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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議程： 

4/27 議程 

09:00~09:10 開幕致詞：中正大學講座教授兼人社中心主任 戴浩一 

09:10~09:50 
主持人： 

蔡維天 

杜佩芬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戴浩一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Branching Direction and 

the Processing of Chinese 

Relative Clauses 

09:50~10:30 
張永利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Mandarin Transitive GEI 

and Phasehood 

10:30~10:50 茶敘 

10:50~11:30 

主持人： 

馬傑生 

謝妙玲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Distributivity, Genericity 

and Maximality in Chinese 

11:30~12:10 

羅振南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 

翻譯及語言學系 

The Syntax of Relative 

Clauses in Tagalog 

12:10~13:20 午餐時間 

13:20~14:00 

主持人： 

謝妙玲 

蔡維天 

國立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Syntax-Semantics 

Mismatches, Focus 

Movement and Light Verb 

Syntax 

14:00~14:40 
廖偉聞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Searching for the Silent 

Heads 

14:40~15:20 
林若望 

國立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The Adjective-duo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15:20~15:40 茶敘 

15:40~16:20 

主持人： 

廖偉聞 

馬傑生 

靜宜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An Evolutionary Account 

of Greenberg’s Universal 1

16:20~17:00 
黃瑞恆 

慈濟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Deriving Chinese 

Alternative Questions: To 

Move or Not to Move? 

18:00~ 晚宴 



 
 
 

4/28 議程 

09:00~09:40 

主持人： 

郭珮蓉 

張寧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The Formal Constraints on 

the Left-Edge Modifier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09:40~10:20 
羅佳雯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Blocking in Chinese 

Eventuality Counting 

Expressions: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10:20~10:40 茶敘 

10:40~11:20 

主持人： 

澤田深雪 

郭怡君 

國立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 

暨研究所 

Syntactic development by 

children of Indonesian in 

Taiwan 

11:20~12:00 

林惠玲 

國立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暨研究所 

Expressing Benefaction and 

Malefaction in Taiwan 

Southern Min 

12:00~13:20 午餐時間 

13:20~14:00 

主持人： 

羅振南 

王一奇 

國立中正大學哲學系暨研究所 

侯維之 

國立中正大學哲學系暨研究所 

Conditionals and 

Backtracking Evaluations 

14:00~14:40 
吳俊雄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Modal Subordination in 

Chinese: The Case of 

Epistemic Modals 

14:40~15:20 

郭珮蓉 

國立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 

暨研究所 

Two Types of Distributive 

Quantifier in Mandarin 

Chinese 

15:20~15:40 茶敘 

15:40~16:20 
主持人： 

林若望 

澤田深雪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Predicate Doubling as 

Concession in Japanese 

 
 
 
 



二、參與狀況： 

｢形式句法學暨形式語意學研討會｣ （簡稱 FOSS）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

究所湯志真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林若望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

研究所蔡維天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劉辰生教授等於 2002 年倡辦，

為台灣從事形式句法、語意相關研究之學者提供一個學術交流平台。研討會的研

究議題包括對世界任何語言的形式句法及形式語意的具體問題研究，語言學基礎

理論的研究，實驗句法學、心理語言學之句法語意研究、句法與語意習得研究等。

與會學者力求及時收集對自己尚處於醞釀階段的研究的反饋意見，了解並幫助其

他學者正在進行之研究，且對共同關心的重要議題進行最直接的辯論。與會師生

不僅能彼此學到新知，分享研究心得，施展較量科學思辯能力，而且能最有效地

排除他人對自己以及自己對他人理論的誤解。 

本研討會每一年多舉辦一次，由台灣各大學籌辦。今年為第九屆，由我們中

正大學語言研究所召集。本所所務會議正式通過接辦｢第九屆形式句法學暨形式

語意學學術研討會計畫書｣，籌備行動隨即展開。首先，從前屆之名單中，檢視

是否有近來回國從事相關研究、但尚未列入名單者。確定名單之後，則發出邀請

信，分別詢問是否有意願參與本次 FOSS，如果有意願則在十月二十四日前將演

講題目、摘要、國科會 C301 及 C302 表回覆給助理。最後，總計有 19 位發表人、

17 篇論文將在 FOSS-9 會議中進行發表，其中包含了 FOSS 研討會創辦人之一的

林若望教授、蔡維天教授，更有遠道從香港應邀前來的羅振南（Paul Law）教授

一同前來發表。發表人們來自於台灣從北到南各個學校，可說網羅了全台語言學

界重要人物參與。參與者名單如下表： 

 

姓名 任職單位（校、系） 擔任工作 

戴浩一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所 發表人 

杜佩芬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所 發表人 

張永利 中央研究院語言所 發表人 

謝妙玲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發表人兼 



主持人 

蔡維天 國立清華大學語言所 
發表人兼 

主持人 

林若望 國立交通大學外文系 
發表人兼 

主持人 

馬傑生 靜宜大學英文系 
發表人 

兼主持人 

羅佳雯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所 發表人 

張寧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所 發表人 

吳俊雄 國立中正大學語言所 發表人 

林惠玲 國立中正大學外文系 發表人 

王一奇 國立中正大學哲學系 發表人 

侯維之 國立中正大學哲學系 發表人 

郭怡君 國立嘉義大學外語系 發表人 

郭珮蓉 國立嘉義大學外語系 
發表人兼 

主持人 

澤田深雪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 
發表人兼 

主持人 

黃瑞恆 慈濟大學英美語文學系  發表人 

羅振南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 
發表人兼 

主持人 

廖偉聞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發表人兼 

主持人 

 

至於諸位發表者的題目，更是十分豐富。不僅張永利老師、謝妙玲老師、蔡

維天老師、林若望老師、張寧老師、吳俊雄老師、林惠玲老師、黃瑞恆老師、廖

偉聞老師、郭佩蓉老師、澤田深雪老師、羅振南老師以精闢的形式語法學和語意

學的觀點，剖析漢語、閩南語、英語、日語以及菲律賓語中的語法語意現象，馬

傑生老師以優選論討論英語語法現象的論點更是別樹一格。而不僅僅是形式語言

學的研究，杜佩芬同學及戴浩一老師、羅佳雯助理運用了不同於形式語意學的實

驗方法，試圖以實證、統計等方法來證明語言現象，討論人類在使用語言時的思

考、理解等歷程。而郭怡君老師更是自語言習得的角度，探討新移民配偶第二代

學習漢語、閩南語時所遇到的現象。王一奇老師更是以嚴密的邏輯思維，自哲學



家的角度討論人們對於語意的思考和成立的邏輯推導過程、現象。 

在確定發表人名單以及發表之論文題目後，隨即展開了一連串的宣傳活動。

包括印製海報發送到全台各大專院校與語言學相關系所，也多次在台灣語言學學

會電子報上刊登活動資訊，讓全台灣對於語言學領域有興趣的學者、學生廣為周

知。在今年 3 月初開放報名之後，截至報名截止日期前，吸引了近百人報名。報

名者許多來自鄰近的學校嘉義大學、成功大學、高雄師範大學，更有許多從清華

大學、交通大學、台灣師範大學、中央研究院以及台灣大學的語言所學生及學者

熱烈參與。雖然在會議舉辦當日，風雨稍大，但也並未阻擋報名者們的熱情，使

得這次會議熱鬧非凡。 

在會議進行當中，發表人將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有限的時間內具細靡遺、

深入淺出的與在座所有參加者分享，期望可以得到參與者的回饋。而許多與會學

者，更是不吝於提出自己的意見，與發表人談論，不但指出研究之可能遺漏之部

分，也提供了許多新的思考方向、對於問題的可能解決方法等，讓每一位發表人

都能夠得到重要的意見，得以作為未來改進自己研究、發展新的研究方向及領域

的重要參考，這也正是此次 FOSS-9 舉辦的最重要目的和精神。 

本次由中正大學語言所所主辦之 FOSS-9，承蒙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及中正大學文學院之協助，以及學者、同學們的熱情參與，不僅過程相當順利，

內容也相當豐富精彩。感謝所有與會者對於本次會議的投入，期盼以後能再有機

會舉辦類似會議，提供所有語言學界的學者們一個相互交流、切磋，成長及學習

的機會。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開幕致詞：中正大學講座教授兼人社中心主任 戴浩一 

 
4/27 第一場主持人蔡維天老師 

 

4/27 第一場發表人杜佩芬、戴浩一 

 

 

 

 



4/27 第一場發表人張永利 

 

4/27 第二場發表人謝妙玲 

 

4/27 第二場發表人羅振南 

 

 

 

 

 

 



4/27 第二場主持人馬傑生 

 

4/27 第三場主持人謝妙玲 

 

 

 



4/27 第三場發表人林若望 

 

4/27 第三場發表人廖偉聞 

 

4/27 第三場發表人蔡維天 

 

 

 

 

 

 



4/27 第四場發表人馬傑生 

 

4/27 第四場發表人黃瑞恆 

 

4/27 第四場主持人廖偉聞 

 

 

 

 

 

 



4/28 第一場發表人張寧 

 

4/28 第一場主持人郭佩蓉 

 

 

 



4/28 第一場發表人羅佳雯 

 

4/28 第二場發表人郭怡君與主持人澤田深雪 

 

4/28 第二場發表人林惠玲 

 

 

 

 

 

 



4/28 第三場發表人王一奇 

 

4/28 第三場發表人郭佩蓉 

 

4/28 第三場發表人吳俊雄 

 

 

 

 

 

 



4/28 第三場主持人羅振南 

 

4/28 第四場主持人林若望 

 

4/28 第四場發表人澤田深雪 

 

 

 

 

 

 



與會者聆聽演講 

 

 

 

 

 

 

 

 

 

 



各場次討論提問時間 

 

 

 



 

茶敘、晚宴用餐 

 

 

 

 

 

 

 

 

 



工作人員以及發表人大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