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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理事長的話
非常感謝台灣語言學會會員們讓我有這個機會擔任第七屆的理事，也感謝理事們
不嫌棄，推舉第一次被選為理事的我擔任學會的「副理事長」
。其實這屆的理事中，比
我更適合、更熟悉學會事務的理事有好幾位，但在幾次票數相同重新投票的情形下，
就這麼多一票地被選上了。儘管心中惶恐，但還來不及反應時，心中有個聲音告訴我，
與其逃避，不如面對，藉這個機會好好學習。我很感謝陳理事長純音老師，由於他的
行政經驗豐富，還有吳秘書長瑾瑋老師的細心，以及高怡華小姐和謝雁茹小姐的鉅細
靡遺，讓我們的幾次「高峰會議」
（理監事聯席會議之前由正、副理事長和秘書長先行
研議相關提案的前置作業）都能很有效率地進行，從中我也真的學到很多，對學會的
運作也比較瞭解了。在過去這幾個月參與學會事務的過程中，深深感到過去十幾年一
直積極投入學會運作的幾位資深老師們的熱情與執著真的令人敬佩。在三月初參加學
生事務委員會所辦的「語言學沙龍」時也看到許多年輕的面孔正充滿好奇地要涉獵語
言學中各樣新奇有趣的知識。誠如陳理事長純音老師在 2012 年 3 月份的學會通訊中所
說的，我們期盼學會除了例行性事務之外，也能成為不同領域老師之間，以及不同年
齡層的老師們彼此交流的一個平台，讓學會能扮演一個更積極的角色來長久吸引、維
繫從事語言學研究、教學的老師和學生。但願在這兩年的時間當中，我們能找到如何
讓這個理想付諸實現的具體方法。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
蘇宜青 謹誌
201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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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台灣語言學學會李佩容理事
榮獲 2012 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中央研究院自 1996 年起開始頒授「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以鼓勵年輕學者深入思
考，發表優秀學術著作。本屆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共有 166 件申請案：數理組 75 件、
生命組 39 件、人文組 52 件。申請案件皆經過各分組預審、初審、複審程序，再送三
組聯席審查委員會討論，最後於各組各選出 5 位獲獎人。
李佩容副教授的三篇代表作都是台灣南島語的語言學研究，所探討的語言包括噶
瑪蘭語、排灣語、賽德克語以及邵語四種類別，而所分析的議題則包括語音、語意及
詞彙三種層面。
2011 年發表於國外南島語語言學期刊的著作，被審查人譽為第一篇有系統的從社
會語言學及語知科學的角度研究「利用隱喻委婉說法」
，並且也為南島語的語言學研究
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研究方向。在年輕的語言學學者中，李佩容副教授的學術成就無論
是語料蒐集或語言分析上，都有相當可觀的質和量的學術貢獻，而三位分屬國內外的
重要南島語語言學家也都一致給予極高的評價。
得獎感言
很榮幸也很高興能獲得這份肯定。當然在此時此刻，我心裡是滿滿的感恩。感謝
部落耆老們以及族語老師們總是不厭其煩地教我族語，告訴我我想知道的一切；也感
謝國科會的經費支持，東華大學舒適的工作環境與研究經費。更感謝中研院語言所齊
莉莎老師給予我研究上的指導與建議，以及恩師李壬癸院士十幾年來對我的關心與研
究上的鞭策。最後，更要感謝的是我家人－父母及先生，總是給我很大的空間讓我盡
情追求我要做的事。感恩，因為一路上有你們～我能做的就是繼續努力，在這塊土地
上持續耕耘。

李佩容副教授完整著作及簡介，請點選以下之連結:
http://134.208.10.216:8080/PDF_FILES/447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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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訊息
研討會
國際漢語教學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中國浙江大學、美國羅德島大學
二、會議日期：2012 年 6 月 27 日（三）至 2012 年 6 月 29 日（五）
三、會議地點：中國杭州
四 、 會 議 網 址 ： http://dev.web.uri.edu/confucius/chinese-language-pedagogy-conf
erence/

語言、文學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東大學
二、會議日期：2012 年 7 月 17 日（二）至 2012 年 7 月 18 日（三）
三、會議地點：國立臺東大學中商大樓二樓國際會議廳
四、會議網址：http://adm.nutc.edu.tw/ac/index1.asp

漢語作為第二語言研究國際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
與科技研究中心
二、會議日期：2012 年 8 月 17 日（五）至 2012 年 8 月 19 日（日）
三、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
四、會議網址：http://ecourse.sce.ntnu.edu.tw/caslar2012

自然語言與語音處理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
二、會議日期：2012 年 9 月 21 日（五）至 2012 年 9 月 22 日（六）
三、會議地點：元智大學
四、會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site/rocling12/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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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徵稿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The journal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is a refere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From Volume 38 onwards, the issues will appear in May and November. We welcome
research papers on all aspects of linguistics all year round. However, for manuscripts to be
included in Concentric 38.2, the deadline of submission is July 31, 2012, and for Concentric
39.1, the deadline is January 31, 2013.

1.

2.

3.
4.
5.

6.
7.
8.

Information for contributors
Manuscripts for publication, books for review, review articles, and correspondences
relating thereto should be addressed to the Editors of CONCENTRIC: STUDIES IN
LINGUISTICS (Department of English,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No. 162,
Sec. 1, Heping E. Road, Taipei City 10610, Taiwan;
concentric.ling@deps.ntnu.edu.tw).
Preferably, articles should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as e-mail attachment, in Word
for Windows and in its PDF version. Other formats are possible; please contact the
editors first.
Authors who are not native speakers of English are urged to have their articles
thoroughly proofread by a native speaker prior to submission.
To facilitate the blind review process, authors’ names and affiliations should appear
only on a cover sheet, in a separate file, not on the title page.
Except for inset quotations and footnotes in single space, manuscripts must be typeset
in 12-point Times New Roman. Papers should follow the format of th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ISSN: 1606-822X) style sheet, and are normally limited to 30
single-spaced pages in length, including a 150-word abstract and some key words.
The journal will not consider for publication papers being simultaneously submitted
elsewhere.
The author(s) will receive one copy of the journal, fifteen off-prints of the article, and
the e-copy of the paper in its PDF version upon publication.
It is the journal’s policy to require assignment of copyright from all authors.
Website
http://www.eng.ntnu.edu.tw/grad/lang/pages.php?ID=grad-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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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

2.

3.

Information for contributors
Electronic submissions are encouraged and should be sent to
tjl@nccu.edu.tw. Otherwise, send the manuscript in triplicate and a soft copy on disk,
to: Editors,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116, ROC
Both Word and PDF files are acceptable. A paper normally should not exceed 40 pages
single-spaced. The author(s) of each published paper will receive five copies of the
journal issue. A manuscript may follow the style sheet of any established linguistics
journal; however, once accepted, an article must then conform strictly to The TJL Style
Sheet and The TJL Template.
Contributions may be submitted from all countries and are accepted all year round. The
language of publication is English. However, manuscripts simultaneously submitted to
other publications cannot be accepted.
Website
http://tjl.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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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formation for contributors
1.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a professional, refere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cusing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teaching theories, teaching methods and language
structure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Submissions on empirical
studies and digital learning domains are welcome as well. Contributions may be in the
form of 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s or book reviews.
2.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cludes four issues per year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Manuscripts written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will be
accepted for review. Manuscripts must be neither previously officially published nor
simultaneously submitted elsewhere.
3. Each submission must include a cover sheet which contains the following elements: (a)
title of the manuscript; (b) complete name(s) of the author(s); (c) title, affiliation,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each author. A cover sheet is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wcla.org.tw/
4. As applicable, all submissions should be accompanied by abstracts of within two hundred
word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abstracts should be supplied with five or six key
words.
5. Submissions must be typed, using Microsoft Word 6.0 (or later version).
Chinese-language manuscripts (typed using the “Unicode” input mode) should be kept to
10,000~20,000 characters. English-language manuscripts should be kept to within 20
single-spaced pages.
6. To facilitate the blind review process, the author’s name should appear only on the cover
sheet, not on the title page; all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sh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body
of the paper.
7. Please e-mail your articles in both Word document and PDF files to
cec01@ms28.hinet.net.
8. The author whose articles are published in this journal agree to the following uses of their
works:
a. The articles can be published either on paper or in digital format.
b. The articles can be printed, digitized, reproduced, transmitted on the Internet,
downloaded on permits, browsed, sold, or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
c. The articles can be accessed in the database of National Library and other information
providers.
d. The necessary format alteration of the articles is allowed to meet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s.
Website
http://clta-us.org/jcl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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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資訊／新書評介
書名：語海尋規：語言學的實證方法
作者：James Myers (麥傑)
出版社：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出版日期：2012-03-14
語言：英文
ISBN：978-986-031-711-4

【本書簡介】
傳統的理論句法學、構詞學、音韻學無需技術性強的操作，因此，不少語言學家
對現代語言學的語料庫分析、心理語言學實驗，以及電腦模式化深感陌生與茫然。為
此，本書指導語言學研究者如何輕鬆掌握新的研究方法。本書主要章節由兩位大師執
筆：Wayne Cowart 教授著有極具獨創性的 Experimental Syntax（《實驗句法學》），而
Michael Hammond 教授則是經典參考書 The Phonology of English（《英語音韻學》）
的作者。與另外四位作者一起，六位專家深入淺出地介紹語言學的種種實證方法，並
指導讀者如何運用這些方法。本書案例分析涵蓋漢語，英語，及其他語言的多種現象。
無論是句法學還是音韻學的研究者，無論其理論背景是形式主義還是功能主義，無論
研究者是學生還是老師，都可從此書中找到所需的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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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論文介紹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徐寧

中文精神分裂症病患敘事能力之研究

張顯達

李家宏

名物化在醫學期刊「摘要」與「背景」的語用分析 蘇以文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蕭裕台

中文顏色詞彙處理機制：心理語言學的實證

萬依萍

陳采君

台灣以中文為母語的小孩的誘發過度泛化現象

萬依萍

高佩如

語境預測力對中文一詞多義處理歷程的影響：文句 蔡介立
閱讀的眼動研究

賴宛君

準確界定漢語中分類詞

何萬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沈曉瑩

從客語聖經翻譯看臺灣教會客家運動

楊聰榮

游舒帆

遊戲融入台羅拼音─以基隆市八斗地區兩國小五 李勤岸
年級為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研究生
楊小慧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基於語料庫的動詞學習困難之研究: 及物性、語意 陳浩然
韻、近義詞

王

懿

以中文為母語的兒童承諾概念發展之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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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純音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陳怡潔

泰雅語萬大方言中加綴引發的音韻變化

黃慧娟

張育菁

達悟語 ma-型動詞之句法、語意衍生之探討

曹逢甫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賴淑芬

論文題目
台灣南部客語的接觸演變

指導教授
羅肇錦
劉秀雪

林信璋

新竹閩南語中性問句變異研究

劉秀雪

張瓊云

從時間即是空間的隱喻關係看閩南語的時間詞

葉美利

全茂永

卡社布農語名詞構詞初探

葉美利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研究所
研究生
洪萱眉

論文題目
以中文為母語的小孩在「開」字之語意習得研究

指導教授
郭怡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李嘉宜

台灣英語學習者流音習得探究

鍾榮富

莊郁寧

賽德克語太魯閣方言之否定詞研究

魏廷冀

9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李賀斐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漢法顏色詞之對比分析及其教學策略 ──以顏色 方麗娜
詞「白」為討論範圍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語言治療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
吳雅婷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五歲典型發展兒童與語言發展遲緩兒童表達性語 林玉霞
法能力之研究

蔡昆瀛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語言學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劉蘋果

國語話語標記的用法：母語者和非母語者的比較

李子瑄

劉慧雅

台灣社會變遷與新詞關係研究：以 1981－2011 年 李子瑄
報紙用語為例

輔仁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謝欣頻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孫志文「歐洲的語言學學派」翻譯與評析－兼談台 陳永禹
灣外語教學的歷史文化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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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錄
(按姓名排序)
姓名

王

單位

旭

捐款金額

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教授

1,500

捐款日期
2012/02/01

1,500

2012/03/02

1,500

2012/06/03

吳俊雄

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副教授

2,000

吳聖雄

台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1,000

施玉惠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10,000

范瑞玲

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副教授

6,000

張妙霞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10,000

陳純音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2012/02/01
2012/02/01
2012/06/27
2012/06/16
2012/06/26

1,000

2012/02/01

1,000

2012/03/02

10,000

2012/06/03
2012/06/14

陳俊光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

10,000

蔡素娟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1,500

2012/06/03

1,500

2012/02/01

1,500

2012/03/02

蘇宜青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副教授

謝信一

夏威夷大學東亞系教授

謝舒凱

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10,000
1,000

2012/02/01

1,000

2012/06/03
2012/02/01

謝豐帆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1,500

龔書萍

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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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6/03

2012/02/01

新會員名錄
姓名

會員身份

現職

林瑞菊

個人會員

苗栗縣造橋國民小學教師

郭珮蓉

個人會員

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黃漢君

個人會員

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助理教授

劉彩秀

個人會員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周伶蓁

學生會員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學士班四年級

洪婉蓁

學生會員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應用語言學組碩士班二年級

張瓊文

學生會員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碩士班語言組一年級學生

莊智霖

學生會員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應用語言學組碩士班一年級

許學旻

學生會員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四年級

陳柏亨

學生會員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

陳淑芬

學生會員

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四年級

蕭有智

學生會員

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研究所應用外語組碩士班二年級

謝佳琳

學生會員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碩士班二級

謝惠如

學生會員

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碩專班二年級

顏旭宏

學生會員

嘉義大學應用語言組碩士班一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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