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第八屆 

「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指導單位：科技部、教育部、外交部、僑務委員會、中原大學 

時間 2018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 
08：20-08：50 報到 
08：50-09：00 開幕典禮 1.主辦單位致詞 2.貴賓介紹 3.貴賓致詞 

09：00-10：40 

專題演講 
主持人：鄧守信(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講座教授) 
講者：戴浩一（中正大學講座教授兼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講題：華語二語學習與腦神經可塑性 
講者：符傳豐（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院長） 
講題：華語文教學產業：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的經驗 
講者：楊凱榮（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講題：從表達功能看對日華語教學 

10：40-10：50 茶敘 
 主題：華語文本體研究 

第一場 
10：50-12：20 

主持人 發表者 論文題目 與談者 

曹逢甫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

學研究所教授 

劉思潔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講師 「V 在了 N」格式探析 李明懿 

國立中央大學語言

中心助理教授兼華

語組組長 
李璘 

新紀元大學學院教育系講師 

論馬來西亞華語語氣詞“啦” 
是否就是“了”和“啊”的複合

形式 
許玉敏 

東南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初級俄羅斯學習者華語韻母發音

學習之研究 李子瑄 
輔仁大學語言學研

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柳玉芬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華語及韓語時間詞語之對比分析

在華語教學上的應用 
張群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應用中文系助理教

授兼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秘書長 
黃裕洲 

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華語教

學組碩士生 

華語情態詞「要」的多功能用

法和華語學習者使用偏誤研

究：以臺灣常用華語教材和學

習者書面語語料庫為例 

巫宜靜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

學學系助理教授兼

系主任 

12：20-13：30 午餐 
 主題： 華語文教學與習得 

第二場 
13：30-14：45 

主持人 發表者 題目 與談者 

方麗娜 
中國文化大學華語

文教學碩士學位學

程教授兼所長 

張金蘭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

理教授兼華語文中心主任 

漢字詞彙學習系統及其在對日華

語教學之應用 江惜美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

學學系教授 林品馨 
美國猶他州中文沉浸式公立小學專任

中文教師 

初級華語學習者的寫作引導教

學設計與建議 

郝彥禎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ines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Knoxville 

楊忠霖 
Postdoctoral Researcher, Cognitive 

Science, 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 

The effect of second language 
orthographic input on the 

learning of Mandarin words 劉德馨 
國立臺灣大學華語

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助理教授 

張瑜芬 
Assistant Professor, Chinese Flagship 

program, Western Kentucky University 

L2 Acquisition of Traditional 
Characters: A Survey-Based 

Study on Student Perception of 
Difficulty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14：45-15：00 茶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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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華語文教材與數位化教學研究 

第三場 
15：00-16：15 

主持人 發表者 題目 與談者 

信世昌 
國立清華大學華語中

心教授兼副校長 

陳雅芳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助理教授 

海外華語教學助理及華語教師

行前師資培訓模式 馬寶蓮 
臺北大學中國文學系

副教授 龔秀容 
大葉大學華語教學中心助理教授 

跳脫舊有思維：僑民教育已非

僑民教育 

胡依嘉 
銘傳大學華語文教學學系助理教授 

建構實習管理平台探究大學生

學科自我概念、英語學業情緒

與實習成就之影響因素---以某

大學華教系雙語教學網修課為

例 

齊婉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華語文教學碩士學

位學程副教授兼學

程主任 梁竣瓘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台灣高等教育在日輸出現況與

日本高中生留學台灣意願調查

研究 

 主題：華語文教育研究 

第四場 
16：15-17：30 

主持人 發表者 題目 與談者 

孫劍秋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

文與創作學系華語文

教學碩士班教授 

熊玉雯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兼

華語中心主任 

中高級華語教學：文學教材之

分級標準研究 
陳立元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

華語研習所教師兼

教學組長 

林翠雲 
文藻外語大學應用華語文系暨華語文

教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陳姲今 

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

生 

植基《輕鬆學中文》學習網之

華語翻轉教學設計 

廖宜瑤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國際產學專班的科技華語發展

策略研究 簡志峰 
中原大學教育研究

副教授 連育仁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華語教材行動互動系統發展與教師科

技接受度研究－以美洲華語為例 
17：30-20：00 歡迎晚宴 



2018 年第八屆 

「開創華語文教育與僑民教育之新視野」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 

           指導單位：科技部、教育部、外交部、僑務委員會、中原大學 

時間 2018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 
08：30-09：00 報到 

09：00-10：10 

專題演講 
主持人：賴明德（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講座教授） 
講者：鄧守信（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講座教授） 
講題：真的嗎？不講語法的語法教學 
講者：黃信愛（首爾神學大學中國語系副教授） 
講題：韓國漢字詞翻譯的錯誤現象 

 主題：華語文教材與數位化教學研究 

第一場 
10：10-11：10 

主持人 發表者 論文題目 與談者 

廖宜瑤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

文學系助理教授 

高一寧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碩士生 
陳麗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教授 

兩岸旅遊華語教材比較分

析 
張莉萍 

國立師範大學國語

教學中心教材研發

組副研究員兼組長 
劉慧敏 

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博士生 
歐洲漢語能力基準項目之

語言功能探析 

洪安萱 
文藻外語大學華語文教學所碩士生 

以 web 3.0 數位工具

Nearpod 輔助華語遠距教學

與教材設計 連育仁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

系助理教授 葉任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玩具與遊戲設計研

究所碩士生 

中文創意學習應用APP與互動分析

探討之研究 

 主題：華語文本體研究 

第二場 
11：10-12：10 

主持人 發表者 題目 與談者 

歐德芬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

文學系副教授 

吳思平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教學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生 

華語「幹嘛」之語意及語用

研究 柳玉芬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

文學系助理教授 陳思白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生 

泰國學習者習得華語相似

與陌生音—以四所高中生

為主 
黃詩雅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生 
華語篇章名詞定指與不定

指影響之研究分析 鄧守信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

系講座教授 
李恩浩 

國立台灣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

程碩士生 

語言接觸下的母語變遷—

以馬來西亞華裔使用漢語

的動貌標記為例 
12：10-13：10 午餐 

13：10-13：50 

學術沙龍 
主題：對外漢語的教與學：針對難易的議題 
主持人：鄧守信（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講座教授） 
與談者：符傳豐（新加坡華文教研中心院長） 
與談者：楊凱榮（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 

 主題：華語文教學與習得研究 

第三場 
13：50-15：05 

主持人 發表者 題目 與談者 

熊玉雯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

文學系助理教授 

阮氏芝 
國立政治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

程碩士生 
漢越社交稱呼語對比研究 

李郁錦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

文學系助理教授 
吳伊婷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生 

文學繪本融入華語寫作教

學之應用-以黃春明《兒子的

大玩偶》為例 

梁竣瓘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

文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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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貞懿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生 

台灣文學作品的閱讀理解

教學設計－以黃春明《兒子

的大玩偶》為例 
曾偉廷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生 
緬甸華文傳承語教學翻轉設

計—以曼德勒孔教學校為例 彭妮絲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

文學系副教授兼教

學卓越辦公室主任 
張佳恩 

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碩士生 

現代漢語人稱指稱(代詞)與
標點符號研究與教學-以美

籍學習者為例 
15：05-15：20 茶敘 

15：20-16：40 

華語實務工作坊 
主持人：杜昭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副教授兼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組長） 
講者：趙彥（中國文化大學華語文教學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學分班專技） 
講題：聲調教學 
講者：張憶如（國立清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講師） 
講題：華語動力學-增能百分百 
講者：蔣葳（德國漢莎航空跨文化培訓師） 
講題：跨文化培訓工作坊-水果練習 

16：40-17：00 

頒發研究生優秀論文獎及總結講評 
主持人：歐德芬（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優秀論文獎頒發：賴明德（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講座教授） 
總講評人：賴明德（中原大學應用華語文學系講座教授） 

17：00 閉幕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