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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的話 

今年初在很意外的情況下負責學會秘書長一職，展開了一個感受很不同的學習新

旅程。首先是我必須很認真仔細地去認識學會的一切。我從學會的沿革、組織章程、

過去的各種學會活動中認識跟這個學會有關的人、事、物，我也同樣正視一件事:我對

學會的認識不多，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然無論是自發的或是被迫的，多一些深入的

認識，就有多角度多面向的想法和思惟，生命似乎就寬闊了些! 

學習的第二站是處理事務的挑戰，舉凡是訂定事務的相關處理辦法，或是相關的

實施細則，或是條例表格說明等等，來來回回的過程中，有很多意見的交流和思考的

澄清，我看見我的限制、盲點，以及我和別人的差別；我也看到理監事們的擔當；而

我還是很驚訝:透過語言這個溝通工具，可以達到如此美好的效果。 

上任至今幾個月了，接近會員大會重要日子的時候，這一學習之旅走了一段，接

下來的人生風景，我想我勉力前進，如同許多人繼續支持學會一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吳瑾瑋 謹誌 

2012/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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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訊息 

研討會 

第九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臺灣語文學會、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文研究所、國立中央大          

           學客家學院、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二、會議日期：2012 年 10 月 5-6 日（星期五、六） 

三、會議地點：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大樓國際會議廳 

四、會議網址：http://140.115.170.1/hakkalanguage/9th/  

 

  第六屆文學與資訊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 

二、會議日期：2012 年 10 月 8 日(一) 

三、會議地點：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行政大樓 4 樓第一會議室 

四、會議網址：http://www.chinese.ntpu.edu.tw/app/news.php?Sn=314 

 

客家語言與生活文化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桃園縣社會教育協進會、桃園縣成人暨 

     社區教育推廣協會 

二、會議日期：2012 年 10 月 28 日（日） 

三、會議地點：桃園縣平鎮市社教文化中心三樓會議廳 

四、會議網址：暫無 

 

文化、語言、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中技術學院語文學群、應用日語系、應用英語系、應用中 

文系 

二、會議日期：2012 年 11月 2日（五） 

三、會議地點：國立臺中技術學院中商大樓國際會議廳 

四、會議網址：http://clt.ntit.edu.tw/index.html 

 

2012 年第九屆兩岸四校外語教學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文藻外語學院 

http://140.115.170.1/hakkalanguage/9th/
http://www.chinese.ntpu.edu.tw/app/news.php?Sn=314
http://clt.ntit.edu.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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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會議日期：2012 年 11 月 3-4 日（六-日) 

三、會議地點：文藻外語學院至善樓 

四、會議網址：http://web2.wtuc.edu.tw/csc/2012/static.php?page=front  

 

2012 英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暨實務專題成果海報發表 

一、主辦單位：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二、會議日期：2012 年 11 月 11-12 日（四-五) 

三、會議地點：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 

四、會議網址：暫無  

 

臺灣華語文教學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 

二、會議日期：2012 年 12 月 28 日（五）至 2012 年 12 月 30 日（日） 

三、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四、會議網址：http://huayu.org/2012/ 

 

 

 

 

 

 

 

 

 

 

 

 

 

 

 

 

http://web2.wtuc.edu.tw/csc/2012/static.php?page=front
http://huayu.org/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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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通告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2/9/24(一) 

10:00 

Prof. Ritsuko Kikusawa 

（日本國立民族博物館） 

Comparis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Morphosyntactic Features: 

The Intersection between 

Typological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本所

519室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所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2/9/26(三) 

12:30 

李壬癸教授 (清大語言

所榮譽講座教授&中研

院院士) 

台灣南島民族和各種動植物 

語言所研討

室(人社院 

B305 室) 

2012/10/3(三) 

12:30 

Barbara Meisterernst 

(Humboldt 

University, Berlin) 

Root possibility and 

ability in Pre-Tang 

Chinese: Syntax and 

Semantics 

語言所研討

室(人社院 

B305 室)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2/9/26(三) 

10:00-12:00 

屈承熹教授（美國佛

羅里大學） 

現代漢語句末情態虛詞的篇

章功能 

本校推廣大樓

四樓 9426教室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所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2/9/28(五)

14：00-16：00 

Prof. David Nathan（Endangered 

Languages Archive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TBA 文學院 144 室 

2012/10/5( 五 )

14：00-16：00 

Prof. Lawrence Reid（University of 

Hawaii） 
TBA 文學院 413 室 

2012/12/7( 五 ) 

14：00-16：00  

楊梵孛助理教授 

（清華大學外文系） 
隱喻的神經基礎 文學院 14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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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徵稿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徵稿啟事 
 

一、本刊為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發行之學術刊物。 

二、本刊以發表中國語文與中國思想及其相關領域之研究為主。 

三、來稿以不超過兩萬字為原則，請參照「《臺北大學中文學報》撰稿格式」。 

四、本刊稿件須通過兩位外審之匿名評審方能刊登。若屬於外稿，亦可交由一位校外

專家與一位本系專任教師審查。 

五、來稿一經刊登，致送本刊 2 本及抽印本 50 份，不支付稿費。 

六、本刊不接受任何已刊登之論文，來稿請勿再投寄其他刊物。 

七、本刊僅接受國內外大學專兼任教師的投稿。如有相當於同等級教師之專業人士投

稿，此資格認定由本刊編輯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八、本刊為半年刊，於每年 3 月及 9 月出刊，截稿日期分別為 5 月 31 日及 11 月

30 日。 

九、寄件方式：檢附論文 2 份及個人資料表、著作權授權書（均含電子檔）寄到 23741

臺北縣三峽鎮大學路 151 號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編審

委員會」收；聯絡方式：02-86746708，chinese@mail.ntpu.edu.tw 

十、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經本刊刊登後，即授權本刊單位以

非專屬授權之方式再授權國家圖書館、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華藝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等單位，收錄於「國圖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凌網科技 HyRead 平台」、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或其他資料庫中，並得為重製、公開傳輸、授

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為符合資料庫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Information for contributor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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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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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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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chinese@mail.ntpu.edu.tw
http://tjl.nccu.edu.tw/Style_sheet.pdf
http://tjl.nccu.edu.tw/Style_sheet.pdf
http://tjl.nccu.edu.tw/TJL%20Templat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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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tjl.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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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tjl.nccu.edu.tw/
http://www.wcla.org.tw/
mailto:cec01@ms28.hinet.net
http://clta-us.org/jcl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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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資訊／新書評介 

書名：語言時空變異微觀 

作者：Chin-Chuan Cheng (鄭錦全) 

出版社：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出版日期：2012-06-29 

語言：中文 

ISBN：978-986-03-2638-3 

 

 

 

 

 

 

 

 

 

 

 

 

【本書簡介】   

本書係 2007 年中研院語言所舉辦之「語言微觀分布國際研討會」部分論文之集

結，全書共收論文 11篇，皆以比較短暫的時段與局部的空間，以微觀的視角研究語言

的變化和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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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論文介紹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陳怡君 台灣手語自然對話中的提問方式 

 

戴浩一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C4BBrr/record?r1=1&h1=1


 9 

 

捐款芳名錄 

 (按姓名排序) 

姓名 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曾金金 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教授/所長 10,000 2012/07/09 

謝惠如 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碩專班二年級 1,200 2012/07/19 

 

新會員名錄 

姓名 會員身份 現職 

賴怡秀 個人會員 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程涂媛 個人會員 台灣大學語言所博士班四年級 

呂碧霞 個人會員 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系秘書及兼任教師 

詹曉蕙 個人會員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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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學旻 學生會員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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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芬 學生會員 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四年級 

葉容廷 學生會員 中山大學外文所語言組碩士一年級生 

許尤芬 學生會員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二年級 

林欣霓 學生會員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語言組碩士班三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