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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各位親愛的會員， 

   

首先，我要感謝陳前任理事長純音無縫接軌的交接，妙玲非常敬佩前理事長對於

學會奉獻服務的精神，過去這兩年來學會在其帶領下，財務健全，多項創新業務也順

利進行，是全體會員之福。我們新的團隊也必定會在前理事長及之前前輩辛苦打下的

良好基礎上，繼續努力前進。 

  

在我們的團隊中，首先我要感謝何副理事長德華，她將協助學生會員舉辦語言學

沙龍，同時也會肩負起推廣語言學往下延伸至大學生的任務，我們期盼未來有更多的

大眾理解語言學的理論與應用，並對於語言學產生興趣，進而加入我們。 

  

當然，更要感謝徐秘書長東伯接下重任，徐秘書長將以華語習得的背景，推動將

語言學應用在華語教學的研究，相信這是我們學會未來可以施力的地方。 

  

再來，就是我們的理監事，沒有各位犧牲奉獻時間的精神，學會的事情不能順利

運作，其中我要感謝分別出任會計和出納的鄭理事縈和黃理事漢君，同時也感謝陳理

事淑嬌幫忙審查會員資格以及徐理事淑瑛負責學術股的業務，還有負責台灣語言學討

論區的謝理事豐帆。最後，就是我們新成立的研究倫理小組，感謝我們的王常務監事

旭、張常務理事榮興、陳理事淑嬌和謝理事豐帆肩負此一重擔，針對倫理審查的相關

事項進行瞭解，作為與其他學會、科技部與會員之橋樑，朝向與國際接軌。 

  

在新的一年裡，NCL 2015 即將於五月二十三、二十四日在東海大學登場，感謝江

丕賢教授的團隊，我們很榮幸邀請到黃前理事長宣範，以及我們的王常務監事旭擔任

我們的特邀講者，期待大家踴躍參加。還有將於七月十四日到二十四日於中研院舉辦

的語言學卓越營，在李監事壬癸以及中研院吳研究員瑞文的帶領下，邀請了國內外的

講者，不可錯過。此外，IsCLL 2014 也將於六月四日至六日在中研院盛大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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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另一個期待的盛會是學會與科技部預定於六月二十七日下午舉辦之語言學

交流系列（二），主題是語言學與跨領域研究，延續交流系列（一）：雙 JJ 對談。我

們很榮幸的請到了中研院院士台師大講座鄭錦全教授、中正大學語言所特聘麥傑教授

和科技部語言學門召集人中正語言所何萬順教授來分享他們跨領域研究的經驗，此交

流系列之報名即將展開，歡迎參加。 

  

最後，未來妙玲除了持續推動原有之各項業務外，也希望進一步朝國際化的方向

前進，這是一項艱鉅的使命，因為國際化往往需要經費的挹助，然而我們學會的經費

有限，所以還需要各位理監事以及全體會員的全力支持、鼎力相助，讓我們一起攜手

努力前進吧！ 

台師大英語系副教授兼台灣語言學會理事長 

謝妙玲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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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訊息 

演講通告 

國立台灣大學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4/04/11(五 ) 
10:00 

屈承熹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 

漢語篇章語法：理論與方法 
校史館 1 樓

135 室 
2014/05/05(一 ) 
9:00 - 12:15；
05/06 (二) 1:30 
-4:45 ； 05/14 
(三) 1:30 - 4:45 

Dr. Kara Federmeier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gne) 

CLDC 2014 會 議 講 席

Workshop on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博雅大樓 
405、406 教

室 

 

國立中正大學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4/04/18(五 ) 
14:00-16:00 

Prof. C.-T. James Huang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Harvard 
University) 

TBA 文 144 

2014/05/02(五 ) 
14:00-16:00 

Prof. Arie Verhagen 
(Chair of Dutch 
Linguistics at Leiden 
University) 

TBA 文 144 

 
  



4 

研討會 

2014 應用語言學暨語言教學國際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二、會議日期：2014 年 4 月 17-19 日 
三、會議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四、會議網址：http://alltntust.wix.com/2014allt 

 
13th Annual Articulation Workshop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一、主辦單位：臺北美國學校 
二、會議日期：2014 年 04 月 24 日 
三、會議地點：臺北美國學校 
四、會議網址：http://goo.gl/tqr5B9 

 

第四屆理論音韻學國際研討會  

The 4th International Theoretical Phonology Conference (TPC-4) 
一、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二、會議日期： 2014 年 05 月 04-06 日 
三、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第一、二、五會議室 
四、會議網址：http://phonology.nccu.edu.tw/tpc4/ 

 

2014「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二、會議日期：2014 年 05 月 09 日 
三、會議地點：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四、會議網址：http://goo.gl/rr1Daw 

 
Glow in Asia X 

一、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二、會議日期：2014 年 05 月 26 日 
三、會議地點：Room A202,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SS) Building 
四、會議網址：http://ling.nthu.edu.tw/GLOWinAsiaX/GLOW_in_Asia_X/Welcome.html 

 

2014 第十五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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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5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一、主辦單位：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台灣語言學學會 
二、會議日期：2014 年 05 月 23 -24 日 
三、會議地點：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四、會議網址：http://ncl2014.thu.edu.tw/index.php 

 

第十四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  (IsCLL-14) 

一、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二、會議日期：2014 年 6 月 4-6 日 
三、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館 3 樓第二會議室 
四、會議網址：http://iscll-14.ling.sinica.edu.tw 

 

2014 語言學卓越營：語言演變  

一、主辦單位：國科會人文處 

二、會議日期：2014 年 07 月 14-24 日 
三、報名日期：2014/05/18(日)止  
四、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館（人文館）三樓第二會議室 

五、會議網址：http://2014tsil.ling.sinica.edu.tw/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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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徵稿 

2014 應用外語理論、研究與教學研討會  

一、摘要截止日期：2014 年 04 月 02 日 
二、會議日期：2014 年 05 月 30 日 
三、會議地點：景文科技大學人文館 F104 及 F306 口譯教室 
四、 會議網址：http://alls.cycu.edu.tw/wSite/public/Attachment/f1394074132597.pdf 

 

第九屆英語教學學術研討會：英語教學與國際商務  

一、摘要截止日期：2014 年 04 月 11 日 
二、會議日期：2014 年 05 月 30 日  
三、會議地點：朝陽科技大學管理大樓時選廳天生廳 
四、會議網址： http://alls.cycu.edu.tw/wSite/ct?xItem=57757&ctNode=15599&mp=8200 

 
Thirteen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13-ICAL) 
一、摘要截止日期：2014 年 09 月 15 日 
二、會議日期：2015 年 07 月 18-23 日 
三、會議地點：中央研究院 
四、會議網址：http://ical13.ling.sinica.edu.tw/Call_for_Paper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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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徵稿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 

    徵稿啟示 

一、本刊為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發行之學術刊物。 

二、本刊以發表中國語文與中國思想及其相關領域之研究為主。 

三、來稿以不超過兩萬字為原則，請參照「《臺北大學中文學報》撰稿格式」。 

四、本刊稿件須通過兩位外審之匿名評審方能刊登。若屬於外稿，亦可交由一位校外

專家與一位本系專任教師審查。 

五、來稿一經刊登，致送本刊 2本及抽印本 50 份，不支付稿費。 

六、本刊不接受任何已刊登之論文，來稿請勿再投寄其他刊物。 

七、本刊僅接受國內外大學專兼任教師的投稿。如有相當於同等級教師之專業人士投

稿，此資格認定由本刊編輯審查委員會決定之。 

八、本刊為半年刊，於每年 3月及 9 月出刊，截稿日期分別為 5月 31 日及 11 月

30 日。 

九、寄件方式：檢附論文 2份及個人資料表、著作權授權書（均含電子檔）寄到 237

臺北縣三峽鎮大學路 151 號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臺北大學中文學報編審

委員會」收；聯絡方式：02-86746708，chinese@mail.ntpu.edu.tw 

十、投稿著作所有列名作者皆同意其投稿之文章經本刊刊登後，即授權本刊單位以

非專屬授權之方式再授權國家圖書館、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華藝數位股份

有限公司等單位，收錄於「國圖遠距圖書服務系統」、「凌網科技 HyRead 平台」、

「中文電子期刊服務（CEPS）」或其他資料庫中，並得為重製、公開傳輸、授

權用戶下載、列印等行為。為符合資料庫之需求，並得進行格式之變更。 

 
《北市大語文學報》  

徵稿啟事 

 
本學報為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發行之學術期刊，刊載與英美文學、語言

學、外語教學（含文學教學）與文化研究等學術論文或國內外相關書籍與教材之評論。 
稿以未發表者為限（會議論文請確認未參與該會議後經審查通過所出版之正式

論文集者）。凡發現一稿兩投者，一律不予刊登。稿件內涉及版權部分（如圖片及較長

篇之引文），請事先取得原作者同意，或出版者書面同意。本學報不負版權責任。來稿

如經接受，每一撰稿人致送本學報二本、抽印本二十份， 另致酬。來文採隨到隨審

試辦理，第八期截稿日期為 101 年 4 月 30 日，敬請踴躍投稿。 
來稿請使用以電腦打字印出的稿件。請避免用特殊字體及複雜編輯方式，並請詳

細註明使用軟體名稱及版本。英文以 Times New Roman12 號字，中文以細明體 12 號

字打在 A4 紙上，並以 Word 原始格式（上下留 2.54 公分，左右各 3.17 公分）排版

（請勿做任何特殊排版，以一般文字檔儲存即可）。本學報 稿一 送請 位學者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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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審查採雙 名制，文稿中請避免留下作者相關資訊，以利審查作業。 
來稿請依下列方式： 

一、稿件寄交稿（包括文件稿三份、姓名資 (另紙書寫)及前述內容之電子檔）請寄： 
『臺北市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  
《北市大語文學報》第八期編輯委員會收』 

電話: (02) 2311-3040＃4612.4613 
傳真: (02) 2375-3492 
Email: english@tmue.edu.tw；pytsai@tmue.edu.tw 

二、稿件格式: 
1. 著者： 稿請附個人簡介(註明最高學歷及畢業學校、所屬學校機構及職稱、

學術專長)，並附通訊地址、電話、傳真或電子郵件等 絡資 。 
2. 標題：請附中英文標題，文字力求精簡；若加副標題，亦以簡要為尚。 
3. 摘要、關鍵字：來稿請附中英文摘要（中英文各一頁），各約 500 字；中、

英文關鍵字，各 3-5 個。 
4. 字數：中文稿，請維持在 8,000-15,000 字，英文稿則為 10,000-16,000 字，含

中英文摘要、參考書目與圖表。 
5. 撰稿格式：參考資料登錄方式主要依據 APA 或 MLA，中文排列方式以作者

姓名筆劃由少到多排列。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Information for contributors 
1. Electronic submissions are encouraged and should be sent to 

tjl@nccu.edu.tw. Otherwise, send the manuscript in triplicate and a soft copy on disk, 
to: Editors,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116, ROC 

2. Both Word and PDF files are acceptable. A paper normally should not exceed 40 pages 
single-spaced. The author(s) of each published paper will receive five copies of the 
journal issue. A manuscript may follow the style sheet of any established linguistics 
journal; however, once accepted, an article must then conform strictly to The TJL Style 
Sheet and The TJL Template. 

3. Contributions may be submitted from all countries and are accepted all year round. The 
language of publication is English. However, manuscripts simultaneously submitted to 
other publications cannot be accepted. 
Website 
http://tjl.nccu.edu.tw/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formation for con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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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s a professional, refereed,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cusing on language acquisition, teaching theories, teaching methods and language 
structure related to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Submissions on empirical 
studies and digital learning domains are welcome as well. Contributions may be in the 
form of 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s or book reviews. 

2.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cludes four issues per year (March, June, 
September and December.) Manuscripts written in either Chinese or English will be 
accepted for review. Manuscripts must be neither previously officially published nor 
simultaneously submitted elsewhere.  

3. Each submission must include a cover sheet which contains the following elements: (a) 
title of the manuscript; (b) complete name(s) of the author(s); (c) title, affiliation, and 
contact information for each author. A cover sheet is also available at 
http://www.wcla.org.tw/ 

4. As applicable, all submissions should be accompanied by abstracts of within two hundred 
words,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abstracts should be supplied with five or six key 
words.  

5. Submissions must be typed, using Microsoft Word 6.0 (or later version). 
Chinese-language manuscripts (typed using the “Unicode” input mode) should be kept to 
10,000~20,000 characters. English-language manuscripts should be kept to within 20 
single-spaced pages.  

6. To facilitate the blind review process, the author’s name should appear only on the cover 
sheet, not on the title page; all identifying information sh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body 
of the paper. 

7. Please e-mail your articles in both Word document and PDF files to 
 cec01@ms28.hinet.net. 

8. The author whose articles are published in this journal agree to the following uses of their 
works:  

a. The articles can be published either on paper or in digital format.  
b. The articles can be printed, digitized, reproduced, transmitted on the Internet, 

downloaded on permits, browsed, sold, or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 
c. The articles can be accessed in the database of National Library and other information 

providers. 
d. The necessary format alteration of the articles is allowed to meet requirements of the 

systems. 
Website 
http://clta-us.org/jcl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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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論文介紹 

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洪青勝 
華語「動詞+一下」構式探索：動詞語意表達模式

和認知語言學理論的觀點 
王萸芳 

許訓銘 中文條件句的認知語用研究:'要是' 和 '要不是' 王萸芳 

 

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馮思蓉 臺灣閩南語前置賓語研究 魏廷冀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黃慧中 
以日語重音和語調的教學策略改善日籍初級華語

學習者聲調偏誤成效之探討 
黃麗儀 

張瑛 

 

韓籍華語學習者華語動態助詞「了」之習得研究與

教學應用 

黃麗儀 

 

林怡嘉 
印尼學習者習得漢語被動句之偏誤分析與教學建

議 
黃麗儀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語文學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陳怡菁 以龍、蛇為例談華語固定語式之隱喻表達 葉瑞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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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玉玲 
桃竹苗地區客籍家庭外籍配偶客語聽說環境與口

語表達能力之研究 
呂菁菁 

劉雁岭 閩南語幼兒聲調發展之個案研究 呂菁菁 

 

雲林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王世銓 英式海口英語的社會語音分析研究 楊孝慈 

 

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吳旻樺 
台籍日語學習者之日語條件句型學習研究-以 

LARP at SCU 為中心 
許夏珮 

李泓瑋 
「感情形容詞語幹+garu」與感情動詞之比較─以

表達不愉悅情緒之動詞為中心─ 
王世和 

 

國立中正大學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林建宏 台灣手語比較句的句法和語意 張榮興 

 

國立中原大學應用外語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孟子辰 論漢語「是」分裂句：雙句分析 王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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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款芳名錄 

 (按姓名排序) 

姓名 單位 捐款金額 捐款日期 

江丕賢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2,000 

1,000 

2013/09/26 

2014/02/14 

蔡美智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2,000 2013/11/02 

黃美金 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教授 1,500 2013/11/02 

戴智偉 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500 2014/03/13 

謝妙玲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5,000 2014/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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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名錄 

(按姓名排序) 

終身會員  

姓名 現職 

屈承熹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 Professor Emeritus 

吳貞慧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何萬順 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與心腦學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朱曼妮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鍾鎮城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 

 

個人會員  

姓名 現職 

程俊源 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洪右貞 雅文研究中心研究員 

歐德芬 健行科技大學語言中心副教授 

謝培禹 國立蘭陽女子高級中學實習教師(已結束) 

孟子辰 中原大學語言中心講師 

 

 

學生會員  

姓名 現職 

周一銘 清華大學博士班學生 

古青翔 台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碩專班二年級 

陳彥琳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語言學所研究生 

石世鵬 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生 

陳婉柔 中原大學應用外語所四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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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純睿 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甘昀鑫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所語言組二年級 

蔡瑋寧 文藻外語學院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張怡芬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研究所 

陳昭純 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語言學組二年級 

楊曉薇 台北科技大學應用英文系碩三 

謝宜姍 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所碩士一年級 

黃(木臻)萱 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二年級 

柯雨函 清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四年級 

徐瑋婕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班語言學組 

羅曼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生 

周代侖 輔仁大學跨文化研究所語言學碩士班四年級 

王嘉偉 
School of Art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周育彙 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教學研究所二年級 

林耿育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語言組碩士班二年級 

羅佳琪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語言組碩士班 

林芝韻 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二年級 

林筠臻 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莊以如 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語言學組 

夏翡芝 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語言學組 

陳孟瑄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一年級 

松光輝 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所二年級 

張貽翔 台北科技大學應用語言研究所 

張哲瑋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語言學組 

鄭一歆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語言學組 

白瑞祥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英語教學組 

周明偉 清華大學語言所博士班二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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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雪菁 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四年級 

李金鴦 交通大學外文所語言組研究生 

郭懿萱 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碩二 

張睿敬 交通大學外文所語言組碩士班二年級 

魏嘉玟 交通大學外文所語言組碩二 

曾華鈺 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二年級 

鄭榆樺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