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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會員，大家平安！
去年 10 月的會員大會，台灣語言學學會慶祝了二十週年的生日，會中頒發
了 2019 年終身成就獎給黃美金教授，表彰黃教授數十年來對於台灣南島語言之
全力付出與無私貢獻，謹借學會通訊一隅再次向黃教授致賀！
台灣語言學學會今年正式成立二十一年了。如果從 1997 年一月的籌備會議
開始，則已過了二十三年。很意外也很榮幸擔任第十一屆理事長為大家服務。回
顧過去，學會在歷屆理事長帶領以及理監事努力下，持續致力厚植根基、擴大影
響，並與國際接軌，同時，會務運作方式也隨著科技發展與環境變遷有所興革。
謝謝蔡維天教授領導的第十屆團隊過去兩年的付出，尤其是為學會架設了線上繳
費平台，建立了學會助理勞健保的標準作業流程，減輕會計與出納的負擔。
感謝鍾曉芳教授接下秘書長的重任，也感謝理監事與多位老師分工承擔各組
工作。第十一屆理監事、秘書處與各工作組名單如下：
理事長

蕭素英

副理事長

李佩容

常務理事

蕭素英、李佩容、呂佳蓉、謝富惠、鍾鎮城
李佩容、呂佳蓉、蕭素英、謝富惠、鍾鎮城、洪媽益、

理事

范瑞玲、徐淑瑛、張群、郭怡君、廖偉聞、蔡美慧、盧郁安、
蕭惠貞、謝佳玲

常務監事

李壬癸

監事

吳俊雄、張郇慧、陳純音、黃美金

學術組

呂佳蓉、廖偉聞、洪媽益

網路組

蕭惠貞、盧郁安、謝豐帆（討論區）

會員組

蔡美慧、謝佳玲、盧郁安

秘書長

鍾曉芳

會計

李惠琦

出納

江敏華

最近我們整理了歷年的會務檔案資料，並把典藏的紙本《學會通訊》掃描加
上頁籤後陸續上傳學會網站，但是缺了第 10-11 卷(2008-2009)，以及第 5-4 期、
第 6-1 期、第 13-4 期，如果您手邊正好保存了這幾期的學會通訊，歡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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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通訊》，彷彿重新走過學會二十多年的點點滴滴，看著學會從 38 位
終身會員、69 位個人會員、47 位學生會員，成長到現在 177 位榮譽/終身/永久贊
助會員、65 位個人會員、122 位學生會員的規模。《通訊》上，除了具時效性的
學術活動、會務訊息，也有至今讀來仍精彩的特稿，值得細品。本期通訊我們也
特邀謝舒凱教授、何萬順教授撰寫專文，非常感謝！
何萬順教授的專文〈必也正名乎？防疫作戰下的名稱爭議〉完美示範了語言
學無所不在，防疫也可以是語言學研究的議題。
語言學向下紮根，學會自 2016 年起與台大語言所共同辦理國際語言學奧林
匹亞競賽台灣代表隊的選拔、培訓與參賽。語奧是高中生的國際比賽，為 13 項
國際科學奧林匹亞競賽之一。詳細介紹見謝教授語奧團隊提供的專文。語奧 2020
年比賽地點在拉脫維亞的 Ventspils，所需經費龐大，如果您有意願，可以至學會
網站（http://pay.linguist.tw/?p=conference）指定捐款支持。
學會一向重視人才的培育，「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NCL）即提供年輕
學者發表的平台以及學術公共服務的訓練，猶記 2001 年第二屆 NCL 便是由當時
就讀博士班的我與學弟妹共同籌畫，而全國語言學及相關領域研究生聯絡網則是
在前一年第一屆 NCL 時建立；2006 年本會正式成立學生委員會，也制定年度最
佳博碩士論文獎給獎辦法；2012 年制定補助學生會員發表研究成果作業要點。
2020 年度最佳博碩士論文獎以及補助學生會員發表研究成果的申請即將開始，
請密切注意本會公告。今年，由副理事長李佩容老師指導，學生事務委員會籌辦
的「第十三屆語言學沙龍」已開始報名，歡迎踴躍參加。「第二十一屆全國語言
學論文研討會」（NCL 2020）也由理事徐淑瑛教授規劃中，將於 11 月左右與會
員大會合併於中山大學舉辦，敬請拭目以待。
國際交流方面，本會於 2007 年正式成為「語言學國際永久委員會」（CIPL:
Comite International Permanent des Linguistes/Permanent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Linguists)的一員，本會第九屆理事長何德華教授代表本會於 2018 年當選 CIPL
執行委員，任期五年。此外，本會也於 2016 年分別與日本語用學學會、中國語
用學研究會建立交流關係。
最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學會每年主要收入僅為入會費常年會費（約 12
萬）以及終身會費等基金定存孳息（約 5 萬元），不足支應年度預算編列的各項
學術活動、培訓、補助以及 2 位兼任助理薪資勞健保費用。在此，除了拜託個人
會員、學生會員如期繳交年費，也冒昧呼籲、請求一直以來關心、支持學會的榮
譽會員、贊助會員、終身會員小額捐款，共同支持學會永續發展！
敬祝
諸事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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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素英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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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語言學奧林匹亞競賽特稿
謝舒凱 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所長/副教授
江琼玉 台大語言所謝舒凱老師研究助理
國際語言學奧林匹亞競賽 (IOL) 1是屬於全世界中學生的 13 項國際學
科競賽之一。從 2003 年開始， IOL 每年在不同國家輪流舉辦。競賽的題目
內容，不需要參賽者懂多國語言或是深奧的語言學知識，而是著重參賽者對題
目所提供的語料之語言結構分析，邏輯推理與模式的細心觀察。不僅題目多元
有趣、提供多語言版本，亦涉略邏輯推理、開展了參賽者的文化視野，能同步
培養參賽者的科學與人文素養。

圖 1 ：國際語言學奧林匹亞競賽 (IOL) 網頁截圖

台灣從 2016 年起以團隊方式參加 IOL 競賽，當年度即為台灣隊奪下一
面銀牌與兩項佳作。 2017 年更拿下了個人賽以及團體賽金牌，兩面銀牌、兩
項佳作以及一項最佳答案獎，創下參賽第二年即奪下大賽唯一一面團體賽金
牌的紀錄，驚豔全場。 2018 年台灣隊仍以優異表現抱回三面銀牌、兩項佳作
與一項最佳答案獎。 2019 年台灣隊在 IOL 競賽中獲得兩面銅牌、四項佳作

1

國際語奧網站：https://www.iol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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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項最佳答案獎，創下隊史上獲獎人數最多與連續三年獲得最佳答案獎
的佳績。

圖 2 ：台灣隊歷年參賽結果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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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語奧2及台灣語言學學會自 2016 年即聯合主辦全國初選競賽來推廣
語言學，並選拔優秀中學生為一階國手進行培訓。截至目前為止，第一階段全
國初選的當屆報名人數已突破 250 人，實際參賽人數也從一開始的 86 人成
長到近 200 人。除此之外，台灣語奧亦於 2017 年起主辦語言分析黑客松3，
透過語言解謎活動試圖連結社會大眾、大專生與中學生，並促進大眾對語言學
以及語奧活動的認識。
五年累積下來，參與過台灣語奧全國初選競賽的學生累積人次已超過五
百人，成為一階國手接受語言學知識培訓的學生已超過五十人，曾代表台灣參
賽的國手們也都分別獲台灣與世界知名大學錄取。可見台灣語奧活動在未來
跨域語言學人才培育上已發揮作用。而台灣小將們在 IOL 競賽上的優異表現
在在顯示台灣語奧、台灣語言學學會等各方資源的支持使得語言學在台灣社
會上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甚至擁有了自己的中學生與大專生社群。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的疫情影響了許多人事物，「台灣語奧 2020 全國初選」
也在被影響之列，但在各方評估與協力配合之下，我們仍於 2 月 16 日如期
舉行，以北中南三區迎接了 185 名熱情參賽的中學生，並於二月底完成閱卷、
公告了獲選的一階國手名單。

北區競賽教室

中區競賽教室

南區競賽教室

接下來的培訓，台灣語奧亦積極配合相關單位之防疫措施，將以遠距方式
進行。萬望疫情發展得獲控制，大眾對語言學的熱情不減，諸事順利！

2

台灣語奧網站：www.ioltw.org

3

第三屆語言分析黑客松網站：http://lope.linguistics.ntu.edu.tw/ioltw/linghacks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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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與疫情特稿
必也正名乎？防疫作戰下的名稱爭議
何萬順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特聘教授暨心智大腦與學習研究中心研究員
疫情爆發以來，與語言學相關的觀察中，最顯而易見的是從「戰爭」的隱喻所衍
生出的種種言語表現。在國際政治與意識形態的持續角力下，「人類 vs 病毒」
的敵我之分也隨著疫情與恐懼的蔓延擴張至藍綠、兩岸、美中台、國際、種族之
間的糾葛。其中有兩個觀察是有關名稱的爭議。
防堵「社區傳播」的發生是這場戰爭中的重大防線。所以 2020/2/20 聯合報
以頭條「美將台列為明顯社區傳播國家」報導了「美認定台灣有社區傳染」，當
然是事態嚴重。蔡總統和蘇揆立即出面澄清台灣僅有零星社區案例，指揮官陳時
中更直言美方定義太草率。然而，事實上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在官網的文
字中並未如此明確的認定，而是將台灣列入 Other destinations with apparent
community spread。當 apparent 出現在名詞前作為限定形容詞（attributive adjective）
時 ， 其 語 意 是 帶 有 些 許 不 確 定 性 的 。 所 以 在 語 言 學 的 論 述 中 ， apparent
counterexample 不會是作者「認定」的「明顯」反例。師大英語系謝妙玲老師因
此認為比較貼切的翻譯可以是「疑似社區傳播」，特別投書聯合報說明，但該報
並未刊登。
可是，以蔡總統的英文功力以及各大媒體之英才濟濟，不會不知道 apparent
的語意（semantics），他們為什麼會做出美方「認定」台灣有社區傳播的解讀呢？
可能的原因是美國 CDC 把台灣和日本與南韓並列於 Other destinations with
apparent community spread，而這兩個國家的「社區傳播」是明確的。台灣在意的
不是 apparent community spread，而是居然被與日韓列為同一等級。在這樣的語
境（context）下，語用（pragmatics）的因素因此超越了文字表面的語意。一個人
歷險歸來，誇大其詞說自己「差點沒死掉！」
，也是 pragmatics overrides semantics。
另一個爭議是該病毒與該疾病在台灣內部的中文簡稱：「新冠病毒/肺炎」抑
或「武漢病毒/肺炎」？WHO 於 2020/1/12 將病毒暫時稱為 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中文為「2019 新型冠狀病毒」；於 2020/2/11 方才正式將病毒命
名為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其所引發
的疾病為 Coronavirus Disease (COVID-19)，中文分別是「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冠狀病毒 2 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我國疫情指揮中心隨即於 2020/2/12
宣布，與國際接軌正式名稱為 COVID-19，但簡稱則維持一直以來的「武漢肺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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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媒體中最常見的簡稱是 Coronavirus，COVID-19 次之。但 2020/3/11
美國總統川普用了 foreign virus 一詞，引起了極大的關注。3/17 之後加碼以
Chinese virus 稱之。其國務卿 Pompeo 則一再以 Wuhan virus 稱之。名稱背後的意
識形態逐漸明顯，偏共和黨的保守派媒體認為並無不妥，偏民主黨的自由派媒體
與 WHO 立場一致，認為恐涉及歧視與污名。
在台灣的新聞頻道中，我的觀察是除 TVBS、寰宇、中天、中視以「新冠」
為主外，其餘頻道如民視、三立、東森、非凡、壹電視、華視、台視等多稱「武
漢」；公視似乎兩個都用。在四大報社中，前者有聯合、中時，後者有自由、蘋
果等。藍綠的影子若隱若現。弔詭的是，自由時報旗下的英文報紙 Taipei Times
卻多用 COVID-19。
相較於川普陣營使用 Chinese virus 與 Wuhan virus 之 apparent「說者有心」，
「武漢肺炎」一詞在台灣應是「說者無心」的成分居多。BBC 中文網頁在 2020/2/5
就指出，英語媒體多稱 Coronavirus，但在華語世界則慣用武漢肺炎。中國官方遲
至 2020/2/8 才正式更名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聯合報的新聞標題是：『陸宣
布：武漢肺炎簡稱「新冠肺炎」』，華視報導：『中國正名武漢肺炎簡稱「新冠
肺炎」』，形成了「武漢肺炎」與「新冠肺炎」並列的有趣畫面。
然而，無論說者是有心或是無心，聽者都可以十分有意。2020/3/22 聯合報社
論就指責『迄今堅稱「武漢肺炎」的蔡政府，或許樂與川普「歧視同盟」』，但
是有深綠色彩的呷新聞卻在 2020/3/9 發文痛批指揮中心多次「唱和中國」稱「新
冠肺炎」。
疫情指揮中心確實於 2020/2/12 認定正式名為 COVID-19，簡稱「武漢肺炎」;
在疾管署入口網頁上即可見「COVID-19（武漢肺炎）」的全球案例分布圖。我的
研究助理，清大語言所碩士林延澤，檢視了從 2019/12/31 至 2020/3/24 相關新聞
稿的標題，「武漢肺炎」首次於 2020/1/23 出現，到 2/28 共 13 次。但 2/28 以後
的新聞稿標題卻均未見武漢肺炎等相關名稱，改以「疫情」、「確診」等名詞取
代。
延澤又檢視了十所頂大與十所私大防疫專區入口與公告中所用的名稱，發現
最常用的是「新冠」系列的全名與簡稱，其次是正式名稱「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
再來才是「武漢肺炎」。
就在截稿的前一天，2020/3/23，川普改變立場，不再用 Chinese virus，只說
virus。但並未解釋原因，只說病毒傳播完全不是亞裔的錯，他不樂見有針對亞裔
美國人的惡意語言。
在台灣（亦稱中華民國、中華民國在台灣、中華民國台灣），如果「武漢」
的簡稱是「順時中」的話，那「新冠」是「順時台」嗎？我個人都是說「這個病
毒」，採取的是總統級的迴避策略。或許疫情過後哪位研究生可以深入研究這個
議題作為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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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2019 終身成就獎
黃美金 教授
2019 年度最佳博碩士論文獎得獎名單
2019 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
姓名：謝承諭
論文題目：語言使用、互為主觀性與人際互動：臺灣英文寫作諮詢之建議類
指示行為
系所：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博士論文佳作獎
姓名：周一銘
論文題目：限定詞組省略理論研究：從臺灣南島語觀點出發
系所：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2019 年度最佳碩士論文獎
姓名：李冠陞
論文題目：台灣華語滑音的構音研究
系所：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碩士論文佳作獎
姓名：蘇洪寬
論文題目：以量化語料庫方法研究中文空間詞「裡」、「內」、「中」
系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
1.年度最佳論文獎：獎狀、次年免繳會費之優惠（或從終身會費減免等額費用）、限
額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
2.年度論文佳作獎：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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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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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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度 會 費 請 請 利 用 本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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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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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訊息
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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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屆語言學沙龍〈語言與生活─語你生活在一起〉
一、會議日期：109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 9:00-17:00 (時間可能延期，請依粉
專公告為主)
二、會議地點：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交映樓國際會議廳
三、會議報名網址（5/10 前早鳥優惠）：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cNSm6gwkYzXZm08zVGcxD
miIvt-RLs0YGHGlrwWrps4ybHKA/closedform
四、早鳥優惠繳費網址（5/10 前）：http://pay.linguist.tw/?p=conference
五、會議聯繫信箱：lingstudent@gmail.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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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中文情境下的英語教學研討會
一、會議日期：2020 年 9 月 26 至 27 日
二、會議地點：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綜合館）
三、會議網址：https://www.elecc2020.org

第十二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
一、
二、
三、

會議日期：109 年 05 月 22 日(星期五) ~ 109 年 05 月 23 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國立台南大學文薈樓
聯絡人：葉惠彬（ma6c0204@stust.edu.tw）

2020 成大外文系第六屆校際文學、語言學、
英語教學學生論文研討會
一、會議日期：109 年 05 月 23 日(星期六) 13:00
二、會議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修齊大樓 4 樓
三、會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nckuflldsc2020/

第二十一屆漢語詞彙語意學研討會(CLSW2020)
一、會議日期：109 年 05 月 28 日(星期四) ~ 109 年 5 月 31 日(星期日)
二、會議地點：香港城市大學(鑒於當下冠狀病毒流感形勢，CLSW2020 組
委會決定為所有參會者提供現場和線上兩種參會方式，詳細資訊請參考
會議網址。)
三、會議網址：http://clsw2020.lt.cityu.edu.hk

第三十七屆中華民國英語文教學研究國際研討會暨
第二十二屆銘傳大學國際應用英語教學研討會暨工作坊
一、
二、
三、

會議日期：109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 ~ 109 年 5 月 30 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銘傳大學基河校區
會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2020etra/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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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ISTLT-13)
一、會議日期：10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 109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六)
二、會議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南大校區國際會議廳
三、會議網址：https://istlt2020.wixsite.com/nthu

第十三屆形式句法學暨形式語意學研討會
一、會議日期：10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五) ~ 109 年 10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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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人：陳思瑋（sihweichen@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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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shop on Tense, aspect, mood and modality in Formosan
languages and beyond
一、會議日期：109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 ~ 109 年 11 月 22 日(星期日)
二、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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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徵稿
FOSS 13 Call for Student Posters
We are pleased to invite abstract submissions for student poster presentations at the
13th Workshop on Formal Syntax and Semantics (FOSS 13) to be held at
Academia Sinica on Oct. 16-17, 2020.
We invite abstracts on topics of syntax, semantics,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and their interface with other related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
linguistics.
Submissions are limited to two per author – either one abstract as sole author and
one abstract as co-author, or two co-authored abstracts.
We encourage Ph.D. and M.A. students to submit their work. Travel subsidies will
be offered to accepted posters.
Abstracts must be no more than one A4 page in length, including all materials such
as examples, references, figures and tables. Text should be in a 12pt font, with page
margins no smaller than 1 inch (2.5 cm) on all sides.
Please submit your abstract in PDF format to foss13.sinica@gmail.com, with the
title “FOSS poster – the (first) author’s last name”, by June 1, 2020. Abstracts
should be anonymous. Please indicate your name and affiliation in your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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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徵稿
《臺灣語文研究》徵稿啟事
一、 本刊刊登與台灣語言（包括閩南語、客語、南島語、華語或在台灣之其他語言）相
關之學術論文，與語言相關之文字、文學、文化等論文或書評，亦在所歡迎。
二、 本刊每年發行一卷兩期，分別於四月及十月出刊。
三、 來稿隨到隨審，來稿請另檔註明作者中英文姓名、服務機構、職稱、通訊地址、電
子郵件信箱、電話或傳真號碼，並請註明論文所屬主要次領域。其為會議論文或計
畫成果者亦請註明。
四、 來稿以不超過兩萬字為原則，並應符合一般學術論文規範與下列規定。
⚫

來稿請附中英文篇名、中英文摘要（中文摘要限五百字以內；英文摘要以
一頁為限）、中英文關鍵詞（五個為限）。

⚫

來稿時格式可依照語言學論文一般格式，稿件錄取之後將請作者依照本刊
格式說明修改格式。本刊論文採雙盲（double-blind）審查，論文撰寫請注
意不要顯示作者身份，投稿時請略去作者姓名，服務機關，謝詞等資料，
審查通過之後再加入。論文行文中若有顯示作者身份疑慮者，編輯於送審
時將在不影響文意情況下以 XXX 掩蓋，或請作者修改內文。

⚫

來稿請以電腦檔 MS-Word 製作，並另製作一 PDF 檔。請利用 Word 檔「增
加行號」功能（【版面配置】(版面設定)>【行號】>【連續】，在內文每
行前面增加行號，以便評審評論時易於定位。

⚫

來稿以未曾正式出版者為限，請遵守學術倫理，勿一稿同時多投。曾發表
於網路期刊、網路專書及會後論文集者，視同已出版。論文中引用他人之
圖、表、數據等資料，若牽涉到版權問題，請作者負責處理。

五、 本刊使用之語言及字型如下：
（1） 語言—稿件得以中文、英文或台文撰寫。
（2） 字型—中文：新細明體，英文：Times New Roman。
特殊符號例如音標請盡量利用 Times New Roman (Unicode 16 進位) 字集所
含之符號（在 Word 裡【插入】>【符號】>【其他符號】>【字型 Times
New Roman】, 【從: Unicode 十六進位】），如有必要利用其他字型，請於
投稿時附上所使用之字集（應與新細明體及 Times New Roman 相容）。
六、 本刊稿件出版後，將致贈作者該期紙本刊物兩冊及編輯排版完成之該文 PDF 檔一
份。
七、 來稿請提交 Word 與 PDF 檔各一份，以及包含作者資料的 Word 檔，寄至本刊專屬
信箱：jtlljournal@gmail.com。
八、 其他未盡事宜，依一般學術期刊之慣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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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介紹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 62：草登嘉戎語口語文
本分析暨語法綱要
書名：《草登嘉戎語口語文本分析暨語法綱要》
作者：孫天心、石丹羅
系列編號：六十二
出版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出版單位：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網頁資訊： https://bit.ly/37aS3zc
概要
草登嘉戎語是一種形態豐富的獨立漢藏語，
使用於四川西北部。本書收錄了詳加註釋的
分類口語文本，並附有草登話語音語法概要。
草登及其他嘉戎藏族過去有口傳敘事的傳
統，曾是族群內部主要的文化傳承及群體娛
樂活動，現今惜已式微。本書精選了 75 則各
類口語文本，對嘉戎口語資料的記錄保存與
結構分析作出顯著貢獻；語料是作者二十餘年來合作調查蒐集的，反映了第二
作者石丹羅本人的母語。除了漢藏語系語言結構的研究者，本書也面向於有興
趣探究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本地文化及民俗風情的廣大讀者。

15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系列 63：共同新客家話語音
系統的比較構擬
書名：《共同新客家話語音系統的比較構擬 (Common Neo-Hakka: A
Comparative Reconstruction)》
作者：柯蔚南
系列編號：六十三
出版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出版單位：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網頁資訊：https://bit.ly/35xRPSh
概要
This work 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Hakka
dialect group (now called Neo-Hakka by
specialists), using the traditional comparative
method of phonological reconstruction. 1368
monosyllabic cognate sets are examined; and a
special chapter is devo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eighty full words, both monosyllabic
and polysyllabic. Special attention is devoted to the problem of lexical layering in the
dialect lexicon. A concluding chapter discusses relevant Hakka historical and
demographic questions, specific historical phonological problems, and possible
avenue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the history and pre-history of the Hakka dialects. A
subject index and a full inventory of lexical sets conclude th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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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詞庫理論: 展開語意計算的新視野
The Generative Lexicon
書名：《生成詞庫理論: 展開語意計算的新視野 The Generative Lexicon》
作者：詹姆斯．普士德耀夫斯(James Pustejovsky)
譯者：謝舒凱
出版日期：二零二零年二月
出版社：聯經出版
網頁資訊： https://reurl.cc/X6k2kj
概要
「生成詞庫理論」是一個嶄新且令人期待的詞彙語意
理論，說明了我們是如何透過有限的方式來表達詞彙
的無限多義。是目前第一個以生成理論取徑為主的形
式詞彙理論，並且在計算語意和組合語意之間找到連
結的基礎。
靜態的詞彙理論認為每一個詞彙都是先由預定好的一組詞義所組成。但是這
種觀點卻造成了自然語言處理系統在處理語意成效的瓶頸。相對的，普士德
耀夫斯基主張詞庫在語言表徵與處理上扮演著動態與核心的角色。他提出的
詞庫是以生成的方式運作。首先，提供了一組可以用來呈現豐富訊息的詞彙
集，再透過發展一個架構得以區辨出在這組詞彙之間的細緻差異，最後設計
出一組組合運算與生成機制，使詞彙在不同的新語境下產生的新延伸詞義可
以依生成理論而理解。(節錄自聯經出版： https://reurl.cc/X6k2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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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chronic Perspectives and Synchronic Variation
in Southern Min
書名：Diachronic Perspectives and Synchronic Variation in Southern Min
編者：Chinfa Lien, Alain Peyraube
出版日期：二零二零年三月第一版
出版社：Routledge
網頁資訊：
https://www.routledge.com/DiachronicPerspectives-and-Synchronic-Variation-inSouthern-Min-1st-Edition/LienPeyraube/p/book/9780367313579
概要
The research reported on in this book is based
on a three-year (2009–2011)
Taiwan-France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ject
Diachronic Change in Southern Min, a
Sinitic Language (NSC 98–2923-H-007–001MY3 and ANR-08-BLAN-017401).

1. Introduction (Chinfa Lien and Alain Peyraube)
2. Comparatives of inequality in Southern Min: a study in diachronic change from
15th to 21st centuries (Hilary Chappell, Alain Peyraube, Song Na)
3. The emergence of obligative modal tioh8 in Southern Min: a change induced by
semantic-pragmatic factors (Ting-ting Christina Hsu)
4. Negation of dynamic modals with DIT 得 in Hainan Min (Huichi Lee)
5. Word change and language change: a case of 共 as a coordinating conjunction
from Archaic Chinese gòng 共 to ka7 共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Lin (Jang
Ling Lin)
18

6. Exploration of the benefactive marker kang7 共 in Ming Qing Southern Min script
(Chian-tang Su)
7. Taiwanese Southern Min hoo7 and its counterparts in the Southern Min varieties in
Quemoy and Quanzhou (Chai-yin Hu)
8. The etymolog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continuative aspect marker le(h)4: a
survey from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Manjun Chen)
9. Kong2 as a verb for saying 'on the move'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Chinfa Lien)
10. Purposiv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Chinfa Lien and May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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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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惠玲

國立政治大學英文系特聘教授

1,000

2019/10/19

張榮興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1,000

2019/10/24

陳淑娟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教授；
500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國際生學位學程主任

2019/10/24

龔書萍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500

2019/10/24

吳靜蘭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500

2019/10/24

張妙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1,000

2019/10/24

李壬癸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院士

1,000

2019/10/24

王 旭

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教授（退休）

1,000

2019/10/24

謝妙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副教授

1,000

2019/10/24

許展嘉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1,000

2019/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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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10/25

20

新會員名錄
(2019/09/05-2020/01/31)

個人會員
姓名

現職

謝承諭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語言中心專案助理教授

郭政淳
陳羿君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劉晉廷

中華民國海軍軍官學校助理教授

中研院語言所研究助理

學生會員
姓名
方

瑾

現職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博士學位學程

王偉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語言學組一年級

王凱弘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所碩一

王凱薇

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碩士班

石晴方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何秋菊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研所二

李承寰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李竺芹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研所語言組碩三

李振豪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應用語言學組

阮氏黃淵 元智大學應外系碩士班
林孟萱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碩士班
108 級

林俊宏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語言
組）

林庭綺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所二年級

金紹婕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暨語言學碩士班

風英輝

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及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翁益寧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張展毓

高師大臺研所語言組碩一

張智超

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語言治療與聽力學碩士班三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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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張瓊予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四年級

理

台師大英語學系博班三年級

克

莊心瑜

成功大學博士班

莊凱婷

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碩班 1 年級

陳登財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陳穎昌

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黃正勛

台師大語言學組碩一

趙美淇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一年級

劉力豪

成大外文所碩二

劉彥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班 104 級

蔡美媛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研究生

蕭瑩華

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

顏冠睿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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