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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本院余英時院士獲頒交通大學名譽文學

博士學位 
本院人文社會組余英時院士於99年6月21日，在普

林斯頓接受國立交通大學吳重雨校長頒授名譽博士學

位。

余院士為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生、美國哈佛

大學歷史學博士。曾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

副校長；歷任哈佛大學正教授、耶魯大學講座教授、普

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現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講座

教授、本院史語所通信研究員。1980年當選中央研究院

院士。余院士精研中國社會史及思想史，在學術界以博

學著稱，是享譽國際的歷史學家與思想家，研究範圍縱

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從中國上古史至近代史都有專門

論述。專著有《歷史與思想》、《論戴震與章學誠》、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現代儒學的回顧與展

望》等逾五十本，近作《朱熹的歷史世界》、《宋明理

學與政治文化》更是開啟了宋代思想研究的新領域。他

不僅引領海峽兩岸思想史研究風騷歷三十年而不墜，並

培育了許多優秀的中外史學研究人才。

由於對中國史學研究有開創性的貢獻，余先生於

2004年獲選為美國哲學會院士，2006年更獲得美國國會

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

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是亞洲第一位獲頒該獎項的歷

史學家。

本院許倬雲院士獲頒政治大學名譽文學

博士學位 
本院人文社會組許倬雲院士於99年6月14日榮獲國

立政治大學頒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

許院士畢業於台大歷史系，後赴美國芝加哥大學進

修，獲人文科學哲學博士學位。先後獲聘為匹茲堡大學

歷史系及社會系合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講座教

授、夏威夷大學講座教授、杜克大學講座教授、東方研

究評議會主席；歷任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研

究員、特聘講座；台大歷史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

特聘講座等職。1980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現為美國

匹茲堡大學歷史系退休名譽教授、史語所兼任研究員。

著有《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漢代農業》、《萬古江

河》、《從歷史看領導》、《從歷史看人物》、《我者

與他者》等數十本著作。

許院士精通中國上古史、文化史、社會史，視點不

拘泥於中國和中國歷史本身，亦熟稔西方歷史，擁有全

球性世界視野。學養不止於歷史學本身，擅長將其他學

科當作精研歷史課題的工具，廣及經濟、文化、社會、

文學、藝術、宗教，乃至科學。不囿於書齋，時時心懷

天下。為海內外公認、卓有建樹的中國古代史學家，也

是真正從中國走向世界的知識人。

數位典藏「寶貝 台灣寶貝」主題特展
開跑了！ 

本院數位典藏展示中心每年定期於人文館2樓舉辦

2次主題特展。新展「寶貝 台灣寶貝」─貝類與人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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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性主題特展已於99年5月17日開幕。喜愛

數位典藏展示中心主題特展的朋友們，一定

也會非常喜歡貝類特展，目前已陸續有許多

學校團體預約參觀，反應非常熱烈，歡迎喜

愛貝類或數典的老師與朋友們前來參觀與指

導。

進入特展前會看到美麗的「維納斯骨

螺」的展示，有木雕材質，有原尺寸的標本以及巫文隆老師的好朋友紙雕大師洪新

富老師所設計的紙雕版，令人讚嘆。展場也會看到貝文物的收藏，像是世界僅四個

基因突變白化的「澳洲大香螺」或看到極似原住民圖騰的五彩蜑螺以及兩種不同顏

色的亞洲日月蛤和像極了高掛在天空的美麗星星「星螺」。

展場的內容，是以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台灣本土貝類資料庫為主軸－立

足台灣，放眼世界，除介紹了世界貝類與台灣貝類的分佈特性外，更深入探討貝類

與人類的關係與互動，透過認識貝文化系列的食、衣、住、行、育、樂六大領域以

及美麗的貝文化藝術品，使更多人了解貝類與人類之間密不可分的關係。

本次特展的「寶貝主題秀」，固定每月會更換主題及展件。第一個月(5月17日至6月18日)主題介紹『貝錢與貝類

郵票』，第二個月(6月21日至7月16日)主題介紹「環保議題」的環保心觀念─「寶貝台灣，寶貝！」，藉由「非貝是

貝」的貝藝品，將丟棄不用的貝殼轉換成精緻的藝術品，來提倡環保，傳達減少貝殼的數量，環保再利用的概念。

展覽現場有貝類古文賀卡製作，每個人都可以寫下祝賀的話並刻有自己名字的電子章。小蝸牛陸貝區的影片欣賞

及互動桌貝類遊戲區，可參加線上活動競賽，參加賀卡製作與攝影比賽前三名的朋友可以得到我們可愛的蝸牛或章魚

造型的削鉛筆機喔！歡迎大家前來參觀！

展覽時間： 99年 5月 17日到 100年 1月 31日止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 9點到下午 5點 )

預約請洽：林小姐：(02)2652-5277或 5279

線上預約：http://digiarch.sinica.edu.tw/ex_calendar.html 

特展內容：http://digiarch.sinica.edu.tw/exhibition.jsp  

貝類資料庫：http://shell.sinica.edu.tw/chinese/index_c.php

數典資源網： http://digiarch.sinica.edu.tw/index.jsp  

學術活動

本院「國際研究生學程─大師講座系列」演講訂7月13日舉行
時　　間：99年 7月 13日 (星期二 ) 14:00~16:30

地　　點：本院活動中心 2樓第 1會議室

主  講  人：徐遐生院士 (天文所 )

講　　題：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Solutions 

主  持  人：劉兆漢副院長

線上報名 : http://db3n2u.sinica.edu.tw/~textdb/tigpAct/index.php

*演講以英文進行，演講後備有茶點，歡迎參加

洽詢專線：(02)2789-9906，本院國際研究生學程辦公室邱小姐

維納斯骨螺-紙雕

白化的澳洲大香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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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深耕計畫數理組執行期滿成果演講訂7月22日舉行 
時　　間：99年 7月 22日 (星期四 ) 9:30~12:00

地　　點：本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2樓演講廳

主  講  人：許聞廉特聘研究員 (資訊所 )、李德春副研究員 (地球所 )

主  持  人：李定國博士 (本院物理所特聘研究員，學術諮詢總會執行秘書 )

*會後備有茶點，歡迎參加

洽詢專線：(02)2789-9378，本院總辦事處學術事務組徐小姐

2010年第3次環境史研究工作坊
時　　間：99年 7月 16日 (星期五 )

地　　點：本院臺史所 802室 (人文館北棟 8樓 )
時　間 講　題／發　表　人

10:00-:10:30 報到

10:30-12:10 研究報告

蕭新煌／A Journey of a Taiwanese Environmental Sociologist: Relevance to East Asia
陳吉斯／Retribalization in the Risk Society: Embodiment of Myth in Linda Hogan’s Power and 
Nequo Soqluman’s Palisia Tongku Saveq 風險社會中之部落重建：乜寇‧索克魯曼《東谷沙
飛傳奇》與琳達‧荷根《力量》中之神話體現

13:00-14:30 閱讀報告

顧雅文／Carlo M. Cipolla, trans. By Elizabeth Potter, Miasma and Disease: 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Pre-industrial Ag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劉士永／A. J. McMichael, Human Frontiers, Environments and Disea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參考網址：www.ith.sinica.edu.tw

注意事項：

一、 本工作坊不發紙本講義，請報告人準備 powerpoint講稿。出席者請自備筆記。

二、  如欲參加者，請於 7月 12日 (星期一 )下班前向劉小姐報名，以便準備午餐。連絡 Email: hsyunliu@gate.sinica.edu.

tw，需備素食者亦請說明。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業已出版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8期業已出版。本期共收

錄論文3篇：祝平一，〈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明、清的醫療市場、醫學知識與醫病關

係〉、張仲民，〈清季啟蒙人士改造民眾閱讀習慣的論述〉、小濱正子，〈計劃生育的開端--

1950-1960年代的上海〉；研究與討論1篇：陳耀煌，〈從中央到地方：三十年來西方中共農村

革命史研究述評〉。另收書評1篇。共188頁，定價平裝250元。同仁如 欲瞭解詳細資訊，請洽

近史所發行室吳小姐，電話(02)2789-8208。

《台灣社會學》第19期業已出版
《台灣社會學》第19期業已出版，本期收錄4篇研究論文、3篇書評及回應：

齊偉先／現代社會中宗教發展的風險意涵：台灣本土宗教活動規畫所體現的「選擇親近性」

陳美華／性化的國境管理：「假結婚」查察與中國移民／性工作者的排除

鄭瑋寧／文化形式的商品化、「心」的工作和經濟治理：以魯凱人的香椿產銷為例

汪宏倫／從《戰爭論》到《新歷史教科書》：試論日本當代民族主義的怨恨心態及其制度成因

曾嬿芬／閱讀臺灣的社會學角度：評《社會學與臺灣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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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玉華／荊棘之路：評喻維欣的台日女性職涯比較研究

喻維欣／回應＜荊棘之路＞

《台灣社會學》每年6月、12月出刊。凡社會學及相關學科之學術論文與書評均歡迎賜稿，投稿及審查相關事

宜，請見《台灣社會學》網頁http://sociology.ntu.edu.tw/ntusocial/journal/journal.htm，或連絡編輯室謝小姐，電話：(02) 

2652-5077；電子郵件：tseditor@sinica.edu.tw。購買及訂閱請洽群學出版社，電話：(02)2370-2123。

《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
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已進行修訂再版

本院社會學研究所專書《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回歸現實：台灣

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已進行修訂再版。

《茶鄉社會誌》以在地範疇來勾繪茶鄉的整體社會圖像與社會性原則，藉此重新分析血

緣、地緣、宗教信仰與實踐、以及股份等已經被辨識出來的運作法則。本書更有意識地將資本

主義與現代國家搬上檯面，細究二者與在地範疇之間的關係。此外，本書突顯了「做」這個在

地範疇所呈現出來的「存有」經驗，並以在地的「社會」經驗為基礎，重新概念化「社會」這

個概念。

《回歸現實》結合世代研究與敘事認同理論，釐清70年代台灣的戰後世代與政治、文化變

遷的關係，探討年輕的「回歸現實」世代的出現，以及其中挖掘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化界

人士、鄉土文學作家與提倡者、發揚日據時期台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的黨外等三群成員，分析

焦點在於他們的(1)世代認同、(2)國族歷史敘事與認同、(3)挑戰既有政治體制、重構文化趨向的

社會行動三者之密切關係，以及他們與後來本土化、台灣化的歷史發展的關連。

更多內容介紹請見http://www.ios.sinica.edu.tw/ios/?pid=37。購買請洽本院四分溪書坊或展售

社會所出版品的各大書局。即日起至8月底止，在四分溪書坊購買社會所專書，一律享有75折

優惠。

公布欄

人社(調研)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計畫執行單位

資料簡介 *

父母親的角色楷模與
運動熱情對兒童參與
身體活動的影響

廖主民／
國立體育大學
體育研究所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以父母的運動熱情為基礎來探討「父母社會化
模式」中父母作為角色楷模的機制。本研究檢驗父母的運動熱情是否能預
測兒童的運動期望價值信念與運動參與程度。研究對象包括498位國小五
及六年級學童(年齡M= 11.63, SD= 0.79歲)及其父母。測量的變項包括父母
的調和式熱情與強迫式熱情，兒童的身體活動量、運動頻率、能力期望、
需求努力、失敗代價、重要他人期望代價及工作價值。標準多元迴歸分析
結果顯示，只有父母對運動的調和式熱情對兒童的運動頻率、能力期望、
工作價值有顯著的預測力，但是調和式熱情與強迫式熱情對兒童的身體活
動量、需求努力、失敗代價、重要他人期望代價都沒有顯著的預測力。本
研究顯示父母對於運動有越高的調和式熱情，則其子女越會經常去運動，
子女對自己的運動能力越有信心，子女也會覺得運動的價值越高。顯然父
母不僅本身要多參與運動，作為子女的模仿對象，也要伴隨正向的情感，
讓子女感受到父母運動時的喜悅。

*資料簡介節選自研究報告書中。

開放項目包括：資料檔、問卷、過錄編碼簿、次數分配表、研究成果報告。

欲更進一步瞭解上述資料相關訊息，請參見「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網頁 (http://srda.sinica.edu.tw/)或洽詢邱小姐。電話：

(02)2787-1829；E-mail：srda@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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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調研)中心執行「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六期第一次」面訪調查
人社(調研)中心協辦『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六期第一次』將於99年7月12日至9月5日進行面訪調查，在此期間

會有訪員至府上拜訪，煩擾之處敬請見諒，洽詢電話：(02)2787-1800轉分機：1844、1815、1830、1834  吳先生、張先

生、張小姐、李先生。

連結網址：http://survey.sinica.edu.tw/research/news/A201005.html

本院「利用數位典藏改善學術研究環境計畫」徵求100年度計畫(8月15日截止)
本院100年度「利用數位典藏改善學術研究環境計畫」自即日起至8月15日接受申請。本年度計畫徵求重點為促進

數位化成果的研究運用，以及將成果回饋給學術界或大眾使用。

申請者請自行下載100年計畫書格式，於截止日前將紙本(1份正本及4份影本)送至「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大樓

1201R」，並將電子檔傳送至irine@gate.sinica.edu.tw。若有任何問題請洽近史所陳小姐(電話：(02)2782-4166#107)。

知識天地

淺談福建省三明話的兩種「子」後綴*
吳瑞文助研究員(語言學研究所)

摘要

本文根據我們前往福建省三明市的田野調查，討論三明話的兩種「子」後綴。三明話有兩個不同形式的「子」後

綴3與0，我們首先描述它們各自的語法功能，進而從音韻規則對應的角度說明它們的語源都是「子」。三明話

中「子」後綴之所以有3、0兩個形式，原因是它們運作不同的規律，屬於不同的語言層次。相較於國語與臺灣

閩南語，三明話利用不同層次的「子」形成語法功能上的分工。

引言

2010年4月9日至21日，我前往中國福建省三明市進行為期13天的語言調查。就自然地理而言，三明市位處武夷山

與戴雲山之間的低地，並有沙溪河由西南向東北貫穿。三明話屬於閩中方言。就語言分佈而言，閩中方言北與閩北方

言接壤，東與閩東、閩南方言相鄰，西部則與客語、贛語毗連。由於位處閩、客、贛三個大方言的交界，閩中方言的

語言現象相當豐富。在這篇小文章中，我將報導三明話的一個有趣的現象：兩種「子」後綴，並提出初步的分析。

所謂「後綴」(suffix)，是指黏附於詞根之後，表達抽象語法意義的成分。在臺灣閩南語中，常見的後綴是

「3」，比方3 3(小狗)、7 3(桌子)、2 3(盤子)等。(註1)以上三個例子中的「狗、桌、盤」負擔「名詞」

這一具體的意義，「3」的語法功能就是作為名詞後綴。在三明話中，我觀察到兩個不同的獨立音節後綴：3與

0，它們都是「子」並有不同的語法功能。

第一種後綴3

三明話的第一種後綴3，主要的功能是指「小」並有若干語義的引伸。3是三明話中最為能產(productive)、構

詞能力最強的後綴。先來看看現象：

※表一

詞根 加綴形式 詞根 加綴形式

(1) 3 狗
3 狶 豬
2 牛

3 3 小狗
3 3 小狶
2 3 小牛

1 雞
2 猴
7 鴨

1 3 小雞
2 3 小猴
7 3 小鴨

(2) 4 麥
2 梅
4 栗

4 3 麥子
2 3 梅子
4 3 栗子

─
6 2 芋頭
4 李

2 3 蠶
6 3 小芋頭
4 3 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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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根 加綴形式 詞根 加綴形式

(3) 3 1 手巾
7 桌
5 鏡
1 刀

3 1 3 小手巾
7 3 小桌
5 3 小鏡
1 3 小刀

4 杖
3 椅
2 船
2 錘

4 3 小杖
3 3 小椅
2 3 小船
2 3 小錘

(4) 4被
2 1 樓梯

4 3 小被 包小孩用
2 1 3 小樓梯 可攜帶的

4 蓆 4 3 小蓆 指小孩的尿片

(5) 4舅
1姑

4 3 小舅 妻之兄弟
1 3 小姑 夫之妹妹

2 姨 2 3 小姨 妻之姊妹

(6) ─
1男陰 成人

3 3 耳朵
1 3 男陰 小孩

─
─

3 3 3 手指頭
3 3 女陰 不分成人或小孩

在表一中，我們將三明話裡帶有後綴 3的詞彙分為 6類，說明如下。

第(1)類的詞根都是動物，加上「子」後綴3可指這些動物的幼仔。第(2)類的詞則大多是指形體較小的植物果實

或昆蟲。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蠶」沒有獨立使用的詞根，一定要與後綴3同時出現。第(3)類是名詞，加上了後綴

3後，指該物品的「小」。第(4)類的詞根，加上後綴3後也有具體的指小意涵，而且意義有所引伸。比方「蓆」

4本指大張的草蓆或竹蓆，加了後綴3後指的是小孩的尿布，形體確實較小而語意已與原本的「蓆」不同。第

(5)類是親屬詞。就輩份而言，舅、姨是指母親的兄弟姊妹，姑則是指父親的姊妹，都是尊親屬；加了後綴3，則分

別成為平輩的舅子、小姨子與小姑。第(6)類是身體器官名詞。很顯然地，這類詞大多數都沒有詞根，僅有的一組對比

是表男陰的1與1 3。這組對比使我們得以追溯身體部位詞彙的構詞歷程。我們推測，三明話早期曾存在單音

節的3、3與雙音節的3 3，之後纔加上指「小」的後綴3，這個加綴的形式後來取代了原有的詞幹，成

為指涉該身體部位的詞彙。

第二種後綴0

三明話另一種後綴0，其能產性與構詞能力遠不及前面的後綴3，卻有特殊的語法功能─輕蔑或厭惡。首先

來看看現象：

就構詞的角度而言，三明話中加上後綴0所造出

來的詞，帶有輕蔑或厭惡的感情成分。這類構詞方式

在臺灣閩南語中也可以見到，比方1 5「搬戲」(演

戲)，加上了「3」成為1 5 3之後，指的是演戲的

人，且帶有輕蔑的色彩。

行文至此，細心的讀者想來已經注意到了兩件事。

第一，三明話中的後綴3與後綴0的聲調是不一樣

的，前者為陰上調，標為3；後者為輕聲，標為0。第

二，在表一與表二中，我們給語料作了不同的標註。

在表二中，後綴0的前一成分都加上底線，表一則沒

有。之所以這麼處理的原因是，在表一中，詞幹加上後

綴3的時候，詞幹本身會發生聲調的變化，也就是所謂的「連讀變調」。相對地，表二中的詞幹加上後綴0時，

詞幹本身不會發生聲調的變化。從這樣的差異可以知道，即便都是後綴，3與0它們兩者跟詞根的關係仍然有差

異。從語言學的角度而言，這個現象如何解釋呢？我們認為這是詞彙內部焦點的不同。在「X-3」的結構中，詞

彙焦點落在後綴3上，因此相鄰的前一成分便發生變調。相對地，在「X-0」的結構中，詞彙焦點則落在「X」

上，讀為本調是重讀的形式，後綴0也相對地讀為輕聲。這個解釋可從表二的中性稱呼上得到印證。以詞幹3 

※表二

中性稱呼 輕蔑、厭惡

7 2 0 禿頭人 7 0 禿子

4 7 0 目瞎人 7 0 瞎子

3 2 0 耳聾人 2 0 聾子

4 3 0 病啞人 3 0 啞子

3 1 0 跛腳人 3 0 跛子

2 5 0 痲臉人 2 0 痲子

7 1 0 發癲人 1 0 癲子



6

週報　第1278期

7

1(跛腳)為例，加上指人的0後指涉跛腳的人，3 1 0這一詞彙的焦點在詞幹上，居末位音節的也調整為輕

聲0，此時它是後綴。當作為單音節詞彙而非後綴，此時它的語意相當於國語的人「2」、閩南語的儂「2」，

讀的便是陽平調2。

3與0的語源是什麼？

瞭解了三明話3與0的語法功能之後，進一步值得思考的是它們的語源為何。所謂「語源」，乃是指某個語

音形式的來源，在這裡我們主要是指漢字的寫法，因此也可稱為「本字」。在日常生活中，語言出乎口入乎耳，做為

溝通工具本無待於文字。然而，當我們進一步想知道，某個口語常用詞的方塊字該怎麼寫？在歷史上如何發展出現在

的用法？這就有賴於找出正確的語源。因此，為漢語方言尋找漢語語源，就成為漢語方言研究的重要課題。漢語方言

語源的考證，其本質就是歷史語言學。歷史語言學的基本假設是，語言的演變有其規律性與系統性，時間進程中產生

的種種變化並非可東可西，漫無方向。這一前提使得語源的探索有其邏輯上的可行性。

探求方言中某個語音形式的語源，最基本而首要的工作是找到音韻上的規則對應。我們先來看看0與3在三

明話中的音韻規則對應。0的現象比較單純，我們先討論它：

※表三 

子 字 事 始 時 試

三明話 0 5 5 3 2 5

中古音 *3 *5 *5 *3 *2 *5

從以上音韻規則對應來看，「字事始時試」等字在中古時期都是來自止攝之韻開口三等，在現代三明話的韻母讀音是，

聲母與聲調也大致有相應的表現。我們因此可以推論，三明話裡讀為輕聲的 0，也是來自同一組規則對應，0

可以寫為中古止攝之韻上聲字的「子」。從古音到現代三明話的語音變化可推測如下：

R1 *- > -

至於聲調，我們認為 0來自更早階段的 3，輕聲調 0是後起的。

接著來看3在三明話中的音韻規則對應：

※表四

子 耳 台 海 來 菜

三明話 3 3 2 3 2 5

中古音 *3 *3 *2 *3 *2 *5

上古音 *3 *3 *2 *3 *3 *5

根據上表，如果僅就三明話 ()與中古音 (*/*)的對應來看，我們似乎不能認為 3就是「子」，理由是韻母形式差

異太大，我們說不出合理的演變規則。但若參考上古音的表現，不難發現「子耳」與「台海來菜」等字在上古時期同

屬之部，韻母相同，差異只在介音 --的有無。我們不妨假設三明話的前身曾發生以下變化：

R2 *-- >  / _

R3 *- > 

以「子耳」兩字而言，從上古到現代三明話，率先發生的變化是介音成分 --的丟失。接著，根據歷史語言學的基本規則，

相同的條件有相同的演變，早期的 *-一起變為現代的 -。

根據以上音韻對應的討論，我們認為三明話中的0與3，都可以寫成方塊字「子」。我們更由此得知，

「子」這個詞在三明話中存在兩套音韻規則對應，一套與中古有關，一套與上古有關，這個現象本身說明三明話存在

不同的時代層次。

從語義的根源來看，三明話的3與0都來自指「子女」意義的「子」。本義是「子女」意義的詞發展為後綴

在漢語方言中屢見不鮮。比方國語兼用「兒」(球兒、鳥兒)與「子」(豆子、鴿子)；又如閩南語的後綴「3」來自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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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的囝「3」。有趣的是，三明話則選擇了同一語源

的不同形式─3與0─彼此分工，擔任不同語法功能的後

綴。另外，三明話還利用輕聲這個手段來標記加綴後詞彙內

部焦點的不同。

本文簡單地介紹了三明話的一個現象並進行初步的分

析。未來我們將持續地調查三明話及鄰近地區的方言，以獲

得更全面、更深入的認識。

註釋

*   首先感謝三明師院余克強教授慷慨熱情地介紹發音人，使我

們的調查工作得以順利開展。其次則要感謝發音人林順蘭女

士 (2010年首次調查，時年 64歲 )，她對三明話的嫻熟使本文的寫作有了最根本的憑藉。最後還要感謝語言所助理

林志憲先生，本文所附方言地圖是他的佳作。

1.  本文語料採用國際音標標注。音標末的數字表示聲調的類，在三明話中有 6個聲調，分別是陰平─ 1、陽平─ 2、

陰上─ 3、陽上─ 4、去聲─ 5、陰入─ 7。另有輕聲調，標為 0。

2. 加上 *的形式表示是語言學家利用古代文獻材料擬測出來的讀音。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07/08(四)

10: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Hsiao-Wei Liu
(Univ. of McGill , Canada)

Single Molecule Studies of 
HIV-1 Nucleocapsid Protein/
Nucleic Acid Interactions

孫世勝
副研究員

15:00 數學所演講廳
(台大院區)

周蜀林教授
(Peking Univ.)

Entropy and Renormalized 
Solutions for the p(x)-Laplacian 
Equation with Measure Data

 

07/09(五)

10: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Chi-How Peng  
(Carnegie Mellon Univ., 
USA)

Aspects of Controlled Radical 
Polymerization (CRP): 
Development and Kinetic 
Studies of CRP Mediated by 
Cobalt and Copper Complexes

孫世勝
副研究員

14:0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台大院區)

Dr. Nicolas Pradel 
(ASTRON, The Netherlands)

Compact Symmetric Object and 
SKA pathfinder Lofar  

07/12(一)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Hsing-Lin Wang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USA)

Facile Synthesis of Conjugated 
Polymers and Nanostructured 
Metals toward Optical and 
Sensing Applications

陳錦地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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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5(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S. Rajagopal
(Madurai Kamaraj Univ., 
India)

Aptamer Based Biosensor 呂光烈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07/12(一) 16: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Minoru Kanehisa 
(Kyoto Univ., Japan)

Molecular Network Analysis 
for Linking Genomes to Natural 
Products, Drugs and Xenobiotics 
in KEGG

楊寧蓀
特聘研究員

07/13(二) 13:30 生化所114室 謝慰親女士 
(德芮克國際)

儀器中心M104 Training 
Course: Introduction of Malvern 
Zetasizer Nano ZS (Dynamic 
Light Scattering and Zeta-
potential)

饒淑娟
研究副技師

07/19(一) 16:00 農業科技大樓1樓
A133會議室

姚孟肇特聘研究員 
(分生所)

Programmed Genome 
Rearrangements Through RNA 
Interference

楊寧蓀
特聘研究員 

07/20(二)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Jennifer O. Liang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Using Zebrafish to Understand 
the Function of the Alzheimer’s 
Disease-Associated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鍾邦柱
特聘研究員

07/26(一) 10:00 生化所114室 李宗樹先生 
(亞洲奇異醫療)

儀器中心M302 Training 
Course: Biacore T100: 
Working with DMSO – Solvent 
Correction (M102 Biacore T100 
Basic is Prerequisite)

饒淑娟
研究副技師

07/28(三)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David Van Vactor, Jr. 
(Harvard Univ.)

MicroRNA Regulation of 
Synapse Development in 
Drosophila

簡正鼎
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7/13(一)

14:00 政治所籌備處會議室B
Dr. Vinod K. Aggarwal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he 2008-2009 Financial Crisis 
and “New” Industrial Policy

14:30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連賢明副教授 
(政治大學)

養雞生蛋或殺雞取卵：論期
交稅之降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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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3(一) 14:30 歐美所研究大樓
1樓會議室

蔡美玉教授
(中正大學)

「全民公敵」：論哈畢比
《薩依德的私秘人生：悲樂
觀者》中的矛盾修辭與文化
精神分裂

07/16(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王佳琪女士
(中央大學)

Benjamin Edelman & Michael 
Schwarz: Optimal Auction 
Design and Equilibrium 
Selection in Sponsored Search 
Auctions

07/20(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王泰升合聘研究員
(台灣大學) 中華民國法上的判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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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報》投稿須知暨審稿原則　

一、投稿須知：

　　(一)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每週四出刊，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若逢連續假期則提前一天(週

二)截稿。茲據本報自96年1月18日起出刊英文版電子報，投稿時歡迎惠賜英文稿件。所有來稿請儘可能使

用E-mail：wknews@gate.sinica.edu.tw或送總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3111室或傳真至2789-8708《週報》編輯

收。

　　(二)  自97年1月1日起，〈學術演講〉將自院內Google Calendar匯出標示「本訊息與週報同步刊出」之演講訊

息，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截止時間。

　　(三) 自98年4月起新增〈院內人物側寫〉、〈輕鬆一下〉專欄，採不定期出刊。

　　(四)  〈輕鬆一下〉、〈讀者來函〉、〈活動迴響〉專欄開放院內同仁投稿，「專欄邀稿原則」請參見 http://

www.sinica.edu.tw/as/weekly/index.html。歡迎惠賜中、英文稿件，稿件一經採用，將致贈禮物一份。

　　(五)  稿件性質不限，惟須避免人身攻擊或不實描述；請勿一稿兩投。篇幅約800字為佳。原則上除特約稿外不

致稿酬。

　　(六)   投稿文章一律以真名發表。

二、審稿原則：

　　(一) 本報對來稿有刪改權。

　　(二)  本報以平衡報導為原則。在審稿過程中，稿件如係投書且內容涉及院內單位之業務，得知會該單位並約定

答覆期限。若後者未能於期限內回覆，則先刊登來文。編輯委員會對回覆稿亦有刪改權。

　　(三) 若有多篇稿件內容相似時，編輯委員會僅擇1、2篇刊登。

　　(四)  文稿遇有爭執議題，以一次答辯為限。

　　(五)  凡投稿文章經編輯委員會決議修改或不予刊登時，將以電子郵件通知投稿者建議修改之處或敘明未予刊登

之緣由。

備註：凡擬轉載本報內容者，請以書面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