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後記 朱榮貴　14：4（1995.12） 頁258-261

錢賓四先生百齡紀念會與學術研討會 14：4（1995.12） 頁265-266

韓愈國際學術研討會 11：2（1992.6） 頁134

韓愈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柯萬成　11：3（1992.9） 頁215-217

羅香林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 7：3（1988.9） 頁174

顧維鈞中國外交國際學術討論會 20：1（2001.2） 頁90-91

五、語文、文學

（一）語　言　　　

1.語言學總論　

Deuxiemes Journees de Linguistique Dasie Orientale（語言學研討會） 5：3（1986.9） 頁139

2001年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20：4（2001.11） 頁64-65

1997與香港中國語文研討會　15：3（1996.8） 頁242-243

中國語文教師學會年會　8：4（1989.12） 頁261-262；11：1（1992.3） 頁40-42

中華民國第一屆計算語言學研討會（ROCLINGI）會後報告　黃居仁、陳克健　8：2（1989.6） 頁98-101

中華民國第二屆計算語言學研討會會後報導　陳菀蓓、黃居仁、陳克健　9：2（1990.6） 頁79-81

全國研究生語言學研討會紀要　第一屆　周碧香、江俊龍　13：2（1994.6） 頁72-75

全國語言學論文研討會 2001年　20：4（2001.11） 頁64-65

言語與對話研討會（The 2nd SIGdial Workshop on Discourse and Dialogue） 第二屆　20：4（2001.11） 頁85-86

亞洲、非洲語言：傳統、現狀及研究展望研討會　18：2（1999.5） 頁162

東亞之聲國際研討會　15：3（1996.8） 頁237-238

東亞語言研討會　4：3（1985.9） 頁171-172

東亞語言發生學透視研討會（Workshop on Perspectives on the Phylogeny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20：4

（2001.11） 頁84-85

東亞語言學會議　3：1（1984.1） 頁22

計算語言學研討會　第二屆　8：3（1989.9） 頁181

國際中國語言心理層面研討會　3：4（1984.10） 頁231-232

國際中國語言學研討會紀要　第八屆　連金發　8：2（1989.6） 頁103-105

國際中國語言學研討會　第九屆　連金發　9：2（1990.9） 頁84-89

國際東亞語言與語言學研討會　第五屆　8：3（1989.9） 頁185-186

淡江大學姊妹校漢語文化學學術會議　第一屆　20：3（2001.8） 頁114-115

第一和第二語言習得國際會議　8：2（1989.6） 頁109

華語社會中的語言學教學研討會　11：1（1992.3） 頁33；11：3（1992.9） 頁225-226

當代語法理論與漢語句法研討會　6：3（1987.9） 頁154

語言文學之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001.2） 頁95

語言學與漢文佛典演講暨座談會紀要　竺家寧　19：1（2000.2） 頁29-32、46

2.修辭學　　　

中國修辭學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　18：4（1999.11） 頁458-459；第三屆　20：3（2001.8） 頁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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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聲韻學　　　

中國聲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竺家寧　（上）9：2（1990.6） 頁76-78；（下）9：3（1990.9） 頁175-

177

中國聲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導　陳新雄　9：3（1990.9） 頁173-174

全國聲韻學研討會紀要　第十一屆　劉芳薇、王松木、黃金文、蔡妮妮　12：4（1993.12） 頁249-252

全國聲韻學討論會議紀要　第五屆　姚榮松　6：2（1987.6） 頁82-86

全國聲韻學討論會議紀實　第六屆　竺家寧　7：3（1988.9） 頁163-170

全國聲韻學研討會　第七屆　8：2（1989.6） 頁106；第八屆　9：1（1990.3） 頁10；第九屆　10：2

（1991.6） 頁118；第十五屆　16：3（1997.8） 頁279-280；第十六屆　17：3（1999.8） 頁330

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聲韻學研究之蛻變與傳承　第七屆國際暨第十九屆　20：3（2001.8） 頁110-111

全國聲韻學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國際暨第十屆　11：2（1992.6） 頁131；第四屆國際暨第十三屆　15：1

（1996.2） 頁31；第六屆國際暨第十七屆　18：4（1999.11） 頁450-451

漢語音韻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四屆　15：4（1996.11） 頁359-360；第五屆　18：1（1999.2） 頁18-20

聲韻學研討會　第三屆　5：3（1986.9） 頁134

聲韻學教學研討會　第二屆　3：1（1984.1） 頁17；第三屆　4：2（1985.6） 頁111

4.方　言　

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化及歷史國際研討會　5：1（1986.3） 頁23-24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紀要　徐芳敏　第一屆　9：3（1990.9） 頁167-172；第二屆（上）

11：1（1992.3） 頁14-19；第二屆（下） 11：2（1992.6） 頁121-127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　第二屆　10：1（1991.3） 頁37-38；第二屆　10：2（1991.6） 頁

119；第二屆　10：3（1991.9） 頁221；第三屆　10：4（1991.12） 頁331；第三屆　11：2（1992.6）

頁131-132；第四屆　13：4（1994.12） 頁214-215；第七屆　20：1（2001.2） 頁112-113

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國際研討會會議紀要　呂菁菁　第三屆　11：3（1992.9） 頁212-214

中國語言及方言會議　5：1（1986.3） 頁24

出席第六屆國際南島語言學會紀要　李壬癸　10：3（1991.9） 頁211-212

北美洲漢語語言學會議　第三屆　10：3（1991.9） 頁231-232

北美洲漢語語言學會議紀要　第六屆　湯廷池　13：2（1994.6） 頁71-72

古代漢語語法國際學術研討會（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lassical Chinese Grammar） 第四屆　20：4

（2001.11） 頁76-77

南島語言學會議紀要　第六屆　李壬癸　18：3（1999.8） 頁295-297

高雄縣世居五小族的族語教學語鄉土文化教學討論會　20：2（2001.5） 頁110

參加第二十一屆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　連金發　7：4（1988.12） 頁246-247

國際中國先秦語法研討會　13：2（1994.6） 頁81

國際南島語言學會議紀要　第七屆　李壬癸　14：1（1995.3） 頁19-21

國際漢語與英語理論與應用研討會　　9：3（1990.9） 頁183-184

國際漢語語言學會議紀要　第一屆　竺家寧　11：3（1992.9） 頁210-211

國際漢藏語言及語言學年會紀略　第二十屆　屈承熹　6：4（1987.12） 頁196-197

國際漢藏語言與語言學會議　8：4（1989.12） 頁260-261

國際漢藏語言學年會記略　第十九屆　屈承熹　5：4（1986.12） 頁175-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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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漢藏語言學會　第十四屆年會　1：2（1982.4） 頁55-56；第十六屆年會　2：4（1983.10） 頁224-

225；第十七屆年會　4：1（1985.1） 頁43-44；第十八屆年會　4：4（1985.12） 頁214-215；第二十五

屆　11：4（1992.12） 頁331

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紀要　第十九屆　湯廷池　5：4（1986.12） 頁173-175

國際漢藏語言學會議論文評介　第十六屆　張賢豹　3：1（1984.1） 頁10-14

國際閩方言研討會　第三屆　12：1（1993.3） 頁31-32；　12：3（1993.9） 頁189-190

國際彝（倮倮）語會議　第一屆　張賢豹、連金發　3：2（1984.4） 頁102-104

漢語方言學研討會　5：4（1986.12） 頁179

漢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紀要　李添富　11：1（1992.3） 頁20-21

漢語語言學國際研討會暨第七屆北美洲漢語語言學會議會後紀要　第四屆　張淑敏　15：1（1996.2） 頁

27-30

漢語語言學國際會議　第六屆　17：1（1998.2） 頁23-25

漢學中心與當代語言學的交會──記「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學術研討會」 何大安　19：1（2000.2） 頁

47-50

漢藏語系藏緬語族羌語支語言及語言學研討會述評　孫宏開　19：1（2000.2） 頁24-28

臺灣南島民族母語研討會　13：3（1994.9） 頁148

臺灣南島民族母語研討會紀要　黃美金　13：4（1994.12） 頁206-208

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紀要　第二屆　黃美金　14：3（1995.9） 頁171-174

臺灣語言國際研討會　第一屆　12：2（1993.6） 頁116-117

藏緬語及語言學研討會（Workshop on Tibero Burm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0：4（2001.11） 頁68-69

（二）文　字　　　

1.文字學總論　　　

中國文字的未來學術研討會及座談會會議紀要　陳韻　10：2（1991.6） 頁109-111

中國文字統一之路學術研討會紀要　季旭昇　12：3（1993.9） 頁186-187

中國文字學全國學術研討會　第七屆　15：4（1996.11） 頁354；第八屆　16：2（1997.5） 頁163；第九

屆　17：3（1998.8） 頁329；第十屆　18：3（1999.8） 頁306

中國文字學國際研討會　第二屆　10：2（1991.6） 頁119-120；第三屆　11：2（1992.6） 頁130

中國文字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第一屆　陳韻　9：1（1990.3） 頁5-6

中國文字學會學術研討會　首屆　15：4（1996.11） 頁360-361

2.文字學　　　

中日聯合契丹文字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　首屆　劉鳳翥　11：1（1992.3） 頁22-24

中國古文字研究會　第九屆年會　11：4（1992.12） 頁321

中國古文字と殷周文化研討會　6：1（1987.3） 頁27

古文字學研討會　第一屆　9：2（1990.6） 頁90

海峽兩岸漢字學術交流會紀實　姚榮松　10：4（1991.12） 頁316-318

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　第二屆　13：1（1994.3） 頁20-21；第三屆　17：3（1998.8） 頁319-320

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報導　黃競新　2：4（1983.10） 頁214-215

國際漢字研討會　第五屆　18：2（1999.5） 頁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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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文化圈內之漢字生活問題國際研討會　11：1（1992.3） 頁34

3.訓詁學　　　

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許慎撰著《說文解字》1900周年　首屆　20：4（2001.11） 頁81-82

中國訓詁學全國學術研討會　第五屆　20：1（2001.2） 頁111

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　13：2（1994.6） 頁77-78

全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國際暨第三屆　16：3（1997.8） 頁276-277；第二屆國際暨第四屆　18：2

（1999.5） 頁173

（三）文　學　　　

1.文學總論　　　

Literature des Annees Quatre-Vingts（文學） 5：3（1986.9） 頁139

中國文哲研究的展望學術討論會　10：3（1991.9） 頁222-223

中國文學史研究諸問題國際研討會　18：2（1999.5） 頁174-175

中國文學史教學問題研討會　8：1（1989.3） 頁35

中國文學史暨文學批評學術研討會　16：1（1997.2） 頁25

中國文學批評研討會　第一屆　6：2（1987.6） 頁87；7：1（1988.3） 頁17

中國文學研討會　6：4（1987.12） 頁209

中國文學研討會　二十世紀　10：3（1991.9） 頁223

中國文學與哲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9：4（1990.12） 頁268-269

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系列—第三次會議：傳統文學的現代詮釋　16：4（1997.11） 頁422；第四次會

議：臺灣古典文學與文獻　17：4（1998.11） 頁467；第五次會議：旅遊文學　18：3（1999.8） 頁302

文學名著與美術學術研討會　20：2（2001.5） 頁126-127

文學與文化學術研討會　16：3（1997.8） 頁275；第二屆　17：4（1998.11） 頁471-472；第三屆　18：4

（1999.11） 頁449-450；第五屆　20：3（2001.8） 頁110

文學與宗教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　16：2（1997.5） 頁164-165；第七屆　20：3（2001.8） 頁106

文學與美學學術研討會　8：3（1989.9） 頁178；第二屆　9：3（1990.9） 頁180；第三屆　10：2（1991.6）

頁118；第四屆　12：3（1993.9） 頁190；第五屆　14：4（1995.12） 頁263；第六屆　17：1（1998.2）

頁26

世變與創化：漢唐、唐宋轉換期之文藝現象研討會　18：3（1999.8） 頁298

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國際研討會　18：4（1999.11） 頁464-465

印度、西藏、中國：傳統敘事文的來源及其他國際研討會　16：3（1997.8） 頁275

百年來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　15：4（1996.11） 頁354-355

亞非文史研究研討會　14：1（1995.3） 頁32

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　第一屆　16：2（1997.5） 頁165

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10：4（1991.12） 頁331

河殤學術研討會　8：1（1989.3） 頁41

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學與文化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2001.2） 頁98

近三百年中國文學研討會　4：3（1985.9） 頁169-170

重讀中文研討會　16：2（1997.5） 頁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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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中文研究所在學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9：2（1990.6） 頁91

國際文學理論研討會　7：1（1988.3） 頁20

國際文學與宗教研討會　第一屆　5：3（1986.9） 頁138

國際宗教與文學會議　第二屆　9：1（1990.3） 頁11

淡江中文所迎新論文發表會　9：4（1990.12） 頁269

華文文學大同世界國際會議　7：2（1988.6） 頁82

新世紀華文文學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20：3（2001.8） 頁107

語文、情性、義理：中國文學的多層面探討學術會議　15：3（1996.8） 頁255-256

2.古典文學　　　

九五北京《文心雕龍》學術討論會　15：3（1996.8） 頁236-237

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會　7：4（1988.12） 頁257；9：1（1990.3） 頁13

中國古典文學國際研討會：第一屆先秦至南宋　16：3（1997.8） 頁276

中國古典文學第一屆國際會議　4：2（1985.6） 頁112

中國古典文學國際研討會—紀念聞一多先生百週年誕辰　第二屆　18：4（1999.11） 頁472

中國古典文學會議　第四屆　2：1（1983.1） 頁29-31；第五屆　3：1（1984.1） 頁17-18；第六屆　4：1

（1985.1） 頁40；第七屆　5：2（1986.6） 頁74；第八屆　6：2（1987.6） 頁87；第九屆　7：4

（1988.12） 頁253-254；第十屆　9：3（1990.9） 頁179；第十二屆　11：2（1992.6） 頁132；第十五屆

16：2（1997.5） 頁162

中國詩書畫研討會　4：3（1985.9） 頁172

中國詩學會議　11：4（1992.12） 頁321-322；第四屆　17：4（1998.11） 頁472-473

中國講唱文學研討會　6：2（1987.6） 頁92；7：2（1998.6） 頁81

文心雕龍國際學術研討會　18：4（1999.11） 頁451-452；第四屆　19：2（2000.5） 頁272-273

文選學學術討論會論文綜述　1995年　陳慶元　15：3（1996.8） 頁231-235

文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四屆　19：4（2000.11） 頁635-636

全國古典文學會議　第三屆　1：1（1982.1） 頁12

全國宋詩研討會　7：3（1988.9） 頁171-172

宋代文學研究談話會　第五回　20：4（2001.11） 頁64

宋代文學研討會　第一屆　14：3（1995.9） 頁174-175

宋代文學與思想研討會　7：4（1988.12） 頁253；8：1（1989.3） 頁29

兩漢文學學術研討會　14：4（1995.12） 頁266

明代文學學術研討會　18：4（1999.11） 頁458

明代的學術與文化研討會　10：4（1991.12） 頁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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