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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小課本  ─ from怡安 
 http://blog.udn.com/hwangcharngan/4036527 
 您看左邊那頁第三行下方 "媽媽生氣的責
罵..."這應該可以看出國小生已經不分"地"
和"的“了?! 

她害怕得一直搖頭     
  媽媽生氣的責罵弟弟     

 

害怕得 + Result/Comp  =>  V得 R 
  生氣的 + V  =>  Manner/ADV 的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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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Reduplication and Classif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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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uplication 

 A phenomenon in which a morpheme is 
repeated to form a new word. 

 Different patterns for different purposes 
sometimes with cliticized particles kàn  

 Chinese allows  
1. Classifiers 
2. Verbs                   to be reduplicated 
3. Adjec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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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er 

 As a part of nominal modifiers 
◦ 一條新聞 → 今日條條新聞都很重要 
◦ 一座山 → 這地方座座山都很高 
◦ 一件行李 → 海關件件行李都檢查 

 

 As an adverb modifying the whole 
sentence 
◦ 一天時間 → 我們現在天天吃雜糧 
◦ 一條魚 → 他養的魚條條都很大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Informal kinship terms 

 Chinese kinship terms are reduplicated to 
address family members. 

                                 
                              

Formal  Informal 
父親 爸爸 
母親 媽媽 
家兄 哥哥 
家弟 弟弟 
家姐 姐姐 
家妹 妹妹 
祖父 爺爺 

* Note that informal  
terms like 哥哥/弟弟 
can refer to siblings in 
general but formal                 
terms like 家兄/家弟 
can only refer to one’s 
own sibl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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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osyllabic adjectives 
 To make a adjective more vivid or 

emphatic. 
◦ 紅花 → 紅紅的花 
◦ 厚書 → 厚厚的書 
◦ 甜甜圈 

 
 To become adverbials of manner 

modifying verbs. 
◦ 慢跑 → 慢慢地跑 
◦ 快走 → 快快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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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yllabic adjective 

 As a modifier of a noun 
1. 舒服 → 舒舒服服的環境 
2. 普通 → 普普通通的人  

 As a modifier of a verb 
1. 舒服 → 舒舒服服地坐下來 
2. 快樂 → 快快樂樂地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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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syllabic adjective？ 

小資女孩向前衝： 
 長相一般般，身材一般般，頭腦一般般 
 
 ？普通通？ 
老摳摳？ 
年輕輕？ 
香噴噴 
熱騰騰     冰涼涼    陰森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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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s – volitional verbs 

 Chinese volitional verbs are reduplicated 
to signal a delimitative aspect. 

 Three ways of reduplication： 
◦ Normal reduplication 
 我昨天就寫寫信，看看書，沒做甚麼 

◦ Reduplication with a clitic kàn  
 我想寫寫看   = give it a try? 

◦ V-one-V form 
 我想一想再說  ＝ give it a thought?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 

Verbs – non-volitional verbs 

 Some non-volitional verbs can be used in 
VV-kàn or V-ONE-V patterns to imply a 
warning. 
◦ *你忘忘 
◦ 你忘忘看，他肯定會罵你 
◦ 我忘一忘，他就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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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s 

 Only coordinate and restrictive 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節省、解決）can be 
reduplicated in ABAB pattern  
◦ 討論 → 我們就討論討論這個問題 
◦ 研究 → 你研究研究看 
◦ *討論一討論  
◦ *研究一研究 
◦ *討討論論   
◦ *研研究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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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s 

 The verb compounds below are not 
allowed to be reduplicated.  
1. Non-restrictive compounds （cf. 看得見） 
 看見 →*看見看見  *看看見見 

2. Directional verb compounds  
 出去 → *出去出去 *出出去去 

3. Attainment resultative compounds  
 看到 → *看到看到 *看看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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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bs 

 In verb object combinations, only the 
initial monosyllabic verb-like syllable is 
reduplicated. 
◦ 睡覺 → 睡睡覺 
◦ 跳舞 → 跳跳舞 

 Not compatible with VV kàn or V-one-V 
◦ 睡覺 → *睡一睡覺 *睡睡看覺 
◦ 跳舞 → *跳一跳舞 *跳跳看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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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verb object compounds 

 Must be reduplicated in ABAB pattern or 
ABAB-kàn pattern 

 Frequently have its syntactic object 
dropped or take a pronoun only 
◦ 他常常抱怨她的朋友 (syntactic object) 
◦ 你讓她抱怨抱怨看 (dropped) 
◦ 你讓她抱怨抱怨我看 (pronoun o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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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s bet. AABB and ABAB 

Adv vs. Adj: 
◦他風風光光的嫁了女兒 
◦？他風光風光的嫁了女兒 
◦？他很風風光光 
◦As a modifier 

Verb: 
◦這次你可以風光風光了! 
◦As a pre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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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lassifiers 
 All concrete nouns in Chinese must be 

used with a numeral classifier. 
 Semantic compatibility with concrete 

nouns  
◦ 只 zhǐ denoting a round-shape thing 
   三只球    *四只蛇 
◦ 條 tiáo denoting a rope-like thing 
   四條蛇     *三條球  
◦ 本 běn denoting a book-like thing 
◦ 四本書      *三本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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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ntoned classifier ge 

 No longer carries a sense of shape 
 The generic or default classifer 
 Compatible with a number of nouns 
 Functioning as a counter 
◦ 一個人 
◦ 一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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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lassifiers 

 Most commonly used classifiers can 
followed by adjectives 
◦ 一大個西瓜 
◦ 一小本書 
◦ 一大塊煎餅 

 Usually classifiers are preceding the 
adjectives 
◦ 幾個大西瓜 
◦ 三本小書 
◦ 六塊大煎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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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lassifiers 些 xiē  

 Plural marker xiē ‘several’ is insensitive to 
size and shape 

 Generally in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with classifiers 
◦ 買些魚 or 買幾條魚 
◦ *買些條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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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of classifiers 
 張   (Tai and Chao 1994)  
 As a verb:  to throw a bow  
◦張弓   =>    張目結舌 

 As a related noun:  object with stretchable strings 
◦一張弓  >  一張犁  >  一張琴 

 Extended to similar shape :  an extended surface   
  一張網 >  一張餅  >  一張紙  > 一張畫  
 As a grammaticalized classifier:  
    一張床   一張桌子   一張椅子     一張臉     
 Cor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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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ded surface 

Extended flat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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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bout 面/片？ 

面 ＝face 
 Object with flat surface？ 
 But NOT Interchangeable with 張 
◦ 一面牆   ≠   ？一張牆  
◦ 一面旗子 ≠   ？一張旗子 

 Why? 
張：flat surface 
面：flat surface as a front side (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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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片 

一片 麵包/土司/豬排/阿司匹林 
一片 草地/火海/沙漠 
一片 真心/混亂 
 

 Compare:  一片紙  vs 一張紙 
 
片: a piece of wood  =>  a piece of paper 
張: a whole surface  =>  a sheet of paper 
◦ 一片樹葉 vs. *一張樹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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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work 

 How many classifiers are used in 
Mandarin? 

 Please come up with a complete list of 
classifiers commonly used in Mandarin. 

 For each classifier, please give 1-3 most 
typical examples and 1-3 extended 
examples with less concrete nouns. 

 Explain what is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class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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