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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本會已於 2020 年 11 月 14 日假國立中山大學圓滿舉辦了第二十一屆全國語

言學論文研討會以及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非常感謝辛苦籌備主辦會議的徐

淑瑛教授與中山大學團隊以及本會秘書長鍾曉芳教授、秘書處團隊。本次會議主

題為「繼往開來的理論、應用與跨領域語言學研究」，涵跨多樣語言學次領域，

共有 160 多位教師、學生、專家與會交流；會中頒發了本年度終身成就獎、最佳

碩博士論文獎並邀請終身成就獎得主鄭秋豫教授發表主題演講，分享鄭教授近四

十年跨學科研究鑽研口語韻律的思路過程及研究結果。徐淑瑛教授在本期的特稿

對此次會議有詳細的報導，本期通訊也特別邀請鄭教授分享如何為國際期刊審稿、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及從事學會服務工作的寶貴經驗，請勿錯過。 
 

 2019 年 1 月 9 日公布施行的「國家語言發展法」，對台灣語言學的發展，是

機會也是挑戰，接續上期主題，本期我們特別邀請了國立東華大學李佩容教授撰

文談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政策。 
 
 本期第四篇特稿〈如沐春風—敬悼湯師廷池〉由國立清華大學蔡維天教授撰

寫。湯廷池教授是本會 2008 年終身成就獎得主，他是將生成語言學介紹到台灣

的先驅之一，致力以中文撰寫論文，討論現代語法理論、語法詞法分析，將語法

理論以及語言分析的方法，介紹給國內主修語言學的學生，對台灣語言學的發展

有著不可抹滅的偉大貢獻。 
湯老師紀念網站 http://homepage.ling.nthu.edu.tw/tingchitang/ 
 
 2020 年歲末年終，謹代表全體理監事感謝各位會員對學會的支持，期許新

的一年新的氣象，大家平安健康、教學與研究更上層樓！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台灣語言學學會理事長 

蕭素英 謹誌 

http://homepage.ling.nthu.edu.tw/tingchitang/


 

特稿 

研究之路續篇─參與學術交流與服務的經驗及啟發 

鄭秋豫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退休 

  2020 這一年，全球因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生活慘澹，我們在台灣何其有幸，因

防疫成效卓著可以過著健康正常生活；我個人更何其有幸，在退休兩年的平靜生

活中連獲兩項殊榮，一是師大英語系傑出系友獎，另一則是台灣語言學學會終身

成就獎。11 月 14 日在高雄由中山大學舉辦的 2020 年台灣語言學學會年會上，

我接受了終身成就獎頒獎，並做了一場題為「跨學科語音學研究的緣起與學思歷

程─From Speech Output to Linguistic Abstraction」主題演講，以五十分鐘的時間

回顧將近四十年的學思歷程，綜述我從事跨學科研究鑽研口語韻律的思路過程及

研究結果。但這樣的演講，當然不可能還有時間允許我敘述我如何讓自己研究的

水準大幅提昇；以及在我的研究如何逐漸獲得國際學術界知名度及認可後，我參

與了哪些學術服務工作，得到何種回饋。這篇短文就權當是 11 月 14 日那場主題

演講的續篇，我分享自己如何為國際期刊審稿、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及從事學會服

務工作的經驗。 
   

簡單的說，我把審稿當作是評量自己研究的工具，把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

論文建立成一個自我測試實力及腦力激盪交流的平台；把國際學會服務工作當作

一個自我開拓視野的機會。由於女性學者一直是少數，這些工作表現也間接的提

高了女性學者學術地位。 
 

  我們都知道，一旦開始將論文投稿到國際學術期刊並獲刊出，不久就會開始

收到要求審稿的詢問。發表論文是升遷最直接的證據，論文接受審查就是研究成

果接受檢驗，擔任審查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接到審稿邀請，必然是與自己研究

專長有某種相關性的論文，已經對文獻有一定的熟悉度，再看到摘要，就可判定

自己是否有資格對作者做公正的審查。審稿也是一個提前讀到同行研究結果的途

徑，如果對某些作者引用的關鍵性文獻不夠熟悉，立刻找來詳讀不但對作者公平，

更是增進自己對相關領域研究瞭解的最佳途徑之一。我因為從事跨學科研究，很

早就接觸工科的學術會議審查，因為審查的也是全文，除了篇幅較短，幾乎與審

查期刊論文無異。如果是大型會議，一次至少審查六篇論文，立刻讀到最新的發

展。近年來又因為網路發達，審查都是全程線上處理，一篇論文投稿後，不但作



 

4 

者、編輯可以看到匿名審查意見，審查人一旦提交審查意見，立刻可以讀到其他

審查人的意見、作者的答辯及編輯的意見。這種方式的審查，對於投稿人、編輯、

審查人都是另一種同步學習，其效益是其他方式無法提供的。所以我認為，審稿

是鞭策自己評量與同行的優劣高下最好的途徑之一。 
 
  至於參加學術會議，一方面是在撰寫期刊論文前，發表個人或團隊階段性的

研究成果接受同行檢驗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還包括聆聽同行發表論文及在會場

會後的面對面交流，知道大部分同行關注的課題是什麼，更可以從而瞭解整個學

門的近期發展及總體趨勢。如能善加利用，參加學術會議時盡量心無旁騖參與聆

聽，即便是擔任主持人、與評人也可以成為有利個人研究發展的平台，相較於不

勤於聆聽，發表完畢便溜走出遊，損失的是自己。而且在網路發達的今日，許多

會議在會前便會在線上提供議程的同時也提供每一篇論文的摘要，更有助於參會

前的準備工作。我由於從事跨學科研究，因緣際會的也成為工程學科的學術會議

的一份子，台灣語言學的研究人口不多，個人的研究往往只有少數同行關注類似

的課題，甚至有時少到只有一、二人，這樣不但是獨學不樂，而且有可能研究視

野過於狹窄鑽入牛角尖走不出而不自知。進入龐大的研究社群，找到來自不同國

家的同行，共同參加一定規模定期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一方面以研究會友，因

討論而得知同行的進行中或規劃中學思想法，共享切磋的樂趣；另一方面則是在

審稿以外的另一種評量自己的方式，可以得知自己的研究與同儕相較，研究課題

是否有意義、考慮是否周延、與同儕關注類似課題視角的深度廣度有何異同，進

而得知自己的研究大概處於何種地位。 
 

因此我以為，在學術生涯的初期，有需要去親身體驗一些不同的會議。一旦

找了適合自己交流的園地，就需要評估並規劃自己每年能承擔參加幾個會議的負

擔。一旦論文被接受決定去參加，那麼要做的功課還包括在會前盡量利用會議提

供的線上資料，閱讀論文摘要甚至全文，選好自己要去聆聽的場次，才不會在會

場虛擲寶貴光陰。如果是壁報場次，更是在事前要選好要交流的論文，這樣才不

會浪費交流及吸收訊息的時間。這些年來我每每看到年輕的研究生或同行，參加

會議只在意自己的發表，其他時間不認真參加會議，在會場不看也不聽只顧滑手

機，甚或是去旅遊，我心中總覺得惋惜，因為這就是把最好激盪腦力的機會就白

白放棄了。 
 

  我在學術生涯的後二十多年間，至少固定投稿兩項每年一度的會議和一項兩

年一度的會議，此外還有受邀投稿或做主題演講的會議，所以每年需準備多少論

文，都必須提早詳加規劃。這些偏向工科的學術會議都要求全文投稿，有一定的

格式，審稿方式與期刊相同，會議論文也進入有檢索的資料庫。如此一來，一方

面有全文可引用參考、一方面也有一定的學術影響力。會前撰寫一篇會議論文必

須精確的就課題準備相關證據並接受審查通過，必然已達一定的水準，並可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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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全文在論文集及自己的網站上方便參考。而無論是否有全文，準備現場發表 Ppt
投影片依舊要花不少時間和功夫。由於參加這些會議也鞭策了我每年固定的研究

產出，讓我有機會延續研究口語韻律的深度和廣度。也因為如此，我能與一些國

際同行定期見面當面溝通，甚至發展合作研究關係。所以二十多年來我鞭策自己

只參加必須撰寫全文的會議，除非受邀發表主題演講，對於只收摘要的學術會議

興趣不大。我個人也希望語言學的研討會，在未來能走向接受全文論文的方式。 
在學術服務方面，學術會議有的是學會的固定年度或雙年度會議，有的純粹是各

國輪流舉辦會議，學會的運作，會議的籌組，都需要來自各地的同行提供服務。

參與服務或是經過選舉，或是經由邀請，參與這些服務活動所需要的英語溝通，

就不僅止於語言學專業了，與世界各地的同行學者共事，雖然要花些時間，也都

是開拓學術眼界、學習學術行規及學術倫理很好的方式，這一點我也特別鼓勵在

台灣修得博士學位，不曾在國外長時間就學就業的年輕學者多加參與。 
 
  我個人參與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 IACL（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Linguistics）的創立，並於 2014 年擔任副理事長，2015 年擔任理事長。我也曾積

極參與過 COCOSDA（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Co-ordination and Standardisation 
of Speech Databases http://www.cocosda.org/）下亞洲分支 Oriental-COCOSDA 的

年度會議二十餘年，開展並推動亞洲地區語音資料庫及評估平台，在至今毫無經

費的情況下，推動開發語音科技為目標的區域性合作研究，每年舉辦國際會議，

還擔任召集人六年（2006-11），將組織成員從四個區域擴大為十四個區域，推動

國際合作計畫，提供南亞國家的研究生學者出國進修的機會，並因此獲得國際學

術獎項 2012 Antonio Zampolli Prize，都是很有意義的工作。我從 1993 年起，參

與國際口語溝通學會 ISCA（International 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的

年度學術會議 Interspeech，除了發表論文，擔任審稿人外，這個學會的會員超過

1500 人，學會下設有各種研究課題小組 SIG（Special Interest Group），例如口語

韻律小組 SIG-Speech Prosody，中文口語語音處理小組 SIG-CSLP（Chinese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自然語言處理小組 SIG-NLP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漢語小組 SIG-HAN…。這些課題小組也各設組織章程，定期舉行會議，而每年在

世界各地舉辦的 Interspeech 會議也會同時舉辦會員大會及研究課題小組會議。如

我參加的口語韻律小組 SIG-Speech Prosody 和中文口語語音處理小組 SIG-CSLP
都會在公元雙數年舉行學術會議，規模在三百人左右，是其中有聲有色的課題小

組。我曾於 2010-14 年分別擔任中文口語語音處理小組 SIG-CSLP 的主席，由於

中文語音科技的對象人口龐大，ISCSLP（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Processing）會議在 ISCA 是旗艦型的小組會議。 
 
  我很榮幸在 2016 年獲選為國際口語溝通學會會士（ISCA Fellow），成為台

灣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學者。（台大電機系李琳山院士在 2010 年獲選為 ISCA Fellow，
是第一位獲選的台灣學者。）次年起我連續四年便參與會士評選作業，親身體驗

http://www.cocos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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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會士過程中的溝通討論的面向及學術水準的標準。另外也參與全球資源延伸

Geographical Outreach 小組，提供第三世界國家研究協助，還參加 ISCA 傑出講

座 DL（Distinguished Lecturer）Program 的評選工作，參與的學者來自全球，且

均為長期耕耘研究有一定研究成績的同行，這類的經驗對開拓研究眼界，有著莫

大的幫助。我回顧參與的這些工作，發現自己是從固定投稿參加會議開始的，也

就是說，先成為某一個學術會議的固定參會者，長期的把最新的研究成果寫成會

議論文去發表，逐漸認識越來越多同樣積極參與會議的同行，又有一定的研究成

績，才會受邀或被選為擔任某些任務的負責人。 
 
歸根究底，從事學術工作是一條長遠的路，最需要的莫過於自律，有了好的

生活及工作習慣，盡量妥善的規劃安排時間，一旦研究上了軌道，其他的服務工

作盡量各就各位，就會漸漸走向水到渠成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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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政策 

李佩容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教授 

 
壹、 前言 
 台灣自古以來即是一個多元語言及文化的島嶼。在五六千年的歷史洪流中承

載了二十多種原住民語言。四百多年前的移民潮帶來了閩南族群及客家族群。新

舊族群的接觸及語言競爭亦導致漢語及原住民語的消長，使得許多居住在平原地

區的原住民族群逐漸轉移語言至漢語。近百年來，台灣各族群的語言均受到政權

的宰制，日治時期後期的「皇民化」政策加速日語在各族群間成為共通語。而中

華民國政府推行的國語政策，在 1970 年代達到高峰，同時壓抑了本土語言的自

然發展，形成世代斷層的危機。 
 
 由於受到過去「獨尊華語」的國家語言政策以及社會變遷的影響，當前台灣

本土語言，包含台灣閩南語、客家語、以及台灣原住民族的各個族語，均面臨逐

漸流失的困境，其中尤以台灣原住民族語言（以下簡稱「族語」）的流失最為嚴

重。直至今日經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計有十六族，包含泰雅（Atayal）、阿美（Amis）、
布農（Bunun）、噶瑪蘭（Kebalan）、卡那卡那富（Kanakanavu）、拉阿魯哇（Hla’arua）、
排灣（Paiwan）、卑南（Puyuma）、魯凱（Rukai）、賽夏（Saisiyat）、賽德克

（Seediq）、邵（Thao）、撒奇萊雅（Sakizaya）、太魯閣（Truku）、鄒（Tsou）、

以及雅美（Yami），共有 16 種語言 42 種方言別。而其中的噶瑪蘭語、卡那卡那

富語、拉阿魯哇語、賽夏語、卑南語、萬山魯凱語、多納魯凱語、茂林魯凱語、

撒奇萊雅語、以及邵語等十種語言，亦在近年被列為瀕危語言。 
 
 自從 1987 年解嚴以來，歷經十年（1984-1994）的原住民族正名運動亦帶動

了原住民族語言復振的思潮，帶領國家語言政策走向多元及平等。1990 年代所實

施的鄉土教育，開始將原住民語言課程帶進校園，從非正式課程到進入課綱，逐

漸將原住民族的語言發展體制化。 
 
貳、 族語振興及族語教育政策 
 以下將從族語振興及族語教育兩大層面來說明近二十多年來原住民族語言

政策的推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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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嚴之後，政府為回應原住民族正名運動的訴求，國民大會於 1994 年 7 月
28 日三讀通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規定「國家對於自由地區原住民之地位及

政治參與，應予保障；對其教育文化、社會福利及經濟事業應予扶助並促其發展。」

（第 9 條第 7 項），正式將「原住民」正名，取代過去沿用的「山胞」。同時於

1997 年第四次修憲時，進一步將具有集體權屬性的「原住民族」入憲。中華民國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明訂「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發展原住民族語言

及文化」。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簡稱「原民會」）於 1996 年成立，並於 2004 年成立

語言科。就族語振興方面，原民會於 2001 年研訂「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辦法」。

歷經數度修正後，如今將族語能力認證分為初級、中級、中高級、高級及優級共

五級。接著於 2008 至 2013 年及 2014 至 2019 年分別實施「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六

年計畫」第一期及第二期，希冀達到原住民族語言的「活化」，並落實 「語言

權」基本人權之實踐，以達成六大計畫目標：（一）營造族語生活與學習、（二）

建構完整族語學習、（三）培育族語振興專才、（四）發展多元族語學習教材、

（五）落實語言權基本內涵、（六）培養尊重多元及包容差異之價值。（原民會

2013） 
 
 《原住民族教育法》（以下簡稱《原教法》）於 1998 年公布施行，並歷經

多次修正。有關族語教育的相關條文臚列如下（依 2019 年修正版本）： 
（一） 應鼓勵各級學校以原住民族語言及適應原住民學生文化之教學方法，提

供其教育需求。（第 6 條） 
（二） 為保障原住民幼兒學習其族語、歷史與文化機會及發揮部落照顧精神，

地方政府應輔導或補助相關團體辦理部落社區互助式幼兒教保服務。

（第 14 條） 
（三） 應依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辦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開設原住民

語文課程，並鼓勵教師以原住民族語言進行教學。（第 28 條） 
（四） 各級學校為實施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及藝能教學，得遴聘原住民族耆老

或具相關專長人士支援教學。（第 35 條） 
 
 在過去二十多年教育部亦就族語振興及族語教育與原民會共同推動諸多政

策。趙素貞（2014）歸納其推動的內容有以下五方面： 
（一） 課程：教育部於 2001年開始將族語納入九年一貫國民教育的正式課程。 
（二） 教學：族語及閩客語均被視為鄉土語言，在教學上需研訂課程綱要、補

助教材編輯、培訓師資、以及研發教學模式等。 
（三） 教材：教育部委請教師研習會和八縣巿分別就當時的 13 種族群編輯鄉

土語言教材。同時與原民會共同委託辦理九階原住民語言教材編輯工作。 
（四） 書寫系統：教育部於 1992 年即委託李壬癸教授編訂「原住民語音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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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作為書寫符號系統的基礎。為因應課程教學教材以及認證考試

的需求，教育部與原民會歷經多次協商，於 2005 年 12 月頒訂「原住民

族語言書寫系統」，採用羅馬拼音形式，並以族為單位，同時兼顧族人

書寫習慣等原則。 
（五） 認證考試：於 2006 年修訂《原住民學生升學優待及公費留學辦法》，

將族語能力認證制度納入教育體制，並於 2007 年發布「原住民學生升

學優待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要點」，實施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及

語言能力證明考試。 
 
 《原住民族基本法》（以下簡稱《原基法》）於 2005 年通過，明訂相關語

言政策於第 9 條：「政府應設置原住民語言研究發展專責單位，並辦理族語能力

驗證制度，積極推動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政府提供原住民族優惠措施或辦理原住

民族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得於相關法令規定受益人或應考人應通過前項之驗證或

具備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另以法律定之。」 
 
 原民會於 2006 年即依據《原基法》，催生《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簡稱

《原語發法》），歷經十年的討論，終於在 2017 年 6 月 14 日公布施行。《原語

發法》正式將原住民族語言列為國家語言，就原住民族語言之使用及傳承，明訂

各級政府機關諸多工作項目，茲列舉所整理之重點如下： 
（一） 應協助原住民族各族設立族語推動組織（第 6 條） 
（二） 應訂定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政策，並優先復振瀕危語言（第 7 條） 
（三） 應積極於各種場域推動使用原住民族語言，營造原住民族語言使用

環境（第 8 條） 
（四） 應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資料庫，積極保存原住民族語料。且應以原住

民語出版與原住民事務相關之法令彙編。（第 9、17 條） 
（五） 應定期辦理原住民族語言能力及使用狀況之調查，並公布調查結果。

（第 10 條） 
（六） 應辦理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並免徵規費。原住民參與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公費留學等，應取得原住民語言能力認證。（第 11、25
條） 

（七） 應規劃與推動原住民族語言之國際交流政策。（第 12 條） 
（八） 應建立原住民族語言人才資料庫。（第 13 條） 
（九） 推行原住民地區之地方通行語，運用於書寫公文書、大眾運輸工具

及場站的族語播音、相關政府或公營機關、山川、古蹟、部落、街

道及公共設施之族語標示等。（第 14、15、16 條） 
（十） 各級學校（幼兒園、小學、中等學校、大專院校）及社區應提供原

住民族語課程，並鼓勵以原住民族語進行語言教學。（第 18、19、
20、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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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應培訓原住民族語老師，並以專職方式聘用為原則。（第 22 條） 
（十二） 原住民族電視及廣播機構，應製作原住民族語言節目及教學課程，

並出版原住民族語言出版品。應協助、獎勵及補助電影、電視、廣

告及廣播使用原住民族語言播出。（第 23、24 條） 
（十三） 政府機關、學校公營事業機構、公立學校等，應優先僱用具原住民

族語言能力者。（第 26 條） 
（十四） 應編列經費及接受私人、法人或團體之捐助，成立財團法人原住民

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應補助與獎勵原住民族語言保存及發展研

究工作。（第 27、28 條） 
（十五） 政府每年應寬列預算推動本法所定各項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措施。

（第 29 條） 
 綜上，可見《語發法》已臚列推動語言發展的細部工作，並依據此法衍生出

許多相關實施計畫或辦法，如《原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補助計畫》、《原住民族

瀕危語言復振補助計畫》、《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設置補助計畫》、《地方通

行語及傳統名稱標示補助計畫》、《公文雙語書寫補助計畫》、《原住民族語言

學習中心補助計畫》、《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原住民族語老師資格及聘用辦法》等

等。 
 
 行政院於 2018 年 11 月 2 日的新聞稿即指出，原民會根據《語發法》，在其

公告施行一年後，從族語推廣、傳習、保存與研究等 4 大面向推動族語復振。相

關成果包含（一）族語推廣：設置族語推廣人員、公告及建置地方通行語標示、

推廣公文雙語書寫、製播原住民族語言廣播電視節目及課程、協助各族設立語言

推廣組織；（二）語言傳習：聘用專職族語老師、開辦原住民族語言學習中心、

補助大專院校開設族語課程、開辦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三）族語保存：搶

救原住民族瀕危語言，推動「師徒制」、建置原住民族語言資料庫、制訂原住民

族語新創詞；（四）族語研究：設立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簡稱「原語

會」）。（行政院，2018） 
 
 2019 年公布的《國家語言發展法》，明訂「國家語言」為「臺灣各固有族群

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第 3 條），且「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

不受歧視或限制」（第 4 條）。本法的公布將打破華語獨尊的現象，奠定臺灣所

有語言平等的地位，以落實《憲法》第 10 條「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並積極維護

發展原住民族語言及文化」的精神。因此，所有國家語言在教育體制內，均應享

有平等的學習空間，如同本法第 9 條闡明「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於國民基本教育

各階段，將國家語言列為部定課桯。學校教育得使用各國家語言為之」。亦即，

原住民族語言在國高中階段仍應列為必修課程，不應受到其他科目的排擠以致於

被邊緣化。由於族語受到過去國語政策以及社會變遷的影響，多數原住民家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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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普遍失去順利傳承族語的能力，形成語言的世代斷層，因此學校及社區承擔族

語傳習的功能更是不可或缺。 
 
參、 結語 
  族語復振在過去三十年來如火如荼地展開，直到今日仍然持續進行著。復振

的風潮，多少可以從越來越多人力的投入達致成效，即使目前成效仍有很多進步

的地方。然而，隨著族語流利的耆老們逐漸凋零，族語復振亦必須跟時間競賽。

除了從上述各項族語政策的推動來減緩語言流失的速度外，同時亦必須加強培育

新語者及流利的族語使用者，冀能回復到世代傳承的境界。再者，今日族語必須

復振是大環境造成的，因此語言流失也不全然都是原住民族的責任，主流社會更

應友善看待族語在各種場合的使用，尊重並提供族語學習與傳承的空間。最後，

我們仍然必須語重心長地道出，法令與政策無法全然代替實際的行動，亦必須仰

賴族語意識的提昇及語言傳承，雙管齊下，才能持續驅動原住民族語言的永續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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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暨台灣語言學學會第

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後報導 

徐淑瑛教授、歐淑珍副教授、黃舒屏助理教授、 

陳瑞華助理教授、學生謝維庭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今年 2020 年「第二十一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暨「台灣語言學學會第

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十一月十四日假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主辦。

會議主題為「繼往開來的理論、應用與跨領域語言學研究」。會中頒發本年度終

身成就獎、最佳碩博士論文獎、六個場次的學生論文口頭發表、六個場次的教授

專家的主題報告、以及二十位學生之海報展示。充分的呼應會議主題，涵跨多樣

語言學次領域，共有 160 多位教師、學生、專家與會交流。 
 

一開始重磅開場即為本年度終身成就獎頒獎，以及得主鄭秋豫教授之專題

演講，以「From Speech to Linguistic Abstraction─interdisciplinary investigations 
and quantitative modeling」為題，分享鄭教授研究生涯的重要研究。由於真實的

口語語音資料往往非常多變，音韻單位等抽象概念難以從真實語音資料找到不

變的語音對應線索，鄭老師以國語四聲為例，清楚地看到四聲的基頻曲線常常

是斷續的、不是穩定不變的基頻曲線。這個議題的重要性在於如何從看似雜亂

的口語訊號提取各式有意義的音韻單位。利用連續口語語音資料庫，展開量化

和電腦模式分析，鄭老師提出訊息結構的多層次片語模型，且指出此結構有別

於與句法的新舊訊息，訊息結構是由多層次言談韻律疊加構成，包含起頭、持續

和結束的言談規劃。鄭教授專業以及跨領域的成果更是啟發在座的年輕學者未

來無限的可能性。 
 

會議當天中午也頒發本年度之碩博士論文獎。最佳博士論文獎得主為國立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許韋晟博士，發表「太魯閣語指示詞的語法化研究」(指
導教授: 張永利教授 與 葉美利教授)，由洪媽益教授評論。而最佳碩士論文獎

由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林宜儒獲得，發表「以計算與認知觀點預測分析

梗圖裡的黑色幽默」(指導教授: 謝舒凱教授)，由許展嘉教授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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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報告 (一)「語音與音韻」場次 

由王旭老師主持，含括實驗語音領域──邱振豪教授主講台灣華語語音合

流的發音證據，採用超音波技術量測合流的語音的相似與相異點。方言音韻領

域──劉秀雪教授發表台灣閩南語與新馬福建話的元音分布對比，跳脫傳統聽

音記錄，利用聲學語音分析技術，清楚展示兩地元音分布有所不同。南島語音韻

領域──葉詩綺教授分享南島語的方言調查後，分析對比不同方言的重音型態，

並以此推估可能是構成腔調的部分因素。最後華語語音應用──吳貞慧教授分

享語音學和華語文教學的交集，以及現在師資訓練的現況介紹。與會者一次聆

聽四個語音和音韻的主題，理論與實驗皆能有所獲得。討論時間也十分踴躍，蔡

素娟教授、張月琴教授、王旭教授以及學生等等皆和主講人有所交流討論。 
 

主題報告 (二)「句法/語意/介面與應用」場次 
由蔡維天教授主持，四場主題報告展現理論語言學對於語言現象深入的探

究，不只研究顯性的語料，對於隱性的深層現象，更是語言研究不可忽視的部

分，有助於深入了解語言的普遍性。張寧教授歸納了泛語言中「顯性」/「隱性」

詞素與表達有定/無定，人稱/時間/世界訊息概念的關聯性與共通性。謝妙玲教

授、廖偉聞教授研究台灣閩南語的句法現象，也涵蓋了句法與語用、語意的介面

研究。徐峻賢教授則是以認知與神經科學來談討「構詞結構對詞彙辨識的腦磁

圖反應之影響」，拓展了理論語言學的視野，鼓勵跨領域的實證研究。  
 

主題報告 (三)「語料庫/計算語言學」場次 
由謝舒凱教授主持，四場主題報告不但發表精實，提問更是熱烈。在場的學

生都有意猶未盡的感覺。不管是客語語料庫的研究、語言特徵工程、分散式語意

表徵 （distributed semantic representation）、分類動詞（classification verbs）的

研究，帶給學生兩大啟示：第一、實際的語料分析會面對的情況遠遠大於語言本

身。例如葉秋杏博士和賴惠玲教授「臺灣客語語料庫建置：現況與展望」，報告

正在進行中的客語典藏，除了語言資料的標記需要語言學家的「臨機應變」，還

可能需要處理語料授權的問題。第二，現在自然語言處理看起來似乎是工程師

的任務，但是如吳俊雄教授與曾文忻分析師所報告，其中涉及的語言學知識大

於我們的想像。例如陳正賢老師「Words, constructions and corpora: Emerging 
semantics and grammar as network」所進行的句構關係運算和許展嘉教授「從近

義詞探究評價語言」的類同義詞區辨，都需要大量的構式語法、句法網絡、使用

導向分析等等語言學知識。提問時鄭秋豫教授和幾位受邀講者愉快的討論語料

庫標記的單位和成分，針對段落、詞類等等標記的必要性分享心得，在場的學生

都覺得受惠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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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報告 (四)「心理與神經語言學」場次 

由萬依萍教授主持。麥傑教授從語法範圍討論漢字形式的生產知識，表明漢

字確實具有生產性和心理上的詞彙語法。李佳霖教授透過事件相關電位的證據

探討情緒預期在句子閱讀過程中在中性詞所引起的情緒反應。蘇宜青教授透過

跨語言（漢語、英語、日語和義大利語）比較探討顯性代名詞制約。最後由龔書

萍教授分享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對於字面和非字面動作句子的理解和產生的實驗。

與會者對每個主題都非常有興趣並且熱烈地提問許多相關問題與教授們交流討

論。 
 

主題報告 (五)「語言與教學」場次 
由陳純音教授主持。有鑑於語言學科普教育推廣的重要性，本次大會特別安

排本場次，邀請在語言學教學有豐富經驗的教授分享教學經驗。胡潔芳教授「語

言學概論翻轉教學經驗談」，分享如何將翻轉教學融入語言學的教學現場。賴郁

雯教授「科技於語言學創新教學之應用」，盧郁安教授與周昭廷教授「認識語

言：語言學通識課教學分享」，教學多元豐富，並且利用各種資源、教學法藉以

提升學習動機，啟發學子對於語言學的珍賞。在場學者對於語言學教學能夠如

此靈活運用，多有熱烈討論，激發更多迴響。甚至建議學會繼續舉辦更多工作

坊，有更多交流機會，拓展推廣語言學的科普教育，普及大眾。 
 

主題報告 (六)「認知語言學」場次 
由謝富惠教授主持，這個場次充分展現出認知語言學研究的跨文化、跨語言

豐富性，帶給學生最大的啟示是語言學的研究需要適時採用各種工具，一個研

究者必備的技能是尋找問題，善用工具。跨語言方面，謝菁玉教授「生命體詞彙

中的隱喻」和葉美利教授「動詞語意與文化多樣性──賽夏語、客家語、閩南語

與華語的擦拭類動詞研究」分別研究了中文的隱喻和賽夏、客語、華語、閩南語

的動詞語意，透過語言的比較，找到認知的共同性和差異性。黃漢君教授「範疇

化與客家語類別詞：共現結構分析」運用統計的概念深入淺出解釋了搭配詞的

心理意義，他特別勉勵語言學研究的新血們不要害怕看似複雜的數字。郭怡君

教授「華語圖畫詞彙測驗應用程式」採用畢保德圖畫詞彙測驗，並援用現有的圖

庫，就可以建構練習系統，帶給華語學習者必要的協助。 
 

學生論文發表 (一)「語音學」場次 
由張月琴教授主持，共有三篇論文發表：童湘瑀「The effect of socio-indexical 

information on the perception of sibilants in Taiwan Mandarin」、張瓊予「An acoustic 
study of monophthongs in Takibakha Bunun」以及林鈺庭「The acoustic features in 
speech sounds that attributes to voice attractiveness」，分別由甯俐馨教授、盧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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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和謝豐帆教授講評，對學生們利用語音科學技術和證據探討社會和心理語

言學以及音系皆有讚許，以及提供建設性的意見。 
 

學生論文發表 (二) 「句法/語意」場次 
由林若望教授主持，共有三篇論文發表：陳亦詩「台灣華語中的標句詞『說』」、

黃子岳「On 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Degree Ad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CHĀO, 
HĚN, MÁN」、王智儀「Metaphors in Kuo-Yu Han’s Political Language」。分別

由劉啟明教授、林怡安教授和謝承諭教授講評，對於論文的題目具有時效性，創

新，多所肯定，並對文獻回顧、研究方法、提出具體建設性的建議。論文發表學

生們和其他與會的學生們都獲益良多。 
 

學生論文發表 (三) 「語用學」場次 
由洪媽益教授主持，發表的論文有：林家瑄「Chinese compliments of 

millennials: An example of Taiwanese idol drama Utopia For the 20s」、温婷惟「『一

個』在臺灣華語中的語用功能探析」、石家寧「Analysis of humorous utterances 
in The Big Bang Theory from pragmatic perspective」。學生的語用學研究充分彰

顯出媒體時代語言使用的特色。學生的取材有台灣本土偶像劇、網路論壇、西洋

連續劇等，都能彰顯語言的變化如何反映出禮貌、幽默、諧趣等等特色。評論的

老師們(分別為張妙霞教授、張群教授、王萸芳教授)的建議均在將研究導向更精

緻、更有層次的分類和分析，正向的鼓勵學生們更著重文獻的回顧和檢討，以及

實際分析中多變的語言現象如何透過更靈活的方式詮釋實際的使用和修正前人

的研究。 
 

學生論文發表 (四)「音韻學」場次 
由李佩容教授主持，共有三篇論文發表：李奎宏「Cue-weighting in the 

perception of Taiwan Mandarin nasal codas」、曾震耀與忻愛莉「The phonetic 
re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of English function words by EFL learners in Taiwan」
以及劉政諺「To spread, or not spread: neutral tone particl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分別由林育稜教授、Prof. Sang-Im Lee-Kim 和郭貞秀教授講評，對於利

用實驗方法和語音技術探討實驗音韻議題皆有嘉許，並提供建設性的建議。 
 

學生論文發表 (五) 「社會語言學」場次 
由何德華教授主持，三位發表人的論文，展現語言使用的多樣風貌。薛伊雯

「從口語分析性別認同影響語言的使用」、黃思穎「導覽場域中的華語話輪分析

研究」、劉品希「Analyzing Online Hate Speech on the 2018 Election and Referendum 
in Taiwan」。三位評論人蕭季樺教授、段人鳯教授、魏美瑤教授對於研究議題多

所肯定，也幫助講者如何在文獻及研究方法上更加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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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論文發表 (六)「語料庫語言學」場次 
由洪嘉馡教授主持。越來越多學生從事語料庫的研究，議題可以從辭彙語意

到句法結構。而除了傳統的語料庫應用之外，這次也看到學生轉向搜集網路新

聞等較為流行的語料。如李季陵同學採用新興媒體，妞新聞的報導進行「欠」的

語意擴張研究，探索流行用語「欠買」的語意軌跡。另外在語意研究上，黃曼華

和廖恒佳同學則利用語料庫歸納「還是」和「或是」這兩個在英文翻譯都譯作

「or」的近義連詞在認知上的差異。何宜庭同學的研究則探討中文關係子句的句

法分佈。評論的老師對於學生們的研究都給予正向的意見，提供了許多未來拓

展研究的方向，並鼓勵學生更謹細的看待語料。 
 

此外，中午時段的海報展示也是討論非常熱烈。最後，感謝會員以及與會的

學者參與，使得此次會議能夠圓滿完成。 
 
 

2020 NCL 線上論文集_全文_口頭報告<shorturl.at/beuR6> 
2020 NCL 線上論文集_摘要_海報展示<shorturl.at/rEQ29>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mLlKMNJBfQYgPvL73KJTCXVbgD4AxBva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7Hgg_GEb9LnYIhQ350Znm47WgaGRM23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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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沐春風－敬悼湯師廷池 

蔡維天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有一段記載：程顥的弟子朱光庭有一次到汝州聽老

師講學，一個多月才回家，一回到家逢人便說「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我

想湯廷池老師的學生們不但感同身受，更會悠悠言道「我們在春風中坐了一生

一世」。這一生一世的情誼跨越了好幾個世代，雖然湯老師已於今年九月二十

一日仙逝，他的身教言教仍會留存在學生們心中，化為學問精髓一代一代傳承

下去。 
湯老師 1931 年生於台灣苗栗縣，1955 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並

回到母校新竹高中執教。之後遠赴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深造，於 1972 年

獲得語言學博士學位。他先後任教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暨英研所、國立

清華大學外語系、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並於

2002-2008 期間擔任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客座教授，2008 年榮聘為輔仁大學

外語學院野聲講座教授。 
湯老師一生在教育界奉獻耕耘，作育英才無數。女兒湯志真教授說他「喜

愛人家叫他老師更勝於教授，致力於教育家更多於語言學家。」以下兩段文字

摘自湯老師的八十自述，可略見其為人風骨： 
 

我並不是一個十分用功的學生，只是喜歡靠自己讀書，尤其是喜歡靠

自己觀察、分析、思考、推論。我對於教育這個工作懷有深厚的使命

感，台大法律系畢業以後就與台大外文系畢業的妻子分別回到母校的

新竹高中與新竹女中擔任英文教員。我們時常以「誤人子弟，天誅地

滅」互勉，幾乎課本裡的每一個生字都查詢家裡的每一部英文辭典，

不但準備了非常詳盡的教案，還在家裡預演如何上課。1963 年與 1971

年我前後兩次出國，都在極短時間內順利獲得學位歸國。這樣的表現

並非由於我特別的聰明或用功，而是來自平時的「教學相長」，是學

生對我的期望與我對學生的責任感造就了今天的我。 

 

我的專業領域是語言學，特別是華語、英語、日語的語法理論與分析，

而我今生的志願則是把現代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傳授給學生，好讓現

代語言學在國內生根茁壯。教學生涯已五十五年，五十五年如一日，

一直樂在其中，不改其樂。教學為的是回報，著書為的是薪傳。活到

老學到老，人盡其才而物盡其用。無論自己的年紀多大，都願意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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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當做資源回收與廢物利用的對象來繼續努力，一直到最後回歸大地

為止。 
 

在學術成就方面，湯老師更是著作等身，常常數夜間下筆萬言，揮灑自如，

直至晚年仍創作不輟：除了兩百多篇文章，其成書論著可編年條列如下： 
 
1969a.  A Transformational Analysis of Japanese Verbs and Verb Phrases.  

台北: 台灣海國書店。 
1969b.  A Transformational Approach to Teaching English Sentence Patterns.  

台北: 台灣海國書店。 
1972. 《國語格變語法試論》台北: 台灣海國書店。 
1975. 《國語格變語法動詞的分類研究》台北: 台灣海國書店。 
1977a. 《國語變形語法研究第一集: 移位變形》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77b. 《英語教學論集》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79. 《國語語法研究論集》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81. 《語言學與語文教學》台北: 台灣學生書店。 
1984a. 《英語語法修辭十二講: 從傳統到現代》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84b. 《英語語言分析入門: 英語語法教學問答》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88a. 《英語認知語法: 結構、意義與功用 (上集)》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88b. 《漢語詞法句法論集》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89a. 《漢語詞法句法續集》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89b. 《國中英語教學指引》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92a. 《英語認知語法: 結構、意義與功用 (中集)》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92b. 《漢語詞法句法三集》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92c. 《漢語詞法句法四集》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94a. 《英語認知語法: 結構、意義與功用 (下集)》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94b. 《漢語詞法句法五集》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99a. 《日語語法與日語教學》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1999b. 《閩南語語法研究試論》台北: 台灣學生書局。 
2000a. 《極小主義分析導論: 基本概念與原則》台北: 金字塔出版社。 
2000b. 《漢語詞法論集》台北: 金字塔出版社。 
2000c. 《漢語語法論集》台北: 金字塔出版社。 
2000d. 《英語語法論集》台北: 金字塔出版社。 
2010a.《語言學、語言分析與語言教學 (上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0b.《語言學、語言分析與語言教學 (下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2a.《日語形容詞研究入門 (上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2b.《日語形容詞研究入門 (下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4a. 《英語應用語言學研究入門 (上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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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b. 《英語應用語言學研究入門 (下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4c. 《英語語法研究入門》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4d. 《華語詞法研究入門 (上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5a. 《對比分析研究入門 (上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5b. 《對比分析研究入門 (下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5c. 《華語詞法研究入門 (中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5d. 《華語詞法研究入門 (下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6. 《華語語言分析入門》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8a. 《河洛語語法研究入門 (上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8b. 《河洛語語法研究入門 (下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9a. 《英語形式句法分析導論 (上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9b. 《英語形式句法分析導論 (中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9c. 《英語形式句法分析導論 (下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9d. 《語言學 英、日、華 術語對照與簡介 (上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2019e. 《語言學 英、日、華 術語對照與簡介 (下冊)》台北: 致良出版社。 
 

其學思鑽研之深，引證之廣，足見其才情氣度。歷年來曾獲「教育部六藝

獎章」、「中華民國語文獎章」、「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中

華民國英語教師學會終身貢獻獎」、「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台灣語言學學會終身成就獎」等獎項的高度肯定。 
 

文天祥《正氣歌》篇末有云：「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

古道照顏色」。我想這正是湯老師的寫照，弟子們的心情。願以此言獻給老師、

同儕和有志於語言學的青年後生，再一次風乎舞雩，沉沐在十八尖山上的暮春

三月。 
 
【後誌】湯志真教授及簡嘉菁教授提供本文絕大部分的素材，特此致謝。 



 

榮譽榜 

 

2020 終身成就獎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退休特聘研究員 

鄭秋豫教授 

 

2020 年度最佳博碩士論文獎 

最佳博士論文獎 (1 篇) 

姓名：許韋晟  

論文題目：「太魯閣語指示詞的語法化研究」   

系所：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張永利教授 與 葉美利教授 

 

博士論文佳作獎 (1 篇) 

姓名：郭育賢  

論文題目：「 泰雅語音韻系統、重建與分群」  

系所：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廖秀娟教授 與 黃慧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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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碩士論文獎 (1 篇) 

姓名：林宜儒  

論文題目：「以計算與認知觀點預測分析梗圖裡的黑色幽默」  

系所：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指導教授: 謝舒凱教授 

 

碩士論文佳作獎 (兩篇) 

姓名：翁瑋呈  

論文題目：「台灣華閩雙語者韻尾塞音位置對比流失」  

系所：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指導教授: Prof. Sang-Im Lee-Kim 

 

姓名：王俊凱  

論文題目：「以英語為第二語言者對於孤島限制的習得與語句處

理:第二語言能力扮演的角色以及教學帶來的成效」 

系所：國立清華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語言認知與教學組 

指導教授: 許淳潔教授 

 
除獎狀外，最佳論文獎得獎人可享次年免繳會費之優惠以及赴國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

表論文之限額補助。最佳博士論文獎補助上限為新台幣三萬元整，最佳碩士論文獎補助

上限為新台幣二萬元整。補助項目為交通費、膳宿雜費、出國手續費、保險費、會議註

冊費，憑頒獎日前後一年內發表論文之證明及相關單據核銷。



 

會務公告 

 

1. 本會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2020/11/14)已通過修正組織章程第七條，

應屆畢業生可於畢業當年 12 月底前以學生會員資格申請入會，第二年才

需以個人會員身分繳交常年會費。 

2. 2021 年 NCL 以及年會暫定於 10 月中旬，投稿截止日期目前暫定 6 月中，

細節將待明年初召開理監事會議後確認再公告，屆時請會員踴躍投稿、出

席。



 

學術活動訊息 

銘傳大學「2021年華語文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華語線

上教學與學習」 

一、 會議時間：2021年 3月 12日（五） 

二、 會議地點：銘傳大學 

三、 會議網址：https://tinyurl.com/yxa8jrny 

 
 

第九屆臺大華語文教學研究論文發表會 

 

一、 會議時間：2021年 3月 27日（星期六） 

二、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會議室 

三、 會議網址：

https://www.tcsl.nt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124L1VJ
PSX 

 

 

2020 年 AI と日本語教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一、 會議時間：2021 年 4 月 10 日（六） 

二、 會議地點：淡江大学淡水校區 

三、 會議網址：http://www.taiwanjapanese.url.tw/ 

https://tinyurl.com/yxa8jrny
https://www.tcsl.nt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124L1VJPSX
https://www.tcsl.ntu.edu.tw/news_detail.php?news_rkey=124L1VJPSX
http://www.taiwanjapanese.url.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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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十屆「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

野」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 會議時間：2021 年 5 月 14-15 日（五-六） 

二、 會議地點：中原大學 

三、 會議網址：https://tcsl6904.wixsite.com/2021conference 

 

LSA 2021 Annual Meeting 

一、 會議時間：January 7-10, 2021 

二、 會議地點：(virtually at) Brown University 

三、 會議網址：

https://www.linguisticsociety.org/news/2020/09/18/lsa-2021-
annual-meeting-take-place-virtually 
 

https://tcsl6904.wixsite.com/2021conference
https://www.linguisticsociety.org/news/2020/09/18/lsa-2021-annual-meeting-take-place-virtually
https://www.linguisticsociety.org/news/2020/09/18/lsa-2021-annual-meeting-take-place-virtually


 

期刊徵稿 

 

《臺大華語文教學學報》徵稿 

《臺大華語文教學學報》學術出版品由臺灣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創刊，是

以漢語本體研究、語料庫分析、外語習得歷程、認知心理學、師資培訓等領域為

研究對象之專業學術刊物，創刊號預計於 2021 年六月出刊。 
 
《臺大華語文教學學報》期刊每年出版一卷，每卷兩期，六月和十二月出刊。同

時收錄正體中文及英文稿件。 
 
一、投稿截止日期：第二期預定於 2021 年 12 月 1 日出刊，自即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投稿，隨到隨審。 
二、投稿信箱：ntutcsljr@gmail.com。來信請註明「投稿《臺大華語文教學學報》」。 
三、本刊為雙向匿名審稿之學術期刊，接受中英文稿件。稿件須未曾投稿至其他

刊物或在其他地方出版。 
四、為配合匿名審稿，論文內文不得出現任何可辨識作者之文字。投稿時，請繳

交以下資料：(1)作者資料表 (含中英文姓名、服務機構、職稱、通訊地址、

電話、傳真號碼、電子郵件信箱等聯絡資訊 (2)論文全文（內文須包含論文

中、英文標題及中、英文摘要）。 
五、投稿文章電子檔應為 MS WORD。 
六、文長不超過 35 頁（A4）或兩萬五千字，須附中英文摘要（約四分之一頁至

半頁），中英文關鍵詞不超過六個。 
七、獲採用之文稿需依本刊體例修改撰寫格式，且親自校正最後文稿。 
八、著作人投稿於本刊，經本刊收錄後，同意授權本刊，並得再授權其他本刊授

權之 營利或非營利資料庫業者，進行重製、透過網路提供服務、授權用戶下

載、列印、瀏覽等行為。並得為符合其他資料庫之需求，酌作格式之修改。 
九、九、本刊不負責來稿內容之著作權問題（如圖、表及長引文等），請作者先

行取得著作權持有者之同意；來稿請勿發生侵害第三人權利之情事，如有抄

襲、重製或侵害等情形發生時，概由投稿者負擔法律責任，與本刊無關。 
十、網址：http://journal.tcsl.ntu.edu.tw/call.html 

 



 

研討會徵稿 

2021 年第十屆「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

際學術研討會 

論文主題 
（一） 華語文教學與習得研究：華語文創新教法、習得研究、教學品質管理

機制、華語文測驗與評量、專業華語 
（二） 華語文教育研究：華語文政策、行政研究、華語文師資培訓與評鑑、

師資認證與推廣 
（三） 華語文數位應用與教材研究：華語文數位化教學、教材發展、行動學

習、數位遊戲研發、教材發展 
（四） 華語文本體研究：華語語音、詞彙、語法、語義、語用、篇章、言談

分析、古代漢語研究、漢字研究 
（五） 華語文產業研究：華語文海外駐點、教材、師資、課程等輸送計畫 
（六） 僑民教育：僑民教育政策、措施、師資培育、教材編撰、僑校經營、

各國華文學校現狀、僑民教育回顧與展望 
（七） 其他相關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議題 
投稿資格 
一、投稿分「專家學者組」和「研究生組」 
二、投稿分組說明： 

1. 研究生組限現就讀研究所之在學學生。  
2. 多人合著論文視第一作者職位選組投稿。 
3. 若同時身兼教職並為學生身分者請自行選擇投稿組別。 

投稿方式 
摘要投稿 
1. 摘要字數以中文  1000  字以內及 3 至 5 個關鍵詞為限。 
2. 摘要內容至少包括：探討主題、研究方法、預期成果及相關文獻等。 
3. 投稿之論文必須未曾公開發表。 
4. 採用電子郵件投稿方式，請於 2021 年 01 月 10 日（日）論文摘要截止日

前，下載論文摘要表、投稿者個人資料表、投稿同意書（研究生組免填）

填寫後寄至中原應華系電子郵件信箱 asclc@cycu.edu.tw，郵件主旨請清楚

寫上【論文投稿_組別_作者名_論文題目】，方完成投稿。 
論文投稿 
1. 論文撰寫中英文均可，請以 A4 格式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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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論文大綱需包含序言（或前言）、正文（或本文）、結語、參考書目四個

部分。 
3. 論文篇幅以 10,000 字至 12,000 字為限；如有附件，以不超過三頁為原

則。 
4. 正式論文全文須遵循 APA 格式撰寫。 
5. 詳細 撰稿格式 及 格式範例 請見連結。  
6. 2021 年 01 月 18 日（一）公告錄取名單，請錄取之作者於 2021 年 3 月

7 日（日）前將論文以 Word 檔案寄至中原應華系電子郵件信箱 
asclc@cycu.edu.tw，郵件主旨請清楚寫上  【論文全文_組別_作者名_論文

題目】，方完成投稿。 
7. 會議結束後，凡投稿於專家學者組，論文將送《中原華語文學報》編審委

員會審查，審查通過後，予以刊登。 



 

專書介紹 

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 
書名：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 
編者：馮志弘、謝家浩、施仲謀 
出版日期：2020/11/06 
出版單位：中華 
網頁資訊：

https://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7731203 
 
 
簡介 
   「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學術研討會」由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言學系、文學及文化學系主辦，國立臺中教育大

學語文教育學系與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合辦，這

一屆是第六屆，舉行地點在香港教育大學。出席研討會的除了上述三所大學

外，這一屆還增加了華南師範大學、江蘇師範大學、廣州大學等三所院校，

約兩百多人，分為四個場次。這部專刊所彙集的，就是會議宣讀經編選的論

文。 
  

  本書所收稿件，全部經過審閱的程序，既是一種紀念，也對所有熱心奉

獻於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的工作者致上最高的謝忱。希望這本書能對大家有

所助益。(節錄自網頁簡介) 

 

  

https://www.sanmin.com.tw/Product/Index/00773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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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桌上的語言學家: 從菜單看全球飲食文化史 

The Language of Food: A Linguist Reads the Menu 
 
書名：餐桌上的語言學家: 從菜單看全球飲食文化史 The Language of Food: A 
Linguist Reads the Menu 
作者：任韶堂（Dan Jurafsky） 
出版日期：2020/8/1 
出版單位：麥田出版社 
網頁資訊：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6787 
 
 
簡介 

  作者研究了近六千五百份菜單，發現當餐廳以較

長的字詞說明餐點時，該道菜的價位相對較高。平均

來說，每增加一個字母，便增加十八分錢！另外，檢

查餐廳是否強調「異國」或「辣味」，一旦出現「異

國」或「香料」等單字，餐點價位亦隨之提高。 
  討論美食的方式同時反映出人類對美食的期待：渴望過著健康、天然、真

切的生活，並認同自身家族背景和文化，以及人類趨向樂觀和正向的天性。討

論美食同時也反映出我們所認知的事實：母音的發音方式和人類微笑之間的關

係、而格萊斯 準則更足以回答凱蒂的問題，亦即「當我們說太多時，正意味

著我們有所隱藏」：以「新鮮番茄」做為番茄醬的廣告，過度強調「新鮮」或

「美味」的不切實際菜 單，或過度強調健康的垃圾食物外包裝。 
  本書各章節的鋪陳比照正式套餐的順序，從菜單開始，接著是魚肉料理，

再穿插水手和海盜的故事。休息一下，接著討論傳統晚餐烤肉上桌前的潘趣酒

和烤麵包，再來是烤肉料理，並在進入飯後甜點前說說零食以及嘴饞這件事。

內容包羅萬象，旁徵博引，筆調風趣，歡迎讀者盡情享用！(節錄自網頁簡介)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16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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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109.8～109.11，按日期排序) 

姓名 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李壬癸 中央研究院院士 
1,000 109.8.13 

蕭素英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500 109.9.9 

曾奕凱  
100 109.11.9 

呂佳蓉 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1,000 109.11.12 

陳純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兼系

主任 

10,000 109.11.14 

鄭秋豫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退休） 

3,000 109.11.14 

張妙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2,000 109.11.14 

蔡維天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1,500 109.11.14 

王萸芳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教授 

1,500 109.11.14 

陳瑞華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約聘助理教授 
1,500 109.11.14 

蔡素娟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1,000 109.11.14 

段人鳳 國立臺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000 109.11.14 

蔡美慧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1,000 109.11.14 

萬依萍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1,000 109.11.14 

何德華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1,000 109.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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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立勤 
高雄醫學大學語言與文化中心助理教

授 

1,000 109.11.14 

謝承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語言中心專案助理

教授 

1,000 109.11.14 

洪媽益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副教授 
1,000 109.11.14 

李佩容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教

授 

1,000 109.11.14 

葉美利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

究所教授 

500 109.11.14 

許展嘉 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500 109.11.14 

林育稜 逢甲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500 109.11.14 

謝舒凱 
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副教授兼

所長 

500 109.11.14 

劉家瑜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二 
100 109.11.14 

王本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

言研究所 

100 109.11.14 

劉承賢 國立嘉義大學語言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100 109.11.14 

龔書萍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暨研究所

副教授兼系主任 

100 109.11.14 

不具名  
800 109.11.14 

翁益寧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000 109.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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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名錄 

個人會員 

姓名 現職 

葉詩綺 高雄師範大學助理教授 

杜佳倫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賴瑤锳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劉啟明 國立交通大學助理教授 

 

學生會員 

 
姓名 現職 

黃思穎 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三年級 

童湘瑀 國立交通大學外文系語言所 

廖恆佳 政治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劉品希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109 級 

林家瑄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109 級 

施為騫 台大語言所 

陳祐萱 台大語言所 

王季穎 臺師大 109 級 

王秀卉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楊佳翰 國立臺北大學／應用外語學系／一年級 

李欣庭 師大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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