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屆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The 23rd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NCL) 

會議網址：https://sites.google.com/view/ncl2022nccueng/ 

 投稿系統：https://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ncl23 

 

 

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NCL），是由台灣

語言學學會協調，由各校輪流舉辦的全國性語言學研討會，旨在經由一年一度的

聚會，提供國內研究語言學的學者及學生一個公開的交流平台，藉此互相切磋學

習。學生發表經由邀請之講評教師指導，從中獲益學習，提升語言學研究之水平。

自 2000 年起已舉辦過二十二屆，歷屆會議所累積之成果有目共睹。2022年會議

由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及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合辦，很榮幸有這個

機會承辦此會議，我們希望延續前人優良傳統，提升研究生從事語言學研究的高

度及廣度，為台灣語言學界的未來注入新的活力。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Linguistics is a conference established by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Taiwan (LST). 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guistic conferences in Taiwan. 

Every year, LST invites a local university to host this conference. In 2022, it is the 

honor of the organizer,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and the co-organiz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o host this conference. 

 

 

 

 

https://sites.google.com/view/ncl2022nccueng/
https://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ncl23


 

會議主題：語言學研究的挑戰 

Conference Theme: Linguistic Research in Challenging Times 

  

會議子題  Conference subfields：(但不侷限於以下領域子題) 

 功能/認知語言學 Functional/Cognitive Linguistics 

 形式語言學 Formal Linguistics 

 社會語言學 Sociolinguistics 

 語用學與言談分析 Pragmatics/Discourse Analysis 

 心理/神經語言學    Psycholinguistics/Neurolinguistics 

 語料庫語言學 Corpus Linguistics 

 歷史語言學 Historical Linguistics 

 南島語語言學 Austronesian Linguistics 

 地理語言學 Geographical Linguistics 

 應用語言學 Applied Linguistics 

 語言習得 Acquisition 

徵稿對象：  

第一組：國內外大學博、碩士生、參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大專生或經指導

教授/授課老師同意指導之大專生。 

第二組：國內外教研人員。 

  

會議日期：2022 年 10月 28日 (星期五) ～ 29日(星期六)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行政大樓七樓會議室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國立政治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台灣語言

學學會 

 

投稿重要日期： 

1. 摘要截止收件日: 2022 年 1 月 31 日 2022年 2月 14日 

2. 摘要審查結果通知日: 2022 年 2月 28日  2022年 3月 15 日 

3. 全文收件截止日: 2022 年 5月 30日 

 



投稿須知： 

1. 投稿前請先進入 Easychair 會議網站註冊

（https://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ncl23），請先取得帳號方可繳交摘要。 

2. 投稿者姓名、所屬學校系所、電子郵件、摘要與關鍵字為必填資訊，請填寫完整後，

上傳摘要 PDF檔。摘要撰寫格式請見附件或點選以下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Mgr0k5vC0l9YsvuIsDAhOvJPAoJN_eT/view 

3. 上傳之摘要需匿名呈現，若投稿者為學生請註明指導教授姓名。摘要請以中文和英

文書寫，並以兩頁為限（含中文及英文摘要、參考書目、例句），請以 Times New 

Roman 或新細明體 12 點單行繕打，上下左右各留 2.54公分邊界；指導教授姓名請

標註於題目下方。 

4. 發表形式為中文或英文口頭報告與海報發表，以審查結果評定。 

5. 如上傳摘要及相關資料至 Easychair 後，未收到確認信件，請聯絡本會詢問。 

6. 經審查接受發表之摘要，作者需授權同意刊登論文於會議網站。 

7. 論文經審查接受後，投稿者可選擇是否授權與本會公開全文內容，提供學會會員與

本會參加者線上論文集之連結分享。 

  

籌備委員會： 

Organizing Committee 

Organizing Chair 

Siaw-Fong Chung (鍾曉芳) 

Co-Chair 

Rik De Busser (戴智偉) 

Local Members 

Huei-Ling Lai (賴惠玲) 

Kawai Chui (徐嘉慧) 

Yuchau E. Hsiao (蕭宇超) 

I-Ping Wan (萬依萍) 

Chiung-chih Huang (黃瓊之) 

Wenhui Sah (薩文蕙) 

Yu-Yun Chang (張瑜芸) 

Yao-Ying Lai (賴瑶鍈) 

聯絡資訊： 

地址：11605  臺北市文山區指南路路二段 64 號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 

E-mail：ncl2022.nccu@gmail.com 

Tel：02-29393091轉 63914  （張莉華 助教） 

https://easychair.org/conferences/?conf=ncl23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ZMgr0k5vC0l9YsvuIsDAhOvJPAoJN_eT/view
ncl2022.nccu@gmail.com
tel:02-29393091轉%2063914


Category 1 (student) 

Title of Paper 

Author’s name should NOT be provided (Anonymous)  

Advisor’s name  

 

Abstract  

 This is a sample of how your abstract should appear. It should be written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o submit the abstract, please check if any needed information is filled correctly. 

If not, please read the submission guidelines on our website for more details. If you encounter 

any problems, please let us know.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abstracts together (references and 

examples inclusive) should not exceed two pages.   

 

Keywords: abstract, guidance, submission  

 

Reference (Optional)  

 

  

user
文字方塊
     附件



第ㄧ組（學生） 

文章標題 

此處毋須提供投稿人姓名 

指導教授 

 

摘要 

 此為本會撰寫摘要格式之範例，提交時請一併附上中文與英文之摘要，並注意

中英文摘要的篇幅（含參考文獻及例證）不得超過兩頁。並請投稿者在提交前詳細檢

查相關資訊是否填寫正確，若有任何疑問，請參考本會官方網站之「摘要提交指南」

以獲取更詳細的資訊，或是直接與本會聯繫。 

 

關鍵詞：投稿、繳交、摘要 

文獻（非必填） 

 

  



Category 2 (Scholar) 

Title of Paper 

Author’s name should NOT be provided (Anonymous)  

 

Abstract  

 This is a sample of how your abstract should appear. It should be written in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To submit the abstract, please check if any needed information is filled correctly. 

If not, please read the submission guidelines on our website for more details. If you encounter 

any problems, please let us know.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abstracts together (references and 

examples inclusive) should not exceed two pages.   

 

Keywords: abstract, guidance, submission  

 

References (Optional)  

 

  



第二組（國內外教研人員） 

文章標題 

此處毋須提供投稿人姓名 

 

摘要 

 此為本會撰寫摘要格式之範例，提交時請一併附上中文與英文之摘要，並注意

中英文摘要的篇幅（含參考文獻及例證）不得超過兩頁。並請投稿者在提交前詳細檢

查相關資訊是否填寫正確，若有任何疑問，請參考本會官方網站之「摘要提交指南」

以獲取更詳細的資訊，或是直接與本會聯繫。 

 

關鍵詞：投稿、繳交、摘要 

文獻（非必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