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暨
台灣語言學學會第十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The 19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NCL）
&
2018 Annual Meeting of Linguistic Society of Taiwan

日期；2018 年 11 月 30 日（星期五）～12 月 1 日（星期六）
地點；國立聯合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演講廳
主辦單位；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台灣語言學學會
協辦單位；國立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文化觀光產業學系、文化創意與數位行
銷學系、科技部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指導單位；客家委員會、國立聯合大學研究發展處
11 月 30 日（星期五）第一天
時間
活動內容
08:30-09:00

報到

09:00-9:10

開幕式
蔡東湖校長致詞
蔡維天理事長致詞
地點：電機資訊學院演講廳

09:10-10:10
(60 分鐘)

專題演講一
演講人：何剛教授(華東師範大學英語系/中國語用學研究會)
演講題目：文化語用學的研究方式
主持人：呂佳蓉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0:10-10:30

茶敘

10:30-12:00
(90 分鐘)

口頭論文第一場
主題：語用學
主持人：謝富惠教授（大同大學應用外語系）
1. 題目：以中、英文「撩妹」語料為本之語用對比分析
發表人：王薔閔（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
士班）
評論人：廖秀真助理教授（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2. 題目：「尬聊」——語用學視角下的「非」禮貌、「不」合

作原則探討
發表人：吳璐（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
評論人：謝富惠教授（大同大學應用外語系）
3. 題目：Factors Affecting Chinese-speaking Children’s
Apology Responses
發表人：鍾季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碩士班）
評論人：蘇宜青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2:00-13:00

午餐

13:00-13:30

海報論文
A. 題目：苗栗地區矯正機關收容人犯罪隱語之研究
發表人：李俊華（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B. 題目：From Synthetic to Analytic to Synthetic: Exploring a
Cycl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發表人：吳中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研究所）
口頭論文第二場
主題：語音學與聲韻學
主持人：鄭明中教授（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1. 題目：臺、華雙語/ian/韻母的語音變化
發表人：闕慈音、許慧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
系研究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評論人：鄭明中教授（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
所）
2. 題目：苗栗四縣客家話陽聲韻尾及入聲韻尾之變異
發表人：李慶智（國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
評論人：邱湘雲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
3. 題目：泉州話陽上字的中古來源及其在漳廈方言的演變
發表人：許嘉勇（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
所）
評論人：謝豐帆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茶敘

13:30-15:00
(90 分鐘)

15:00-15:30
15:30-17:00
(90 分鐘)

口頭論文第三場
主題：語意學
主持人：鄭縈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1. 題目：論「實」的虛化與語氣功能
發表人：李育憬（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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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題目：An analysis of Chinese adverb “benlai” and “yuanlai”
for their contrast reading
發表人：曾仕旻（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班）

評論人：張永利教授（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3. 題目：基於語料庫初探動補結構「V 好」及「V 完」之異同
發表人：張瓊安、洪嘉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
系碩士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
評論人：黃漢君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英語教學系）
18:00

晚宴（受邀學者）

12 月 1 日（星期六）第二天
時間
08:30-08:50
08:50-09:50
(60 分鐘)

活動內容
報到
專題論壇
主題：神經語言學
主持人兼發表人：徐峻賢助理教授（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
究所）
題目：Effects of morphological complexity in left temporal cortex: An
MEG study of reading Chinese disyllabic words
發表人： 吳嫻教授（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
題目：Unveiling sentence processing mechanisms in the brain:
Evidence from Chinese relative clause comprehension
發表人：李佳穎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題目：The neural signature of contextual predictions in sentence

9:50-10:10
10:10-12:10
(120 分鐘)

comprehension
地點：電機資訊學院演講廳
茶敘
口頭論文第四場
1. 主題：句法學與構詞學
主持人：齊莉莎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1. 題目：Some issues on the morphosyntax of adverbial verbs in Thao
發表人：鄭偉成（中原大學應外系）
評論人：齊莉莎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2. 題目：Chinese Outer Affectives and German Ethical Datives
發表人：Lukas Betz（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碩士班）
評論人：張寧教授（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3. 題目：談動前·動後模態結構：從中原官話連雲港方言「得」字
句談起
發表人：張圓圓（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

評論人：蕭素英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4. 題目：On Zenme 'How-Come' in Mandarin Chinese: A Left
PeripheryAnalysis
發表人：陳彥叡（國立清華大學台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碩
士班）
評論人：楊中玉副教授（國立聯合大學語文中心）
12:10-13:10

會員大會
報告與討論事項
碩博士論文獎頒獎
特殊貢獻獎頒獎
終身成就獎頒獎
主席：葉美利副理事長

13:10-14:10
(60 分鐘)

專題演講二（終身成就獎得主專題演講）
演講人：曾志朗院士（中央研究院）
演講題目：文字，文明，文化：智能，智商，智慧（Characters,

14:10-16:10
(120 分鐘)

午餐

Civilization, Culture: Smart, Intelligence, Wisdom)
主持人：葉美利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口頭論文第五場
主題：社會語言學與歷史語言學
主持人：何德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1. 題目：Ideologies and Indexicality of Phonemic Systems:
A Sociolinguistic Analysis on the Debate between
Bopomofo and Romanization
發表人：李婉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博士班）
評論人：何德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2. 題目：Mother Tongue Avoidance by Southern Min College Students
in Yunlin and Chiayi Counties
發表人：沈佳莉、蘇復興（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碩士班、
國立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
評論人： 謝妙玲副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
3. 題目：淺談檳城福建話—「hɑ-miʔ」之可能來源
發表人：邱冠中（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評論人：陳淑芬副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4. 題目：《荀子》、《管子》中的「議論」語法
發表人：陳廷嘉（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碩士班）
評論人：劉承慧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

16:10-16:30

茶敘

16:30-18:00

口頭論文第六場
主題：語言學習

主持人：葉美利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所）
1. 題目：Mandarin Accented English in Reading and Singing
發表人：凌旺楨（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博士班）
評論人：史嘉琳副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言學系）
2. 題目：Technique Feature Analysis as a Tool for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English Vocabulary Tasks
發表人：陳姿秀、黃俐絲（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應用英語系
應用語言學與英語教學碩士班、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
學應用英語系）
評論人：林祐瑜副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3. 題目：初鹿卑南語的「maw」及漢語的「是」糾纏與干擾英語的
「be」
發表人：陳登財（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
所）
評論人： 葉美利教授（國立清華大學臺灣語言研究與教學研究
所）
~ 賦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