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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的話 

2012年初在很意外的狀況下負責學會秘書長一職，展開了一個感受很不同的學習

旅程。重要的領航者是理事長純音老師，重要的團隊夥伴副理事長宜青老師，以及于

涵、怡華助理。在第二年期間，再次辦理暑期營，在報名流程中做了一些修正，然這

項事務實在需要有不同語言學專長的老師投入其中才能進行，在此，非常感謝這些年

間許多老師排除困難，細心規劃帶領學生進入語言學研習殿堂。而今年開始為了鼓勵

不同地區會員出席 NCL會議，學會為主辦單位增加交通方面的補助。今年開始接受學

生會員出席國內會議補助之申請，在五、六月間，相關補助均告一段落。前述二項都

是學會理監事們為鼓勵與服務會員所想所做的。而學生會部分也在宜青老師費力協助

下，逐一建立制度。今年的會員大會中要辦理理監事之改選，去年制定的理監事候選

人選舉辦法今年正式實施，也就是學會重要會務的進行及處理過程漸上軌道，提昇學

會的功能；再加上理事長純音老師努力促成學會網頁的更新，以致讓學會愈發有「昇」

有「色」。 

2014年語言學卓越營由中研院語言所承辦，主題是語言演變，相亯會是一個令參

加者收穫非凡的活動。瑝然，還會有好的做法支持研究，也會有好的研究可以分享。

在這其中，我認識很多不同的建議，理解許多不曾注意的細節與感覺；我也看到理監

事老師們的擔瑝。還是有事情還未能處理得周全，但有多角度多面向的想法和思維，

感覺更正面而中立，生命似乎就更寬闊了些!又接近會員大會重要日子的時候，再接下

去的人生風景，我期望許多人繼續支持學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 

                                                          吳瑾瑋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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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台灣語言學學會謝豐帆理事 

榮獲 2013年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為培育青年研究人員，獎助國家未來

學術菁英長期投入學術研究，並紀念吳大猷先生對發展科學與技術研究之貢獻所設

立，迄今已第十二屆。由國科會自瑝年度執行專題研究計畫之主持人中遴選年齡在四

十二歲以下、副教授、副研究員或相瑝職級以下之研究人員，其研究工作表現優異，

研究計畫具前瞻性，且未曾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由國科會主委頒發獎牌一面及

一次發給獎勵金新臺幣二十萬元外，並得於公告獲獎人名單後六個月內，依獲獎人學

術生涯規劃及相關規定，提出一件多年期(二至五年)專題研究計畫。 

 

獲獎感言 

此次獲獎，首先要感謝國科會對本人近年研究成果的肯定，也要感謝國科會以及

清大人文社會研究中心對於個人研究的長期資助，以及清大所提供的優良研究環境。

其實，本人若真有些許微薄的貢獻，也多是父母親一路以來對我的包容，以及清大語

言所語音實驗室成員大家一起共同努力完成的，於此一併致謝。總之，希望以後能繼

續發掘出更多漢語族語言裡有趣的語言現象，做出實質的貢獻，讓漢語族語言在國際

語音與音韻學界能有一席之地。 

 

 

 

 

 

 

 

 

 

 

           

圖為美國 Haskins Laboratories 所藏之 The Pattern Playback 

       

    謝豐帆老師的簡歷與詳細著作，請參考： http://mx.nthu.edu.tw/~ffhsieh  

 

http://mx.nthu.edu.tw/~ffhsi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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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訊息 

演講通告 

世界華語文學會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3/10/12(六) 

13:00-16:30 

舒兆民（聯合大學）、 

張群（台中科技大學） 

華語文教學漫談： 

研究、實務與職涯規劃 
世界華語文

學會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3/10/14(一 ) 

10:00-12:00 
舒志翔 助研究員 TBA TBA 

2013/11/07(四 ) 

10:00-12:00 
吳瑞文 助研究員 TBA T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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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10/02(三) 

12:30-14:00 

Prof. Charles Yan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he Acquisition of 

Variation and Universal 

Grammar 

人文社會學院

B305 室 

2013/10/04(五) 

14:00-17:00 

Prof. John H. Esling 

(University of Victoria ) 

Speech Physiology, 

from Larynx to Lips 

人文社會學院

B305 室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所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3/10/04(五) 

14:00-16:00 

高照明副教授         

(台灣大學外文系） 

Applications of Corpus-based 

Computer-Aided Chinese Lexical 

Semantic Researches 

文學院 144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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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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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日(星期六)  

三、會議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文學院 

四、會議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bsmA264SVMZ0BykiupBphMNpvFKri4QfbWIJv  

To3Y2c/viewform?pli=1      

 

第十三屆「客家研究」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客家語文研究所 

二、會議日期：2013 年 10 月 26 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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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kka.ncu.edu.tw/Hakkalanguage/ 

 

第二十七屆亞太地區語言資訊與計算國際研討會（PACLIC 27） 

一、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 

二、會議日期：2013 年 11 月 21-24 日(星期四-日)  

三、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會議室 

四、會議網址：http://paclic27.nccu.edu.tw/ 

 

研討會徵稿 

2014應用語言學暨語言教學國際研討會 

一、摘要截止日期：2013 年 10 月 30 日 

二、會議日期：2014 年 4 月 17-19 日  

三、會議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四、會議網址：http://alltntust.wix.com/2014allt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bsmA264SVMZ0BykiupBphMNpvFKri4QfbWIJv
http://hakka.ncu.edu.tw/Hakkalanguage/
http://paclic27.nccu.edu.tw/
http://alltntust.wix.com/2014al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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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徵稿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 

    徵稿啟示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25期徵稿專題為「語言學與教學研究」。第

26 期徵稿專題為「對外漢語教學研究」。除了專題論文之外，亦接受一般文學

論評的稿件。 

二、徵稿對象：相關論題之研究學者。 

三、本刊為半年刊，第 25 期截稿日期為 2013 年 11 月 30日，隔年 1 月出版。第 26

期截稿日期為 2014 年 05 月 30 日，同年 7 月出版。來稿請寄紙本 2 份（頇附

電子檔）、基本資料表（如下頁），並請註明投稿期別，投送本系：10671 臺北

市大安區和平東路 2 段 134 號，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編審委員會收。 

四、來稿論文字數上限為 2 萬字（含附件及非文字之插圖、表格等），論文格式請

務必參照本刊所附之撰寫體例。論文並均以作者本名發表。 

五、曾在國內外其他刊物（包括網路）發表或翻譯性之文稿、非學術性或無資料出

處之文稿、已出版之專案研究報告請勿投送。所投稿件如係未出版之專案研究

報告，應註明曾獲補助之來源或性質。 

六、編審委員會由校內、外學者組成，採隨到隨審及雙向匿名審查，審查通過後始

得刊載。本學報刊載之論文，致贈作者瑝期集刊 2冊及抽印本，不致稿酬。 

七、聯絡方式：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游琇汶助教；email: 

lle@tea.ntue.edu.tw；tel: 886-2-27321104 #62232 

 Website 

 http:// s5.ntue.edu.tw/modules/tadnews/index.php?nsn=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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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lle@tea.ntu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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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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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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urnal of Applied English 

Information for contributors 

1. The Journal of Applied English publishes research papers in any area of TEFL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in December of each year.  The Journal of Applied English is an 

annual refereed publication of Ming Chuan University’s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and is actively soliciting manuscripts. 

2. The submission deadline is October 31
st
, 2013, but we also welcome submissions all year 

round. Submissions after August 31
st
 might be considered for next year. 

3. All papers should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via email. Each paper should be submitted 

in two formats: one file in Word without authors’ names or affiliations and the other one 

in PDF format without authors’ names or affiliations. A separate cover page in Word 

should list authors’ names and affiliations. 
4. All submissions must be in English, double-spaced, on A4-sized paper, and accompanied 

by abstracts of no more than 250 words plus key words. The typical length for 

submissions is 3,000 words to 6,000 words all inclusive.  For all other formatting matters, 

please refer to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style 

manual http://apastyle.apa.org/ . 
5. The Journal of Applied English is a peer-reviewed journal. If the article is 

accepted, corresponding authors are charged an NT$3,000 handling fee for publication. 
6. All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sent to: Editor, Dr. Hsiang-I (Ashley) Chen; Department of 

Applied English, Ming Chuan University, 5 De Ming Rd., Gueishan District Taoyuan 

County 333, Taiwan; Tel: 886-3-3507001, ext. 3211~3; Fax: 886-3-3593870; 

Email: mcudaejae@gmail.com 
 

 

 

 

 

 

 

 

 

 

 

 

 

 

 

 

 

 

 

 

 

 

 

 

http://apastyle.apa.org/
mailto:mcudaeja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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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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姿瑩 泰雅語衍生詞綴習得：以新竹某國小為例 宋麗梅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許硯晴 以中文為母語的兒童詮釋稱代詞「人家」之 實證研究 陳純音 

楊立勤 台灣兒童複雜句的理解與表達之研究 陳純音 

徐佩瑜 中文「老」字之第一語言習得研究 陳純音 

楊雅婷 台灣學生英語介系詞之第二語言習得 陳純音 

游俊賢 以中文為母語的兒童對新奇複合名詞之理解與使用 陳純音 

詹曜瑋 台灣學生英語進行式之第二語言習得 陳純音 

唐婉玲 論現代漢語處所倒裝結構之句法分析 丁仁 

謝佳琳 人稱代詞之中文口語言談功能探析:文類比較 張妙霞 

廖家萱 句尾非預期效應對語句處理的影響：事件相關腦電位研究 詹曉蕙 

簡珮如 歌詞的語義理解：事件相關腦電位研究  詹曉蕙 

 陳美瑜 中文文本作者辨識研究：以社群網站--臉書為例 謝書凱 

張家豪 論漢語中的終結點選擇  吳曉虹 

謝雁茹 論客語的否定詞與疑問句 吳曉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劉冠妙 現代漢語副詞"又"的情態分析與教學應用 謝佳玲 

徐儷瑜 漢語「的」的語義、語法、篇章分析 及教學應用 陳俊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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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麗潔 漢語副詞「幾乎」之語義、篇章、語用分析及教學應用  陳俊光 

張富禎 現代漢語離合詞離析動因分析  鄧守亯 

蔡惠蘭 現代漢語疑問句的習得與教學：以泰籍學習者為例  鄧守亯 

 

臺北市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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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士瑜 

《漢語拼音方案》對外籍華語學習者語音偏誤之影響及教

學策略研究─以「字母字音制定」及「音節拼寫規則」為

例 

葉鍵得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吳翠萍 漢語語氣副詞探索:'難道'及其同類詞的個案研究 連金發 

鍾叡逸 客語輕動詞邊緣地貌圖  蔡維天 

吳俊明 汶水泰雅語與牡丹排灣語連繫結構研究  張永利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余姿幸 從眼動證據探究閱聽中文形聲字之音形映照  蔡介立 

陳韻如 論世界語言中分類詞與複數的共現  何萬順 

陳景芃 漢語光桿分類詞組之分析  何萬順 

陳煒翰 以優選理論分析兩個客語方言之連讀變調  蕭宇超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sFLBdi/record?r1=4&h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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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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英智 臺灣華語「在」構式的時空用法分析與應用 賴惠玲 

沈馥萱 華語道歉行為之社會語用分析  詹惠珍 

曹嘉珍 社會語言學在華語教學中的應用：以「稱謂語」為例 詹惠珍 

林龍吟 從小說文本看台灣華語中的語碼轉換現象：社會語用分析 詹惠珍 

曲禹宣 現代漢語拒絕言語行為與策略及其教學探究  謝林德 

陳羿如 量詞與分類詞：教學的反思與建議  何萬順 

黃婉芬 華語學習者的文法學習亯念之研究 周祝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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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莊秋萍 台灣閩南語料理前置動詞語義辨析 劉秀雪 

郭永松 從空間到時間：臺灣閩南語時間起點之概念化研究 葉美利 

林成遠 汶水泰雅語的詞彙結構  葉美利 

 

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邱琦琇 客家諺語中愛情婚姻的隱喻探究 范瑞玲 

吳筱菁 客語溝通誤解現象的初探  范瑞玲 

曾莉美 
客語多媒體繪本教學聽說能力學習成效之研究-以國小輕

度智能障礙學生為例  
范瑞玲 

張月珍 
東勢客家話舌尖前音聲母及舌葉音聲母之變異研究：從聲

學及社會語言學的觀點出發  
鄭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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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連華 現代漢語歐化後的「被」字句研究與教學建議 何淑貞 

王志鎖 
華語稱讚近義詞與稱讚策略之研究 —母語者與僑外生之

稱讚策略對比分析 
何德華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張詠程 中文程度副詞蠻和太的性質 張寧 

鍾育誠 漢語抽象名詞之界定性修飾語及單位詞 張寧 

黃意晴 論後設語言語意表述之簡化：以本體論為本之研究 吳俊雄 

陳思樺 
漢語計算語意學初探：以中央研究院平衡語料庫為本之研

究 
吳俊雄 

杜佩芬 中文關係子句內外部因素對語句處理之影響  戴浩一、麥傑 

蔡淑雅 台灣手語互相關係的表達 張榮興 

陳美秀 漢語位移構式的歷史演變 張榮興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王琬雅 中文多義詞的處理歷程 龔書萍 

陳欣潔 學習者在虛擬環境下學習的社交互動與接受度研究  莊閔惇 

李彥樵 直接閱讀策略教學之研究：QR Codes 設計之運用  莊閔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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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蔡青芳 現代漢語中使役動詞的致使性 魏廷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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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雅雯 
全球化觀點下的華語習得規劃-以法國里昂第三大學中國

研究系為個案  
鍾鎮城 

陳玉明 華語教學中的量詞分級研究  陳亮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陳怡孜 網路國語新聞標題之台語借詞研究 魏廷冀 

陳珮君 台灣客閩方言二十四節氣諺語之比較研究  吳中杰 

 

輔仁大學跨文化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吳靜儀 
熟語用於招牌與廣告之雙關研究從語言學角度探究台語文

字化現象---以網路新聞媒體為例 
李子瑄 

黃品淨 「被字句」與「由字句」的 句法結構與功能分析 
李子瑄、湯廷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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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南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鍾佳峻 「還」、「還是」的語用功能分析 謝林德 

 

捐款芳名錄 

 (按姓名排序) 

姓名 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陳純音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10,000 2013/6/4 

1,000 2013/6/8 

蔡素娟 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1,000 

2013/6/8 

謝舒凱 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1,000 

2013/6/8 

江丕賢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2,000 

2013/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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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名錄 

終身會員  

姓名 現職 

陳俊光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教授 

黃漢君 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助理教授 

張群 台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助理教授 

 

個人會員  

姓名 現職 

簡珮如 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神經語言學實驗室專任研究助理 

顏靖容 長頸鹿美語(高雄茄萣分校)美語老師 

林泓瑩 臺北市立古亭國中英語科代理教師 

 

學生會員  

姓名 現職 

蔡宜庭 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一生 

林子鈞 美國普渡大學 Purdue University 博三生 

朱昱臻 交通大學外文系學士 

朱家瑩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鄭智仁 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