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議程
5 月 24 日(星期五)-第一天
8:30-9:00

報到

9:00-9:10

開幕式
東華大學 吳茂昆 校長
台灣語言學學會理事長 陳純音教授

9:10-10:10
(60 mins)

專題演講(一)
演講人：中央研究院李壬癸院士
講題：The Missing Information about Formosan Languages
台灣南島語言所缺失的重要資訊
主持人：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童春發教授

10:20-10:40

茶敘

口頭論文第一場
10:40-12:10
(90 mins)
Session 1A 構詞與詞彚
Session 1B 言談分析
主持人：施朝凱
主持人：李惠均
1. 題目：手部動詞的概念 4. 題目:台灣政治性別語言的發展
結構－以卡社布農語為
與轉變以八零年代以降的婦女運
例
動分析
發表人：全茂永、蕭景浚、 發表人：蘇若萍
施朝凱、戴佳豪
評論人：黃麗蓉 助理教授
評論人：李壬癸 院士
5. 題目：Attitudes towards
Code-switching Behavior between
2. 題目：卡社布農語的複
Mandarin and English among
合施用詞綴 is-…an
Taiwanese College EFL Students
發表人：施朝凱、全茂永、
發表人：李惠均
戴佳豪、蕭景峻
評論人：黃麗蓉 助理教授
評論人：齊莉莎 研究員
3. 題目：Language Contact 6. 題目：The Pragmatic Functions of
yidian (一點)
and Lexical Borrowing
發表人：洪舶堯
in Thao
評論人：呂佳蓉 助理教授
發表人：黃惠汶
評論人：齊莉莎 研究員
午餐
12:10-13:20
13:20-14:00

海報論文第一場

口頭論文第二場
14:00-15:30
Session 2A 言談分析
Session 2B 音韻學
(90 mins)
主持人：黃天來
主持人：鄭玉華
7. 題目：DISCOURSE MARKER 10. 題目：客家方言止攝字的音韻
AS STRAW ARGUMENT
現象
OPERATOR: THE CASE OF
發表人：胡伶憶
ENGLISH INDEED
評論人：吳中杰 副教授
發表人：徐彙傑
11. 題目：An OT analysis of the
評論人：呂佳蓉 助理教授
phonological and musical
8. 題目：阿美語人稱代詞在
relationships in textsetting of
2013 年 5 月 10 日更新

2013 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議程
言語活動中所扮演的策略
角色
發表人：黃天來
評論人：吳靜蘭 副教授
9. 題目：從言談分析的觀點
探討泰雅語 yasa「那」的
語言現象
發表人：吳新生
評論人：吳靜蘭 副教授

茶敘

15:30-15:50
15:50-16:50

British art songs
發表人：李君瑋
評論人：鍾榮富教授
12. 題目：四川簡陽客家話語音特
點
發表人：鄭玉華
評論人：鍾榮富教授

口頭論文第三場
Session 3A 語言與認知
Session 3B 應用語言學
主持人：許韋晟
主持人：吳怡萱
13. 題目：太魯閣語方位詞的 15. 題目：Effective teaching
空間概念研究─以意象圖
strategies with English
式和原型範疇理論為分析
language learners in Texas
觀點
(ELLs)
發表人：許韋晟
發表人：Wu, Hsiao-ping
評論人：李佩容 副教授
評論人：曾月紅 教授
14. 題目：泰雅語的
16. 題目：A study on the first
「inlungan」與漢語“心”
acquisition of Lian dou
的概念譬喻的對比分析
construction
發表人：素伊多夕
發表人：吳怡萱
評論人：江丕賢 教授
評論人：李佩容 副教授

5 月 25 日(星期六) -第二天
8:30-9:00

報到

9:00-10:00
(60mins)

專題演講(二)
演講人：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連金發教授
講題: 閩南語“無”的多重功能綜論
主持人：台灣語言學學會理事長 陳純音 教授

10:00-10:20

茶敘

10:20-11:50
(90 mins)

口頭論文第四場
Session 4A 原住民語言復振與
保存

Session 4B 句法/語意介面

主持人：蕭之萍
主持人：吳佳樺
17. 題目：以布農族傳統文化與 20. 題目： On the Semantics and
故事之多媒體數位教材輔
Pragmatics of「雙」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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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族語學習
發表人：洪苡嘉、陳柏勳、徐
子恩、吳晉吉、李鈺媛
評論人：湯愛玉 助理教授
18. 題目：互動多媒體數位教材
應用於布農語詞彙學習
發表人：李鈺媛、陳秀珍、吳
晉吉、楊雨潔、林庭竹
評論人：Rik De Busser 助理教
授
19. 題目：以數位延續南投偏鄉
布農語言的生命
發表人：陳秀珍、蕭之萍、詹
于萱、向育嫺、吳任卿、黃郁
涵、林子政
評論人：湯愛玉 助理教授

Mandarin Chinese
發表人：修敏釗
評論人：黃瑞恆 助理教授
21. 題目：以框架為本的名動轉換
研究：以古漢語「藥」為例
發表人：吳佳樺
評論人：連金發 教授
22. 題目：Grammaticalization of
GENBEN From a Synchronic
Perspective
發表人：李俊宏
評論人：葉美利 副教授

11:50-13:00

午餐

13:00-13:40
(40 mins)

2012 最佳博士論文獎得主專題演講
演講人：彰化師範大學英語系 陳正賢助理教授
演講題目：
Prosodic Phrasing in Mandarin Spontaneous Speech: A
Computational-Acoustic Perspective
以計算統計方法及升學參數研究中文自然語流之韻律短語切分
主持人：南台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鍾榮富 教授

13:40-15:10
(90 mins)

口頭論文第五場
Session 5A：理論語言學

Session 5B：音韻學

主持人：余信賢
23. 題目：Locative Inversion in

主持人：朱昱臻
26. 題目：Visual cues in

Burmes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Spatial PP
發表人：鄭偉成
評論人：黃瑞恆 助理教授
24. 題目：The Grammatical

Mandarin tone perception
發表人：朱昱臻、賴郁雯
評論人：王旭 教授
27. 題目：Hanyu Pinyin and the

Behavior of Ligature a in
Yami
發表人：簡立婷
評論人：林谷靜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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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graphical-phonological
strategy of L2 learns
發表人：林釗德
評論人：王旭 教授
28. 題目：由魯凱霧台方言重音
系統論迴聲元音的重要性

2013 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議程
25. 題目：Modals and Final

發表人：劉崇宇
評論人：Loren Billings 副教授

Particles in Mayrinax Atayal
發表人：余信賢
評論人：葉美利 副教授
15:10-15:30

茶敘

15:30-16:30

口頭論文第六場
Session 6A 情態與語態

Session 6B 語言習得

主持人：鄭奕揚
29. 題目: The evidential =dau/ in

主持人：方岑
31. 題目：A Corpus-based Study

Isbukun Bunun
發表人：李俐盈
評論人：Rik De Busser 助理教授

on the Use of Chinese
Demonstratives in the
Children’s Early
Development
幼童中文指示詞習得之語
料庫研究
發表人：方岑
評論人：簡月真 副教授
32. 題目：Constraints in Chinese

30. 題目：On Modal Expressions
in Kanakanavu
發表人：鄭奕揚
評論人：林谷靜 助理教授

Child Phonology: Insights
from Vowel Deviation
發表人：董子昀
評論人：吳中杰 副教授
海報論文-5 月 24 日 13:30-14:30
編
號

發表者姓名

篇名

1

Noemi Lovo

Jokes, reality or not: A study of the conception about
women in jokes

2

Language Maintenance and Shift in South Texas

3

Norma Guzman,
Hsiao-ping Wu
林鴻瑞

4

鄭偉成,謝雁茹

An Experimental Study on 1st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MOVE by Mandarin Speakers

5

李婉如

Between Etiquette and Cursing_Avoidance Strategies

6

沈姿妤

Applying the radial network analysis to polysemy A
case study of the Chinese verb tiao4(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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