｖｅｒｙ ｍｕｃｈ ｃｏｎｖｉｎｃｉｎｇ，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ｐｅｒｆｏｒｍ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ｌｉｎｅ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ｗｅ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ｐＰ ｏｒ ＦｏｃＰ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ｖＰ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ｓ ｉ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 ｔｈｅ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ｂｅ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ｖＰ ｄｏｍ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
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ｔａｋｅ ｕｐ ｍ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Ｓｌａｖ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ｓｈ Ａ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Ｂａｉｌｙｎ （ ２０１２ ）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Ｔａｊｓｎｅｒ
（ ２００８ ） ， ｔｈ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ｔｈｅ ｏｎｅ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ｃｒｕｔｉ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 ａｍｏ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ｍａｎｙ ｍｏｒｅ， ｏｕｒ

３６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ａｉｌｙｎ， Ｊｏｈｎ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２０１２ ）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ｉａｎｃｈｉ， Ｖａｌｅｎｔｉｎａ ａｎｄ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Ｂｏｃｃｉ （２０１２） “ Ｓｈｏｕｌｄ Ｉ ｓｔａｙ ｏ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Ｉ ｇｏ？”
Ｐｉñóｎ Ｃ ｅｄ ，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９， １ － １８

Ｂｏｃｃｉ，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 ａｎｄ Ｃｉｎｚｉａ Ａｖｅｓａｎｉ （２０１５） “ Ｃａ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ｔａｌ⁃

ｉａｎ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ｆｏｃｕｓ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Ｂｅｙｏ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１０， ｅｄ ｂｙ Ｓｈｌｏｎｓｋｙ， Ｕｒ， ２３ － ４１ Ｏｘｆｏｒｄ Ｕ⁃
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ｈｏｉ， Ｈｙｅ － Ｗｏｎ （１９９７） “ Ｔ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

ｔｉ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ｈｒａ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Ｋｏｒｅａ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６， ５４５ － ５６１

É Ｋｉｓｓ， Ｋａｔａｌｉｎ （ １９９８ ）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Ｖｅｒｓｕ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７４， ２４５ － ２７３

É Ｋｉｓｓ， Ｋａｔａｌｉｎ （２００２）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É Ｋｉｓｓ， Ｋａｔａｌｉｎ （ ２０１０ ）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ｄｓ ，
ｂｙ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Ｍａｌｔ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Ｆéｒｙ， ６４ － ８８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É Ｋｉｓｓ， Ｋａｔａｌｉｎ （ ２０１４ ） “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ｅｘ⁃
ｈａｕｓｔｉｖｉｔｙ，”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ＣＬＳ ５０

Ｅｎｄｏ， Ｙｏｓｈｉｏ （ ２００７ ） Ｌｏｃ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Ｇｉｌｌ， Ｋｏｏｋ － Ｈｅｅ ａｎｄ Ｇｅｏｒｇｅ Ｔｓｏｕｌａｓ （２００４） “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ｅ⁃

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Ｓｙｎｔａｘ：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ｅｄｓ ｂｙ Ｄａｖｉｄ Ａｄｇｅｒ ｅｔ ａｌ ， １２１ － １４１，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
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Ｈａｒａ， Ｙｕｒｉｅ （２００６）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
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ｅｌａｗａｒ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ａ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 ｓｔｒｅｓｓ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３６９

Ｉｓｈｉｈａｒａ， Ｓｈｉｎｉｃｈｉｒｏ （ ２００１ ） “ Ｓｔｒｅｓｓ，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Ｓｃｒａｍｂｌｉｎｇ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ＩＴＷＰＬ ３９， １５１ － １８５

Ｋａｒｉｍｉ， Ｓｉｍｉｎ （２００５）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Ｓｃｒａｍｂｌｉｎｇ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

Ｋｕｎｏ， Ｓｕｓｕｍｕ （１９７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Ｋｕｒｏｄａ， Ｓｈｉｇｅ － Ｙｕｋｉ （１９６５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ＭＩＴ

Ｍｏｌｎáｒ， Ｖａｌéｒｉａ （２００６） “ 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ｅｄｓ ｂｙ ｉｎ Ｖａｌéｒｉａ Ｍｏｌｎáｒ ａｎｄ Ｓｕｓａｎｎｅ Ｗｉｎｋｌｅｒ， １９７ － ２３３，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Ｋｏｉｃｈｉｒｏ （ ２０１２ ） “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Ｗ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ｐｉｃ － Ｆｏｃｕｓ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ｉｎ Ｇｅｎｅｖａ ７，

３３ － ４７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Ｋｏｉｃｈｉｒｏ （２０１３） “ Ｇａ －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ｒａｓｅｓ Ａｃｔ ａ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１９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ｓ，
ｈｅｌｄ 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ｎｅｖａ， 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Ｋｏｉｃｈｉｒｏ （２０１４） “ ｖＰ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Ｔｏｐｉｃ － Ｆｏｃｕｓ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ｉｎ Ｐａｒｋ， Ｊｏｈｎ Ｕｎ ａｎｄ Ｉｌ － Ｊａｅ Ｌｅｅ ｅｄｓ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１６ｔｈ Ｓｅ⁃

ｏｕ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ｙｎｔａｘ，

２９９ － ３０９， Ｓｅｏｕｌ： Ｈａｎｋｕｋ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Ｋｏｉｃｈｉｒｏ （２０１５）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Ｐ Ｓｃｒａｍｂ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 Ｆｏｃ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ｒｏｖｏｋ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ＧＷＩＳ ３ ｈｅｌｄ ａ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ａｚ， Ａｕｓｔｒｉａ

Ｎａｋａｍｕｒａ， Ｋｏｉｃｈｉｒｏ （ ｕｎｄ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 “ Ｓｃｒａｍｂｌｉｎｇ ｏｆ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Ｆｏ⁃
ｃａｌｌｙ Ｓｔｒｅｓｓｅｄ Ｇａ Ｄｅｎｏｔｅｓ Ｅｘｈａｕｓ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ｃｕｓ ”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１９９７） “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ｅｄ ｂｙ Ｌｉｌｉａｎｅ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２８１ － ３３７， Ｋｌｕｗｅ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Ｔａｊｓｎｅｒ， Ｐｒｚｅｍｙｓｌａｗ （２００８）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 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

Ｔｏｍｉｏｋａ， Ｓａｔｏｓｈｉ （２０１０） “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Ｔｏｐ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ｅｓ ｏｎ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Ｉｎｆｏｒ⁃

３７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ｅｄｓ ， ｂｙ 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 Ｍａｌｔ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Ｆéｒｙ， １１５ － １３８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Ｍａｓａｈａｒｕ Ｓｈｉｍａｄ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ｓｕｋｕｂ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ｅｎｄｓ ｕｐ ｗｉｔｈ ｓｕｃｈ ａｎ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

ｉｎｇ， ｏｒ ａ ｃｏｐｕｌａ， ａｓ － ｉ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ｉｓ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ｏｒｄ ｆｏｒｍ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ｌｉｋｅ ｊｕｓｔ ａ ｂｏｕｎｄ ｓｔｅｍ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ｓ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ｗ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ｈｏｗ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
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ｏ ｐａｙ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ｅ⁃
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ａ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 ｖｅｒｂ⁃

ｌｅｓｓ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ｉｓ ｐｒｅ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ｗｅ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Ｍｏ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ｅ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ｕ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ｕｓ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ｅｘ⁃
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ｐｙ ｉｓ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 ｓｙｎｔａｘ －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Ｔｈｅ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ｔｏ ｂ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ｒ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１） ａｎｄ （２） ：
（１） ａ ｋｏｎｏ ｂｉｒｕ － ｗａ

ｔａｋａ － ｉ

↘

３７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ＴＯＰ ｔａｌｌ － ＣＯＰ

‘ Ｔｈｉ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ａｌｌ ’

ｂ ｋｏｎｏ ｂｉｒｕ

ｔａｋａ

ｔｈｉ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ａｌｌ

↗

‘ Ｔｈｉ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ａｌｌ！’
（２） ａ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 ｗａ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 ＴＯＰ

ｕｍａ － ｉ

ｇｏｏｄ － ＣＯＰ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

ｂ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

ｕｍａ

ｇｏｏｄ

↗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１ａ） ａｎｄ （２ａ） ａｒｅ ｕｓｕ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１ｂ） ａｎｄ
（２ｂ） ａｒｅ ｃａｌｌｅｄ “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Ｋｏｎｎｏ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ｓｅｅｍ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 － ｉ ｃａｎ ｄｒｏｐ 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 ｉ
ｅｎｄｉｎｇ ｉｓ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ｏｒ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ｌｏｏｋｓ ｐｅｃｕｌｉａｒ ｆｒｏｍ ａ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ｉｍｓ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ｇｉｖｅ ａ ｃａｒ⁃
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ｔ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Ｉ ｍａｋｅ ａ ｂｒｉｅｆ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ｉ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Ｋｏｎｎｏ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ｂｅｈａｖ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ａｎａｌ⁃
ｙｓ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ｐｏｓｅｄ ｂｙ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Ｔｈｅ ｅｘ⁃

ａｍｐｌｅｓ ｂｅｌｏｗ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ｗｏ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３） ａ ｙａｍａ － ｗ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 ＴＯＰ

ｂ ｕｔｓｕｋｕｓｈｉ － ｉ

ｕｔｓｕｋｕｓｈｉ － ｉ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 ＣＯＰ

ｙａｍ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 ＣＯＰ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４） ａ ｙａｍａ － ｗａ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 ＴＯＰ

ｂ ｋｉｒｅｅｉ － ｎａ

ｋｉｒｅｅｉ － ｄ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 ＣＯＰ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 Ｍｏｕｔ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
‘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 ＣＯＰ

ｙａｍａ

３７３

‘ Ｍｏｕｔａｉｎｓ ａｒｅ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
‘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ｎｏｍ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

ｔｉｖ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ａｎ － ｉ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ｋｅｓ － ｉ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ｂｏｔｈ ｕｓａｇｅｓ （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ｕｔｓｕｋｕｓｈｉｉ ‘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ｂｅｌｏ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ｔｙｐ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ａ － ｎａ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ａｋｅｓ ａ － ｄａ ｃｏｐｕｌａ ｉｎ ａ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 － ｎａ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ｉｎ ａｎ ａｄｎｏｍｉｎａｌ ｆｏｒ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４）  Ｋｉｒｅｅｄａ，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ｃｏｒｒｅ⁃
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ｉｓ ａ － ｎａ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Ｎａｇａｎｏ ａｎｄ Ｓｈｉｍａｄａ （２０１５） ｐｏｉｎｔ 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ａｎｏｎｉｃａｌ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ｌｅａｒｌｙ ｄｉｆ⁃

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ｓ ｉｎ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ｅ －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ｃｏｐｕｌａ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ａｌ ｒｏｏｔ ｕｔｓｕｋｕｓｈｉ － ‘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ｆｒｅ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ｏｃｃｕｒｓ ｆｒｅｅｌｙ，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３） ａｎｄ （４）  Ｉ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Ｎａｇａｎｏ ａｎｄ Ｓｈｉｍａｄａ，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ｌ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ｍ ｕｎ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ｐｕｒｅｌｙ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

ｕｓ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ｗｈ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ｍｏｄｉｆｙ ｎｏｕｎｓ Ａｓ ｉｓ ｗｅｌｌ
ｋｎｏｗｎ， ｗｈｉｌ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ｕ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ｍｅｒｇ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５ａ） ，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５ｂ） ：
（５） ａ Ｎａｎｃｙ ｉｓ ａ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ｄａｎｃ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ａｎｃｙ ｄａｎｃｅ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ｙ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ａｎｃｙ ｉｓ ａ ｄ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ｅ ｉ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ｂ Ｎａｎｓｉ － ｗａ

ｕｔｓｕｋｕｓｈｉ － ｉ

ｄａｎｓａａ － ｄａ

３７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ａｎｃｙ － ＴＯＰ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 ＣＯＰ

ｄａｎｃｅｒ － ＣＯＰ

∗Ｄｉｒｅｃｔ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ａｎｃｙ ｄａｎｃｅ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ｌｙ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ａｎｃｙ ｉｓ ａ ｄａｎｃｅｒ ａｎｄ ｓｈｅ ｉｓ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ｄｅｎｏｍｉ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６） ， ｉｓ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６） ａ

ｗｏｏｄ － ｅｎ

ａ’  ｋｉ － ｎｏ

ｗｏｏｄ － ＧＥＮ

ｂ

ｂ’ 

Ｃｈｉｎ － ｅｓｅ

ｃｈｕｕｇｏｋｕ － ｎｏ
Ｃｈｉｎａ － Ｇ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ｐｕｒ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ｏｕｎ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ｄｉ⁃

ｒｅｃｔ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ｃｏｐｕｌａ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
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ｎｏｕｎ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ｅｎｉ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ｎｏ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ｔｔａｃｈ ｔｏ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１） ａｎｄ （２） ，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ｓｈｏｗ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 Ｓｏ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ａｒｉｓｅｓ：
（７）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ｏｔａｌｌｙ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ｈｙ ｃａｎ ｉｔ ｂｅ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１ｂ） ａｎｄ
（２ｂ） ？

Ｗｈａｔ ｉｓ ｇｏｉｎｇ ｏｎ ｉｎ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Ｈｏｗ ｃ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 ｉ ｂｅ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ａｎｄ ｗｈｅｎ？ （７） ｉｓ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３ Ｋｏｎｎｏｓ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Ｋｏｎｎｏ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ａｒｅ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８ａ） ａｎｄ （８ｂ） ａｒｅ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ｗｈａｔ 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ｉｔｓ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３７５

（８） ａ Ａｎ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 ｒｅａ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ｔｏ ａ ｇｉｖｅｎ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Ｅｎｄｏ ２０１４）

ｂ Ａｎ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ｐａｒｔ ｉｓ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ａｓ ｉｆ ａ ｇｌｏｔｔａｌ ｓｔｏｐ ［ ʔ］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ｗｈａｔ （８ａ） ｍｅａｎｓ， ｌｅｔ ｕ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９） ａ ｋｏｎｏ ｈｅｙａ － ｇａ
ｔｈｉｓ

ｒｏｏｍ － ＮＯＭ

ｋｉｔａｎａ － ｉ

ｄｉｒｔｙ － ＣＯＰ

‘ Ｔｈｉｓ ｒｏｏｍ ｉｓ ｄｉｒｔｙ ’

ｂ ｋｏｎｏ
ｔｈｉｓ

ｈｅｙａ

ｒｏｏｍ

ｋｉｔａｎａ

ｄｉｒｔｙ

‘ Ｔｈｉｓ ｒｏｏｍ ｉｓ ｄｉｒｔｙ！’
（１０） ａ ａｎｏ

ｔｈａｔ

ｓｅｎｓｈｕ － ｇａ

ａｔｈｌｅｔｅ － ＮＯＭ

ｈａｙａ － ｉ

ｆａｓｔ － ＣＯＰ

‘ Ｔｈａｔ ａｔｈｌｅｔｅ ｒｕｎｓ ｆａｓｔ ’

ｂ ａｎｏ

ｔｈａｔ

ｓｅｎｓｈｕ

ａｔｈｌｅｔｅ

ｈａｙａ
ｆａｓｔ

‘ Ｔｈａｔ ａｔｈｌｅｔｅ ｒｕｎｓ ｆａｓ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ｌｙ， ｔｈｅ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 （９ｂ） ｓｏｕｎｄ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ｕｔｔｅｒｅｄ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ｅｎｔｅｒ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ｍ ａｎｄ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ａｗａｒｅ
ｏｆ ｉｔ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ｄｉｒｔｉｎｅｓｓ Ａｌｓｏ， ｗｉｔｈ （１０ｂ） ，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ｈｅｒ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ｗｈｅｎ ｓｈｅ ｓａｗ ｔｈｅ ａｔｈｌｅｔｅ ｒｕｎ ｆａｓｔ ｉｎ ｈｅｒ ｓｉｇｈｔ

Ｋｏｎｎ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ｏｂ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 － ｗ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

ｇ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ｉｎ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 １１ ） ａｎｄ
（１２） ：

（１１） ａ ｋｏｎｏｂｉｒｕ

ｔｈｉ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ｔａｋａ
ｔａｌｌ

（ ＝ （１ｂ） ）

‘ Ｔｈｉ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ａｌｌ！’

ｂ ∗ｋｏｎｏ ｂｉｒｕ － ｛ ｗａ ／ ｇａ｝

ｔａｋａ

３７６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ｉ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ＴＯＰ ／ ＮＯＭ
‘ Ｔｈｉｓ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ｉｓ ｔａｌｌ！’

（１２） ａ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ｕｍａ

ｇｏｏｄ

ｔａｌｌ

（ ＝ （２ｂ） ）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ｂ ∗ｋｏｎｏ
ｔｈｉｓ

ｗａｉｎ － ｛ ｗａ ／ ｇａ｝

ｕｍａ

ｗｉｎｅ － ＴＯＰ ／ ＮＯＭ ｇｏｏｄ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ＤＰ ｍｕｓｔ ｂｅ ｂａｒｅ ｉｎ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ｆａｃｔ， Ｋｏｎｎｏ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ｌａｃｋ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
ａｎｄ Ｃ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ｓｔ ｏｎ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Ｖ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８ａ） ａｎｄ （８ｂ） ．

Ｖ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ｍｅｒｅ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ＶＰ ｉｔｓｅｌｆ Ｓｏｍ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ｌｉｋｅｌｙ ｔｏ ｂ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

ｂｌｅ ｆｏｒ ｉｔ Ｂｅｓ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ｔｏ ａ ｇｌｏｔｔａｌ ｓｔｏｐ ｌｅａｄｓ ｕ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ａｔ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ｊｕｓｔ ａｎ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 ｉ， ｂｕｔ ｓｏｍｅ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ｌｙ － 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 ｉ ａｓ ａ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ｍ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ｅ ｂａｒｅ Ｖ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ｙ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７） ， ｅｉｔｈｅｒ Ｏｔｈｅｒ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ａｒｅ ｔｈｕ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ｔｕｒｎ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ｋｉｎｇ ａ ｍａｒｋ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ｆｏｒｍ

４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４ １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ｅｘ⁃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３７７

ａｍｐｌｅ ｉｓ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１３） ：①
（１３） ａ Ａｑｕｅｌ ｖｉｎｏ ＥＳ ｅｘｔｒｅｍａｄａｍｅｎｔｅ ｃａｒｏ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

ｂ ［ Ｅｘｔｒｅｍａｄａｍｅｎｔｅ ｃａｒｏ］ ＡＰ ， ａｑｕｅｌ ｖｉｎｏ
‘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ｔｈａｔ ｗｉｎｅ ’

（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 Ｒｅｘａｃｈ ａｎｄ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 Ｒｉｖｅｒａ ２０１４： １０２ － １０３）

（１３ａ） ｉｓ ａ ｕｓｕ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ａ ｂｅ － ｖｅｒｂ ａｎｄ ｐｒｅｐｏｓｉｎｇ ａｎ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ｌｉｋｅ （１３ｂ） ｄｅｒｉｖｅ （１４） ｇｉｖｅ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１４） ａ Ｍｕｙ ｓａｂｉｏ， ｅｌ ｄｅｃａｎｏ

‘ Ｖｅｒｙ ｃｌ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ｄｅａｎ ’

ｂ Ｉｎｔｅｒｅｓａｎｔｅ， ｌａ ｓｏｌｕｃｉóｎ ｄｅ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

ｃ Ｓｉｅｍｐｒｅ ａｖｅｒｉａｄｏ， ｅｓｔｅ ｍａｌｄｉｔｏ ａｓｃｅｎｓｏｒ
‘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ｒｏｋｅｎ， ｔｈｉｓ ｄａｍｎ ｅｌｅｖａｔｏｒ ’

ｄ Ｍａｒａｖｉｌｌｏｓｏ， ｅｌ ｐｉｓｏ ｅｓｔｅ

‘ Ｍａｒｖｅｌｏｕｓ， ｔｈｉｓ ａ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

（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 Ｒｅｘａｃｈ ａｎｄ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 Ｒｉｖｅｒａ ２０１４： １０８；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ａｕ⁃
ｔｈｏｒ）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 Ｒｅｘａｃｈ ａｎｄ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 Ｒｉｖｅｒａ （２０１４） ，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ｐｒｅｄ⁃
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ｉｎ （１５） ：

（１５） ａ ［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 ｎｏｔ ＶＰｓ， 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ｈａｖｅ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ｖｅ ／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 ＤＰ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ｄｅ⁃
ｔｅｒｍｉｎｅｒ

ｂ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ｆｏｃｕｓ） 
①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ｎｄ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ｐｏｒｔｅｄ ｉｎ Ｐａｕｌ （２００６） ａｎｄ Ｖｉｎｅｔ （１９９１）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３７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ｔｏｐｉｃ

ｄ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 ｐｒｏｓｏｄｉｃ ｏｒ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ｒｅａｋ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ＸＰ －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Ｐ －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ｉｎ （１５ａ － ｄ） ａｒｅ ｓｈａｒｅｄ ｂ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 －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Ｐ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ｉｎ － ｓｉｔｕ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ａｔ Ｋｏｎｎｏ ａｎｄ Ｅｎｄ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ａｔ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Ｓｏ （１５ａ） ｍｅａｎｓ ｔｈａｔ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ｓｈａｒｅ ａ ｃｏｒ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Ａｌｓｏ，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ｏｎｖｅｙ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ｎｏｔ ｏｌ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ｗｈ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６） ａｎｄ （１７）
（１６）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Ｂ： ｋｏｒｅ

ｕｍａ

ｄｏｏ － ｄｅｓｕ － ｋａ？
ｈｏｗ － ＣＯＰ － Ｑ

‘ Ｈｏｗ ｉｓ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ｔｈｉｓ

ｇｏｏｄ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１７）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 ｗａ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 ＴＯＰ

ｕｍａ － ｉ － ｄｅｓｕ － ｎｅ

ｇｏｏｄ － ＣＯＰ － ＣＯＰ － ＰＲＴ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ｉｓｎ’ ｔ ｉ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Ｂ： ∗ｕｎ， ｋｏｒｅ
ｙｅｓ， ｔｈｉｓ

ｕｍａ

ｇｏｏｄ

‘ Ｙｅｓ，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ｂｏｔｈ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

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Ｉｆ 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ｓｈａｒｅ ｃｏｒ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ｔｈｅｍ ｉｎ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ｗａｙ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Ｉ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２

４ ２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ｃｏｎ⁃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３７９

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ｕｎ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ｍｉｎｄ ａｎｄ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ｔｈ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ａｎ 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ａｓ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ｎｅｗ ｏｒ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 ＤｅＬａｎｃｅｙ ２００１： ３６９ － ３７０）  Ａ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１８） ｉ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ＤｅＬａｎｃｅｙ （１９９７）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ｕｎｄｅｒｌ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ａｎ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ｉｋｅ “ Ｎｏ ｍａｔｔｅｒ ｈｏｗ ｈｉｇｈ ｍｙ ｅｘｐｅｃｔａ⁃

ｔｉｏｎｓ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ｈｅａｒｄ ｊｕｓｔ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ｔｈｅｍ ” （ ＤｅＬａｎｃｅｙ

１９９７： ３８） ：

（１８） Ａ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Ｌａｎｃｅｙ （１９９７： ３８）
ｋｉｚ － ｉｎｉｚ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 ｙｏｕｒ

çｏｋ

ｉｙｉ

ｐｉｙａｎｏ

ｖｅｒｙ

ｇｏｏｄ

ｐｉａｎｏ

çａｌ － ｉｙｏｒ － ｍｕş

ｐｌａｙ － ＰＲＥＳ － ＭＩＲ （ ａｔｉｖｅ）

‘ Ｙｏｕｒ ｄａｕｇｈｔｅｒ ｐｌａｙｓ ｔｈｅ ｐｉａｎｏ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Ｃ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 ２０１１ ）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ｓｆｏｌ⁃

ｌｏｗｓ： （ ｉ） 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 ｉｉ） 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ｉｎ ｏｕｔ － ｏｆ － ｔｈｅ － ｂｌｕ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 ｉｉｉ） 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ｈａ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ｗｅ ｃａｎ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ｉｎ ｂｏｔｈ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
ｓｅｓ

Ｍｏｓｔ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 Ｃ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
ｃ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ｏｎ⁃

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ｉ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ｆｏｒ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ｃｔ， ｓｕｃｈ ａｎ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ａｓ （１９ａ） ｎｅｖｅｒ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ｋｅ ｔｈｏｓｅ ｅｘｅｍ⁃
ｐｌｉｆｉｅｄ ｉｎ （１９ｂ） ａｎｄ （１９ｃ） 
（１９） ａ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ｔａｋａ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ｂ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 ＷＡ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 ＴＯＰ （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

ｔａｋａ － ｉ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 ＣＯＰ

３８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 ｗａ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 ＴＯＰ

ｍａｚｕ － ｉ － ｔｏｉｕ － ｙｏｒｉ

ｂａｄ － ＣＯＰ － ＣＯＭＰ － ｔｈａｎ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ｎｏｔ ｂａｄ ’

ＴＡＫＡ － Ｉ

ｇｏｏｄ － ＣＯＰ

Ｉｎ （１９ｂ） ，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 （１９ｃ） ，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

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ｉｓ ｎｅｖｅｒ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ｉｎ （ １９ａ）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ｆｏｒｍ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ｄｅａ

ｔｈａｔ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ｓ ａ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ｏｆｆｅｒ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５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２０） ｉｓ ａ ｆａｍｉｌｉｅｒ ｆｉｎｅ － ｇｒａｉｎ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ＣＰ ｗｈｉｃｈ Ｒｉｚｚ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２０） ［ … Ｆｏｒｃｅ ［ … （ Ｔｏｐｉｃ∗） ［ … （ Ｆｏｃｕｓ） ［ … （ Ｔｏｐｉｃ∗） ［ … Ｆｉｎ ＴＰ
…］ ］ ］ ］ ］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Ｉｎ ｔｈｉｓ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ｎｅ ｆｏｃｕ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ｓ ｎｏｔｅｄ ｉｎ ｓｅｃ⁃
ｔｉｏｎ ４， Ｃ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ＣＦｏｃ，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ＩＦｏｃ，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ｉｓ
ｊｕｓｔ ｎｅｗｌｙ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ｃｏｒｒｅｃ⁃
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Ｆｏｃ ａｎｄ ＩＦｏｃ ｏｃｃｕｐ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ｉｌｌｕｓ⁃
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１） 
（２１）

ＣＦｏｃＰ ｛ ＣＦｏｃ｝ … ＴｏｐＰ …

ＩＦｏｃＰ ｛ Ｗｈ ／ ＩＦｏｃ｝ …

ＦｉｎＰ

（ Ｃ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１： １０５）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ｉｃｉｌｉ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Ｃ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ｏ ＩＦｏｃ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ｒｉｖｅ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ｉｓ ｃａｌｌｅｄ ｍｉｒａ⁃
ｔｉｖｅ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Ｉｎ ｆａｃｔ， ＩＦｏｃ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ｏｎｌｙ ｔｒｉｇｇｅｒ ｏｆ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ｉｎ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ｃ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Ｇｕｔｉｅｒｒｅｚ －

Ｒｅｘａｃｈ ａｎｄ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 Ｒｉｖｅｒａ ２０１４ ａｎｄ Ｓｈｉｍａｄ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ｃ⁃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３８１

ｏ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ｓ ｔｈｅ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 Ｓｈｉｍａｄ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ｐｏｓｉｔ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Ｆｏｃ

ｈｅａｄ，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ｉ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ｒｉｓｅｓ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Ｆｏｃ：
（２２） ［ … Ｆｏｒｃｅ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 … ＩＦｏｃ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 Ｆｉｎ

ＴＰ …］ ］ ］ ］

（ Ｓｈｉｍａｄａ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ｃｆ Ａｍｂａｒ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ｐｒｅｐｏｓｅｄ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Ｓｐａｎｉｓｈ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Ｓｐｅｃ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Ｐ ａｎｄ ｂ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
（２３） ａ ［ Ｅｘｔｒｅｍａｄａｍｅｎｔｅ ｃａｒｏ］ ＡＰ ， ａｑｕｅｌ ｖｉｎｏ
‘ 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 ｅｘｐｅｎｓｉｖｅ， ｔｈａｔ ｗｉｎｅ ’

ｂ ［ Ｆｏｒｃｅ Ｐ

…］ ］ ］ ］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Ｐ

（ ＝ （１７ｂ） ）

Ｅｘｔｒｅｍａｄａｍｅｎｔｅ ［ … ＩＦｏｃ

［ … Ｆｉｎ

ＴＰ

Ｍｙ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ｓ ｔｈａｔ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ｓｅｅｎ ａｓ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ｐｙ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４） ：

（２４） ａ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ｕｍａ

ｇｏｏｄ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ｂ ［ Ｆｏｒｃｅ Ｐ

…］ ］ ］ ］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Ｐ

——— ［ … ＩＦｏｃ
ｕｍａ

［ … Ｆｉｎ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ｕｍａ

Ｔｈｅ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ＴＰ ｉｓ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ｆｏｒｍ ｉｓ ａ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ｍａｒｋｅｒ ｏｆ ｍｉｒａ⁃
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ａｃ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ｕｌｌ ＡＰｓ ｃａｎ ｂｅ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ｌｉｋｅ － ｙｏ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 ｉ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２５） ：

３８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５） ａ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 ｗａ
ｔｈｉｓ

ｕｍａ － ｉ

ｙｏ

ｗｉｎｅ － ＴＯＰ ｇｏｏｄ － ＣＯＰ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

ｂ Ｕｍａ － ｉ

ｙｏ，

ｇｏｏｄ － ＣＯＰ

ＰＲＴ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ｋｏｎｏ
ｔｈｉｓ

ＰＲＴ

ｗａｉｎ

ｗ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ｐ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Ｏｎｅ ｍｉｇｈｔ ｗｏｎｄｅ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３７ｂ） ｉｓ ａ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ｙ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２４ａ） ａｎｄ （２５ｂ）

ｈａｖｅ ａｌｍｏｓ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２５ｂ）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２５ａ） ｃａｎ ｂｅ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ｗｈ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 ｉｎ （２６） ，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２６）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ｄｏｏ － ｄｅｓｕ

ｋａ？

ｈｏｗ － ＣＯＰ Ｑ

‘ Ｈｏｗ ｉｓ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２５ｂ）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２７）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
ｎｉｎｇ ａｓ ａ ｔｏｐ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２７）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 ｗａ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 ＴＯＰ

ｕｍａ － ｉ － ｄｅｓｕ － ｎｅ

ｇｏｏｄ － ＣＯＰ － ＣＯＰ Ｐｒｔ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ｉｓｎ’ ｔ ｉｔ？’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２５ｂ） ｉｓ ａ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ｇｏｅｓ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ｊｕｓ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ｆｒｏｎｔｅ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８） ：
（２８） ａ ａｎｏ

ｔｈａｔ

ｓｅｎｓｈｕ，
ａｔｈｌｅｔｅ

ｈａｙａ

ｆａｓｔ

‘ Ｔｈａｔ ａｔｈｌｅｔｅ ｒｕｎｓ ｆａｓｔ！’

３８３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ｂ ｈａｙａ， ａｎｏ
ｆａｓｔ

ｔｈａｔ

ｓｅｎｓｈｕ

ａｔｈｅｌｅｔｅ

‘ Ｔｈａｔ ａｔｈｌｅｔｅ ｒｕｎｓ ｆａｓｔ！’
Ｔｈｅ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２８ａ） ｃａｎ ｂｅ ｐａｒａｐｈｒａｓｅｄ ｉｎｔｏ （２８ｂ）  Ｔｈｉｓ ｆａｃｔ
ｉｓ ｅａｓｉ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ｐ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Ｓｏｍｅ 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ｓ ｅｖｅｎ ｓｈｏｗ ｄｏｕｂｌｉｎｇ ｏｆ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Ｇｂ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ｒｅｏ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ｔｈｉｓ ｔｙｐｅ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２９） ：
（２９） ａ Ｎｊáｎ

Ａｍａｔｏ

ｅａｔ

Ａｍａｔｏ

ｂí

ｎｊáｎ ｄí

ＰＡＳＴ ｅａｔ

‘ Ａｍａｔｏ ＡＴＥ ｔｈｅ ｂａｎａｎａ ’

ｂ Ｄù

ｅａｔ

Ａｓíｂá
Ａｓｉｂａ

ｄù

ｅａｔ

ＤＥＴ

ｂａｋúｂａ

［ Ｓａｒａｍａｃｃａｎ］

ｂａｎａｎａ

àｋｗéｋｗé ｌɔ
ｂａｎａｎａ

ＤＥＴ

［ Ｇｕｎｇｂｅ］
（ Ａｂｏｈ ２０１５： ２５３）

Ｂｏ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ｃｏｐｉｅｓ ａｒｅ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６ 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ｒｅｍａｒｋｓ
Ｏｕｒ ｃｌａｉｍ ｉ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ａｓ ｉｎ （３０） ：
（３０） ａ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ａｒｅ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ｈａｖｅ ａ ｆｕｌｌ Ｃ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ｕｎｄｅｒｇｏ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ｄ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ｆｏｒｍｓ ａｒｅ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ｂａｒｅ ＶＰｓ ｎｏｒ ｂｏｕｎｄ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ａｄｊｅｃ⁃

ｔｉｖｅｓ Ｉｔ ｉｓ ａ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ｆｏｒｍ ｏｆ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ｙ ｎｅｗ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ｅ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ｃｏｐｙ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ｕｎ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ｉｎ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ｆ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ｏ － ｉ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３８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ｉｇｈｔ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Ｌｅｔ ｕ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ｇａｉｎ （２５） ：
（２５） ａ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 ｗａ
ｔｈｉｓ

ｕｍａ － ｉ

ｙｏ

ｗｉｎｅ － ＴＯＰ ｇｏｏｄ － ＣＯＰ

‘ Ｔｈｉｓ ｗｉｎｅ ｉｓ ｇｏｏｄ ’

ｂ Ｕｍａ － ｉ

ｇｏｏｄ － ＣＯＰ

ｙｏ，

ＰＲＴ

ｋｏｎｏ
ｔｈｉｓ

ＰＲＴ
ｗａｉｎ

ｗｉｎｅ

Ｉ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２５ｂ） ａｓ ａ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ｌｏｏｋｓ ｌｉｋｅ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ｉｇｈｔ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Ｒｉｇｈｔ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ｏｆｔｅ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ｗｏ ｉｄｅｎｔｉｃａｌ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ｓ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ｉｓ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３１） ：

（３１） ［ ｋｏｎｏ
————
ｗａｉｎ
———
－——
ｗａ ｕｍａ － ｉ ｙｏ］ ［ ｋｏｎｏ ｗａｉｎ － ｗａ ｕｍａ
————
－—
ｉ—
ｙｏ］

（ Ｅｎｄｏ ２０１４， ｅｔｃ ）

Ｏｎ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ｄｅ⁃
ｒｉ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ｉｇｈｔ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

ｅｒ － ｗａ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５ｂ） ａｎｄ （３２）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ｍａｒｋｅｒ － ｗａ
ｉ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ａｉｎ
（３２）

Ｕｍａ － ｉ

ｇｏｏｄ － ＣＯＰ

ｙｏ，
ＰＲＴ

ｋｏｎｏ
ｔｈｉｓ

ｗａｉｎ － ｗａ

ｗｉｎｅ

Ｉｎ ｍｙ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 （２５ｂ） ａｎｄ （３２）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ｑｕａｌ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

ｗａ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ｔｔ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ｗａｒ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ｎ （２８）  Ｔｈｏｕｇ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Ｉ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ｌｉｋｅ （２５ｂ） ａｒｅ ｎｏｔ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ｓ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ｒｉｇｈｔ ｄｉｓ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ｂｏｈ， Ｅｎｏｃｈ Ｏｌａｄｅ （ 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ｙｂｒｉｄ ｇｒａｍｍａｒ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Ｐ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Ｏ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３８５

Ａｍｂａｒ， Ｍａｎｕｅｌａ （１９９９） “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ｉｎ 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ｅ ”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ｅｄ ｂｙ Ｇｅｏｒｇｅｓ Ｒｅｂｕｓｃｈｉ ａｎｄ Ｌａｕｒｉｃｅ Ｔｕｌｌｅｒ， ２３ －

５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Ｃｒｕｓｃｈｉｎａ， Ｓｉｌｖｉｏ （ ２０１１ ）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
ｔｉｏｎ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ＵＰ

ＤｅＬａｎｃｅｙ， Ｓｃｏｔｔ （１９９７） “ Ｍｉｒａ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ａｒｋｉｎｇ ｏｆ 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１， ３３ － ５２

ＤｅＬａｎｃｅｙ， Ｓｃｏｔｔ （２００１） “ Ｔｈｅ ｍｉｒａｔ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ｒａｇ⁃
ｍａｔｉｃｓ ３３， ３６９ － ８２

Ｅｎｄｏ， Ｙｏｓｈｉｏ （２０１４） Ｋａａｔｏｇｕｒａｆｉｉ Ｎｙｕｕｍｏｎ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 Ｔｏｋｙｏ： Ｈｉｔｓｕｚｉ

Ｇｕｔｉéｒｒｅｚ － Ｒｅｘａｃｈ， Ｊａｖｉｅｒ ａｎｄ Ｍｅｌｖｉｎ Ｇｏｎｚáｌｅｚ － Ｒｉｖｅｒａ ２０１４ “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ｖｅｒｂｌｅｓｓ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Ｌｅｆ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ｅｄ ｂｙ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Ｄｕｆｔｅｒ ａｎｄ Áｌｖａｒｏ Ｓ Ｏｃｔａｖｉｏ ｄｅ Ｔｏｌｅｄｏ， １０１ －

１２４，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Ｋｏｎｎｏ， Ｈｉｒｏａｋｉ （２０１２） “ Ｉ － ｏｃｈｉ： Ｋａｔａｃｈｉ ｔｏ ｉｍｉ ｎｏ ｉｎｔａｆｅｉｓｕ ｎｏ ｋａｎｔｅｎ ｋａｒａ
（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ａｌ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ｎｄｉｎｇ ｄｒｏｐ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ｓｙｎｔａｘ －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 Ｇｅｎｇｏ Ｋｅｎｋｙｕ １４１， ５ － ３１

Ｋｏｎｎｏ， Ｈｉｒｏａｋｉ （ ２０１５ ） “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 ｔｉｅ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ｕｓｅ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ｉｎ⁃
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３２： １， １３９ － １５５

Ｎａｇａｎｏ， Ａｋｉｋｏ ａｎｄ Ｍａｓａｈａｒｕ Ｓｈｉｍａｄａ （２０１５） “ Ｈｏｗ ｐｏｏ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ｓ ｉｎ ａｄ⁃
ｊｅｃｔｉｖｉｚｉｎｇ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ｉｘｅｓ ａｎｄ ｗｈｙ，”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ａｄ ａｔ Ｗｏｒ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ｅｓ ＩＩ ／ Ｔｙ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 ｉｎ Ｗｏｒｄ －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ＩＩ， Ｐａｖｏｌ Ｊｏｚｅｆ
Šａｆáｒｉ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ｌｏｖａｋｉａ， Ｊｕｎｅ ２７

Ｐａｕｌ， Ｉｌｅａｎａ （２００６） “ Ｇｒｅａｔ ｃｏｆｆｅ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ｘｗｅｌｌ Ｈｏｕｓｅ！” ＮＥＬＳ ３７， １３９ －
１４８， Ａｍｈｅｒｓｔ ＭＡ： ＧＬＳＡ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１９９７）

“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ｅｄ ｂｙ Ｌｉｌｉａｎｅ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２８１ － ３３７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Ｋｌｕｗｅｒ

Ｓｈｉｍａｄａ， Ｍａｓａｈａｒｕ， Ａｋｉｋｏ Ｎａｇａｎｏ， Ｋｅｉｔａ Ｉｋａｒａｓｈｉ， Ｍａｓａｔｏｓｈｉ Ｈｏｎｄａ， ａｎｄ
Ｒｙｏｈｅｉ Ｎａｙａ （２０１５） “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ｉ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ｖｉａ ｇｒａｍｍａｔ⁃

３８６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Ｐａｐｅｒ ｒｅａｄ ａｔ ｔｈｅ ２２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Ｎａｐｌｅｓ， Ｉｔａｌｙ， Ｊｕｌｙ ３１

Ｖｉｎｅｔ， Ｍａｒｉｅ － Ｔｈéｒè （ １９９１ ） “ Ｆｒｅｎｃｈ ｎｏｎ － ｖｅｒｂａｌ ｅｘｃｌａｍ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ｓ，” Ｐｒｏｂｕｓ ３， ７７ － １００

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Ｎｅｇｉｎ Ｉｌｋｈａｎｉｐｏｕｒ ＆ Ａｌｉ Ｄａｒｚ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ｈｒａｎ， Ｔｅｈｒａｎ， Ｉｒａ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ｉｍ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Ｋｒａｔｚ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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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ｅｖｉ⁃

ｄ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ｓ ｆｒｏｍ Ｐｈａ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Ｃｒｕｃｉａｌｌｙ， 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Ｐ ｐｈａｓ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ｍｏｄａｌｌ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Ｃ － Ｉ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ｒ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ｍｅｒｇｅｄ Ｉ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ｅｖｅｎｔ ｂｉｎ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ｈｉｇｈ ｍｏｄａｌ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ｌｏｃ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ｎｓｅ， ａ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３； Ｃｉｎｑｕｅ ａｎｄ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０； Ｒｉｚ⁃
ｚｉ ａｎｄ Ｃｉｎｑｕｅ ２０１６） 

Ｖｉ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 －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Ｃｉｎｑｕｅ （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 ａｒｒｉｖｅｓ ａｔ ａ ｒｉｃｈ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 ＦＰ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ｖＰ ｕｐ ｔｏ ＣＰ Ｅａｃｈ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ａ ｕｎｉｑｕ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 ｗｈｅｒｅ 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ｂ ｍａｙ ｂｅ （ ｂａｓｅ －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Ｃｉｎｑｕｅｓ ｍａｉ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ｓ （ ＡｄｖＰｓ） ａ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ＦＰｓ
（ａｎｄ ｎｏｔ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ｙ ａｐｐｅｎｄｉｃ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ｅｓ ｏｆ ＡｄｖＰ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ｍａｔｃｈ ｉｎ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ｏｎｅ － ｔｏ － ｏｎｅ ｆａｓｈｉｏｎ

３８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

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１） ） ， ｗｅ ａｉｍ ｔｏ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ｓｕｃｈ ＣＰ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ａｒｅ ｎｏ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ｉｎ ｎｏｎ －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１） Ｃｉｎｑｕｅｓ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ｈｅｒｅ）
［ Ｍｏｏ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ｗｅ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ｗｅ ｐｕｔ ｆｏｒｔｈ ｎｅｗ ｄａｔａ ｔｈａｔ ｂｅｈａｖｅ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ｔｏ Ｉｌｋｈａｎｉｐｏｕｒｓ （２０１４）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ｓｅｃ⁃
ｔｉｏｎ ４ ｗｅ ｈａｖｅ ａ ｓｈｏｒｔ ｌｏｏｋ ａｔ Ｍｏｏ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ｒ⁃
ｓｉａｎ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ｗｅ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ｅ ｗｈ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ｏｃｃｕｒ ｉｎ ｎｏｎ － ｆａｃ⁃
ｔｕ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ｗ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ｗｉｄｅｌｙ ｓｔｕｄｉｅｄ （ Ｇｈｏｍｅｓｈｉ ２００１； Ｄａｒｚｉ

２００８； Ｉｌｋｈａｎｉｐｏｕｒ ２０１４； ａｍｏｎｇ ｏｔｈ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２） ｉ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ｈæｑ ｄａʃｔæｎ ‘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ｉ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ｋｅ ‘ ｔｈａｔ’ ｉｓ
ａｎ ｏｖｅｒｔ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ｒｅｍ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ｖｅｒｂ ｘｏｒｄæｎ

‘ ｔｏ ｅａｔ’ ｉｓ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ｎｕｍ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ｈｅｎｃｅ ｗｅ ｈａｖｅ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ｉｎ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 ｂｏ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ｍａｒｋｅｒ ｈｅｒｅ ①１
（２） ｔｏ

ｙｏｕ

ｈæｑ ＝ ｄɑｒ － ｉ

ｒｉｇｈｔ ＝ ｈａｖｅ － ２ｓｇ

（ ｋｅ）

（ ｔｈａｔ）

‘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ｅａｔ ａ ｌｏｔ ’
①

ｚｉｊɑｄ

ａ ｌｏｔ

ｂｏ － ｘｏｒ － ｉ

ｓｂｊ － ｅａｔ － ２ｓｇ

１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ｈｏｎｅｔｉｃ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ａｒｅ ｂｅ， ｂｏ ａｎｄ Ø （ ａ ｎｕｌｌ ｍｏｒｐｈ） 

３８９

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Ｇｈｏｍｅｓｈｉ （ ２００１ ）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ｉｓ ａ ｖＰ Ｓｈｅ ｏｂ⁃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ｉｎｇ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ｍｏｄｉｆｉｅｒ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ｉｎ （ ３ ） ， ａｎｄ ｃｏｎ⁃

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ａｒｅ ｕｎｔｅｎｓｅｄ （ Ｇｈｏｍｅｓｈｉ ２００１：

２５ － ２６） 

（３） ∗ｂｉʒæｎ
Ｂｉｊａｎ

ｄｉｒｕｚ ｍｉ － ｔｕｎｅｓｔ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ｄｕｒ － ｃａｎ ｐｓｔ ３ｓｇ

（ ｋｅ）

ｆæｒｄɑ

（ ｔｈａｔ）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Ｂｉｊａｎ ｃｏｕｌｄ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ｇｏ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ｂｅ － ｒ － ｅ

ｓｂｊ － ｇｏ － ３ｓｇ

（ Ｇｈｏｍｅｓｈｉ ２００１： ２６， （３９ａ） ）

Ｄａｒｚｉ （２００８） ， ｗｉｔｈ 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ｌｏｏｋ ａｔ Ｇｈｏｍｅｓｈｉｓ （２００１）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ｔ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４）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ｅｒｂｔæｓｍｉｍ ｇｅｒｅｆｔæｎ ‘ ｔｏ ｄｅｃｉｄｅ’ ａｌｌｏｗｓ ｔｅｎｓｅ ｃｌａｓｈ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ｋｅ ‘ ｔｈａｔ’ ，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５） 
（４） ｓɑｒɑ

Ｓａｒａ

ｄｉｒｕｚ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ｇｏ － ３ｓｇ

ｔæｓｍｉｍ ＝ ｇｅｒｅｆｔ

（ ｋｅ）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 ｔａｋｅ ｐｓｔ ３ｓｇ

ｆæｒｄɑ

（ ｔｈａｔ）

ｂｅ － ｒ － ｅ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ｓｂｊ －

‘ Ｓａｒａ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ｙｅｓｔｅｒｄａｙ ｔｏ ｇｏ ｔｏｍｏｒｒｏｗ ’
（ Ｔａｌｅｇｈａｎｉ ２００６： １１４， （５１ｂ） ）

（５） ［ ＴＰ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 ［ Ｖ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ｖｅｒｂ ［ ＣＰ （ ｋｅ） ［ ＴＰ ＰＲＯ ｉ ［ ＶＰ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 ］ ］ ］ ］

Ｍｏｒｅ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Ｇｈｏｍｅｓｈｉｓ （ ２００１ ） ａｎｄ Ｄａｒｚｉｓ （ ２００８ ） 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ｌｋｈａｎｉｐｏｕｒ （ ２０１４ ） ｏｂ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ｓ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ｉｎ （６） ａｎｄ （７） ，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 ｆｏｒ⁃

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ｄｖｅｒｂ ʔｅｈｔｅｍɑｌæｎ ‘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ｍｏｄ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Ｔｈ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ｌｅａｄｓ ｈ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ｉｓ ａ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
ｔｈａｔ ｌａｃｋｓ ｖａｌｕｅ （ ｓ） ｏｎ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６） ∗ｍæｎ ｍｉ － ｔｕｎ － æｍ
Ｉ

（ ｋｅ）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ｄｕｒ － ｃａｎ － １ｓｇ （ ｔｈａｔ）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ｂæｓｔæｎｉ

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

‘ ∗Ｉ ｃａｎ ／ ａｍ ａｂｌｅ ｔｏ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ｈａｖｅ 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 ’

ｂｏ － ｘｏｒ － æｍ

ｓｂｊ － ｅａｔ － １ｓｇ

３９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Ｉｌｋｈａｎｉｐｏｕｒ ２０１４： ３２６， （１２） ）

（７） ∗ｔｏ ｈæｑ ＝ ｄɑｒ － ｉ （ ｋｅ） ʔｅｈｔｅｍɑｌæｎ ｚｉｊɑｄ ｂｏ － ｘｏｒ － ｉ

ｙｏｕ ｒｉｇｈｔ ＝ ｈａｖｅ － ２ｓｇ （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ａ ｌｏｔ ｓｂｊ － ｅａｔ － ２ｓｇ
‘ ∗Ｙｏｕ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ｅａｔ ａ ｌｏｔ ’
（ Ｉｌｋｈａｎｉｐｏｕｒ ２０１４： ３２６， （１３） ）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ｃａｎ ｍｏｄｉｆｙ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８） 

（８）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ｍæｎ ｍｉ － ｔｕｎ － æｍ （ ｋｅ） ｂæｓｔæｎｉ ｂｏ － ｘｏｒ － æｍ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Ｉｄｕｒ － ｃａｎ － １ｓｇ （ ｔｈａｔ） ｉｃｅ － ｃｒｅａｍ ｓｂｊ － ｅａｔ － １ｓｇ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Ｉ ｃａｎ ／ ａｍ ａｂｌｅ ｔｏ ｈａｖｅ ｉｃｅ － ｃｒｅａｍ ’
（ Ｉｌｋｈａｎｉｐｏｕｒ ２０１４： ３２６， （１４） ）

３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ｘｔ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Ｈｅｒｅ， ｗｅ ｅｘｔｅｎｄ Ｉｌｋｈａｎｉｐｏｕｒｓ （２０１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

ｖｅｒｂ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ｏ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 ９ ） -（ １６ ）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
ｔｅｘｔｓ

①

（９）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ｏ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ｍæｎ ｎｅｄɑ ｒｏ

ｍæʤｂｕｒ ｋæｒｄ － æｍ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ɑｎｅ） ｂｅ － ｘɑｂ － ｅ

Ｉ Ｎｅｄａ ｏｍ ｆｏｒｃｅｄ ｍａｋｅ ｐｓｔ － １ｓｇ （ ｔｈａｔ）
ｓｂｊ － ｓｌｅｅｐ － ３ｓｇ

（ ｋｅ ） （ ∗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 Ｉ ｆｏｒｃｅｄ Ｎｅｄａ ｔｏ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ｓｌｅｅｐ ’

（１０）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

ａ ʔæｇｅ ｎｅｄɑ （ ∗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 ∗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ɑｎｅ） ｂｅ － ｘɑｂ － ｅ， ｍɑ ｍｉ － ｒ
－ ｉｍ

ｉｆ Ｎｅｄａ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ｓｂｊ － ｓｌｅｅｐ － ３ｓｇ ｗｅ ｄｕｒ － ｇｏ － １ｐｌ
‘ Ｉｆ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Ｎｅｄａ ｓｌｅｅｐ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ｇｏ ’

ｂ ʔæｇｅ ｎｅｄɑ （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ɑｎｅ） ｐｕｌ
①

ｄɑʃ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ｔｈａｎｋ Ｐａｒｖａｎｅ Ｇｅｒａｅｅ， Ｎｅｄａ Ｉｌｋｈａｎｉｐｏｕｒ， Ｚａｈｒａ Ｍａｒｚｂａｎ ａｎｄ Ｍａｈｄｉ⁃

ｅｈ Ｔｏｒａｂｉ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３９１

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ｘｕｎｅ

ｍｉ － ｘæｒ － ｉｄ

ｉｆ Ｎｅｄａ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ｍｏｎｅｙ ｈａｖｅ ｐｓｔ ３ｓｇ
ｂｕｙ － ｐｓｔ ３ｓｇ

ｈｏｕｓｅ

ｄｕｒ －

‘ Ｉｆ （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 Ｎｅｄａ ｈａｄ ｍｏｎｅｙ， ｓ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ｕｙ ａ
ｈｏｕｓｅ ’

（１１）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ｉｒｒｅ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

ʔæｇｅ ｎｅｄɑ ｐｕｌ ｄａʃｔ， （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ɑｎｅ） ｘｕｎｅ ｍｉ － ｘæｒ － ｉｄ

ｉｆ Ｎｅｄａ ｍｏｎｅｙ ｈａｖｅ ｐｓｔ ３ｓｇ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ｈｏｕｓｅ ｄｕｒ － ｂｕｙ － ｐｓｔ ３ｓｇ

‘ Ｉｆ Ｎｅｄａ ｈａｄ ｍｏｎｅｙ，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ｓｈｅ ｗｏｕｌｄ ｂｕｙ ａ ｈｏｕｓｅ ’
（１２）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

（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ɑｎｅ） ｊｅ ｂæｓｔæｎｉ ｂｏ － ｘｏｒ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ｏｎｅ 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 ｓｂｊ － ｅａｔ ２ｓｇ

‘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ｃｅ － ｃｒｅａｍ！’
（１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ɑｎｅ） ｂæｓｔæｎｉ ｍｉ － ｘｏｒ － ｅ？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ｄｕｒ － ｅａｔ ３ｓｇ

‘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Ｄｏｅｓ ｓｈｅ ／ ｈｅ ｈａｖｅ ｉｃｅ － ｃｒｅａｍ？’
（１４）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ɑｎｅ） ʔｅｎｔｅｍａｌæｎ ｎｅｄɑ ｊｅ ｂæｓｔæｎｉ ｂｏ － ｘｏｒ － ｅ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Ｎｅｄａ ｏｎｅ 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ｓｂｊ － ｅａｔ ３ｓｇ

‘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Ｎｅｄａ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ｎ ｉｃｅ － ｃｒｅａｍ ’
（１５） Ｏｐｔａｔｉｖｅｓ

（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ɑｎｅ） ｓæｌɑｍæｔ ｂɑʃ － ｉ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ｈｅａｌｔｈｙｓｂｊ ｂｅ － ２ｓｇ

‘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Ｍａｙ ｙｏｕ ｂｅ ｈｅａｌｔｈｙ！’
（１６）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ɑｎｅ） ｋｉ ｊｅ ｂæｓｔæｎｉ ｂｏ － ｘｏｒ － ｅ？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ｗｈｏ ｏｎｅ ｉｃｅ ｃｒｅａｍ ｓｂｊ － ｅａｔ ３ｓｇ

‘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Ｗｈｏ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ａｔ ａｎ ｉｃｅ － ｃｒｅａｍ？’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９） -（１６） ， ｗｅ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ｉｎ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ｎｏｎ －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 ｏｒ ａｔ ｔｈｅ ｖｅ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ａｓ ｕ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ｅ⁃

３９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ａｒｄ ｔｏ ｆａｃｔ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 ｉｎ （１３） ） ；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ｖａｌｕｅ， ［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 ａｔ ｔｈｅ Ｃ － Ｉ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

ｃａ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１７） -（１８） ，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ｕｎｍａｒｋｅｄ ｒｅａｌ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ｉｓ
ｕｓｅｄ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ｏ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１７）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ｎｅｄɑ

Ｎｅｄａ

ｐｕｌ

ｄɑｒ － ｅ

ｍｏｎｅｙ ｈａｖｅ － ３ｓｇ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Ｎｅｄａ ｈａｓ ｍｏｎｅｙ ’

（１８） ｍæｎ ｇｏｆｔ － æｍ ｋｅ
Ｉ

ｓａｙ ｐｓｔ － １ｓｇ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ɑｎｅ

ｔｈａｔ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 Ｉ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Ｔｉｎａ ｉｓ ｉｌｌ ’

ｔｉｎɑ

Ｔｉｎａ

ｍæｒｉｚ － ｅ

ｉｌｌ － ｂｅ ３ｓｇ

Ａｆｔｅｒ ａｎ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ｓｈｏｗ ｈｏ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ａｉｓ Ｍｏｏｄ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Ｍｏｏ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ａｒｅ ｔｗ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ｈａｖｅ ａ ｂｒｉｅｆ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４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Ｉｎ Ｃｉｎｑｕｅｓ （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４， ２０１３ ）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ｒ ｄｉｓａｐｐｒｏ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ｕｎｍａｒｋ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ｉｓ -［ -ｆｏｒｔｕ⁃

ｎａｔｅ］ ，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ｖｅｒｓ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ａｎ ｕ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ａｒｋ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ｉｓ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ｅｍｐｌｏ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ｏｒ ｔｈ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ｓｕｆｆｉｘｅｓ （ ｅ ｇ ， ｋｗｕ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ｓｕ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 Ｋｏｒｅａｎ ）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 ｅ ｇ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３９３

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 ｅ ｇ ，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ｇｒｅｔｔｅｒ ‘ ｔｏ ｒｅｇｒｅｔ’ ）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ｅ ｇ ，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Ｂｅｃｋｅｒ ２０１０）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 ｂｕｔ

ｎｏｔ ｔｈｅ ｕ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ｃａｎ ｂ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ｖｉａ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ｓ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ｉｎ （１９） ａｎｄ （２０） 
（１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ｅ ｇ ， ｔæʔæｓｓｏｆ ｘｏｒｄæｎ ‘ ｔｏ ｒｅｇｒｅｔ’

ｂ ａｄ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ｃｏｐｕｌａｒ ‘ ｂｅ’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ｘｏʃｈａｌ ｂｕｄæｎ ‘ ｔｏ ｂｅ

ｈａｐｐｙ’ ， ａｎｄ ｉｍ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ｘｕｂ ｂｕｄæｎ ‘ ｔｏ ｂｅ ｇｏｏｄ ’ ａｎｄ
ｍæｎｔｅｑｉ ｂｕｄæｎ ‘ ｔｏ ｂ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２０）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ｘｏʃｂæｘｔａｎｅ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ａｎｅ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Ｂｅｃｋｅｒｓ （２０１０ ）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 ｉ）

ｆａｃｔｉｖｅ － ｅｍｏ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æʔæｓｓｏｆ ｘｏｒｄæｎ ‘ ｔｏ ｒｅｇｒｅｔ’ ａｎｄ ｘｏʃｈａｌ
ｂｕｄæｎ ‘ ｔｏ ｂｅ ｈａｐｐｙ ’ ， ｔｈａ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 ｉｉ） 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ｘｕｂ ｂｕｄæｎ ‘ ｔｏ ｂｅ ｇｏｏｄ’ ａｎｄ
ｍæｎｔｅｑｉ ｂｕｄæｎ ‘ ｔｏ ｂｅ ｌｏｇｉｃａｌ’ ，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ｓｏｍｅ ｎｏｒｍ ｏ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ｄｏ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２１） （２２） ，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ｏ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ｆａｃｔｉｖｅ － ｅｍｏ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ｉｓ ｃｏｍｐａｔ⁃
ｉｂｌｅ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 ｗｈｉｌｅ 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

ｃａｔｅｓ ｍａｙ ｔａｋｅ ｒｅａｌｉｓ ｏｒ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ｓｅｅ § ４ ２ ｆｏｒ ｓｏｍ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 ｓｕｂｊｕｎｃ⁃
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ｙ，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ｔｈａ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ｘ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ｉｓ ｆｏｒｅ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Ｂｅｃｋｅｒ ２０１０； Ｇｏｄａｒｄ ２０１２） 

（２１） ｘｏʃｈɑｌ － æｍ （ ｋｅ） ｍｉ － ｂｉｎ － æｍ － ｅｔ
ｈａｐｐｙ － ｂｅ １ｓｇ （ ｔｈａｔ）
－ ｙｏｕ ａｃｃ

‘ Ｉ ａｍ ｈａｐｐｙ ｔｏ ｓｅｅ ｙｏｕ ’

／

∗ｂｅ － ｂｉｎ － æｍ － ｅｔ

ｄｕｒ － ｓｅｅ － １ｓｇ － ｙｏｕ ａｃｃ

（２２） ｘｕｂ － ｅ （ ｋｅ） ｍｉ － ｂｉｎ － æｍ － ｅｔ

／

ｓｂｊ － ｓｅｅ － １ｓｇ

ｂｅ － ｂｉｎ － æｍ － ｅｔ

ｇｏｏｄ － ｂｅ ３ｓｇ （ ｔｈａｔ） ｄｕｒ － ｓｅｅ － １ｓｇ － ｙｏｕ ａｃｃ ｓｂｊ － ｓｅｅ － １ｓｇ － ｙｏｕ ａｃｃ

３９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Ｉｔ ｉｓ ｇｏｏｄ ｔｈａｔ Ｉ ｓｅｅ ｙｏｕ ’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ｆａｃｔｉｖｅ － ｅｍｏ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ｂｕｔ ｎｏ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２３）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９） -（１６） ） 
（２３）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ɑｎｅ ｍｉ － ｂｉｎ － æｍ － ｅｔ

／

∗ｂｅ － ｂｉｎ － æｍ － ｅｔ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ｄｕｒ － ｓｅｅ － １ｓｇ － ｙｏｕ ａｃｃ ｓｂｊ － ｓｅｅ － １ｓｇ － ｙｏｕ ａｃｃ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Ｉ ｓｅｅ ｙｏｕ ’

Ｗｈｉｌ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ｋｅ ａ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ｂｙ Ｃｉｎｑｕｅ （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４） ， ａｒｅ ｂａｓｅ －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ｒ ｏｆ Ｍｏｏ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４ ２

Ｉｒｒｅａｉｓ Ｍｏｏｄ

Ｃｈａｆｅ （１９９５）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ｒｅａｌｉｓ ／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ａ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ｄ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ｗｈａｔ ｓｈｅ ／ ｈ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ｏ ｂ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Ｃｈａｆｅ， Ｍｉｔｈｕｎ （１９９５： ３６８， １９９９： １７３）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ｒｅａｌｉｓ ａｓ ｐｏｒｔｒａｙ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ｋｎｏｗａｂ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ｏｒ ｄｉ⁃

ｒｅｃ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ａｓ ｐｏｒｔｒａｙｉｎｇ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ｐｕｒｅｌ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ｋｎｏｗａｂｌｅ ｏｎ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ａ Ｃｈａｆ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Ｂｙｂｅｅ
（１９９８： ２６７ － ２６８）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

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 ／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ｏｒ ｎｏｔ 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７３， ８８） ｒｅｇａｒｄｓ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ａｓ ｕｓ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ｋｎｏｗ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ｏｒ ｆａｌ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 ｒｅａｌｉｓ］ ａｎｄ ［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ａｒ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ｐｒｏ⁃

ｊｅｃｔｉｏｎ （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１２９）  Ｈｅｒｅ， ｗｅ ｄ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 ／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ａｓ
ｉｎ （２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ｎ ａｍａｌｇａｍ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２４） ａ Ｒｅａｌ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ａｔ ｔｈｅ Ｃ － Ｉ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ｒ ｅｖｅｎｔ ａｓ ａｓｓｅｒ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 ａｃ⁃
ｔｕ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ｂ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ａｔ ｔｈｅ Ｃ －

Ｉ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ｒ ｅｖｅｎｔ ａｓ ｎｏｔ ａｓｓｅｒ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ｅｄ
ｏｒ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ｉｍｅ

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３９５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ｒｅ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 ／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ｄ ａｃｒｏｓ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ａｄｖｅｒｂｓ （ ａｓ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ｖｅｒｂａｌ ａｆｆｉｘｅｓ （ ａｓ ｃｉ － ｙｉ ａｎｄ ｔ’ ａ － ｙｉ ｉｎ

Ｃａｄｄｏ） ，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ｓ ｃèｅ ｉｎ Ｋａｍｍｕ） ， ｃｌａｕｓｅ ｌｉｎｋｅｒｓ （ ａｓ ｂａ ａｎｄ ｈｉ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ｏｍｏ）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 ａｓ ｍｉｓ ａｎｄ ｓｉｓ ｉｎ Ａｌｓｅａ） （ Ｃｈａｆｅ １９９５； Ｍｉｔｈｕｎ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９； Ｂｙｂｅｅ １９９８； Ｐａｌｍｅｒ ２００１； Ｐｌｕｎｇｉａｎ ２００５； Ｐｏｒｔｎｅｒ ２００９； ｄｅ
Ｈａｎｎ ２０１２； ｔｏ ｎａｍｅ ａ ｆｅｗ）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ｍａｎｙ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ｈａｖ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ａ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 ／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 ｆｏｒ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ａｎ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ｉｓ ｉｄｅａ， ｓｅｅ Ｆａｒｋａｓ １９９２， ２００３； Ｐｏｒｔｎｅｒ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１； Ｐａｌｍｅｒ ２００１； Ｃｏｒｎｉｌｅｓｃｕ ２００４； Ｇｉａｎｎａｋｉｄｏｕ ２００９； Ｓｉｅｇｅｌ
２００９； ｄｅ Ｈａｎｎ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ｒｅｉｎ）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ｉｎ （２４ｂ）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ｓ ｉｎ （ １０ａ ） ａｎｄ （ １０ｂ ）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Ｄａｒｚｉ ａｎｄ Ｋｗａｋ

２０１５）  Ｉｎ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ｗｈａｔ ｗｅ ｋｅｅｐ ａｎ ｅｙｅ ｆｏｒ ｉｓ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ｏｄ ⁃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ｎｏ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４ｂ） ｉｓ ｔｒｕｅ ｆｏ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ａｓ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５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Ｎｏ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ｖａｌｕｅ ［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Ｉｔ ｉｓ
ｎｏｔｅｗｏｒｔｈ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ｈｏｌｄｓ ｒｅ⁃

ｇａｒｄｌ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ｘｏʃｂæｘｔɑｎｅ ‘ ｆｏｒｔｕｎａｔｅｌｙ ’ ａｎｄ
ｍｏｔｅʔæｓｓｅｆɑｎｅ ‘ ｒｅｇｒｅｔｔａｂｌｙ’ ｅｎｃｏｄ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ｆａ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ｂｏｔｈ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ｒｅｎｄｅｒ ｎｏｎ －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ｕｎ⁃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 ｓｅ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９） -（１６） ） 

Ｔｏ ｄｅｌｖ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ｏｏ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 ｗｅ ｐｏｓｉｔ ｔｈｅ

“ ｐｒｏｂｅ － ｇｏ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ｈｅｃ⁃

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 ｇｏ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ｔｈｏｓｅ ｏｆ ｔｈｅ ‘ ｐｒｏｂｅ’ ｖｉａ ＡＧＲＥ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９５，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３９６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ｅ ｐｏｓｉｔ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ｒｅａｌｉ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ｕ ｒｅａｌｉｓ］ ，
ｉｎ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ｅｖａｌｕ⁃
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ｒ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ａｌｌｙ ｆａｃｔｉｖｅ － ｅｍｏｔｉｖｅ， ｓｏ ｔｈａｔ ｗｅ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ｈｅｍ ｔｏ ｍｏｄ⁃

ｉｆｙ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ｅｖｅｎｔｓ Ｗｈｅｎ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ｉｓ ｕｓｅｄ， ［ ｕ ｒｅａｌ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ｍａｔ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ａｇｒｅ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ａｎｄ
ｉｓ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Ｂｕｔ， ｗｈｅｎ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

ｌｉｓ ｖａｌｕｅ， ［ ｕ ｒｅａｌ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ｍａｔｃｈ ａｎｄ ａｇｒｅ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ｉｓ ｎｏｔ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ｖｉｏ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Ｆｕｌ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ｉｎｓ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ａｓ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ｃａｎｎｏｔ ｃｈｅｃｋ 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ｒｅａｌｉ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ｕｎｃｈｅｃｋ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ｕ ｒｅａｌｉｓ］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ａｓｈ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Ｐ ｐｈａｓ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５） － （２６） 

Ｉｎ （２７） -（２８） ， ｗｅ ｓｈｏｗ ｈｏｗ ｔｈｉ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ｗｏｒｋ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ｉｎ （１７） 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ｕ⁃
ｌ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１４）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２７）

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３９７

（２８）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ｊｕｓ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ｖａｌ⁃

ｕｅ ｏｆ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ａ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８） ， ｌａｃｋ ｏｆ ＦＰ （ Ｐｉｒｅｓ ２００６） ， 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ｖａｌｕｅ （ Ｐｅｓｅｔｓｋｙ ａｎｄ Ｔｏｒ⁃

ｒｅｇｏ ２００７； Ｉｌｋｈａｎｉｐｏｕｒ ２０１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ＴＰ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ｅｒｕｎｄｓ
（ ｅ ｇ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ｖｅｒｂ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ｒｙ） ｔｈａｔ ｅｉｔｈｅｒ ｄｏ ｎ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 ＴＰ ｏｒ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ａ ＴＰ ｗｈｏｓｅ ｈｅａｄ ｉｓ ［ -ｔｅｎｓｅ］ ， Ｐｉｒｅｓ （２００６）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ｔｈ ｔｗｏ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ｅｓ：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ｄｏｍａｉｎ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Ｐｓ ｔｈｅｙ ａｌｌｏｗ， ｏｒ ｔｈｅｙ ｃｏｕｌｄ
ｄｉｓｐｌａｙ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ＦＰ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ｌａｃｋ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 Ｇａｌｌｅｇｏ ａｎｄ Ｕｒｉａｇｅｒｅｋａ （２００７） ａｌｓ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ｕｂｊｕｎｃ⁃
ｔ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ｈａｖｅ ａ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 ｗｉｔｈ “ ｗｅａｋ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ｒｏｎｔｉｎｇ Ｂａｓｓｅ （２００８）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ａｎ ［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Ｐ ｏｆ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ｒｅｎｄｅｒｓ ｆ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ｔｈｅｎ， ｄｉｓａｌｌｏｗｓ ｍｏｖｅ⁃

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ｏ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ｐｒｅ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ｄｌｉ （２０１０）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ｄｉ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ａ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ｐｈｒａｓｅ （ ＦｏｃＰ ｄｅｆ ） ， ｗｈｉｃｈ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ｇｉｖｅ ｒｉｓｅ ｔｏ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ｂｒｉｎｇｓ ａ⁃

ｂｏｕｔ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 － ｆｏｃ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ｌｋｈａｎｉｐｏｕｒ （２０１４）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ｓ
ｌａｃｋ ｏｆ ｖａｌｕｅ （ ｓ） ｏｎ ＦＰｓ，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ｖａｌｕ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３９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ｄｍｉ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Ｐｓ ｔｈａｔ ｄｏ ｎｏｔ ａｌ⁃

ｌｏ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Ｍｏｏ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 ａｎｄ ｎｏｔ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 ｉｎ Ｓｐｅｃ， Ｍｏｏ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 ａｎｄ Ｍｏｏｄ ⁃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８） － （２９） 

Ｔｈｉ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ｔｅｎａｂｌ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６） ａｎｄ （９） － （１６） ｗｅ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 ｕ ｒｅａｌｉ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ｈｅａｄ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ｕｎｃｈｅｃｋｅｄ， ｔｈｅｎ ｗｅ ｗｏｕｌｄ ｅｘｐｅｃｔ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ｔｏ ｂ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ｉｓ ｉｓ ｎｏｔ
ｔｒｕ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６） ａｎｄ （９） － （１６） ａｒ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ｏ ｓａｖｅ ｔｈｉｓ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ｏｎｅ ｍａ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ｓ （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 ，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ｅｘｉｓｔ ａｔ ａｌｌ ａｎｄ ｉ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ｓ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ｒ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Ｐｉｒｅｓ ２００６）  Ｗｅ ｄｏ ｎｏｔ ａｄｍｉ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ｔｗｏ ｒｅａ⁃
ｓｏｎｓ： ｆｉｒｓｔ， 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１３３ ） ， ａｌｌ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

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ｈａｖｅ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ｎｏｎ －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ａ⁃

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ｓ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ｐｌａｙ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Ｆｏｒ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
ｉｎ ｏｐｔ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 ａｓ ｉｎ （１５） ） ，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ｈａｓ ａ ｐｏｓｉ⁃
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ｅｎｔ ｆ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ｅ ／ ｈｅ ｗｉｓｈｅｓ， ｏｒ ｉｎ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ｓ （ ａｓ ｉｎ （１６） ） ，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ｎ ｕ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
ｖｅｎｔ ｕｎｄｅ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ｐｒｅｓ⁃

ｅｎｔ， ｂｕ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ｍｏｄｉｆｙ ｔｈｅｓ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ｎ ｕｎ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ｌｅ ｒｅａｌｉｓ ｆｅａ⁃

ｔｕｒｅ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ｌｅｔ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ｍｏｏｄ

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３９９

６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ｗ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ｗｈｅｒ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ｎｏｎ －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ｏｄ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ｉｓ ｎｏｔ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ｒ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ｏｄ 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ｖｅ

Ｐ ｂｕｔ ｔｏ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ａｌ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Ｉｆ ｗｅ ａ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ｒａｃｋ，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ｎ －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６） ａｎｄ （９） －
（１６） ａｒｅ ｎｏｔ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Ｍｏｏ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ｄｌｉ， Ａｒｉａ ２０１０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ｒａｄｉｅｎｃｅ： Ｗｈ － ｓｃｒａｍｂｌｉｎｇ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２０ （９） ： ２２５９ -２２９４

Ｂａｓｓｅ， Ｇａｌｅｎ ２００８ Ｆａ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ｈａｓｅｓ Ｉｎ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２７ｔｈ Ｗｅｓｔ Ｃｏａｓｔ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ｏｒｍ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ｅｄ Ｎａｔａｓｈａ Ａｂｎｅｒ ａｎｄ
Ｊａｓｏｎ Ｂｉｓｈｏｐ， ５４ － ６２ Ｓｏｍｅｒｖｉｌｌｅ， ＭＡ： Ｃａｓｃａｄｉｌｌａ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Ｂｅｃｋｅ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Ｇ ２０１０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ｍｏｏ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Ｆｒｅｎｃｈ Ｉｎ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ｏｄ ｉｎ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Ｍｏｄ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ｏ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ｏ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ｅｄ ｂｙ Ｍａｒｔｉｎ Ｇ Ｂｅｃｋｅｒ ａｎｄ Ｅｖａ －
Ｍａｒｉａ Ｒｅｍｂｅｒｇｅｒ， ２０９ － ２３３ Ｂｅｒｌｉｎ： Ｗａｌｔｅｒ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Ｂｙｂｅｅ， Ｊｏａｎ １９９８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ａｓ ａ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Ｌｉｎｇｕｉｓ⁃
ｔｉｃｓ ４０： ２５７ － ２７１

Ｃｈａｆｅ， Ｗａｌｌａｃｅ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ｒｅａｌｉｓ －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ｄｄ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Ｉｒｏｑｕｏｉａ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ｄ ｂｙ Ｊｏａｎ Ｂｙｂｅｅ ａｎｄ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Ｆｌｅｉｓｃｈｍａｎ， ３４９ － ３６５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Ｐｈｉｌａ⁃
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ｓ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 ＭＩＴ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２００１ 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Ｐｈａｓｅ ＩｎＫｅｎ Ｈａｌｅ： Ａ ｌｉｆｅ ｉ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 ｂ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ｎｓｔｏｗｉｃｚ， １ － ５２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Ｎｏａｍ ２００８ Ｏｎ ｐｈａｓｅｓ Ｉ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

ｒｙ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ｈｏｎｏｒ ｏｆ Ｊｅａｎ － Ｒｏｇｅｒ Ｖｅｒｇｎａｕｄ， ｅｄ ｂｙ Ｒｏｂｅｒｔ Ｆｒｅｉｄｅｎ，

４０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Ｃ Ｐ Ｏｔｅｒｏ，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ａ Ｌ Ｚｕｂｉｚａｒｒｅｔａ， ２９１ － ３２１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ｉｎｑｕｅ，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１９９９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Ａ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ｉｎｑｕｅ，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２００４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ｓｙｎｔａｘ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１４： ６８３ － ７１０

Ｃｉｎｑｕｅ，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２００６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ｖｏｌ ４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ｉｎｑｕｅ，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２０１３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ｇｅｎ⁃
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３０： ５０ － ６５

Ｃｉｎｑｕｅ， Ｇｕｇｌｉｅｌｍｏ， ａｎｄ Ｌｕｉｇｉ Ｒｉｚｚｉ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ｓ Ｉｎ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ｅｄ ｂｙ Ｂｒｅｎｄ Ｈｅｉｎｅ ａｎｄ
Ｈｅｉｋｏ Ｎａｒｒｏｇ， ５１ － ６５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ｒｎｉｌｅｓｃｕ，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２００４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ｌｉｓｔ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ｕｃｈａｒｅｓ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 ｈｔｔｐ： ／ ／ ｅｂｏｏｋｓ ｕｎｉｂｕｃ ｒｏ ／ ｆｉ⁃
ｌｏｌｏｇｉｅ ／ ｃｏｒｎｉｌｅｓｃｕ

Ｄａｒｚｉ， Ａｌｉ ２００８ Ｏｎ ｔｈｅ ｖ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３９： １０３ – １１６

Ｄａｒｚｉ， Ａｌｉ， ａｎｄ Ｓａｅｒａ Ｋｗａｋ ２０１５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５３： １ － １３

Ｆａｒｋａｓ， Ｄｏｎｋａ Ｆ １９９２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ｔｈｅｏｒｙ： Ｐａｐ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０ ｔｈ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ｙｍ⁃

ｐｏｓｉｕｍ ｏｎ Ｒｏｍａｎｃ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 ＬＳＲＬ ＸＸ） ， ｅｄ ｂｙ Ｐａｕｌ Ｈｉｒｓｃｈｂüｈｌｅｒ ａｎｄ
Ｋｏｎｒａｄ Ｋｏｅｒｎｅｒ， ６９ － １０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Ｆａｒｋａｓ， Ｄｏｎｋａ Ｆ ２００３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ｍｏｏ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Ｔａｌｋ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ＥＳＳＬＬＩ，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 Ｖｉｅｎｎａ

Ｇａｌｌｅｇｏ， Áｎｇｅｌ Ｊ ， ａｎｄ Ｊｕａｎ Ｕｒｉａｇｅｒｅｋａ ２００７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 Ｔｈｅ ２ｎｄ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Ｇｈｏｍｅｓｈｉ， Ｊｉｌａ ２００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 ４６： ９ － ４０

Ｇｉａｎｎａｋｉｄｏｕ， Ａｎａｓｔａｓｉａ ２００９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 Ｌｉｎｇｕａ １１９： １８８３ － １９０８

Ｏｎ Ｄｅ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Ｐｓ ｉｎ Ｐｅｒｓｉａｎ

４０１

Ｇｏｄａｒｄ， Ｄａｎｉèｌｅ ２０１２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ｕｎｃｔｉｖｅ ｍｏｏｄ ｉｎ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

ｓ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ｍ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ｔｏ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ｎ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ｎｄ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９， ｅｄ ｂｙ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Ｐｉñóｎ， １２９ － １４８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 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ｓｐ ｃｎｒｓ ｆｒ ／ ｅｉｓｓ９ ／ ｅｉｓｓ９＿ ｇｏｄａｒｄ ｐｄｆ

ｄｅ Ｈａａｎ，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２０１２ Ｉｒｒｅａｌｉｓ： Ｆａｃｔ ｏｒ ｆｉ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３４
（２） ： １０７ － １３０

Ｉｌｋｈａｎｉｐｏｕｒ， Ｎｅｇｉｎ ２０１４ Ｏｎ ｔｈｅ ＣＰ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ｓ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Ｉｎｑｕｉｒｙ ４５ （２） ： ３２３ － ３３１

Ｍｉｔｈｕｎ，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１９９５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ｉｒｒｅａｌｉｔｙ Ｉｎ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ｇｒａｍｍａｒ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ｅｄ ｂｙ Ｊｏａｎ Ｂｙｂｅｅ ａｎｄ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Ｆｌｅｉｓｃｈｍａｎ， ３６７ －

３８８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Ｍｉｔｈｕｎ， 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ｖ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ａｌｍｅｒ， Ｆｒａｎｋ Ｒ ２００１ Ｍｏｏｄ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 ２ ｎｄ ｅｄ ）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Ｐｅｓｅｔｓｋｙ， Ｄａｖｉｄ， ａｎｄ Ｅｓｔｈｅｒ Ｔｏｒｒｅｇｏ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ｘ ｏｆ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Ｐｈｒａｓａｌ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ｅｒｉ⁃

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ｅｄ ｂｙ Ｓｉｍｉｎ Ｋａｒｉｍｉ， Ｖｉｄａ Ｓａｍｉ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ｎｄｙ
Ｋ Ｗｉｌｋｉｎｓ （ ｅｄｓ ） ， ２６２ － ２９４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Ｐｏｒｔｎｅｒ， Ｐａｕｌ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ｏｏ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 ５： １６７ － ２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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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ｕｌ Ｐｏｒｔｎｅｒ， １２６２ － １２９１ Ｂｅｒｌｉｎ： Ｍｏｕｔｏｎ ｄｅ Ｇｒｕｙｔ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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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ｒｓｐесｔｉｖе Ｉｎ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ｌａｖｏｎｉｃ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Ｎｅｗ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ｅｄ ｂｙ Ｂ
Ｈａｎｓｅｎ ａｎｄ Ｐ Ｋａｒｌｉｋ， １３５ － １４６ Ｍüｎｃｈｅｎ： Ｓａｇｎｅｒ Ｖｅｒｌ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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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ｆｉｎｉｔｉｖｅｓ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Ｊｏｈ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ｓ

Ｒｉｚｚｉ， Ｌｕｉｇｉ １９９７ Ｔｈｅ ｆｉｎ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Ｇｒ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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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Ｔａｋａｓｈｉ Ｍｕｎａｋａｔａ

Ｙｏｋｏｈａｍ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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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ｃｅ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ｏｒｃｅ０；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ｆ ａ ｌｅｘｉｃｏ －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 ｋａ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Ｆｏｒｃｅ０，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ｓ ｎｏｔ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ｈ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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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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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ｗａ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ａ Ｇｒａｎｔ － ｉｎ － Ａｉｄ ｆｏｒ Ｙｏｕ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ｓ （ Ｋａｋｅｎｈｉ） Ｎｏ ２６７７０１３８ 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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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１３） ，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１） 
（１）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Ｐ － ｄｏｍａｉｎ

［ ＣＰ … ［ ＣＰ … ［ ＣＰ … ［ ＴＰ … Ｔ］ Ｆｉｎｉｔｅ （ ｎｏ） ］ Ｆｏｒｃｅ （ ｋａ） ］ Ｒｅ⁃
ｐｏｒｔ （ ｔｏ）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１） ， Ｉ ｗｉｌｌ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ｏ 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Ｆｉｎ０ ａｎｄ ｋａ 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０ ｉｓ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ｉｔ ｉｓ ｕ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ｔｏ ａｐ⁃

ｐｅａｒ 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２） ａ ∗Ｇａｋｕｃｈｏ － ｗａ 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ｇａ ｇａｋｕｓｏｋｕ － ｏｎ ｍｏｔｏ － ｎｉ Ｄａｉ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ｏｍ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ｉ － Ｄａｔ

ｓｙｏｂｕｎ － ｏ ａｔａｅ － ｒｕ － ｂｅｋｉ － ｎａ ｎｏ － ｏｓｅｎｋｏｋｕ ｓｉ － ｔａ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Ａｃｃ ｇｉｖｅ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Ｆｉｎ － Ａｃ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ｍｅｎｔ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Ｄａｉ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ｂ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ｓｅｎｍｏｎｋａ － ｎｏｉｋｅｎ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 Ｄａｉ － ｇａｏｒｉｎｐｉｋｋｕ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ｅｘｐｅｒｔ － Ｇｅ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Ａｃｃ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ｉ － Ｄａｔ ｏｌｙｍｐｉｃ
－ Ｄａｔ

ｓｙｕｔｕｊｏｏ ｓｕ － ｒｕ － ｈａｚｕ － ｎａ ｎｏ － ｏ ｓｉｎｊｉｋｏｎｄｅ ｉ － ｒ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Ｆｉｎ － Ａｃｃ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ｄｅｅｐｌｙｂｅ － Ｐｒｅｓ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ｃ Ｄａｉ － ｗａＲｅｉ － ｇａｍｏｎｇｅｎ － ｍａｄｅ － ｎｉｋａｅ － ｒｕ － ［ ｂｅｋｉ ／ ｈａｚｕ］ － ｎａｎｏ －
ｏｓｉｔｔｅｉ － ｒｕ

Ｄａｉ － ＴｏｐＲｅｉ － Ｎｏｍｌｏｃｋｕｐ － ｂｙ － Ｄａｔｒｅｔｕｒｎ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Ｆｉｎ －
Ａｃｃｋｎｏｗｂｅ － Ｐｒｅ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４０５

“ Ｄａｉ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Ｒｅｉ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ｌｏｃｋｕｐ ”

“ Ｄａｉ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Ｒｅｉ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ｌｏｃｋｕｐ ”
Ａｌｓｏ，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ｏ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ｉ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ｒｅ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 ｔ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Ｐ － ｄｏｍａｉｎ，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３） ：

（３） ａ Ｇａｋｕｃｈｏ － ｗａ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ｇａ ｇａｋｕｓｏｋｕ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 Ｄａｉ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ｏｍ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Ａｃｃ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
ｓｙｏｂｕｎ － ｏ ａｔａｅ － ｒｕ － ｂｅｋｉ － ｄａ ｔｏ ｓｅｎｋｏｋｕ ｓｉ － ｔａ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Ａｃｃ ｇｉｖｅ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ｔｈａｔ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Ｄａｉ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ｂ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ｓｅｎｍｏｎｋａ － ｎｏ ｉｋｅｎ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ｇａ ｏｒｉｎｐｉｋｋｕ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ｅｘｐｅｒｔ － Ｇｅ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Ａｃｃ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ｉ － Ｄａｔ ｏｌｙｍｐｉｃ － Ｄａｔ
ｓｙｕｔｕｊｏｏ ｓｕ － ｒｕ － ｈａｚｕ － ｄａｔｏｓｉｎｊｉｋｏｎ － ｄｅ ｉ － ｒ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ｔｈａｔｂｅｌｉｅｖｅ ｄｅｅｐｌｙ － ａｎｄｂｅ － Ｐｒｅｓ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ｌｉｃｅｎｓｅｓ ｍｏｄ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 ｃｆ Ｋｒａｔｚｅｒ １９９１， Ｂｒｅｎｎａｎ １９９３ ａｎｄ Ｐｏｒ⁃
ｔｅｎｅｒ ２００９） ，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ｃｅ０，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ｓ ｄｅｔｅｒ⁃

ｍｉｎｅｄ Ｔｈｕｓ ＦｏｒｃｅＰ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ｏ ｒｅｍａｉｎ ｕｎ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
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ｖｉｏｌａｔｅｄ ｉｎ （２ａ － ｂ） 

Ｔｈｅ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Ｉ ｗｉｌｌ ｆｉｒｓｔ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ｅｒｂｓ ｉｍｐｏ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

ｓ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ｎｏ 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Ｆｉｎ０ ａｎｄ ｋａ 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０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ｗｈｅ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Ｉ ｗｉｌｌ ｂｒｉｅｆ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ｒｅ⁃

４０６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ｍ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２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Ｐ －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ｗｉｌｌ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

ｎｅｓｅ Ｉｎ ｓｈｏｒｔ，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Ｐ － ｄｏｍａｉ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ｗｈｅ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ｉｍｐｏ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ｓｕｂ⁃

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ｏｒｔｎｅｒ （２００９） ，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ｋｎｏｗ ａｎｄ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ｃａｎ ｉｎ⁃

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ｍｏｄ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ｂｅｌｏｗ：
（４）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Ｐｏｒｔｅｒ ２００９ １４６）

ａ Ｉｔ ｉｓ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ｋｎｏｗｎ ｔｈｅ ｋｉｌｌｅｒ

ｂ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ｅ ｔｏｌｄ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 ｍｕｓｔ ｈａｖｅ ｋｎｏｗｎ ｔｈｅ ｋｉｌｌｅｒ
（５）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 Ｐｏｒｔｎｅｒ ２００９ １４５）

ａ ？ Ｉｔ ｉｓ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Ｓｕｐｅｒｍａ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ｊｅａｌｏｕｓ ｏｆ Ｌｏｉｓ

ｂ ？ Ｓｐｉｄｅｒｍａｎ ｔｏｌｄ ｍｅ ｔｈａｔ Ｓｕｐｅｒｍａｎ ｍｕｓｔ ｂｅ ｊｅａｌｏｕｓ ｏｆ Ｌｏｉ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ｏｒｔｎ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４） ａｒｅ ｇｏｏ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ｆｒｏｍ 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５） ａｒｅ ｏｄ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ｍａｔｒｉｘ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ｓ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ｉｍｐｏｓ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６） ａ Ｇａｋｕｃｈｏ － ｗａ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ｇａ ｇａｋｕｓｏｋｕ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 Ｄａｉ － ｎｉ

４０７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ｏｍ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Ａｃｃ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
ｓｙｏｂｕｎ － ｏ ａｔａｅ － ｒｕ － ｂｅｋｉ － ｄａ ｔｏｓｅｎｋｏｋｕ ｓｉ － ｔａ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Ａｃｃｇｉｖｅ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ｔｈａｔ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Ｄａｉ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ｂ ∗Ｇａｋｕｃｈｏ － ｗａ 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ｇａ ｇａｋｕｓｏｋｕ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ｏｍ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
ｓｙｏｂｕｎ － ｏ ａｔａｅ － ｒｕ － ｈａｚｕ － ｄａ ｔｏｓｅｎｋｏｋｕ ｓｉ － ｔａ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Ａｃｃｇｉｖｅ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ｔｈａｔ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Ｄａｉ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７） ａ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ｓｅｎｍｏｎｋａ － ｎｏｉｋｅｎ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ｇａ ｏｒｉｎｐｉｋｋｕ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ｅｘｐｅｒｔ － Ｇｅｎ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ｉ － Ｄａｔ ｏｌｙｍｐｉｃ － Ｄａｔ
ｓｙｕｔｕｊｏｏ ｓｕ － ｒｕ － ｈａｚｕ － ｄａ ｔｏｓｉｎｊｉｋｏｎ － ｄｅ ｉ － ｒ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ｔｈａｔｂｅｌｉｅｖｅ ｄｅｅｐｌｙ － ａｎｄｂｅ － Ｐｒｅｓ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ｂ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ｓｅｎｍｏｎｋａ － ｎｏ ｉｋｅｎ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ｇａ ｏｒｉｎｐｉｋｋｕ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ｅｘｐｅｒｔ － Ｇｅｎ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ｉ － Ｄａｔ ｏｌｙｍｐｉｃ － Ｄａｔ
ｓｙｕｔｕｊｏｏ ｓｕ － ｒｕ － ｂｅｋｉ － ｄａ ｔｏｓｉｎｊｉｋｏｎｄｅ ｉ － ｒ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ｔｈａｔｂｅｌｉｅｖｅ ｄｅｅｐｌｙｂｅ － Ｐｒｅｓ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Ｉｎ （６） ，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ｉ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ｎｏｕｎ ｓｅｎｋｏｋｕ，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ｓｅｎｋｏｋｕ ｓｕ － ｒｕ “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 ， ｉｎｖｏｌｖｅｓ ａｓｓｅｒ⁃
ｔｉｖ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ｍｅ

ｎｏｒｍ，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ｈｏｎｓ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６ｂ） ｉｓ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ｐｉｓｏｄ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ｈａｚｕ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

４０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６ａ） ，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ｅｋｉ ｗｉｔｈ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ｏｃｃｕｒｓ，
ｉｓ ｕ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 ７ｂ） ｉｓ ｂａｄ，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７ａ） ｉ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ｉｎｊｉｋｏｍ － ｕ “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ａ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ｂｅｌｉｅｆ ／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ｉｓ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ｎｏｎ －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２ １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ｉｎｃｅ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ｈａｓ 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ｅｄ Ｓａｉｔｏ （２０１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ｈｉｅｒ⁃
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
ｃｉｎｇ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１ ）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Ｐ － ｄｏｍａｉｎ （ Ｓａｉｔｏ
２０１３） ①

［ ＣＰ … ［ ＣＰ … ［ ＣＰ … ［ ＴＰ … Ｔ］ Ｆｉｎｉｔｅ （ ｎｏ） ］ Ｆｏｒｃｅ （ ｋａ） ］ Ｒｅ⁃
ｐｏｒｔ （ ｔｏ）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Ｓａｉｔｏ， ｎｏ， Ｆｉｎ０，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ｍａｙ ｓｅｌｅｃｔ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ｔｈａｔ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ｎｏ

ａｌｌｏｗ ｂｏｔ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ｅｐｉｓｏｄｉｃ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ｓ， ａｓ ｉｎ （８） ：
（８） ａ Ｄａｉ － ｗａＲｅｉ － ｇａｍｏｎｇｅｎ － ｍａｄｅ － ｎｉｋａｅ － ｒｕ － ｂｅｋｉ － ｎａｎｏ － ｏｓｉｔｔｅｉ － ｒｕ

Ｄａｉ － ＴｏｐＲｅｉ － Ｎｏｍｌｏｃｋｕｐ － ｂｙ － Ｄａｔｒｅｔｕｒｎ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Ｆｉｎ －
Ａｃｃｋｎｏｗｂｅ － Ｐｒｅｓ

“ Ｄａｉ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Ｒｅｉ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ｌｏｃｋｕｐ ”

ｂ Ｄａｉ － ｗａＲｅｉ － ｇａｍｏｎｇｅｎ － ｍａｄｅ － ｎｉｋａｅ － ｒｕ － ｈａｚｕ － ｎａｎｏ － ｏｓｉｔｔｅｉ － ｒｕ

Ｄａｉ － ＴｏｐＲｅｉ － Ｎｏｍｌｏｃｋｕｐ － ｂｙ － Ｄａｔｒｅｔｕｒｎ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Ｆｉｎ －
Ａｃｃｋｎｏｗｂｅ － Ｐｒｅｓ

①

Ｉ ｄｏ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ａｎ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ｌａｉｍ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ｌｏ⁃

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ｅｅ Ｕｅｄａ （２００７） ， Ｅｎｄｏ （２００７ ） ａｎｄ Ｓａｉｔｏ ａｎｄ Ｈａｒａｇｕｃｈｉ （２０１２ ）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４０９

“ Ｄａｉ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Ｒｅｉ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ｌｏｃｋｕｐ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ｉｎ （９） ， ｔｈｅｓ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ｎｏ ｗｈｅ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９） ａ ∗Ｇａｋｕｃｈｏ － ｗａ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ｇａｇａｋｕｓｏｋｕ － ｏ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ｏｍ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Ａｃｃ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

ｓｙｏｂｕｎ － ｏ ａｔａｅ － ｒｕ － ｂｅｋｉ － ｎａ ｎｏ － ｏｓｅｎｋｏｋｕ ｓｉ － ｔａ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Ａｃｃｇｉｖｅ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Ｆｉｎ － Ａｃ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Ｄａｉ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ｂ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ｓｅｎｍｏｎｋａ － ｎｏｉｋｅｎ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ｇａ ｏｒｉｎｐｉｋｋｕ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ｅｘｐｅｒｔ － Ｇｅｎ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ｉ － Ｄａｔ ｏｌｙｍｐｉｃ － Ｄａｔ
ｓｙｕｔｕｊｏｏ ｓｕ － ｒｕ － ｈａｚｕ － ｎａ ｎｏ － ｏｓｉｎｊｉｋｏｎｄｅ ｉ － ｒ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Ｆｉｎ － Ａｃｃｂｅｌｉｅｖｅ ｄｅｅｐｌｙｂｅ － Ｐｒｅｓ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Ｆｏｒｃｅ０ ｃａｎ ｃｏ － ｏｃｃｕｒ ｗｉｔｈ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ｌａｕ⁃
ｓｅｓ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 ｋａ ｃａｎ ｂ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ｓ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 ｍａｒｋｅｒ － ｏ，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ｉｎｇ ａｓ ａ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ｏｂｊｅｃｔ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ｓ ｉｎ （１０） ：

（１０） ａ Ｄａｉ － ｗａＲｅｉ － ｇａｍｏｎｇｅｎ － ｍａｄｅ － ｎｉｋａｅ － ｒｕ － ［ ｂｅｋｉ ／ ｈａｚｕ］ － ｋａ －
ｏｓｉｔｔｅｉ － ｒｕ

Ｄａｉ － ＴｏｐＲｅｉ － Ｎｏｍｌｏｃｋｕｐ － ｂｙ － Ｄａｔｒｅｔｕｒｎ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Ａｃｃｖ ｋｎｏｗｂｅ － Ｐｒｅｓ

“ Ｄａｉ ｋｎｏｗ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Ｒｅ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ｌｏｃｋｕｐ ”

ｂ Ｄａｉ － ｗａＲｅｉ － ｇａｔａｉｋａｉ － ｎｉｄｅ － ｒｕ － ［ ｂｅｋｉ ／ ｈａｚｕ］ － ｎａｎｏ － ｋａ － ｏｔａ⁃
ｓｉｋａｍｅ － ｔａ

Ｄａｉ － ＴｏｐＲｅｉ － Ｎｏｍ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ａｔｔｅｎｄ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Ｆｉｎ －

４１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Ａｃｃｃｈｅｃｋ － Ｐａｓｔ

“ Ｄａｉ ｃｈｅｃｋｅｄ ｉｆ Ｒｅ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ａ ｔｏｕｒｎａｍｅｎｔ ”

ｃ Ｄａｉ － ｗａＲｅｉ － ｇａｄａｉｇａｋｕｉｎ － ｎｉｈａｉ － ｒｕ － ［ｂｅｋｉ ／ ｈａｚｕ］ － ｎａｎｏ － ｋａ －
ｏｋａｎｇａｅ － ｔａ

Ｄａｉ － ＴｏｐＲｅｉ － Ｎｏｍ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 Ｄａｔｅｎｔｅｒ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Ｆｉｎ －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Ａｃｃｔｈｉｎｋ － Ｐａｓｔ

“ Ｄａｉ ｗｏｎｄｅｒ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Ｒｅｉ ｓｈｏｕｌｄ ｅｎｔｅｒ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ｃｈｏｏｌ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ｌｙ， ｗｈｅ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ｘ⁃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ｗｋｗａｒｄ，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１１） ａ ∗Ｇａｋｕｃｈｏ － ｗａ 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ｇａ ｇａｋｕｓｏｋｕ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ｏｍ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
ｓｙｏｂｕｎ － ｏ ａｔａｅ － ｒｕ － ｂｅｋｉｋａ － ｏｓｅｎｋｏｋｕ ｓｉ － ｔａ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Ａｃｃ ｇｉｖｅ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Ａｃ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ｗ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Ｄａｉ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ｂ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ｓｅｎｍｏｎｋａ － ｎｏｉｋｅｎ － ｏ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ｇａｏｒｉｎｐｉｋｋｕ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ｅｘｐｅｒｔ － Ｇｅｎ
ｐｉｃ － Ｄａｔ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Ａｃｃ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ｏｌｙｍ⁃

ｓｙｕｔｕｊｏｏ ｓｕ － ｒｕ － ｈａｚｕｋａ － ｏｙｏｓｏｏｓｉ － ｔ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Ａｃ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１１ａ）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ａ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ｉｓ ｕｎ⁃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Ａ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ｆａ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ｉｎ （ ９ｂ） ， ｗｈｅｒｅ ｙｏｓｏｏ ｓｕ － ｒｕ
“ ｐｒｅｄｉｃｔ ” ，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ｎ ｅｐｉｓｏｄ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ｓ ｕｓｅｄ ａｓ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ｍｏｄ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ｓｅｌｅｃｔ ａｒｅ

ｕｓｅｄ ｉｎ ｂｏｔｈ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１１ａ） ， ｔｈｅ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ｂｅｋｉ ｉｓ ｕｓｅｄ，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ｈａｚｕ ｉｓ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ａｌ ｃｏｍ⁃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ｐｌｅｘ

４１１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ｙ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１２） Ｆｉｎ０ ｎｏ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０ ｋａ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ｗｈｅ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ｗｉｌ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 ｃｆ Ｋｒａｔｚｅｒ １９９１ ａｎｄ Ｂｒｅｎｎａｎ １９９３ ）  Ｔｈｅｎ， Ｉ ｗｉｌｌ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ｅｓｅｔｓｋｙ （１９９４） 

３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ｗｉｌｌ ｃｌａｒｉｆｙ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Ｋｒａｔｚｅｒ （１９９１）  Ａｌｓｏ， Ｉ ｗｉｌ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ｂ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ｅｓｅｔｓｋｙ （１９９４） 

３ １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Ｋｒａｔｚｅｒ （１９９１）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ｏｄ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 Ｂｒｅｎｎａｎ （１９９３）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ｎ ｄｅｔａｉｌ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ｍ ａｓ ｉｎ （１３） 

（１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 Ｂｒｅｎｎａｎ １９９３）

ｉ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ｓｏｍ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ｉ ｄｅｏｎｔｉｃ －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ｏｒ ａ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ｓｏｍ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ｉｉ ｄｙｎａｍｉｃ － 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ｓｕ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ｉｖ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ｃｆ Ｃａｒｌｓｏｎ １９７７ ） ｃｆ Ｔｒｅｅ ｃａｎ ｂｅ ｌｅａｆｌｅｓｓ ＝ Ｓｏｍｅ
ｔｒｅｅｓ ａｒｅ ｌｅａｆｌｅｓｓ ’

ｖ ｂｏｕｌｅｔｉｃ －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ｗｉｓｈｅｓ， ｈｏｐｅｓ ａｎｄ ｆｅａｒｓ

ｖｉ ａｌｅｔｈｉｃ － ｓｔｒｉｃｔｌｙ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４１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ａ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

（１４） ａ Ｊｏｈｎ ｍｕｓｔ ｗｅａｒ ａ ｈｅｌｍｅ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Ｊｏｈｎ ｗｅａｒｓ ａ ｈｅｌｍｅｔ

ｂ Ｊｏｈｎ ｍａｙ ｔａｋｅ ａ ｈｅｌｍｅ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ｈｅ ｃａｍｅ ｈｅｒｅ ｂｙ ｂｉｋｅ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ｈｅ ｔａｋｅｓ ａ ｈｅｌｍｅｔ

Ｉｎ （１４ａ） ，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ｓ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ｌａｗ，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ｍｕｓｔ ” ｔｏ ｂ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ｉｎ （１４ｂ） ，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ｃｅｓ “ ｍａｙ” ｔｏ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ｓｉｍ⁃
ｉｌａｒ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１５） ａ Ｈｏｏ － ｋａｒａｍｉｒｅ － ｂａＤａｉ － ｗａｓｙｕｔｔｏｏ － ｏｓｕ － ｂｅｋｉ － ｄａ

Ｌａｗ － ｆｒｏｍｖｉｅｗ － ｉｆＤａｉ － Ｔｏｐ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 Ａｃｃｄｏ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ｉｍｓｅｌｆ （ ａｔ ａ ｐｏ⁃
ｌｉｃｅ）  ”

ｂ ∗Ｈｏｏ － ｋａｒａｍｉｒｅ － ｂａＤａｉ － ｗａｓｙｕｔｔｏｏ － ｏｓｕ － ｒｕ － ｈａｚｕ － ｄａ

Ｌａｗ － ｆｒｏｍｖｉｅｗ － ｉｆＤａｉ － Ｔｏｐ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 Ａｃｃ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ｍｓｅｌｆ （ ａｔ ａ
ｐｏｌｉｃｅ）  ”

（１６） ａ Ｗａｔａｓｉ － ｋａｒａｍｉｒｅ － ｂａＤａｉ － ｗａｓｙｕｔｔｏｏ － ｏｓｕ － ｒｕ － ｈａｚｕ － ｄａ

ｍｅ － ｆｒｏｍｖｉｅｗ － ｉｆＤａｉ － Ｔｏｐ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 Ａｃｃ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 Ｉｎ ｍｙ ｖｉｅｗ，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ｉｍｓｅｌｆ （ ａｔ ａ
ｐｏｌｉｃｅ）  ”

ｂ ∗Ｗａｔａｓｉ － ｋａｒａｍｉｒｅ － ｂａＤａｉ － ｗａｓｙｕｔｔｏｏ － ｏｓｕ － ｂｅｋｉ － ｄａ

ｍｅ － ｆｒｏｍｖｉｅｗ － ｉｆＤａｉ － Ｔｏｐ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 Ａｃｃｄｏ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４１３

“ Ｉｎ ｍｙ ｖｉｅｗ，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ｍｓｅｌｆ （ ａｔ ａ ｐｏ⁃
ｌｉｃｅ） ． ”

Ｉｎ （１５ａ） ， 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 （１４ａ） ，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ｌａ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ｂｅｋｉ，
ｗｈｉｃｈ ｍｅａｎｓ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ｉｓ ｕｓｅｄ， ｗｈｅｒｅａｓ ｈａｚｕ，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１６ａ） ，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ｉ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ｙ ｈａｖｉｎｇ
ａ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ｕ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ｈａｚｕ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ｎｄ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①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ｈｅｒｅ，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ｓ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ｓ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ａｐｐｅａｒ Ａｌｓｏ，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ｔｏｏ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ｓ ｃｏ⁃

ｅｘｉｓｔ ｉｎ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ｎｄ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ａｃｈ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ｆ ｓｏ，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ｔｏ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ｍｏｄ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ｓ ｗｈｅ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Ｒｅｍｅｍｂ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ｓ ａｒ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９） ａｎｄ （１１ ） ｗｈｅｒ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 Ｉｎ （９ａ） ａｎｄ （１１ａ） ， ａ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ｓｅｎｋｏｋｕ ｓｕ － ｒｕ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ｓ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ｏ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ｓｏｍｅ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ｆｏｓｔ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ｐｈｒａｓｅ ｇａｋｕｓｏｋｕ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 Ｓｉｍｉｌａｒｌｙ， ｉｎ （９ｂ） ａｎｄ （１１ｂ） ，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ｓ ａｐｐｅａ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ｓｈｉｎｊｉｋｏｍ － ｕ ａｎｄ ｙｏｓｏｏ

ｓｕ － ｒｕ ｉｍｐｏｓｅ ｔｈ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ｉｒ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①

Ｈｅｒｅ， Ｉ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ｗｈｅｒｅ ｏｎｅ ｇｉｖｅｓ ｌｅｇ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ｏｎｅｓ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ｂｏｕｔ ｌａｗ，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Ｒａｔｈｅｒ， ａ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ｐｕｒｅｌｙ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ｊｕｄｇｅ⁃
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 ｌｅｇ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ａｔ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ｇｒａｍ⁃
ｍａｔｉｃａｌ

４１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ｖｅｒｂ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ｕｓ， ｇｉｖｅ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ｍｏｄ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ｗｈｅ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ｒｅ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Ｆｉｎ０ ｎｏ ｏｒ Ｆｏｒｃｅ０ ｋａ ｗｈｅ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

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ａ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ｆ ｓｏ，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ｐｒｅｖ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ｉｔ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ｅｋｉ ａｎｄ ｈａｚｕ
ｃａｎｎｏｔ ａｐｐｅａｒ

３ 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ｂ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Ｐｅｓｅｔｓｋｙ （１９９４）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ｔａｋｅ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ｄｉｆ⁃

ｆｅｒｅｎｔ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ｔｙｐｅｓ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ｍｅｎｔ

（１７） ａ Ｊｏｈｎ ｗｏｎｄｅｒｅｄ ［ Ｃ ｗ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ａｓ］  （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ｂ Ｉ’ ｌｌ ａｓｓｕｍｅ ［ Ｃ ｔｈａｔ ｈｅ ｉｓ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 Ｂ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ｅｄ ［ Ｃ ｈｏｗ 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ｙ ｈｏｔ ｉｔ ｗａｓ］  （ Ｅｘｃｌａｍａ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ｗａ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ｓｉｍｐｌｙ ａｓ Ｃ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Ｃ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ｈｅａｄｓ：
Ｆｏｒｃｅ０， Ｔｏｐ０， Ｆｏｃ０ ａｎｄ Ｆｉｎ０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ｄｅｓ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ｙｐｅ （ ｏｒ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ｏｒｃｅ） ， ｉｓ ａｓｓｕｍｅｄ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ｃｅ０ （ ｃｆ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ａｎｄ Ｓａｉｔｏ ２０１３）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ｓ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ｉｎ
（１７） ｃａｎ ｂｅ ｖｉｅｗｅｄ ａ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Ｐ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 ｋａ ｉｎ （１１）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 Ｑ －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ｈｅａ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ｙｐｅ ／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ｂｙ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ｔｏ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ｏｒ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ｑｕｉｒｅ ｉｎｔｅｒ⁃

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ｃａｎ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ｖｉａ － ｋａ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ｏｎ
Ｆｏｒｃｅ０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４１５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ｔｒｙ ｔｏ ｇｉｖｅ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ｉｃａｌ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１１） ａｎｄ （１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ａｔ， 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ｂ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ｔｉｏｎ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ａ ｒａｔｈｅｒ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ｅｅ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ａｓｓｕｍｅ Ｆｏｒｃｅ０ ｃｏｄｅｓ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ａｌｓ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 ｃｆ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ａｎｄ
Ｓａｉｔｏ ２０１３）  Ａｌｓｏ，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Ｐｏｒｔｎｅｒ （２００９） ，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ｙｐｅ ／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ｉ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ｆ ｔｈｅｓ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ｉｔ ｉｓ ｓａｆｅ ｔ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Ｆｏｒｃｅ０ ｈｏｓｔｓ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ｎ ｎａｒｒｏｗ ｓｙｎｔａｘ

Ａｌｓｏ， ａｓ Ｐｅｓｅｔｋｙ （１９９４） ｎｏｔｅ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ｍａｎ⁃

ｔｉｃ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ｖｉａ ａ Ｃ － ｈｅａ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ｙ ｔａｋｅ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 ｃｆ Ｓｔｏｗｅｌｌ １９８１）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ｙｐｅ ／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ｖｉａ ａ Ｆｏｒｃｅ － ｈｅａｄ Ｔｈｕｓ， ｗｅ ｃａｎ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１８）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ｓ ｉｔｓ ｓｅｌｅ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ｖｉａ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ｏｓｔｓ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Ｔｈｕｓ， ＦｏｒｃｅＰ ｍｕｓｔ ｂ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Ｆｏｒ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ｒｅｑｕｉｒｉｎｇ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ｉｆ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ｂｙ ｏｔｈｅ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ｔ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ｈｏｓｔ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ｓ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ｓ ｐｌ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ＦｏｒｃｅＰ ｍａｙ ｂ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ａｃｔ Ａｄｖｅｒｂ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ｅｘｐｌｅｔｉｖｅ ｉｔ， ｗｈｅｒ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４１６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ｒ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ｔ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ｓｃｏｐｅ：
（１９） ａ Ｍａｒｙ ｐｏｓｓｉｂｌｙ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ｉｓ ｆａｃｔ → Ｉｔ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ｙ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ｉｓ
ｆａｃｔ

ｂ Ｍａｒｙ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ｉｌｙ ｌｅａｄ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Ｉｔ ｉｓ ｏｂｌｉｇａｔ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Ｍａｒｙ ｌｅａｄｓ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ｉ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ｉｎ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

ｃａｌ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Ｐ － ｄｏｍａｉｎ， ｎａｍｅｌｙ，
ＦｏｒｃｅＰ

４ １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ｔｙ ｖ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Ｉ ｒｅｐｅ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ｗｈｅｒ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ｒｅ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Ｆｉｎ０

ｎｏ ｂｅｌｏｗ：

（２０） ａ ∗Ｇａｋｕｃｈｏ － ｗａ 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ｇａ ｇａｋｕｓｏｋｕ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 Ｄａｉ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ｏｍ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
ｓｙｏｂｕｎ － ｏａｔａｅ － ｒｕ － ｂｅｋｉ － ｎａｎｏ － ｏｓｅｎｋｏｋｕｓｉ － ｔａ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Ａｃｃｇｉｖｅ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Ｆｉｎ － Ａｃ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ｗ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Ｄａｉ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ｂ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ｓｅｎｍｏｎｋａ － ｎｏ ｉｋｅｎ － ｏｍｏｔｏ － ｎｉ Ｄａｉ － ｇａｏｒｉｎｐｉｋｋｕ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ｅｘｐｅｒｔ － Ｇｅｎ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Ａｃｃ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ｏｌｙｍｐｉｃ － Ｄａｔ
ｓｙｕｔｕｊｏｏｓｕ － ｒｕ － ｈａｚｕ － ｎａｎｏ － ｏｓｉｎｊｉｋｏｎｄｅｉ － ｒ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Ｆｉｎ － Ａｃｃｂｅｌｉｅｖｅ ｄｅｅｐｌｙｂｅ － Ｐｒｅｓ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ｃ Ｄａｉ － ｗａＲｅｉ － ｇａｍｏｎｇｅｎ － ｍａｄｅ － ｎｉｋａｅ － ｒｕ － ［ｂｅｋｉ ／ ｈａｚｕ］ － ｎａｎｏ －
ｏｓｉｔｔｅｉ － ｒｕ

Ｄａｉ － ＴｏｐＲｅｉ － Ｎｏｍｌｏｃｋｕｐ － ｂｙ － Ｄａｔｒｅｔｕｒｎ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Ｆｉｎ －

４１７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ｃｃｋｎｏｗｂｅ － Ｐｒｅｓ

“ Ｄａｉ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Ｒｅｉ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ｌｏｃｋｕｐ ”

“ Ｄａｉ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Ｒｅｉ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ｌｏｃｋｕｐ ”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２０ａ － ｂ） ａｒ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ｙ ｄｏ ｎｏｔ ｃｏｎ⁃

ｔａｉｎ ＦｏｒｃｅＰ， ａｓ ｉｎ （１）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１）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Ｐ － ｄｏｍａｉｎ

［ ＣＰ … ［ ＣＰ … ［ ＣＰ … ［ ＴＰ … Ｔ］ Ｆｉｎｉｔｅ （ ｎｏ） ］ Ｆｏｒｃｅ （ ｋａ） ］ Ｒｅ⁃
ｐｏｒｔ （ ｔｏ） ］

Ｔｈｕｓ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ｓｅｎ⁃

ｋｏｋｕ ｓｕ － ｒｕ ａｎｄ ｓｉｎｊｉｋｏｍ － ｕ，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Ｆｏｒｃｅ ｈｅａｄ ｈｏｓｔ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ｄｕｅ ｔｏ ｌａｃｋ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
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ｓｉ － ｒｕ ‘ ｋｎｏｗ’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 ａｎ ｉｎｄｅ⁃

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ＦｏｒｃｅＰ ｎｅｅｄ ｎｏｔ ｔｏ ｂ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①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１９ｃ） ａｒ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Ｎｅｘｔ， ｌｅｔｓ 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０ ｋａ，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ｂｅｌｏｗ：

（２１） ａ ∗Ｇａｋｕｃｈｏ － ｗａ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ｇａ

ｇａｋｕｓｏｋｕ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

Ｄａｉ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ｏｍ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
ｓｙｏｂｕｎ － ｏ

ａｔａｅ － ｒｕ － ｂｅｋｉ

ｋａ － ｏｓｅｎｋｏｋｕｓｉ － ｔａ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Ａｃｃｇｉｖｅ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Ａｃ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ｗａ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Ｄａｉ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ｂ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ｓｅｎｍｏｎｋａ － ｎｏｉｋｅｎ － ｏ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ｇａｏｒｉｎｐｉｋｋｕ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ｅｘｐｅｒｔ － Ｇｅｎ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Ａｃｃ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ｏｌｙｍｐｉｃ － Ｄａｔ
ｓｙｕｔｕｊｏｏ

①

ｓｕ － ｒｕ － ｈａｚｕ

ｋａ － ｏ

ｙｏｓｏｏ

ｓｉ － ｔａ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ｇｉｖｅ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ｎ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ｐｍｏｓｔ ＦｏｒｃｅＰ

４１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Ａｃ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ｏ － Ｐａｓｔ

ｃ Ｄａｉ － ｗａＲｅｉ － ｇａｍｏｎｇｅｎ － ｍａｄｅ － ｎｉｋａｅ － ｒｕ － ［ ｂｅｋｉ ／ ｈａｚｕ］ － ｋａ －
ｏｓｉｔｔｅｉ － ｒｕ

Ｄａｉ － ＴｏｐＲｅｉ － Ｎｏｍｌｏｃｋｕｐ － ｂｙ － Ｄａｔｒｅｔｕｒｎ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Ａｃｃｋｎｏｗｂｅ － Ｐｒｅｓ

“ Ｄａｉ ｋｎｏｗ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Ｒｅｉ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ｌｏｃｋｕｐ ”

“ Ｄａｉ ｋｎｏｗｓ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Ｒｅｉ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ｂｙ ｌｏｃｋｕｐ ”
Ｔｈ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２１ａ － ｂ） ｉ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Ｑ － ｍａｒｋｅｒ － ｋａ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Ｐ，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ｙｐｅ – ｔｈａｔ
ｉｓ，

［ ＋ Ｑ］  Ｔｈｉｓ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Ｑ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 ｋａ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ｈｏｍｓｋｙ （ ２０１３ ） ，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ｏｎ
Ｆｏｒｃｅ０ ①Ｃｌｅａｒｌｙ， ｔｈｉｓ ｂｌ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ｖｉａ Ｆｏｒｃｅ０，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ｙｐｅ （ ｉ ｅ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ｓ ｎｏｗ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
ｔｉｖｅ， ｗｈｉｃｈ ｖｉｏｌ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②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ｈ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ｎ （２１ｃ） ｉ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ｉｔ ｉｓ ｕ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 ｅ⁃
①

Ｔｈｉｓ ｍｉｇｈｔ ｉｍｐｌｙ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ｏｂｔａｉｎ ｔｈｅｉｒ ｍｏｄａｌ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ｉｓ ｂａｄｌｙ ｄｉｓｔｕｒｂｅｄ Ａｌｓｏ， ｓｅｅ ｎｏｔｅ ４
②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ａｐｐｅａ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ｉ ａ Ｈｏｏ － ｋａｒａｍｉｒｅ － ｂａＤａｉ － ｗａｓｙｕｔｔｏｏ － ｏｓｕ － ｂｅｋｉ － ｄｅｓｕｋａ？

Ｌａｗ － ｆｒｏｍｖｉｅｗ － ｉｆＤａｉ － Ｔｏｐ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 Ａｃｃｄｏ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Ｑ

“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ｓ ｉｔ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ｉｍｓｅｌｆ （ ａｔ ａ ｐｏｌｉｃｅ） ？”

ｂ ｋｉｍｉ － ｋａｒａｍｉｒｅ － ｂａＤａｉ － ｗａｓｙｕｔｔｏｏ － ｏｓｕ － ｒｕ － ｈａｚｕ － ｄｅｓｕｋａ？

ｙｏｕ － ｆｒｏｍｖｉｅｗ － ｉｆＤａｉ － Ｔｏｐ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 Ａｃｃ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Ｑ

“ Ｉｎ ｙｏｕｒ ｖｉｅ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ｔ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ｉｍｓｅｌｆ （ ａｔ ａ ｐｏｌｉｃｅ） ？”
Ｔｈｉｓ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Ｑ －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ｋａ， ｗｈｉｃｈ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ｏｆ Ｆｏｒ⁃

ｃｅＰ， ｃｏ － ｏｃｃｕｒ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ｅｋｉ ａｎｄ ｈａｚｕ，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ＦｏｒｃｅＰ Ｔｈｕｓ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ｃａｎ ｂ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
ａｎｄ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ａｒｉｓｅ

４１９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ｖｅｎ ｉｆ ｋａ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Ｆｏｒｃｅ０，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ｎｔｅｒ⁃
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ｃａｎ ｔａｋ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ｕｂｏｒｄｉ⁃

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ｎｏｔ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ｉｎｇ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ｂｕｔ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 ｈｅｒｅ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ａｃ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ｗｈｅｎ ｔｏ ｏｒ ｋｏｔｏ （ ａ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ｏ ）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ｆｕｌｌ － ｆｌｅｄｇｅｄ ＣＰ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Ｐ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２２） ：

（２２） ａ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ｇａｋｉｓｏｋｕ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 Ｄａｉ － ｎｉｓｙｏｂｕｎ － ｏ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ｏｍｒｕｌｅｓ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 ｐｕｎｉｓｈ⁃
ｍｅｎｔ － Ａｃｃ

ａｔａｅ － ｒｕ － ｂｅｋｉ － ｄｅ

ａ － ｒｕｋｏｔｏ － ｏ

ｓｅｎｋｏｋｕ

ｓｉ － ｔａ

ｇｉｖｅ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ｂｅ － ＰｒｅｓＣ － Ａｃ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ｏｕｌ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Ｄａ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

ｂ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ｓｅｎｍｏｎｋａ － ｎｏｉｋｅｎ － ｏｍｏｔｏ － ｎｉ Ｄａｉ － ｇａｏｒｉｎｐｉｋｋｕ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ｅｘｐｅｒｔ － Ｇｅｎ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ｏｌｙｍｐｉｃ － Ｄａｔ
ｓｙｕｔｕｊｏｏ ｓｕ － ｒｕ － ｈａｚｕ － ｄｅａ － ｒｕｋｏｔｏ － ｏｓｉｎｊｉｋｏｎｄｅｉ － ｒ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ｂｅ － ＰｒｅｓＣ － Ａｃｃｂｅｌｉｅｖｅ ｄｅｅｐｌｙｂｅ
－ Ｐｒｅｓ

“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２３） ａ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ｇａｋｉｓｏｋｕ － ｏ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ｎｉｓｙｏｂｕｎ － ｏ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ｏｍｒｕｌｅｓ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ｐｕｎｉｓｈ⁃
ｍｅｎｔ － Ａｃｃ

ａｔａｅ － ｒｕ － ｂｅｋｉ － ｄａ

ｔｏｓｅｎｋｏｋｕ

ｓｉ － ｔａ

ｇｉｖｅ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ｗｏｕｌ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Ｄａｉ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

ｂ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ｓｅｎｍｏｎｋａ － ｎｏｉｋｅｎ － ｏ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ｇａｏｒｉｎｐｉｋｋｕ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ｅｘｐｅｒｔ － Ｇｅｎ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Ａｃｃ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ｏｌｙｍｐｉｃ － Ｄａｔ

４２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ｙｕｔｕｊｏｏ ｓｕ － ｒｕ － ｈａｚｕ － ｄａｔｏｓｉｎｊｉｋｏｎｄｅｉ － ｒｕ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ｏ － Ｐｒｅｓ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Ｃｂｅｌｉｅｖｅ ｄｅｅｐｌｙｂｅ － Ｐｒｅｓ

“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ｉ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ｒｅ ｆｕｌｌ － ｆｌｅｄｇｅｄ， ｂｅ⁃

ｃａｕｓｅ ＦｏｒｃｅＰ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ｅｉｎｇ ｂｌｏｃｋｅｄ ｂｙ ａｎｙ ｏｔｈｅｒ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Ｆｏｒｃｅ０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ｓ ｎｏｔ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Ｐ ｉｓ ｎｏｔ ｆｉｘｅｄ ｔｏ ｉｎ⁃
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ｎｏ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ｒｅ⁃
ｑｕｉｒｉｎｇ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ｅｖｅｎ ｉ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ｂｅｋｉ ／ ｈａｚｕ ａｒｅ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ａｒｅ ｇｉｖｅｎ ｂｅｌｏｗ：

（２４） ａ ∗Ｇａｋｕｃｈｏ － ｗａ ｄａｉｇａｋｕ － ｇａ ｇａｋｕｓｏｋｕ － ｏ 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 Ｎｏｍ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ａｉ － Ｄａｔ
ｓｙｏｂｕｎ － ｏ

ａｔａｅ － ｒｕ － ｎｏ － ｏ

ｓｅｎｋｏｋｕｓｉ － ｔａ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 － Ａｃｃ ｇｉｖｅ － Ｐｒｅｓ － Ｆｉｎ － Ａｃｃ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ｏｕｌｄ ｐｕｎｉｓｈ Ｄａｉ ａｃ⁃
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ｕｌｅｓ ”

ｂ ∗Ｇａｋｕｃｈｏｏ － ｗａｓｅｎｍｏｎｋａ － ｎｏｉｋｅｎ － ｏｍｏｔｏ － ｎｉＤａｉ － ｇａｏｒｉｎｐｉｋｋｕ － ｎｉ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Ｔｏｐｅｘｐｅｒｔ － Ｇｅｎｃｏｍｍｅｎｔ － Ａｃ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ｉ － Ｄａｔ ｏｌｙｍ⁃
ｐｉｃ － Ｄａｔ
ｓｙｕｔｕｊｏｏ

ｓｕ － ｒｕ － ｋａ － ｏ

ｙｏｓｏｏｓｉ － ｔａ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ｄｏ － Ｐｒｅｓ －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Ａｃｃ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ｏ － Ｐａｓｔ

“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ｇａｖｅ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Ｄａｉ ｗｏｕｌｄ ｔａｋｅ ｐａ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Ｏｌｙｍｐｉｃ Ｇａｍｅｓ ”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ｉｓ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ｗｈｅｎ ｈａｚｕ ／ ｂｅｋｉ ａｒｅ ｏｍｉｔｔ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ＦｏｒｃｅＰ ｉ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ｄ ｉｎ （２４ａ）  Ｔｈ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ｒｃｅＰ ｉｓ ｒｅｓｐｏｎ⁃

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ｉｃｅｎｓｉｎｇ ｏｆ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４２１

Ｆｏｒｃｅ０ ｗｈｅｎ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①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ｋａ， ｏｃｃｕｐｙ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０， ｓｔｉｌｌ ｂｌｏｃｋｓ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ｉｎ （２４ｂ） ，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ｆｉｘｅｓ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ｙｐｅ ／ ｓｅｎ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ｉｓ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４ 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ｇｉｖｅ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ｂ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Ａｇｒｅ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ｈａｖ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ｉｎｇ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ａ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

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ｖｉａ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ｏｎ Ｆｏｒｃｅ０ ｉｎ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Ｎｏｗ，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ｃｏｍｅｓ ｕｐ ａｓ ｔｏ ｈｏｗ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ｃｈｉｅｖｅｄ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ｕｂ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Ａｇｒｅｅ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ｇｒｅｅ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ｖｉ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ｉｆ ａ ｍａｔｃ⁃

ｈ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ｓｅａｒｃｈ （ ｃｆ Ｂｏšｋｏｖｉｃ＇ ２００９，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１５）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ｃａｎ ｏｂｔａｉｎ ａ ｖａｌｕｅ ｖｉａ Ａｇｒｅｅ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ｍａｔｃ⁃
ｈ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ｗｈｅ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ｍｅｔ

①

Ｎｏｔｅ ｔｈａｔ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ｌｌｏｗｓ ｎｕｌｌ ｍｏｄａｌｓ， 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ｂｅｌｏｗ：

ｉ ａ Ｈｏｏ － ｋａｒａｍｉｒｅ － ｂａＤａｉ － ｗａｓｙｕｔｔｏｏ － ｏｓｕ － ｒｕ

Ｌａｗ － ｆｒｏｍｖｉｅｗ － ｉｆＤａｉ － Ｔｏｐ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 Ａｃｃｄｏ － ｓｈｏｕｌｄ － Ｃｏｐ

“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ｉｍｓｅｌｆ （ ａｔ ａ ｐｏｌｉｃｅ）  ”

ｂ Ｗａｔａｓｉ － ｋａｒａｍｉｒｅ － ｂａＤａｉ － ｗａｓｙｕｔｔｏｏ － ｏｓｕ － ｒｕ

ｍｅ － ｆｒｏｍｖｉｅｗ － ｉｆＤａｉ － Ｔｏｐ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 － Ａｃｃｄｏ － Ｐｒｅｓ

“ Ｉｎ ｍｙ ｖｉｅｗ，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ａｔ Ｄａｉ ｗｉｌｌ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ｉｍｓｅｌｆ （ ａｔ ａ ｐｏｌｉｃｅ）  ”
Ａｌｓｏ， ｉｔ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ｓａｉ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ｄｖｅｒｂｉａｌ ｃｌａｕｓ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ｄｅｏｎｔ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ｉｎ （２４ａ）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ｅｐｉ⁃

ｓｔｅｍｉｃ ｍｏｄａｌ ｉｎ （２４ｂ） ｃｏｕｌｄ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ｗｉｔｈ ｎｕｌｌ ｍｏｄａｌ Ｉｆ ｓｏ，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 （２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ａｒ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ｗｈｉｃｈ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ｓ ｎｏ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Ｆｏｒｃｅ０ 

４２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Ｈｅｒｅ， Ｉ ｗｏｕｌｄ ｌｉｋｅ ｔｏ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Ｆｏｒｃｅ０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ｏｂｔａｉｎｓ ａ

ｖａｌｕｅｌｅｓｓ ｍｏｄ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ｈｏｓｔｓ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①Ｔｈｅｎ，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ｏｎ
Ｆｏｒｃｅ０ ｒｅｃｅｉｖｅｓ ｉｔｓ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Ａｇｒｅｅ ｖｉａ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ｖ∗ ／ Ｖ ｃｏｍ⁃

ｐｌｅｘ，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ｔｙｐｅ ｏｆ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ｆ ｖｅｒｂｓ Ａｇｒｅ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ｐｈａｓ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 ∗ ／ Ｖ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０，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Ｐ －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ｌｓｏ， ｔｈｅ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ｎｏ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ｍ，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ｅｍ⁃

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０ ｈｏｓｔ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Ｐ － ｄｏｍａ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ｍｉｇｈｔ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ｌｉｎｇ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２０１５）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ｆｅａ⁃
ｔｕｒｅ ｍａ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ｄ ｐｏ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ｉｔ Ｔｈｕｓ， Ｃ ｉｎｖｏｌ⁃

ｖｉｎｇ ａ Ｑ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ｉｔｓ ｌａｂｅｌ ｍａｒｋｅｄ ａｓ ＱＰ Ａ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ａｔｉｎｇ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ｉｔｓ ｓｅ⁃
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ｖｉａ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ｅｄ ｉｎ Ｆｏｒｃｅ０ Ｉｆ Ａｇｒｅ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ｓ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ｏｆ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ｔｈｉｓ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Ｐ，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 ＣＩ）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Ｉｆ ｓｏ， ＣＩ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ｃａｎ ｅａｓｉｌｙ ｓｅｅ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ｖｉａ ｔｈｅ ｌａｂｅｌｓ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Ｐ （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ｖ∗ ／ Ｖ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ｗａｙ ｔｈａｔ ｉ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ａｋｅｓ ａ ＱＰ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５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ｗｉｔｈ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ｔｏ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ｍｏｄ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ｍｏｄａｌｉｔ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①

Ａｃｔｕ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ｍａｔｒｉｘ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 ａ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ｐｏｓｉｔ ａ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ｔ ｉｓ ｍｙｓｔｅｒｉｏｕｓ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ｄｅ⁃
ｆａｕｌ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ｃｏ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Ｉ ｌｅａｖｅ ｔｈｉ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Ｐｌａｙｓ ａ Ｒｏｌｅ： Ｍｏｄ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４２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Ｉ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Ｆｏｒｃｅ０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ｐｌａｃｅ ｆｏｒ ａ ｍｏｄａｌ ｂａｓ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①Ｆｉｎａｌｌｙ，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ｓａｔｉｓｆｙ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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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ｆｏｕ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

∗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ｈａｎｋ ｔｈｅ ＩＷＳＣ ２０１５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 ｏｕｒ ｔａｌｋ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Ａｌｌ ｅｒｒｏｒｓ ａｎｄ ｉｎａｄｅｑｕａｃ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ｍａｙ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ｉｔ ａｒｅ ｏｕｒ ｏｗｎ， ｈｏｗ⁃

ｅｖｅｒ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ｉｓ ｐａｒｔ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ｂｙ Ｇｒａｎｄ － ｉｎ － Ａｉｄ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Ｃ）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Ｇｒａｎｔ Ｎｏ ２８３７０５６８ ） ａｗａｒｄｅｄ ｔｏ Ｈｉｒｏｙｕｋｉ Ｎａｗａｔａ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ｓ ｕｓｅｄ：
ｃｏｐ ＝ ｃｏｐｕｌａ， ｆｏｃ ＝ ｆｏｃｕｓ， ｉｍｐ ＝ 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 ｎｍｌ ＝ ｎｏｍｉｎａｌｉｚｅｒ， ｎｏｍ ＝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ｖｅ， ｐａｓｓ ＝ ｐａｓ⁃
ｓｉｖｅ， ｐａｓｔ ＝ 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 ＝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ｔｅｎｓｅ， ｐｒｏｇ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ｔｏｐ ＝ ｔｏｐｉｃ， ｖｏｌ ＝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 １ｍｓ ＝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ｍａｓｃｕｌｉｎｅ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２ｓ ＝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ｅｒｓｏｎ ｓｉｎｇｕｌａｒ

４２６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ｏｓｅ “ 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ａｓ ｆｏｕｒ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ｃａｔｅ⁃
ｇｏｒｙ （ Ｅｎｄｏ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Ｓａｉｔｏ ２０１５）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ｈｏｗ 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ｓ ｍ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 ｃａｎ ｂ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ｍ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ｃ⁃
ｔｉｏｎ ３ 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ａｒｇｕｅ， ｗ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 ａｓ ｃｏ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ｏｕｒ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ａｎｄ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ｔｈｒｅｅ ｆａ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ｗｉｌｌ ａｒｇｕａｂｌｙ ｂｅ 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ｏｆ Ｗｅ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７， ｒｅｆｅｒ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ａｄｅｒ ｔｏ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ｃｏｍｐ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ｏｒ ｂｏｔｈ

２ 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ｏｔｈ － ｔｏ ａｎｄ － ｔｔｅ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１） ａ Ｔａｒｏｏ － ｗａｂｏｋｕ － ｇａ

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ｏｓｉｎｚｉ － ｔｅｉｒｕ

Ｔ － ｔｏｐ１ｍ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 －
ｐｒｅｓ ｐｒｏｇ

‘ Ｔａｒ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ｂ Ｔａｒｏｏ － ｗａｂｏｋｕ － ｇａ

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ｔｅｓｉｎｚｉ － ｔｅｉｒｕ

Ｔ － ｔｏｐ１ｍ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ｔ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
ｐｒｅｓ ｐｒｏｇ

‘ Ｔａｒ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ａ） ａｎｄ （１ｂ） ｉｓ ｔｈａｔ （１ｂ）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 ｔｈａｎ
（１ａ） ； － ｔｔｅ ｉｓ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ｏｆ － ｔｏ

２ ２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ｗｏ

Ｔｈｏｕｇｈ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 ｔｔｅ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ａ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ｗｉｔｈ － ｔｏ：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４２７

（２） ａ Ｋｉｍｉ － ｇａ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ｔｅ

２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ｅｌｅｃｔ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ｔｅ

‘ Ｙｏｕ’ 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ｍ ｑｕｏｔｉｎｇ）  ’

ｂ ∗Ｋｉｍｉ － ｇａ 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ｏ

２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ｅｌｅｃｔ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ｏ

Ｔｈｕｓ， ｏｎ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ｓｉｍｐｌｅｍｉｎｄｅｄ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 ｔｔｅ ａｓ ａ ｃｏｌｌｏｑｕｉ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ｏｆ －
ｔｏ

２ 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Ｔｕｒｎｉｎｇ ｔｏ － ｔｔｏ ａｎｄ － ｔｏ， ｗｅ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ｍｉｎｉｍａｌ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ｏ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ｎ ｅｘｔｒａ ｔ ｓｏｕｎｄ Ｔｈｉｓ ｓｍａｌ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ｄｏｅｓ ｍａｋｅ ａ ｂｉ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 ｔｔｏ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ｔ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 ａ 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３） ａ （ Ｂｏｋｕ － ｗａ） Ｔａｒｏｏ － ｏ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ｏｏ － ｔｔｏ

１ｍｓ － ｔｏｐ Ｔ － ａｃｃ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ｖｏｌ － ｔｔｏ
‘ Ｉ ｗｉｌｌ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ａｒｏ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ｄｅｃｌａｒｅ）  ’

ｂ ∗ （ Ｂｏｋｕ － ｗａ） Ｔａｒｏｏ － ｏ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ｏｏ － ｔｔｏｏｍｏｕ
１ｍｓ － ｔｏｐ Ｔ － ａｃｃ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ｅｌｅｃｔ － ｖｏｌ － ｔｔｏｔｈｉｎｋ

‘ Ｉ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Ｉ ｗｉｌｌ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ａｒｏ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ｄｅｃｌａｒｅ）  ’ ［ ｉｎｔｅｎｄ⁃
ｅ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ｒｓ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 ｔｏ

２ 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ｏｕｒ

Ｆｉｎａｌｌｙ， － ｔｅ—ｗｈｉｃｈ ｆｏｒｍｓ ａ ｍｉｎｉｍａｌ ｐａｉｒ ｗｉｔｈ － ｔｔｅ， ａｇａｉ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ｒ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ｅｘｔｒａ ｔ ｓｏｕｎｄ—ｃａｎ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ｈｅａｄ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ｎｏｒ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ｅ ａ ｆｉｎｉｔ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４ａ） ａｎｄ （４ｂ） ； （４ｃ）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 ｔｅ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ａ ｎｏｎ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４） ａ ∗Ｋｉｍｉ － ｇａ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ｅ

４２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ｅ

‘ Ｙｏｕ’ 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ｍ ｑｕｏｔｉｎｇ）  ’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ｂ ∗Ｔａｒｏｏ － ｗａｂｏｋｕ － ｇａ

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ｅｓｉｎｚｉ － ｔｅｉｒｕ

Ｔ － ｔｏｐ１ｍ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
ｐｒｅｓ ｐｒｏｇ

‘ Ｔａｒ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 Ｔａｒｏｏ － ｗａａｒｕｉ － ｔｅ， Ｈａｎａｋｏ － ｗａｈａｓｉｔ － ｔａ
Ｔ － ｔｏｐｗａｌｋ － ｔｅ

Ｈ － ｔｏｐｒｕｎ － ｐａｓｔ

‘ Ｗｈｉｌｅ Ｔａｒｏ ｗａｌｋｅｄ， Ｈａｎａｋｏ ｒａｎ ’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ｏｆ － ｔｔｅ

２ ５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Ｉｎ ｓｕｍ，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ｄｉ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ａｓ ｔｏ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ｒ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５）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 ｔｏ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Ｍａｔｒｉｘ？

－ ｔｔｅ
－ ｔｔｏ
－ ｔｅ

Ｗｈａｔ ｗｅ ａｒｅ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ｄｏ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ｓｕｉｎｇ ｔｗｏ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ｗｈｙ ｔｈｅｓ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ｂｅ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ｈｅｙ ｄｏ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３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ｆｉｒｓｔ ｂｒｉｅｆ ｈｏｗ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ｉｎｅｌｙ ａｒｔｉｃｕｌａ⁃

ｔｅｄ ｉｎ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ｉｔ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ｔｏ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ｅ ｔｈｅｎ ｍａｋｅ ａ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３ １

４２９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 Ｓａｉｔｏ （２０１５）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ｉｎｉｔｅ，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６） ［ ＣＰ    ［ ＣＰ    ［ ＣＰ    ［ ＴＰ    Ｔ ］ Ｆｉｎｉｔｅ （ ｎｏ） ］ Ｆｏｒｃｅ （ ｋａ） ］
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ｏ） ］

Ｅｎｄｏ （２０１３） ａｄｄｓ ａｎ ｅｘｔｒａ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ｅｌｏｗ 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Ｆｏｒｃｅ ｉｎ （６）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Ｐ 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ｓ， ｗｈｅｒｅ Ｆｏｒｃｅ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ｔｏ Ｆｏｒ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 （６）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７） ［ ［ ［    ］ Ｆｏｒｃｅｔｙｐｅ ］ Ｆｏｒｃｅ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 ］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ｉｓ Ｆｏｒｃｅ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 ｉ ｅ ，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ａｔ Ｅｎｄｏ
（２０１３） ｉｎｔｅｎｄｓ ｔｏ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 ａ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Ｐ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ｄｏｐ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Ａｓ ｓｕｃｈ， Ｆｏｒｃｅ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 ｍｕｓ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ｈｅａｄｓ
ｏｆ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 ｍｏｏｄｓ ｏｒ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ｏｃｃｕｒ 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

ｅｒｙ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ｉｓ： ｗｈｅｒｅ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ｆｉｎｅ － ｇｒａｉｎｅｄ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ａｓ （７） ｄｏ － ｔｏ， － ｔｔｅ， － ｔｔｏ， ａｎｄ － ｔｅ ｆｉｔ？

３ ２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 ｔｔｅ ａｎｄ － ｔｔｏ ａｒｅ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ｔｏ － ｔ ｐｌｕｓ － ｔｅ ａｎｄ

－ ｔｏ，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 ｔｅ ａ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Ｆ， ａｎｄ － ｔｏ ａ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Ｆｏｒｃ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ｆｏｒ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ｄｏ ｎｏｔ ｎｅｃ⁃

ｅｓｓａｒｉｌｙ ｐｅｒｔａｉｎ ｔｏ ｏｕ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Ｔｈｅｓｅ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ｒｅ
“ ｆｌａｖｏ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ｏｎｅ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ｂｙ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 ｔ，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ｉ⁃
ｄｅｎｔｉｆｙ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ｎｉｔｅ ｈｅａｄ （ ｃｆ Ｎａｇａｎｏ ２０１５） ，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ａｙ：

（８） ａ Ｉｆ － ｔｅ ｍｅｒｇｅｓ ｗｉｔｈ （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 ｔ ｑｕａ Ｆｉｎ， ｔｈｅｎ － ｔｅ

４３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ｉｔ ｉｓ Ｆ

ｂ Ｉｆ － ｔｏ ｍｅｒｇｅｓ ｗｉｔｈ （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 ｔ ｑｕａ Ｆｉｎ， ｔｈｅｎ － ｔｏ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ｉｔ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ａｓ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ｄｅｆａｕｌｔ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ｉ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ｔｈａｔ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ｙｓ ｔｈｅ ｉｌｌｏｃ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 ｏｆ “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Ｆａｌｌｅｒ ２００２）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ｉｓ ｔｏ ｂｅ ｉｄｅｎｔｉ⁃

ｆｉ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ｏｏｄ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ｏｆ Ｃｉｎｑｕｅ （１９９９） ，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ｏｄ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ｅ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ｓ Ｔｈｕｓ， （７） ｉｓ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ｉｎｔｏ （９） 

（９） ［ ［ ［ ［ ［ ［    Ｆｏｒｃｅｔｙｐｅ ］    ］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    ］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

Ｓｉｎｃｅ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ｂｅｌｏ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ｏｓ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ａｓ ｉｎ （ １０ａ） ，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ｔｈｅｉ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１０ｂ） ａｎｄ （１０ｃ） 
（１０） ａ Ｆｏｒｃｅ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ｂ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ｃａｎ ｂｅ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 ｂｙ 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ｃ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ｉｓ ｎｏｔ ｓｅｌｅｃｔａｂｌｅ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１０ｂ）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ｒｅ “ 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 ａｆｔｅｒ ａｌｌ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１０ｃ ） ａｌｓｏ ｍａｋｅｓ
ｓｅｎｓｅ ｉｎ ｔｈａｔ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ａｎｄ ａ ｖｅｒｂ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ｅ⁃
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ｈｕｓ ｃａｎｎｏｔ ｅｎｔｅｒ ｉｎｔｏ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ｓｅ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ｉｎ ｐｌａｃｅ， ｗｅ ａｒｅ ｎｏｗ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 ｔｏ， － ｔｔｅ － ｔｔｏ， ａｎｄ － ｔｅ

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ｂｙ ｖｉｒｔｕｅ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ｅｓ ｗｈｙ － ｔｏ， － ｔｔｅ － ｔｔｏ， ａｎｄ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４３１

－ ｔｅ ｃａｎ ｏｒ ｃａｎｎｏｔ ｈｅａ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ｓ

４ １

－ Ｔｏ

Ｔｈ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 ｔｏ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ｂｕ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ｈｅａｄ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１１） ａ Ｔａｒｏｏ － ｗａｂｏｋｕ － ｇａ
（１ａ）

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ｏｓｉｎｚｉ － ｔｅｉｒｕ ＝

Ｔ － ｔｏｐ１ｍ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 －
ｐｒｅｓ ｐｒｏｇ

‘ Ｔａｒ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ｂ ∗Ｋｉｍｉ － ｇａ
２ｓ － ｎｏｍ

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ｏ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ｅｌｅｃｔ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ｏ

＝ （２ｂ）

Ｎｏｔ ｍｅｒ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 ｔ ｑｕａ Ｆ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 ｔｏ ｉｓ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 ８ｂ）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ａｂｌ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 １０ｂ）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ｈｅａｄ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ｓ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１０ａ） 

４ ２

－ Ｔｔ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 ｔｔｅ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ｂｏｔｈ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
ｓｅｓ：

（１２） ａ Ｔａｒｏｏ － ｗａｂｏｋｕ － ｇａ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 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ｔｅ ｓｉｎｚｉ － ｔｅｉｒｕ ＝
（１ｂ）

Ｔ － ｔｏｐ１ｍ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 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ｔ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
ｐｒｅｓ ｐｒｏｇ

‘ Ｔａｒ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ｂ Ｋｉｍｉ － ｇａ

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ｔｅ ＝ （２ａ）

２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ｅｌｅｃｔ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ｔｅ

‘ Ｙｏｕ’ 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ｍ ｑｕｏｔｉｎｇ）  ’

４３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ｔ ｅｎｃｏｄｅｓ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Ｆｉｎ， （８ａ）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 ｄｕａｌ”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ｉｎ （１２）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ｆｒｏｍ （１０ａ） ａｎｄ （１０ｂ）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ｌｙ， ｗ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 ｔｔｅ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 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Ｆｉｎ ） ａｎｄ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ｑｕｏｔｅ］ ｏｎ ｉｔ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ｉｓ Ｖ －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ｇｏｅｓ ｈｅａｄ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ｇｅｔｓ 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ａ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ｖｅｒｂ ｗｈｅ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ｏ ｉｔ ｗｉ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ｅ ａ ｄｅ⁃

ｆａｕｌ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ｏｒ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ａ ｐａｒ ｗｉｔｈ － ｔｏ Ｉｎ ｏｔｈｅｒ ｗｏｒｄｓ，
ｔｈｅ ［ ｑｕｏｔ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ｄｅｍａｔｒｉｃ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 ｔｔ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 ｔｏ － Ｖ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 ｑｕｏｔｅ］ ｉ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ｒｇｕａｂｌｙ Ｘ０ －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 ｍｏ ａｎｄ － ｗａ （ ｓｅｅ Ｔａｔｅｉｓｈｉ

１９９４） ａｔｔａｃｈｅｄ ｔｏ ｔｈｅ － ｔｔｅ － ｈｅａｄｅｄ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ｓ ｉｎ （１３ａ） 
（１３） ａ ∗Ｔａｒｏｏ － ｗａｂｏｋｕ － ｇａ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
ｉｎｚｉ － ｔｅｉｒｕ

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ｔｅ － ｍｏ ／ ｗａｓ⁃

Ｔ － ｔｏｐ１ｍ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ｔｅ － ａｌｓｏ ／
ｔｏｐｂｅｌｉｅｖｅ － ｐｒｅｓ ｐｒｏｇ

‘ Ｔａｒｏ ａｌｓｏ ／ ｓｕｒｅｌｙ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ｂ Ｔａｒｏｏ － ｗａｂｏｋｕ － ｇａ 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ｔｅ － ｓｕｒａ ／ ｓａｅｓｉｎｚｉ －
ｔｅｉｒｕ

Ｔ － ｔｏｐ １ｍ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ｔｅ － ｅｖｅｎ ／
ｅｖｅｎｂｅｌｉｅｖｅ － ｐｒｅｓ ｐｒｏｇ
（１４）

‘ Ｔａｒｏ ｅｖｅｎ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Ｎｏ ｓｕｃｈ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 ｓｕｒａ ｏｒ － ｓａｅ， ａｓ ｉｎ （１３ｂ） ，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ｎｏｔ Ｘ０ －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ｕｎｌｉｋｅ － ｍｏ ａｎｄ －

ｗａ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ｃｅ ／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１４） ａｓ⁃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４３３

ｓｕｍ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ｈｅａｄ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 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９９５） ． ①

４ ３

－ Ｔ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 ｔｔｏ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１５） ａ （ Ｂｏｋｕ － ｗａ） Ｔａｒｏｏ － ｏ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ｏｏ － ｔｔｏ ＝ （３ａ）
１ｍｓ － ｔｏｐ Ｔ － ａｃｃ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ｖｏｌ － ｔｔｏ
‘ Ｉ ｗｉｌｌ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ａｒｏ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ｄｅｃｌａｒｅ）  ’

ｂ ∗ （ Ｂｏｋｕ － ｗａ） Ｔａｒｏｏ － ｏ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ｏｏ － ｔｔｏｏｍｏｕ ＝ （３ｂ）
１ｍｓ － ｔｏｐ Ｔ － ａｃｃ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ｅｌｅｃｔ － ｖｏｌ － ｔｔｏｔｈｉｎｋ

‘ Ｉ ｔｈｉｎｋ Ｉ ｗｉｌｌ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ａｒｏ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ｄｅｃｌａｒｅ）  ’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Ｉｔ ｅｎｃｏｄ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ｂｙ Ｆｉｎｉ， （８ｂ）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 （１６）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ｙ ｆｒｏｍ （１０ａ） ａｎｄ （１０ｃ）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ａｌｌｙ， ｔｈｅ － ｔｔｏ ｃｌａｕｓｅ ｍｕｓｔ ｂｅ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ｏｌｉｔｉｏｎ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ｍｕｓｔ ｂｅ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ｓ：

（１６） ∗Ｋｉｍｉ ／ Ｈａｎａｋｏ － ｗａＴａｒｏｏ － ｏ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ｏｏ － ｔｔｏ
２ｓ ／ Ｈ － ｔｏｐ Ｔ － ａｃｃ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ｖｏｌ － ｔｔｏ

‘ Ｙｏｕ ／ Ｈａｎａｋｏ ｗｉｌｌ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ａｒｏ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ｄｅｃｌａｒｅ）  ’ ［ ｉｎｔｅｎｄ⁃
ｅｄ］

Ｗｅ ｃｏｎｊｅｃｔｕｒ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 ｔ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ａｃｔ

４ ４

－ Ｔ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 ｔｅ ｃａｎ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ｈｅａｄ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ｎｏｒ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①

Ｈｉｒｏｓｅ ａｎｄ Ｎａｗａｔａ （２０１６）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ｏｔｈｅｒ ｕｓｅｓ ｏｆ － ｔｔ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ｏｎｅｓ ｄｅａｌｔ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 ｔｔｅ ａｓ ａｎ ｕｎａｎａｌｙｚａｂｌ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ｔｈａｔ ｃｕｔｓ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ｖｅｒｂａｌ，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ｓ

４３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１７） ａ ∗Ｋｉｍｉ － ｇａ 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ｅ ＝ （４ａ）
２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ｅ

‘ Ｙｏｕ’ 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ｍ ｑｕｏｔｉｎｇ）  ’ ［ ｉｎｔｅｎｄ⁃
ｅｄ］

ｂ ∗Ｔａｒｏｏ － ｗａｂｏｋｕ － ｇａ 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ｔｅ ｓｉｎｚｉ － ｔｅｉｒｕ ＝
（４ｂ）

Ｔ － ｔｏｐ１ｍ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ｔ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 －
ｐｒｅｓ ｐｒｏｇ

‘ Ｔａｒｏ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Ｉ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ｉｓ ｆａｃｔ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ｏｕｒ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 － ｔｅ， ｗｈｅｎ ｎｏｔ ｍｅｒｇｅｄ ｗｉｔｈ － ｔ ｑｕａ

Ｆｉｎ， ｏｎｌｙ 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Ｆ； ｉｔ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ＦＰ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ｆａｌｌ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 ｏｆ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ｏｒ ｂｅ ｓｅ⁃
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ａ ｖｅｒｂ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 ｔｈｏｕｇｈｔ， （１０ａ） ａｎｄ （１０ｂ） 

４ ５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Ｔｏ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５ ） ｉｓ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ｉｎｔｏ （ １８ ） ｂｙ ａｄ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ｌｕｍｎ ｔｈａ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 ｔｏ， － ｔｔｅ， － ｔｔｏ， ａｎｄ
－ ｔｅ：

（１８）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ｔｏ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ｔｏ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 ｔｔｅ
－ ｔ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Ｆ

Ｗｅ ｈａｖｅ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ｔｈｅｒ － ｔｏ， － ｔｔｅ， － ｔｔｏ， ａｎｄ － ｔｅ ａｒ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ａｎ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ｉ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ｅｓ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４３５

５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ｗｉｌｌ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ｗｅ ｃａｎ ｏｂｔａｉ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ｔｈ 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３ ａｎｄ ４

５ １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ａｓ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ｃａｎ ａｕｇｍ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
ｓ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ｕｃｈ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 ｓａ ａｎｄ － ｙｏ， ａ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１９） 
（１９） Ａ： Ｓｅｎｋｙｏ － ｗａｄｏｏｎａｔ － ｔａ － ｎｏ？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ｔｏｐｈｏｗｂｅｃｏｍｅ － ｐａｓｔ － ｑ

“ Ｗｈａｔ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Ｂ： Ｍｏｔｉｒｏｎｂｏｋｕ － ｇａ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ｓａ ／ ｙｏ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１ｍ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ｓａ ／ ｙｏ
“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 Ｉ’ 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Ｗｅ ｈａｖｅ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 ｔｔｅ ａｎｄ － ｔｔｏ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ｓｅｅ （１８））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ｂｅ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 － ｔ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ｈｅ － ｔｔｏ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ｓ ｎｅｖｅｒ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ｙ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２０） ａ Ｔａｒｏｏ － ｏ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ｏｏ － ｔｔｅ － ｓａ ／ ｙｏ

Ｔ － ａｃｃ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ｖｏｌ － ｔｔｅ － ｓａ ／ ｙｏ

‘ Ｗｅ ｓｈａｌｌ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ａｒｏ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ｍ ｑｕｏｔｉｎｇ） ’

ｂ ∗Ｔａｒｏｏ － ｏ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ｏｏ － ｔｔｏ － ｓａ ／ ｙｏ

Ｔ － ａｃｃ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ｖｏｌ － ｔｔｏ － ｓａ ／ ｙｏ

Ｅｎｄｏ （２０１４）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 ｓａ ａｎｄ － ｙｏ ｃｏｎｖｅｙ 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ｎｄ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ｌｏｃａｔｅｄ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Ｉｆ ｗｅ ａｒｅ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ｉ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ｉｎｇ － ｔｏ ｏｆ － ｔｔｏ ａｓ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ｓｅｅ （１８））， 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ａｔ － ｓａ ａｎｄ － ｙｏ ｃａｎｎｏｔ ｏｃｃｕｒ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 ｔｔｏ，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２０ｂ）．

４３６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ｅｐｉｓｔｅｍｉｃ ／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ｓ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 ｓａ ａｎｄ － ｙｏ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ｅ ｈ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 ｔ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ｉｓ ｎｏｔ ｑｕｉｔｅ ｃｌｅａｒ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 ｂｕｔ ｓｅｅ § ５ 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ｐａｔｉ⁃

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 ｔｔｏ ａｎｄ － ｓａ ／ － ｙｏ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ａ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ｈｕｓ ｔａｋｅ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 ｓｅｅ （ １５ｂ） ）  Ｉｆ ｔｒｕｅ， ｔｈｅ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ｉｔｙ ｏｆ （２０ａ） ａｌｓｏ ｅｎｓｕｅ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ｉｎｅｓ ｏｆ （１２ａ） ，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ｖｅｒｂ
ｓｉｎｚｉｒｕ ‘ ｂｅｌｉｅｖｅ’ ｓｅｌｅｃｔｓ ａ ｃｌａｕｓｅ ｈｅａｄｅｄ ｂｙ － ｔｔｅ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ａ ／ － ｙｏ ａｎｄ 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ｂｅｌｏｗ

５ ２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Ｉｆ － ｓａ ａｎｄ － ｙｏ ａ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ｓ ｏｆ 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ｍａｙ ｂｅｈａｖｅ ｌｉｋｅ ｖｅｒｂｓ ｉｎ ｓｏｍｅ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ａｓ ｗｅｌｌ Ｔｈｉｓ ｅｘｐｅｃ⁃

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ｂｏｒｎｅ ｏｕｔ； － ｓａ ａｎｄ － ｙｏ ｃａ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２１） Ｍｉｎｎａ － ｇａｋｉｍｉ － ｎｉｈａｙａｋｕｋｏｉ － ｔｏ∗ （ － ｓａ ／ ｙｏ）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 ｎｏｍ２ｓ － ｔｏｑｕｉｃｋｌｙｃｏｍｅ ｉｍｐ － ｔｏ － ｓａ ／ ｙｏ
‘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ｓａｉｄ ｆｏｒ ｙｏｕ ｔｏ ｃｏｍｅ ｑｕｉｃｋｌｙ ’

Ｉｎ （２１） ，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ｖｅｒｂ ｋｕｒｕ ‘ ｃｏｍｅ’ ｉｓ ａ ｏｎｅ － ｐｌａｃ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ａｋｅｓ
ｋｉｍｉ ‘ ｙｏｕ’ ａｓ ｉｔｓ ｓｏｌ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ｈｅｎｃｅ，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ａｓ ｉｆ ｍｉｎｎａ ‘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ｂ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ｂｙ ａｎｙ ｐｒｅｄｉｃａｔｅ ①Ｔｈｉｓ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ｉｎ ｆａｃｔ， ｉｓ 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ｂｕｔ
ｏｎ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

ｓａ ａｎｄ － ｙｏ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 ｔｏ ｓｏｍ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ｖｅｒｂｓ ａｎｄ “ ｔａｋｅｓ” ｍｉｎｎａ ａｓ
ｔｈｅｉ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②

①

Ｐｒｅｃｉｓｅｌｙ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ｋｉｍｉ ｍｕｓｔ ｂｅ 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ｔｏ ｂｅ ｌｉｃｅｎ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ｔｈｅ

②

Ｉｎ （２１） ， － ｔｏ ｍｕｓｔ ｂｅ Ｆｏｒ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ｆ － ｓａ ａｎｄ － ｙｏ ａｒｅ Ｆｏｒｃｅ ｅｐｉｓｔｅｍ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 ｒｅｓｐｅｃ⁃

ｐｒｏ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Ｅｎｄｏ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ａｔ Ｆｏｒｃ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ｍｏｓ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ｏｒｄｅｒ ｗｉｌｌ ｂｅ － ｓａ ／ ｙｏ － ｔｏ， ｔｈ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ｅ ｏｆ ｗｈａｔ ｉｓ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 ｓａ ｏｒ － ｙｏ， － ｔｏ ｃａｎ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Ｆｏｒｃｅ ｑｕｏｔｅ ， 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 ｔｔｅ Ｓｅ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ｐｅｒｔｉｎｅｎ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４３７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ｇ 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ｙ ａ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 ｔｔｅ － ｈｅａ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ｓ ｉｎ （２２） 

（２２） Ｍｉｎｎａ － ｇａｋｉｍｉ － ｎｉｈａｙａｋｕｋｏｉ － ｔｔｅ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 ｎｏｍ２ｓ － ｔｏｑｕｉｃｋｌｙｃｏｍｅ ｉｍｐ － ｔｔｅ

‘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ｓａｉｄ ｆｏｒ ｙｏｕ ｔｏ ｃｏｍｅ ｑｕｉｃｋｌｙ （ Ｉ’ ｍ ｑｕｏｔｉｎｇ）  ’
Ａ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ｍｉｎｎａ ｈｅｒｅ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 “ ｍａｔｒｉｘ ” ａｒｇｕ⁃

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ｇｉｖｅｎ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 ４ ２， ｗｈｅｒｅ ｗｅ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 ｔｔｅ ｈａｓ ｔｈｅ Ｖ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ｑｕｏｔｅ］  Ｔｈｉ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ｗｅ ｃｏｎｔｅｎｄ， ｈａｓ ｔｈｅ ａｂｉｌ⁃
ｉｔｙ ｔｏ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ａｎ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５ ３

Ｆｏｃｕ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ｄ ｂｙ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ｂａ， ｗｈｉｃｈ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ａｓｓｅｒｔｉｏｎ ①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 ｂａ ｃａｎ 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ｂｅ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ｙｏ：②

（２３） Ｔａｒｏｏ － ｏ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ｏｏ － ｔｔｅ － ｂａ （ － ｙｏ） ！

Ｔ － ａｃｃ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ｖｏｌ － ｔｔｅ － ｆｏｃ － ｙｏ
‘ Ｌｅｔ ｕｓ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ａｒｏ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ｉｎｓｉｓｔ） ！’

Ａｓ － ｙ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ｓ Ｆｏｒ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 ｓｅｅ § ５ １） ， ｉｔ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ｏｆ － ｙｏ， － ｂａ ｑｕａ Ｆｏｃ （ ｕｓ） ｌｉｅｓ ｂｅｌｏｗ ｉ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ｎ⁃
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ｔｔｅ － ｂａ － ｙｏ ｃａｎ ｂｅ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①
②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 ｂａ ｓｅ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ｖｅｒｔ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Ｉｆ ｗ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 － ｙｏ ｗｉｔｈ － ｂａ，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ｓ ｄｅｇｒａｄｅｄ：

（ ｉ） ∗Ｔａｒｏｏ － ｏ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ｏｏ － ｔｔｅ － ｂａ － ｓａ！

Ｔ － ａｃｃ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ｖｏｌ － ｔｔｅ － ｆｏｃ － ｓａ

Ｔｈｅ ａｗｋｗａｒｄｎｅｓｓ ｏｆ （ ｉ） ｍａｙ ａｒｇｕａｂｌｙ 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ｔ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ｙｏ ａｎｄ － ｓａ；
ｗｈｉｌｅ － ｙｏ ｉｓ ｅａｓｉｌ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ａ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 － ｓａ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ｓｅｅｍ ｔｏ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ｈ ａ
ｌｅｘｉｃａｌ ｍｅａｎｉｎｇ

４３８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４） ［ ［ ［ ［    Ｆｉｎ ］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 Ｆｏｃ ］ Ｆｏｒ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
－ｔ

－ ｔｅ － ｂａ

－ ｙｏ

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ｏｃ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ｉｓ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ｉｆ ｗｅ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Ｆｏｃ ｉｓ ａ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Ｆｏｒｃｅ （ Ｅｎｄｏ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Ｓａｉｔｏ ２０１５） 

６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ｗｅ ｗｉｌｌｆｕｒｔｈｅｒ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ｈｏｗ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ｉｓ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 ｂａ ｉｎ ｄｅ⁃
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Ｗｅ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ｍｅｎ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Ｐ － ＤＰ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ｆｏｃｕｓ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
－ ｔｔｅ

６ １

Ｒｅｃｏｖ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Ｗｅ ｈａｖｅ ｓｅｅｎ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ａｂ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 ｔ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ｂａ Ｗｈａｔ 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ｈｅ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 ｔ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ｂａ ｃａｎ ｒｅｔａｉｎ ｆｏｃ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ｎｏｕｎ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ｘｃｌａｍａｔｏｒｙ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 ！” ） ， ａｓ ｉｎ （２５ａ） ，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ｗｈｅｎ － ｔｔｅ ｉｓ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 ｙｏ， ａｓ
ｉｎ （２５ｂ） 

（２５） ａ Ｔａｒｏｏ － ｏ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ｏｏ － ｔｔｅ！

Ｔ － ａｃｃ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ｖｏｌ － ｔｔｅ

‘ Ｌｅｔ ｕｓ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ａｒｏ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ｉｎｓｉｓｔ） ！’

ｂ ∗Ｔａｒｏｏ － ｏ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ｏｏ － ｔｔｅ － ｙｏ！

Ｔ － ａｃｃ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ｖｏｌ － ｔｔｅ － ｙｏ

Ｔｈｉｓ ｆａｃｔ，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ｆａｃｔ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ｉｎ （２３） ， ｄｅｒ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ｆｉｌ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ｌ⁃
ｌｏｗｉｎｇ ｅｆｆｅｃｔ：

（２６） Ｔｈｅ Ｎｕｌｌ － Ｆｏｃ Ｆｉｌｔｅ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４３９

∗Ｆｏｒｃｅ a － Ｆｏｃ － Ｆｏｒｃｅ b， ｗｈｅｒｅ Ｆｏｃ ｉｓ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
a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 b， ｂｏ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ｒ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 ｔｔｅ － ｂａ － ｙｏ， － ｔｔｅ － ｂａ， － ｔｔｅ， ａｎｄ
－ ｔｔｅ － ｙｏ ａｒ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ｙ ｆｏｃ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 ２７） ａ ［ ［ ［ ［    － ｔ ＝ Ｆｉｎ ］ － ｔｅ ＝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 － ｂａ ＝ Ｆｏｃ ］ － ｙｏ
＝ Ｆｏｒ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 ！

ｂ ［ ［ ［    － ｔ ＝ Ｆｉｎ ］ － ｔｅ ＝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 － ｂａ ＝ Ｆｏｃ ］ ！
ｃ ［ ［ ［    － ｔ ＝ Ｆｉｎ ］ － ｔｅ ＝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 Æ ＝ Ｆｏｃ ］ ！

ｄ ∗ ［ ［ ［ ［    － ｔ ＝ Ｆｉｎ ］ － ｔｅ ＝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 Æ ＝ Ｆｏｃ ］ － ｙｏ
＝ Ｆｏｒ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 ！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ｎｕｌｌ Ｆｏｃ ｆａｉｌｓ ｔｏ ｂｅ “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ｅｖｅｎ ｗｉｔｈ ｅｘｃｌａｍａｔｏｒｙ ｉｎ⁃

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７ｄ） ，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ＦｏｃＰ ｉ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ｅｒｍｏｓ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ａｓ ｉｎ （２７ｃ）  Ｔｈｉｓ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ｃ ｄｏｅ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ｓｔｉ⁃
ｔｕｔｅ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Ｒｉｚｚｉ （１９９７） ａｒ⁃

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ｃ ｉ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 （ ｏｒ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ｏｎｌｙ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ｓｏｍｅ ｆｏｃｕ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ｉｓ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ｏｃ，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ｐｌａｕ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ａｔ ｗｈｅｎ Ｆｏｃ ｉｓ ａｃｔｉｖａｔｅｄ， ｉｔ ｍｕｓｔ ｂｅ ｍａｒｋｅｄ ｉｎ ｏｎｅ ｗａｙ ｏｒ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ｉ ｅ ， ｅｉ⁃

ｔｈｅｒ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ｏｒ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ｏｒ ｂｏｔｈ Ｓｉｎｃｅ ｅｘｃｌａｍａｔｏｒｙ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ｏ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ｃ ｍｕｓｔ ｂｅ ｒｅａｌｉｚｅｄ ａｓ － ｂａ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ｃｅ a － Ｆｏｃ － Ｆｏｒｃｅ b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Ｎｕｌｌ － Ｆｏｃ Ｆｉｌｔｅｒ

６ 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ｕｌｌ － Ｆｏｃ Ｆｉｌｔｅｒ ｃａ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 ｂ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ａｓ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 ｌｉｋ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 －
ｋｋ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４４０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８） Ｄａｒｅ － ｇａ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 ｎ － ｄａ） － ｋｋｅ？

ｗｈｏ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ｎｍｌ － ｃｏｐ － ｋｋｅ

‘ Ｗｈｏｓ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ｍ ａｓｋｉｎｇ ｙｏｕ ／ Ｉ’ ｍ ｃｏｎｆｉｒ⁃
ｍ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ｙｏｕ ） ’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ｕｔｔｅｒｓ ｔｈｉｓ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ｔｏ ａｓｋ ｏｒ ｃｏｎｆｉｒｍ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ｈｅａｒｅｒ ｈａｓ ｓｏｍｅ

（ ｄｉｒｅｃｔ ｏｒ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ｃｌｕｅ ｏｒ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ｌｙ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ｉｍｏｒｐｈｅ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 ｔｔ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ｉｎ § ３ ２，
ｌｅｔ ｕ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 ｋ ｏｆ － ｋｋ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ｍｏｒｐｈｅｍｅ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Ｆｉｎ
ａｎｄ － ｋｅ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Ｆｏｒ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①

（２９） ［ ［    Ｆｉｎ ］ Ｆｏｒ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ｋ

－ ｋ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ｏｕｒ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ｓ ｈｏｗ － ｋｋｅ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ｋａ， ｗｈｉｃｈ ｉｎ ｔｕｒｎ ｃａｎ ｂｅ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ｂｙ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ｎｅ：

（３０） Ｄａｒｅ － ｇａ
ｎｅ） ？

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 ｎ － ｄａ） － ｋｋｅ － ｋａ （ －

ｗｈｏ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ｎｍｌ － ｃｏｐ － ｋｋｅ － ｑ － ｎｅ

‘ Ｗｈｏｓ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ｍ ａｓｋｉｎｇ ｙｏｕ ／ Ｉ’ ｍ ｃｏｎｆｉｒ⁃
ｍ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ｙｏｕ ） ’

Ｅｎｄｏ （２０１４）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 ｎｅ 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ｌｌｏｃ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ｌｅｔ ｕ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ｔｈａｔ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 ｋａ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ｆｏｃｕ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ｆ Ｗａｔａｎａｂｅ ２００２） ， ｗｈｉｃｈ ｔａｋｅｓ ｓｃｏｐｅ ｏｖｅｒ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ｏｒ ａ ｐａｒｔ ｔｈｅｒｅｏｆ ａｎｄ ｒｅｎｄｅｒｓ ｉｔ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ｏｆ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②Ｔｈｅｎ，
①

Ｂｏｔｈ － ｔ ａｎｄ － ｋ ａｒ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 ｓｍａｌｌ” ｌｅｔｔｅｒ “ っ” ｉｎ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ｈｉｒａｇａｎａ，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②

Ｈａｅｇｅｍａｎ ａｎｄ Ｇｕéｒｏｎ （ １９９９： § ４ ３ ）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ａｔ ｗｈ －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ｃａ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ＳｐｅｃＦｏｃＰ，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 ｔ ａｎｄ － ｋ ｃｏｍｍｏｎｌｙ ａｓ Ｆ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ｍｐｌ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Ｆｏｃ ｃａｎ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ｈｅａｄ Ｔｈｉｓ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ｏｕｒ ｃｌａｉｍ ｔｈａｔ － ｋａ ｉｓ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
ｔｉｖｅ ｆｏｃｕ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４４１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ｋ － ｋｅ － ｋａ － ｎｅ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ｗａｙ：
（３１） ［ ［ ［ ［    Ｆｉｎ ］ Ｆｏｒ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Ｆｏｃ ］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
－ｋ

－ ｋｅ

－ ｋａ

－ ｎｅ

Ｉｆ － ｋａ ｉｓ ａ Ｆｏｃ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ａ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ｈｅｒｅ， ｉｔ 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ｕｌｌ － Ｆｏｃ
Ｆｉｌｔｅｒ （２６）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ｍｅ ｉｎ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ｉｎｄｅｅｄ ｂｏｒｎｅ ｏｕｔ Ｉｆ － ｎｅ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ｓ － ｋｋｅ， ａｓ ｉｎ （３２）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ａｐ⁃
ｐｅａｒｓ； ｏｎ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ｉｓ ｐｅｒｍｉｔｔｅｄ

（３２） Ｄａｒｅ － ｇａ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 ｎ － ｄａ） － ｋｋｅ － ｎｅ？

ｗｈｏ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ｃｈｏｏｓｅ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ｎｍｌ － ｃｏｐ － ｋｋｅ － ｎｅ

‘ Ｗｈｏｓ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ｍ ａｓｋｉｎｇ ｙｏｕ ／ Ｉ’ ｍ ｃｏｎｆｉｒ⁃
ｍ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ｙｏｕ ） ’

Ｔｈ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 ｋｋｅ － ｋａ － ｎｅ， － ｋｋｅ － ｋａ， －
ｋｋｅ， ａｎｄ － ｋｋｅ － ｎｅ ｃａｎ ｂ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３３） ａ ［ ［ ［ ［    － ｋ ＝ Ｆｉｎ ］ － ｋｅ ＝ Ｆｏｒ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 ｋａ ＝ Ｆｏｃ ］
－ ｎｅ ＝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 ？

ｂ ［ ［ ［    － ｋ ＝ Ｆｉｎ ］ － ｋｅ ＝ Ｆｏｒ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 ｋａ ＝ Ｆｏｃ ］ ？
ｃ ［ ［ ［    － ｋ ＝ Ｆｉｎ ］ － ｋｅ ＝ Ｆｏｒ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Æ ＝ Ｆｏｃ ］ ？

ｄ ∗ ［ ［ ［ ［    － ｋ ＝ Ｆｉｎ ］ － ｋｅ ＝ Ｆｏｒｃｅｅｖ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Æ ＝ Ｆｏｃ ］ －
ｎｅ ＝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 ？

Ｔｈｅ － ｋｋ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ｋａ ｃａｎ ｒｅ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ｒｏ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ｏｎａｔｉｏｎ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ｓ “ ？” ） ， ａｓ ｉｎ （３３ｃ） ，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ｎｏｔ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ｃｅ a － Ｆｏｃ － Ｆｏｒｃｅ b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３３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ｉｌ⁃
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２７） 

６ ３

ＣＰ － ＤＰ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ｓｈａｌ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ｕ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ｎｏｍｉ⁃

４４２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ｎａｌｓ Ｔｈｅ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 － ｔｔｅ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ｎｏｍｉｎａｌｓ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ｖｏｃ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①

（３４） ∗ （ Ｔａｒｏｏ！） Ｔａｒｏｏ （ ∗ － ｄａ） － ｔｔｅ！
Ｔ Ｔ － ｃｏｐ － ｔｔｅ

‘ Ｔａｒｏ！ Ｔａｒｏｏｏ！ （ Ｉ’ ｍ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ｙｏｕ！） ’
Ｔｈｅｕｔｔｅｒａｎｃｅ Ｔａｒｏｏｔｔ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ｕｓｅｄ ｗｈｅ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ｃａｌｌｓ Ｔａｒｏ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ｉｎ ｖｏｃａｔｉｖｅ Ｔａｒｏｏ ｍｕｓｔ ｂｅ ｕｔｔｅｒｅｄ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 ｔｔｅ ｖｏｃａ⁃

ｔｉｖｅ Ｉｔ ｉｓ ａｓ ｉ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ｗｅｒｅ ｓｅｌｆ － ｑｕｏｔｉｎｇ ｈｉｍ ／ ｈｅｒｓｅｌｆ，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ｎｄ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ｉｎｇ － ｔｅ ｏｆ － ｔｔｅ ａｓ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 ｔｔｅ ｖｏｃａｔｉｖｅｃａｎ ｂｅ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ｂａ， ａｎ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 ａｃ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ｙｏ， ｏｎ ａ ｐａｒ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ｅｘ⁃
ａｍｉｎｅｄ ｉｎ § ５ ３：

（３５） Ｔａｒｏｏ － ｔｔｅ － ｂａ （ － ｙｏ） ！ ｃｆ （２３）
Ｔ － ｔｔｅ － ｆｏｃ － ｙｏ

‘ ＴＡＲＯＯＯ！ （ Ｉ’ ｍ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ｙｏｕ！） ’
Ａ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ｔｔｅ － ｂａ － ｙｏ ｉｓ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 ｔ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ｓ 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ｉｎｉｔｅｎｅｓｓ （ Ｄｅｆ）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ｏｍｉｎａｌｓ：

（３６） ［ ［ ［ ［    Ｄｅｆ ］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 Ｆｏｃ ］ Ｆｏｒｃ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ｖｅ ］ ｃｆ （２４）
－ｔ

－ ｔｅ － ｂａ

－ ｙｏ

Ｇｉｖｅ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Ｎｕｌｌ － Ｆｏｃ Ｆｉｌｔｅｒ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ａｋ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ｓ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ａｒ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ｅｄ ｉｔ ｄｏｅｓ， ａｓ ｅｘｅｍｐｌｉｆｉｅｄ ｂｅｌｏｗ：

①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ｎｏｔ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ｐｕｌａ － ｄａ ｐｒｅｃｅｄｉｎｇ － ｔ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４４３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３７） ∗Ｔａｒｏｏ － ｔｔｅ － ｙｏ！ ｃｆ （２５ｂ）
Ｔ － ｔｔｅ － ｙｏ

‘ ＴＡＲＯＯＯ！ （ Ｉ’ ｍ ｃａｌｌｉｎｇ ｙｏｕ！） ’ ［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ｓ ｓｅｒｖｅ ａ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Ｐ － ＤＰ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Ｒｅｃａｌｌ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ｉｎ § ３ ２， ｗｈｅｒｅ ｗ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 ｔｅ

ａ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Ｆ Ｄｕｅ ｔｏ ｉｔｓ ｖｅｒｓａｔｉｌｉｔｙ， － ｔｅ ｃａｎ
ｍｅｒｇｅ ｗｉｔｈ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ｏｎ， － ｔｅ ｍｅｒ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Ｆｉｎ ｉｎ ｆｉｎｉｔｅ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Ｄｅｆ ｉｎ ｎｏｍｉ⁃
ｎａｌｓ Ｔｈｉｓ ｕｂｉｑｕｉｔｙ ｏｆ － ｔｅ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ｓ ｔｈｅ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ｔｔｅ －
ｂａ － ｙｏ ｉｎ ｂｏｔｈ ＣＰ ａｎｄ ＤＰ

７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ｈａｓ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 ｔｏ， － ｔｔｅ， － ｔｔｏ，
ａｎｄ － ｔｅ ａｒ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 （１８） ，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１８）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ｕｒ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ｔｏ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 ｔｔｏ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 ｔｔｅ
－ ｔ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Ｆ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 ｔｔｅ ａｎｄ － ｔｔｏ ａｓ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ｌｙ， ｉｓ ａ ｓｈｏｒｔｈａｎｄ Ａｃｃｕｒａｔｅｌｙ， ｉｔ ｉｓ － ｔｅ ａｎｄ － ｔｏ， ｕｐｏｎ ｍｅｒｇｅｒ ｗｉｔｈ － ｔ ｑｕａ
Ｆｉｎ， ｔｈａｔ ａｒ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 ｔｅ
ａｎｄ － ｔｏ ａｒｅ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Ｆ ａｎｄ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 － ｔｔｅ ａｎｄ － ｔｔｏ

ａｒｅ “ ｖｅｒｂａｌ，” ｔｈｕｓ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ｓ Ｆｏｒｃｅｓｐｅｅｃｈａｃｔ ｉｓ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ｌｙ ｓｏ；
ｔｈａｔ ｉｓ ｗｈｙ － ｔｔｏ ｉｓ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Ｂ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ｔｈｅ “ ｖｅｒｂａｌ”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ｉ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Ｖ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ｑｕｏｔｅ］ ｏｎ － ｔｔｅ Ｗｈｅｎ ［ ｑｕｏｔｅ］

４４４

Ｐａｒｔ ＩＩＩ Ｃａｒ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ｙｎｔａｘ： Ｃｒｏｓｓ － 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ｔａｙｓ ｉｎ ｓｉｔｕ， ｔｈｅ － ｔｔ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ｃａｎ ｂｅ ａ ｍａｔｒｉｘ， ｂｕｔ ｉｔ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ｃｌａｕｓｅ， ａｓ ［ ｑｕｏｔｅ］ ｕｎｄｅｒｇｏｅ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ｔａｒｇ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ｖｅｒｂ，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 ｔｔｅ ｅｎｄｓ ｕｐ ａｓ ａ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ｏｆ － ｔｏ ｑｕａ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 ｏｎｌ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Ｔｈａｔ － ｔｅ ｃａｎ ｈｅａｄ ｎｅｉｔｈｅｒ ａ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ｎｏｒ ｍａ⁃
ｔｒｉｘ ｃｌａｕｓｅ ｉｓ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ｉｓ ｎｏｔ ａ Ｆｏｒｃ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ｂｕｔ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ｆｕｎｃ⁃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Ｆ

Ｗｅ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ａｒｇｕｅｄ （ ｉ） ｔｈａｔ ｓｅｎｔｅｎｃｅ － ｆｉｎ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ｓａ ａｎｄ － ｙｏ ａｒ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ｔｏ ｖｅｒｂｓ ｏｆ ｓｐｅｅｃｈ ｉ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 （ ｉｉ）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ｃｕｓ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ｂａ ｃａｎ ｏｃｃｕｒ ａ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ｕｓ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ｉｎ ｔｈｅＦｏｒｃｅ ｄｏｍａｉｎ， ｂｕｔ ｎｏｔ 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 ｐａｒｔ ｔｈｅｒｅｏｆ， ａｎｄ （ ｉｉｉ）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ｉｅｓ ｃａｎ ｂｅ ｅｎｄｏｒｓｅｄ ｆｏｒ ｑｕｏｔａｔｉ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ｅｓ ａｎｄ ｖｏｃａｔｉｖ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ｓｏ ｍａｎ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ｉｎｅ

ｏｆ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ｒｅ ｌｅｆｔ ｆｏ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ｄｏ ｓｏ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ｍｏｓ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ｄｏｍａｉｎ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ｍｕｓｔ ｂｅ ｂｒｏａｄｅｎｅｄ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ｄｅ⁃
ｔａｉｌｅｄ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ｐｒｅｃｉ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ｄａｔａ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
ｒｙ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ｗｅ ｈａ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 ｔｏ ａｓ Ｆｏｒｃｅｒｅｐｏｒｔ， ｕｎｌｅｓｓ ｉｔ ｉｍ⁃

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ｆｏｌｌｏｗｓ － ｔ ｑｕａ Ｆｉｎ，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ａｔ － ｔｏ ｃａｎ ａｌｓｏ ｂｅ Ｆｏｒｃｅｑｕｏｔｅ， ｊｕｓｔ

ｌｉｋｅ － ｔｔ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ｌｙ ｐｒｅｃｅｄｅｄ ｂｙ － ｎｄａ ｏｒ － ｄａ （ｓｅｅ ｆｏｏｔｎｏｔｅ ３）：
（３８） ａ Ｋｉｍｉ － ｇａ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 ｎ － ｄａ） － ｔｏ ｃｆ （２）
２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ｅｌｅｃｔ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ｎｍｌ － ｃｏｐ － ｔｏ

‘ Ｙｏｕ’ 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Ｉ’ ｍ ｑｕｏｔｉｎｇ）  ’

ｂ Ｋｉｍｉ － ｇａｇｉｔｙｏｏ － ｎｉｅｒａｂ － ａｒｅ － ｔａ∗ （ － ｄａ） － ｔｏ？

２ｓ － ｎｏｍ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 ｔｏｅｌｅｃｔ － ｐａｓｓ － ｐａｓｔ － ｃｏｐ － ｔｏ

‘ Ａｒｅ ｙｏｕ ｓａｙ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ｙｏｕ’ 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ａｓ ｃｈａｉｒｐｅｒｓｏｎ？’

Ｉｔ ｔｈｕｓ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ｔｈａｔ － ｎｄａ ａｎｄ － ｄａ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 ｍａｔｒｉｃｉｚｅ”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ｗｉｓ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 ｏｎｌｙ － ｔｏ ｃｌａｕｓ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ｔｈｅｍ ｌｏｏｋ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ｋｉｎ
ｔｏ － ｔ ｑｕａ Ｆｉｎ ｏｆ － ｔｔｅ ａｎｄ － ｔｔｏ
①

①

Ｉｔ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ｏｎ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ｅｄ ｂｙ － ｎｄａ （ ＜ － ｎｏｄａ） ｉｓ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ｙ ｔｈｅ ｉｌｌｏｃｕ⁃

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ｏｒｃｅ ｏｆ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ｚ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４４５

Ｏｎ ａ ｍｏｒ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ｉｄｅ， ａｓ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Ｋ Ｌａｒｓｏ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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