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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7 - Syntax 
Chinese Pronouns and Demonstr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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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ase translate： 
 Please turn on your computer.  
 Right click on its screen with your mouse 

and find the right box for its IP address. 
 You can usually find it on its control 

pannel. 
 The tool bar on your computer will show 

the options available to your computer. 
 He has finally made his decisions but has 

also been worried about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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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rules 

 English: 名詞出 場必有標記 
 Chine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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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坐輪椅的女子來找我，據她說，□
二十歲時走路 □經常跌倒，醫生診斷後
判定□得了多發性硬化症， □並說這個
病只能用藥物暫時控制□ ， □不可能治
好，請她要有心理準備， □發病到了一
定程度後， □就要坐輪椅□才能行動。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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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pronouns 

在貓村有很多貓 / 很多隻貓 
他們 / 它們 都是當地人養的 
每一隻都有名字 / 一個名字/ 自己的名字 
每天貓兒們會去找它們的主人/主人們 
貓兒只吃主人/它們的主人/自己的主人給
的食物。 

我很喜歡貓，但是貓的/它的/它們的糞便
有對孕婦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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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e of 自己 

一個人要成功， 靠的不是自己而是別人。 
有些出生寒門而自以為成功的人，往往
不屑提起自己的生父，把成功完全歸之
餘自己的辛勤。 

如果連你自己都認為自己作不到，怎麼
可能成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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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Chinese pronouns 
◦ wǒ  我   /  zán  咱 
◦ nǐ    你   /  nín  您 
◦ tā    他-她-它 
◦ Plural marker -  men   

 Demonstratives 
◦ zhè 這   /  nà 那 

 Both pronouns and demonstratives can be 
used to represent a noun 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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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ular form Plural from 

First-
person 

我  wǒ → I  
咱  zán → I and you together 

我們  wǒmén  
咱們  zánmen  

Second-
person 

你   Nǐ 
您   Nín → the polite form 

你們  nǐmén  
*您們  nínmen  

Third-
person 

       他  → males 
tā    她  → females 
       它  → non-humans 

               他們 
tā men    她們 
               它們 

Chinese Pronou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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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onouns 

 The third-person pronouns are not 
commonly used in Chinese. 

 Overuse of pronouns tend to be 
commonly found in beginner learners. 

 Chinese speakers tend to 
◦ Repeat the entire name.  
 eg 貓 

◦ Add a determiner or a demonstrative 
 eg. 那貓 or 這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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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Pronouns 

 can stand for the entire NP 
◦ 找姐姐的朋友→找他 

 can not assume the head position of an 
NP 
◦ *找姊姊的他 

 can be used as a modifier of a noun 
◦ 找他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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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onstrative 

this that 

Normal form zhè  nà  

Colloquial form zhèi   nèi   

Rhotacized form 這兒 zhèr  那兒 nàr  

 Plural maker – xiē 
 zhèxiē 這些   /   nàxiē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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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ing rules 

 DP → DET (NCL) 
◦ DP → 那        個     
          (DET)  (NCL) 
 

 NP → (DP) (ADJ) N 
◦ NP → 那個       好        人 
             (DP)     (ADJ)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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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ing rules 

 NP → PRO  
 NP → PRO N 
 NP → DET 
 Determiner can stand for an entire noun.  
◦ 我就要這些 
◦ 我就要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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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Reflexive Pronoun 自己 

 An antecedent is require to exist within 
the sentence for reference. 

 To represent the entire NP 
◦ 他打自己 

 To take up a modifier position of a noun 
◦ 他打自己腦袋 

 Can occur immediately after a pronoun 
for emphasis 
◦ 他自己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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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iprocal Element  

彼此 bǐcǐ are two morphemes that are 
demonstratives in classical Chinese. 

彼此 bǐcǐ occur frequently in the adverb 
position. 
◦ 他們總是彼此尊重 

彼此 bǐcǐ can be easily replaced by a 
similar reciprocal adverb 互相 hùxiā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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