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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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屆形式句法學暨形式語意學研討會   
The 12th Workshop on Formal Syntax and Semantics (FOSS-12) 

	

【舉辦日期、時間】107	年	 4	月 27-28 日	

【舉辦地點】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大樓	7006 演講廳	

【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一、議程  

第一天議程（4	月 27 日週五）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 7006 演講廳  
 

場次 時間 主持人 演講人 題目 

1 9:10-9:40 劉辰生 蔡維天 談漢語光桿數量句和模態用的互動關係 
9:40-10:10 張寧 DP and NP indefinites in Mandarin Chinese 

10:10-10:40 林若望、 
湯志真、 
張永利、 
舒志翔、 
廖偉聞 

“們”的語法語意限制考察 

10:40-11:00 休息 Break 

2 11:00-11:30 謝妙玲 黃瑞恆 The syntax of YOU Pass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11:30-12:00 王昱勻 Applicative in passive 

12:00-12:30 李惠琦 Disposal construction in Hainan Min 
12:30-13:30 午餐 Lunch 	

3 13:30-14:00 林若望 楊中玉 Higher and higher: a probe into speaker force 
14:00-14:30 劉啟明 Refutatory na(r)-sentences 
14:30-15:00 周昭廷 To split, or not to split, that is the question 

15:00-15:20 休息 Break 	

4 15:20-15:50 蔡維天 羅振南 The complementation of n-implicative 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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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16:20 廖秀真 Embedded exhaustivity and a unified 
semantic analysis of Chinese adverb 
ziji ‘self’ 

16:20-16:50 劉辰生 「狠」與「很」的糾葛 
16:50-17:00 休息 Break 	

5 17:00-18:30 蔡維天  
與談人： 

綜合座談：形式句法學與形式語意學的展望 
王一奇、李惠琦、李寶倫、林若望、張寧、 
張永利、劉辰生、魏廷冀、羅振南 

 
第二天議程（4	月 28 日週六）文 7006 演講廳	

	

場次 時間 主持人 演講人 題目 

1 9:10-9:40 張寧 李寶倫 On the semantics of restrictiv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zaa3 ‘only’ 
and ze1 ‘only’ in Cantonese: a 
comparison with Mandarin restrictive 
adverbs 9:40-10:10 郭進屘 The decompositional analysis of 
some transitional words in Chinese 

10:10-10:40 王一奇 即使與就算 
10:40-11:00 休息 Break 

2 11:00-11:30 魏廷冀 廖偉聞、 
舒志翔 

Beyond the temporal scale of the 
sentence-final le in Mandarin 
Chinese 

11:30-12:00 張永利 Object-control Deficiency and 
Causative Compensation 
 
in Some Formosan Languages 

12:00-12:30 謝妙玲 Aspectual constraints on 
pluractional verb reduplication in 
Taiwan Southern Min 

12:30-13:30 午餐 Lunch 	

3 13:30-14:00 廖偉聞 邱力璟 Object fronting to the vP periphery? 
14:00-14:30 郭珮蓉 Some issues on spatial phrases 

in Mandarin 
14:30-15:00 澤田深雪 Emergence of grammar and 

MERGE in Japanese child language 
15:00-15:20 休息 Break 	

4 15:20-15:50 張永利 魏廷冀 Null Complement Anaphora in 
Mandarin Chinese 

15:50-16:20 徐淑瑛、黃

陸山 
Polarity Question and Focus: A Case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Kám 

賦歸 Fare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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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本研討會每一年半至兩年舉辦一次，由台灣各大學籌辦。今年為第十二屆，由中山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所召集、籌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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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意願則在十一月三十日前將演講題目、摘要、科技部 C301 及 C302 表
回覆給助理。最後，總計有 25位發表人、23 篇論文將在 FOSS-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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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與李寶倫教授一同前來發表。發表人們來自於台灣從
北到南各個學校，可說網羅了全台理論語言學界重要人物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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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設精美網頁 http://fosstwelve.blogspot.tw/ 
以發布會議資訊並進行報名活動，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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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初開放報名之後，
截至報名截止日期前，吸引了七十多位學者及學生報名。  

 

參與者名單如下表： 

1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蔡維天教授 發表人

主持人 
談漢語光桿數量句和模態用

法的互動關係	

2 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張寧教授 發表人

主持人 
DP and NP indefinites in 
Mandarin Chinese   

3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林若望特聘研

究員兼所長 
發表人

主持人 
“們”的語法語意限制考察	

4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應用外語

系 
黃瑞恆副教授 發表人 The syntax of YOU Pass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5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 王昱勻助理教

授 
發表人 Applicative in passive 

6 國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李惠琦教授 發表人 Disposal construction in 
Hainan Min 

7 國立聯合大學應用外語系 楊中玉副教授 發表人 Higher and higher: a probe 
into speaker force 

8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與語

言學系 
劉啟明助理教

授 
發表人 Refutatory na(r)-sentences 

9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與語

言學系 
周昭廷理教授 發表人 To split, or not to split, that is 

the question 

10 香港中文大學 羅振南副教授 發表人 

 

The complementation of 
n-implicative 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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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與語
言學系 

廖秀真助理教

授 
發表人 Embedded exhaustivity and a 

unified semantic analysis of 
Chinese adverb ziji ‘self’ 

12 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與語
言學系 

劉辰生教授 發表人

主持人 
「狠」與「很」的糾葛 

13 香港中文大學 李寶倫副教授 發表人 

 

On the semantics of 
restrictiv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zaa3 ‘only’ and ze1 
‘only’ in Cantonese: a 
comparison with Mandarin 
restrictive adverbs 

14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 郭進屘助理教

授 
發表人 The decompositional analysis 

of some transitional words in 
Chinese  

16 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 王一奇教授 發表人 即使與就算	

15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廖偉聞副研究

員 
發表人

主持人 
Beyond the temporal scale of 
the sentence-final le in  

16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舒志翔助理研

究員 
發表人 Mandarin Chinese 

17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張永利研究員 發表人
主持人 

Exclamative constructions in 
Tsou 

18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 謝妙玲副教授 發表人
主持人 

Aspectual constraints on 
pluractional verb 
reduplication in Taiwan 
Southern Min 

19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華語教
學碩士學位學程 

邱力璟助理教

授 
發表人 Object fronting to 

the vP periphery? 

21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暨
研究所 

郭珮蓉副教授 發表人 Some issues on spatial 
phrases in Mandarin  

22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系 澤田深雪助理

教授 
發表人 Emergence of grammar  

and MERGE in Japanese 
child language 

23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台文所 魏廷冀教授 發表人

主持人 
Split ques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A biclausal and pro 
analysis 

24 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徐淑瑛教授 發表人 Polarity Question and Focus: 
A Case in Taiwanese  

25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黃陸山研究助

理 
發表人 Southern Min Kám 

 

此次發表論文多元，形式句法的論文有黃瑞恆老師、王昱老師勻、周昭廷老師、邱

力璟老師、郭珮老師蓉、魏廷冀老師針對漢語或是跨語言句式之研究。著重語意的論文

則是廖秀真老師、劉辰生老師、李寶倫老師、郭進屘老師之研究。王一奇老師則以嚴密

的邏輯思維哲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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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域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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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產生熱烈的迴響。蔡維天老師、林若望老師、張寧老師、廖偉聞老師則發表句法與

語意介面的深入之研究，楊中玉老師、劉啟明老師更擴大語意範疇關注語用訊息在句法

的呈現樣貌。 

本次會議論文研究的語言除了漢語之外，還有原住民語言、閩南語、粵語、日語等

泛語言之研究。如張永利老師探討鄒語之某類控制動詞補語句式、謝妙玲老師討論閩南

語之動詞重複、徐淑瑛老師、黃陸山助理發表之閩南語敢字句之句法與焦點語意；李惠

琦老師發表海南閩語之把字句。羅振南老師比較漢語與越南語之虛否定句式。李寶倫老

師論及粵語之限定焦點副詞相對應於漢語之焦點副詞提出更精闢的看法。此外澤田深雪

老師以形式句法角度分析 CHILD之日語一語習得，回應一語習得之議題。  

除了單篇論文發表，本次會議特別在第一天安排一場的綜合座談會「形式句法學與

形式語意學的展望」。有鑑於國內研究形式句法與語意之學生與學者漸減，主辦單位於

是欲藉此機會，讓學者們一起交流意見，提出建議，可供相關單位或是國內大專院校教

授參考。與談人與聽眾發表踴躍，不只點出了目前的困境，更激盪出日後推廣的方向。

例如：多多撰寫語言學科普文章，以除去語言學艱澀的理論障礙、與日常生活更多連結

之語言學教學方式、針對社會人士或高中生多多舉辦科普演講、至原住民部落鼓勵當地

人繼續深造，重視並研究其母語、多於其他領域之學者對話（如 AI、機器翻譯處理等）。
與會學者、學生欲罷不能，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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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舉辦的最重要目的和精神。 

本次由中山大學語言所所主辦之 FOSS-12，承蒙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
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之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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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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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照片 

第一天 

第一場 

 

發表人 

張寧老師 

 

第一天 

第一場 

 

發表人 

林若望老師 

 

 

第一天 

第二場 

發表人 

黃瑞恆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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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第二場 

發表人 

王昱勻老師 

 

 

第一天 

第二場 

發表人 

李惠琦老師 

 

第一天 

第三場 

發表人 

楊中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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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第三場 

發表人 

劉啟明老師 

 
第一天 

第三場 

發表人 

周昭廷老師 

 

第一天 

第四場 

發表人 

羅振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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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第四場 

發表人 

廖秀真老師 

 

第一天 

第四場 

發表人 

劉辰生老師 

 

 

第一天最後一場綜合座談：形式句法學與形式語意學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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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者聆聽演講、各場次討論提問 

 

 

 



 11 

 

 

 

第二天 

第一場 

李寶倫老師 

 

 

第二天 

第一場 

郭進屘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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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第一場 

王一奇老師 

 

 

第二天 

第二場 

廖偉聞老師、舒

志翔老師 

 

 

第二天 

第二場 

張永利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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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第二場 

謝妙玲老師 

 

第二天 

第三場 

邱力璟老師 

 

第二天 

第三場 

郭珮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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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 

第三場 

澤田深雪老師 

 

 

第二天 

第四場 

魏廷冀老師 

 

 

第二天 

第四場 

徐淑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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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合照-1 

 

大合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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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形式句法學暨形式語意學研討會  FOSS-12 

 

【舉辦日期、時間】107 年  4 月 27-28日  

【舉辦地點】國立中山大學文學院大樓  7006演講廳  

【主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綜合座談】：形式句法學與形式語意學的展望  

 

開場 :蔡維天  

 

「語言學界如何科普」是個需要去探討的議題，大家可以思考，我們將語言學理論跟物理學或愛因斯坦

牛頓做的東西相比較。物理學有高深的理論，但是藉由科普例如 Discovery 等頻道，將物理學從理論、

實驗到應用方面，皆深入淺出地闡述、介紹許多科學現象。而能夠有科普的結果，是基礎研究能獲得大

規模的經費補助；譬如物理學家藉由粒子實驗進而了解宇宙的特質。相較之下，將科普的角度帶到語言

學領域，貫串理論、實驗和應用三個面向，目前則是較為缺乏的。因此希望藉由這次的座談會讓大家來

思考，如何讓這門學科與現代的潮流像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等做結合。也鼓勵大家撰寫科普文章推廣語

言學。 

 

林若望老師 :  

 

目前語言學的人才有逐漸萎縮的趨勢，除了少子化的問題，真正的關鍵是就業市場的影響，應該要讓學

生去了解學習語言的實用性。而要改變大環境的就業市場相對是比較困難的，因此吸引學生興趣、增加

就業市場及擴大語言學的應用範圍三點要素是語言學未來發展的關鍵。首先，如何讓學生對語言學感到

興趣，在台灣，高中階段，學生幾乎無從涉獵語言學知識。其實要讓學生感興趣，科普是一個很好的連

結，並且最能擁有立即性的效果。案例，比如藉由中英文對照姓名或住址的填寫順序來引起學生的好奇

心，並從語法的角度去解釋等，皆成功吸引到甚至是理工科背景的學生，並激發他們對語言實用性的思

考。同時也促使他們積極尋找各種學習語言的管道。事實上，我們可以從許多語言學的研究中，得出許

多理論，卻鮮少思考如何應用到教學場域或是語言習得上。因此，如何讓大眾更去認識語言，身為語言

學家可以多把自身所做的研究應用在教學上的，編纂成著作，告訴讀者如何把語言的現象用在教學現場

等，而非只是自己孤芳自賞的研究。相較之下，就業市場就較難去控制。至於擴大語言學的應用範圍層

面，舉例來說，如果將語言結合其他領域，像是人工智慧、或大數據去做整合性的研究，如此便可吸引

更多人投入到語言學的領域。期望各位專家共同努力讓更多人看到語言學發展的可能性。事實上，還是

有學生可以將語言學學習到的技巧及方法運用到職場或其他領域上。也就是說，語言學可以讓學生學到

不同的方法及技巧，而語言學本身的科學性，更有助於學生在其他領域的發揮。 

 

張寧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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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來看，以更深入的基礎教育來說，是否有可能從國小階段就將語言學融入到孩子的學習當中，也就

是讓孩子從小就在語言學上扎根。具體來說，語言學方面的學者，建議能將知識傳授到更多基層的地方

去，藉由語言學研究的成果，將人與社會連接起來，讓大家更了解什麼是語言學。此外，也許還可以藉

由報紙專欄去傳達更多語言學相關知識，使整個社會更去關心語言學這個領域。 

 

李惠琦老師  

 

接觸到高中年齡的孩子後，其實多數孩子對於多元語言是很感興趣的，而非單一語言。舉例來說，在成

大外文系所，除了主修語言外，還必須加修一門第二外國語言，我們蒐集了二語學習者的語料庫，因此

我們擁有大量不同種語言的語料庫作為依據，這對現在的年輕人是很有吸引力的。 

 

李寶倫老師  

 

以香港來說，大學生進入語言所後，會著重以語言學習的角度，再加上一些科學相關的教材，會讓學生

更樂於學習。但以研究生的角度來看，卻未必如此，甚至造成學生本身與就業市場的脫節。在香港，其

實在語言領域的博士後學者，因為語言條件的優勢，還是能找到適合的工作，但畢業後繼續留在語言領

域的人才，卻是少之又少，甚至連老師們也逐漸失去鼓勵學生繼續鑽研語言學的動力了。  

 

王一奇老師  

 

事實上，在哲學的領域中，幾乎沒有理論、實驗、應用的層面討論空間。哲學缺乏學術市場。因此相較

語言學系，哲學系可能更處於劣勢。事實上，以哲學系的角度來看語言學，其實並不認為語言學有所謂

的困境，至少語言學是可以融合在語言學習系統中。以哲學家的角度來看，如何在面臨系所可能消失的

危機中，用一個積極且正面的心態去面對，是很關鍵的。科普的傳播也是求生之路。 

 

張永利老師  

 

事實上，做理論與形式語言學的，首先我們應盡量將其轉化成科普的形式去表達，也就是說先將基本概

念犛清楚後，再解釋較為技術性的概念，這樣對於排除技術性的理解障礙是很有幫助的。比如說面對不

同聽眾群，用漢語講解原住民相關研究，科普的概念從這個方法切入是最有效的。又好比說在我們出版

的參考語法的書籍裡，針對原住民等不具語言學相關背景知識的族群，我們會盡量使用較淺顯易懂的詞

句去解釋語言現象。除了參考語法書籍，像原住民辭典也逐漸電子化，更容易去觸及。但是由於原住民

語言就業市場的有限，困境較難改善，導致老師也逐漸退縮而傾向減少更進一步地去練訓語言所的學生。 

 

羅振南老師  

 

語言學只是一個方法及技巧，訓練人們去思考。當我們去做演講時應該給大家建立一個概念，即便研究

語言學的材料不同，做法，想法，或驗證的過程其實是一樣的。以抽象的角度來看，換句話說，學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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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為了能夠做語言的研究，而是能將所學到的思辨能力，應用至其他廣泛領域、或是一般事件的分

析。 

 

魏廷冀老師  

 

其實台灣語言學門的研究所，相較外文所更早面對招生不足的困境，一方面是很多人缺乏了解入學管道、

及如何應用語言學。因此，近年來，我們逐漸拋開語言艱澀的理論，而往社區、部落大學或原住民專班

去，建立了解語言的橋樑並做有效的推廣。國內目前也慢慢通過一些語言法，這將有助於語言人才通過

認證，而回流，進而創造國中小師資的就業機會。目前我們積極舉辦，例如原住民語沙龍，邀請一些碩

士級的原住民生、族語老師或社會人士，提供平台讓大家一起對話，此舉獲得踴躍回應。至於教材部分，

我們傾向將一些較艱深的語言現象，轉換成實際化的教材，應用到教學領域上。事實上，還是有許多對

擁有語言學習使命感的學習者，期許未來各位學者能有更多深入的推廣。 

 

劉辰生老師  

 

一個東西能在世上生存，能夠被大家所接受並具有一定的影響性，它就必須要融入一般大眾的生活裡。

換句話說，必須要用一個大家都聽得懂的話語去詮釋，並且針對實用性去做延伸。要讓學生明白學習語

言學的意義，比如教導學生語概相關課課程時，老師與學生之間往往會產生一定程度的理解落差。因此，

要解決這樣的「地氣差異」，也許可以藉由先舉出不符邏輯的句子，去引導學生思考。事實上，要推廣

語言學，有的時候應該放低身段，否則只會將斷層擴大。對於研讀語言學面臨的前途，我們必須跨出學

術界，如何跨出，回到科普的概念，首要做的還是放低身段，舉各式例子吸引學生。所謂將科普套到學

門的概念，指的是這個學門的概念，可以滲透到中小學的教育裡，說服家長讓其明白學習語言學的優勢，

使語言學成為中小學教育的核心。 

 

Q&A 

Q: 擔任語言老師已具備一點應用語言學的基礎，如想跨到比如型式語言學的領域，可以如何做？如果能

有管道學習到句構、或邏輯符號等較深入的概念，或許會更有幫助？ 

 

蔡維天老師  

 

A: 這可能需要一種匯通的管道，比如語法、實驗、應用的工作坊來提供大家討論。在清大，語言課程還

結合了資訊與科學，很多教俄語或華語的老師也會參與聆聽，藉由將語法轉變成較容易被大家理解的概

念、或是描述上的通則。其實這些內容，很容易就可以提供給語言老師去做教案的使用。此外，清大中

文系也跟寫作中心合作，啟動一個教導寫作的計劃，重新從像近代文學等文本中找尋規律，再用簡單的

語法概念，來教授學生句子書寫技巧及篇章安排。現今，科技人才的寫作能力著實有待加強，因此企業

界對此其實有很大的需求，常請中文系訓練工程師如何去書寫科技手冊，未來再逐漸推廣到大眾的寫作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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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瑛老師 : 

 

Q:談到語言學，尤其是句法學，到底要如何應用？比如機器翻譯，雖然中研院有 tree bank，但要應用到

語言辨識、或機器翻譯，因為需要較長的處理時間，一般工程師就捨棄句法分析，以統計的方法去處理。

再者，現在美國語言學會（LSA）很多的工作機會，都是需要語言分析師，語料庫或是 AI方面的人才，

因此我們會鼓勵大學生多去接觸一些程式語言等。建議語言學會可以多開一點跨領域的工作坊，給中生

代研究者進修的管道，並且鼓勵年輕學生跨領域的可能性。例如，像在歐洲也有很多工作坊，分享如何

使用語料庫、如何分析等工具性質課程。如何鼓勵研究理論語言學領域的學者，能有機會和其他領域多

有跨領域的合作，年輕一代的學者，潛力是很可觀的。 

 

蔡維天老師  

 

A: 從大學、中研院到語言學會大家一起研究討論。今年聯合大學舉辦的台灣語言言學年會中將就 AI、

神經語言學（neurolinguistics）等議題舉行 panel discussion，之後也會再陸續開辦一些相關工作坊。事實

上，科普的另外一面其實就是包裝，語言學家如何去包裝自己，提升能見度。例如，現在一些物理學家，

開始在電視節目上講授相關領域的知識，這是很值得學習的，對經濟產業的建教合作更有其卓越貢獻。 

 

蘇復興老師  

 

A: 我認為不要害怕給學生挑戰，我們訓練這些孩子後，我們不希望他們將求職的版圖設定在台灣境內，

現在是人才流動的世代，我認為現在我們高等教育的學術者，是要培養學生高程度的思考，這些人以後

可望成為科技整合的尖兵。也就是說，透過這個領域的訓練，讓學生具備科學的態度及批判性的思考。

以大我的角度去思考，語言的政策及規劃都需要各位學者共襄盛舉; 以小我的角度來看，一個人的語言

習得及處理，或語言經驗的追求，都跟我們的一生息息相關。語言學好比經濟學或工程學，它其實也可

以是一種經世致用之學。 

 

謝妙玲老師  

 

以台灣政府來講，以大我的角度，是比較缺乏的。像日本政府的規劃一做就是 10年起跳，相較之下，台

灣也許才剛要起步，缺乏整合。而像大陸的語音辨識，已經有非常驚人的運用甚至在醫療界。因此，台

灣需要一個更完整的計畫並由政府及各大學以及學會的共同努力去達成。 

 

蔡維天老師  

事實上，科技的進步還是需要商業上的支持。我們不應過度奢求及依賴政府，而是要靠我們自己做出來

的東西。如同科技的創投，別人認為有價值，他們就會來消費。因此在語言學中，我們應先起爐灶，讓

大家看到潛力，根據一種大原則。像在大學裡，應主動去尋找一些，尤其是在教育部或科技部的經費及

計畫。在這樣的基礎下再往教育去扎根。像中國大陸的語言學家，對教育界的出版業是頗具影響力的，

這就是很值得台灣去學習的。只要我們自己做出成績，未來的的前途依舊是備受肯定，無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