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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訊息 

中華民國俄羅斯語文教師協會籌備會公告中華民國俄羅斯語文教師協會籌備會公告中華民國俄羅斯語文教師協會籌備會公告中華民國俄羅斯語文教師協會籌備會公告 

主旨：內政部 99 年 12 月 23 日台內社字第 0990249590 號函本會經核准設立，並成立籌

備會，茲公開徵求會員。 

公告事項： 

一、 本會宗旨：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促進中華民國與世界

其他教授俄語及俄國文學國家間之文化交流，在兼顧本國文化特質之前提下，加強

俄語文學、文化、語言之研究及教學，鼓勵並協助本地俄語文教師之專業進修，並

進行國內及國際間相關學術機構之聯繫與合作為宗旨。  

二、 入會資格： 

(一)、個人會員： 

1. 凡擔任過或現任於中華民國各級學校、研究機構及立案之俄語語言中心從事俄國

文學、文化、語言等相關之教學或研究工作，或於相關系所從事行政工作者。 

2. 現在在本國或國外研修俄國文學、文化、語言或從事相關學術研究之博士或碩士

研究生。 

3. 贊同本會宗旨並從事俄國語文相關工作者 

(二)、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關團體，並派代表一人行使會員權利。 

(三)、贊助會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 

(四)、榮譽會員：本會得經會員大會之決議，邀請對本會有特殊貢獻之會員或社會人士為

榮譽會員。申請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納會費。 

(五)、申請入會時應填具入會申請書，並繳納會費。 

1. 入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伍佰元，團體會員新台幣壹仟元，學生會員新台幣貳佰

元，於會員入會時繳納。 

2. 常年會費：個人會員新台幣壹仟伍佰元，團體會員新台幣參仟元，學生會員新台

幣參佰元，於每年會員大會時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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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籌備期間申請入會之方式： 

籌備地址：新北市淡水區英專路 151 號淡江大學俄文系 FL209 室 

聯絡人：張慶國主任委員 

電話：(02)26215656 分機 2711         傳真：(02)26209907 

E-mail：139182@mail.tku.edu.tw 

四、 申請入會方式為上網下載申請表，並以 E-mail 或傳真回覆。 

網址：www.tfux.tku.edu.tw/main.php  

E-mail：139182@mail.tku.edu.tw        傳真：(02)2620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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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語言學學會台灣語言學學會台灣語言學學會台灣語言學學會 2011 年年度最佳博碩士論文獎實施細則年年度最佳博碩士論文獎實施細則年年度最佳博碩士論文獎實施細則年年度最佳博碩士論文獎實施細則 
1. 申請資格：論文正式完稿日期為2010年五月一日至2011年七月三十一日之間者。 

   論文完稿日期以繳交給校方之正式論文版本所載之日期為準。 

   申請者(於提出申請案時)須為台灣語言學學會會員。 

   請注意每篇論文只能申請一次。 

2. 申請時間：即日起 至 2011年八月一日止。 

3. 申請方式： 

a. 自台灣語言學學會網站(http://linguist.tw)下載申請表，填寫後寄至指定之Email。 

 地址(見(3e)) Email 主旨請寫 LST 論文獎申請_(申請者姓名)。  

 例如，LST 論文獎申請_王大明。 

b. 申請者請推薦之口試委員直接將推薦信寄至指定之 Email 地址。 

 Email 主旨請寫: LST 論文獎申請_(申請者姓名)推薦函。 

 例如：LST 論文獎申請_王大明推薦函。 

c. 申請者請論文指導教授將以下資料寄至指定之 Email 地址：申請學生姓名、論

文題目、論文正式完稿日期。Email 主旨請寫: LST 論文獎申請_(申請者姓名)

論文日期。例如：LST 論文獎申請_王大明論文日期。 

 若申請表上所填日期與指導教授來函不符合，則自動喪失申請資格。 

d. 以上(a,b,c)等全部資料須於申請截止日前寄達指定之 Email 地址。 

若資料不全，恕不接受申請。申請表與推薦函請寄 Word 檔以利後續作業(然申

請表若因字型可能無法正確顯示等因素 可另外加寄pdf檔)。 

e. 本年度申請論文獎之聯絡地址為 lst6.assistant@gmail.com 

4. 初審結果將於 2011 年九月初公佈。台灣語言學學會學術組將以email通知。 

    通過初審之決選候選人、並將名單公告於台灣語言學學會網站。 

5. 年度論文獎申請一律採線上作業。因此，決選候選人須於通知函指定時間內，將論

文全文完稿之 pdf 電子檔寄至指定地址。 

6. 決選結果於當年會員大會前公布，並於會員大會中頒獎。 

 

 

 

 

 

 
============================= 
台灣語言學學會 
http://linguist.tw 
Tel: 02-26525000 # 6109 
Fax:02-26525022 
E-mail: lst6.assistant@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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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語言學學會年度最佳博碩士論文獎給獎辦法台灣語言學學會年度最佳博碩士論文獎給獎辦法台灣語言學學會年度最佳博碩士論文獎給獎辦法台灣語言學學會年度最佳博碩士論文獎給獎辦法    

2006/05/19 九十五年度第一次常務理事會議訂定 

2008/05/03 九十七年度第三次理事會議修訂   

 

一、 本學會為追求卓越語言學研究，並鼓勵傑出青年學者，特設置年度最佳 博 碩 士 論 文 獎 

(以 下 簡 稱 年 度 論 文 獎 ) 。 英 文 名 稱 為 Linguistic Society of Taiwan Thesis of 

the Year Award。 

二、 年度論文獎，博士、碩士，各給一名。其餘佳作或入選若干。除獎狀/牌外，年度論文獎得

獎人可享次年免繳會費之優惠（或從終身會費減免等額費用）。論文獎得獎人並可得到定

額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憑頒獎日前後一年內發表論文之證明領取。 

三、 論文獎頒發對象為國內大學暨獨立學院語言學及其相關研究所博士班與碩士班應屆畢業研

究生或甫畢業之研究生。 

四、 年度論文獎參選者，必須是各該年度前一年五月一日至該年度七月三十一日之間正式繳交

論文完稿者。論文完稿日期以繳交給校方之正式論文版本所載之日期為準。每篇論文只能

申請一次。 

五、 年度論文獎之推薦申請期間為每年 五月一日 至 八月一日 。 

六、 申請方式： 

年度論文獎由指導教授以外之口試委員推薦，除推薦書與評語外，並需附論文中英文摘要

及章節細目，參加初審。初審決定時間為每年九月初。 

七、 論文獎之評選程序如下：論文審查分初審與複審兩階段： 

(一)初審由台灣語言學學會學術組召集人召集審查會評審，博碩士各選出最多五位決選候

選人。 

(二)決選候選人必須提供論文全文完稿，由台灣語言學學會學術組送專家審查後，由上述

審查委員會議決。 

八、 決選結果在每年度會員大會前公布，並在會員大會中頒獎。年度論文獎並於全國語言學論

文研討會(NCL)中發表。 

九、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 
台灣語言學學會 
http://linguist.tw 
Tel: 02-26525000 # 6109 
Fax:02-26525022 
E-mail: lst6.assistant@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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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語言學學會為提供大學生提早體驗語言學各領域之研究活動、學習語言學理論

及研究方法，加強分析、實驗、實作之能力，進一步瞭解國內語言學家的研究領域，希

望能培育年輕一代語言學優秀人才。 身為大學生的你，是否正在籌劃著畢業後的未來藍

圖？是否正考慮繼續往語言學方向深造？趁 2011 年的暑假，到北中南各大學的語言學相

關之實驗室或研究室實習一下吧～ 

人數有限，欲者從速！ 

★ 課程內容：  

   課程主要內容：協助語言(實驗)資料收集、整理與分析。 

   時間：七～八月，為期四週、每週約三天。 

   (公告之上課時間為暫定，屆時視各個老師情況調整增減)。 

 

專專專專    長長長長    領領領領    域域域域 / / / /    

主主主主    題題題題    
教教教教    授授授授    任任任任    職職職職    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    

北北北北部部部部    

計算語言學、語意

學、語言哲學、語

言與資訊應用 

 1. 謝舒凱教授 

    時間: 7~8 月 

    地點:台灣大學語言所 

個人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site/shukai 

實驗室網站: http://lope.linguistics.ntu.edu.tw/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所 

 

 

神經語言學、認知神

經科學 

 2. 李佳穎教授 

    時間: 7~8 月 

    地點:中研院語言所 

個人網站:http://intranet.ling.sinica.edu.tw/v3-3-1.asp?auserid=13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

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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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網站:http://ball.ling.sinica.edu.tw/index.html  

眼 動 控 制 與 閱

讀、心裡語言學、

眼 球 運 動 與 認

知、認知神經科學 

 3.蔡介立教授 

   時間: 七月 

   地點: 政治大學心理系 

個人網站: 
http://psy.nccu.edu.tw/people/bio.php?PID=51556  

實驗室網頁: http://emrlab.nccu.edu.tw    

 

 

政治大學心理系暨

心理所 

 

應用語言學、語言

學、句法學、南島語

言學、功能╱話語語

言學 

 4.洪媽益教授 

   時間: 7/4-15 之間 和 8/1-12 之間 

   地點:台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 

   個人網站: http://epf.ntut.edu.tw/ep/11423 

     �歡迎原住民同學，或對原住民語言有興趣的

同學加入。 

    第一次上課日期：7/4 （一） 

 

 

台北科技大學應用英

文系 

語言學、語音學、音

韻學、TESOL 

 5.小笠原奈保美(Naomi Ogasawara)教授 

   時間: 7~8 月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個人網站/實驗室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ntnuphoneticslab/Home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

系 

心理語言學、句法處

理、語言習得 

  6.許淳潔教授 

    時間: 7~8 月 

    地點: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個人網站: http://www.hss.nthu.edu.tw/~fl/faculty/cchsu.html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

系 

中南部中南部中南部中南部    

華語教學、語音學、

理論與實驗音韻學、

韻律學與言談對話介

面 

6. 陳春美教授 

   時間: 7~8 月 

   地點:中興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 

個人網站：http://web.nchu.edu.tw/pweb/index2.php?pid=299 

 

中興大學外國語文

學系暨研究所 

 

形式語法、語言習

得、漢語語言學、華

語教學     

7. 郭珮蓉教授 

   時間： 8 月 

   地點： 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暨研究所 

個人網站：http://web.ncyu.edu.tw/~domo/Welcome.html  

 

嘉義大學外國語言

學系暨研究所 

認知語言學、語言田

野調查、語意與語用

介面 

8. 黃舒屏教授 

   時間: 7/24~8/31 

   地點: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個人網站：https://sites.google.com/site/irisshupinghuang/home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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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加對象：有語言學概論背景之大學生。 

 

二、 費用：五百元整。 

(今年開始參今年開始參今年開始參今年開始參加加加加學生需繳交五百元學生需繳交五百元學生需繳交五百元學生需繳交五百元暑期活動費用暑期活動費用暑期活動費用暑期活動費用，，，，課程結束後課程結束後課程結束後課程結束後將不會退將不會退將不會退將不會退費費費費。。。。)))) 

 

三、 上課地點與時間：依指導老師所屬系所，詳細時間地點於報名成功後會個別通知。 

 

四、 申請文件：(資料不全，恕不受理) 

1. 學生歷年成績單 (自大一至今) 

2. 學生證正反面 

3. 個人簡歷 

4. 報名表（於台灣語言學學會網站 http://linguist.tw 下載） 

 

五、 報名方式(用 Email 方式，資料不齊者恕不接受)： 

    請於 6/21（（（（二二二二））））前前前前將個人歷屆將個人歷屆將個人歷屆將個人歷屆成績單成績單成績單成績單、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個人簡歷、、、、學生證正反面學生證正反面學生證正反面學生證正反面及報名表等掃描報名表等掃描報名表等掃描報名表等掃描

成電子檔後成電子檔後成電子檔後成電子檔後，，，，以附件的方式以附件的方式以附件的方式以附件的方式 Email 至 lst6.assistant@gmail.com ，主旨註明「LST2011

大學生語言學暑期研習報名」。 

 

六、 審查方式： 

     1. 以以以以繳交資料繳交資料繳交資料繳交資料 email 收件時間收件時間收件時間收件時間為決定錄取先後順序資格。 

  2. 由本會秘書處先進行資格初審，之後將轉給申請研習的指導老師審核並確認 

錄取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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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繳費方式:  

   錄取後，請於三天內劃撥費用五百元 (戶名：台灣語言學學會，帳號：19441335) 

 

八、 繳交活動心得報告： 

  參與研習活動的學生應於八月三十一日八月三十一日八月三十一日八月三十一日繳交活動一～二頁心得報告。無繳交活

動心得學生，也無法取得研習證明。 

 

九、 研習證明： 

  經指導老師確認學生的出席及學習狀況後，將給予參與研習活動的學生研習證

明。若經常無故缺席研習課程，或指導老師認為學習狀況不佳者，將視情況不給予研

習證明。 

 

十、 公告時間： 

     我們將於 6/24（（（（五五五五））））公佈錄取及候補名單，由於人數有限，錄取順序以收件先

後為主。通知錄取後，三天內未繳納費用者，視同放棄，由候補名單遞補，並於 6/30

（四）前公佈最後確認名單，未錄取者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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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上學生可依照自己的興趣在框格中排出優先順序的五個指導老師。例: □1  

台大 謝舒凱教授 ; □2  中研院 李佳穎教授 ...以此類推。 ) 

LSTLSTLSTLST 2011 2011 2011 2011 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大學生語言學語言學語言學語言學暑期暑期暑期暑期研習課程研習課程研習課程研習課程    

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報名表    
（除傳真可不填以外，每一項目請務必詳實填寫） 

姓名：                             電子郵件： 

學校系所：                         年級：           □已考上研究所 

聯絡地址： 

電話：                          傳真： 

 北部： □  台大 謝舒凱教授（計算語言學、語意學、語言哲學、語言與資訊應用） 

        □  中研院 李佳穎教授 (神經語言學、認知神經科學) 

        □  政大 蔡介立教授 (眼動控制與閱讀、心裡語言學、眼球運動與認知、  

                       認知神經科學 )                    

 □  台北科技大學 洪媽益教授 (應用語言學、語言學、句法學、南島語言學、 

                              功能╱話語語言學) 

        □  台師大 小笠原奈保美教授 (語言學、語音學、音韻學、TESOL)   
         
        □  清華大學 許淳潔教授 (心裡語言學、句法處理、語言習得)             
           

中南部：□  中興大學 陳春美教授（華語教學、語音學、理論與實驗音韻學、 

                                 韻律學與言談對話介面） 

        □  嘉義大學 郭珮蓉教授（形式語法、語言習得、漢語語言學、華語教學） 

        □ 中山大學 黃舒屏教授 (音韻學、心理語言學、語言習得)   

參加理由：（必填，限三百字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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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名錄 

學生會員  

姓名 現職 姓名 現職 

李彩明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 嬰

幼兒保育系暨研究所碩士班

研究生(碩二) 

施雅婷 

Doctoral student in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at 

Ohio State University 

王伯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學

士四年級 
張絮茵 

台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

究所博士班二年級 

林仲茂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大

學部四年級學生  
謝承諭 

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

班二年級 

 

個人會員  

姓名 現職 

劉星辰 
日前任職於有意思數位人文股份有限公司，職稱為「線上指導師」，

今年九月將入學就讀研究所 

 

捐款芳名錄 

(依姓名排序)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 
捐款金額 

(新台幣/ 元) 
捐款日期 

史嘉琳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副

教授 
1000 2011.03.19 

張妙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副教授 1000 2011.03.19 

張顯達 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副教授 1000 2011.03.19 

黃慧娟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500 2011.03.19 

葉美利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

研究所副教授 
1500 2011.03.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