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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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台灣語言學研究論壇 
暨 

台灣語言學學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日期：106 年 11 月 25 日（六）8:30 ~17:00 
地點：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 3 樓 301、302 會議室、303 教室 
主辦：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語言中心、台灣語言學學會 
協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8:30~8:50 報到（領取理監事選舉票） 

8:50~9:50 

開幕式 
頒獎（LST 終身成就獎、碩博士論文獎） 
終身成就獎得主專題演講 
合影 

9:50-10:10 休息時間 

10:10~11:15 

I-1 語法與語意 
主持人：江丕賢（東海大

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

文學院院長） 
(1) 廖偉聞（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助研究

員）: The conundrum 
of topicalization 
revisited 

(2) 周昭廷（台北醫學大

學語言中心助理教授

兼中心主任）: On 
Sinhala Subject Case 
Marking and 
A-movement 

(3) 黃瑞恆（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應用外語系副

I-2 南島語言學 
主持人：黃美金（實踐大

學應用外語學系教授） 
(1) 張永利（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研究

員）：Exclamatives in 
Tsou 
評論人：謝富惠 

(2) 謝富惠（大同大學應

用外語學系教授）：

排灣語疑問詞初探 
評論人：黃美金 

(3) 李佩容（國立東華大

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

系教授）：Metathesis 
in Formosan languages 
評論人：黃慧娟（中

I-3 華語教學 
主持人：張群（國立臺中

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助

理教授） 
(1) 陳振宇（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暨研究所研究講座）: 
如何將華語教學發展

成為具廣泛學術影響

力的學科領域? 
(2) 林翠雲（文藻外語大

學應用華語文系暨華

語教學研究所助理教

授）: 華語線上同步教

學專業知能師資培訓

及其相關研究─以文

藻外語大學遠距教學



教授）: 漢語「被」字

句與「由」字被動句

的語意及語法：從「小

偷被警察抓走了」與

「小偷由警察抓走

了」的比較談起 

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 
合作計畫示例 

11:20~12:25 

II-1 語音與音韻 
主持人：王旭（元智大學

應用外語系教授） 
(1) 謝豐帆（國立清華大

學語言學研究所副教

授）：Temporal 
organizations of 
on-glides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nd 
Hoiliuk Hakka  台灣

閩客語介音構音動態

之比較研究 
評論人：鄭秋豫（中

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

所特聘研究員） 
(2) 盧郁安（國立交通大

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

教授）：The effect of 
dialectal variation on 
word recognition: a 
case of Taiwanese 
Southern Min 方言差

異於詞彙辨識之影

響：以台灣閩南語為

例 
評論人：王旭 

II-2 認知語言學 
主持人：葉美利（國立清

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

教學研究所教授） 
(1) 龔書萍 （國立嘉義大

學外國語言學系暨研

究所副教授）: The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Fictive Mo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2) 謝菁玉（國立成功大

學外國語文學系教

授）: Embodiment in 
language 

(3) 呂佳蓉（國立臺灣大

學語言學研究所助理

教授）: Water-related 
landscapes in 
proverbs: a 
cross-linguistic 
analysis 
評論人：蘇以文（國

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教授） 

II-3 語料庫與語言教

學、研究 
主持人：謝舒凱（國立臺

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副

教授） 
(1) 許展嘉（國立臺北商

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The link 
between corpus data 
and linguistic theory 

(2) 陳正賢（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英語學系助理

教授）: Taiwan 
Biographical Ontology 
(TBIO): A Working 
Annotation Scheme 
for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Extra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Sociology of 
Literature 

(3) 李郁錦（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歐洲文化與觀

光研究所兼任助理教

授）: 大數據的預測

力、決策力和創造

力？再探語料庫之華

語教學應用 

12:30~13:40 
會員大會報告與討論事項 
理監事選舉開票 

午餐 

13:40~14:40 
III. 語用與言談分析 
主持人：王萸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 



特邀講者：鍋島弘治朗（關西大學文學部總合人文學科教授）:  
          Metaphor, Discourse and Society 
特邀對談人：張妙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14:45~15:50 

IV-1 心理與神經語言學 
主持人：徐東伯（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

系暨研究所副教授） 
(1) 郭怡君（國立嘉義大

學外國語言學系暨研

究所教授）: A 
Computerized 
Taiwanese Picture 
Vocabulary Test 

(2) 官英華（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副教授）: The role of 
phonological recoding 
in 
Japanese-as-a-foreign-
language reading: A 
study of Chinese 
learners of Japanese     

(3) 許淳潔（國立清華大

學外國語文學系副教

授）: The role of 
discourse context in 
L2 sentence 
processing 

(4) 謝芳燕（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助理教授）: The role 
of first language in 
second language 
syntactic processing 

IV-2 域外/少數民族語言 
主持人：吳聖雄（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

授） 
(1) 李惠琦（國立成功大

學外文系教授）: 語言

接觸下的語法改變—
以侗台語與漢語為例 

(2) 陳淑芬（國立清華大

學中國文學系副教

授）:梵漢對勘的詞彙

研究 
(3) 蕭素英（中央研究院

語言學研究所副研究

員）：A corpus-based 
diachronic study of 
‘SAY’ verbs in 
Mongolian and 
Manchu 
評論人：吳聖雄（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

學系教授） 

IV-3 外語教學 
主持人：陳純音（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

授） 
(1) 劉慶剛（國立臺北大

學應用外語系教

授）：From ESP to 
CLIL 

(2) 溫雅珺（靜宜大學日

本語文學系副教

授）：由日語學習者

的自我能力評估看學

習需求 
(3) 林娟娟（靜宜大學西

班牙語文學系副教

授）：西班牙語動詞

的藝術：教學的困難

及解決之道 
(4) 劉惠安（輔仁大學德

語語文學系副教

授）：德語教學中的

多媒體應用 

15:55~17:00 

V-1 隱喻與詞彙 
主持人：賴惠玲（國立政

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特

聘教授） 

V-2 閩客語研究 
主持人：范瑞玲（國立聯

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

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V-3 社會語言學 
主持人：胥嘉陵（國立臺

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

授） 



 
 

(1) 張榮興（國立中正大

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釣魚」

事件與隱喻的深度理

解 
(2) 鍾曉芳（國立政治大

學英國語文學系副教

授）：more is up? A 
Corpus-based Lexical 
Semantic Investigation 
of Malay Adverb Lagi 

(3) 段人鳳（國立台東大

學通識中心專任講

師）：Qualia Roles as 
Mapping Principles: A 
case study of 
DEMOCRACY IS X 
metaphor 

(1) 鄭縈（國立聯合大學

台灣語文與傳播學系

教授兼人文與社會學

院院長）：閩南語語

法研究的路無限寬廣 
評論人：謝妙玲（國

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

學系副教授） 
(2) 吳中杰（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

所副教授）：客語調

查與分析的疑難及解

決途徑一以閩浙邊境

汀州方言島為例 
評論人：江敏華（中

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 

(1) 蘇席瑤（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英語學系副教

授）：The 
Metalinguistics of 
Politeness: Identity,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Discourses about 
‘the Polite Taiwanese’ 
among Taiwanese in 
China 

(2) 蕭季樺（東海大學外

國語文學系助理教

授）： Interaction in 
Recipes from Chinese 
Language Food Blogs 

(3) 劉德馨（國立臺灣大

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

學程助理教授）：兩

岸「的字句」結構用

法差異-口語和書面

語的比較 
(4) 許慧如（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

副教授）：台灣少年

世代對五種華語口音

的態度 
*以台語發表 

17:00～ 賦歸 



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2017 台灣語言學研究論壇暨台灣語言學學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大會」106
年 11 月 25 日於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際大樓 3 樓 301、302 會議室、303 教室圓

滿結束。 
本研討會為台灣語言學學會的年度學術會議，由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語言中

心、台灣語言學學會主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協辦，台灣語言學學會

何德華理事長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語言中心主任陳淑嬌教授共同擔任大會主

席，執行秘書為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蕭素英副研究員。 
台灣語言學學會成立於 1998 年 5 月（1999 年 12 月正式立案），目前有個人

會員（含榮譽會員、終身會員）近 230 人、學生會員近 140 人，是台灣語言學者

的專業學術團體，致力推動台灣之語言學專業研究與教育，促進台灣語言學界與

國際語言學界之交流。學會每一年召開的年度大會，均訂定主題，匯聚各地的會

員同聚一堂，發表最新的研究成果、回顧語言學的發展、與國際學者交流，並討

論前瞻議題，為語言學者的年度盛會。今年台灣語言學學會邁入第十屆，值此回

顧與前瞻的時刻，擴大舉辦年度大會，並且為了更完整涵蓋台灣語言學研究的各

個面向，主題定為「2017 台灣語言學研究論壇」，包括「語法與語意」、「語音與

音韻」、「隱喻與詞彙」、「南島語言學」、「閩客語研究」、「域外/少數民族語言」、

「認知語言學」、「心理與神經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華語教學」、「外語教學」，

以及「語料庫與語言教學、研究」等 12 個主題，分為三個場地同時進行。這些

主題，除了熱門議題的最新研究發展，也特別安排了「域外/少數民族語言」的

場次，介紹、展現在台灣相對冷門的研究成果，在「外語教學」場次，則涵蓋英

語、日語、西班牙語以及德語等外語領域。此外，特別邀請日本語用學會、關西

大學鍋島弘治朗教授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張妙霞教授參與「語用與言談

分析」場次互動，增益國際學術交流。 
負責各場次規劃的專家學者如下： 

I-1「語法與語意」：謝妙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副教授）、江丕賢（東

海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 
I-2「南島語言學」：黃美金（實踐大學應用外語學系教授） 
I-3「華語教學」：信世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張

群（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助理教授兼華語中心主任） 
II-1「語音與音韻」：王旭（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教授）、陳淑娟（國立清華大學

南大校區中國語文學系教授） 
II-2「認知語言學」：葉美利（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教授）、

呂佳蓉（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II-3「語料庫與語言教學、研究」：謝舒凱（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副教授） 
III.「語用與言談分析」：王萸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授） 
IV-1「心理與神經語言學」：徐東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



副教授） 
IV-2「域外/少數民族語言」：蕭素英（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IV-3「外語教學」：陳純音（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V-1「隱喻與詞彙」：鍾曉芳（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副教授） 
V-2「閩客語研究」：范瑞玲（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副教授） 
V-3「社會語言學」：蔡美慧（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何德華（國立

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教授） 
 
本次會議共約 110 人參加，除了語言學者，也有許多學生會員列席參加聆

聽，對於語言學向下扎根，助益良多。 
大會於上午 8:50 準時開幕，在台灣語言學學會理事長何德華教授簡短致辭

之後，播放 2017 年國際語言學奧林匹亞競賽頒獎典禮影片片段。今年國際語奧 
7/31-8/5 於愛爾蘭首都都柏林舉辦，參賽人數再創新高，共有來自 28 國，176 位 
14-19 歲的學生，組成 44 個隊伍參賽。台灣代表隊有 8 名選手，組成 2 隊
（TaiONE, TaiTWO)，由競賽培訓總召集人台灣語言學學會副理事長/臺大語言所

謝舒凱副教授與台灣語言學學會理事長/中正大學語言所何德華教授共同帶隊出

賽，榮獲團體冠軍，個人 1 金 2 銀 2 優選 1 最佳解題獎。劉植綸（新竹實驗中學）、

潘同樂（師大附中）、李睿宏（台北歐洲學校）、曾元（新竹實驗中學）組成的

TaiTWO 隊獲得團體賽金牌。個人獎金牌李睿宏，銀牌劉植綸、姚勇瑞（建國中

學），優選潘同樂、鄭安騏（新埔國中）。獲得金牌的李睿宏同學同時獲得第二題

的最佳解題獎，這一題是各國選手票選歷屆難度最高的題目，本屆各國參賽選手

只有 3 個人得到接近滿分，李睿宏同學的作答架構完整，具備語言分析素養，

獲評審青睞獲頒此題的最佳解題獎。 
接著頒發碩博士論文獎，年度最佳碩士論文獎從缺，佳作獎政治大學英國語

文學系碩士班王若曦同學，得獎論文《英語母語及非母語者轉折連詞之篇章關

係：語料庫為本的研究》；年度最佳博士論文獎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劉承賢博

士，得獎論文《海圖新繪：從句法—語用介面看台灣閩南語的製圖分析》。 
開幕典禮的最高潮是宣布並頒發終身成就獎，今年終身成就獎得主是王旭教

授。王教授主要從事音韻學、實驗心理語言學、語音學、英語電腦輔助教學等方

面之研究，是國內以心理實驗方法驗證音韻學理論之第一人，也是國內嘗試以 
Full-list Hypothesis 及 Organized lexicon 的方式解釋台語音韻現象的先驅。王教

授先後服務於羅東高中、政戰學校、省立彰化教育學院、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及

元智大學，培育英才前後超過 40 年，指導近 40 位碩博士生，且多年來擔任各相

關學會重要幹部、任職學校行政主管、國科會學門召集人等學術服務工作，對台

灣語言學及英語教學研究之推動，貢獻良多。終身成就獎頒發後緊接著由終身成

就獎得主分享學思歷程，除有薪火相傳之意義，亦讓與會後進親炙語言學大師之

風采。 
在簡短茶敘之後，進行上午第一場、第二場分組研討，時間安排非常緊湊，



10:10-11:15 第一場分為「語法與語意」、「南島語言學」、「華語教學」等三個平行

場次，10:20-12:25 為第二場，包括「語音與音韻」、「認知語言學」、「語料庫與

語言教學、研究」三個平行場次，各組討論均非常熱烈。 
中午 12:30-13:40 為午餐時間，同時進行台灣語言學學會會員大會。 
下午第一場「語用與言談分析」是大會場次，代表日本語用學會來與學會交

流的關西大學鍋島弘治朗教授以 2007 年日本健康、勞動與福利部部長「女人是

生孩子的機器」的爭議發言為例子之一，探討“Metaphor, Discourse and Society”,
跟與談人張妙霞教授以及其他與會學者有精彩的對話與互動。 

下午第二場、第三場均為平行場次，時間緊湊，內容充實，各組均有意猶未

盡之感。 
綜上所述，「2017 台灣語言學研究論壇暨台灣語言學學會第十屆第一次會員

大會」為語言學者年度大會，對於促進學者之間的溝通交流，分享最新研究成果

資訊，討論未來研究發展，成果斐然。 
 



三、活動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