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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中央研究院聲明稿

近日外界針對本院法律學研究所黃國昌副研究員

參與社會運動期間是否違反公務員相關法規乙事，提

出諸多批評與指教，特此聲明回應，以解疑慮。

本院作為全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對於各種不

同觀點的學術意見，向來尊重研究者的價值判斷與選

擇，避免以特定觀點強加於個別研究人員。同時，本

院亦尊重個別研究人員基於其價值與信念，針對公共

議題所表達的公開主張，以落實民主社會的言論保

障。

本院研究人員既具公務員身分，理當遵守相關法

規。《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第7條規定「公務人員不

得於上班或勤務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活

動」；關於請假一事，由於黃員係以請假方式或於假

日參與非政黨活動，並未違反規定。

另查法律學研究所「法實證研究資料中心」，係

為厚植法實證研究、經該所學術諮詢委員會決議通過

設置之任務編組，而非本院研究所組織規程所明訂需

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之單位，故黃員擔任該中心執行

長一職，即非屬本院相關法規所認定之行政職務。

學術研究無法自閉於象牙塔中，需走入人群，與

國家發展和社會脈動相結合，實踐人類對永恆價值的

追尋。學者依其學術研究與知識探索所獲得之確信，

提出具體主張，應享有言論自由之保障，此恆為民主

社會之常態。本院作為公立研究機關，本於維護學術

研究不受特定立場干預，就個別研究人員的言論，向

來尊重多元，兼容並蓄。本院研究人員倘未掌握行政

權力，亦未涉及行政資源之分配，其所表達之公共意

見，至盼社會能給予正面的看待。

2014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舉行
頒獎典禮

本院自1996年起每年頒授「年輕學者研究著作

獎」，以獎勵國內年輕學者深入思考，從事創新性與

前瞻性的研究，並發表優秀著作。19年來這項甚具激

勵作用的獎項，已為國內外培育出許多傑出的研究人

員，充分彰顯其學術意義。

今年共計16位得獎者，每位獲頒獎金新臺幣20萬

元、研究獎助費新臺幣30萬元，以及獎牌一面。

「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頒獎典禮，於103年6月5

日（星期四）上午9時45分於本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

究所一樓演講廳舉行。

今年獲獎名單如后（依姓氏筆畫排序）。

數理科學組（6人）

何宗易（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副教授）

吳耀庭（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教授）

李憲忠（本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康逸雲 Francisca Kemper（本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

究所副研究員）

張之威（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助理研

究員）

謝銘倫（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生命科學組（5人）

沈聖峰（本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韋保羅 Paul E. Verslues（本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

楊松昇（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內科學科暨醫學科學

研究所副教授）

楊維元（本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蘇怡璇（本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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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及社會科學組（5人）
王智明（本院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

呂心純（本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文源（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陳昭如（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趙順良（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人事動態

邱訪義先生奉核定為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聘期自2014年5月21日起。
黃舒芃女士奉核定為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聘期自2014年5月21日起。
吳建輝先生奉核定為歐美研究所副研究員，聘期自2014年5月22日起。

學術活動
應用個體計量研習營

活動日期： 2014年6月11日（週三）至2014年7月10日（週四）
會議地點：本院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主辦單位：本院人社中心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

參考網址： http://www.rchss.sinica.edu.tw/cibs/WAME2014

公布欄
「鳴沙遺珍─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特展

展覽日期：2014年5月3日（週六）至8月30日（週六）
展        區：歷史文物陳列館2樓202室「珍藏圖書區」
展覽說明： 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成立之初(1928)曾設「敦煌材料研究班」，本所傅斯年圖

書館藏有51件四至十一世紀的敦煌文獻，內容主要是佛經寫卷。
今年五月初，歷史文物陳列館精選具有代表性的文書，推出「鳴沙遺珍─傅斯年圖

書館藏敦煌遺書」特展。展件跨東晉、南北朝、隋、唐、吐蕃統治、歸義軍統治等各時期

寫卷，可一覽書體在歷史長河中的變遷軌跡，不啻敦煌歷史文化縮影；佛教經、律、論俱

足，其中《圓明論》歷代經錄佛藏未收，九卷散見英、法、俄、日，可補他卷不足；《四

分律》可與上海圖書館及天津博物館所藏的《四分律》綴接；《大般涅槃經》、《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尼神咒》

為異本，可校經文的異同；還有儒家《周易正義》「賁卦」殘卷，為稀見珍本。就近在臺灣就能欣賞珍貴的敦煌

手卷，因緣難得，請勿錯過！

歷史文物陳列館參觀資訊：

開放時間：每週三、六 09:30-16:30（遇國定假日及選舉日不開放）
地址：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30號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電話：(02) 26523180 或 （開館日） 27829555 分機202

官網：http://www.asihp.net/~museum/tw/main.php

知識天地
名詞性動貌：以鄒語為例

張永利副研究員（語言學研究所）

本文以鄒語為例，並輔以華語的比較，說明一般被認定只出現在動詞上的動貌，其實也可以出現在名詞上，

稱為名詞性動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鄒語的名詞性動貌標記nia相當於華語‘先父’的‘先’、‘前妻’的‘前’、‘老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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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老’，其功能和華語經驗貌‘過’一樣，都表示狀態的不延續。

一、前言

動貌(aspect)，一般的理解是標示事件或狀態的內部時間結構，如起始、持續、進行、結束或經歷，通常出現
在動詞上（因而得名動貌）。例如，在華語裡，(1a)起始貌標記‘了’、(1b)的進行貌標記‘在’、(1c)的完整貌‘了’
以及(1d)的經驗貌‘過’都出現在動詞上： 

(1)  　a. 春暖花開，嫩綠的樹芽紛紛冒了出來。（起始貌）
b. 工人正在油漆。　　　　　　　　　　（進行貌）
c. 我們昨天看了一場精彩的電影　　　　（完整貌）
d. 他去過芬蘭。　　　　　　　　　　　（經驗貌）

然而，近年來的研究發現，動貌其實也會標示人或物的時間狀態、出現在名詞上，稱為名詞性動貌。在華

語裡，名詞性動貌並沒有構成語法體系，只是由各種不同的詞彙來標示，例如‘先父’的‘先’、‘常委’的‘常’或

‘再版’的‘再’都是標示人或物的時間狀態；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英語的former president的former、frequent flyer的
frequent或是second edition的second。相對的，鄒語的名詞性動貌就相當特殊，構成語法體系。本文將以鄒語為例來
介紹此一新的研究課題，並輔以比較華語與英語相對的詞彙標示，讓讀者有一個更遼闊的視野。

本文所稱鄒語目前官方說法為北鄒語，主要通行於嘉義縣阿里山鄉，人口約四千餘人。鄒語與華語和英語不

同，為動詞居首的語言；每個句子通常都由一個助動詞開頭，表達事件或狀態是否已經發生、發生時間距離現在

的遠近、事件是否為習慣性等；名詞出現在動詞之後，通常前加一個格位標記；格位標記表達該名詞在句子裡的

語法關係，同時也標示該名詞指稱物體距離說話者的遠近、說話者說話時該物體是否在場以及該說話者是否看過

該物體等。這些語法特色我們在第二節將以實例展現。

二、鄒語的名詞性動貌

鄒語的名詞性動貌最常用的就是標示經驗貌的nia。nia出現在名詞前，表示該名詞的狀態或性質沒有延續到說
話時間。這種不延續(discontinuity)的特質在不同的情境下與不同的名詞搭配使用，會產生許多各式各樣的意義。在
例句(2)，nia與存在的不延續有關，nia出現在親屬稱謂amo ‘父親’之前，表示是已逝世的父親，其功能相當於華語
‘先父’的‘先’或是英語late father的late之功能。拿掉nia，amo指涉就變成是父親還在世。

(2)　kuhcu　　to　　nia　　amo-’u　　(na)　　eni 
皮衣　　屬格   經驗貌 父親-我的   絕對格   這個
‘這是我先父的皮衣。’

在例句(3)，nia表示身份的不延續—nia的功能相當於華語‘前妻’的‘前’或是英語ex-wife的ex-之功能，在於表示
人際關係詞vcongu ‘配偶’以前曾經是Mo’o的妻子，但現在已經喪失此一身份。

(3)　’a　　　nia　　(la)　　vcongu　　to　　mo’o　　(na)　　taini
肯定式 經驗貌 習慣貌      配偶        屬格     人名      絕對格    他/她
‘她確實是Mo’o的前妻。’

在例句(4)，nia與領屬的不延續有關，其功能在於表達財產emoo ‘房子’以前曾是我的，但現在已經易主了；nia
相當於華語‘以前的房子’的‘以前的’所扮演的角色；在英語沒有對應的詞，比較常見的表達方法是用固定的動詞片

語used to。
 
(4)　nia　　　la　　emoo-’u　　(na)　　eni

經驗貌 習慣貌  房子-我的   絕對格   這個
‘這棟房子以前是我的。’

在例句(5)，nia表示外觀的改變，其功能在於表達人造物品ca’hu ‘椅子’以前曾是完好無瑕，但現在已經損壞
了。nia這種用法在華語和英語都找不到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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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cu　　　　　　　　　  aemo’u　　si　　nia　　ca’hu
不及物.實現態-狀態改變　   裂開     絕對格 經驗貌     椅子
‘這椅子已經裂開了。’   

在例句(6)，nia表示功能的改變—寢具hopo ‘床’以前是床，但現在已經拿來當作儲物空間。nia這種用法大約相
當於華語‘舊倉庫’的‘舊’之功能。

(6)　os-’o　　　　　　si-i　　　 to　　　macucuma　’o　　　nia　　hopo-’u
　及物.實現態-我　放-施用式  斜格東西　　          　 絕對格　 經驗貌   床-我的
‘我把東西放在我（以前的）床上。’

 經驗貌的nia不是動詞性動貌，而是名詞性動貌，這一點可以從兩方面的證據得到證實。第一，nia只出現
在名詞之前、也只修飾名詞；第二，nia通常出現在格位標記之後，而格位標記只標記名詞組。

 經驗貌的nia並非孤立的語法成份，而是與其他動貌形成對立體系的一環。最為顯著的是nia與表示非實現
式（未來式）tena的對比—在例句(7)，tena與vcongu ‘配偶’搭配，表示‘未婚夫/妻’的意義，與例句(3)所傳達的‘前
妻’形成在時間上前後的對立。

 
(7)　zou　　taini ’o　　　tena-’u　　vcongu
　強調式　    他　 絕對格     未實現態-我的 配偶
‘他/她是我的未婚夫/未婚妻。’  
同理，例句(8)的，tena相對於nia，表達kingatu ‘頭目’此一身份的未來性，即‘未來的頭目’：
  
(8)　’o　　　tena　　　la　　　kingatu　　zou　　mo’o   
    限定詞    未實現態   習慣貌          頭目       強調式    人名       
‘Mo’o是未來的頭目。’
從這個角度來看，nia與華語經驗貌‘過’不管在功能上或是在系統性上都很類似。如例句(9a)所示，經驗貌

‘過’表示狀態的不延續—他之前去過芬蘭，但現在回來了，人已經不在那裡了；這與完整貌‘了’形成對比，完整

貌‘了’可以表示狀態的延續—例句(9b)表達的是，他去了芬蘭，而且現在人還在那裡。

(9)　a. 他去過芬蘭。　　（經驗貌）
b. 他去了芬蘭了。　（完整貌）

由此可見，鄒語確實有名詞性動貌。

三、 華語的名詞性動貌

雖然華語沒有如鄒語nia一樣的專用名詞性經驗貌標記，但是卻有各種不同的詞彙來體現名詞性經驗貌的功
能。在例句(10)裡，形容詞‘先’、‘老’以及‘舊’都是出現在名詞之前、表達名詞狀態的不延續—(10a)的‘先’表達名
詞存在的不延續、(10b)的‘前’表達名詞身份的不延續’、(10c)的‘老’表達關係的不延續、(10d)的‘舊’表達名詞功能
的不延續—這些形容詞的分佈與功能與鄒語的名詞性經驗貌nia並無二致。

(10)　a. 先父、先母、先祖、先人、先帝
b. 前夫、前妻、前總統、前所長
c. 老家、老東家、老情人、老同學、老長官
d. 舊倉庫、舊大門、舊總站、舊址

這些表達經驗貌的形容詞與表達未來式的形容詞如‘未’、‘下’和‘新’等形成對比，如例句(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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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未婚夫、未婚妻
b. 下任總統、下任所長
c. 新家、新東家、新情人、新同學、新長官

除此之外，華語還有許多表達其他名詞性動貌的詞彙。例如，表達習慣貌的‘常’、表達重複貌的‘重/再’、表
達持續貌的‘續’等，試比較：

(12)　a. 常委、常務、常情、常規、常溫、常態、常識（習慣貌）
b. 重婚、再版 、再制（重複貌）
c. 續航力、續集、續編（持續貌） 

值得注意的是，華語的名詞性動貌的體現方式與其動詞性的動貌系統不同，也迥異於鄒語的名詞性動貌系

統，因為前者各類的動貌是透過各式各樣的詞項來表達，而後者則是統一由單一通用的語法標記來呈現。

四、結語

本文簡介名詞性動貌，並以鄒語為例、並輔以比較華語相關的表達方法，清楚說明動貌並不限於動詞，名詞

其實也可以標示動貌。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06/06(五) 16:0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王維揚教授 
(Hong Kong Baptist Univ.)

Metallated and Metal-free 
Molecular Dyes for Light, Electrical 
Energy Conversion   

林建村
研究員

06/09(一) 14: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Dr. Huan Yang Chen
(Soochow Univ., China)

Some Results on Metasurface and 
Transformation Optics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06/09(一) 14:10 數學所617研討室
(臺大院區)

Dr. Krishina B. Athreya 
(Iowa State Univ., USA)

Coalescence in Critical and 
Subcritical Galton Watson Processes 
Staistical Estimation of Integrals 
W.R.T. Infinite Measures

06/09(一) 14:30 原分所209討論室
(臺大院區)

王俊峰研究員
(中國科學院)

NMR Structure of FGF21 and Its 
Function as A Glucose Metabolism 
Modulator

余慈顏
助研究員

06/09(一) 15:30 原分所209討論室
(臺大院區)

甘哲宏博士
(Florida State Univ., USA)

Recent Developments of Solid State 
NMR Techniques

余慈顏
助研究員

06/09(一) 16:00 數學所722研討室
(臺大院區)

張清皓博士
(數學所)

Sand-Smale Theorem and Fredholm 
Maps

06/10(二)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R. Graham Cooks 
(Purdue Univ., USA)

Molecular Synthesis, Reaction 
Monitoring and Materials 
Preparation by Mass Spectrometry  

陳玉如
研究員 

06/11(三) 10: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竹內昌治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

Hydrogel Beads and Fiber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董奕鍾
副研究員

06/11(三) 14: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大津元一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

Dressed Phot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06/12(四) 15:00 數學所演講廳(臺大院區)

Dr. Baofeng Feng (Univ. 
of Texas- Pan American, 
USA)

General Bright-Dark Soliton 
Solution to the Continuous 
and Discrete Vector Nonlinear 
Schrodinger Equation

06/12(四) 15:30 原分所張昭鼎紀念講
堂(臺大院區)

刁維光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Understanding of Charge Transfer 
Kinetics in Perovskite Solar Cells

高橋開人
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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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13(五) 14: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Dr. Boris Luk`yanchuk
(Data Storage Inst., 
Singapore)

Fano Resonances and Topological 
Optics: The Interplay of Far-and 
near-Field Interference Phenomena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06/13(五) 14:00 資訊所新館107演講廳
蔡行健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 ) Locality of Order-Invariant  Queries 廖純中

研究員

06/13(五) 16:00 資訊所新館107演講廳

林淵炳教授 
(Central Michigan Univ., 
USA)

Rough Set Based and Computational 
Applications in Data Mining   

廖純中
研究員

06/16(一) 14:10 數學所617研討室
(臺大院區)

謝復興教授 
(Univ. of California, 
Davis, USA)

Data Mechanics and Coupling 
Geometry on Binary Bipartite 
Networks

06/18(三) 10:30 資創中心122演講廳
Dr. Tony Q.S. Quek 
(Singapore Univ.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

Recent Advances in Heterogeneous 
Cellular Networks

李佳翰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06/06(五)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林東海教授
(廈門大學)

Structural Biology of Important 
Proteins in My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06/09(一)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Mong-Hong Lee 
(The Univ.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USA)

Diabetes and Obesity Induce 
Transcriptomic and Metabolomic 
Changes Enhancing Cancer 
Aggressiveness

蕭傳鐙
研究員

06/17(二) 10:00 基因體中心1樓演講廳 Dr. Eddy F Y Liew
(Univ. of Glasgow, UK) 

The Role of Cytokines in 
Inflammator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

謝世良
特聘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6/05(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李佳怡博士後研究人員
(政治所)

Crisis and Contract Breac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eterminants of FDI Expropriation

06/05(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
中型會議室

林美莉副研究員
(近史所）

中共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推
展，1959-1966─以上海經驗為中
心

李宇平
副研究員

06/06(五) 14:00 人社中心第2會議室B 陳忠榮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Empirical Studies on Platform 
Competition of Online Auction 
Market: eBay versus Yahoo

06/06(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楊文山研究員
(社會所)

步入成人初期之臺灣年輕人性傾
向研究

汪宏倫
副研究員

06/09(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5樓會議室
黃進興特聘研究員
(史語所) 孔廟祀典與帝國禮制

06/09(一) 14:3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5樓會議室
Dr. Benjamin A. Elman 
(Princeton Univ., USA) 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

黃進興
特聘研究員

06/09(一) 14:30 民族所舊大樓3樓
第1會議室

莊英章先生(民族所) 歷史人口資料庫、地方文獻與
GIS的結合：以北埔姜家之研究
為例

呂心純
副研究員

黃郁麟經理(人社中心)

06/11(三) 12:00 民族所舊大樓3樓
第1會議室

張鴻邦先生
(國立政治大學)

曙光，閃光？臺灣原住民族傳播
議題的幾點觀察

高晨揚
助研究員

06/11(三) 15:00 史語所703室 張藝曦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正偽之間：明末復古博學之風與
江西文社士人的轉向

王鴻泰
副研究員

06/11(三) 15:30 人社中心B202會議室 徐興慶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東亞知識人的覺醒—傳統學問與
近代文明的糾葛

最新演講訊息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近期重要演講」項下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