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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研究所別：語言學研究所


論文名稱：台灣閩南語新調群分析


指導教授：蕭宇超博士


研究生：鄭雯婷


論文提要內容：(共一冊，20224字，分五章十三節；並扼要說明內容，共499字)


	 本文調查年輕世代 (1988 至 1995 年間出生者) 閩南語的變調範域 (Tone Sandhi 

Domain)，即調群 (Tone Group)。文中以「傳統調群」表文獻記載的變調範域，以「新

調群」表本文重新調查的變調範域。論文的研究立基於音韻句法互動之上，並持間接

指涉假設觀點，從韻律音韻學的角度出發，認為句法音韻間存有一韻律介面，且調群

為此介面上的韻律單位：音韻詞組 (Phonological Phrase, ϕ)。 

 本文發現新調群與傳統調群的劃分相異。前人研究指出，調群邊界 (#) 標於音

韻詞組右端，音韻詞組為一最大投射 XP，且不可為附加語及附著語。新調群僅部分可

以傳統音韻詞組界定，其他則對應至句法上的主要語 X，以及附加語最大投射 XP。此

外，新調群的邊界為選擇性地出現，具語言變異。新調群出現四種於傳統調群未見的

劃分形式：依調群邊界前的語法單位分為主要語 X 類別：(1) V # NP # (2) V # QP # 及

附加語 XP 類別： (3) QP # A # (4) AdvP # V #。 

 本文提出調群新定義，並以優選理論中的 ROE 模型進行分析，提出三個新制

約：Align-R (XP-Fnc, ϕ)、ϕ-min 及 Align-R (X-head, ϕ)。Align-R (XP-Fnc, ϕ) 用以區分功能

性投射與詞彙性投射︔ϕ-min 限制音韻詞組至少含兩音節；Align-R (X-head, ϕ) 解釋調群

邊界標註於主要語 X 右端。分析時著重制約 Align-R (XP-Fnc, ϕ) 、ϕ-min 及 Align-R (X-

head, ϕ) 與切分線 | (Critical Cut-Off Line) 的關係。整體制約排序為：Ident-T-Rϕ	| Align-R 

(XP-Fnc, ϕ) >>	ϕ-min >> Align-R (X-head, ϕ) >> *T >> Align-R (XP-Lex, ϕ)。除信實性制約 

Ident-T-Rϕ		之外，其他標記性制約皆列於切分線之下，預測語言變異。


關鍵字：變調範域、位置變調、語言變異、音韻句法互動、韻律音韻學、優選理論、

台灣閩南語、ROE (Rank-Ordering Model of E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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