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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著重點在於對最小平方估計法和一階差分

估計法的極限性質進行比較。希望能對實証工

作者選擇估計法的準則提供理論基礎。我們發

現當誤差項為非恆定時，一階差分估計法比最

小平方估計法有效率，且其效率比在極限下是

無窮大。反之，在誤差項是恆定的緩長記憶時

間數列時，最小平方估計法要比一階差分估計

法有效率。最後我們發現不管誤差項是恆定或

非恆定，一階差分估計法均可以解決在使用最

小平方估計法時t檢定統計量發散的問題。

除了緩長記憶時間數列方面的研究，我們

也探討stable分配在經濟計量學上的影響。這

是因為許多財務資料被懷疑屬於此stable分

配。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某些參數設定下，

stable分配本身可能具有無限大的母體變異

數，甚至連母體平均數在某些設定之下也可能

是無限大。我們發現Phillips (1986)在研究獨

立單根時間數列的虛假迴歸分析，對於誤差項

所加的限制超過實際所需，事實上，只要誤差

項屬於stable分配，即使它不具有有限大的二

階動差，傳統的t統計量仍是以O(T0.5)的速度

發散。這表示當被解釋變數和解釋變數均為單

根時間數列時，不管誤差項的二階動差為有限

大與否，虛假迴歸的可能性仍需考慮。這也間

接証明資料本身具有的緩長記憶性質才是造成

虛假迴歸問題的關鍵。

而延續以上論文的研究，我們將提出方法

以解決緩長記憶所造成虛假迴歸問題。主要的

切入點是先証明以一個自我相關(AR)模型在

極限下是可以漸近一個恆定I(d)數列。換句話

說，一個恆定I(d)數列若對其k個落後期進行

迴歸，由此迴歸所得之殘差值其時間數列性質

將漸近於模型本身的誤差項。因此，如果我們

要檢定兩組恆定I(d)數列之間是否獨立，我們

可以對這兩組數列各別進行自我迴歸，同時將

此迴歸所得的兩組殘差值收集起來，並運用

Haugh (1976)提出的統計量對此兩組殘差進行

相關性檢定。由於此兩組殘差的極限表現等同

於模型本身各自的誤差項，因此Haugh的檢定

統計量在資料為緩長記憶時間數列時的理論基

礎也能成立。如此，我們不但能解決因緩長記

憶所引起的虛假迴歸問題，同時此種檢定方式

不需要估計資料的分數差分參數，因此可以省

去估計所需的大量計算，事實上，在某些分數

差分參數值下，分數差分參數的估計是相當不

易準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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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詞的無定用法(indefinite wh con-

struals)是一個相當常見的現象，幾乎每個語

言都有，只是在運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別。這



61

種用法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類型：英語型、日

語型、漢語型（請參見蔡維天1994）。英語

疑問詞的無定用法僅限於構詞層次，如what-

ever、some-what，以及全稱讓步句型(uni-

versal concessive clause)，如下例所示：

(1) a. It doesn't matter who is in charge.

b. No matter what you say, I won't be-

lieve it.

日語疑問詞的情況則較為寬鬆，運用形式以附

著在詞組上的語法標記為主：

(2) dare-mo-ga 誰-全稱標記-主格

nani-ka-o 甚麼-偏稱標記-賓格

tabe-te-iru. 吃-進行式-助詞

（這兒）每個人都在吃點甚麼東西。

至於漢語則是最自由的，以致於有所謂「驢子

句」(donkey sentence)的用法：

(3) a. 誰先笑，誰就輸了。

b. 我吃甚麼，你就吃甚麼。

噶瑪蘭語(Kavalan)、鄒語(Tsou)及賽德

克語(Seediq)的疑問句型已有許多學者做過研

究。另一方面，討論疑問詞無定用法的文獻則

較少，僅張仲良對賽德克語做過系統性的研

究。本文的目標有二：其一是將前述三個南島

語中疑問詞的無定用法整理出來，做一個報

告；其次是以比較句法的觀點評析其間異同之

處，在語言類型學上做一個定位的工作。我們

發現噶瑪蘭語和英語型、日語型的語言較為接

近：其英語型的特徵包括重疊(reduplication)

的構詞方式(4a)與全稱讓步句型(4b)：

(4) a. tiana-tiana / tia-tiana 重疊式 -誰 /重

疊式-誰

nil-an-ku. 喜歡 -受事焦

點-我G

我誰都喜歡。

b. milayan 無論

a 主格

qumni 甚麼時候

qaynep-an-ku. 睡-處所焦點-我G

我無論甚麼時候睡都可以。

其日語型特徵則以條件句中的無定用法為代

表，如例(5a,b)所示：

(5) a. yau 有

tiana 誰

rarat 人

si, 如果

parana-i-ka. 等-受事焦點-祈使式

如果有人（來），就叫他等。

b. niana 甚麼

nil-an-su 喜歡-受事焦點-你G

si, 如果

ara-i-ka. 拿-受事焦點-祈使式

如果你喜歡甚麼，就拿走好了。

相較之下，我們可以把鄒語歸類為漢語

型，因為它既有條件句(6a)和情態句(6b)的無

定用法，也允許(6c)中的驢子句：

(6) a.hoci 如果

sia 誰

na 主格

mo 現在式-主事焦點

o'te 不

tmops , 上課

te-ko 要-你

e sv ta 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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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 我

如果誰沒去上課，你就來告訴我。

b. mason 大概

sia 誰

na 主格

mo 現在式-主事焦點

mayao 拿

to 斜格

poyave, 刀

ko'ko 所以

o'a-s'o 不-我

el a. 找到

大概誰拿走了那把刀子，所以找不到。

c. sia 誰

na 主格

te 未來式

m-ueu 到-先

sia 誰

na 主格

te 未來式

oueu. 吃-先

誰先來，誰先吃

至於賽德克語疑問詞的無定用法，本文的觀察

和張仲良略有出入：我們發現至少在霧社、春

陽兩個方言中，否極運符(negative polarity

operator) ani並非一定要出現：

(7) a. ye 是否

ima 誰

m-un-eyah 主事焦點-完成式-來

hini, 這裡

kiyaka 所以

m-udulaqux 主事焦點-開

neluk. 門

是不是誰來過這裡，所以門開著。

b. ini 不

kela 知道

m-un-kan 主事焦點-完成式-吃

(ani) 任何

maanu 甚麼

heya, 他

kiyaka 所以

m-unaruh 主事焦點-病

nubuyas. 肚子

說不定他吃了甚麼，所以肚子痛。

同時，賽德克語也允許驢子句，ani一樣是可

用，而非必用：

(8) a. (ani) 任何

ima 誰

m-eyah, 主事焦點-來

(ani) 任何

ima 誰

m-a an 主事焦點-拿

sunaru. 獎品

誰來，誰就得獎。

b. m-aruy-su主事焦點-買-你N

(ani) 任何

maanu, 甚麼

m-aruy-ku 主事焦點-買-我N

(ani) 任何

maanu 甚麼

uli. 也

你買甚麼，我就買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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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因此認為賽德克語是兼具漢語型和日語型

的特色，須和鄒語、噶瑪蘭語區 分開來。茲將

上述三個南島語的類型歸納如下：

噶瑪蘭語 賽德克語 鄒　　語

英語型 ˇ

日語型 ˇ ˇ

漢語型 ˇ ˇ

總結來說，本文對噶瑪蘭語、鄒語、賽德

克語中疑問詞的無定用法做了初步的整理，並

從比較句法的觀點來考察這三個南島語的語法

特質，為它們在語言類型學上做了一個定位的

工作。文中並提議以語言習得的角度來思考其

間類型混同的問題。我們發現一個語言類型並

不是一個絕對的範疇，而應將其視為一套區辨

特徵(distinctive features)的組合。藉此我們

可以建立一套較有彈性的方法論，同時照顧到

語言的普遍性與歧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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