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歡迎海內外學者參加三年一屆的精緻華語文學術盛會 

第十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計畫

書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為結合華語文學者，於 1984 年首創辦理「世界

華語文教學研討會」，每三年舉辦一屆，積極推動全球華語文的研究與發

展，深獲國際學界肯定。第十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將於 2014 年 12

月 25 日至 29 日在臺北舉辦，竭誠歡迎華語文學者及教師們共襄盛舉。  

一、會議主題：共創華語文新世紀  

二、會議形式：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專題演講」；就當前重要議題安排「主題論壇」

及「論文發表」、「工作坊」、「論文壁報展示」。  

三、主題論壇：  
（一）華語文發展之策略        （四）華校之經營與規劃  

（二）華語文教學之研究        （五）華語文產業之推動  

（三）華語文師資之培育  

四、會議議題：「語言分析」、「教學應用」、「華語文師資培育」、「華校

之經營與規劃」、「華語文產業之推動」五大類  

（一）語言分析  

1.華語語音、語法、語意、語用及詞彙研究  
2.華語與其他語言之對比分析  
3.華語與國別化教學研究  

（二）教學應用（以華語為第二語之教學研究）  

1.華語文教材教法、課程設計、能力測驗之探討  
2.華語數位科技 /典藏與學習平臺及其教學應用  
3.跨語言與跨文化教學探討  

（三）華語文師資培育  
    1.華語文師資培育與評鑑        3.華語文師資認證與推廣  
    2.華語文教學品質管理機制  



 

2 

歡迎海內外學者參加三年一屆的精緻華語文學術盛會 

（四）華校之經營與規劃  

1. 東南亞華語文教育之經營        2. 華校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3. 華語文學校（含僑校）之經營    4. 華校教育師資的專業成長  

（五）華語文產業之推動  

1. 推動華語文產業國際化          3. 推動一級輸送機構  

2. 推動一流華語文中心            4. 推動一線駐點計畫第十一

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計畫書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為結合華語文學者，於 1984 年首創辦理「世界

華語文教學研討會」，每三年舉辦一屆，積極推動全球華語文的研究與發

展，深獲國際學界肯定。第十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將於 2014 年 12

月 25 日至 29 日在臺北舉辦，竭誠歡迎華語文學者及教師們共襄盛舉。  

一、會議主題：共創華語文新世紀  

二、會議形式：  

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專題演講」；就當前重要議題安排「主題論壇」

及「論文發表」、「工作坊」、「論文壁報展示」。  

三、主題論壇：  
（一）華語文發展之策略        （四）華校之經營與規劃  

（二）華語文教學之研究        （五）華語文產業之推動  

（三）華語文師資之培育  

四、會議議題：「語言分析」、「教學應用」、「華語文師資培育」、「華校

之經營與規劃」、「華語文產業之推動」五大類  

（一）語言分析  

1.華語語音、語法、語意、語用及詞彙研究  
2.華語與其他語言之對比分析  
3.華語與國別化教學研究  

（二）教學應用（以華語為第二語之教學研究）  

1.華語文教材教法、課程設計、能力測驗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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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華語數位科技 /典藏與學習平臺及其教學應用  
3.跨語言與跨文化教學探討  

（三）華語文師資培育  
    1.華語文師資培育與評鑑        3.華語文師資認證與推廣  
    2.華語文教學品質管理機制  

（四）華校之經營與規劃  

1. 東南亞華語文教育之經營        2. 華校教育的理論與實務  

3. 華語文學校（含僑校）之經營    4. 華校教育師資的專業成長  

（五）華語文產業之推動  

1. 推動華語文產業國際化          3. 推動一級輸送機構  

2. 推動一流華語文中心            4. 推動一線駐點計畫  

五、參加辦法：  
（一）提論文者：請將報名表、論文詳細提要，於 2014 年 7 月 30 日前以

電 子 郵 件 方 式 送 達 ： wclc8@ms79.hinet.net 、

wclacec@gmail.com 

（報名表可至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網站 www.wcla.org.tw 下

載） 

1.擬發表之論文必須未曾公開發表。  

2.提供審查的論文詳細提要，請以中、英文打字，字數以 2,000 以上

至 3000 字為原則，提供 Word 及 PDF 電子檔。  

3.提要內容應包括：摘要、探討主題、參考文獻及評述、研究方法、

主要觀點和創新處、及三至五個關鍵詞等。審查通過者，印製會前

文集。  

4.本會聘請華語文學者組成學術審議小組匿名審查，結果將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前公布並個別通知。 

5.論文審查通過者，請撰寫全文，於 2014 年 10 月 30 日前將電子檔案

郵寄至本會（wclc8@ms79.hinet.net、wclacec@gmail.com），本會將製

作會議光碟。為提升論文學術價值，歡迎會後投至世界華語文教育學

會出版之國際性學術季刊《華語文教學研究》（為國科會臺灣社會科學

TSSCI、人文學 THCI Core 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錄）。 

（二）不提交論文：報名表請於 2014 年 9 月 15 日前寄至本會。  

六、會議註冊費：新臺幣 3000 元，世華會會員 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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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議語言：華語或英語。  

八、會期： 2014 年 12 月 25 日（四）至 12 月 29 日（一）。  

九、會議地點：臺北市。  

十、旅遊參訪：會後將安排自費寶島之旅。  

十一、主辦單位：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地址：臺北市寧波東街 1 號 4 樓） 
電話：886-2-2351-1385  傳真：886-2-2341-7064 
電子郵件：wclc8@ms79.hinet.net、wclacec@gmail.com 

「第十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報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for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性別  
Gender  

 
國籍  

Nationality 
 

 

英文 English :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護照  
號碼  

Passport 
number 

 餐食  
Dietary 

□ 葷食  Non-Vegetarian    
□ 素食 Vegetarian 

通訊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手機(M)：  
公(O)：  
宅(H)：   

傳真  
Fax 

公(O)：  
宅(H)：  

電子郵件
E-mail 

 
 

現職（服務機構及職稱）：  
Title (Institution and Affiliation): 
學經歷簡介：  
Vitae: 
參加方式：（請√示）Participant (Please tick):  
□ 提論文 Submitter                □ 不提論文 Non-Submitter 
論文題目：   
Thesis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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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須知：（請詳閱參加辦法）  
1. 提論文者：本表及摘要請於 2014 年 7 月 30 日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本

會。  
2. 不提論文者：報名表請於 2014 年 9 月 15 日前寄至本會。  
3. 本表請打字或以正楷書寫，務必詳盡正確，以利寄發通知。  
4. 合寫論文者請分別填寫報名表並註明合寫者，以便統計人數。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World 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電話 Tel：886-2-2351-1385  傳真 Fax：886-2-2341-7064 
電子郵件 E-mail: wclc8@ms79.hinet.net   

Website: http://www.wcla.org.tw 
 

五、參加辦法：  
（一）提論文者：請將報名表、論文詳細提要，於 2014 年 7 月 30 日前以

電 子 郵 件 方 式 送 達 ： wclc8@ms79.hinet.net 、

wclacec@gmail.com 

（報名表可至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網站 www.wcla.org.tw 下

載） 

1.擬發表之論文必須未曾公開發表。  

2.提供審查的論文詳細提要，請以中、英文打字，字數以 2,000 以上

至 3000 字為原則，提供 Word 及 PDF 電子檔。  

3.提要內容應包括：摘要、探討主題、參考文獻及評述、研究方法、

主要觀點和創新處、及三至五個關鍵詞等。審查通過者，印製會前

文集。  

4.本會聘請華語文學者組成學術審議小組匿名審查，結果將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前公布並個別通知。 

5.論文審查通過者，請撰寫全文，於 2014 年 10 月 30 日前將電子檔案

郵寄至本會（wclc8@ms79.hinet.net、wclacec@gmail.com），本會將製

作會議光碟。為提升論文學術價值，歡迎會後投至世界華語文教育學

會出版之國際性學術季刊《華語文教學研究》（為國科會臺灣社會科學

TSSCI、人文學 THCI Core 引文索引核心期刊收錄）。 

（二）不提交論文：報名表請於 2014 年 9 月 15 日前寄至本會。  

六、會議註冊費：新臺幣 3000 元，世華會會員 2000 元。  

七、會議語言：華語或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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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會期： 2014 年 12 月 25 日（四）至 12 月 29 日（一）。  

九、會議地點：臺北市。  

十、旅遊參訪：會後將安排自費寶島之旅。  

十一、主辦單位：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地址：臺北市寧波東街 1 號 4 樓） 
電話：886-2-2351-1385  傳真：886-2-2341-7064 
電子郵件：wclc8@ms79.hinet.net、wclacec@gmail.com 

「第十一屆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報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for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性別  
Gender  

 
國籍  

Nationality 
 

 

英文 English :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護照  
號碼  

Passport 
number 

 餐食  
Dietary 

□ 葷食  Non-Vegetarian    
□ 素食 Vegetarian 

通訊  
地址  

Address 
 

電話  
Tel 

手機(M)：  
公(O)：  
宅(H)：   

傳真  
Fax 

公(O)：  
宅(H)：  

電子郵件
E-mail 

 
 

現職（服務機構及職稱）：  
Title (Institution and Affiliation): 
學經歷簡介：  
Vitae: 
參加方式：（請√示）Participant (Please tick):  
□ 提論文 Submitter                □ 不提論文 Non-Submitter 
論文題目：   
Thesis top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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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須知：（請詳閱參加辦法）  
1. 提論文者：本表及摘要請於 2014 年 7 月 30 日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本

會。  
2. 不提論文者：報名表請於 2014 年 9 月 15 日前寄至本會。  
3. 本表請打字或以正楷書寫，務必詳盡正確，以利寄發通知。  
4. 合寫論文者請分別填寫報名表並註明合寫者，以便統計人數。  

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  
World Chinese Language Association 

電話 Tel：886-2-2351-1385  傳真 Fax：886-2-2341-7064 
電子郵件 E-mail: wclc8@ms79.hinet.net   

Website: http://www.wcla.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