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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會員，大家平安！
首先我們再次恭喜李壬癸教授榮獲教育部 111 年表揚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
獻獎--終身奉獻獎。李教授研究台灣南島語言長達半個世紀之久，是開疆拓土
的先鋒，紮實的研究，使得台灣南島語能夠受到國內外的重視。在雙語教育的
趨勢對於本土語言的衝擊下，李教授的堅持，是要研究、保存、更要推廣受到
邊緣化的語言，實為研究學者以及語言推廣者的榜樣。謹借學會通訊一隅再次
向李教授致賀！
一年一度語言學沙龍是本會向外推廣語言學的重要活動之一。非常感謝學
生事務委員會長莊家瑋以及幹部同學們半年以來辛勞的規劃，以及感謝講者教
授們的支持。2022 語言學沙龍主題為「語言怎麼學：語言學與語言學習」，將
於 5/14（六）舉行。希望語言學能向下紮根，藉由學生族群及社會大眾都有興
趣的「語言學習」議題，讓非語言學專業的朋友們也有機會能共襄盛舉，進一
步達成學生事務委員會推廣語言學之使命。然而由於近期因疫情影響，原先預
定台師大的地點，將改為全線上。也非常感謝籌備小組的機動調度，通力合作，
目前一切工作就緒。讓我們一起期待 2022 語言學沙龍圓滿順利！
今年的年度最佳博碩士論文獎即日起至 8 月 1 日止申請，歡迎論文完稿日
期為 2021 年 5 月 1 日至 2022 年 7 月 31 日之間的會員申請。
最後，還是再次提醒個人會員、學生會員如期繳交年費。也歡迎會員小額
捐款，共同支持學會永續發展！
敬祝
平安喜樂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台灣語言學學會理事長
徐淑瑛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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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教育部表揚
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終身奉獻獎
得獎感言
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壬癸
能夠獲得這項很難得的年度大獎，是我最大的榮幸。我要跟所有幫助過我
的原住民朋友一起分享這個榮譽。我調查研究台灣南島語言從 1970 年至今已經
長達半個世紀之久了。
台灣要國際化，就得要想辦法自己走出一條路來，就得要同時發展硬實力
和軟實力。硬實力如台積電，軟實力如台灣的自由民主，如台灣南島語言這種
珍貴的文化資產。國際南島語言學界都已公認台灣南島語言的學術價值。我們
有幸擁有這種隱形的語言文化資產，確是可遇不可求。
經過百年來許多語言學者的努力，已經可以充分證明台灣南島語言確實是
一個學術寶庫。它們已經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重視，包括語言學、考古學、遺傳
學，而以語言學做引領。
在整個南島語系中，台灣南島語言最分歧、最多樣性，顯示它們在台灣的
歷史最悠久。同時台灣南島語言保存最多古語的特徵，因此是重建古南島語不
可或缺的語言材料。若要研究整個南島民族（橫跨太平洋、印度洋）
，無疑地台
灣是最重要的一環。
歐美著名出版社 Brill 主動邀約台灣南島語言學者編輯台灣南島語言手冊
（Handbook of Formosan Languages）和台灣研究百科全書，由數十位專家學者
撰稿，已經進行了兩年了，預定 2023 年正式出版，含紙版和網路版。白樂思教
授(Robert Blust)的巨著《南島語言》(The Austronesian Languages)全書已經由國
內六位台灣南島語言學者分工合作翻譯成中文(約一千頁)，今年上半年將由聯
經出版社公開發行。
過去台灣南島語言在國內本來並不受重視，也沒幾個人對它們真正有興趣。
許多年國內的研究生都以漢語研究作為學位論文，一直到 1975 年才有楊秀芳和
王旭以台灣南島語言研究撰寫成碩士論文，而本人的博士論文《魯凱語結構》
於 1973 年才首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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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系教了 10 年書（1974─84），並沒有任何學生想
要研究台灣南島語言。1987 年春季我在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開了台灣南島語
言田野調查方法課，從此每年都有研究生以台灣南島語言撰寫學位論文。到目
前為止，國內外所產生的相關碩士論文至少有 208 篇，博士論文也有 76 篇。50
年前，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如今台灣南島語言學居然成為一個顯學了，令人
欣慰。
有的立法委員曾經關切台灣本土研究的對象和課題。我們有信心對他們說：
對台灣南島語言研究，我們一直兢兢業業，克盡職守，大概還對得起納稅人的
錢。
我調查研究過各種台灣南島語言及其主要方言，首次為現存 15 種台灣南島
語言制訂了書寫文字系統，繪製出台灣南島民族遷移圖，所出版的專書和論文
都展現對本土語言之推廣與保存的貢獻。我個人所做的研究工作已經陸續獲得
國內外學術界的肯定：
國內：
國科會語言學研究傑出獎，教育部原住民母語研究特殊貢獻獎，教育部
學術獎，行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台灣語言學會終身成就獎，中央研究院院
士，總統科學獎,清華大學榮譽講座教授，臺灣師範大學講座教授（現職）
國際：
台美基金會傑出人才成就獎，美國語言學會榮譽會(honorable member of
LSA)，國際期刊 Oceanic Linguistics 編輯諮詢委員(editorial advisory 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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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公告
1.

2022 語言學沙龍系列講座
台灣語言學學會學生事務委員會將於 5/14（六）舉行 2022 語言學沙龍系列
講座，歡迎熱愛語言學、喜愛語言學習的會員們共襄盛舉，也懇請各位老
師及會員朋友到場蒞臨指教。
相關資訊請參考：https://lingstudent.wixsite.com/linguisticsalon15

2.

台灣語言學學會 2022 年度最佳博碩士論文獎徵選開始
本學會為追求卓越語言學研究，並鼓勵傑出青年學者，特設置年度最佳博
碩士論文獎，博士、碩士各一名。其餘佳作或入選若干。除獎狀/牌外，年
度論文獎得獎人可享次年免繳會費之優惠（或從終身會費減免等額費用），
以及赴國外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論文之限額補助。年度最佳博士論文獎
補助上限為新台幣三萬元整，年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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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2022 年 8 月 1 日止。
（二）初審結果：將於 2022 年 9 月公佈。
（三）申請資格及相關實施細則請參考：http://linguist.tw/zh-tw/news/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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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訊息
高師大臺研所【雙師語言沙龍】
語言學教授之結構術迴戰與留學漫談
1. 沙龍時間：2022 年 5 月 10 日（二） 13:30-17:00
2. 視訊通話連結：https://meet.google.com/bcr-yaob-dfx
3. 報名表單：https://reurl.cc/6ZV9My

2022 語言學沙龍系列講座
1. 沙龍時間：2022 年 5 月 14 日（六）
2. 沙龍地點：線上直播
3. 沙龍資訊：https://lingstudent.wixsite.com/linguisticsalon15

2022 臺大口筆譯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1.
2.
3.
4.

會議時間：2022 年 5 月 16 日（一） 09:00-17:00
會議地點：Webex 線上直播（僅開放講評人與發表人到現場）
報名表單：https://forms.gle/7VTuxcXqKExDGq5fA
報名截止日期：2022 年 5 月 11 日（三）中午 12 點

TripleAFLA 2022: 9th TripleA workshop for semantic
fieldworkers & 2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ustronesian
Formal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1. 會議時間：2022 年 6 月 28 日（二）至 7 月 1 日（五）
2. 會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tripleafla/home

GLOW in Asia XIII 2022 Online Special:
The 13th Generative Linguistics in the Old World in Asia
2022 Online Special
1. 會議時間：2022 年 8 月 4 日（四）至 8 月 7 日（日）
2. 會議網址：http://ling.cuhk.edu.hk/glowxiii/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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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兩岸華語文教師研討會」暨
「第十二屆世界華語文研究生研討會」
1. 會議時間：2022 年 8 月 15 日（一）至 8 月 18 日（四）
2. 會議地點：甘肅.敦煌
（因應國際疫情，本次會議採取「實體與線上混成」方式為之）
3. 報名表單：https://reurl.cc/VD6zGZ

第十四屆台灣語言及其教學暨
台灣學「蛻變的聲音」國際學術研討會
1. 會議時間：2022 年 8 月 27 日（六）至 28 日（日）
2. 會議地點：國立成功大學（台南市大學路 1 號）

第 34 屆北美漢語語言學會議
1. 會議時間：2022 年 9 月 23 日(五)舉行會前工作坊
2022 年 9 月 24 日(六)至 25 日(日)以線上線下混合模式舉行
2. 會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naccl-34/home

第二十三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1、 會議時間：2022 年 10 月 28 日（六）至 29 日（日）
2、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會議室
3、 會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ncl2022nccueng/

International Semantics Conference (InSemantiC 2022)
1. 會議時間：2022 年 11 月 21 日（一）至 11 月 23 日（三）
2. 會議地點：Porto,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Porto

第 21 屆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1、 會議時間：2022 年 12 月 16 日（五）至 18 日（日）
2、 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3、 會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ncl2022nccu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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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徵稿
《編譯論叢》期刊徵稿啟事
《編譯論叢》第 15 卷第 1 期已出刊，共收錄 5 篇研究論文及 1 篇書評，歡
迎前往電子期刊網站（http://ctr.naer.edu.tw/）瀏覽：


見諸相非相：談班雅明翻譯理論的浪漫性／作者：萬壹遵



韋努蒂異化翻譯思想探源與在地應用評析／作者：伍啟鴻



華翻越譯本常見錯誤之研究──以臺灣大眾媒體及公家機關的翻譯文本
為例／作者：陳氏蘭



母語中文譯者中譯英迴避策略研究／作者：陳孟琳



Adopting Translation Anthologies to Teach Mother Tongues and Culture:
Insights From the Chinese Singaporean Experience／作者：陳枻樵



象．數：耶穌會索隱派與其《易經》解讀／作者：杜欣欣

本刊為一結合理論與實務之學術性期刊，以促進國內編譯研究之發展為宗
旨，於每年 3 月、9 月出刊，隨到隨審，歡迎各界賜稿。徵稿內容除編譯研究
與相關產業發展之學術性研究論文外，亦包括評論、譯評、譯註等各種專文，
投稿者來自全球各地，是國內少有的編譯專業學術研究期刊。
本刊榮獲收錄於 Scopus 及 EBSCO 國際資料庫，並自民國 103 年起持續收
錄於科技部「臺灣人文學核心期刊」（THCI），並獲國家圖書館 105 年「臺灣人
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語言學學門第 1 名、108 年「臺
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學術期刊「知識影響力獎」、110 年「期刊即
時傳播獎」等獎項。

投稿資訊詳見本刊徵稿辦法 https://ctr.naer.edu.tw/call4paper.php
來稿請寄：國家教育研究院編譯論叢編輯會
地址：106011 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 1 段 179 號
電話：02-7740-7803
E-mail：ctr@mail.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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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徵稿啟示
「第九屆兩岸華語文教師研討會」暨
「第十二屆世界華語文研究生研討會」
研討會主旨
世界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傳統華文教育的生存環境與發展模式都面臨
著新形勢下的諸多重大轉變與挑戰。由西北師範大學、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和
華僑大學主辦的「第九屆兩岸華語文教師研討會暨第十二屆世界華語文研究生
研討會」旨在搭建海內外華語文教育的交流和研究平台，積極探討「新形勢」
背景下的華文教育理論發展與實踐探索，從而提升華文教育的學術發展，增進
國際學術文化交流。
兩岸華語文教師研討會和世界華語文研究生研討會是世界華語文教學領域
的著名學術系列活動。本次兩大研討會的舉行喜逢西北師範大學建校 120 周年
和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成立 50 周年,研討會籌備會熱烈歡迎世界華文教育學界
的專家、學者與師生參會並發表原創性研究成果。
1、研討會日期：2022 年 08 月 15 日至 2022 年 08 月 18 日
2、研討會形式：
(一)因應國際疫情，本次會議採取「實體與線上混成」方式為之。
(二)專題演講、個人論文口頭發表等。
(三)其他主辦單位安排之學術活動。
3、研討會地點：甘肅.敦煌 (如受疫情影響，需嚴格遵守兩岸及當地的防疫政策)
4、主辦單位：西北師範大學、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華僑大學
5、研討會主題：新形勢下世界華文教育的理論發展與實踐探索
6、研討會議題：
(一) 新形勢下的華文教學、傳播理論研究；
(二) 華文教育的國別區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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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大疫情影響下在線華文教學的挑戰與對策；
(四) 世界各地華文教學的多樣性及其比較研究；
(五) 華語測試與評估研究；
(六) 華語習得研究；
(七) 華語教學的教學技術與資源開發研究；
(八) 華語教學的華語本體研究；
(九) 華語教師、教材、教學法研究；
(十) 其他相關主題。
7、會議重要時程：
➢ 摘要截止日期： 2022 年 07 月 05 日(星期二)
➢ 審查結果通知： 2022 年 07 月 22 日(星期五)
➢ 全文繳交日期： 2022 年 07 月 05 日(星期二)
8、投稿注意事項：
(一) 投稿之論文應為未正式發表之論文。
(二) 請以中文或英文撰寫論文摘要，中文的字數以 600-1,000 字為原則，英
文以 400 詞以內為原則，檔案格式限定為 docx、doc 或 odf。
(三) 摘要內容應包括但不限於下面內容：議題、研究方法、研究結果、討
論，及 3 至 5 個中文或英文的關鍵詞。
(四) 摘要格式：
標

題：16 字體，中文新細明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s，粗體，居中。

作者名：12 字體，中文標楷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s，右對齊。
摘 要：10.5 字體，中文新細明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s，「摘要」兩字
加粗體。
關鍵詞：10.5 字體，中文新細明體，英文 Times New Romans，「關鍵詞」
三字加粗體，以分號間隔。
9、聯絡資訊：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秘書組：林小姐(分機 12)、任小姐(分機 13)
電話：02-2351-1385

傳真：02-2341-7064

http://www.wcla.org.tw

E-mail：wclahd@gmail.com

地址：10093 臺北市中正區寧波東街 1 號 4 樓
【西北師範大學】
秘書組：王晶，abbb12@nwnu.edu.cn 會務組：侯顏麗，66406934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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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會議費用：
線上註冊費

學者、一般人士

實體註冊費

會員(NT$)

非會員(NT$)

1,000

1,600

會員(NT$)

非會員(NT$)

視五月底疫情規定公告之
研究生與大學生

600

1,000

1. 與會者往返旅費、住宿費等自理。住宿飯店將由主辦方統一安排。
2. 非世華會會員若於報名會議時同時申請加入會員，得立即享有會員身分優惠。
入會申請書請逕自世華會網站下載：http://www.wcl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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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emantics Conference
Calls for Abstracts
Porto,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Porto
November 21- 23, 2022
https://reurl.cc/Dyd2QQ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s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International Semantics
Conference -InSemantiC 2022 to be held in Porto,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Porto, on 21-23 November 2022. Currently, we are planning a
live conference, but all measures will be taken to change to hybrid mode if
circumstances require it.

Conference aims and topics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conference is to gather current research advances in
formal and experimental semantics and in the interface with other areas, such as
syntax, phonology, morphology, pragmatics, discourse analysis, text linguistics,
language acquisition,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and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Program
The Scientific Program will include two invited talks and oral presentations.
Invited Speakers
Brenda Laca, Universidad de la República, Uruguay
Hana Filip, Heinrich-Heine University Düsseldorf
Languages
English (preferentially) and Portuguese
Submissions and dates




Author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n abstract up to 10000 characters with spaces
including references.
Submissions must be anonymous and should be submitted electronically via
EasyChair: https://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insemantic2022
At least one author of each accepted abstract is required to register for the
conference, and present the work at th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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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t dates:






Time Zone: Anywhere on Earth
Abstracts due: June, 15, 2022
Abstract acceptance notifications: July, 28, 2022
Full papers due: February, 28, 2023
Full papers notifications: May, 15, 2023

Registration:
15 July to 31 October：

After 31 October：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 70 euros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 90 euros



Students – 40 euros



Students – 50 euros

Publication
Accepted papers are expected to be published in a volume by an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Contact: insemantic202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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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屆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年會暨
國際學術研討會
1、會議日期：2022 年 12 月 16 日(五) 至 2022 年 12 月 18 日(日)
2、會議形式：專題演講、論文發表、教學工作坊、座談會、書籍教材展示
3、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0610 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 162 號）
4、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5、會議主題：新形勢下世界華文教育的理論發展與實踐探索
6、研討內容：以華語文為第二語言/外語之：
(一) 語言本體研究：語音、音韻、詞彙、語法、語意、語用、篇章分析、
對比分析與偏誤分析等；
(二) 教學與習得研究：教材教法、中介語研究、習得歷程研究、各年齡層
課程與教學、專業華語課程與教學、新住民華語文教學等；
(三) 數位學習與媒材：教材設計、電腦輔助教學、多媒體應用等；
(四) 測驗與評量研究：測驗命題設計、華語文能力測驗研究等；
(五) 其他相關議題：跨文化溝通、華語師資培育、華語中心營運與發展、
華語教育國際傳播與推廣等。
7、會議重要時程：
➢ 摘要截止日期： 2022 年 05 月 31 日(星期二)
➢ 審查結果公布： 2022 年 06 月 30 日(星期四)
➢ 全文繳交日期： 2022 年 10 月 15 日(星期六)
8、投稿類別：
(一)單篇投稿：包括中文（或英文）題目、關鍵字 3 至 5 個、摘要 400 至
800 字。
(二)小組投稿：每組包括三至四篇相關議題之論文，請依單篇投稿步驟完成
投稿，並指派 一位小組負責人，來信 conference@huayu.org 告知小組主
題、成員姓名及論文題目。 投稿資料包括中文（或英文）總主題及說
明、各篇相關性、每篇論文之題目及其摘要，每篇摘要 400 至 800 字。
9、投稿說明：
(一) 摘要投稿使用 Easy Chair 投稿系統，投稿步驟請見會議網站 pdf 檔，
投稿連結為 https://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2022iactcsl。若您於
投稿過程遇到何問題，請來信 mailto:conference@huayu.org 詢問。
13

註：Easy Chair 投稿系統僅為摘要投稿用，請勿上傳論文全文。
(二) 摘要錄取者請進入會議網站（http://atcsl.org/atcsl_2022/）註冊並登入、
填寫資料、上傳論文全文。曾於歷屆年會暨研討會網站註冊者，可直接
登入及上傳全文。若您於網站註冊或登入步驟出現任何問題，請來信：
conference@huayu.org 諮詢。
(三) 摘要請以 Microsoft Office Word 格式（*.doc/*.docx）上傳，若因字碼需
求可另上傳 Portable Document Format 格式（*.pdf）檔案。
(四) 個人投稿篇數不限，但以第一作者發表之論文，限投一篇。經審查後
錄取的論文第一作者且為本會個人會員者，免繳會議註冊費。
(五) 本會將推薦優秀論文投稿至研究型期刊《臺灣華語教學研究》、實務型
期刊《華語學刊》，審查通過後予以刊登。
10、聯絡資訊：
郵政信箱：臺灣 10699 臺北郵局第 7-520 號信箱
電話：+886-2-77031970
會議電子信箱：conference@huayu.org
秘書處電子信箱：secretary@huayu.org
11、會議收費方式：
報名費含場地設備、會議資料、接駁交通、會議期間餐點與大會晚宴。
報名身分別

會員(NT$)

非會員(NT$)

早鳥優惠報名費
(9/30 (含)前)

一般人士及教師

1,000

3,000

學生

800

1,600

報名費
(10/1 – 12/1 )

一般人士及教師

1,800

3,800

學生

1,200

2,000

(一) 投稿時不必繳費，待審查通知錄取後，需依報名步驟完成報名及繳費。
(二) 經審查通知錄取之論文第一作者，若同時為本會個人會員或團體會員代表，
得免繳報 名費。
(三) 非會員若於報名會議時同時申請加入會員，得立即享有會員身分優惠。入
會申請請逕 自掃右圖 QRcode 或至本會網站下載（學會網站＞學會資訊＞
入會辦法 http://www.atcsl.org/blog/registration/）。現場報名以非會員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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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名錄
個人會員
姓名

現職

胡碧嬋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歐德芬

中原大學教授

王淑琴

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郭貞秀

台大外文系助理教授

學生會員
姓名

現職

徐翌珍

政治大學語言所四年級

林昕柔

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碩四

車信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班語言學組二年級

賴怡心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所碩一

黃韻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班語言學組

陳佩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所語言學組碩二

陳宜正

高雄師範大學台研所一年級

鍾果翰

師大翻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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