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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訊息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台灣文化講座系列

歌仔冊的瑰麗世界：探討虛詞的用法

主講：連金發教授（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主持：姚榮松教授（台師大台文所）
講題：歌仔冊的瑰麗世界：探討虛詞的用法
時間：2011.5.18（三）14:10-16:00
地點：台師大校本部文學院 正 102 教室
時間地點若更動將公告於本所網站，聽講前煩請再次確認
歡迎校內外人士踴躍參與！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主辦
財團法人鄭福田文教基金會 贊助

電話：(02) 7734-5516、7734-5524
地址：10610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網址：http://www.ntnu.edu.tw/TCLL/zho/ma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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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學術活動訊息

日期
100.3.4

演講者/任職單位
范開泰 教授
上海師範大學應用語言研究所

講題
話題新議 —關於話題句與話語結構研
究的幾點思考

100.3.18

謝舒凱 助理教授

Weaving the Lexicon with Qualia:

台灣大學語言所

Towards an Empirical Neostructuralist
Lexical Semantics

100.4.22

胡正恆 助理教授

物質隱喻力量的映照：生態人類學與實

靜宜大學生態系所

踐行動的遭逢

詳細演講地點與時間請上網查詢：http://linguist.ccu.edu.tw/front/bin/home.phtml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Tel: (05)272-0411 ext 21501

大葉大學歐洲語文學系研討會資訊
【2011 歐洲語文學術研討會-多元化語言學習】
日期:100/05/21(六)
地點:大葉大學外語學院 5 樓
詳情請見：http://www.dyu.edu.tw/~e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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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徵稿
第十二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The 12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NCL)
論文徵稿
**** 請注意日期變更 ****
從 2000 年台灣大學舉辦「千禧年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至今，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
會(NCL)已舉辦了十一屆，也成為研究生論文發表的主要場所。為延續此一優良傳統，鼓
勵全國研究生進行對談與交流，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所)將於 2011 年 9 月 23、
、24 日舉
辦「第十二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歡迎國內語言學相關領域研究生踴躍投稿。
一、主辦單位：
主辦單位：台灣語言學學會
二、承辦單位：
承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所)
三、會議日期：
會議日期：2011 年 9 月 23、24 日 (週五、週六)
四、摘要格式：
摘要格式：
1.摘要需匿名，並以兩頁為限(含參考書目、例句)，請以 Times New Roman 或細明體 12 點
單行繕打，上下左右各留 2.54 公分邊界。
2.摘要請以○○○（投稿者姓名）-○○○○(文章篇名)方式存為 PDF 檔(如：王小英-客語名前形
容詞的語意探索)，並以相同名稱做為信件標題，以附件形式 email 至：2011NCL@gmail.com。
3.投稿信件內文請標註投稿者姓名、就讀學校系所、指導老師、聯絡電話。
4.發表形式為中英文口頭論文與海報發表，如有偏好請於信件內文註明，否則以審查結果
評定。
5.摘要及相關資料寄送後一星期內如未收到確認信件，請主動連繫詢問。
6.經審查接受發表之摘要，作者需授權同意刊登論文於會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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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摘要繳交請寄到 2011NCL@gmail.com
五、重要日期：
重要日期：
1.摘要投稿收件截止日期：2011.5.20
2.論文大綱評審結果通知日期：2011.6.20
3.論文完稿收件日期: 2011.8.27
六、相關聯絡方式：
相關聯絡方式：
國立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所 戴鈺芳助理
TEL: 886-7-5252000 ext 3131
FAX: 886-7-5253200
E-mail: 2011NCL@gmail.com
會議網址: http://zephyr.nsysu.edu.tw/NCL2011/index.html

CALL FOR PROPOSALS
Graduate students, in either MA or PhD programs, are invited to submit proposals for the 12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NCL), to be held on September 23-24, 2011,at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For each
proposal accepted, the presentation to the audience will be up to 20 minutes long. Each
manuscript will be commented on by a discussant.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conference are
Engl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GUIDELINES OF SUBMISSION OF ABSTRACTS
1. Abstracts must be typeset in 12-point Times New Roman, single-spaced, anonymou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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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2 pages in length, including examples and references, and saved as .pdf files.
2.The filename of the abstract should be named in the format of name-title (e.g.,
wangxiaoying-Interlanguage pragmatics). The subject used in the email submission should be the
same as the filename of the abstract. The contributor’s contact information, including the
institution, program of study, telephone number, and advisor’s name, should be provided in the
text of the email.
3. Any preference for oral or poster presentation should be specified in the submission, or it will
be decided based on the review outcome. If a contributor does not hear from us within a week of
the submission, s/he should please contact the person below.
4. Once the abstract is accepted for presentation, the contributor must sign an agreement to allow
us to post his/her abstract and manuscript on the conference webpage for public access.
5. Abstracts should be sent to 2011NCL@gmail.com

IMPORTANT DEADLINES
Submission of abstracts: May 20, 2011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June 20, 2011
Submission of manuscripts: August 27, 2011

Contact:
Miss Rosa Tai
TEL:

886-7-5252000 ext 3131

FAX: 886-7-5253200
E-mail: 2011NCL@gmail.com
Webpage: http://zephyr.nsysu.edu.tw/NCL2011/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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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博碩士論文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語言相關畢業論文
姓名
洪偉傑

論文題目
The Role of Gestures in Lexical Retrieval in Taiwan

指導教授
麥傑

Mandarin
林志遠

麥傑

An Experimental Test of the Sonority Model of Taiwan
Southern Min Syllable Contraction

蔡竣淵

麥傑

The Sonority Sequencing Preferences of Mandarin
Speakers

鍾伊玲

麥傑

The Role of Timing in Southern Min-accented Mandarin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語言相關畢業論文
姓名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一般生
賴欣宜

日治時期針對警察的臺語教學教材研究—以《臺灣語教
科書》改訂十一版(1944)為例

姚榮松

在職生
王明美

歌謠、歌仔冊、歌仔戲：〈安童哥買菜〉研究

陳龍廷

鐘有進

創作兒歌在國小台語教學之研究

莊佳穎

簡鴻綿

報馬仔：布袋戲的臺灣口頭文化研究

陳龍廷

林振福

臺灣寺院消災法會以文言音唱誦經咒之語音研究

陳龍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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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簡介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00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
竭誠歡迎各位來報考！
報名時間：100 年 4 月 28 日至 100 年 5 月 3 日
招生名額：一般生：3 名、在職生：2 名
初試：書面審查 60％
1.研究計畫書 5 份。
2.碩士論文或研究論文 5 份。
3.大學及碩士班歷年成績單正本 1 份，影本 4 份。
4.教授推薦函 3 封。
複試：口試 40％
口試日期 100 年 6 月 3 日（五）
實施方式：依初試（審查）成績高低通知前若干名考生參加複試（口試）。

聯絡資訊
許淑芬小姐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http://linguist.ccu.edu.tw/front/bin/home.phtml
62102 嘉義縣民雄鄉大學路 168 號
Tel: (05)272-0411 ext 21501 Fax: (05)272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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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依姓名排序)

姓名
江丕賢

服務單位/ 職稱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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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金額(新台幣/元)

捐款日期

1,000

2011.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