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卷第二期  通訊 2019 年 09 月 
 
 

本 期 目 錄 
 

 

副理事長的話 .............................................................................................................................. 1 

2019 國際語言學奧林匹亞競賽特稿 ........................................................................................ 2 

會務公告 .................................................................................................................................... 11 

學術活動訊息 （演講通告、研討會報名、研討會徵稿） .................................................. 14 

期刊徵稿 .................................................................................................................................... 18 

專書介紹 .................................................................................................................................... 19 

新會員名錄 ................................................................................................................................ 22 

 
 
 
 
 
 
 
 
 
 
 
 
 
 
 
 
 
 
 
 

台灣語言學學會 

理事長：300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蔡維天教授 
E-mail: wttsai@mx.nthu.edu.tw 
副理事長：300 新竹市南大路 521 號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葉美利教授 
E-mail: mlyeh@mail.nd.nthu.edu.tw 
秘書長：701 台南市大學路 1 號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李惠琦教授 
E-mail: lstlingtw10@gmail.com 
會 址：台北市 11529 南港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E-mail: language@gate.sinica.edu.tw  傳真：(02) 2652-5022 
網 址：http://linguist.tw  
台灣語言學討論區（投稿）：lingtw@my.nthu.edu.tw 
台灣語言學討論區（訂閱或退訂）：http://list.net.nthu.edu.tw/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Linguistic-Society-of-Taiwan-台灣語言學學會-765554106826522/ 

mailto:wttsai@mx.nthu.edu.tw
mailto:mlyeh@mail.nd.nthu.edu.tw
mailto:lstlingtw10@gmail.com
mailto:language@gate.sinica.edu.tw
http://lst.ling.nthu.edu.tw/
mailto:lingtw@my.nthu.edu.tw
http://list.net.nthu.edu.tw/
https://www.facebook.com/Linguistic-Society-of-Taiwan-%E5%8F%B0%E7%81%A3%E8%AA%9E%E8%A8%80%E5%AD%B8%E5%AD%B8%E6%9C%83-765554106826522/


 
 
 
 

1 
 

 

副理事長的話 
各位台灣語言學學會的會員，秋安！ 

秋天是收獲的季節、宣告著時序即將邁入冬藏，也跟著進入一種檢視與反省

的心緒。回想從前年 2017 年底接棒開始，經歷了去年三月「英語為第二官方語

的反思」座談會、五月「語言學沙龍」，像剛入學的新生展開學習旅程，一開始

是豐富的學習之旅，不料在十二月初苗栗聯合大學舉辦的會員大會流會遭遇到挫

敗；歲末緊急重新召開大會，從朋友、師長的情意相挺中獲得溫暖，這中間體驗

到的珍貴情誼、革命情感，回想起來竟都是苦中帶甜的美好滋味！ 
感謝第十二屆學生事務委員會幹部王㻑媛、張洪瑄、李佳穎、宋容羽、連靖

怡、許逸如同學精心籌劃第十二屆語言學沙龍「語言學什麼：讓我們與你教心」

（5 月 25 日，交通大學）。本次沙龍吸引不少學生參與，與會者反應熱烈，甚

至休息時間還排隊發問。各項活動得以順利辦理成功，要感謝幕後從頭忙到尾的

出納楊中玉老師。中玉老師不辭麻煩，將付款方式親民化，因應此次「語言學沙

龍」遭遇到的退費問題，更費心將退費的相關規定也正式納入法條。 
應「中國邏輯學會語用學專業委員會」之邀，師大英語系張妙霞教授代表學

會參加 20190609 在香港 Poly U 舉辦的 The 16th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 (IPrA) 的 Pre-conference on “East Asian Pragmatics: History and 
Development”，以 Linguistics research in discourse and pragmatics in Taiwan: State 
of the art 為題，介紹台灣語用學研究的歷史與發展，張老師的報告獲得與會學者

的肯定與熱烈迴響。很榮幸能與張老師合作，過程中更進一步認識許多老師的研

究深奧、拓展了自己的視野。感謝台大語言所呂佳蓉老師八月中旬代表學會參加

「中國邏輯學會語用學專業委員會」在南昌江西師範大學舉辦的 16th National 
Pragmatics Conference，發表 Contemporary Internet memes in Taiwan。 

因應學生的進路問題，教師節前夕，學會與科技部人文司語言學門合作，將

在中研院辦理「語言學（家）的出路」圓桌論壇，討論主題涵蓋理論語言學、實

驗/田野/醫療語言學、應用語言學，並有師生對談及綜合討論，歡迎關心語言學

出路的朋友一起來集思廣益！ 
光輝十月到來，學會也有兩大活動，一是年度盛會──會員大會，今年是學

會二十周年慶，師大陳純音老師特地籌劃了理性與感性兼具的精彩內容，請大家

務必撥冗前來共同為學會慶生。另外，10 月 25 日交通大學舉辦《第二十屆全國

語言學論文研討會》。哇！NCL 二十歲了，想必很多老師當年也都曾經在這個

舞台上發表過您年輕時代的想法，就一起回來回味當年吧！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教授、台灣語言學學會副理事長 
葉美利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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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語言學奧林匹亞競賽特稿 
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謝舒凱 

 

國際語言學奧林匹亞競賽（International Linguistics Olympiad）是全世界

中學生的 12 項學科競賽之一，至今已舉辦了 17 年。截至目前為止，全世界

已有超過千位中學生參與過這項國際競賽，其參賽人次已超過 1900 人，而參

賽國家亦從最一開始的 6 國到現在已增加了 6 倍之多。第十七屆國際語言學

奧林匹亞競賽於 2019 年 7 月 29 日到 8 月 2 日在南韓龍仁市韓國外國語大學

舉行，共有 36 個國家/地區、209 位參賽者參加。 

 

壹、國際間的語奧活動 

在國際大賽之前，今年年初烏克蘭團隊推動了第一屆線上語言學奧林匹

亞競賽(https://onling.org/)，其競賽題目不僅提供烏克蘭文、俄文以及英文版本

更嘗試結合多媒體資料來發揮，使得來自世界各地的 377 名中學生可跨越時

空限制共襄盛舉。 

今年五月初亞太地區在南韓、印度、台灣及馬來西亞四個創始國的努力

之下，亦成功舉辦了第一屆亞太語言學奧林匹亞競賽(https://www.aplo.asia/)，

參賽人數達 246 人，參賽國家/地區則包含孟加拉、中國、香港、印度、日本、

馬來西亞、尼泊爾、南韓、台灣、烏克蘭。 

除此之外，國際語奧理事會亦在七月初於愛沙尼亞舉辦了第二屆國際青

年語言節(https://www.ev100.ee/en/second-international-youth-language-festival)，

由不同國家的語言學家組織一系列世界語言的演講，對高中生與大學新鮮人

們呈現世界上各種語言以及文化的多樣性，以及其本身存在對於人類未來具

有相同的重要性。其活動內容亦包含語言學家在語言保存與維護等面向上的

努力、初學者講座與大師班，以及愛沙尼亞的歷史與文化等。 

由此可見此項競賽愈發為世人所知並吸引著世界各國的青少年投入其中，

而國際間相關組織與團體主辦的活動也越來越多，結合了國際交流與促進理

解、語言學知識推廣與教育、多媒體素材與科技運用等，可謂包羅萬象。 

貳、台灣語奧活動 

https://onling.org/
https://www.aplo.asia/
https://www.ev100.ee/en/second-international-youth-language-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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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在台灣雖並未列入國民義務教育階段課程之內，但台灣語奧自

2016 年開始組隊參賽至今，在全國初選階段從一開始的 88 人到今年已有超過

200 名中學生參賽，著實可見語言學正緩緩藉由此活動受到中學生的注目。以

下揀選今年台灣語奧活動的重要事件與成就與大家分享： 

 

一、 全國初選—台灣國手選拔賽 

1. 今年的競賽我們提早在去年年底公布相關競賽簡章，並根據歷屆國

手的建議將競賽時間拉長到三個小時。 

2. 考量到學生們參賽的便利性，我們與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合作，開設了中區與南區的競賽試場。 

3. 在出題方面則更加嚴謹，在審題時分別以前國手與未受過語奧培訓

的大學生進行分組試寫，以測驗題目的難度與可能的錯漏之處。 

4. 閱卷完畢後，首次針對競賽結果進行了簡易統計分析。 

  

▲    北區試場實況 ▲    北區試場考試中 

  

▲    南區試場實況 ▲    中區試場考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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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階國手培訓課程 

由於在初選到決選之間只有兩個月不到的時間進行培訓，我們採用前國手們

的建議：搭配指定閱讀書籍，著重在語言學基礎知識的補充。我們選定

「Language Files」並讓一階國手借回家閱讀，課程設計亦搭配上台解題與團

體討論練習。 

 

 

  

▲    指定閱讀書籍 ▲    一階國手第一次培訓課程實況 

  

▲    練習上台解題 ▲    分組解題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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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正式國手決選—亞太語奧 

台灣語奧一階國手共有 16 名參加亞太語奧競賽，並以此競賽結果的前八名

一階國手作為國際語奧台灣代表隊之正式國手。台灣隊團隊成績加總，與韓

國、印度、烏克蘭並列第一，且台灣隊上最高分者在亞太語奧個人成績排名

第三。 

 

 

 

 

 

 

▲      APLO 海報告示 ▲      APLO 試場實況 

  

▲      競賽茶點 ▲      APLO 競賽學生答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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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三屆語言分析黑客松 

為了推廣語言學以及語奧活動，我們自 2017 年開始舉辦語言分析黑客松，

創造語奧培訓的選手與大學生、對語言有興趣的一般大眾等各界互動的機

會。今年我們全球首創了插電組(plugged)與不插電(unplugged)的紙筆語言分

析組，平行場次進行。 

 

 

  
▲      第三屆語言分析黑客首創特色 ▲      不插電組競賽實況 

 
 

▲    不插電組得分分佈 ▲    插電組題目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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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電組學生報告展示 ▲      插電組競賽實況 

五、 暑期國手集訓營 

今年的集訓營地點在中研院語言所，並且與香港隊隊員們一同集訓，使用

中、英雙語授課。在集訓課程設計方面以分組進行團隊討論方式促進隊員之

間的互動以及互相觀摩，並邀請院士級教授、拓普團隊教師、台大研究所碩

博士生以及前國手們擔任講師提供多方面的課程內容。 

 

 

 
 

▲      晨間解題說明 ▲      講師授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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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討論實況 ▲      分組討論實況 

 
 

▲      分組討論實況 ▲      講師授課中 

  

▲      香港隊與台灣隊老師討論中 ▲      結訓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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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IOL 2019 國際語奧大賽 

今年國際語奧台灣代表隊由本人以及中正語言所何德華老師共同帶隊前往

南韓參賽。在激烈競爭下，我們奪得二銅四佳作，以及一個最佳解題獎，是

歷年來個人賽得獎人數比例最高的一次，也締造了台灣隊連續三年都獲得最

佳解題獎的記錄。其中，新竹實中王治鈞同學亦是台灣隊史上第一位連續參

賽 、 連 續 奪 獎 的 選 手 ， 並 獲 列 名 於 國 際 語 奧 大 賽 名 人 堂

(https://ioling.org/results/hall_of_fame/)。 

 

 

 

 ▲2019 國際語奧第三題最佳解答獎_林祐寬 

 
▲2019 國際語奧個人賽佳作_彭凱揚、林祐寬 
、陳君瑋、陳柏文 

 
 ▲2019 國際語奧個人賽銅牌_李宇軒  

 
▲2019 國際語奧個人賽銅牌_王治鈞 

https://ioling.org/results/hall_of_f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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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台灣代表隊團體照 

 

承接了台灣家長費心取得國際語奧大會認證的參賽門票之後，從 2016 年

首次舉辦台灣語奧競賽活動甄選優秀學生培訓之，選拔正式國手並帶隊出國

參賽，這幾年來一直受到許多家長、前輩、老師們與學生們的支持與協助，

台灣語奧非常的幸運，一路走來都有聰明、細心、負責與追求盡善盡美的人

出手協助。非常感謝各位。 

在培訓與帶隊過程中，我深刻認知到語言學的教育是刻不容緩之事。語

言學的人才培育與這門學門在台灣的未來發展息息相關。我們有很多觸角可

以與其他領域學科結合與共創；透過與國手們的互動，我更認知到培養下一

代、承先啟後的責任。深深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投入、一起努力為台灣的孩子

建造好的舞台，也讓世界看見他們璀璨耀眼的樣子。 

 

※ 歡迎點閱「IOL2019 台灣代表隊參賽紀錄影片」瞭解更多：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560&v=RCT2hVNg3L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time_continue=560&v=RCT2hVNg3LU


 
 
 
 

11 
 

 

會務公告 
台灣語言學學會 2019 會員大會暨 20 周年慶通知 

親愛的會員，您好： 

學會將於今(108)年 10 月 19 日(六)，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會議廳(綜合

大樓 509)、綜合大樓 508 舉行「2019 語言學門教師成果發表工作坊暨臺灣語言

學學會第 20 周年慶第 11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此次大會規畫 6 場主題講座及 2
場專題座談，並特邀韓國中國語言學會會長朴正九教授及日本語用學會田中廣明

教授進行專題演講，議程請參閱以下附件。 

會員大會是年度回顧與前瞻語言學學術研究之饗宴，也是薪火相傳的盛典！

會中將邀請歷屆終身成就獎代表及理事長代表話當年，並頒發年度「終身成就獎」

以及「最佳博碩士論文獎」，向語言學研究貢獻卓著的學者致敬，也鼓勵優秀的

年輕學者承先啟後、繼往開來。同時，本次大會將選出第十一屆理事、監事，組

成新的團隊為會員服務。在此誠摯邀請全體會員踴躍出席，期待您的支持！ 

本次會員大會訂於 10 月 19 日中午 12:30 至 14:00 召開，由於會員大會必須

達法定人數始能召開，敬請諸位會員撥冗出席，並於 10 月 2 日(三)前將出席回

條或委託書以 e-mail 寄至 lstlingtw10@gmail.com 或郵寄/傳真至秘書處，俾便統

計出席人數。 

台灣語言學學會秘書處 敬上 
 

2019語言學門教師成果發表工作坊 

暨 
臺灣語言學學會第20周年慶 

第11屆第1次會員大會 
日期：108年10月19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際會議廳(綜合大樓509) &綜合大樓508 
9:00~9:20 報到 
9:20~9:30 開幕式 綜合509 
9:30~10:10 場次1：語音學/音韻學研究綜合509 

主持人：鍾榮富、林蕙珊 
講  者：馮怡蓁、甯俐馨、朱曼妮 

場次2：語用學/言談分析研究綜合508 

主持人：張妙霞、葉美利 
講  者：謝富惠、黃瓊之、呂佳蓉 

mailto:lstlingtw1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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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50 場次3：語意學/句法學研究綜合509 

主持人：賴惠玲、丁  仁 
講  者：蕭惠貞、黃漢君、廖秀真 

場次4：社會語言學研究綜合508 

主持人：何德華、魏美瑤 
講  者：蘇席瑤、鍾鎮城、蕭季樺 

10:50~11:00 茶敘 
11:00~11:30 專題演講(一)：漢語方言體貌的類型及其語言類型學上的含義綜合509 

主持人：蔡維天、林若望 
講  者：朴正九教授(韓國首爾大學中文系、韓國中國語言學會會長) 

11:30~12:00 專題演講(二)：Two Practices for Referring to Persons for the First Time in 

Talk-in-interaction 綜合509 
主持人：蘇以文、張榮興 
講  者：田中廣明教授(京都工藝繊維大學基盤科學系) 

12:00~12:30 會員大會報到、大合照、用餐 
12:30~14:00 會員大會&20周年慶 

主持人：蔡維天 
1.回娘家代表團憶當年(30分鐘) 
  (1)介紹歷屆理事長、副理事長、秘書長 
  (2)終身成就獎代表致詞：李壬癸、戴浩一、曹逢甫、連金發 
  (3)理事長代表致詞：黃居仁、張顯達、陳純音、謝妙玲 
2.第11屆會員大會、第11屆理監事改選投票&優良碩博論文頒獎(30分鐘) 
3.終身成就獎頒獎及演講(30分鐘) 

14:00~14:40 場次5：歷史語言學/方言學研究綜合509 

主持人：楊秀芳、魏培泉 
講  者：江敏華、吳瑞文、徐富美 

場次6：語料庫語言學研究綜合508 

主持人：吳俊雄、謝舒凱 
講  者：鍾曉芳、洪嘉馡、陳正賢 

14:40~15:00 茶敘 
15:00~15:50 

 
專題座談(一)：心理、認知、大腦研究經驗談綜合509 

引言人：徐嘉慧、何萬順 
座談人：徐東伯、林祐瑜、龔書萍、蘇宜青、詹曉蕙 

15:50~16:40 專題座談(二)：母語復振面面觀綜合509 
引言人：王  旭、黃美金 
座談人：張學謙、陳淑娟、范瑞玲、劉宇陽、吳靜蘭 

16:40~ 第11屆理監事改選開票&閉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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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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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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元。 
 

繳交學會 2019 年度會費請利用新上線之線上繳費系統，網址：

http://pay.linguist.tw/。支援信用卡、ATM 轉帳及四大超商條碼繳費。 
 

感謝您對台灣語言學學會的支持！ 
  

http://pay.linguis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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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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 地點 

2019年10月
3 日（四） 
10:00~12:00 

方慧林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The subjective nature 
of Mandarin hen in 
positive sentences 

中央研究院語

言學研究所5樓
519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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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語言學(家)的出路」圓桌論壇 

一、會議日期：108 年 09 月 27 日(星期五) 
二、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館南棟 3 樓第二會議室 
三、會議網址：http://folit2019.ling.sinica.edu.tw/index.htm 

 

第六屆台灣客家語文學術研討會 

一、會議日期：108 年 09 月 28 日(星期六) 
二、會議地點：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國際會議廳 
三、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FNU1kfiCSqo5vJsMHuT5iUzeYGM_oF6
KmsGap3DRecs/edit?fbclid=IwAR2UZC7YiI79VnthN3yb3dhchj2Tn48r8hJ
Fgcwj604kR0piPAg7QjAejn4 

 
Exploring Interface #1: Grammatical Theory and Neurolinguistics

探索介面#1：語法理論與腦神經語言學 

一、會議日期：108 年 09 月 30 日(星期一) ~ 108 年 10 月 01 日(星期二) 
二、會議地點：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C310 室 
三、會議網址：https://exploringinterface01.wixsite.com/website 
四、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BeT1yhAi7XkMnEFJZjXHk3
YOkPu50YDHi8Y2tTd13oGQBbQ/viewform 

 

第二十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一、會議日期：108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五) 
二、會議地點：國立交通大學 光復校區人社三館一樓 
三、會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ncl2019/ 
四、報名連結：https://forms.gle/RQEV79UrJug19Kp98 

  

http://folit2019.ling.sinica.edu.tw/index.ht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FNU1kfiCSqo5vJsMHuT5iUzeYGM_oF6KmsGap3DRecs/edit?fbclid=IwAR2UZC7YiI79VnthN3yb3dhchj2Tn48r8hJFgcwj604kR0piPAg7QjAejn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FNU1kfiCSqo5vJsMHuT5iUzeYGM_oF6KmsGap3DRecs/edit?fbclid=IwAR2UZC7YiI79VnthN3yb3dhchj2Tn48r8hJFgcwj604kR0piPAg7QjAejn4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FNU1kfiCSqo5vJsMHuT5iUzeYGM_oF6KmsGap3DRecs/edit?fbclid=IwAR2UZC7YiI79VnthN3yb3dhchj2Tn48r8hJFgcwj604kR0piPAg7QjAejn4
https://exploringinterface01.wixsite.com/website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BeT1yhAi7XkMnEFJZjXHk3YOkPu50YDHi8Y2tTd13oGQBbQ/viewfor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BeT1yhAi7XkMnEFJZjXHk3YOkPu50YDHi8Y2tTd13oGQBbQ/viewform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cl2019/
https://forms.gle/RQEV79UrJug19K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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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xth Young Scholars’ Symposium on Taiwan Languages 

第六屆青年學者台灣語言學術研討會 

一、會議日期：108 年 11 月 02 日(星期六) 
二、會議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所 
三、會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ysstl6/ysstl6 
四、報名連結：

https://sites.google.com/view/ysstl6/%E5%A0%B1%E5%90%8D%E8%B3
%87%E8%A8%8A?authuser=0 

 
The 3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inguistic Patterns in 

Spontaneous Speech (LPSS 2019) 
一、會議日期：108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四) ~ 10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 
二、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館 3 樓第二會議室 
三、會議網址：http://lpss2019.ling.sinica.edu.tw/index.htm 
四、報名連結：

https://conference.iis.sinica.edu.tw/servlet/Register?ConferenceID=343 
 

2020 年「語言、文學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會議日期：109 年 04 月 23 日(星期四) ~ 109 年 04 月 25 日(星期六) 
二、會議地點：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正大樓 8 樓 3812 國際會議廳 （臺中市

三民路三段 129 號） 
三、聯絡方式：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楊純瑋小姐，(04）2219-6420。 

 

第三屆中研語言學論壇 「漢藏語言比較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紀念

龔煌城院士逝世十周年學術研討會」 

一、會議日期：109 年 11 月 05 日(星期四) ~ 109 年 11 月 07 日(星期六) 
二、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館 3 樓第二會議室 
三、會議網址：http://ilasalf-3.ling.sinica.edu.tw/index.htm 

 

  

https://sites.google.com/view/ysstl6/ysstl6
https://sites.google.com/view/ysstl6/%E5%A0%B1%E5%90%8D%E8%B3%87%E8%A8%8A?authuser=0
https://sites.google.com/view/ysstl6/%E5%A0%B1%E5%90%8D%E8%B3%87%E8%A8%8A?authuser=0
http://lpss2019.ling.sinica.edu.tw/index.htm
http://ilasalf-3.ling.sinica.edu.tw/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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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徵稿 

《臺大華語文教學研究》第八屆論文發表會徵稿公告 

各位先進、研究生，大家好： 
 
國立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將於 2020 年 3 月 28 日（六）於本校舉辦

「《臺大華語文教學研究》第八屆論文發表會」，即日起開始徵稿，相關資

料請參考附加檔案及《臺大華語文教學研究》第八屆論文發表會網站：

https://bit.ly/2OjGmRZ 
 
本次會議的討論議題涵蓋以下相關主題： 
 
（一）華語教學設計與方法 
（二）漢語詞彙、句法、語義、語用 
（三）第二語言習得、中介語分析 
（四）專業華語教材教法研究 
（五）資訊科技與華語文教學 
（六）跨文化研究相關主題 
 
徵稿期限至 2019 年 10 月 13 日（日）止，惠請各位先進鼓勵貴單位研究生投

稿參加，感謝！ 
    此致 

《臺大華語文教學研究》編輯委員會 謹啟 

 

  

https://bit.ly/2OjGmR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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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徵稿 
《清華學報》徵稿公告 

《清華學報》刊登文學、歷史、哲學、語言學、宗教等與漢學有關之中、英

文學術論文，歡迎學術上有新意與獨特貢獻的論文。本刊全年收稿，隨到隨

審，每年三、六、九及十二月出版。 
 
中文稿件字限三萬字，英文稿件二萬字。來稿請附︰中英文篇名、中英文摘

要、中英文關鍵詞，文末請附「引用書目」。並請另檔註明中英文姓名、服

務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話、傳真號碼、email 等聯絡資料，以電子郵件

寄至 thjour@my.nthu.edu.tw。 
 
「徵稿簡章」及「撰稿格式」請參本刊網頁：http://thjcs.web.nthu.edu.tw/ 
 

  

mailto:thjour@my.nthu.edu.tw
http://thjcs.web.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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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介紹 
Text analysis of Favorlang 《法佛朗語文本分析》 

by Paul Jen-kuei Li (李壬癸 著) 

Size： 19cmx26cm xii+334pages English 
ISBN：978-986-05-8008-2 
GPN：1010800260 
出版日期：2019-01-31 
 
 
法佛朗語是早已消失的臺灣中西部平埔族語言，屬於

Babuza 語的一種方言。十七世紀時荷蘭傳教士曾經留下該語言的文獻記錄，而

在十九世紀末之前語言就已消失。 
本書的導言是概要說明法佛朗語的背景、荷蘭傳教士所記錄的兩種語言資料：

詞彙跟文本、荷蘭人書寫的問題、語言的地位以及法佛朗語語法綱要，包括音韻、

構詞及句法結構系統。 
現存 19 種法佛朗語文本是了解各種西部平埔族語言唯一的原始語言資料。

第 1 至第 14 文本都是基督教理，包括幾種禱告詞、十誡、基督教信仰、教理問

答等，原件只有法佛朗語書面文字跟荷蘭文的對照，後來 William Campbell 又補

上了英譯，方便研究之參考。可是第 15 至 19 文本都是長篇的講道，只有法佛朗

語的書寫文字，並沒有任何譯文可供參考。小川尚義曾經寫下每個單詞的英譯，

Peter Knecht 再把全部的譯文都寫出來，提供研究的極大便利。本書再把 19 種文

本逐詞逐句分析。 
關鍵詞：文本，消失，基督教理，語法綱要，臺灣南島語 

 

Favorlang is an extinct Formosan language formerly spoken in the central-western plain of 

Taiwan. The few documents in it written by seventeenth century Dutch missionaries indicate some 

interesting features not commonly found in other Formosan or extra-Formosan languages. 

Favorlang was, no doubt, closely related to Babuza, which itself had died out by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efore Japanese scholars had had a chance to investigate it in any detail. 

These Favorlang texts are the only source material for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 They are the more precious considering the fact that (in addition to 

Babuza) three other closely related western plains languages — Taokas, Papora, and Hoanya — 

had also gone extinct, but leave us with no recorded syntactic data for them. 

The introduction to our corpus provides a general background of the Favorlang language, 

describes the nature of the written documents, shows the problems of the Dutch orth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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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es the linguistic position of Favorlang, and gives a sketch of Favorlang grammar, including 

its phonology, morphology, and syntax. 

There are fourteen short catechismic texts and Christian prayers and five longer sermons in 

Favorlang. The fourteen shorter texts are accompanied by Dutch translations, later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William Campbell, not including the five sermons. Peter Knecht worked out free 

translations for the five sermons, as based on the interlinear glosses by Naoyoshi Ogawa. This 

monograph provides both interlinear glosses and free translations for all nineteen items. 

Keywords: texts, extinct, Christianity, sketch grammar, Formosan language 

 

《英語的故事》 
作者：王旭 
出版者：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出版年：2018 
http://www.bookman.com.tw/BookDetail.aspx?bokId
=10016527 
 
本書從語言學與英語語言史的觀點探討現代英語

的一些現象，例如：woman /ˈwʊmən/ 的複數為什

麼是 women /ˈwɪmən/？child 的複數為什麼是 
children？bad 的比較級為什麼是 worse？debt 的
<b>為什麼不發音？字母 <W> 為什麼稱為 
‘double-u’？美式英語拼音為何與英式英語不同？希望藉著這樣的探討，能讓

讀者更了解英語。增加對英語的了解，也有助於英語老師為學生解惑。 
 
引言   
第一章  英語簡史   
第二章  英語的語音系統   
第三章  英語的詞彙與構詞   
第四章  英語的名詞與代名詞   
第五章  英語的動詞與助動詞   
第六章  英語的形容詞與副詞   
第七章  英語的文字系統   
第八章  英語詞典   
 

  

http://www.bookman.com.tw/BookDetail.aspx?bokId=10016527
http://www.bookman.com.tw/BookDetail.aspx?bokId=10016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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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mmar of Chinese Characters: Productive 
Knowledge of Formal Patterns in an Orthographic System  

(Routledge Studies in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st Edition 
by James Myers 
 
Anybody who reads or writes Chinese characters knows that 
they obey a grammar of sorts: though numerous, they are 
built out of a much smaller set of constituents, often 
interpretable in meaning or pronunciation, that are 
themselves built out of an even smaller set of strokes. This 
book goes far beyond these basic facts to show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truly have a productive and psychologically real 
lexical grammar of the same sort seen in spoken and signed 
languages, with non-trivial analogs of morphology (the 
combination of potentially interpretable constituents), 
phonology (formal regularities without implications for 
interpretation), and phonetics (articulatory and perceptual 
constraints). Evidence comes from a wide variety of sources, from quantitative corpus 
analyses to experiments on character reading, writing, and learning. The grammatical 
approach helps capture how character constituents combine as they do, how strokes 
systematically vary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how character form evolved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modern simplified system, and how readers and writers are able to 
process or learn even entirely novel characters. This book not only provides tools for 
exploring the full richness of Chinese orthography, but also offers new ways of 
thinking about 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 in linguistic theory: what is grammar? 
 
About the Author 
James Myers is Professor of Linguistics at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Taiwan. He has published numerous articles applying quantitative and experimental 
methods to grammatical issues in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and has also 
(co-)edited volumes on sign language, empirical grammatical research, and Chinese 
linguistic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s://www.routledge.com/The-Grammar-of-Chinese-Characters-Productive-Knowle
dge-of-Formal-Patterns/Myers/p/book/9781138290815. 

  

https://www.routledge.com/The-Grammar-of-Chinese-Characters-Productive-Knowledge-of-Formal-Patterns/Myers/p/book/9781138290815
https://www.routledge.com/The-Grammar-of-Chinese-Characters-Productive-Knowledge-of-Formal-Patterns/Myers/p/book/978113829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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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名錄 
(108/02/16~108/09/21) 

個人會員  

姓名 現職 

林綠芳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授 

鐘偉倫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助理教授 

李冠陞 服役中 

吳賢妃 東海大學華語中心華語教師 

蔡佩舒 彰化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副教授 

謝承諭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語言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學生會員  

姓名 現職 

蕭閔駿 政治大學碩三 

胡世強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班 

蘇洪寬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博士一年級 

金浩誠 政大民族系碩班四年級 

楊沛霖 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一 

張瑜芸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 7 年級 

吳靜媛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碩三 

林蓓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所碩一 

陳廷軍 清大外語系 104 級 

蔡雅婷 San José State University, M.A. in Lingu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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