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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會員，大家平安！
首先向大家報告學會獲獎的好消息！本會因有許多會員參與「建置台灣原住
民族語言發展基礎工程、推動原住民族語言保存、推展原住民族語言學研究及人
才培育，對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發展事務有重大貢獻，足堪推動族語發展工作人民
團體楷模」，榮獲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族語團體獎」！
本期通訊有二篇精彩的特稿，分別分享歌曲融入《語言學概論》教學以及新
形式的語言學概論通識課程，感謝中山大學外文系歐淑珍老師、政治大學語言所
蕭宇超老師以及台大語言所邱振豪老師、陽明交大盧郁安老師賜稿。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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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副理事長李佩容老師指導，學生事務委員會籌辦的
「第十四屆語言學沙龍-語言學有意思」將於 5 月 15 日（六）於中央大學舉行，
內容涵蓋華語語法、符號學、語言理解認知的大腦機制、新聞可信度、語法語用
以及會話分析，精彩可期，會員免費，請儘速報名，以免向隅！此外，「第二十
二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NCL 2021）將於 10 月 23 日（六）與會員大會合
併於中央研究院舉辦，主題是「國家語言研究與教學：機會與挑戰」，摘要徵稿
至 6 月 10 日截止，敬請踴躍投稿。
時光流逝，本屆理監事兩年任期將屆，秘書處近期將請會員填寫線上表單推
薦下屆理監事的候選名單，請個人會員/終身會員留意收信、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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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
將歌曲融入「語言學概論」教學
歐淑珍 1 蕭宇超 2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1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2

2020 年 11 月 14 日的高雄西子灣非常語言學，台灣許多的語言學學者聚集在
此召開「第 21 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暨 2020 台灣語言學學會年度會員大會」
，
讓校園中充滿著語言學的氛圍。此次承辦會議的徐淑瑛教授規劃了一個特別的專
題場次「語言學教學」，邀請若干學者包含：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胡潔芳教授、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賴郁雯教授、盧郁安教授和周昭廷教授，一齊同台分享語言學教
學的經驗分享，在陳純音教授活潑的主持下，該場次參與十分踴躍，激發很多討
論，顯見學者們對於語言學概論教學的重視與使命感。日前受到學會邀請分享教
授「語言學概論」的經驗和心得，感到十分榮幸，並決定以「歌曲」為方向，藉
此拋磚引玉，以激發更多語言學概論教學的想法。
在接觸語概之初，許多學生覺得進入語音學和音韻學甚難，語音學在於發音
器官和發聲機制的專有名詞甚多，且發音時他們多半是以一個音節或字詞為基本
單位去發音，故音段和超音段等基本概念和涉及的發音機制專有名詞比較難以建
立。而音韻學更是抽象，音素、音節和語言韻律，令很多學生望之卻步。基於此
觀察，如何讓學生可以從其生活周遭所接觸的事物，和語音和音韻產生連結，保
持或增加對語概的熱情，成為老師們授課的挑戰。人們都有聽歌的習慣，運用學
生對歌曲的喜愛並帶入課程，或許可以拉進學生對語言學概論的距離，而不被專

有名詞、理論觀念和考試壓垮學習興致。以下茲舉若干將歌曲帶入課程幫助此兩
單元理解吸收的例子。

一、歌詞中的語音表義
多半學生皆有押韻的觀念，因此很多老師都有使用詩歌中押韻，來介紹音節
中聲母和韻母的結構的經驗。以此為基礎，語音學中語音表義的觀念也可以利用
歌詞引導。若干認知心理學研究指出，母音開口大小與物體體積、重量輕重和味
道濃淡有所關聯，即高前母音有體積小、重量輕或味道清淡的傾向，而後圓母音
聽起來則和體積大、重量重或味道濃郁有關係。歌曲中也是有類似的展現，開口
韻一般發音比較響亮，閉口韻一般聲音就比較暗淡。響亮的韻，適合表現豪邁的、
雄壯的或者歡快的感情。而閉口韻因為唱的人嘴巴是閉著的，所以情緒上也沒有
那麼熱烈，顯得比較細膩一些。摘錄余光中老師作品《江湖上》為例。

(1) 一雙鞋，能踢幾條街？
一雙腳，能換幾次鞋？
一口氣，嚥得下幾座城？
一輩子，闖幾次紅燈？

此詩在描寫人生的意象上，由小到大，從鞋和腳，延伸到一口氣再到一輩子，描
寫手法也反映在用韻上，即「街」和「鞋」押乜斜韻，開口較小，「城」和「燈」
押中東韻，開口較大。
有了數個類似以上例子的引導，接下來可施以課堂討論活動，讓學生分組討
論與觀察分析。以《悲慘世界》經典音樂劇中的名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為例，先請學生寫下每句歌詞最後一個字重音母音的國際音標，可以聽老師唸練
習聽寫，或是查線上字典，然後再觀察母音在歌詞發展上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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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ɪ/

Singing a song of angry men? /ε/
It is the music of a people
/i:/
Who will not be slaves again /eɪ/
When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ɑ/
Echoes the beating of the drums /ʌ/
There is a life about to start
/ʌ/
When tomorrow comes
/ɑ/
Will you join in our crusade? /eɪ/
Who will be strong and stand with me? /i:/
Beyond the barricade /eɪ/
Is there a world you long to see? /i:/
Then join in the fight /aɪ /
That will give you the right to be free /i:/

（圖片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
82%B2%E6%83%A8%E4%B8%96
%E7%95%8C）

這首歌一開場是由一個演員獨唱，後來兩位、三位、五位…更多演員聚集加入合
唱，聲勢也越顯浩大。非常有趣地，在語音的運用上，似乎也反映出這樣的安排，
從開口較小的/ɪ/和/ε/母音，到開口較大的/ɑ/母音，且由短（鬆）母音，再到長（緊）
母音或雙母音。
藉由歌曲中的語音表義，讓學生語音學單元更與接觸的生活事物做連結，實
驗幾年下來，學生的反應還不錯，除了有趣以外，也能加深其對語音學基本觀念
的印象。

二、詞彙韻律和歌曲中的節奏與旋律
超音段也是語音學和音韻學在概論課程中所需要建立的觀念，歌曲也可以幫
助學生用有趣的方式理解字重音和聲調的異同。以下面歌曲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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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 have a pen.

A

I have an apple.

B

Uh! Applepen

B+A

I have a pen.

A

I have a pineapple B
Uh! Pineaplepen. B+A
Applepen

A

Pineapplepen

B

（圖片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wiki/PenPineapple-Apple-Pen）

Penpineapple applepen

B 調換+A

PPAP 是日本搞笑藝人古坂大魔王所扮演的虛構歌手 Piko 太郎的創作歌曲，於
2016 年發行。此歌曲創作涉及語言遊戲，適合來講述構詞程序和音韻學。第三行
和第六行歌詞分別是取其前兩句歌詞的最後一個字 A 和 B 對調再複合成 B+A，
運用這首歌，可以用於介紹 compounding 構詞法和所引發的重音改變。其中最後
一句歌詞很值得玩味，並非單純的將前一句歌詞做 B+A 複合，而是還將原來的
B 詞 pineapplepen 調換成為 penpineapple。我們發現到 B 詞對調牽涉到重音和節
拍的對應。

（4）B+A （非歌詞採用的版本）

pine ap

ple pen

applepen

（5） B 調換+A（歌詞所採用的版本）

pen

pine ap

ple

apple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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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顯示語言的重音配置是重-次重-弱-次重，而音樂節拍配置則是強-弱-次
強-弱，在第二、三、四音節的配搭上有三處衝突：即 ap-次重音節對上弱拍，-ple
弱重音節對上次強拍，以及 pen 次重音節卻對上弱拍。例（5）調換後，上述衝
突減低了，雖然第二音節 pine 對上弱拍依舊不完美，但第三音節和第四音節和節
拍的對應良好：即 ap-有重音對上次強拍，而-ple 弱重音對上弱拍。用在語概教學
中，無須講解太多音樂理論，但可利用學生對音樂的音感，試著用打拍子讓其吟
唱兩種版本，大多數的學生能夠發現語言強弱重音和音樂節拍配搭較好時，比較
容易唱出來。
從語言重音和音樂節奏的對應，可以選擇性再延伸至語言聲調和音樂旋律的
關係，即所謂「倒音」現象。簡單舉例台語歌詞「牽阮的手」，其中「手」是高
降調，若音樂旋律配上高平調（如: soso），則聽請來就會像「牽阮的鬚」。後續
可以再施與課堂小組作業，請學生討論出一句歌詞，且避免利用上下文就能猜出，
並將之演唱出來，讓其他組別猜測其所唱出的歌詞為何。在施作中發現到學生創
意十足，且趣味橫生，例如創作的目標詞是「失言」，但同儕間的解讀有「誓言」、
「食鹽」和「實驗」。從簡單活動，學生可以培養音韻學中不同詞彙韻律類型，
以及其在音樂中不同的表現。
運用歌詞可能涉及語言遊戲，以及語言韻律與音樂之間的一定程度對應關係，
我們可以更進一步設計群組歌曲創作，歌詞的創作不限於構詞法，可以鼓勵學生
融入其他語言其他面向，以及不限語言，若是英語則需要注意輕重音和音樂節奏
的對應，若是華語或其他聲調語言，則需要注意聲調曲拱和音高之間的對應。其
成果除了現場演唱展出之外，更需要報告其創作理念以及語言分析，融合並複習
語言學概論中所介紹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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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學）的認識與探索
邱振豪 1 盧郁安 2
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2
許多人第一次接觸到「語言學概論」大多緣起於語言相關科系或是學程的必
修課程，也正是因為它是語言學研究的入門必修課程，喜愛的人可以將它作為畢
生的志業，但對它敬而遠之的人亦所在多有。為了培育新世代的語言學研究，語
言學基礎的推廣應朝向下扎根、向外推廣的方向來進行。臺灣現有的體制架構並
沒有設立專門的語言學系（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許多語言學相關的課程
都是合併在英語系或是其他語言科系裡頭，若非是自身對於語言有興趣，一般學
生很難會接觸到語言學的相關知識，這也造成了語言學科普化推廣的隱形阻力。
為了推廣語言學，過去兩年（2019、2020 秋） 臺大語言所及陽明交通大學外文
系各自開設了新的形式的語言學概論通識課程。這兩個課程的設計包含課名、課
堂活動、課程指定讀物、評量方式盡量跳脫以往必修課程的框架，以激發更多不
同背景學生對語言以及語言學感興趣為目標。以下就這幾個方面介紹：
（ ㄧ ） 課 名 ： 陽 明 交大 外 文 系 新 開 設 的 課名 設 計 為 「 認 識 語 言」
（Understanding languages），而臺大語言所新開設的課程設計為「探索語言」
（Uncovering languages）。兩堂通識課程的課名皆取代了傳統「語言學概論」的
字眼，改採以引起興趣導向作為主訴的課名，希望在選課階段同學能產生對語言
的好奇心理，而更進一步了解課程大綱與相關規定。
（二）課堂活動：陽明交大的「認識語言」為兩個小時的課程，每節課
以實作、觀察、反饋為教學主軸。以介紹母音為例子：課堂上會先教授使用免費
語音軟體 Praat 的基本知識，然後讓學生們錄製自己產出的不同母音（如「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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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罵、謀、木」），並引導學生觀察各個母音在頻譜圖上的不同，看出共振峰
與舌位高低前後的關係，進而統整出如教科書上的母音分布圖。這樣的教學方式，
讓學生對本來可能會敬而遠之的知識產生興趣，從而主動學習，不再被動接受知
識。
臺大的「探索語言」設計為三個小時的課程，每節課堂活動分為兩部分：語
言現象分析練習以及主題講演。每週上課的第一個小時，修課同學分組進行不同
語言現象的分析練習，習題主要針對該週上課的主題，如構詞、音韻現象等。而
主題的講演跟理論的介紹則是安排在課程的第二、三個小時。這樣的安排可以讓
修課同學先看到語言的現象，不管是構詞的規則、語法的限制、或是音韻的變化
等，並藉由提出可能的分析，進而思考該主題或是領域所需的定義、理論、與應
用等。當同學們觀察過不同的現象之後，在第二、三個小時的講演跟學理介紹也
就自然水到渠成。語言學的相關定義、假設、分析、以及理論應用等也就不再顯
得刻意、有所隔閡。
（三）課程指定讀物：過去兩年，臺大的「探索語言」課程使用 Linguistics
for Dummies （2012）作為指定閱讀。為了推廣語言學以及擴大中文讀者群，去
年（2020 年）臺大語言所的老師協同幾位其他院校的老師著手編寫新版的語言學
概論教科書（書名暫定為「語言學：結構、認知與文化的探索」），該書內容結
合了語言學基礎及新進的研究發展，著重在臺灣本土語言跟知識領域的說明與介
紹，並以類科普的口吻撰寫，藉以吸引更多課堂內外的讀者。目前已送交臺大出
版中心審查。正式出版之後將採用為課程指定教科書。
（四）評量方式：陽明交大的「認識語言」學習評量除了包括每週的實
作練習，期中必須產出一個叫做「60 秒懂 xxx」的影片，以一分鐘的時間介紹一
個課堂教過的知識及其延伸的概念，讓修課的同學可以內化所學的語言學知識，
並用易懂的方式傳達給別人。成績評量除了老師的評分外，也讓同學們互評，除
了提高參與度，也能讓同學彼此學習。臺大的「探索語言」課程評量方式除了課
堂出席參與之外，較大的分數比重是在期中測驗以及期末的專題海報發表。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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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專題海報發表以分組的方式進行，修課同學自行選擇研究議題，如「探討各國
語言與其數學能力的關係」、「文字與聲音的性別印象」、「不快？不慢？到底
是慢還是快？」等，經過數週的調查、實驗與分析，在期末的海報發表會上對全
體修課同學發表。此外，海報發表大會中觀眾票選前三名亦有加分的鼓勵。
過去兩年裡，這兩堂新型態的語言學通識的課堂氣氛相當熱絡融洽，當授課
老師將語言學的概念佐以生活週遭的語言現象來呈現時，學生們當場會給出相當
多的回饋或是例證。因此，在課中都會預留時間讓同學當場查找一些語言現象的
例子或是生活經驗的佐證。例如請同學舉出兩個非語言相關的互補關係，同學們
舉出的例子有：吞嚥與呼吸、張惠妹與阿密特、波粒二象性、動如參與商等等。
這些例子不但有助於了解原討論主題，同時也強化同學的印象、結合自身經驗與
專業以及增進課堂活動參與度，進而也幫助了我們在編寫教科書章節的時候有參
考的依據，實在是一舉數得！此外，「探索語言」既然設定為大學部的通識課程，
主要精神即是將專業領域的知識以更接地氣的方式傳達。因此，該課程也安排了
研究生助教的研究分享日，透過研究生學長姐的分享，使大學部的同學更加了解
在研究所階段所受的訓練跟面臨的挑戰。這樣的安排除了能訓練研究生公開演講
發表的膽量與技巧，同時也達到語言學概論通識課程向下扎根、向外推廣的核心
目標。
臺大以及陽明交大在過去兩年開設新型態的通識課程，將語言學概論重新包
裝介紹給新世代的年輕學子，冀望達到吸引未來潛在研究者以及推廣語言學科普
知識的雙重目標。實際成效也許需要幾年才會發酵、成熟，但我們希望這是一條
具有前景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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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陽明交大「認識語言」課堂實作練習，用 palatography/linguography 來「看」
發音部位，進而加深學生對於不同發音部位的印象，進而主動學習。

圖二：替代傳統語概課本中的發音部位圖，用學生自己課堂活動產出的發音部位
當作教材（從左到右依序為 alveolaralveopalatalpalatalve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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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榜
賀本會榮獲原住民族委員會
「推動族語團體獎」
賀本會榮獲原住民族委員會「推動族語團體獎」!
每年 2 月 21 日為世界母語日，聯合國藉此向全球宣示保存維護母語的重要
性，為響應母語日，原民會於 2 月 20 至 21 日假圓山飯店舉辦「世界母語日-原
住民族語言發展會議」，活動包含原住民族語言復振頒獎典禮、族語流失歷史真
相及國家語言復振專題演講及發展交流會議。今年原民會擴大了族語復振的表揚
獎項，從獎勵幼兒、家庭，到族語教學、推廣，以及獎勵團體、機關、還有終身
貢獻獎，總共有 12 個奬項，邀請總統及行政院院長頒獎。
原民會夷將 Icyang 主委全程以阿美族語致詞，另總統、院長、主委致詞時，
全程比照聯合國國際會議模式，採阿美、排灣、太魯閣、鄒、中文、英文等 6 種
語言同步口譯，係公部門行政會議首例，並作為營造族語使用友善環境的示範。
台灣語言學學會因有許多會員參與「建置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基礎工程、推動
原住民族語言保存、推展原住民族語言學研究及人才培育，對台灣原住民族語言
發展事務有重大貢獻，足堪推動族語發展工作人民團體楷模」，榮獲「推動族語
團體獎」！
（原民會新聞稿、活動影像及相關影片，請至下列雲端網址下載。）
網址: https://reurl.cc/7yk2qd

獎勵原住民族語言發展實施計畫得獎名單：
獎項

得獎

一、原住民族語言家庭獎

張美琴 Kidaw Ahoy

二、原住民族語言幼兒獎

Lregeai 杜劭恩
Namoh Rata 吳明義

三、終身貢獻獎

Simuy 鍾玉玲

四、原住民族語言保母獎

Selep･Pakedavai 江秀銀

五、原住民族語言教保員獎
六、原住民族語老師獎

黃梅玲 Mulas/Kating

七、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獎

Syata Temu 黃美萍
Amalanamahl salapuana 游仁貴

八、原住民族語言師徒制傳習師獎
九、推動族語公務人員獎

金惠珠 Sawmah

十、推動族語團體獎

臺灣語言學學會

十一、原住民族語言推動組織獎

排灣族語言推動組織

十二、推動族語機關獎

屏東縣政府

圖：台灣語言學學會榮獲推動族語團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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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公告
1. 今年 2021 會員大會即將改選第十二屆理監事成員，本次提供線上表單供各
位會員勾選提名，請個人會員及終身會員協助收信勾選，表單分為理事（藍底）
及監事（橘底）共兩份，請大家留意！

理事 15 人、監事 5 人。

參考名單中之候選人得由當屆理事、監事提名，或由十位以上個人會
員連署提名之，經徵詢其意願後列入。

推薦截止日至 2021/05/0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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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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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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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小額捐款支持學會永續發展，期盼會員踴躍小額捐款，共同來支持學會的永
續發展！捐款請至學會線上系統：http://pay.linguist.tw/

學術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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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at 軟體簡介工作坊
一、 會議時間：2021 年 4 月 12 日（一）
二、 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7 樓 702 會議室
三、 會議網址：
http://www.ling.sinica.edu.tw/zh/activities/AcademicActivities.Con
tent/21bc0a0b-2b89-44b5-9642-6acaf5d7a276

華語視界零距離：2021 研究生論文研討會
一、 會議時間：2021 年 4 月 17 日（六）
二、 會議地點：線上（詳情請見網站公告）
三、 會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huayansuo-wzu2021

第 14 屆語言學沙龍─語言學有意思
一、

會議時間：2021 年 5 月 15 日（六）

二、

會議地點：國立中央大學文院一館三樓國際會議廳（A302）

三、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5 月 7 日（五）

四、

沙龍活動連結：https://lingstudent.wixsite.com/website-14

五、

報名表單連結：https://forms.gle/SKAZisEW7sWz4Ge49

六、

若有任何問題請用電子信箱 lingstudent@gmail.com 聯繫

時間

講題教授

講座主題
上午場

09:00-09:30

報到時間

09:30-10:30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語言中心

「蛤？問題是你是什麼意思？」

謝承諭 助理教授

─會話分析如何幫助我們探索語
言的規則與奧秘

10:30-11:3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從符號學的角度談禮貌現象

蘇席瑤 副教授
11:30-12:30

國立中央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An Emergentist Syntactic-Pragmatic

陳達希(Darcy Sperlich) 助理教

Approach to Reflexivity

授
下午場
14:00-15:00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華語語法可能這麼好玩嗎？

陳純音 特聘教授
15:00-16:00

國立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語言理解的認知及大腦機制

賴瑤鍈 助理教授
16:00-17:00

國立政治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張瑜芸 助理教授

17:00-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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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時間

「吸睛？or 吸金」新聞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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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 15 日（六）
二、 會議地點：中原大學
三、 會議網址：https://tcsl6904.wixsite.com/2021conference

國家教育研究院
「2021 華語文語料庫及能力基準應用工作坊」
一、

會議時間：2021 年 5 月 21 日（五）

二、

會議地點：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 11 樓大禮堂

三、

會議網址：

https://workshop.naer.edu.tw/NAACT/Bulletin/EnrollForm.aspx
?a=1&coursesid=20304&mbrsid=&src=C&term=01&token=NQ
869vn7psRnQjEQ2vsQZ7fNzhX%2Fur5gB8CUzDvZOFGq%2F
WyaZsoYdv%2FRA9FqMGpcWT4oDg5SL4pOa%2FRg5iqozD
Apt3+SfNXvT9RwxNiLu0WSdaMsyYcAvw%2FTDLufrf8AZ8
qT1kqATJYSRi4PPaYdBZklnpv3RkvGeDnHQQXlm18%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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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chnology-Enhanc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
Corpus-base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2021
（TeLLT & CoLLT 2021）
一、 會議時間： July 7 – 9, 2021 （Wed. – Fri. ）

二、 會議網址：https://www.eduhk.hk/lml/telltcollt2021/

2021 年第 19 屆國際暨第 39 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一、 會議時間：2021 年 8 月 20（五）至 21 日（六）
二、 會議地點：台灣師範大學
三、 會議網址：http://blog.udn.com/phonology/article

2021 TAIPEI TEC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Linguistics
一、 會議時間：October 28 – 29, 2021（Thu. – Fri. ）
二、 會議地點：GIS TAIPEI TECH Convention Center, Taipei,
Taiwan

三、 會議網址：https://aplx2021.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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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徵稿
《臺灣華語教學研究》徵稿訊息
《臺灣華語教學研究》（Taiwan Journal of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為學術研究型期刊，由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發行。本刊歡迎語言教學、語言習
得、語言本體研究、語言應用研究等相關內容的中、英文稿件。
在學界諸多學者努力促成下，本刊於 2010 年發行創刊號，每年於 6 月與
12 月發行。本刊新任總編輯為謝佳玲教授，編輯委員由世界各地的學者專家
組成，其中三分之一為國際委員，海外稿件佔半數，是華語教學領域中極具國
際視野的期刊。
本刊獲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肯定，2012 年至 2015 年收錄為臺灣
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2016 年至 2019 年收錄為臺灣人文
學期刊（THCI）。感謝各方華語先進對本刊的支持與愛護，本刊將持續深耕
全球華語教學的研究，歡迎海內外學者與專家踴躍賜稿。
投稿須知：
1.
2.
3.

4.
5.

以電子郵件方式投稿至本刊信箱：tjcsl@ntnu.edu.tw ，來信請註明：投稿
《臺灣華語教學研究》。
本刊採雙向匿名審稿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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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內文不得出現任何可辨識作者身份的文字，投稿時請填寫並另附作者
資料表 https://tinyurl.com/y493amfa 及著作權同意書
https://tinyurl.com/y3cnqqsj。
投稿文章電子檔為 MS WORD 格式，文長不超過兩萬字，須附中英文摘要
（約四分之一頁至半頁）及中英文關鍵詞（六個以內）。
詳細投稿須知請參考本刊網頁：http://www.atcsl.org/blog/atcsl-tjcsl/。

研討會徵稿
第二十二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暨
台灣語言學學會 2021 年會
徵稿啟事
會議主題：【國家語言研究與教學：機會與挑戰】
日期：2021 年 10 月 23 日（六）8:30 ~18:00
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主辦：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台灣語言學學會

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NCL），是由台
灣語言學學會協調，由各校輪流舉辦的全國性語言學研討會，發表者為青年學者，
由資深學者擔任評論人，是青年學者論文發表並向資深學者請益的平台；從 2000
年台灣大學舉辦「千禧年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至今已舉辦 21 屆，創建並延
續台灣語言學研究的後浪風潮。今年，NCL 將與台灣語言學學會年會合併辦理。
2021 年適逢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公布 4 週年、客家基本法修正公布 3 週年、
國家語言發展法公布實施 2 週年，「國家語言」納入教育部部定課程，「國家語
言」的研究、保存、教學推廣工作，也陸續開展，值此回顧與前瞻的時刻，本會
議主題訂為「國家語言研究與教學：機會與挑戰」，討論台灣原住民族語言、閩
語、客語、台灣手語...等國家語言的研究、教學。
本次研討會除大會場次，分為四個平行場次。平行場次預計接受 24 篇青年
學者論文、一般場次接受 21 篇論文，另有一場會議主題「國家語言研究與教學：
機會與挑戰」座談。平行場次每篇論文發表時間為 15 分鐘、提問與討論 5 分鐘，
歡迎台灣語言學學會會員就以下子題踴躍投稿。青年學者場次歡迎畢業 1 年內或
在學學生投稿，一般場次歡迎所有會員投稿。
會議子題
1.
2.
3.
4.

語音、音韻
語法、語意
認知、心理與神經語言學
語用與言談分析

5.
6.
7.
8.

社會語言學
語料庫與計算語言學
語言教學
其他語言學相關議題

摘要截稿日期：2021 年 6 月 10 日（四）
通知摘要通過日期：2021 年 6 月 30 日（三）
全文截稿日期：2021 年 8 月 31 日（二）
摘要提交：
1. 請填寫投稿資料表（https://forms.gle/ppoKx6Z4qjaCX6rr8），並上傳摘要 pdf 檔
（具名、匿名各 1）。
2. 摘要格式：A4，邊界 2.5 公分，英文 Times New Roman，中文新細明體，標題
14pt，作者、單位與內文皆為 12pt，1.5 行距，含參考文獻與圖表至多 3 頁。
發表須知：
1.發表者須為台灣語言學學會 110 年度（2021.01-2021.12）之有效會員。非會員
至遲須於 9 月 15 日前完成入會手續，學生會員入會費 500 元、常年會費 500 元；
個人會員入會費 1500 元、常年會費 1500 元（申請入會：http://linguist.tw/zhtw/register)
2.論文發表者免會議註冊費。另視經費籌措狀況，補助部分交通費。
會議聯絡信箱：lstncl20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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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TAIPEI TEC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Linguistics
Language, culture & policy: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and
bilingualism

Call for Papers
Theme: Trends and Issues: Language, Culture, Translation and Bilingual Education
Conference Themes:
1. Applied Linguistics: pragmatics, discourse analysis, psycholinguistics,
sociolinguistics, corpus linguistics, phraseology, language and culture, language
and technology, language assessment,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gender studies, and other relevant topics
2. Bilingual Education and Bilingualism: English medium instruction (EMI),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bilingual language acquisition,
bilingual teacher development
3.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2 acquisition/SLA,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 multi-/cross-cultural issues in English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English education, and other relevant topics
4. ESP Research and Teaching: technical writing, corpus resources, English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business/tourism/science/medicine/technology/management,
innovations in ESP curriculum design, international/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rends and challenges i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5.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eaching, audiovisual translation, game localization,
translation and technology, news translation.
6. Themes otherwise proposed are welcome.
Languages:
The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conference are English and Mandarin Chinese. Proposals
can be written in either English or Chinese, and each paper should be presented in the
language in which it is subm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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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Dates:
1. Abstract Due: May 15, 2021
Submit your abstract for a paper in 200-300 words, together with the completed
Author’s Information Form (see the Call for Papers Notice), in one Word file by
May 15, 2021 to ntuteng@ntut.edu.tw. Please indicate “2021 TAIPEI TECH
Conference Abstract” as “Subject” in your email.
2. Acceptance Notification: before June 15, 2021
3. Full Paper Due (Optional): Full papers for th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are
optional. Please send your full paper prepared in the APA style on WORD
to ntuteng@ntut.edu.tw by September 15, 2021, and please indicate “2021
TAIPEI TECH Conference Full Paper” as “Subject” in your email.
4. Contact: Department of English, TAIPEI TECH at ntuteng@ntut.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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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介紹
換了語言，就換了腦袋：從荷馬史詩到達爾
文，語言如何影響我們的思想、行為與認知
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Why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 in Other Languages
書名： 換了語言，就換了腦袋: 從荷馬史詩到達爾文，語
言如何影響我們的思想、行為與認知
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Why the World Looks Different in
Other Languages
作者：蓋伊．多徹(Guy Deutscher)
譯者：王年愷
出版日期：2021/03/11
出版單位：貓頭鷹
網頁資訊：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120162681985165007

簡介(節錄自網頁：https://www.eslite.com/product/1001120162681985165007)
語言是種本能嗎？
文法規則早已寫在我們的 DNA 裡了嗎？
語言是否會影響我們的思考方式呢？
常有人說，一個國家的語言，反映了該國的文化、心靈和思維模式。比如：
＊古希臘人覺得羊是紫色，蜂蜜是綠色，是否他們無法分辨顏色?
＊澳洲某部落不說前後左右，只講東西南北，是否他們缺乏方向感？
＊德語的秩序感讓德國人的思想如此井然有序？
＊聲調優美曼妙的法語，是讓法國人如此浪漫的原因？
＊只要比較葡萄牙溫潤的聲音與西班牙語的艱澀音調，就能理解這兩個民族
的性格差異？
那麼，換個語言，我們就會擁有不一樣的世界觀嗎？…
◎南方朔（知名作家、評論家）專文導讀

捐款芳名錄
(109.11.27～109.12，按日期排序)
姓名

現職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黃瑞恆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系副教授

1000

109.11.27

新會員名錄
個人會員
姓名

現職

徐峻賢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大腦與語言實驗室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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