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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開頭還是要再次感謝何德華老師、蕭素英老師、學會幹部及助理們兩年來的

辛勞，上任當晚看了學會活動的相片，充滿了自信和生命力，非常令人感動。 

 

 學會賦予我這個任務雖然稱不上晴天霹靂，但也可說是臨陣受命，心中仍是

忐忑不安的。家父今年剛滿八十九歲，做過肺腺癌手術仍復發，現在正長期接受

標靶治療；但也因此損傷了免疫系統，導致急性疱疹，寒假更是因標靶副作用和

肺炎住進加護病房。此處我要講的倒不是這有多悲慘，而是從老父那邊學到了接

受，包括接受自己和家人的一切，無論苦樂概括承受。就像何老師把學會當成自

己的小孩，我也會把學會當成自己的家庭。雖然擔任理事的本意是想常來看看老

朋友和「老」學生，但還是淡定接受。希望會員們往後在學術上、在資源上都多

多支持，共同為台灣的語文教育把脈，共同為下一代的語言學家創造生機。 

 

 最後跟大家報告一下今年的重點活動： 

 

 其一、經過和范瑞玲老師協商，今年的會員大會將跟 NCL 聯席舉辦，時間

配合聯合大學客家週的活動，暫定為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此外，我們計畫就

人工智能，大腦科學等新興議題舉辦專題討論，開拓年輕學子未來的出路，並提

升聯席會議的參與人氣。 

 

 其二，謝舒凱老師仍持續推動語奧業務，計畫在台大成立語奧與語言分析推

廣中心的籌備處，並向教育部申請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經費。學會這邊也將全力

配合。更值得一提的是，由李壬癸院士提案，理監事一致決議頒給謝老師學會的

「特殊貢獻獎」，以表彰其對台灣語言學界的卓著貢獻，真是可喜可賀。 

 

 其三， 何萬順老師依理事會決議，已於 3 月 13 日在政大召開「英語為第二

官方語的反思」座談會，講者有何萬順教授、張妙霞教授、李勤岸教授、賴惠玲

教授、葉美利教授，並由政大語言所所長張郇慧教授與本人主持。席間討論熱烈，

有理性的思辨，也有感性的訴求，充分表達出語言學家對相關政策的憂慮與批判，

希望政府能集思廣益，召開公聽會並舉辦公開辯論，如此才能真正落實民主政治

的精神。其他兩場將由台灣語文學會在台東大學和成大舉辦，時間大約落在三四

月之間。 

 

並祝大家春假愉快，維天 

2018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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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賀！本會榮譽會員曹逢甫教授 

榮獲教育部 107 年表揚推展本土語言貢獻 

 

 台灣語言學學會榮譽會員曹逢甫教授榮獲教育部 107 年表揚推展本土語言

貢獻獎，頒獎典禮於 107 年 2 月 9 日舉行。 

 曹逢甫教授學術論著質量均具國際水準，且常能開創新的研究課題，先後獲

得中山學術著作獎、台灣語言學學會終身成就獎等，深受學界推崇。曹教授的研

究興趣主要在於句法學、語用學、社會語言學、英語教學及方言學等方面，他也

從這些面向切入並帶領研究生及學者投入臺灣本土語言研究，指導碩博士學生近

一百二十位，所指導過的研究生，有不少持續從事本土語言研究而且卓有貢獻，

對學術研究人才培育貢獻卓著。 

 曹教授也是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前後四任的主任委員，主事期間主持「國

家語文資料庫建構計畫」，致力於《重編國語辭典》之更新，並任《台灣閩南語

常用詞辭典》及《台灣客家話常用詞辭典》之編輯委員會主任委員，對台灣這些

有大量人口使用之語言進行全面之整理，對臺灣本土語言保存與語文教育有極大

貢獻。 

 曹教授101年自國立清華大學退休，即便如此，他仍持續對臺灣語言的保存、

研究及發展等工作投入大量的時間與精力，不辭辛勞及代價，是有志本土語言發

展者的典範，獲獎實至名歸。 

 

影片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NXRuHvYuUyOpetS8nLdMMqE3dOAUCAeH 

得獎專刊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1p_jvwx_thRgXnJj3jx-PnpENyEOgcd1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NXRuHvYuUyOpetS8nLdMMqE3dOAUCAeH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1p_jvwx_thRgXnJj3jx-PnpENyEOgc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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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公告 

常年會費繳交提醒 

 

親愛的會員，您好！ 

 

台灣語言學學會是前輩學者篳路藍縷辛苦創立的優質學術團體，學會的每

一分錢均為歷任理監事和所有會員繳交的會費以及愛心捐獻累積的成果。

為了讓學會能夠持續舉辦學術交流活動、推廣語言研究、促進國際合作，

學會需要您的支持，即日起開始繳交 2018 年度會費。 

 

本會個人會員常年會費為 1,500 元；學生會員常年會費為 800 元。個人會員

凡一次繳足十年會費者，得成為終身會員。終身會員不需再繳交常年會費。 

 

繳交學會 2018 年度會費請擇一使用下列方式： 

 

(1) 郵局劃撥 

帳戶：台灣語言學學會 

帳號：19441335 

請填寫地址、電話，並於通訊欄註明款項用途、是否需要紙本收據，

以便開立及寄送收據，如有抬頭及統編需求，請註明於通訊欄。 

(2) 信用卡繳費 

請至本會網站「表單下載」（http://linguist.tw/zh-tw/downloads）下

載信用卡繳費單後，填妥傳真至學會傳真電話 02-2652-5022。 

(3) 現場繳交 

請至學會會址或於學會辦理之活動現場繳交。 

 

感謝您對台灣語言學學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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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訊息 

演講通告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日期 演講者 講題 地點 

2018 年 5 月

4 日（五） 

14:00-16:00 

 

王建邦博士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

文教學系博士後研

究員 

The categ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switch-function 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and pivotal 

constructions: a 

typological study of 

Mandarin, English 

and Saisiyat 

國立中正大學

文學院 144 國

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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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第一屆中研語言學論壇(ILASALF-1) 

一、會議日期：107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  

二、報名截止：107 年 4 月 8 日(星期日) 

三、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館南棟三樓第二會議室 

四、會議網址：http://ilas.ling.sinica.edu.tw/ilasalf-1/ 

第十二屆形式句法與語意研討會 FOSS-12 

一、會議日期： 107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五)上午 9:00 至 

   107 年 4 月 28 日(星期六)下午 5:00。 

二、會議地點：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7006 會議室 

三、會議網址：https://fosstwelve.blogspot.tw/ 

第 25 屆南島語形式語言學會議 (AFLA25) 

一、 會議日期：107 年 5 月 10～12 日(星期四～六)。 

二、 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 

三、會議網址：http://ilas.ling.sinica.edu.tw/afla25/   

2018 學科內容與語言學習結合教學法(CLIL)國際論壇 

四、 會議日期：107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 上午 9：00 至下午 15：00。 

五、 會議地點：國立高雄餐旅大學 行政大樓六樓 國際會議室 

六、會議網址：http://ae.nkuht.edu.tw/confe/super_pages.php?ID=confe1   

2018 第九屆「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學術研討會 

一、會議日期：107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上午 8：00 至下午 16：30。 

二、 會議地點：桃園市客家文化館(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 500 號) 

三、會議網址：

http://c026.web.hsc.edu.tw/files/13-1026-38414-1.php?Lang=zh-tw  

2018 第四屆國際漢語教學研討會 

一、會議日期：107 年 5 月 30 日(星期三)至 107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 

二、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學院演講堂 

三、會議網址：http://conf.sce.ntnu.edu.tw/4thtcsl2018/   

 

  

http://ilas.ling.sinica.edu.tw/ilasalf-1/
https://fosstwelve.blogspot.tw/
http://ilas.ling.sinica.edu.tw/afla25/
http://ae.nkuht.edu.tw/confe/super_pages.php?ID=confe1
http://c026.web.hsc.edu.tw/files/13-1026-38414-1.php?Lang=zh-tw
http://conf.sce.ntnu.edu.tw/4thtcsl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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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徵稿 

ICPEAL 17 - CLDC 9 

(the 17th Conference on the Processing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the 9th Conference on Language,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一、徵稿截止日期：2018 年 05 月 20 日 

二、會議日期：2018 年 10 月 19～21 日 

三、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大學 

四、會議網址：http://homepage.ntu.edu.tw/~gilntu/icpeal2018cldc/index.html  

 

  

http://homepage.ntu.edu.tw/~gilntu/icpeal2018cld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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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徵稿 

2018 Thesis of the Year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ward, and for 

Publication in Frontiers in Chines Linguistics 语言学前沿 

Thesis of the Year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ward was inaugurat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Peking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re on Chinese Linguistics (RP2U2) to promote visibility and impact 

of research o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to foster a new generation of young 

scholars. 

 

Thesis of the Year in Chinese Linguistics will be selected once a year, aiming to 

identify excellent doctoral thesis/dissertation which makes significant scientific 

contribute to our knowledge of Chinese language,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synchronic or diachronic studies of Mandarin Chinese and other dialects/languages 

in China. Thesis which passes the defense/viva from April 1st the year before to 

June 30th of the current year are eligible to apply (April 1st 2017 to June 30th 2018 

for 2018 award). The thesis should be written in Chinese or English, has not been 

published before. The expected length should be from 100,000 to 300,000 words. 

Each thesis can only apply once. The candidates can download the application 

form from Th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website (http://www.pup.cn/main/) and 

provide relevant materials before December 1st, 2018. 

 

Thesis of the Year in Chinese Linguistics will be reviewed by expert reviewers 

invited by RP2U2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e final award decision should be 

announced within 6 months. Each year, one thesis of the year and one to three 

additional excellent theses will be selected for award and for possible publication 

after revision in Frontiers in Chines Linguistics 语言学前沿.  The awardees will 

also be invited to give a public academic talk at RP2U2. Thesis written in Chinese 

will be publish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those written in English will be 

publish by SpringerNature internationally an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in China. 

In principle, the author will have 12 months for revision and submission of final 

manuscript. Late submission may lead to disqualification of publication.  

 

To learn more about Frontiers in Chines Linguistics, please 

visit http://www.springer.com/series/15591 

http://www.pup.cn/main/
http://www.springer.com/series/1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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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李凌 lilynn00@163.com of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 Tracy Luo tracyxin.luo@polyu.edu.hk of RP2U2. 

  

Reviewers/Board Members of Frontiers in Chines Linguistic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陈洁雯（Marjorie Chan）、陈保亚（Chen Baoya）、郑礼珊（Lisa Lai-Shen Cheng）、

戴庆厦（Dai Qingxia）、严翼相（Ik-sang Eom）、郭锐（Guo Rui）、黄居仁

（Chu-Ren Huang）、黄正德（C.-T. James Huang）、江蓝生（Jiang Lansheng）、

蒋绍愚（Jiang Shaoyu）、拉尔森（Richard K. Larson）、李行德（Thomas Hun-tak 

Lee）、李艳惠（Y.-H. Audrey Li）、李宇明（Li Yuming）、陆俭明（Lu Jianming）、

陆镜光（KK Luke）、梅祖麟（Tsu-lin Mei）、平田昌司（Shoji Hirata）、平

山久雄（Hisao Hirayama）、白梅丽（Marie-Claude Paris）、包华莉（Waltraud 

Paul）、贝罗贝（Alain Peyraube）、沈家煊（Shen Jiaxuan）、沈  阳（Shen Yang）、

石定栩（Shi Dingxu）、戴浩一（H.-Y. James Tai）、邓思颖（Tang Sze-wing）、

邓守信（Shou-hsin Teng）、郑秋豫（Chiu-yu Tseng）、曾志朗（Ovid Tzeng）、

汪  锋（Wang Feng）、王洪君（Wang Hongjun）、王  宁（Wang Ning）、王

士元（William S.Y. Wang）、徐  杰（Xu Jie）、俞士汶（Yu Shiwen）、詹卫

东（Zhan Weidong） 

 

INTERNET PRAGMATICS 

Journal Homepage: https://benjamins.com/#catalog/journals/ip/main 

 

Editors 

Chaoqun Xie |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 internetpragmatics@foxmail.com 

Francisco Yus | University of Alicante 

 

Review Editor 

Sanna-Kaisa Tanskanen | University of Helsinki 

 

A huge amount of communication is nowadays carried out on the internet, as is 

reflected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instant messaging interactions and the 

emergence of norms of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online communities as 

regards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selves, digital communicative action 

and digital codes of interaction, among other interfaces for virtual 

interaction. Internet Pragmatics is launched as a response to the emerging 

challenges of applying pragmatic perspectives to internet or 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interaction. The journal provides a unique, fully peer-reviewed forum 

mailto:lilynn00@163.com
mailto:tracyxin.luo@polyu.edu.hk
https://benjamins.com/#catalog/journals/ip/main
https://benjamins.com/#catalog/persons/20617
mailto:internetpragmatics@foxmail.com
https://benjamins.com/#catalog/persons/20690
https://benjamins.com/#catalog/persons/14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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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dicated to cutting-edge research into internet pragmatics, examining how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to fulfill their communicative needs, and how 

those virtual interactions entail pragmatic implications on human relationships, 

identities and social or professional collectivities. It also seeks to explore and 

expound how online communication is both similar to and different from offline 

interaction, how the online world and the offline world are both distinct and 

inseparable but also intertwined in a number of ways, and how online or digital 

identities impact on people’s language use in offline interaction and vise versa. 

 

Internet Pragmatics promotes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 and interface studies 

between pragmatics and other field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ociology, media 

studies, digital communication, discourse analysis, cognitive science, anthropology,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even neuroscience. The journal intends to contribute 

to a better and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use and interaction in cyberspace 

and of human beings in and across mediated contexts. 

 

Internet Pragmatics can also be found on social media: 

https://www.facebook.com/ip2018  

https://twitter.com/iPragmatics 

 

  

https://www.facebook.com/ip2018
https://twitter.com/iPra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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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按日期排序) 

姓名 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蔡維天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1,000 2018/02/26 

江敏華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研究員 1,000 2018/02/26 

呂佳蓉 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1,000 2018/02/26 

陳淑娟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教授、

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位學程主任 
1,000 2018/02/26 

陳淑嬌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教授兼

語言中心主任 
1,000 2018/02/26 

黃瑞恆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 1,000 2018/02/26 

黃漢君 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副教授 1,000 2018/02/26 

葉美利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

究所教授 
1,000 2018/02/26 

蕭素英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000 2018/02/26 

謝富惠 大同大學應用外語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1,000 2018/02/26 

李壬癸 
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央研究院語言學

研究所退休/兼任研究員 
1,000 2018/02/26 

黃美金 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教授 1,000 2018/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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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名錄 

(106/12/09~107/02/05) 

終身會員  

姓名 現職 

王淳瑩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Media, Faculty of Children and Learn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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