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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本會榮譽會員、2008年終身成就獎得主湯廷池教授於 2020年 9月 21日辭

世，享耆壽九十歲。湯廷池教授於 1931年生於台灣苗栗縣，1955年獲國立台灣

大學法律系學士，後留學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於 1964年獲語言學碩士學位，1972年獲語言學博士學位。曾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暨英研所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外語系暨語言學研究所

教授、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客座教授、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任客座教授、輔仁

大學外語學院野聲講座教授，以及國立交通大學語言與文化研究所、輔仁大學

翻譯學研究所及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所兼任教授。 

 

  湯老師是將生成語言學（Generative linguistics）介紹到台灣的先驅之

一，數十年來化育無數英才，桃李滿天下。回憶我的碩博士學程階段，幾乎修

習、旁聽了湯老師在清大開設的所有課程，學位論文寫作期間，湯老師在論文組

織結構、語料分析及研究方法方面多所指導，受到湯老師影響，我也以中文撰寫

了碩士論文。 

 

  湯老師的研究以漢語國語、閩南語、日語及英語為主要研究對象，致力以中

文撰寫論文，討論現代語法理論、語法詞法分析，將語法理論以及語言分析的方

法，介紹給國內主修語言的學生，對台灣語言學的發展有著不可抹滅的偉大貢

獻。湯老師的告別式於 10 月 11 日（星期日）上午 10:50 公祭，地點是台北市

第二殯儀館景仰樓【至真三廳】。願湯教授在天之靈安息！  

 

  「第二十一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暨台灣語言學學會第十一屆第二次會

員大會」將於 11 月 14 日(六)，假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綜合大樓舉辦，請會

員踴躍出席。本次會議有一特色，開幕式我們邀請了本年度終身成就獎得主發

表主題演講，下午的第一場安排博士論文獎得主、碩士論文獎得主發表，其他各

場次發表人則涵蓋了新生代以及目前第一線的語言學家，也幾乎涵蓋了所有主

要的研究領域，充分符應大會主題「繼往開來的理論、應用與跨領域語言學研

究」。 

 

 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初期的語文教育是「獨尊國語」，但一直沒有制定相關法

律，1985年教育部提出了「語文法」草案，限制公共場合使用國語之外的語言、

方言，引起極大反彈而中止制定，2000年政黨輪替後才開始推動「語言平等法」

草案（2003）、「國家語言發展法」草案（2007）等語言平權法案，但受到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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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波三折，「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立法，到 2016年才重新提上日程，終於

在 2018 年底通過，並於 2019 年 1 月 9 日公布。本期學會通訊，我們特別邀請

了中正大學蔡素娟教授撰寫「《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之後⋯⋯」，談語言學家關

心的國家語言發展報告、語言語料庫建置、課綱研擬等議題。 

 

  相對於中華民國語文政策由「獨尊國語」到「促進各族群語言傳承、復振及

發展」，2017 年起對岸的語文政策風向丕變，加大推行國家通用語文的力道，

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今年 8 月底以來，台灣不少主流媒體、自媒

體都報導了內蒙古的蒙語授課學校語文、政治、歷史等三科改用統編教材、漢語

授課所引起的抗議，本期通訊也有一篇文章討論這個議題。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語言學學會理事長 

蕭素英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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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之後…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蔡素娟教授 

 

  《國家語言發展法》經過漫長的草擬、公聽、立法等程序，已經於民國 108

（2019 年）年 1 月 9 日公布實施。對所有語言學家而言，這是一個值得關切，也

令人興奮的事情。 

 

  《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立法目的在第 1 條中說得很清楚：「為尊重國家多元

文化之精神，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復振及發展，特制定本法」。第 3 條則說明：

「本法所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至於國

家語言之傳承、復振及發展，是語言學家們長年關注，也是責無旁貸的事情。 

 

  本文針對：（一）第 8 條：「政府應定期調查提出國家語言發展報告，建置

國家語言資料庫」；（二）第 9 條：「…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

為部定課程…」這兩方面做簡要報告。 

 

  首先是國家語言發展報告以及國家語言資料庫方面。早在 2018 年國家語言

發展法還在立法研擬階段，文化部就已經「超前部署」，邀請台大外文系高照明

教授就「國家語言調查機制」，廣邀專家學者提供諮詢意見，討論如何評估各國

家語言流失的速度與瀕危的程度、如何進行國家語言調查、政府各部會如何分工

等議題。 

 

  2019 年《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之後，文化部也陸續召開規劃國家語言資料

庫的諮詢會議，並委託高照明教授執行「建置國家語言資料庫先期規劃研究」，

一方面盤點現有的語料庫與相關資料庫，同時草擬國家語言資料庫的架構。盤整

結果發現資料豐富，但是除了華語，其他語言都有傳承危機。多年來，客委會與

原民會分別在客語與原住民語言的保存與推展方面發揮很大的功能，唯有閩南語

沒有一個專責機構。就整體國家語言的發展而言，未來需要一個國家級專責機構

進行所有國家語言資料的統整與規劃。 

 

  文化部因此積極推動設立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並於 2020 年 5 月將《國

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送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初審。未來加入語言

保存的作為之後，期待能通過行政院會，成為我國國家語言專業性組織，發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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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調查、保存、推廣、發展及資源整合等功能，以落實「國家語言發展法」保

障各語言傳承、復振與發展的目標。 

 

  關於「政府應定期調查提出國家語言發展報告」，文化部也委託台中教育大

學台灣文學系何信翰副教授執行「面臨傳承危機國家語言調查」，於 2020 年 4-5

月以電話（市話與手機）抽樣問卷訪談的方式，對居住於臺灣及離島地區 22 縣

市、0 歲以上具有中華民國國籍者進行調查，訪問其華語、臺語、客語、原住民

族語、馬祖閩東語等語言之使用情形。臺灣手語之調查，則由計畫主持人何信翰

副教授委託中正大學語言所張榮興教授協助規劃，以網路調查方式進行。所有調

查資料彙整後，已於 7 月完成分析報告，待文化部公告。 

 

  其次是國家語言之傳承、復振及發展方面。這方面關係最密切的應該是教育

主管機關。因此，第 9 條明訂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該： 

保障學齡前幼兒學習國家語言之機會； 

於國民基本教育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 

學校教育得使用各國家語言為之； 

獎勵大專校院、研究機構開設國家語言相關課程，及進行相關學術研究； 

致力完備國家語言教育學習之教材、書籍、線上學習等相關資源。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國中、小學的本土語言（包含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

言）必選修課程符合「於國民基本教育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程」的精神，

並已施行多年。國家語言中尚未納入國民基本教育課綱的只有臺灣手語和閩東語。 

 

  臺灣手語與其他固有族群的語言不一樣。它不是屬於某一個 ethnic group。

任何臺灣固有族群都可能有聽障者。因為臺灣手語是臺灣聾人或聽障者的母語，

從語言平權、瀕危語言的保存與傳承的角度，固然應該納入國民基本教育課綱，

從多元文化的角度，更應該提供所有學生（包含聽障者與聽常者）學習與瞭解的

機會。 

 

  因此，國家教育研究院啟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相關課程綱要修訂工作，以

落實《國家語言發展法》之內涵與精神，並邀請國立中正大學語言所張榮興教授

擔任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臺灣手語課程綱要之修訂小組召集人。修訂小組委員包

含：學者專家（8 位）、中小學學校教育人員（8 位）、社會團體代表（2 位）、

課程研發機構（1 位）、教育行政機關（1 位）。從 2019 年 12 月開始研修，除了

修訂小組已經開了無數次會議，完成「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語文領域─

臺灣手語課程綱要草案」，並舉辦多場諮詢會議、公聽會等。 

 



 

6 

 

 我們非常期待臺灣手語納入十二年國民教育課綱，讓新世代有更開闊、更有

深度的語言與文化素養。然而，挑戰才要開始。就像當年本土語言納入課綱後，

歷經師資培育、教材編纂等困難。臺灣手語課程的推動是更嚴峻的考驗。衷心希

望語言學界能給予支持、協助與鼓勵。 

 

 《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之後，語言學家有更多的責任、更大的挑戰。不論

是國家語言資料庫的建置，或是國家語言在國民基本教育中的落實，都有待大家

同心協力。也藉此對本文提到的實際執行計畫的學者致謝與致敬！



 

7 

 

 

漫談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語文政策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蕭素英副研究員 

 

  今年，蒙古國的語文政策以及中國對內蒙古自治區的語文政策，都出現在台

灣的媒體。3月下旬，蒙古國要在 2025年「全面恢復傳統蒙文」的新聞登上了許

多媒體，而 8月底以來，台灣的主流媒體、自媒體都報導了內蒙古的民族學校雙

語教學新措施的爭議。 

 

  外蒙古自 1921年開始便是蘇俄的附庸，於 1946年正式採用西里爾蒙文，蒙

古民族認同受到貶抑，禁止尊崇成吉思汗。1989 年 11 月底-1990 年 3 月民主革

命，復興蒙古民族文化的熱情高漲，計畫在 1994 年廢除西里爾蒙古文，改用傳

統蒙文，但以失敗告終；20 年之後的 2015 年 7 月 1 日，蒙古文字國家大綱修訂

生效，計畫十年為期，官方文書在 2025 年 1 月 1 日開始並用兩種文字。而為了

先奠定西里爾蒙文的良好基礎，傳統蒙文是小學六年級才開始學習，以免重蹈

1990年代的覆轍；此外，高教入學必考科目蒙古語文有四分之一是傳統蒙文考題。 

 

  關於蒙古國 2025 年全面恢復傳統蒙文的報導，有不少媒體的標題有誤，例

如香港蘋果日報 2020.3.24 的標題「【文字「復古」】蒙古國棄俄式文字 2025

年與內蒙統一用 800年前古文」。事實上，蒙古國並沒有要放棄現行的俄式文字

（西里爾蒙古文），而是要在 2025 年 1 月 1 日開始，所有法律文件、官方文書

都必須傳統蒙文與西里爾蒙文並用，而不是廢除現行的西里爾蒙古文，全面改回

傳統的回鶻式蒙古文。 

 

  中國與語言文字教育相關的中央法規包括「憲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

「民族區域自治法」以及「教育法」。中國「憲法」第 19條規定國家推廣全國通

用的普通話，第 119條則賦予民族自治政府自主管理本地教育的權利。「國家通

用語言文字法」規定國家的通用語言文字是普通話和規範漢字（第 2條），全國

應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第 3條）；此外，各民族有使用發展自己語言文

字的自由，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使用依循憲法、民族區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的有

關規定（第 8條）。「民族區域自治法」第 37條規定招收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

校如果條件許可，應該採用少數民族文字課本、使用少數民族語言授課，根據情

況從小學低年級或者高年級起開設漢語文課程，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和規範漢

字。同法第 49 條鼓勵各民族幹部互相學習語言文字，漢族幹部要學習當地少數

民族的語言文字，少數民族幹部也要學習普通話和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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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法」第 12條規定，漢語文為學校教育的基本教學語文，少數民族學生

為主的學校可以使用本民族或當地民族的通用語文來進行教學，學校及其他教育

機構進行教學，應推廣使用普通話和規範漢字。從這些法規看來，中國對少數民

族的語文政策是「推行雙語」，在肯定各民族有使用發展自己語言文字的自由的

同時，也應推廣普通話，推行規範漢字。 

 

 以上述中央法規為依據，內蒙古自治區制定了地方層級的「內蒙古自治區蒙

古語言文字工作條例」（2004年 11月 26日通過），在第二章「學習和教育」宣

示以下幾點：優先發展、重點扶持以蒙語授課為主的教育，培養蒙漢兼通的專業

人才（第 8條）；逐年增加蒙語授課教育的經費（第 9條）；政策支持、補助蒙

語授課學校，減免學生學雜費、教材費，給予獎助學金，確保貧困學生就學（第

10 條）。漢語授課的蒙古族中小學應設蒙古語文的課程（第 11 條）。蒙族人口

較多的盟市應辦理蒙語授課的高職（第 12 條）。高等學校逐步加強或增設蒙語

授課為主的科系，並擴大預科招生規模，預科應招收蒙語授課學生。蒙語授課科

系的招生應單獨辦理，並逐步增加招生人數（第 13條）。政府應制定特殊政策協

助蒙語授課大中專畢業生就業（第 14 條）。政府應對蒙古族聚居地區農牧民開

設蒙語授課的技術培訓班（第 15條）。 

 

 新疆、西藏的相應條文都強調推動少數民族語文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雙語

教育，反觀「內蒙古自治區蒙古語言文字工作條例」雖然也在第 8條宣示政府應

培養兼通蒙漢語文的各類專業人才，但重點還是鼓勵推動「蒙語授課」。 

 

 使用統一教材、以漢語授課，是中共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教

育上的配套。中國於 2017 年 7 月成立了國家教材委員會，統一編寫中小學「語

文」、「道德與法治」、「歷史」等三科教材，2017年 9月於全國漢語授課中小

學同步開始使用。民族語言授課學校新疆於 2017年、西藏於 2018年，最後一批

內蒙古等自治區州縣則於 2020年開始使用，使用漢語教學。 

 

  內蒙古自治區人口 24,70.6萬 (中國 2010年人口普查)，其中蒙古族 422.6

萬，占 17%。依據學者 2010 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內蒙古蒙古族中 65%說蒙古語，

約 200多萬人，主要集中在牧區與半農半牧區。 

 

  從蒙語授課學校與學生數來看，1986 年蒙語授課的中小學學生有 38 萬人，

在 2007 年只有 24 萬人，接受蒙古語授課的學生約佔蒙古族學生總數的 65%；近

年蒙語授課的學生數雖然維持在 25 萬，沒有繼續減少，但為了資源效益考量，

蒙語授課的學校數裁減了約一半，集中到城鎮中心，2005年蒙語授課有 1,013所

中小學，2010年降為 520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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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族只占 17%，而且其中只有 65% 說蒙古語，集中在牧區

與蒙古族較為集中的半農半牧區，其他地區漢語是優勢語言，不少蒙古族已經改

說漢語、上漢語授課的學校，只有 65%就讀蒙古語授課的學校或班級。隨著都市

化、城鎮化，民族學校大多位於漢人占多數的城鎮中心，大環境裡漢語是優勢語

言，蒙古語言文字的傳承已經出現危機，過去十五年來，自治區語言政策的重點

都在鼓勵學習、使用蒙古語言文字；在蒙語授課為主的學校，先打好蒙古語文的

基礎，小學三年級才開始加入漢語文課程，以蒙古語授課。現在中國中央突然間

加大推廣國家通用語文的力道，小一就要跟其他漢語學校一樣使用全國統編（漢）

語文、道德與法治教材，以漢語授課，衝擊不小。此外，除了三科統編教材，國

家教材委員會的《中小學教材管理辦法》，也規定了教材中愛國主義、社會主義

核心價值觀、民族團結進步教育、革命傳統教育的比例。內蒙古自治區依據《中

小學教材管理辦法》重新修訂「蒙古語文」科目的教材內容，刪減了一些反映蒙

古歷史、民俗、詩詞、傳統文化的課文、圖片，更激起蒙古族的危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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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公告 

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通知單 

 

親愛的會員，您好： 

學會將於 11 月 14 日(六)，假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綜合大樓舉行「第二十一屆全國語言

學論文研討會(NCL)暨台灣語言學學會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此次大會主題為「繼往開來

的 理 論 、 應 用 與 跨 領 域 語 言 學 研 究 」。 會 議 網 址 ： https://sites.google.com/g-

mail.nsysu.edu.tw/ncl2020lst/%E9%A6%96%E9%A0%81 

 

會員大會是年度回顧與前瞻語言學學術研究之饗宴，也是薪火相傳的盛典！會中將頒發年

度「終身成就獎」以及「最佳博碩士論文獎」，向語言學研究貢獻卓著的學者致敬，同時也鼓勵

優秀的年輕學者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在此誠摯邀請全體會員踴躍出席，期待您的支持！ 

 

本次會員大會訂於 NCL 11 月 14 日中午 12:40 至 14:00 召開，由於會員大會必須達法定人

數始能召開，敬請諸位會員撥冗出席，並於 10 月 14 日(三)前將出席回條(請參閱附錄一)以 e-

mail 寄至 lst11secretariat@gmail.com 或郵寄/傳真至秘書處，俾便統計出席人數。不克出席會員

大會之學會會員，請務必於 10 月 14 日(三)前，填妥附件檔案的委託書並簽名，以郵寄、傳真 

(Fax: 886-2-2939-0510)，或掃描後以 e-mail 傳送至秘書處。若需要秘書處代為尋找受委託人者，

也請務必在右下方簽名，並在受委託人處（茲委託_______會員）留空，爾後回傳給秘書處。 

秘書處也請尚未繳交 2020 年會費之會員，儘速繳交年度會費(個人會員 1,500 元、學生會

員 500 元)。繳交學會 2020 年度會費請使用下列方式擇一： 

 

(1) 繳交學會 2020 年度會費請請利用本會線上繳費系統，網址 http://pay.linguist.tw/支援信用

卡、ATM 轉帳及四大超商條碼繳費。 

(2) 現場繳交：請至學會會址或於 11 月 14 日會員大會當日現場繳交 

 

台灣語言學學會秘書長 

鍾曉芳  敬上 

 

台灣語言學學會  

秘書處郵寄地址：116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政大英國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鍾曉芳老師收  

E-mail: lst11secretariat@gmail.com  

傳真號碼：886-2-2939-0510 鍾曉芳老師 收 

https://sites.google.com/g-mail.nsysu.edu.tw/ncl2020lst/%E9%A6%96%E9%A0%81
https://sites.google.com/g-mail.nsysu.edu.tw/ncl2020lst/%E9%A6%96%E9%A0%81
mailto:回條(請參閱附錄一)
http://pay.linguist.tw/?p=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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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訊息 

研討會 

第二十一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NCL) 

一、會議日期：202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六) 

二、會議地點：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三、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臺灣語言學學會 

四、會議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g-

mail.nsysu.edu.tw/ncl2020lst/%E9%A6%96%E9%A0%81 

五、議程：請參閱附錄二。 

六、聯絡資訊： 

聯絡單位: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地址：804 高雄蓮海路 70 號國立中山大學 

聯絡人: 向質潔小姐 

Tel: 07-5254337; E-mail: <mailto:2020ncl.lst@gmail.com> (英文小寫 L) 

台灣語言學學會秘書處 http://linguist.tw; mailto:lingtw9@gmail.com 

台灣語言學學會會員組 lingtwmember@gmail.co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Linguistic-Society-of-Taiwan-台灣語言學

學會-765554106826522/> 

 

 

第 32 屆自然語言與語音處理研討會(ROCLING 2020) 

一、 會議日期：September 24-26, 2020 

二、 會議地點：GIS Convention Center of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NTUT)  

三、 會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ntut.org.tw/rocling2020  

 

 

第十三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ISTLT-13) 

一、 會議日期：10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 10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二、 會議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國際會議廳 

三、 會議網址：https://istlt2020.wixsite.com/nthu 

https://sites.google.com/g-mail.nsysu.edu.tw/ncl2020lst/%E9%A6%96%E9%A0%81
https://sites.google.com/g-mail.nsysu.edu.tw/ncl2020lst/%E9%A6%96%E9%A0%81
mailto:2020ncl.lst@gmail.com
http://linguist.tw/
mailto:lingtw9@gmail.com
mailto:lingtwmember@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Linguistic-Society-of-Taiwan-台灣語言學學會-765554106826522/
https://www.facebook.com/Linguistic-Society-of-Taiwan-台灣語言學學會-765554106826522/
https://sites.google.com/ntut.org.tw/rocling2020
https://istlt2020.wixsite.com/nt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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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形式句法學暨形式語意學研討會 

一、 會議日期：10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 10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二、 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館 3 樓第二會議室 

三、 聯絡人：陳思瑋（sihweichen@gate.sinica.edu.tw）  

 

第三屆中研語言學論壇 「漢藏語言比較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紀念龔煌城院士逝世十周年學術研討會」 

一、 會議日期：109 年 11 月 05 日(星期四) ~ 109 年 11 月 07 日(星期六) 

二、 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館 3 樓第二會議室 

三、 會議網址：http://ilasalf-3.ling.sinica.edu.tw/index.htm 

 

2020 年第十八屆國際暨第三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一、 會議時間：2020 年 11 月 28 日（六）11 月 29 日（日） 

二、 會議地點：東吳大學：國際會議廳 

三、 會議網址：http://blog.udn.com/phonology/article  

 

 

2020 研究生論壇「語言理論與語言教學：新世代的視野」 

 

一、會議日期：202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 

二、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確切場館待公布) 

三、會議網址：http://140.119.190.208/seminar/ 

四、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學位學程、語言學研究所

mailto:sihweichen@gate.sinica.edu.tw
http://ilasalf-3.ling.sinica.edu.tw/index.htm
http://blog.udn.com/phonology/article
http://140.119.190.208/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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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徵稿 

台灣聽力語言學會一百零九年度學術會議徵求論文 

一、台灣聽力語言學會謹定於民國 109 年 12 月 06 日於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

紀念醫院舉行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 

二、台灣聽力語言學會歡迎聽語專業或臨床經驗相關之論文口頭或海報發表。

論文須未曾發表，請於民國 109 年 10 月 08 日前以摘要投稿，摘要之撰寫須符

合本學會格式，且授與本學會印行之權力；本學會將於 民國 109 年 11 月 06 日

前通知作者審稿結果。 

三、來稿請備妥摘要標題頁與摘要內容頁。檔案一律以 MS Word 97 以上的版

本撰寫，摘要標題頁與摘要內容頁均以電子檔寄至本學會電子信箱

slha.meeting@gmail.com。請注意：來稿如不符上述規格，易被擱置或延遲審

查。 

四、論文審查標準依第一作者身分(專業組或學生組)進行區分，請務必勾選身分

別。 

五、鼓勵作者於發表後將論文全文投稿至台灣聽力語言學會雜誌供正式審查後

發行；投稿須知請見聽語學會網站 http://www.slh.org.tw/。 

摘要截稿期限：民國 109 年 10 月 08 日 

摘要投稿信箱：slha.meeting@gmail.com  (本會收到投稿，將會回覆已收到通

知) 

摘要格式：需包括標題、作者、服務單位及摘要內容 

摘要內容：全文以中文撰寫且不得超過 600 字，摘要內容下方應附關鍵詞。以

A4 大小、橫書、單行間距編排，每頁上下左右各留邊 2.54 公分，中文字體請

選擇新細明體，英文字體請選擇 Times New Roman；字體大小規定如下：標題

24，作者及服務單位 14，內文 12。摘要內容應包含下列各大項： 

◎研究主題 

◎材料與方法 

◎結果 

◎結論或臨床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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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徵稿 

2020 研究生論壇「語言理論與語言教學：新世代的視野」徵稿 

 

 徵稿對象：國內大專院校碩、博士生 

 會議研討主題： 

➢ 語言學研究：語音、詞彙、語法、語意、語用、篇章分析 

➢ 教學與習得：數位媒體教學、教材教法、課堂活動設計 

➢ 社會文化與語言習得：跨文化溝通、多元族群語言研究 

➢ 相關議題：新移民語言教育、測驗評量、跨領域協作 

 投稿須知： 

1. 論文摘要以中英文撰寫皆可。（摘要格式下載） 

2. 摘要長度約為 2 至 3 頁（包括圖表與參考文獻），須包含題目、關鍵詞

3 至 5 個及研究內容（研究目的與假設、研究方法及初步研究結果等）。 

3. 請以 Times New Roman 或新細明體 12 點單行繕打，上下左右各留 2.54

公分邊界，徵稿格式請見摘要格式。 

4. 每篇論文採匿名審查方式，請務必刪除任何可能透露作者訊息的內容，

如姓名及所屬機構。 

5. 請於截止日前將摘要上傳至 http://140.119.190.208/seminar/。 

6. 投稿信件內文請註明：投稿者姓名、投稿文章篇名、就讀學校系所、聯

絡電話、電子郵件，請務必提供完整資料。 

7. 摘要寄送後，一星期內如未收到確認信件，請主動聯繫詢問。 

8. 發表形式以中英文口頭報告皆可，每人 20 分鐘含 5 分鐘問答時間。 

 聯絡資訊： 

➢ 曾助理，電話：02-2939-3091#62561，電郵 nccu.conference@gmail.com 

 重要日期： 

1. 摘要截止：2020 年 10 月 16 日 

2. 審查結果：2020 年 11 月 16 日 

3. 會議日期：202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

http://140.119.190.208/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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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介紹 

冠狀病毒兒童故事電子書─台灣手語版 

 

網站名：Coronavirus stories in many languages 

參與者：國立中正大學手語語言學台灣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2020/6 

網頁資訊：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ccEdqYUez7Fr43Xja-siw 

  

簡介：過去半年，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美國許多

學校停課，所以有些兒童電子書出版社出版了一些

與武漢肺炎有關的英文繪本故事書供兒童與家長作

親子閱讀。 

    國立中正大學手語語言學台灣研究中心參與了

一個跨國跨手語的計畫，將其中 5 本以台灣手語出

版。這 5 本書已在 6 月完成錄製。 

    這 5 本繪本故事書的原文為英文，由美國高立

德大學 (Gallaudet University) 的 Gene Mirus 與斯沃

斯莫爾學院 (Swarthmore College) 的 Donna Jo 

Napoli 兩位教授所主持的閱讀分享平台 RISE 

ebooks 取得出版社授權，邀請世界各地手語研究者

製作成多國手語的版本。國立中正大學手語語言學

台灣研究中心蔡素娟教授負責台灣手語版本的策

劃，並將故事的英文文本翻譯成中文，再由該所碩士班陳毓儀同學以台灣手語

表達故事內容。 

(摘錄自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http://linguist.cc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72:256-

35&catid=91&Itemid=1248)

https://riseebooks.wixsite.com/access/c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UccEdqYUez7Fr43Xja-siw
http://linguist.cc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72:256-35&catid=91&Itemid=1248
http://linguist.ccu.edu.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372:256-35&catid=91&Itemid=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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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按日期排序) 

姓名 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蕭素英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500 1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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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名錄 

 

個人會員  

姓名 現職 

許惠慈 高雄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吳孟蓉 靜宜大學國際學院助理教授 

沈筱芸 新北市福營國中教師 

邱力璟 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謝念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兼任教師 

 

學生會員 

 

姓名 現職 

王麗俐 東海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班 

張心玲 台師大英語研究所三年級 

曾櫳震 國立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郭育賢 清大語言所博士生 

林秀青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班 

曾耀震 高師大英語系碩士生 

王智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語言學組一年級 

丁冠云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林宜儒 Georgetown University 語言所博班一年級 

黃建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 

王俊凱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語言認知與教學組 

李蘊薇 國立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 

劉政諺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 

黃思穎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三年級 

徐樂德(Schlatter Thoma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李季陵 國立政治大學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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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伊雯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翁瑋呈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所 

谷口詩織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三年級 

陳亦詩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洪漢唐 台大語言學所碩三 

石家寧 台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大學部四年級 

王祥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衛生教育學系/英語學系雙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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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台灣語言學學會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回 條 

本人將註冊參加 109 年 11 月 14 日（六）之 NCL 會議及會員大會  

（NCL 註冊網址：https://reurl.cc/zzemN0 ） 

本人不參加 NCL 會議，僅出席 109 年 11 月 14 日（六）12:40~14:00 之會員大會  

本人不克出席 109 年 11 月 14 日（六）之會員大會（請續填以下委託書）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       服務單位/就讀學校__________________  

 

 

109 年_____月_____日  

 

會員大會需達二分之一以上會員親自或委託出席，請不克親自出席會員大會之學會會員，協助

於 10 月 14 日(星期三)前，填妥以下之委託書以郵寄、傳真，或掃描後以 email 傳送。(若需

秘書處代為尋找受委託人，請在受委託人處留空，並務必在右下方簽名)。  

 

台灣語言學學會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委託書 

 

茲委託______________（姓名）會員代理本人出席台灣語言學學會於 109 年 11 月 14 日 （星

期六）召開之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並就會議事項行使權利。  

 

 

委託人： 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109 年_____月_____日  

 

 

台灣語言學學會  

秘書處郵寄地址：116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 64 號  

政大英國語文學系專任副教授鍾曉芳老師收  

E-mail: lst11secretariat@gmail.com  

傳真號碼：886-2-2939-0510 鍾曉芳老師 收

https://reurl.cc/zzemN0
mailto:lstlingtw10@gmail.com


第二十一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暨 
台灣語言學學會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會議主題：繼往開來的理論、應用與跨領域語言學研究 
 
日期：109年11月14日（六）8:30 ~18:0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西灣學院綜合大樓  ( 面臨海邊的大樓) 
主辦：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台灣語言學學會 

議程 
8:30~9:00 報到   (西灣學院綜合大樓)  
9:00~10:00 
 
9:10~10:00 

開幕式  (西灣學院綜合大樓 通 GE 1008) 
台灣語言學學會終身成就獎頒獎 
終身成就獎得主 鄭秋豫教授 專題演講 

10:00-10:15 茶敘時間   (西灣學院綜合大樓一樓玄關) 
西灣學院 
綜合大樓 

通GE 3013 通GE 1008 通GE 3011 

10:15~11:30 
NCL 論文發表 
(1)  

II-1 語音學 
主持人：張月琴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 

II-2 句法/語意 
主持人：林若望 教授 
         中研院語言所 

II-3 語用學 
主持人：洪媽益 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10:15~10:30 童湘瑀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The effect of socio-indexical information 
on the perception of sibilants in Taiwan 
Mandarin 
 

陳亦詩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 
台灣華語中的標句詞「說」 
 

林家瑄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Chinese compliments of millennials: An 
example of Taiwanese idol drama Utopia For 
the 20s 
 

10:30~10:35評論 
 
10:35~10:40  

甯俐馨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Q&A 

劉啟明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Q&A 

張妙霞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Q&A 



(2) 
10:40~10:55 

張瓊予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An Acoustic Study of Monophthongs in 
Takibakha Bunun 
 
  

黃子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On 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Degree 
Ad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CHĀO, 
HĚN, MÁN 
 

温婷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 
    及語言所 
「一個」在臺灣華語中的語用功能探析 
  

10:55~11:00  評論 
 
11:00~11:05 Q&A 

盧郁安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Q&A 

林怡安 教授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Q&A  

張群 教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 
Q&A 

(3) 
11:05-11:20 

林鈺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The Acoustic Features in Speech Sounds 
that Attribute to Voice Attractiveness 
 

王智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Metaphors in Kuo-Yu Han’s Political 
Language 
 

石家寧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大學部 
Analysis of humorous utterances in The Big 
Bang Theory from Pragmatic perspective 
 

11:20~11:25 評論 
 
11:25~11:30  

謝豐帆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Q&A 

謝承諭 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語言中心 
Q&A 

王萸芳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Q&A 

11:30~11:35 轉場   
西灣學院 
綜合大樓 

通 GE 3013 
 

通 GE 1008 通 GE 3011 

會員大會主題報告 
11:35~12:35 
 
 
11:35~11:45 
 

I-1  語音與音韻 
主持人： 王旭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大學&元智大學 
發表人: 
邱振豪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I-2 句法/語意/介面與應用 
主持人：蔡維天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發表人: 
張寧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I-3 語料庫/計算語言學 
主持人：謝舒凱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發表人: 
賴惠玲 教授、葉秋杏 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11:45~11:55 
 

劉秀雪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 
究所 

謝妙玲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台語研究的美麗與哀仇」 

曾文忻分析師、吳俊雄 教授 
   中國信託智能研發部、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組學⽣也能從事科技業：由語⾔學家到

NLP 數據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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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12:05 
 

葉詩綺 教授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廖偉聞 研究員 
    中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陳正賢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12:05~12:15 
 

吳貞慧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徐峻賢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與神經科學 
     研究所 

許展嘉 教授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12:15~12:35 Q&A Q&A Q&A 

12:35~12:40 轉場 

12:40~14:00 
西灣學院 
通GE 1008 

會員大會報告與討論事項 
午餐 
海報展示 (西灣學院綜合大樓 一樓玄關) 

通GE 1008 
 
14:00~14:20 
14:20~14:25 
14:25~14:30 
 
14:30~14:45 
14:45~14:50 
14:50~14:55 

 
碩博士論文獎頒獎 
最佳博士論文獎得主發表  
評論 
Q&A 
 
最佳碩士論文獎得主發表 
評論 
Q&A 

14:55~15:05 轉場 
西灣學院 通 GE 3013 通 GE 1008 通 GE 3011 
會員大會主題報告 
15:05~16:05 
 
 
 
15:05~15:15 

IV-1 心理與神經語言學 
主持人：萬依萍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發表人: 
麥傑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The scope of grammar: Productive 

knowledge of Chinese character form」 
 

IV-2 語言與教學 
主持人：陳純音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發表人: 
胡潔芳教授 
    台北市立大學英語教學系 

IV-3 認知語言學 
主持人：謝富惠教授  
大同大學應用外語系 
 
發表人: 
謝菁玉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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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15:25 李佳霖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Emotion anticipation induces emotion 

effects in neutral words during sentence 
reading: Evidence from event-related 
potential」 

 

賴郁雯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葉美利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清大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 

研究所  

15:25~15:35 蘇宜青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周昭廷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黃漢君 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 

15:35~15:45 龔書萍 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 

盧郁安 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郭怡君 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 
「華語圖畫詞彙測驗應用程式」 

15:45~16:05 Q&A Q&A Q&A 

16:05~16:25 茶敘時間     (西灣學院綜合大樓一樓玄關) 

西灣學院 
綜合大樓 

通 GE 3013 
 

通 GE 1008 通 GE 3011 

16:25~17:40 
NCL 論文發表 

V-1 音韻學 
主持人：李佩容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V-2 社會語言學 
主持人：何德華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V-3 語料庫語言學 
主持人：洪嘉馡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1) 
16:25~16:40 
 
 
 

林奎宏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Cue-weighting in the perception of 
Taiwan Mandarin nasal codas 
 

薛伊雯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

研究所 
從口語分析性別認同影響語言的使用 
 

李季陵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

Investigating the Novel Usage of Chinese 
Owing Verb ‘qiàn(欠)’ 
 

16:40~16:45 評論 
 
16:45~16:50  

林育稜 教授 
    逢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Q&A 

蕭季樺 教授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Q&A 

呂佳蓉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Q&A 

(2) 
16:50~17:05 
 
 
 

曾耀震、忻愛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所 
The Phonetic Re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English Function Words 
by EFL Learners in Taiwan 

黃思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導覽場域中的華語話輪分析研究  
 

黃曼華、廖恒佳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近義連詞「或是」和「還是」的認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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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17:10 評論 
 
17:10~17:15  

李相任 教授 (Sang-Im Lee-Kim)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Q&A 

段人鳯 教授 
    國立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Q&A 

黃瑞恆 教授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系 
Q&A 

(3) 
17:15~17:30 
 

劉政諺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 
To Spread, or Not to Spread: Neutral tone 
particl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劉品希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

Analyzing Online Hate Speech on the 2018 
Election and Referendum in Taiwan  
 

何宜庭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應用語言學組 

A Corpus-based Study of the Word Order 
Variation in Chinese Relative Clauses 
 

17:30~17:35 評論 
 
17:35~17:40  

郭貞秀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Q&A 

魏美瑤 教授 
    東吳大學英文系 
Q&A 

王昱勻 教授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Q&A 

17:40~18:00 閉幕式  （通GE 1008） 

 
  

5 



 
海報展示 (西灣學院綜合大樓 一樓玄關) 
1 翁瑋呈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

士班 
Loss of final stops among young Mandarin-Min bilingual speakers in Taiwan 

2 呂奕廷 國立交通大學傳播與科技學系 The Effect of orthography in French VOT production by Mandarin Speakers 

3 谷口詩織 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Just noticeable differences of pitch contour change for Mandarin and Japanese 
listeners  

4 Aymeric 
Collart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Aspect of pasts in Mandarin: An ERP study on the temporal restriction of the 
perfectives -le and -guo 

5 廖恒佳 
黃曼華 

國立政治大學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抽象名詞「狀況」及「情形」的使用區辨—以語料庫為本的研究 

6 
周昀潔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

士班 
Phonetic accommodation during spontaneous imitation by sibilant mergers in 
Taiwan Mandarin  

7 陳祐萱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The Flower is in the Rainy Night: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and Japanese 
woman-related metaphor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1895-1945) 

8 蘇美娟 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泰雅族傳統lmuhuw中的譬喻初探 

9 孫秀玉 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語言組) 初鹿卑南語連謂結構之研究 

10 高光良 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語言組) 南排灣語數詞及量詞－以牡丹部落方言為例 修改版 

11 何秋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西拉雅語Tama名物化詞彙探究 

12 王秀卉 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巒群布農語動詞詞彙語意分析：以「煮」為例 

13 洪漢唐 台大語言學研究所 Exploring Discourse on Same-sex Marriage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Near-Synonym of HOMOSEXUAL in Opposing Stances 

14 丁冠云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補習班的師生語言使用現象－以高市某國小補習班為例 

15 徐宏欣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s on relative clause parsing:  
Evidence for transfer from L3 French to L2 English 

16 黃正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所 語言學組  The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Chinese Scalar Verbs for Taiwanese Children 

17 黃建誌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The Role of Contrastive Focus in Mandarin Tone 3 Sandhi Production 

18 
林俊宏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語言

組碩士 
隱藏於漢字聲符中之民族語彙－－以「夕」聲為例 

19 楊力行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Generalized Universal Quantifiers in Budai Rukai 

20 Thomas 
Schlatter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The Role of Syllable Count in Acquisition and Retention of Tone Patter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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