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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社布農語的「三疊式」*
林蕙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本文以音韻觀點探討郡社布農語（Isbukun Bunun）中，未曾被記載過的
「三疊式」
。本文指出，
「三疊式」和郡社布農語的另一種重疊形式，即「音步
重疊」一樣，都是複製詞彙之重音音步，只是相較於只複製重音音步一次的
「音步重疊」
，
「三疊式」複製重音音步兩次。此外，與「音步重疊」不同，
「三
疊式」並不能複製所有類型的重音音步；
「三疊式」僅能複製單音節音步，而
無法複製由雙音節組成的音步。本文指出，此乃因為語言普遍不允許雙音節
結構運作三疊所致。

關鍵詞：郡社布農語、重疊構詞、
「三疊式」
、重音音步、優選理論

1. 引言
重疊構詞為臺灣南島語最常見的構詞方式之一，阿美語
（吳靜蘭 200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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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Wu 2002，Lu 2002，Yeh 2004，Zeitoun & Wu 2006，Lee 2007）
、巴宰語（Ferrel
1970；Y. Lin 1998；Blust 1999；林英津 2000；Li & Tsuchida 2001；Lu 2002；
Zeitoun & Wu 2006；Lee 2007；H. Lin 2010）
、魯凱語（齊莉莎 2000c，2016；
Hsin 2000，Wang 2005a, 2005b，Zeitoun & Wu 2006，Zeitoun 2007）
、邵語（L.
Chang 1998，黃美金 2000，Blust 2003，Lu 2003，Zeitoun & Wu 2006，Lee 2007，
簡史朗 2016）
、噶瑪蘭語（Li 1982，J. Lin 1996，張永利 2000，Li & Tsuchida 2006，
Lee 2007, 2009, 2010，H. Lin 2012，謝富惠 2016）
、以及鄒語（Tung 1964，何
大安 1976，Wright & Ladefoged 1997，齊莉莎 2000b, 2005，Chen 2001，C. Wu
2002，Zeitoun & Wu 2006，Lee 2007，H. Lin 2015，張永利、潘家榮 2016）等
語言均有豐富的重疊構詞現象。布農語為臺灣南島語之一，與其它臺灣南島語
相同，重疊構詞亦為其最常見的構詞方式之一。根據李壬癸（1988, 1997）
，布
農語共有五個方言群：分別為北部方言 Takituduh（卓社群）和 Takibakha（卡
社群）
，中部方言 Takbanuaz（巒社群）和 Takivatan（丹社群）
，以及南部方言
Isbukun （郡社群）
。有關布農語重疊詞的研究主要聚焦在郡社布農語。郡社布
農語重疊詞的研究可見於李壬癸（1997）
、黄美金（1997）
、齊莉莎（2000a）
、
葉美利（2000）
、林太等人（2001）
、Zeitoun & Wu（2006）
、伊斯坦大．達妮芙
（2009）
、黃慧娟與施朝凱（2016）
、以及 H.-S. Lin（2018, 待刊）
。郡社布農語
重疊詞文獻普遍認為，除了無相對應詞基（Base）之「詞彙化重疊」
（fossilized
reduplication）以外（例如：[χuðaŋχuðaŋ]「動來動去」，*[χuðaŋ]），郡社布農
語還有三種重疊形式，分別為「Ca-重疊」
、
「CV 重疊」
、以及「全部重疊」
（total/full
reduplication）
。這三種重疊形式的相關定義及例子如下：
（以下以底線標示複製
詞（reduplicant）
。複製詞及非複製詞前綴／後綴以「-」和其它部份區隔，中綴
以「< >」和其它部份區隔。）
(1) Ca-重疊：複製詞根首音節之韻首（onset）
，後加一個固定元音[a]，並附加
在詞根之前；例如：[pitu (tu χaðam)]「七（隻鳥）」[pa-pitu (tu ʔuvað)]
「七（個小孩）」（李壬癸 1997: 3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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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V 重疊：複製詞根音節之韻首和韻核（nucleus）
。根據文獻，
「CV 重疊」
有兩個變體，一是複製詞根首音節之韻首及韻核（例如：[kalat]「咬」>
[ka-kalat]「常咬」（葉美利 2000: 371）
）
，另一是複製詞根內部音節之韻首
及韻核（如：[ansaχan]「扛」> [an-sa-saχan]「經常扛」（伊斯坦大．達妮
芙 2009: 36）
）
。1
(3) 全部重疊：複製完整詞根，並附加在詞根之前（例如：[ma-daŋχas]「紅」>
[ma-daŋχas-daŋχas]「淺/深紅」（葉美利 2000: 361）
）
。
根據第一手田野調查的語料，2本研究發現，除了上述重疊形式外，郡社布
農語還有一類文獻未記載過的重疊形式，該重疊形式複製相同的成份兩次
（如：
[mawn]「吃」> [mawn-mawn-mawn]「東吃吃西吃吃」）
。因為此種重疊形式複
製相同成份兩次，本研究將之稱為「三疊式」
（triplication）
。本文將釐清「三疊
式」之複製範疇，以及其分佈限制。
本文的組織架構如下：由於「三疊式」與郡社布農語之音韻系統息息相關，
本文在第二節先簡單描述郡社布農語之音韻背景；第三節列舉「三疊式」之範
例，並釐清「三疊式」之複製範疇與分佈限制；第四節為結語。

2. 郡社布農語之音韻系統
郡社布農語共有 17 個音段，包含 3 個元音以及 14 個輔音，如（4）所示（何

1

有關 CV 重疊式中，CV-和-CV-之選用機制，葉美利（2000: 371）認為和「焦點」有關，-CV重疊只出現在受事焦點動詞，即詞根加-un 後綴時。伊斯坦大．達妮芙（2009）則暗示-CV重疊和 CV-重疊的選用和詞根音節數有關；-CV-重疊只運作在三音節詞根。H.-S. Lin（2018）
認為 CV-重疊和-CV-重疊的選用和「焦點」或音節數無直接關聯，因為受事焦點動詞不見得一
定運作-CV-重疊，此外，三音節詞也不見得都運作-CV-重疊。H.-S. Lin 指出，CV-重疊和-CV重疊的選用乃受詞根首音節之音韻結構影響；當詞根以輔音為首時，複製第一音節之 CV，若
詞根以元音為首，則複製第二音節之 CV。但若詞根為雙音節，則雖詞根以元音為首，重疊時
仍會複製第一音節之 CV，以避免複製詞後方之詞根小於雙音拍。詳參葉美利（2000）
、伊斯
坦大．達妮芙（2009）
、以及 H.-S. Lin（2018）之討論。

2

本文三位主要發音人皆為高雄市桃源鄉人，年齡介於 68-87 歲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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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芬等人 1986，李壬癸 1997，黃慧娟、施朝凱 2016）
。
(4) 郡社布農語音位系統
輔音：

元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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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社布農語中，和此處語料相關的音韻現象如下。首先是鄂化現象，/s/和
/t/在/i/元音前會顎化為[ɕ]和[tɕ]。如：/siða/ > [ɕiða]「結婚」，/t<in>ua/ > [tɕinua]
「打開了」。其次，郡社布農語不允許兩個元音相鄰。若相鄰的元音不同，響
度較低的高元音會讀為滑音。例如：/ma-piaχa/ > [ma-pjaχa]「跛腳」，/maun/ >
[mawn]「吃」。若相鄰的元音相同，兩個元音便會融合，如：/astala-av/ > [astalav]
「等一下」（H.-H. Lin 1996，Huang 2006），第三，根據黃慧娟（2002）及
Huang（2005），元音與另一個元音相鄰時，變為滑音或與另一個元音融合之
際，並未丟失其原本帶有之音拍（mora），證據來自於郡社布農語的重音落點。
郡社布農語的重音大多落在倒數第二音節（如：[χú.ðas]「音樂」），但當詞尾
音節帶有滑音或為融合之元音時，重音則移轉至最後音節（如：[uχ.náwn]「又，
再」，[ma.-χan.ɕjáp]「知道」，[as.ta.láv]「等一下」（< /astala-av/），顯示元音

3

郡社布農語相較於其它布農語方言，有刪略喉塞音ʔ的情形，尤其是位於字首及字尾的喉塞音。
然而，因喉塞音在詞中仍有辨意作用（試比較[siŋav]「提親」和[siŋʔav]「聲音」
）
，因此，喉
塞音仍應視為郡社布農語之音位（黃慧娟、施朝凱 2016: 13）
。

4

根據文獻記載（李壬癸 1997，黃美金 1997，黃慧娟、施朝凱 2016）
，有些布農語語者之邊
音[l]有清化為[ɬ]的情形。本研究之三位發音人中，只有最為年長的語者在某些詞彙中，位於詞
尾之邊音有清化的情形。由於[l]清化的現象並不規律，且[l]和[ɬ]之差異與本文之研究重點無關，
因此本文略去此細微差異，一律以[l]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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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滑音或與另一個元音融合之際，並未丟失其原本帶有之音拍。即：
/uµ χnaµ uµ n/ > [uµ χ.náµ wµ n]，/maµ -χaµ nɕiµ aµ p/ > [maµ .-χaµ n.ɕjµ áµp]，/aµ staµ laµ -aµ v/ >
[aµ s.taµ .láµµ v]。郡社布農語的滑音雖然帶有音拍，但位於音節首的滑音因為處於
韻首位置而不帶音拍，也不吸引重音（如：[χáµ jµ .jaµ ]「知道」）。郡社布農語
的韻尾也不帶音拍，因為它不吸引重音（如：[maµ .lúµ .daµ χ]「打」）。最後一
個和重疊詞相關的音韻背景是詞根的組成。根據李壬癸（1997: 306），郡社布
農語的詞根大多為雙音節，且最常見的音節結構為 CVC。因為最典型的音節結
構以輔音為首，因此，字根中元音相鄰的情形少見；亦即，布農語的音節大多
為單音拍音節（σµ ，mono-moraic syllable）。值得注意的是，當實詞的底層結
構只有一個元音時，該元音會延長（如：/χud/ > [χuud] 「喝」）（李壬癸 1997:
307，齊莉莎 2000: 45）
，形成雙音拍音節（σµµ，bi-moraic syllable，即：[χuµ uµ d]），
因為布農語實詞至少為雙音拍（即：σµµ 或 σµ .σµ ，黃慧娟 2002: 449）。

3. 「三疊式」的複製範疇及限制
本節討論「三疊式」的複製範疇以及限制。本研究所收集到之「三疊式」
語料如（5）和（6）所示（以下詞根以粗體標示）
。
（5）和（6）的例子明顯都
複製相同的成份兩次；在（5）的例子中，完整的詞根被複製兩次。不過，在（6）
的例子中，被複製兩次的成份並非完整的詞根，而是詞尾音節。
（5）和（6）的
詞根音節數不同；前者為單音節，後者為雙音節。不過，對於這兩類詞根而言，
被複製兩次的成份其實都是詞尾的音節，因此似乎暗示「三疊式」的複製範疇
為詞尾音節。
(5) 詞根為單音節 複製完整詞根兩次
a.

[maµ.-i͡µiµp]

吹

＞

[maµ.-iµiµp.-iµiµp.-i͡µiµp]

吹了好幾次

b.

[maµ.-χaµwµs]

剝

＞

[maµ.-χaµwµs.-χaµwµs.-χaµwµs]

剝了好幾次

c.

[maµwµn]

吃

＞

[maµwµn.-maµwµn.-maµwµn]

東吃吃西吃吃

d.

[maµ.-daµjµŋ]

大

＞

[maµ.-daµjµŋ.-daµjµŋ.-daµjµŋ]

多處有點大

e.

[miµn.-va͡µaµð]

分家

＞

[maµ.-vaµaµð.-vaµaµð.-va͡µaµð]

分成很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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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詞根為雙音節 複製詞尾音節兩次
a.

[k-uµs.baµjµ]

飛走

＞ [k-uµs.-baµjµ.-baµjµ.-bµaµj]

飛走又飛回來好幾次

b.

[saµχ.ɕjµaµl]

滑倒

＞ [saµχ.-ɕjµaµl.-ɕjµaµl.-ɕjµaµl]

滑倒好幾次

c.

[m-uµ.χaµjµv]

翻（山） ＞ [m-uµ.-χaµjµv.-χaµjµv.-χaµjµv]

d.

[maµχ.djµaµl]

滑

＞ [maµχ.-djµaµl.-djµaµl.-djµaµl]

翻了好幾次（山）
多處有點滑

然而，並非所有的雙音節詞根都可以運作「三疊式」
。
（7）所列的範例詞根
雖然也都是雙音節，卻無法運作「三疊式」
，顯示「三疊式」並非單純的複製詞
尾音節。
（8）的範例中，詞根都是三音節，同樣也無法運作「三疊式」
。
(7) 雙音節詞根  不運作「三疊式」
a.

[tɕiµ.-daµŋ.kuµl]
跳躍

b.

[tɕiµn.-χuµ.ðaµ]
驚嚇

c.

[muµs.kuµn]
一起

d.

[taµwµs.-luµ.χiµ]
生小狗

e.

[maµ.-pjµaµ.χaµ]
跛腳

f.

[maµ.tuµ.-ɕjµaµ.χuµt]
盯著

g.

[miµn.-tɕjµaµ.χaµv]
結膜炎

h.

[maµ.-kuµ.luµt]
鋸

＞ *[tɕiµ.-daµŋ.-kuµl.-kuµl.-kuµl]
跳躍好幾次
＞ *[tɕiµn.-χuµ.-ðaµ.-ðaµ.-ðaµ]
驚嚇好幾次
＞ *[muµs. -kuµn.-kuµn.-kuµn]
好幾次一起
＞ *[taµwµs.-luµ.-χiµ.-χiµ.-χiµ]
生小狗好幾次
＞ *[maµ.-pjµaµ.-χaµ.-χaµ.-χaµ]
跛腳好幾次
＞ *[maµ.tuµ.-ɕjµaµ.-χuµt.-χuµt.-χuµt]
盯著好幾次
＞ *[miµn.-tɕjµaµ.-χaµ v.-χaµ v.-χaµv]
好幾次結膜炎
＞ *[maµ.-kuµ.-luµt.-luµt.-luµt]
鋸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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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三音節詞根  不運作「三疊式」
a.

[maµ.-kaµ.liµ.ŋiµs]

醜

＞ *[maµ.-kaµ.liµ.-ŋiµs.-ŋiµs.-ŋiµ s]

非常醜

b.

[taµ.kuµ.naµv]

丟

＞ *[taµ.kuµ.-naµv.-naµv.-naµv]

丟好幾次

c.

[maµ.-naµ.nuµ.luµ]

注意

＞ *[maµ.-naµ.nuµ.-luµ.-luµ.-luµ]

注意好幾次

d.

[uµ.duµ.liµ]

跳舞

＞ *[uµ.duµ.-liµ.-liµ.-liµ]

跳舞好幾次

仔細比較可運作「三疊式」的詞彙（即：
（5）
、
（6）
）和無法運作「三疊式」
的詞彙（即：
（7）
、
（8）
）後可以發現，前者的詞尾音節都是雙音拍音節（bi-moraic,
σµµ ）
，亦即帶有長元音或滑音的音節，而後者的詞尾音節都是單音拍音節
（mono-moraic, σµ ）
，如（9）所示。因此，可推斷「三疊式」複製的範疇應該
是帶有雙音拍的詞尾音節。
(9)
a.

詞尾音節為雙音拍音節（σµµ） 可複製兩次
i. [maµ.-i͡µiµp] > [maµ.-iµiµp.-iµiµp.-i͡µiµp]
吹

吹了好幾次

ii. [maµ.-χaµwµs] > [maµ.-χaµwµ s.-χaµwµs.-χaµwµs]
剝

剝了好幾次

iii. [m-uµ.χaµjµv]> [m-uµ.-χaµjµv.-χaµjµv.-χaµjµv]
翻（山）

翻了好幾次（山）

iv. [maµχ.djµaµl] > [maµχ.-djµaµl.-djµaµl.-djµaµl]
滑
b.

多處有點滑

詞尾音節為單音拍音節（σµ） 不可複製兩次
i. [tɕiµ.-daµŋ.kuµl] > *[tɕiµ.-daµŋ.-kuµl.-kuµl.-kuµl]
跳躍

跳躍好幾次

ii. [tɕiµn.-χuµ.ðaµ] > *[tɕiµn.-χuµ.-ðaµ.-ðaµ.-ðaµ]
驚嚇

驚嚇好幾次

iii. [maµ.-naµ.nuµ.luµ] > *[maµ.-naµ.nuµ.-luµ.-luµ.-luµ]
注意

注意好幾次

132 林蕙珊

iv. [uµ.duµ.liµ] > *[uµ.duµ.-liµ.-liµ.-liµ]
跳舞

跳舞好幾次

事實上，
「三疊式」複製的範疇剛好是郡社布農語的重音音步（stress foot）
。
根據 Huang（2005），郡社布農語的重音音步屬於音拍敏感型的揚抑格音步
（quantity sensitive trochaic foot）
，且位於詞尾。普遍來說，音拍敏感的揚抑格
音步有三種可能的組成結構：（1）前輕後輕的雙音節音步（即：σµ σµ ）
，如：
[maµ .(luµ .daµ χ)]「打」
，
（2）
前重後輕的雙音節音步（即：σµµ σµ）
，如：[buµ .(χaµ jµ .jaµ )]
「光著身體」，以及（3）單音節且雙音拍的音步（即：σµµ ）
，如：[uµ χ.(naµwµ n)]
「再、又」。
「三疊式」複製的範疇符合第三類的揚抑格音步，因此「三疊式」
複製的應該是重音音步。
值得注意的是，
「三疊式」並非郡社布農語中，唯一一個複製重音音步的重
疊類型。郡社布農語中，有另一種重疊類型同樣也是複製重音音步，即：
「音步
重疊」
（foot reduplication）
（H.-S. Lin 待刊）
。但「三疊式」與「音步重疊」仍
有顯著的差別，詳見以下的討論。以下先簡介「音步重疊」形式。
如第一節所述，文獻一般認為郡社布農語有所謂的「全部重疊」形式，複
製的範疇為完整的詞根。然而，根據 H.-S. Lin（待刊）
，文獻中所謂的「全部重
疊」
，並非真正複製完整詞根，主要證據來自於（10）和（11）兩種詞根類型之
重疊結果，前者只複製三音節詞根之倒數兩個音節，後者只複製雙音節詞根之
詞尾音節。
(10) 以單音拍結尾之三音節詞根，複製倒數兩個音節（如：[maµ.-naµ.nuµ.luµ]
「注意」 ＞ [maµ.-naµ.-nuµ .luµ -nuµ.luµ]「多次注意」）
(11) 以雙音拍結尾之雙音節詞根，複製詞尾音節（如：[maµχ.ðjµaµm]「滑」 >
[maµχ.-ðjµ aµ m.-ðjµaµ m]「有點滑」）
根據 H.-S. Lin（待刊）
，前人所謂的「全部重疊」複製的並非完整詞根，
而是詞彙的重音音步，並有四種可能的複製情形，分別如（12）-（15）所列；
前兩類複製完整詞根，也是前人將此類重疊形式歸納為「全部重疊」之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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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後兩類僅複製部份詞根，是「音步重疊」並非「全部重疊」的主要證據。
此種重疊形式複製的範圍不論為單音節 σµµ（即：
（12）
、
（14）
）或雙音節 σµ σµ 、
σµµσµ （即：
（13）
、
（15）
）
，均是位於詞尾之重音音步，因此，H.-S. Lin 將「全
部重疊」改稱為「音步重疊」
。
(12) 當詞根為一個雙音拍音節時（即：σµµ ）
，複製完整詞根。
a.

[maµ.-ɕjµaµl]

好

[maµ.-ɕjµaµl.-ɕjµaµl]

有點好

b.

[maµwµn]

吃

[maµwµn.-maµwµn]

吃幾次

c.

[maµ.-kwµiµs]

瘦

[maµ.-kwµiµs-kwµiµs]

有點瘦

(13) 當詞根為雙音節，且以單音拍結尾時（即：σµ σµ 或 σµµ σµ ）
，複製完整詞根。
詞根為 σµσµ
a.

[tɕiµn.-χuµ.ðaµ]

驚嚇

[tɕiµn.-χuµ.ðaµ.-χuµ.ðaµ]

驚嚇了數次

b.

[maµ.-taµχ.duµŋ]

黑

[maµ.-taµχ.duµŋ.-taµχ.duµŋ]

有點黑

c.

[maµ.-nuµs.χiµt]

尖

[maµ.-nuµs.χiµt.-nuµs.χiµt]

有點尖

詞根為 σµµσµ
d.

[maµ.-ðaµjµ.kuµ]

彎

[maµ.-ðaµjµ.kuµ.-ðaµjµ.kuµ]

彎來彎去

a.

e.

[maµ.-χaµjµ.ðuµ]

酸

[maµ.-χaµjµ.ðuµ-χaµjµ.ðuµ]

有點酸

b.

f.

[maµ.-taµwµ.laµ]

笨

[maµ.-taµwµ.laµ-taµwµ.laµ]

有點笨

(14) 當詞根為雙音節，且詞尾音節為雙音拍時（即：σµµ ）
，複製詞尾音節。
a.

[maµχ.ðjµaµm]

滑

[maµχ.-ðjµaµm.-ðjµaµm]

有點滑

b.

[maµχ.ɕjµaµl]

有點滑

[maµχ.-ɕjµaµl.-ɕjµaµl]

有點滑

c.

[m-uµ.naµwµl]

取水

[m-uµ.-naµwµl.-naµwµl]

多次取水

(15) 當詞根為三音節，且詞尾音節為單音拍時（即：σµ σµ 或 σµµ σµ ）
，複製詞尾
雙音節。
a.

[maµ.-kaµ.liµ.ŋiµs]

醜

[maµ.-kaµ.-liµ.ŋiµ.s-liµ.ŋiµs]

有點醜

b.

[taµ.kuµ.naµv]

丟

[taµ.-kuµ.navµ.-kuµ.naµv]

丟了幾次

c.

[maµ.-naµ.nuµ.luµ]

注意

[maµ.-naµ.-nuµ.luµ.-nuµ.luµ]

注意了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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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三疊式」
，當詞根為單音節雙音拍（σµµ ）
，或當詞根為雙音節（含）
以上，並以雙音拍結尾（σ.σµµ ）時，
「三疊式」和「音步重疊」的複製範疇相
同；亦即，當詞根為單音節雙音拍時，
「三疊式」和「音步重疊」均是複製完整
詞根（試比較（5）及（12）
）
；當詞根為雙音節（含）以上，且詞尾音節為雙音
拍時，
「三疊式」和「音步重疊」也均複製詞尾音節（試比較（6）及（14）
）
。
「三
疊式」和「音步重疊」的差異在於「三疊式」複製上述範疇兩次，而「音步重
疊」僅複製一次。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兩類複製範疇均是單音節且雙音拍的音步（即：σµµ ）
；
然而，揚抑格音步除了單音節且雙音拍的音步外，還有兩種可能性，即：兩個
單音拍音節（即：σµ .σµ ）
，或是一個雙音拍音節加上一個單音拍音節的組合（即：
σµµ .σµ ）
。
「音步重疊」可以複製上述三種可能的音步類型，如（16）所示。然而，
「三疊式」卻僅能複製由單音節組成的音步，而無法複製由兩個音節組成的音
步，如（17）所示。
(16) 「音步重疊」可複製所有類形的揚抑格音步
重音
音步

複製詞

範例

σµµ

σµµ

單音節詞根
[maµ.-(kwµiµs)] 瘦 >[ma.-kwµiµs.-kwµiµs] 有點瘦
（更多例子請見（12）
）
雙音節詞根
[maµχ. (ɕjµaµl)] 滑 > [maµχ.-ɕjµaµl.-ɕjµaµl] 有點滑
（更多例子請見（14）
）

σµ.σµ

σµ.σµ

雙音節詞根
[tɕiµn.-(χuµ.ðaµ)] 驚嚇 > [tɕiµn.-χuµ.ðaµ.-χuµ.ðaµ] 驚嚇了幾次
（更多例子請見（13a-c）
）
三音節詞根
[maµ.-naµ. (nuµ.luµ)] 注意 > [maµ.-naµ.-nuµ.luµ.-nuµ.luµ ] 注意了幾次
（更多例子請見（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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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µµ.σµ

σµµ.σµ

雙音節詞根
[maµ.-(χaµjµ.ðuµ)] 酸 > [maµ.-χaµjµ.ðuµ.-χaµjµ.ðuµ] 有點酸
（更多例子請見（13d-f）
）
三音節詞根
[maµ.-uµ. (laµjµ.ðaµk)] 勤快 > [ma.-µuµ.-laµjµ.ðaµk.-laµjµ.ðaµk]
常常很勤快

(17) 「三疊式」僅能複製單音節的揚抑格音步
重音
音步

複製
詞

範例

σµµ

σµµ

單音節詞根（更多例子請見（5）
）
[maµ.-(daµjµŋ)] > [maµ. -daµjµŋ.-daµjµŋ.-daµjµŋ]
大
不是那麼大
雙音節詞根（更多例子請見（6）
）
[maµχ. (djµaµl)] > [maµχ.-djµaµl.-djµaµl.-djµaµl]
滑
多處有點滑

σµ.σµ

不 複 雙音節詞根
製
[tɕiµ.-(daµŋ.kuµl)]
跳躍

>

*[tɕiµ.-daµŋ.kuµl.-daµŋ.kuµl.-daµŋ.kuµl]

[tɕiµn.-(χuµ.ðaµ)]
驚嚇

>

*[tɕiµn.-χuµ.ðaµ.-χuµ.ðaµ--χuµ.ðaµ]

[(muµs.kuµn)]
一起

>

*[muµs.kuµn.-muµs.kuµn.-muµs.kuµn]

[taµwµs.-(luµ.χiµ)]
生小狗

>

*[taµwµs.-luµ.χiµ.-luµ.χiµ.-luµ.χiµ]

三音節詞根
[maµ.-(kaµ.liµ.ŋiµs)]
醜

>

*[maµ.-kaµ.-liµ.ŋiµs.-liµ.ŋiµs.-liµ.ŋiµs]

[taµ.(kuµ.naµv)]
丟

>

*[taµ.-kuµ.naµ v.-kuµ.naµv.-kuµ.naµv]

[maµ.-naµ. (nuµ.luµ)]
注意

>

*[maµ.-naµ.-nuµ.luµ.-nuµ.luµ.-nuµ.luµ]

[uµ.(duµ.liµ)]
跳舞

>

*[uµ.-duµ.liµ.-duµ.liµ.-duµ.li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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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µµ.σµ

不複
製

雙音節詞根
[maµ.-(pjµaµ.χaµ)]
跛腳

> *[maµ.-pjµaµ.χaµ-pjµaµ.χaµ.-pjµaµ.χaµ]

[maµ.tuµ.-(ɕjµaµ.χuµt)]
盯著

> *[maµ.tuµ.-ɕjµaµ.χuµt.-ɕjµaµ.χuµt.-ɕjµaµ.χuµt]

[miµn.-(tɕjµaµ.χaµv)]
結膜炎

> *[miµn.-tɕjµaµ.χaµv.-tɕjµaµ.χaµv.-tɕjµaµ.χaµv]

[maµ.-(ðaµjµ.kuµ)]
彎

> *[maµ.-ðaµjµ.kuµ.-ðaµjµ.kuµ.-ðaµjµ.kuµ]

為何郡社布農語「三疊式」的複製範疇雖然為重音音步，卻只能複製單音
節音步，而無法複製雙音節音步呢？事實上，
「三疊式」
對於複製詞大小的限制，
並非只出現在郡社布農語中，其它語言的「三疊式」也有類似的限制。Lu（2002）
曾研究包含了阿茲特克語（Aztec）
、北盧紹錫德語（Northern Lushootseed）
、邵
語（Thao）
、及霧台魯凱語（Budai Rukai）等四個語言的「三疊式」
（相關例子
如（18）所示）
；Lu 明確指出，
「三疊式」之複製詞大小僅能為單音節（即：σµ
或 σµµ ）
。5
(18) 其它語言的「三疊式」
a. [阿茲特克語] zanilia 講述 > za-za-zanilia 習慣講述（Lu 2002: 159）
b. [北盧紹錫德語] bədaʔ 小孩 > bi-bi-bədaʔ年紀小的小孩（Lu 2002: 159）
c. [邵語] ish 叫喊 > ish-ish-ish 密集的叫喊（Lu 2002: 161）
d. [霧台魯凱語] wa-kanə 吃 > wa-kaə-kaə-kaanə 常吃
（齊莉莎 2000: 77，
Lu 2002: 161）
因此，
「三疊式」的複製詞大小不得大於一個音節應該是語言普遍的限制。郡社
布農語「三疊式」之複製範疇雖為重音音步，卻將雙音節的重音音步排除於外，

5

有關邵語（18c）和霧台魯凱語（18d）
，Lu（2002）明確指出，這兩個臺灣南島語「三疊式」
之複製詞均為雙音拍之單音節（即：σµµ）
，此點與郡社布農語三疊式複製詞之大小完全相同。
不過，Lu 並未深究這兩個語言三疊式與其語言內部音節結構或重音規律之關聯，此議題仍有
待後人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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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了郡社布農語「三疊式」之複製詞大小也遵循這個限制。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
「三疊式」之複製詞除了必須為雙音拍音節外，其複
製之音節也必須是完整的重音音步；亦即：
「三疊式」無法僅複製重音音步為
(σµµ .σµ )之首音節，即使該音節亦為雙音拍音節，例如：[maµ.-pjµaµ.χaµ]「跛腳」 ＞
*[maµ.-pjµaµ.-pjµaµ -pjµaµ.χaµ]。

在優選理論（Optimality Theory；McCarthy & Prince 1993, Prince &
Smolensky 1993/2004）的模式下，因郡社布農語「三疊式」之複製詞必須為單
音節音步，說明了郡社布農語中應該有一個（或一組）制約，限制複製詞大小
必須為 σµµ，如：RED=σµµ 制約。由於郡社布農語僅有當詞彙之重音音步為單
音節時（即：σµµ ）
，才有「三疊式」之用法；當詞彙之重音音步為雙音節音步
時（即：σµ .σµ 或 σµµ .σµ ）
，並無「三疊式」之輸出值，形成了所謂「完全不合語
法」
（Absolute Ungrammaticality）的情形。優選理論文獻中對於「完全不合語
法」有不同的分析方式（Prince & Smolensky 1993/2004，Raffelsiefen 1996, 2004，
Orgun & Sprouse 1999; Wolf & McCarthy 2010）
。因理論分析並非本文重點，本
文不深究不同分析之差異及優劣。本文採用 Prince & Smolensky (1993/2004)，
Raffelsiefen (1996, 2004)，以及 McCarthy & Wolf (2007)之分析，認為當詞素
（morphemes）無對應之輸出值時，違反了要求詞素必須出現在表層結構的
M-PARSE 制約。由於僅有當詞彙之重音音步為單音節（而非雙音節）時，才有
「三疊式」的輸出值，說明了要求複製詞大小必須為單音節音步之 RED=σµµ
制約位階應高於 M-PARSE。此外，因為「三疊式」之複製詞僅能複製完整之重
音音步，因此，要求 複製詞兩側音段必須和重音音步兩側音段 相符之
EDGE-ANCHORHead-foot 制約（Nelson 2003: 84，McCarhy 2000，Yu 2007）
，6也必
須高於 M-PARSE 制約。即：||RED=σµµ , EDGE-ANCHead-foot >> M-PARSE||，相關優
選表如（19）-（21）所示。
（優選表中，ψ表示無輸出值。）

6

郡社布農語之重音音步為揚抑格音步，僅能為（σµµ ）
、
（σµµ.σµ）
、或（σµ.σ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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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三疊式」複製單音節的重音音步
/maµχdiµaµl-RED-RED/
a

maµχ.djµaµl.-maµχ.djµaµl.-maµχ.(djµaµl)

b

ψ

RED=σµµ

EDGE-

M-

ANCHead-foot

PARSE

*!*

**
*!

c ☞ maµχ.-djµaµl.-djµaµl.-(djµaµl)

(20) 「三疊式」不複製雙音節的重音音步-重音音步為 σµ.σµ
/tɕiµ-daµŋkuµl-RED-RED/

RED=σµµ

a

tɕiµ.-daµŋ-kuµl.-(kuµl.-kuµl)

*!*

b

tɕiµ.-daµŋ.kuµl.-daµŋ.kuµl.-(daµŋ.kuµl)

*!*

EDGE-

M-

ANCHead-foot

PARSE

c ☞ ψ

*

(21) 「三疊式」不複製雙音節的重音音步-重音音步為 σµµ.σµ
/maµ -piµaµχaµ-RED-RED/
a

maµ.-pjµaµ.χaµ.-pjµaµ.χaµ.-(pjµaµ.χaµ)

b

maµ.- pjµaµ.-pjµaµ-(pjµaµ.χaµ)

c ☞ ψ

RED=σµµ

EDGE-

M-

ANCHead-foot

PARSE

*!*
*!*
*

||RED=σµµ , EDGE-ANCHead-foot >> M-PARSE||預測僅有當詞彙之重音音步為單
音節雙音拍 σµµ 時，才有「三疊式」之用法；當詞彙之重音音步為其它形式時，
無「三疊式」之輸出值。反觀「音步重疊」
，由於「音步重疊」可以複製所有類
型之揚抑格重音音步，顯示 M-PARSE 制約不可違反。且為確保複製詞大小為音
步，必須有一個（或一組）制約限制複製詞大小為音步，如：RED=Σ 制約。因
「音步重疊」可以複製所有類型的音步，故 RED=Σ 之位階必須高於將複製詞
大小侷限於單音節音步的 RED=σµµ。且因「音步重疊」複製的仍是完整的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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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EDGE-ANCHead-foot 亦不可被違反；即：||M-PARSE, RED=Σ, EDGE-ANCHead-foot >>
RED=σµµ ||；相關優選表如（22）所示。
(22) 「音步重疊」複製所有類型之重音音步
RED=Σ

M-

EDGE-

PARSE

ANCHead-foot

RED=σµµ

/maµχdiµaµl-RED/
a

maµχ.djµaµl.-maµχ.(djµaµl)

b

ψ

*!

*
*!

c ☞ maµχ.-djµaµl.-(djµaµl)
/tɕiµ-daµŋkuµl-RED/
a

tɕiµ.-daµŋ.-(kuµl.-kuµl)

b

ψ

*!

*
*!

c ☞ tɕiµ.-daµŋ.kuµl.-(daµŋ.kuµl)

*

/maµ -piµaµχaµ-RED/
a

ψ

b

maµ.-pjµaµ.-(pjµaµ.χaµ)

*!
*!

c ☞ maµ.-pjµaµ.χaµ.-(pjµaµ.χaµ)

*

在「三疊式」中，由於複製詞無法複製所有類型之重音音步，因此 RED=Σ 之
位階應低於 M-PARSE。
「三疊式」和「音步重疊」之制約位階差異（如（23）所
示）
，主要在於 M-PARSE 在前者可被違反，在後者不可被違反，因此，前者在
詞彙之重音音步大於單音節時，無法產生相對應之重疊形式。
(23) 制約差異
「三疊式」
：RED=σµµ , EDGE-ANCHead-foot >> M-PARSE >> RED=Σ
「音步重疊」
：M-PARSE, RED=Σ, EDGE-ANCHead-foot >> RED=σµ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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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疊式」除了在複製重音音步的次數以及允許複製的音步類型與「音步
重疊」不同外，其傳達的語意也不太相同。不過基本上，
「三疊式」的語意主要
依附在「音步重疊」的語意之上，並多半強化「音步重疊」所傳達的語意。
「音
步重疊」運作在動態動詞時，主要表達動作重覆，如（24A）所示，運作在靜
態動詞時，主要表達程度增加或減弱，如（25A）所示。當「三疊式」運作在
動態動詞之上時，則表示動作重覆的次數比「音步重疊」式多，如（24B）所
示。
「三疊式」運作在靜態動詞的情形比較少，其所傳達的語意也也不如動態動
詞運作「三疊式」時來的明確。基本上，
「三疊式」運作在靜態動詞時，多半傳
達數量較「音步重疊」增加的情形，也可能用來表達程度更增加或更減弱，如
（25B）所示。
（24）與（25）之相關例句如（26）及（27）所示，同一詞彙中，
「音步重疊」之例句以 X’表示，
「三疊式」之例句以 X”表示。
(24) 動態動詞
a.

b.

c.

A.「音步重疊」

B.「三疊式」

[k-usbaj]

[k-us-baj-baj]

[k-us-baj-baj-baj]

飛走

飛走又飛回來

飛走又飛回來多次

[tɕis-ŋaws]

[tɕis-ŋaws-ŋaws]

[tɕis-ŋaws-ŋaws-ŋaws]

超前

超前幾次

超前多次

[saχɕjal]

[saχ-ɕjal-ɕjal]

[saχ-ɕjal-ɕjal-ɕjal]

滑倒

滑倒幾次

滑倒多次

(25) 靜態動詞
a.

b.

c.

A.「音步重疊」

B.「三疊式」

[maχdjal]

[maχ-djal-djal]

[maχ-djal-djal-djal]

滑

有點滑

多處有點滑

[ma-dajŋ]

[ma-dajŋ-dajŋ]

[ma-dajŋ-dajŋ-dajŋ]

大

有點大

多處有點大 (比[ma-dajŋ-dajŋ]小)

[ma-kwis]

[ma-kwis-kwis]

[ma-kwis-kwis-kwis]

瘦

很瘦

非常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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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動態動詞之例句

(RED = 複製詞)

a’. sadu sajkin χaðam tu
看

我

鳥

k-us-baj-baj daða tɕja lukis

補語 飛-RED

上

在 樹

‘我看到一隻鳥在樹上飛來飛去’
a’’. sadu sajkin χaðam tu
看

我

鳥

k-us-baj-baj-baj daða tɕja lukis

補語 飛-RED-RED

上

在

樹

‘我看到一隻鳥在樹上不停的飛來飛去’ （次數更多）
b’. tɕis-ŋaws-ŋaws-sik mas
超越-RED-我

pasiskun-an tu bunun

賓語標記 團

的 人

'我幾次超越登山團的人'
b’’. tɕis-ŋaws-ŋaws-ŋaws-an-ku

pasiskun-an tu bunun

超越-RED-RED-我-賓語標記 團
的 人
'我多次超越登山團的人' （次數更多）
c’. saja haj
ɕja vaχlas saχ-ɕjal-ɕjal.
他 主題標記 在 河流 滑倒-RED
‘他在河邊滑倒幾次’
c’’. saja haj
ɕja vaχlas saχ-ɕjal-ɕjal-ɕjal
他 主題標記 在 河流 滑倒-RED-RED
‘他在河邊滑倒多次’ （次數更多）
(27) 靜態動詞之例句

(RED = 複製詞)

a’. maχ-djal-djal tu daːn
滑-RED

的 路

‘那條路有點滑’
a’’. maχ-djal-djal-djal tu daːn
滑-RED-RED
‘那條路多處有點滑’

的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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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sajtɕja katdaːn haj
他的

ma-dajŋ-dajŋ tu lumaχ

居住地 主題標記 大-RED

的 房子

‘他住的地方房子都有點大’
b’’. isajtɕja katdaːn haj
他

ma-dajŋ-dajŋ-dajŋ tu lumaχ

居住地 主題標記 大-RED-RED

的 房子

‘他住的地方房子都有點大、數量較多’
c’. ma-kwis-kwis tu binanauwaz
瘦-RED

的 女生

‘很瘦的女生’
c”. ma-kwis-kwis-kwis tu binanauwaz
瘦-RED-RED

的 女生

‘非常瘦的女生’
如前所述，僅有詞彙之重音音步為雙音拍之單音節（即：σµµ ）時，方能運
作「三疊式」
。不過，正如並非所有的詞彙均能運作「音步重疊」
（即：
「全部重
疊」
，黃慧娟、施朝凱 2016: 31）
，並非所有重音音步為 σµµ 之詞彙均能運作「三
疊式」
。7有關「三疊式」的運作情形，本研究的三位發音人存在一些個別差異，
但其共通點為：
（1）所有涉及三疊式之詞彙皆以雙音拍音節結尾，
（2）若以雙
音拍音節結尾，卻不能運作「三疊式」的詞彙，絶大多數也沒有「音步重疊」
的用法。本研究的三名發音人年齡分別為：87 歲、74 歲及 68 歲；其中，最年
輕的發音人與較為年長的兩位發音人相比，似乎更有創造力；在語意合法的情
形下，允許絕大多數的詞彙運作「音步重疊」
，因此幾乎所有以雙音拍音節結尾
的詞彙均可運作「三疊式」
。另外兩位發音人在某些詞彙並不運作「音步重疊」
，
因此，那些無法運作「音步重疊」的詞彙雖以雙音拍音節結尾，亦無「三疊式」

7

此處各別詞彙無法運作「音步重疊」或「三疊式」之因素與音韻無關，較可能與詞彙之語意
或發音人之語感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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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法；例如（28）中，發音人二認為 mu-nawl「倒水」並無「音步重疊」之
用法，因此，即使該詞彙以雙音拍音節結尾，亦無「三疊式」之用法。8
(28)
「音步重疊」
發音人一

a. ma-dajŋ

68 歲，女

大
b. ma-i͡ip
吹
c. m-unawl
倒水

發音人二

a. ma-dajŋ

87 歲，女

大
b. ma-i͡ip
吹
c. m-unawl
倒水

發音人三

a.

74 歲，男
b.

c.

8

ma-dajŋ-dajŋ
有點大
ma-iip-i͡ip
吹幾次
m-u-naul-naul
倒水幾次
ma-dajŋ-dajŋ
有點大
ma-iip-i͡ip
吹幾次
*m-u-naul-naul
倒水幾次

ma-dajŋ

ma-dajŋ-dajŋ

大

有點大

ma-i͡ip

*ma-iip-i͡ip

吹

吹幾次

m-unawl

*m-u-naul-naul

倒水

倒水幾次

更多例子請見附錄。

「三疊式」
ma-dajŋ-dajŋ-dajŋ
多處有點大
ma-iip-iip-i͡ip
吹好幾次
m-u-naul-naul-naul
倒水好幾次
ma-dajŋ-dajŋ-dajŋ
多處有點大
ma-iip-iip-i͡ip
吹好幾次
*m-u-naul-naul-naul
倒水好幾次
ma-dajŋ-dajŋ-dajŋ
多處有點大
*ma-iip-iip-i͡ip
吹好幾次
*m-u-naul-naul-naul
倒水好幾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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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能運作「音步重疊」的詞彙，才能運作「三疊式」的可能原因，是因為「三
疊式」之語意依附在「音步重疊」之語意上所致。由於「三疊式」對其複製詞
大小有所限制，且靜態動詞三疊的情形較少，因此，並非所有能運作「音步重
疊」之詞彙均能運作「三疊式」
；
「三疊式」相對來說也較為少見。

4. 結語
本文探討郡社布農語中，未曾被記載過的「三疊式」
。本文指出，
「三疊式」
的複製範疇為郡社布農語的重音音步，與方言內部的另一種重疊形式，即「音
步重疊」
，之複製範疇相同，只是相較於只複製重音音步一次的「音步重疊」
，
「三
疊式」複製重音音步兩次，且僅能複製單音節（雙音拍）的音步。語意上，
「三
疊式」的語意主要依附在「音步重疊」的語意上，並多半強化「音步重疊」所
傳達之語意。由於「三疊式」對其複製詞大小有所限制，且靜態動詞運作「三
疊式」的情形較為少見，因此，整體而言，
「三疊式」並不普遍，這多少解釋了
為何先前有關郡社布農語的文獻未曾記載該重疊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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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發音人一，68 歲，女
「音步重疊」

「三疊式」

tɕis-ŋaws

tɕis-ŋaws-ŋaws

tɕis-ŋaws-ŋaws-ŋaws

超前

幾次超前

多次超前

ðawm

ma-ðawm-ðawm

ma-ðawm-ðawm-ðawm

嫩的、軟的

有點軟

幾處有點軟

is-kawn

is-kawn-kawn

is-kawn-kawn-kawn

用來吃

偶爾用來吃

多次用來吃

k-usbaj

k-us-baj-baj

k-us-baj-baj-baj

飛走

飛走又飛回來幾次

飛走又飛回來多次

ma-djav

ma-djav-djav

ma-djav-djav-djav

黃

有點黃

不是那麼黃（比 ma-djav-djav 不黃）

ma-χajs

ma-χajs-χajs

ma-χajs-χajs-χajs

整理出界線
maχu͡un

幾次整理出界線
ma-χuun-χu͡un

多次整理出界線
ma-χuun-χuun-χu͡un

開墾

開墾幾次

開墾多次

m-akatajn

m-aka-tajn-tajn

m-aka-tajn-tajn-tajn

繞路

繞路幾次

繞路多次

mawn

mawn-mawn

mawn-mawn-mawn

吃

吃幾次

東吃吃西吃吃

mu-ba͡as

mu-baas-ba͡as

mu-baas-baas-ba͡as

回報

回報幾次

回報多次

m-uda͡ap

m-u-daap-da͡ap

m-u-daap-daap-da͡ap

協助

偶爾協助

多次協助

m-uχajv

m-u-χajiv-χajv

m-u-χajv-χajv-χajv

翻山／消失

翻過兩座山／消失幾次

翻過三座山／消失多次

swað

ma-swað-swað

ma-swað-swað-swað

種

種了幾次

種了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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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音人二，87 歲，女
「音步重疊」

「三疊式」

ma-χaws

ma-χaws-χaws

ma-χaws-χaws-χaws

剝

剝幾次

剝好幾次

ma-kwaŋ

ma-kwaŋ-kwaŋ

ma-kwaŋ-kwaŋ-kwaŋ

壞掉

幾處壞掉

多處壞掉

m-askwav

m-as-kwav-kwav

m-as-kwav-kwav-kwav

離開

多次離開

密集的離開

ma-su͡ul

ma-suul-su͡ul

ma-suul-suul-su͡ul

澆水

澆水幾次

澆水好幾次

mawn

mawn-mawn

mat-mawn-mawn-mawn

吃

吃了又吃

邊走邊吃

muda͡an

mu-daan-da͡an

mu-daan-daan-da͡an

行走

散步

到處走

m-uχajv

m-u-χajv-χajv

m-u-χajv-χajv-χajv

翻山

翻過兩座山

翻過三座山

swað

ma-swað-swað

ma-swað-swað-swað

種

種了幾次

種了多次

vaw

an-vaw-vaw

an-vaw-vaw-vaw

肩膀

用肩膀扛東西幾次

用肩膀扛東西幾次

ispis-χajjap

*ispis-χajjap-χajjap

*ispis-χajjap-χajjap-χajjap

使人知道
masa͡a

*ma-saa-sa͡a

*ma-saa-saa-sa͡a

*sa-vaj-vaj-an

*sa-vaj-vaj-vaj-an

固執
savaj-an
看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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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音人三，74 歲，男
「音步重疊」

「三疊式」

asbaj

as-bajun-baj-un

as-baj-baj-baj-un

被嚇跑

幾群（鳥）被嚇跑

多群（鳥）被嚇跑

tɕis-ŋaws

tɕis-ŋaws-ŋaws

tɕis-ŋaws-ŋaws-ŋaws

超前

幾次超前

多次超前

k-usbaj

k-us-baj-baj

k-us-baj-baj-baj

飛走

飛走又飛回來幾次

飛走又飛回來多次

maχdjal

maχ-djal-djal

maχ-djal-djal-djal

滑

幾處是滑的

多處是滑的

ma-kwis

ma-kwis-kwis

ma-kwis-kwis-kwis

瘦

很瘦

非常瘦

masu-ða͡as

masu-ðaas-ða͡as

masu-ðaas-ðaas-ða͡as

很多沙子

幾處有沙子

多處有沙子

saχsjal

saχ-sjal-sjal

saχ-sjal-sjal-sjal

滑倒

滑倒幾次

滑倒多次

madja

*ma-dja-dja

*ma-dja-dja-dja

*min-swav-swav

*min-swav-swav-swav

*si-swav-swav

*si-swav-swav-swav

多
minswav
發飆
siswav
打哈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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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plication in Isbukun Bunun
Hui-shan Li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riplication in Isbukun Bunun, which is left
unnoticed in previous studies. It is shown that triplication copies the stress
foot (a quantitative trochee) of the base just as foot reduplication in the
language. But unlike in foot reduplication, the stress foot is copied twice in
triplication. In addition, unlike in foot reduplication, the stress foot copied
in triplication is limited to heavy monosyllabic trochees but not heavy-light
or light-light disyllabic trochees. The reason only monosyllabic trochees
are allowed to be copied in triplication is that universally triplication does
not allow its reduplicant to exceed a single syllable.
Key words: Isbukun Bunun, reduplication, triplication, stress foot,
Optimality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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