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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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NCL」議程 

 

日期：2016 年 3 月 24 日（星期四）~25 日(星期五) 

地點：大同大學  尚志教育館（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40 號） 

主辦單位：大同大學應用外語系、台灣語言學學會 

協辦單位:大同大學外語教育中心、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聯絡電話：（02） 2182-2928   分機 6828、7542  

 

 

2016 年 3 月 24 日 (星期四) 第一天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 09：00 報到 
09：00 ~ 09：10 開幕式 ─ 何校長明果（大同大學校長） 

台灣語言學學會 會長           

09：10 
│ 

10：10 
(60 mins) 

專題演講 (一) 

專題演講: 賴惠玲 教授 (政治大學英文系 特聘教授) 

專題演講題目: The Emergence of Metaphor in Media Discourse: 

Evidence from < ngangjiang stiff neck> in Taiwan Hakka 

主持人: 謝舒凱 教授 (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10：10  ~10：40 茶敘 

10：40 
│ 

12：10 
(90 mins) 

口頭論文 第一場  

主持人: 齊莉莎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1. 題目: 亞斯伯格症學童的動作隱喻句處理之研究  

發表人: 林姿廷 嘉義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蔡姿妤 嘉義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評論人: 李佳霖 教授 (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2. 題目: The Syntax of Sentence Final Particle “shuo” in 

Mandarin Chinese  

發表人: 陳孟瑄 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 

評論人: 葉美利  教授 (新竹教育大學 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

研究所) 

3. 題目: The Regressive Place Assimilation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n Optimality Theoretic Analysis 

發表人: 陳淑芬 臺灣師範大學 英文系碩士班 



評論人: 王旭 教授 (元智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12：10  ~ 13：10 午餐 

13：10  ~ 14：10 海報論文 

1. Contraction of Disyllabic Words in Taiwan Mandarin: An OT 

Analysis      鄭羽辰 

2. 探討客家話-兩子-合併稱謂詞: 因家庭結構改變造成語言流

失的現象     黃火盛 

3. 閩南語「bué(尾)」字的語意延伸     林曉瑛 

4. Pronoun acquisition in deaf children     林韋伶 

5. 賽德克語「Utux」以認知觀點分析研究   梁奕萱 

6. The Study of “Come-Go” Construction in Taiwan Mandarin and 

Taiwan Southern Min                    許詠惠 

14：10  ~ 15：40 
(90 mins) 

口頭論文 第二場 

主持人: 葉美利 教授 (新竹教育大學 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

研究所) 

4. 題目: A Sociolinguistic Study on Code-switching in Taiwan 

Online News  

發表人: 王湘茗 台北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碩士班 

評論人: 謝佳玲 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 

5. 題目: 淺談排灣語望嘉方言的罵人文化  

發表人: 林麗娟 新竹教育大學 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評論人: 齊莉莎 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6. 題目: The Meaning Extension of The Morpheme Wei (微) in 

Mandarin Chinese  

發表人: 胡淞筌 臺灣師範大學英文系碩士班 

評論人:   黃漢君  教授 (新竹教育大學 英語教學系) 

15：40  ~ 16：10 茶敘 

16：10 ~17：40 
(90 mins) 

口頭論文 第三場 

主持人: 黃漢君  教授 (新竹教育大學 英語教學系) 

7. 題目: Acquisition of Gapless Passives in Mandarin: The 

Linguistic Maturation Hypothesis vs. the Semantic Bootstrapping 

Hypothesis?  

發表人: 鄭偉成 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 

評論人:  謝妙玲 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8. 題目: Deriving the VP-mo Questions in Hakka  



發表人: 鄭偉成 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 

        謝雁茹 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 范瑞玲 教授 (聯合大學 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9. 題目:  What Gets Borrowed and How: A Case Study of 

Loanwords from Chinese in Taiwan Sign Language  

發表人: Devin Tankersley 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 

評論人: 張榮興 教授 (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17：40 ~ 20：00 晚宴 



2016 年 3 月 25 日 (星期五) 第二天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 ~ 09：00 報到 
09：00 ~10：00 專題演講(二) 

專題演講: 連金發 講座教授 (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專題演講題目: 閩南語繫詞和相關句式探討 

主持人:  黃美金  教授 (實踐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10：00  ~ 10：30 茶敘 

10：30  ~ 12：00 
(90 mins) 

口頭論文 第四場 

主持人: 洪媽益 教授 (台北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10. 題目: 從認知角度談中文動詞「裝」及其近義詞之典型事

件概念結構  

發表人: 郭京嫚 交通大學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 

評論人: 鍾曉芳 教授(政治大學 英國語文學系) 

11. 題目: A Corpus-Based Lexical Semantic Study of 

Near-Synonymy: The Case of 塞Sai and堵Dǔ in Mandarin 

Chinese  

發表人: 蕭妤珍 交通大學外國文學與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 

評論人: 宋麗梅 教授 (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12. 題目: Language Change and Cognition : A Case Study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in Ilan Variety /uinn  

發表人: 李奎皓 台北科技大學應英所碩士班 

        賴俊儒 宜蘭大學外文系碩士班 

評論人: 張妙霞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12：00  ~ 13：30 午餐 

13：30  ~ 15：00 
(90 mins) 

口頭論文 第五場 

主持人: 張妙霞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13. 題目: A Semantic and Pragmatic Study on Ke3ai4 in 

Mandarin  

發表人: 陳鈺潔 臺灣師範大學 英文系碩士班 

評論人: 黃舒屏 教授 (逢甲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 

14. 題目: Metaphor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n Popular 

Science Text The Selfish Gene  

發表人: 吳佳穎 彰化師範大學翻譯所碩士班 

評論人: 張中倩 教授 (台北大學 應用外語學系) 

15. 題目: Analysis on Syntactic Characteristics of 

African-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 and Retranslation with 

Those of Taiwanese Mandarin in Movie Subtitling: A Case Study 

on The Help(2011)  



發表人: 陳怡琇  彰化師範大學翻譯所碩士班 

評論人: 洪媽益 教授 (台北科技大學 應用英語系) 

15：00  ~ 15：30 茶敘 

15：30  ~ 17：30 
(120 mins) 

口頭論文 第六場 

主持人: 宋麗梅 教授 (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16. 題目: Impoliteness, Masculinity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the Responses to Advice Requests on BBS  

發表人: 謝承諭 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 

評論人: 蘇席瑤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17. 題目: 「這邊」與「那邊」詞串的詞彙化  

發表人: 李慧君 台灣大學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評論人: 陳正賢 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18. 題目: 探討台灣閩南語“ná+X+ná+Y”句式  

發表人: 許雅婷 新竹教育大學 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碩士班 

評論人: 張群 教授  (台中科技大學 應用中文系) 

19. 題目: Exploring Endophoric Functions of Zhe- in Spoken 

Mandarin and Ko- in Spoken Japanese  

發表人: 樊毓 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碩士班 

評論人: 呂佳蓉 教授 (台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賦歸 

 

 

 

 

 

 

 

 

 

 

 

 

 

 

 

 



二、參與狀況： 

  2016年 3月 24日(四)~3月 25日(五)，於大同大學教育館所舉辦之「2016 第

十七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The 17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3月 24日第一天開幕儀式，早上 9點正式開始舉行，儀式中請到大同大學何

校長明果及台灣語言學學會謝副會長舒凱致詞。今年研討會會議主題為-語言之

使用 Conference Theme: Language in Use。 

  兩天的研討會中，我們各邀請一位專題講者，第一天專題演講由政治大學英文

系特聘教授-賴惠玲教授擔任特邀講者。講題為: The Emergence of Metaphor in 

Media Discourse: Evidence from < ngangjiang stiff neck> in Taiwan Hakka，賴教授

於演講上先介紹隱喻的發展理論，並以多樣例句來解釋說明。演講中賴教授提出

兩個重要的議題-1.隱喻的文化基礎、文本與言談中的隱喻-實際使用中的隱喻要

如何識別 2.概念隱喻係經在真實世界中，人與文化互動發展而來。及介紹多種

的隱喻使用。最後提到客家‘硬頸’，在客家意象形塑與報紙媒體之使用，硬頸

的意義翻轉，賴教授精彩又生動的演講，也引起現場熱烈的討論。 

  第二天專題演講由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講座教授-連金發教授擔任特邀講

者。講題為: 閩南語繫詞和相關句式探討。連教授本次的演講從共時和歷時兩方

面來探討閩南語中繫詞句式和相關（特別是小句）句式。兩句式用法上不盡相同，

但這兩類句式可以假定有個共通的謂語詞組結構，其中以功能投射出的謂語詞組

為核心，佔據謂語詞組限定語位置是第一個名詞組，佔據補語位置為第二名詞

組，此核心可隱可顯，可表現為繫詞或零形式，繫詞並非只有一種，可以是「是」

或「做」或其他語詞，反映出的語意特徵與動相的恆態或暫態之分有密切關係。

繫詞組句式可分謂語式、定值式、等同式、指認式四類。繫詞兩邊的名詞組有指

稱性和非指稱性分佈上的區別，也有主題焦點分佈的差異。繫詞子句中兩個名詞

組如何呈現為主語和賓語，繫詞性根句句和繫詞性小句有何分野，繫詞後的謂語

性名詞可再疊加出多少層的功能範疇等，這些理論問題都將加以探究。此外也檢

討閩南語繫詞和上古中古漢語中的繫詞在類型上有何異同。連教授精闢的演講及

分析，現場與會者均給予熱烈的迴響。 

  本次會議主題，語言之使用，論文發表者所發表之論文涵蓋多樣，包含華語、

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及手語，均有相關議題發表。針對發表論文，每篇的評

論者給予發表者的肯定、不同的分析看法、問題修正，相信都給予發表者在議題

上能有更完整的作品。 

  研討會兩天舉辦時間雖都下著雨但絲毫不澆熄參與狀況，兩天研討會參與人員

達 204人次，參與者皆給予高度評價，藉由發表者的發表，評論者的談論，與會

者的回饋，互相交流分享，相信大家都收穫良多，也感謝所有參與者使活動充實

圓滿。 

  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自 2000年起已舉辦過十六屆，歷屆會議所累積之成果

有目共睹。大同大學應用外語學系非常榮幸能接辦第十七屆會議，並由科技部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大同大學外語教育中心協助，希望能延續前人優良傳統，

提升研究生從事語言學研究的高度及廣度，為台灣語言學界的未來注入新的活

力。 

 

 

 

 

 

 

 

 

 

 

 

 

 

 

 

 

 

 

 

 

 

 

 

 

 

 

 

 

 

 

 

 

 

 

 



三、研討會活動照片 

 

何校長致詞 

 

第一篇論文發表-亞斯伯格症學童的動作隱喻句處理之研究 



 

專題演講者，賴慧玲教授回答與會者問題 

 

王旭教授評論第三篇論文- The Regressive Place Assimilation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n Optimality Theoretic Analysis 



 

海報論文發表 

 

第九篇論文發表- What Gets Borrowed and How: A Case Study of Loanwords from 

Chinese in Taiwan Sign Langu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