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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今年是小龍年，先跟大家拜個晚年！轉眼間，已經三月了，相信大夥早已做完收

心操，回工作岡位上打拼了。新的一年，希望學會會務蒸蒸日上。 

算一算時間，未來的幾個月，由學會主辦與協辦的會議將一個接一個地登場。其

中，與研究生最相關的應該是 5 月 24-25 日即將在東台灣舉行的「第十四屆全國語言

學論文研討會(2013NCL)」。今年的研討會很有「南島」風，多篇論文與原住民族語研

究有關，這次要感謝東華大學李佩容老師團隊的大力協助，精心籌畫會議，還特別邀

請到李壬癸老師和連金發老師兩位大老級人物，為研討會加持，做專題演講，讓今年

的 NCL 更有亮點，精彩可期。 

接續的，應該是 6 月 7-9 日台師大主辦與學會協辦的「國際中國語言學會第 21

屆年會(IACL-21)」，今年投稿之論文摘要篇數超過 500 篇，因此入選的發表論文有一

定的學術水平。這個會議一直是語言學界的大會，也是繼 2006 年 IACL-14 在中研院

舉辦後，再次回台灣舉辦的大型國際學術研討會，屆時來自世界各地之學者專家將齊

聚一堂，針對不同議題，互相切磋交流，是一個不容錯過的專業成長機會。 

為了能鼓勵學生會員出席國內舉辦的研討會發表論文，我們已於 3 月 1 日第 7 屆

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補助辦法，相關資訊與申請表即將公佈於學會網站上。對

學生會員來說，這個補助應是一大福音，屆時請大家踴躍申請。此外，第 6 屆語言學

卓越營原中正大學蔡素娟老師已規劃詳盡，但後來因國科會無經費而取消。今年已先

取得中研院李壬癸老師和吳瑞文老師的首肯，協助籌畫明年度語言學卓越營。若國科

會經費許可，申請也順利的話，明年卓越營應是指日可待。大專生的暑期課程，這次

也邀請到許多好友(如：黃美金、張榮興、江丕賢、林惠玲、陳媛珊、吳曉虹、龔書萍、

徐東伯、李佳霖等教授)，謝謝大家的情義相挺，犧牲暑期讓大專生近距離與大師互動！ 

這一年下來，有種很奇特的感覺，總覺得學會要做的事似乎永遠忙不完，但可喜

的是總有貴人會適時出現，讓我們可以繼續堅持下去，走得更踏實、更穩健，感恩！ 

 

 

                                                            陳純音   謹誌 

                   2013.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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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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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3/11( 一 ) 

10:00-12:00  

湯志真博士(本所研究

員) 

A Three-layered Analysis of 

Aspectual guo in Mandarin 

本所

519 室 

2013/3/14(四) 

14:00-16:00 
張宇衛博士 (台灣大學) 

武丁卜辭的戰爭型態與卜辭語

法的研究心得（張宇衛 博士） 

本所

519 室 

2013/3/19( 二 ) 

14:00-16:00 

Prof. Kikuo Maekawa 

(前川喜久雄教授）

(National Institute for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Japan) 

Advances in the Phonetics of 

Spontaneous Speech: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Japanese 

本所

519 室 

2013/3/25( 一 ) 

10:00-12:00 

林英津博士(本所研究

員) 

西夏文《孫子兵法‧虛實‧軍

爭》 

本所

519 室 

2013/4/15( 一 ) 

10:00-12:00 
余文生 副研究員 TBA TBA 

2013/5/13( 一 ) 

10:00-12:00 
張永利 副研究員 TBA TBA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3/3/13(三) 

12:30-14:00 

蔡慧瑾博士 (博士後研

究員) 

Cardinals and Ordinals in 

Chinese 

季陶樓三樓

340313 語言所

視聽會議室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3/4/10(三) 

12：30 

Prof. Richard Kayne 

(New York University) 
Comparative Syntax 

人文社會學院

C310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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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3/3/12(二) 

10:30-12:00 

Prof. Mary Beckman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Cross-language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honological change 

人社二館

F110 室 

2013/4/12(五) 

10：00  

Prof. Richard Kayne 

(New York 

University) 

Some Thoughts on English *one* 
人社二館

F210 室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所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3/3/15(五) 

14:00-16:00 

Prof. Mary Beckman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requisites for computational 

models of the early emergence of 

phonological categories 

文學院 144

室 

2013/5/30(四) 

14:00-16:00 

Prof. Colin Phillips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Linguistic Illusions: Where you 

see them, where you don't 

文學院 144

室 

2013/6/14(五) 

14:00-16:00 

Dr. Michal B. 

Paradowski (Institute 

of Applied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Warsaw) 

TBA 
文學院 144

室 

2013/6/25(四)

14:00-16:00  

Prof. Maria Piñango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Yale University) 

Mechanisms of real-time meaning 

composition: a view from 

so-called "enriched composition" 

文學院 14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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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第九屆形式句法學與語意學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二、會議日期：2013 年 4 月 27、28 日(星期六、日) 

三、會議地點：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文 155 室 

四、會議網址：http://www.ccunix.ccu.edu.tw/~lngwujs/FOSS2013/index.htm 

 

第四屆理論音韻學國際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二、會議日期：2013 年 5 月 4-6 日（星期六至一） 

三、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一、二、五會議室 

四、會議網址：http://ling.nccu.edu.tw/app/news.php?Sn=146  

 

2013 年第十四屆全國語言學論文 

一、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台灣語言學學會 

二、會議日期：2013 年 5 月 24、25 日(星期五、六) 

三、會議地點：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 

四、會議網址：http://faculty.ndhu.edu.tw/~NCL2013/index.html 

 

2013 中原大學應用語言學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中原大學應用外國語文學系 

二、會議日期：2013 年 5 月 25 日(星期六)  

三、會議地點：中原大學全人村南棟 6 樓人育院會議廳 

四、會議網址：http://alls.cycu.edu.tw 

 

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第二十一屆年會 

一、主辦單位：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 

二、會議日期：2013 年 6月 7-9日(星期五至日) 

三、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 

四、會議網址：http://iacl-21.ntnu.edu.tw/CH/home.html 

 

http://faculty.ndhu.edu.tw/~NCL2013/index.html
http://www.cy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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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徵稿 

第一屆臺灣原住民族語、閩南語、客語認證與教學學術研討會 

一、 研討會徵稿主題： 

1. 原住民族語認證 

2. 閩南語認證 

3. 客語認證 

4. 原住民族語認證與教學 

5. 閩南語認證與教學 

6. 客語認證與教學 

二、 發表形式： 

1. 以中文或英文宣讀論文 20分鐘、討論 10分鐘。 

2. 以中文或英文之海報張貼論文，海報輸出一律直式，海報尺寸規格為全

開(A0尺寸，寬 84.1cm*高 118.9cm)。 

3. 如有偏好請於信件內文預先註明，否則以審查結果評定之。  

三、 重要日期： 

1. 摘要截稿日期：即日起至 2013年 3月 18日（一）→延長至 2013年 3月

31日（日） 

- 摘要投稿方式：一律採線上投稿 

- 論文須為原著且未曾正式發表。論文全文通過審查者，研討會當天

以口頭進行發表，口頭論文者須於規定時間內繳交全文，會後將申

請國際標準書號 ISBN集結成冊出版。 

- 摘要內文需匿名，以不超過 2頁為原則。內容應包含研究目的、研

究方法、預期結果、結論等，以及關鍵詞（以 3至 5 個詞彙為限，

詞彙之間以頓號分隔） 

- 投稿摘要檔名以○○○（投稿者之第一作者姓名）-○○○○(文章

篇名)方式存為 PDF檔(如：陳筱原-客語認證之詞彙教學)，上傳至

研討會網站(請先註冊帳號)。 

2. 摘要審查公佈日期：2013年 4月 15日（一）。 

3. 研討會論文經匿名審查通過，並依審查委員意見修訂完成後，請將全文

Word及 PDF 檔，於 2013年 6月 30日（日）前上傳至研討會專屬網站之

「全文提交」。 

4. 研討會線上報名日期：2013年 7月 15日(一)至 8月 4日(日)。 

四、 論文格式： 

1. 摘要格式 

- 版面設定：論文請以 A4規格(21 cm × 29.5 cm)編排。本文版面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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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版面上界 2.54 cm，下界 2.54 cm，左界 3.18 cm，右界 3.18 cm；

內文段落採單行間距。 

- 字型設定：字體中文使用標楷體字型，英文及數字請採 Times New 

Roman 字型。 

- 字體大小：論文標題採 16號粗體字，作者姓名、任職單位(學校)與

職稱採 12號字，摘要採 14號字，摘要內容採 12號字，關鍵字內文

採 12 號字。 

2. 全文格式，請以 APA第 6版寫作格式撰寫，並詳閱詳見網站相關資料之

「全文稿件規格」說明，潤稿後再提交。  

五、 會議時間及地點： 

1. 日期：2013 年 9 月 14日（六）、9 月 15 日（日） 

2. 地點：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綜合教學大樓 B1 國際會議廳 

六、 聯絡方式： 

E-mail: ihakka@g2.nhcue.edu.tw 

      Website:  

   http://140.126.42.75/langc/index.php 

 

第三屆青年學者台灣語言學術研討會 

一、 主辦單位：臺灣語文學會、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二、 會議日期：2013 年 10月 26、27日 

三、 會議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 

四、 會議主題：台灣語言的多樣性研究 

五、 會議子題：有關台灣閩南語、客家話、南島語及華語的語音、音韻、構詞、 

   句法及其他語言學相關研究 

六、 摘要截稿日期：2013年 3月 4日（延期至 3月 11日） 

七、 公布摘要通過日期：2013年 4月 15日 

八、 全文截稿日期：2013年 9月 15日 

九、 資格限定：研究生及取得博士學位五年內之青年學者。 

十、 投稿方式：請填寫「發表人資料表」及「論文題目與摘要」兩份文件，並將      

  「論文題目與摘要」存為一式兩檔（WORD檔及 PDF檔），以電子郵件寄到  

   gsstl2013@gmail.com（每人限制發表一篇）。  

十一、 聯絡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號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李慧質同學 

  聯絡電話：07-717-2930轉 2541;0983008107 

  電子信箱：gsstl2013@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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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會議收費方式： 

1. 論文發表費：學生 1500元；非學生 2000元（已含會議註冊費）。 

2. 會議註冊費稍後公告。 

3. 台灣語文學會會員免費參加。 

        Website: 

http://140.127.40.27/nknu/jsf/lastNews.jsf?catid=LEARNING&unid=ce74f25dc3

a1929d5c0da1653746f3136e9646db&place=UI  

 

第二十七屆亞太地區語言資訊與計算國際研討會 

一、 「第二十七屆亞太地區語言資訊與計算國際研討會」（PACLIC 27）將於 102年

11月 21日（週四）至 24日（週日）舉行，由本校英國語文學系主辦，並與中

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本校語言學研究所及本校資訊科學系共同主辦，台灣

語言學學會及中華民國計算語言學學會參與協辦。 

二、 會議日期： 

1.  PACLIC 27 會前工作坊：102年 11月 21日（週四）。 

2.  PACLIC 27 會議：102年 11月 22日（週五）至 24日（週日）。 

三、 主題演講講者為美國紐約大學 Alec Marantz教授、微軟亞洲研究院 Junichi Tsujii 

教授、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所許聞廉教授、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 Yukio Tono 教

授及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 Stefan Th. Gries教授。 

四、 論文收件截止日期為 102年 5月 20日，採線上投稿方式。 

     Website: 

     http://paclic27.nccu.edu.tw/ 

 

 

 

 

 

http://paclic27.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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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徵稿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徵稿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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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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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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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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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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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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論文介紹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王懿 以中文為母語的兒童承諾概念發展之實證研究 陳純音 

邱怡婷 從語言學觀點分析台灣雜誌平面廣告的說服策略 張妙霞 

魏肇慧 台灣國語口說和書寫中文的英語化現象 張妙霞 

呂建慧 中文條件句之第一語言習得 陳純音 

吳政穎 以優選理論分析西拉雅語重疊詞 林蕙珊 

蔡婉怡   台灣閩南語與事實相關的情態詞之功能研究 張妙霞 

林欣霓 
字詞辨識中個別差異之量度:個人詞彙行為之角色

探究 
謝舒凱、詹曉蕙 

李婉歆 
論英文社會形象及其意識形態：與英文所有權之關

聯 
蘇席瑤 

張虔榮 
潛在概念分析：利用中文網路資料在向量空間模型

中呈現語意關係概念知識 
謝書凱、張妙霞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黃維晨 佳興排灣語動詞構詞研究  齊莉莎、曹逢甫 

呂佩姿 漢語「叫」的用法與結構 林宗宏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胡維庭 標準語音與日常語音的距離─以台灣華語為例  李衣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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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吳聲弘 音韻組成與中文口語感知 賴郁雯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賴薇心 台灣手語狀態改變的表達  張榮興 

高郁茹 「V-滿」結構內量詞及方位短語的表現 張寧 

郭沛玹 動詞重疊 「VV看」與「V看看」之社會變異 何德華 

李宛靜 
何謂有禮貌及有效的英文請求電子郵件﹕大學教授的

看法 
何德華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張鳴芳 
中文孩童的假設句習得發展-正常發展孩童及語障孩

童的群體比較 
忻愛莉 

王婷虹 台灣英語學習者對英語補語連詞習得順序及困難程度  忻愛莉 

吳姿瑩 從句法語意介面分析漢語交互詞彼此、互相 郭進屘 

邱廉惠 華語副詞「還」的研究 郭進屘 

李鳳珍 中文的孤懸主題：句法及語用分析 魏廷冀 

蔡齡萱 國語"就是"的言談功能指導教授  鍾榮富 

陳佳宏 漢語「中」的語法化與歷時研究 魏廷冀 

周明偉 漢語「V-到」的補語結構 魏廷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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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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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康瓊文 漢語副詞「還」的語義、語用和篇章功能之研究 王萸芳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王靖雯 
程度副詞否定式「很＋不＋形」及「不＋很＋形」使

用之研究—以英語為母語之華語學習者為例  
陳劍鍠 

 

輔仁大學跨文化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劉瑋陵 熟語用於招牌與廣告之雙關研究 李子瑄 

易容羽 從社群網站分析台灣語碼轉換的現象：以臉書為例 李子瑄 

 

中國文化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吳靜柔 以空間維度探討華語學習者形狀量詞習得之研究 莊適瑜 

陳怡攸 初級越南籍學生學習漢語助詞「的」之偏誤分析 周敏潔 

 

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王憶文 台灣小學生的國台英語的母音比較 鍾榮富 

陳泓銚 台灣國高中學生英語重音之語調特質 鍾榮富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2K8Yv/record?r1=538&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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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林威誠 阿美語的聲學元音特性及其英文發音教學上的啟示 鍾榮富 

楊鎧綺 國語對台灣學生英語母音習得之影響 鍾榮富 

王雅慧 台灣高中生的英語語調的表現 鍾榮富 

謝佳霖 台灣高中生英語語調之語音特性 鍾榮富 

鄭慧焄 
第一或第二語言在第三語言習得中的角色-以台灣大

學生英語母音為例 
鍾榮富 

陳鈺娥 英語系學生之英語寫作句型結構認知與表現 張韶華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2K8Yv/record?r1=540&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2K8Yv/record?r1=546&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2K8Yv/record?r1=547&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2K8Yv/record?r1=557&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2K8Yv/record?r1=55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2K8Yv/record?r1=55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L2K8Yv/record?r1=560&h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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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錄 

 (按姓名排序) 

姓名 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王 旭 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教授 
1,500 2012/09/07 

3,000 2012/10/27 

江丕賢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1,000 2012/09/19 

吳聖雄 臺灣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教授 1,000 2012/09/07 

張榮興 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2,000 2012/10/27 

陳純音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1,000 2012/09/07 

8,000 2012/09/24 

2,000 2012/10/05 

1,000 2012/10/27 

黃美金 實踐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講座教授 1,000 2012/10/27 

蔡素娟 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3,000 2012/10/27 

賴惠玲 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10,000 2012/09/28 

謝舒凱 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1,000 2012/09/07 

1,000 201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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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名錄 

姓名 會員身份 現職 

江丕賢 
個人會員轉 

終身會員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許慧如 
個人會員轉 

終身會員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專任助理教授 

蔡恪恕    

Prof. Jozsef 

Szakos 

個人會員轉 

終身會員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副教授 

歐淑珍 
個人會員轉 

終身會員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陳淑惠 
個人會員轉 

終身會員 
台北教育大學兒童英語教育學系教授 

黃瑞恆 個人會員 慈濟大學英美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徐東伯 個人會員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戴智偉 個人會員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許靜芬 個人會員 華梵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 

簡立婷 學生會員 中正大學語言所博一 

吳怡欣 學生會員 中正大學語言所碩一 

陳香吟 學生會員 清華大學語言所碩二 

許韋晟 學生會員 清華大學語言所博三 

王淳瑩 學生會員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Faculty of Children and Learn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