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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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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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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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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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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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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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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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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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