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議程： 

5 月 2 日（星期六）第一天 
時間 活動內容 

8:30-9:00 報到 
9:00-9:10 開幕式 (第二會議室) 

政治大學張昌吉副校長 
外語學院張上冠院長 

臺灣語言學學會理事長謝妙玲教授 
9:10-10:10 
(60 mins) 

專題演講（一）(第二會議室) 
演講人：徐嘉慧教授 

講題: Co-expressiveness of language and gesture 
主持人：臺灣語言學學會理事長謝妙玲教授 

10:10-10:40 茶敘 
10:40-12:10 
(90 mins) 

口頭論文第一場 
Session 1 (第二會議室) 

語用與言談分析 
主持人：何莉玉 
 
1.題目: Speech Acts in Taiwan Sign Language 
發表人：洪小菁 
評論人：徐嘉慧教授 
 
2. 語尾助詞“啊”語法試析與其對外教學 
發表人：鄭思婷 
評論人：蕭季樺教授 
 
3.題目: 賽德克語指示詞 nii「這」的多重功能研究 
發表人：羅沛文.  
評論人：齊莉莎教授 

12:10-13:00 午餐 
13:00-14:00 海報論文發表(第三會議室) 



◆題目: English Stress Shift Errors by Mandarin Speakers 
發表人：曹雅雯.  
 
◆題目：Visual Training on Thai Tones by Mandarin Learners 
發表人：蔡慶伶 
 
◆題目：排灣族語 anga 之語意與語用的功能 
發表人：宋杜莉 
 
◆題目：韻律焦點在中文疑問詞的角色 
發表人：董宗霖 
 
◆題目：Question Postings on BBS Fitness Board: Non-agency as 

Identity Construction 
發表人：郭書廷 

14:00-15:30 
(90mins) 

口頭論文第二場 
Session2 (第二會議室) 

音韻與語意 
主持人：藍天佑 
 
4.題目: Two types of empty catego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Atayal and Saisiyat 
發表人：周一銘 
評論人：吳俊雄教授 
 
5.題目: Tone Sandhi in Si Xian Hakka Reduplication 
發表人：曾瓊儒  
評論人：王旭教授 
 
6.題目: 台灣閩南語 i, u, oo, o 元音於不同環境下的音質與舌位

分布差異 
發表人：許雅婷 
評論人：王旭教授 

15:30-16:00 茶敘 
16:00-17:30 

(90mins) 
口頭論文第三場 

Session3 (第二會議室) 
語法與構詞 



主持人：葉竺弦 
 
7.題目: The Functions of Overt and Covert BEs in English: An 

 Empirical Study 
發表人：程昱瑋.  
評論人：江丕賢教授 
 
8.題目: Parasitic gaps licensed by overt movement in Mandarin: A 

View from Empirical Syntax 
發表人： 鄭偉成、駱皓正 
評論人：丁仁教授 
 
9.題目: 從視點看日語感情形容詞謂語句的人稱限制 
發表人：古賀悠太郎  
評論人：呂佳蓉教授 

17:30-20:00 研討會晚宴 

 



5 月 3 日（星期日）第二天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60mins) 
專題演講（二）(第二會議室) 

 演講人: 蔡維天教授 
講題: 漢語光桿數量句與模態詞的類型學 

Bare Quantity Construc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Typology of Modals 

主持人: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萬順教授 
10:00-10:30 茶敘 
10:30-12:30 
(120 mins) 

口頭論文第四場 
Session4 (第二會議室) 

語法 
主持人：林昆翰 
 
10.題目: The structural positions and properties of Mandarin 

 Reciprocal: huxiang 
發表人：蕭瑜薇 
評論人：蔡維天教授 
 
11.題目: 阿拉伯文中雙賓動詞的受詞次序:以 [ʔaʕtˤaː](給)為例 
發表人：林政緯 
評論人：謝妙玲教授 
 
12.題目: 中文的「可」和「是否」 
發表人：陸大中  
評論人：蔡維天教授 
 
13.題目: Adjectival Modification of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發表人：石世鵬 
評論人：謝妙玲教授 

12:30-13:30 午餐 
13:30-15:00 

(90 mins) 
口頭論文第五場 

Session 5(第二會議室) 
語音與音韻 



主持人：黃子權 
 
14.題目: French Law of Position: A perspective from the 

 Morphology-Phonology Connection 
發表人：唐威洋 
評論人：謝豐帆教授 
 
15.題目: Tone Sandhi in Mandarin-English Code-Mixing 
發表人：陳旻欣 
評論人：歐淑珍教授 
 
16.題目: Circular Tonal Chain Shifts in Leling Pre-light Syllable 

 Positions 
發表人：凌旺楨  
評論人：謝豐帆教授 

15:00-15:30 茶敘 

15.30-17:30 
(120 mins) 

口頭論文第六場 

Session 6(第二會議室) 
語用與言談分析 

主持人：葉侃彧 
 
17.題目: Exploring CFL learners’ Usage of Ranhou in Telling 

 Frog Story 
發表人：胡雪瀅 
評論人：張妙霞教授 
  
18.題目: At the Syntax-Pragmatics Interface: A Case of zuihao in 

 Mandarin 
發表人：鄭偉成 
評論人：張妙霞教授 
 
19.題目: 性別、社會距離對國語拒絕策略選用的探討 
發表人：林侑萱 
評論人：陳郁彬教授 
 
20.題目: Chinese speakers’ self-deprecation in online 

 information-sharing and demonstration-giving articles 
 about makeup and clothing 



發表人：陳薰磬 
評論人：陳郁彬教授 

~ 賦歸 ~ 

 
 
 
 
 
 
 
 
 
 
 
 
 
 
 
 
 
 
 
 
 
 
 
 
 
 
 
 
 
 
 
 
 
 



二、參與狀況： 

2015 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為兩天的會議，第一天(5/2)上午 9 點於國立政治大

學行政大樓 7 樓第二會議室舉行，開幕式中特別邀請政治大學張副校長昌吉、外

語學院張院長上冠致詞。張副校長在致詞中特別強調語言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現

代科技社會，舉凡物流的運送，數位科技的指令，都需要有深厚語言學研究背景，

再與資訊科學的合作，才能由機器來理解指令，能夠加速科技化的進步。張副校

長並在致詞後留下來聆聽第一場的專題演講，並與與會的本校及外校老師有許多

的互動。張院長也就院內語言學的研究成果致上祝賀之意，並鼓勵大家在會後之

餘享受一下美麗的校園。隨後主辦單位之一的台灣語言學學會會長謝妙玲教授也

指出政治大學在培養年輕語言學學者的努力上，已經卓然有成，政治大學培育出

來的學生現在已在台灣各學校崗位上教學研究。這也是這個研討會最重要的目標

---提攜後進學者。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所長張郇慧教授也指出全國語言學研討

會是學界的優良傳統，學生在會上除了有機會發表研究成果外，可以得到學界前

輩的指導，又有機會認識同領域的同學，他們將來都會是這個領域內的同事，因

此鼓勵他們多多參與這個會議，認識同儕。 

9:10 開始第一場的專題演講，由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教授徐嘉慧擔任，台

灣語言學學會謝妙玲理事長擔任主持人。徐教授的題目是 Co-expression of 

gesture and language，她用了許多錄音錄影資料讓與會者觀察我們在說話時如何

使用手勢來協助表達一些概念。手勢的研究在國內是很少的，因此在徐教授的演

講結束後引發熱烈的討論，提出的問題如：是否男女的手勢不同、頻率有差異、

跨文化的手勢語言又有何不同、手勢是否也有類型學等等。接下來的茶敘時間還

看到很多人聚集討論手勢問題。而張副校長對於手勢運用在物流上，交通指揮上



有很高的興趣，因此與資科系劉昭麟教授詢問合作的可能性，且對劉昭麟教授在

現場展示的搜尋軟體工具及其相關研究十分感興趣。 

這次會議劉昭麟教授主動提出要展示其所主持的「台灣數位人文小小讚」的計

畫，在現場提供劉教授與其學生所設計的資料庫搜尋軟體，現場搜尋關鍵詞，很

快就能看到搜尋結果，引起很多與會者的好奇及詢問。 

這次的會議主要是研究生的成果發表，主辦單位認為應藉著這個會議讓同學有機

會參與會議的流程，因此我們安排的主持人都是由博士生來擔任。因為會議由語

言所主辦，由英國語文學系及華語文教學碩博士學位學程合辦，因此我們找這三

個單位的博士生擔任主持人。早上第一場的論文發表由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博

士學位學程的博士生何莉玉同學擔任，這一場是語用與言談分析，共有 3 個同學

發表，所討論的語料有手語、華語、賽德克語。第一篇討論手語的語用層面，手

語與前一場的手勢是不同的，徐嘉慧教授提出了許多的研究點詢問發表同學徐小

菁，也讓同學有機會澄清報告中不足之處。第二篇討論華語中語尾助詞「啊」的

語法及教學上的應用，東海大學蕭季樺老師也針對其分類及教學上排序問題提供

教學上的思考方向。第三篇為賽德克語指示詞的功能，發表者為原住民學生，會

說賽德克語，齊莉莎研究員指出學生語料中的問題，並提供了研究的方向，學生

在母語研究上還有改進空間。 

12:30 開始為午餐時間，我們安排比較長的時間，為要讓與會者在用完餐之後有

時間去聆聽海報論文發表者介紹他們的研究。這次的海報論文共有 5 件，這五件

都涵蓋不同領域，有語音、句法、語用、語意，語言也包括華語、泰語、排灣語、

英語，雖然篇數不多，研究範圍十分廣而多元。其中有兩篇是大學生的作品，其

研究的設定及成果的口頭發表都已有基本研究的雛形，在場的老師詢問了他們的



背景後，對他們的表現讚譽有加。雖然是中午用餐時間，但在海報現場的五個發

表人都吸引了不少的聽眾，在報到處旁劉昭麟老師的展示處也聚集了很多人。這

樣的非正式、互動式的發表或展示似乎是個很好的模式，建議以後的研討會可以

多安排幾個場次的口頭論文發表或軟體研究工具之展示。 

下午 2:00 開始第二場的口頭論文發表，由英國語文學系博士生藍天佑同學主持，

藍同學準備充費，用其幽默而生動的口氣，帶動了現場的氣氛，事前對發表同學

及評論老師背景都做過功課。這一場主題為語音與語法，共有三篇論文發表，討

論的語有有賽夏語、泰雅語、閩南語與客語。第一篇為比較語法，討論賽夏語、

泰雅語的空範疇(empty category)的類型，發表過後，評論老師吳俊雄教授對分析

的方法提出了詢問，挑戰分析的邏輯性，與同學有很好的互動。第二第三篇為語

音的描述。評論王旭教授提醒同學要注意學術論文的體例，並提供不同的語料與

不同分析角度。 

在茶敘時間，還是有不少人對劉教授的語料分析軟體工具有興趣，劉老師的研究

生也都一一為大家說明。茶敘後第三場論文發表由語言所博士生葉竺弦擔任。這

場主題為語法與構詞，這兩個主題是這次大會論文投稿最多的領域，這場也有三

篇論文。第一篇是討論英文 BE 動詞的功能，江丕賢教授針對語料不足，分析欠

悉之處加以詢問，並鼓勵學生可以將這個論文擴大為碩士論文。第二篇論文從實

證心理學角度討論漢語 parasitic gaps 的問題，是屬形式語言學的分析，丁仁教授

舉出了更多的例子來挑戰及討論 parasitic gaps 與 movement 的關係。第三篇為日

本學者的報告，討論日語感情形容詞謂語句的人稱限制，提供了小說的素材，說

明視點角度可以不受人稱的限制。呂佳蓉教授從莊子內篇逍遙游開場，對日語的

現象作了十分生動有趣的介紹，並提供相當多的語料供發表人參考。 



第一天的會議在 6:00 結束，邀約了評論老師及工作同仁晚餐，晚餐在木柵茶園

用餐，除了欣賞美景外，還討論一天的流程是否還有改善空間，老師們也討論如

何能更吸引研究生及大學生參加這樣的論文研討會。 

第二天(5/3)早上 9:00 開始這個會議的第二場專題演講。邀請講員為國立清華大

學蔡維天教授，由語言所何萬順教授主持。蔡教授為形式語法學中的翹楚，他從

光桿數量句討論模態詞的類型學，勾勒出漢語模態詞在不同語法地位的分析，也

提供了許多最新的研究。他幽默的指出語言學是十分有趣的，形式語言學更是好

玩。他提到形式語言學可從語用的角度來找尋答案，要有開放的心胸來看待語

言，這與本次會議主題緊緊相扣，也深得到與會老師同學的贊同。 

接下來的茶敘還是有人圍著蔡教授繼續討論模態詞的類型問題，劉教授的展示現

場也都一直有同學詢問，直到下一場的發表前都還在熱烈討論，有同學因此找到

期末報告的題目。 

10:30 開始的第四場口頭論文發表主題為語法。由語言所博士生林昆翰同學擔任

主持人。這四篇都是形式語法的討論，三篇討論漢，一篇為阿拉伯語。第一篇討

論漢語「互相」的特徵及其結構上的位置，第三篇漢語的「可」和「是否」，由

蔡維天教授講評，他對這兩篇都給予不錯的評價，但對於論文中所舉的語料的合

法度(grammaticality)的問題，建議作者可以參考中正大學 James Meyers 教授網站

上的軟體，作合語法度的統計，免得讀者因其語料的爭議性而不接受對語言現象

的分析。第二篇為阿拉伯文中雙賓動詞的受詞次序，第四篇為漢語量詞句構中的

形容詞修飾語的結構與種類，由謝妙玲教授評論，提出了八大問，列舉了很多的

例子供同學參考。整場討論相當熱烈，發表的同學獲得很寶貴的意見，可以據此

修改其論文內容。 



午餐時間後為第五場的口頭論文發表，主持人為政治大學語言所博士生黃子權，

發表人也是三位，正好也都是語言所的研究生。這次會議語音學方面的文章較

少，而剛好語言所投稿語音/音韻文章的學生表現十分優秀，從眾多文章中評選

出來發表。更有趣的是兩個評論老師都與政大有關：歐淑珍教授的碩士學位是在

政大語言所，另一個評審老師謝豐帆教授大學是在政治大學讀的。這一場次的語

言包括法語、山東樂陵方言、漢英語碼混用。這一場次的發表在時間掌控上十分

精準，因此有更多互動的時間。謝豐帆教師針對研究問題、語料及分析方法都提

出犀利的問題，跟發表同學對話。歐淑珍老師也對漢英語碼混用的變調現象提供

了不一樣的分析，會場上也有人提出到底是 code-mixing 還是 code-switching，

這兩者有何不同的問題。 

最後的一個茶敘後就到了研討會最後一場(第六場)口頭論文發表。通常到了研討

會的最後一場，基本上只剩下發表人及評論人與少數的工作人員，但是這次的研

討會到最後還有將近 30-40 人在場，這在研討會上是十分少見的。最後一場的主

題是語用語言談分析，這個主題也在徵稿論文中收到比較多的稿件。這一場的主

持人是政治大學博士生葉侃彧，這一場共有四篇論文，討論的語言都是漢語。第

一篇從學習華語學生的語料中探討「然後」的用法，評論老師為張妙霞教授，對

於論文的內容給予肯定，也與同學對話了解語料的詮釋問題，同學表示還需要再

回去觀察語料，修正分析。第二篇的是用句法與語用的互動觀點看漢語中「最好」

的語意及其在句子中的位置。這與早上的專題演講的情態詞的類型的分析方法相

仿，張妙霞教授指出副詞的研究很不容易，但這篇文章以形式語法的角度看不同

類副詞在句中的位置與語意的關聯性，是個十分不錯的研究方向。第三篇文章為

性別、社會距離在國語拒絕策略選用的探討，評論老師為陳郁彬教授，他對這篇



論文的研究設計及所使用大量人力調查個作法大表贊同，與當年他也做過類似的

題目比起來，這個研究考慮的十分周全。同時他也提供了修改的建議。最後一篇

論文是國語母語使用者在網路上如何貶低自己來達到分享資訊的目的，陳郁彬教

授針對論文引用的理論及文化、禮貌原則的應用提出了修正。 

研討會準時在 5:30 結束了所有的論文發表，在閉幕式前我們準備了這兩天在研

討會上的拍攝的照片，播放了菁華部分，這種作法在這個研討會的傳統上沒有做

過的，因此觀眾看到這些照片，看見「歷史」的再現，也覺得十分有趣。閉幕式

上謝妙玲理事長感謝政治大學語言學主辦這次研討會，也提到研討會已經往下扎

根，最年輕的參與者才大一，而有幾個發表者也是大學部同學，足見我們的語言

學教育已經有相當的基礎，這樣的會還會持續下去。主辦單位語言學研究所所長

也感謝大家的參與、感謝背後審查摘要的老師、論文講評老師、全體的工作人員、

政大語言所全體老師的協助，使這個會議完滿結束，語言學界的優良傳統可以持

續。這次會議的人數沒有我們預期的那麼多，但是大家都認為中小型的研討會不

錯，大家互動的機會多。與會評論老師提到在他過往參加過的會議上，這一次學

生的論文水準相當高，也相當一致。我們再次強調這個會議是學生建立人脈最好

的地方，也是他們能拿到介紹信的場合，因為將來在會議上的同學都會是彼此的

同事，很高興政大語言所在這條路上曾經扮演媒合的角色，希望大家明年繼續支

持並鼓勵其他同學參加，讓優良傳統持續。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