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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的話 

    感謝學會會員們的厚愛選我為第 7屆理事，也感恩理事們的肯定，2012年 2月 1

日第 7屆第 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推選我當學會「理事長」，讓我有機會為學會效勞，

為全體會員服務，深感任重道遠，期待會員們能繼續指導、支持、鼓勵並參與學會的

活動。這一切原不是我人生規劃的「必修」體驗，但顯然古諺「人算不如天算」是充

滿智慧的，既是如此，就「隨順因緣」，全力以赴。 

    2012年 3月 2日第 7屆第 2次理監事聯席會議，在監事們選出常務監事後，隨即

進行第 6屆理事長、副理事長和秘書長及各組工作人員和第 7屆團隊的交接。為了快

速接軌，讓學會的服務無空窗期，對吳前理事長的助理王俊傑先生、中研院的高怡華

小姐和我的助理謝雁茹小姐，真是既充滿感激又心疼，沒有他們協助整理學會開會議

程、會議紀錄和其他繁瑣的事務，我和蘇宜青副理事長及吳瑾瑋秘書長無法在短短的

四週內了解學會運作的細節。感謝歷任理事長(李壬癸老師、黃宣範老師、王旭老師、

黃美金老師、張顯達老師)和團隊們的努力，讓台灣語言學學會相較於其他學會更具規

模與績效，更要謝謝吳前理事長俊雄老師、黃前副理事長慧娟及龔前秘書長舒萍和第

6屆各組工作同仁過去兩年為學會的付出，讓學會穩定發展，感恩！ 

     學會未來兩年的發展，我和副理事長及秘書長現在正認真思索著，歡迎會員們也

多多提供寶貴意見。除了例行性業務(如： LST 大學部學生暑期研習營、學生語言學

沙龍、碩博士生論文甄選、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NCL)和其他與各大學或研究機構

共同主辦的研討會等)外，提供一個交流平台或例行性的論壇給新進教師向資深教師請

益，也是目前企劃的年度大事。兩年的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期待我們能豐富學

會的網頁內容，增添新內涵，讓它成為台灣語言學工作者必瀏覽的搜尋引擎。 

     21世紀是團隊的時代，團隊合作，才能順利推動與完滿達成任務。感恩理事們

願意共同為學會付出，學術組謝妙玲理事，會員組歐淑珍理事，會計龔書萍理事，出

納李佩容理事，重要的網路組有謝舒凱理事和謝豐帆理事，而且，很高興理事中有新

血的投入，也有資深老師的持續奉獻，再加上大家參與學會活動的熱情，這就是人生

最美好的一刻了！ 

     即將舉辦的NCL2012和 IsCLL-13研討會是學會與南台科大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共同主辦的大型會議，也是吸收新知的好地方，提前預告，希望大夥踴躍參加，我們

屆時相見歡，再粗茶淡飯談語言學囉！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陳純音  謹誌 

20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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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終身成就獎得主介紹 
 

台灣語言學學會2011年終身成就獎得主__ 

鄭錦全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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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訊息 

研討會 

 
2012歐洲語文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大葉大學外語學院歐洲語文學系 

二、會議日期：2012年 3月 31日(六) 

三、會議地點：大葉大學外語學院 5樓 

四、會議網址：http://www.forex.ntu.edu.tw/news/news.php?Sn=1292 

 

 

2012年日語教學國際會議 

一、主辦單位：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二、會議時間： 2012 年 4月 28日(六) 

三、會議地點：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 

四、會議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HFfdjlUNF9PaTkzeVUzW

DVLR2hjdmc6MQ#g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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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5月 11日(五) 

三、會議地點：中原大學 

四、會議網址：http://tcsl.office.cycu.edu.tw/Webs/news/department_notice_index.html 

 

 

第三十屆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及慈濟大學東方語文系 

協辦單位：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 

二、會議時間：2012年 5月 19日(六)至 2012 年 5月 20日(日) 

三、會議地點：5月 19 日國立東華大學（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 

5月 20 日慈濟大學（花蓮市中央路三段 701號） 

四、會議網址：http://blog.udn.com/phonology/5757605 

 

 
 

http://www.forex.ntu.edu.tw/news/news.php?Sn=1292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HFfdjlUNF9PaTkzeVUzWDVLR2hjdmc6MQ#gid=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viewform?formkey=dHFfdjlUNF9PaTkzeVUzWDVLR2hjdmc6MQ#gid=0
http://tcsl.office.cycu.edu.tw/Webs/news/department_notice_index.html
http://blog.udn.com/phonology/5757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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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NCL 2012) 
 

一、主辦單位：南台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及台灣語言學學會 

二、會議時間：2012年 5月 23日（三）至 2012 年 5月 24日（四） 

三、會議地點：南台科技大學 E棟 13F念慈國際會議廳(台南市永康區南台街一號） 

四、會議網址：http://my.stut.edu.tw/site/2012ncl 

 
 

2012華語文教學與創意表達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 
 

一、主辦單位：僑光科技大學 人文科技學院 應用華語文系 

二、會議日期：2012年 5月 31日(四) 

三、會議地點：台中市僑光科技大學 

四、會議網址：http://w3.ocu.edu.tw/ac/download/20120305.doc 

 

 

 
第四屆兒童英語教學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英語教學系 

二、會議時間：2012年 6月 1日(五)至 101 年 6 月 2日(六) 

三、會議地點：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四、會議網址：http://doei.web.nhcue.edu.tw/ 

 

 

第十三屆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IsCLL-13) 

 

一、主辦單位：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台灣語言學學會 

二、會議時間：2012年 6月 1日(五)至 2012 年 6月 3日(日) 

三、會議地點：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大樓演講廳 

四、會議網址：http://www.eng.ntnu.edu.tw/~IsCLL-13/ 

 

 

專業華語與文化教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際華語與文化學系 

二、會議日期：2012年 6月 16日(六)至 2012 年 6月 17日(日) 

三、會議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四、會議網址：http://www.clc.ntnu.edu.tw/csp/ 

 

http://my.stut.edu.tw/site/2012ncl
http://w3.ocu.edu.tw/ac/download/20120305.doc
http://doei.web.nhcue.edu.tw/
http://www.eng.ntnu.edu.tw/~IsCLL-13/
http://www.clc.ntnu.edu.tw/c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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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文學與資訊學術研討會 
 

一、主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 

二、會議日期：2012年 10月 8日(一) 

三、會議地點：國立臺北大學三峽校區行政大樓 4樓第一會議室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號） 

四、會議網址：http://www.chinese.ntpu.edu.tw/app/news.php?Sn=314 

 

 

 

 

 

 

 

 

 

 

 

 

 

 

 

 

 

 

 

 

 

 

 

 

 

 

 

 

 

 

 

 

 

 

 

http://www.chinese.ntpu.edu.tw/app/news.php?Sn=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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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通告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2/5/25(五) 

14:10-16:00 

GOUDIN , Yoann（顧友

友 KOO Iu-iu） 

台灣競選活動演講之社會

語言學分析 

校本部-文學

院正 201 教

室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所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2/3/24 

(五) 

麥傑教授 

中正大學語言所 

What's Innate in Phonological 

Acquisition? 
文學院 144室 

2012/4/9 

(一) 

李行德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TBA 文學院 144室 

2012/4/27 

(五) 

林惠玲副教授 

中正大學外文系 
TBA 文學院 144室 

2012/5/25 

(五) 

廖秀真助理教授 

交通大學外文系 
TBA 文學院 144室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2/3/20(二) 

1:30-3:20 

Dr Takashi Munakata / 

Yokohama National 

University 

Types of Wh-License: 

Intermediate Agree and its 

Consequence 

文學大樓

3501教室 

 

 

東海大學日文系 

日期 演講者 / 任職單位 講題 地點 

2012/3/12 

(一) 

18:20~21:10 

 

強納森・奧古斯丁 

(Prof. Jonathan Augustine) 

日本國立京都工藝纖維

大學 

歐美型大學與日本型大學的

比較 

C112（校友會

館 7-11對面 1

樓） 

2012/3/19 

(一) 

18:20~21:10 

 

松金公正教授 

日本國立宇都宮大學 

日本高等教育與臺灣高等教

育的差異 

 

C112（校友會

館 7-11對面 1

樓） 

2012/3/12 

(一) 

18:20~21:10 

 

木名瀬 高嗣（きなせ 

たかし）専任講師 

東京理科大学工学部 

先住民問題についての日本

と台湾の比較 

HT108（人文

暨科技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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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術活動 

CTLDC國際語言典藏與語言保存訓練聯盟成立歡迎加入成為會員！ 

CTLDC《國際語言典藏與語言保存訓練聯盟》(http://dev.ctldc.org/)於 2012 年 1

月正式成立了！為因應近十年來國際語言學界對於瀕危語言之數位典藏和語言保存之

重視，雖然在英、美和印尼等地逐漸有多項學位授予課程和短期訓練營和研習營應運

而生，但對於如何整合國際資源以發展出適合全球各地需求之訓練模式，以搶救瀕危

語言之頹勢，卻仍在萌芽階段，故而需要此一組織結合國際學界力量，共同合作研究、

發展訓練課程。歡迎臺灣語言學界關心或從事瀕危語言研究、教學、發展與保存者，

免費加入成為會員。詳情請瀏覽 CTLDC 網站或洽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德華

教授（Lngrau@ccu.edu.tw）。 

 

 

 

 

 

 

 

 

 

 

 

 

 

 

 

 

 

 

 

 

 

 

 

 

 

http://dev.ctldc.org/
mailto:Lngrau@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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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徵稿 

 

《臺北大學中文學報》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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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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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徵稿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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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稿以未發表者為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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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另致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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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報來稿一律送請兩位學者專家

審查，審查採雙匿名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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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稿（包括文件稿三份、姓名資料(另紙書寫)及前述內容之電子檔）請寄： 

『臺北市愛國西路一號  

mailto:chinese@mail.n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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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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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稿請附個人簡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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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或電子郵件等聯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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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english@tmue.edu.tw
mailto:pytsai@tm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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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資訊／新書評介 
 

書    名：台灣手語姓氏認知與造詞策略研究 

作  者：張榮興 

類  別：特教、語言學習 

出  版：文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12-31 

語  言：繁體中文  

I S B N ：978-986-147-515-8 

 

【本書簡介】 

手語和口語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表達及接收訊息上的差異：口語是使用口說和聽覺的語

言系統，而手語則是使用手勢和視覺的語言系統。雖然兩者使用不同的語言系統，但在詞彙

的借用上所採取的造詞策略極為相似，都是以形和義為基礎將外來詞借用到自己的語言系統

中，所不同的是口語的「形」主要是以字音為主，而手語的「形」主要是以字形為主。根據

作者的研究，台灣手語的姓氏表達是採「借用」漢語的字形或字義所組合而成。透過本書的

介紹，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手語姓氏的表達及其背後的認知機制，一窺台灣手語造詞的奧秘。 

 

 

 

 

 

 

 

 

 



 12 

 

書    名：台灣手語地名造詞策略研究 

作  者：張榮興 

類  別：特教、語言學習 

出  版：文鶴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1-12-31 

語  言：繁體中文  

I S B N ：978-986-147-516-5 

 

 

 

 

 

 

 

 

 

 

【本書簡介】 

台灣手語屬於視覺語言系統，漢語屬於聽覺語言系統，當這兩種語言互相接觸時，以視

覺為主的台灣手語要如何將以聽覺為主的漢語詞彙納入自己的語言系統中，本書以深入淺出

的方式介紹手語的造詞策略，進而帶領讀者逐步進入手語詞彙借用的語言世界。本書歷經六

年的時間，收集台灣手語地名總計 1000個，諮詢語料的對象包括台灣北、中、南部的手語使

用者。每個地名都附有造詞策略的分析和打法的描述，讓讀者能一窺台灣手語詞彙形成的奧

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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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リービ英雄―「鄙」の言葉としての日本語』 

著  者：笹沼 俊暁 （東海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出版社：創論社 

移動と越境の作家リービ英雄について論じることによって見える「日本」「日本語」

「日本文学」の位相と異文化／異言語への接触の倫理。台湾で「日本語教師」を

する気鋭の若手の評論。 

 

 

 

 

 

 

 

目  次： 

はじめに 日本語が栄えるとき 

第 1章 ふるさととしての「島」 

第 2章 「文学者」としてのリービ英雄 

第 3章 研究と創作の主体 

第 4章 中心と周縁 

第 5章 複数の声たち 

第 6章 ポストモダン時代の日本語文学 

おわりに 3.11以後の日本語 

 

 

 

 

 

 

 

 

 

 



 14 

 

最新碩博士論文介紹 

國立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陳正賢 以計算統計方法及聲學參數研究中文自然語流之韻

律短語切分 

曾淑娟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暨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謝博任 台灣華語語意預測度之韻律標記 許慧娟 

賴智誠 自動中文音素錯誤偵測器 王逸如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黃郁婷 台灣醫病問診互動的結束 蔡美慧 

張椀婷 醫師社會心理性開放式問句的應用與病人及陪同的

相對回應—以台灣家醫科為例 

蔡美慧 

蔡志朋 台灣華語中的時間指涉：從雙向優選理論的角度探

討 

鍾榮富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古桂瑋 美濃客語“得”、“倒”的語法化與功能差異 曹逢甫 

張育菁 達悟語 ma-型動詞之句法、語意衍生之探討 曹逢甫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tugsweb.cgi?ccd=1LOTY3&o=s%C1%C2%B3%D5%A5%F4.auc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tugsweb.cgi?ccd=1LOTY3&o=s%B3%5C%BCz%AES.adc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tugsweb.cgi?ccd=JLycY4&o=s%BF%E0%B4%BC%B8%DB.auc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tugsweb.cgi?ccd=JLycY4&o=s%A4%FD%B6h%A6p.adc
http://etds.lib.ncku.edu.tw/etdservice/view_metadata?etdun=U0026-0302201202484500&from=DEPT&deptid=D0026001002
http://etds.lib.ncku.edu.tw/etdservice/view_metadata?etdun=U0026-0302201201000500&from=DEPT&deptid=D0026001002
http://etds.lib.ncku.edu.tw/etdservice/view_metadata?etdun=U0026-0302201201000500&from=DEPT&deptid=D0026001002
http://etds.lib.ncku.edu.tw/etdservice/view_metadata?etdun=U0026-1601201215581800&from=DEPT&deptid=D0026001002
http://etds.lib.ncku.edu.tw/etdservice/view_metadata?etdun=U0026-1601201215581800&from=DEPT&deptid=D0026001002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hugsweb.cgi?ccd=DRRfy9&o=s%B1%E4%B3%7B%A8j.adc
http://etd.lib.nctu.edu.tw/cgi-bin/gs/hugsweb.cgi?ccd=PRdcy.&o=s%B1%E4%B3%7B%A8j.adc


 15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張銀玲 台灣大學生英文議論文中人稱代名詞使用之功能分

析 

尤雪瑛 

陳怡蓁 隱喻及轉喻對英語為外語學習者之教學成效：以情

緒語言為例 

賴惠玲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劉秀蕙 英語條件句之第二語言習得 陳純音 

黃彥蓉 中文代名詞的名詞詮釋 陳純音 

黃于修 台灣叩應節目中認同的語言策略探討 蘇席瑤 

黃湘茹 中文會話共構現象之研究 畢永峨 

林書毅 古南島語否定詞構擬：以臺灣南島語為據 吳靜蘭 

鄭偉成 論漢語「跟」字句: 其句法範疇及語法化 吳曉虹 

楊禮旗 普拉德─威利症候群之概念系統：中文的個案研究 詹曉蕙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張苾含 英漢雙語學童聲韻覺識及詞素覺識與英漢認字能力

之相關研究 

胡潔芳 

陳俊光 

李馥蘭 漢語副詞「還」之語義、篇章、語用功能及其教學

應用 

陳俊光 

林曉榆 現代漢語「也」與日語相應形式之對比分析及教學

應用 

陳俊光 

王愛玲 現代漢語焦點句"是...的"已然義的分析與教學 鄧守信 

簡恬佳 現代漢語數量定語組的語法意義、篇章、語用分析

及教學應用 

陳俊光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KAZB0/record?r1=1&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KAZB0/record?r1=1&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KAZB0/record?r1=2&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9KAZB0/record?r1=2&h1=2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5240194%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5240194%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CeWNYY&o=s%E8%83%A1%E6%BD%94%E8%8A%B3.adc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CeWNYY&o=s%E9%99%B3%E4%BF%8A%E5%85%89.adc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6800135%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6800135%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GeSMYZ&o=s%E9%99%B3%E4%BF%8A%E5%85%89.adc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6800240%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6800240%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GeSMYZ&o=s%E9%99%B3%E4%BF%8A%E5%85%89.adc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094242107%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GeSMYZ&o=s%E9%84%A7%E5%AE%88%E4%BF%A1.adc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6800161%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6800161%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GeSMYZ&o=s%E9%99%B3%E4%BF%8A%E5%85%89.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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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紋萱 拒絕行為之難點分析及教學應用-以澳大利亞籍學

生為例 

謝佳玲 

鄧翠雲 意願動詞「想」、「想要」、「要」之語義與語用分析 鄧守信 

陳冠婷 現代漢語副詞「再」之語義、篇章和語用分析 陳俊光 

陳玟妤 現代漢語「是......的」句次結構分析與教學語法 鄧守信 

韋德名 回應讚美之語用研究： 以台灣人、德國人及德國華

語學習者爲例 

信世昌 

謝佳玲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侯靜宜 教師觀點下的國小移民子女華語習得個案研究 鍾鎮城  

俞慎昀 華語連詞「不然」/「要不然」/「否則」的言談語

用探析─以口語語料庫為本 

王萸芳 

劉子菁 華語近義詞「不好意思」、「抱歉」、「對不起」之分

析及其教學啟示-以語料庫為本 

陳亮光 

危佩珍 華語文學習者學習風格與華語文教材滿意度關係之

研究－以《實用視聽華語》第三冊為例 

陳亮光  

楊晏彰 華語「看來」與「來看」的語篇功能探究 王萸芳 

薛ㄧ菁 華語「反正」的言談語用功能探究—以口語語料庫

為本 

王萸芳 

黃雅欣 巴拉圭學習者在華語塞音、塞擦音之嗓音起始時間

特性研究 

王本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研究生 論文題目 指導教授 

謝金福 郡社群布農語的比較句結構 魏廷冀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7800065%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7800065%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OeaOYb&o=s%E8%AC%9D%E4%BD%B3%E7%8E%B2.adc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094242110%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SeGJYc&o=s%E9%84%A7%E5%AE%88%E4%BF%A1.adc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6800173%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id21Yg&o=s%E9%99%B3%E4%BF%8A%E5%85%89.adc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6800044%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id21Yg&o=s%E9%84%A7%E5%AE%88%E4%BF%A1.adc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7800302%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fyUYB&o=sid=%22GN0697800302%22.&v=-1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dy0Yh&o=s%E4%BF%A1%E4%B8%96%E6%98%8C.adc
http://scholar.lib.ntnu.edu.tw/cgi-bin/gs/ntnugsweb.cgi?ccd=mdy0Yh&o=s%E8%AC%9D%E4%BD%B3%E7%8E%B2.ad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Z7ZNz8&o=s%E4%BE%AF%E9%9D%9C%E5%AE%9C.au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Z7ZNz8&o=s%E9%8D%BE%E9%8E%AE%E5%9F%8E.ad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d7dMz9&o=s%E4%BF%9E%E6%85%8E%E6%98%80.au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d7dMz9&o=s%E7%8E%8B%E8%90%B8%E8%8A%B3.ad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d7dMz9&o=s%E5%8A%89%E5%AD%90%E8%8F%81.au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d7dMz9&o=s%E9%99%B3%E4%BA%AE%E5%85%89.ad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R7RPz.&o=s%E5%8D%B1%E4%BD%A9%E7%8F%8D.au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R7RPz.&o=s%E9%99%B3%E4%BA%AE%E5%85%89.ad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hkiz0C&o=s%E6%A5%8A%E6%99%8F%E5%BD%B0.au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hkiz0C&o=s%E7%8E%8B%E8%90%B8%E8%8A%B3.ad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lkmy0D&o=s%E8%96%9B%E3%84%A7%E8%8F%81.au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lkmy0D&o=s%E7%8E%8B%E8%90%B8%E8%8A%B3.ad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xky30G&o=s%E9%BB%83%E9%9B%85%E6%AC%A3.au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xky30G&o=s%E7%8E%8B%E6%9C%AC%E7%91%9B.ad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NkO40J&o=s%E8%AC%9D%E9%87%91%E7%A6%8F.auc
http://140.127.53.10/cgi-bin/cdrfb3/gsweb.cgi?ccd=NkO40J&o=s%E9%AD%8F%E5%BB%B7%E5%86%80.a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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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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嘉琳 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1,000 2011/3/19 

江丕賢 東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2,000 
2011/01/17 

2011/12/29 

張妙霞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副教授 1,000 2011/3/19 

張顯達 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副教授 1,000 2011/3/19 

陳純音 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6,750 2011/12/16 

黃慧娟 中央研究院語言所副研究員 1,500 2011/3/19 

葉美利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台語所副教授 1,500 2011/3/19 

 

 

新會員名錄 

姓名 會員身份 現職 

全茂永 學生會員 新竹敎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 

黃惠汶 學生會員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 

趙文璧 學生會員 新竹敎育大學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博士班一年級 

羅彥喆 學生會員 南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一年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