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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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The 18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NCL 

會議議程 
 
日期：2017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25 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圖書館校區博愛樓五樓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台灣語言學學會 
協辦單位：台灣華語文教學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科技部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7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第一天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開幕式：貴賓致詞 

 
09:10~10:10 
（60 分鐘） 

專題演講（一） 
專題演講人：何寶璋 教授（美國合理大學） 
專題演講題目：語言學學習的意義何在：從「打臉」自己說起 
主持人：何德華 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10:10~10:30 茶敘 

10:30~12:00
（90 分鐘） 

論文口頭發表 第一場 
主題：語用與句法研究 
司儀：吳晏銘、邱郁婷 

1. 題目：華語句末助詞「呢」之書面和言談語用功能探究及其教

學建議 
   發表人：張孫悅（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評論人：呂佳蓉 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2. 題目：華語口語中反對意見表達之語步結構：母語者與日籍學

習者比較分析 
   發表人：栗原祐美（明新科技大學 旅館事業管理系） 
   評論人：王萸芳 教授（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3. 題目：Evidential and epistemic modals in interrogatives of 



Mandarin Chinese 
發表人：余信賢（淡江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 
評論人：陳俊光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暨研

究所） 
12:00~13:10 午餐 

13:10~14:10 
（60 分鐘） 

海報論文發表 
A. 題目：海陸客家語的入聲和鼻音韻尾音韻覺識教學研究   

發表人：黃家馨（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B. 題目：太魯閣語與漢語「洗」的詞彙語意及語用分析   

發表人：金佩儀、蘇美如（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

學研究所） 
C. 題目：科普英譯中明朗化研究：以《天下》雜誌為例 

發表人：鄭勝得（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翻譯研究所） 
D. 題目：The Study on Gender Bias in Mandarin Name Pairs  

發表人：鄭榆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碩士班語言組） 
E. 題目：台灣流行歌詞中的隱喻：以五月天為例  

發表人：簡嫈倢（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F. 題目：漢語及臺語對比分析：心理動詞與賓語前置  

發表人：顏加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

究所） 
G. 題目：國小高年級學生語言學習策略與英語學習成效之相關研

究 
發表人：姚甸京（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H. 題目：中日禮貌表達方式之跨文化對比－以自我敘述言談中的「謙

遜」為例 
發表人：真島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 

14:10~15:40 
（90 分鐘） 

論文口頭發表 第二場 
主題：語音與語音教學研究 
司儀：紀孫澧、謝佳霖 

4. 題目：聽清楚真的才能講明白：加強聽辨能力是否有助於發音 
   發表人：王靖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 

評論人：馮怡蓁 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5. 題目：An OT Analysis of Mandarin Interference in the Pronunciation of 

English    

Obstruent-Obstruent Clusters   
  發表人：葉慈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英語學系）      
      評論人：劉德馨 教授（國立臺灣大學 華語教學碩士學位

學程） 



6. 題目：Lor in colloquial Singapore English: A Socio-Phonological 
analysis 

   發表人：黃筠庭（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所） 
評論人：歐德芬 教授（中原大學 應用華語文教學系） 

15:40~16:10 茶敘 

16:10~17:40 
（90 分鐘） 

論文口頭發表 第三場 
主題：社會語言與文化研究 
司儀：紀孫澧、謝佳霖 

7. 題目：「口頭程式理論下」新疆民間漢語歌謠語言研究 
發表人：馬靜（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

究所） 
評論人：蕭惠貞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暨研

究所） 
8. 題目：郡群布農語是非問句類型研究 

發表人：打亥‧伊斯南冠‧犮拉菲（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臺灣歷史文化

及語言研究所） 
評論人：何德華 教授（國立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9. 題目：語境限制性和頻率對成人學習第二語言新詞的影響 
發表人：黃玉樹、翁佳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 
評論人：劉秀雪 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

究所） 
18:00 晚宴（受邀學者） 

 
2017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第二天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10:00 
（60 分鐘） 

專題演講（二） 
專題演講人：山崎 直樹 教授（関西大學 外國語學部） 
專題演講題目：『交際能力指標』需要什麼樣的語法與語用教學？ 
主持人：曾金金 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 

10:00~10:30 茶敘 

10:30~12:00 
（90 分鐘） 

論文口頭發表 第四場 
主題：語意與詞彙研究 
司儀：吳晏銘、邱郁婷 

10. 題目：泰雅語及臺灣閩南語在親屬稱謂詞的語意分析與對比 
發表人：陳品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

究所） 
評論人：鄭縈 教授（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



所） 
11. 題目：排灣社會語言接觸引起詞序及格位標記系統的變異－以

Masilid 部落為例 
發表人：洪順義（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評論人：齊莉莎 教授（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 

12. 題目：從煮、烤概念詞彙看賽德克的烹煮文化 
發表人：梁奕萱、陳幸怡（國立清華大學 臺灣語言研究與教

學研究所） 
評論人：謝富惠 教授 （大同大學 應用外語系） 

12:00~13:30 午餐 

13:30~15:00 
（90 分鐘） 

論文口頭發表 第五場 
主題：閱讀、理解與詞意研究 

司儀：紀孫澧、謝佳霖 
13. 題目：以自主步調閱讀任務探討文句呈現方式對中文閱讀之效

應 
發表人：莊雅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 
評論人：徐東伯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暨研

究所） 
14. 題目：Challenges and strategies in English-to-Mandarin sight 

translation: An     
   eye movement study 
發表人：羅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翻譯研究所） 
評論人：徐東伯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暨研

究所） 
15. 題目：To Believe or not to Believe-That’s an Attitudinal Question 
   發表人：鄭偉成（國立清華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評論人：徐東伯 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系暨研

究所） 
 
 



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本次研討會舉辦日期為 3 月 24 日及 25 日，舉辦地點為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圖書館校區博愛樓五樓國際會議廳。主辦單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華語文教學系﹑台灣語言學學會。協辦單位為：台灣華語文教學學

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本次研討會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曾金金主任﹑謝

佳玲教授﹑王雪妮助教參與研討會各項工作。本系碩博士班研究生共

計 22 位投入研討會各項工作，包括協助處理收稿﹑整理成統一格式﹑

寄發郵件﹑與投稿者聯繫等。在研討會召開的二天中，與主持人溝通﹑

協調發表人﹑評論人﹑時間掌控﹑舉牌等事物亦由本系研究生負責。 

共有 76 位國內外學者報名。由美國合理大學何寶璋教授發表專題演

講，講題：語言學學習的意義何在：從「打臉」自己說起。日本關西

大學外國語學部山崎直樹教授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交際能力指

標』需要什麼樣的語法與語用教學？ 

本次研討會共發表 15 篇論文﹑海報論文 8 篇，會議主題：語言學與

語言教學﹑子題包括：句法學 (Syntax)、語意學 (Semantics)、音韻

學 (Phonology)、語音學 (Phonetics)、語用學 (Pragmatics)、社會語言

學 (Sociolinguistics)、認知語言學 (Cognitive Linguistics)、功能語言

學  (Functional Linguistics)、華語教學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語言習得 (L1/L2 acquisition)、言談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應用語言學 (Applied Linguistics)、心理語言學 

(Psycholinguistics)、神經語言學 (Neurolinguistics)、歷史語言學 

(Historical Linguistics)、語料庫語言學 (Corpus Linguistics) 等。 

 
 



三、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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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師大宋曜廷副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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