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屆聞際粵方言研討會

第十屆觀際導方古研討會按 2005 年 1法月 12 包車 14 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造次研討

會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主辦多張洪年教授任大會籌委會主席雙並聽得美體華接頓大學余靄

芹教授、香港城市大學都鑫學教授和攘外i暨南大學鶯伯黨教授為大會主題演講嘉賓。研討會

的主題為

屆之冠。學者…百翎十多人分崩來自中觀的大陸、香塔、澳門、畫畫灣墟罷，以及日本、新加

坡、歸來聽亞、美閱、加拿大、英閣、萬萬幫等翻家。部分學者聞事不克到會，論文在會上分

發傳聞。

研討會閉幕體於 12 日上午舉行，香港中文大學醋校長驛站館教授、文學院院長羅炳良

敬授以及大會主席張棋年教授合崩敢詢，熱熱歡迎各地學者重臨首屆闢跨粵方富的舉行地點

香港中文大學。在關後三天的研討會鑫 s 與會學者說粵語研究的各餾方面進行了研討，內容

鈕括1f寄語音、說彙、語法及語爵各鱷茁現象的描寫分折，早期文獻和諸將對廳時研究的黨

獻，智富和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方苔分群和語言接觸的探討，方古地醋的製作及作用，語宮

習得及語文教學研究等等，討論氣氛十分熱熬。研討會聞專體投持日下午暴行，由張?共年

教授對會議進行總結 3 並車走設立研討會聯絡處進行討論。會議笠佈下屆研討會將在廣酒大學

舉行，林赤教授代表廣商大學在會上發育多熱寶貝歡i更大家參加下屆會議。

以下是本屆研討會論文自錄:

一、中文部分(據主運演講嘉賓外，均按作者推氏之漢語掛膏排序)

余靄芹 粵語教語的構擬

車許嘉彥 粵語研究對語言學的一些貢獻

1普仿慧 粵方言研究的，當前課題:歷屆.f方言研討會約腎臟

本堯笑 粵語典音實字研究

陳柱鸝 i學詩吉話錄黨擦會[ts]在香港的i可抒己就象

陳世殺 1貴楊玉林方言入學黨合徹尾的消失

林倫倫、陳忠梅 1食象海豐 f品來話j 與廣州語語發約比較研究

棟小楓 ...方玄對種鞋都閥方言~譯音~統的影響

練車色錄、翁浮文 廣西實港Ji11鑄...方玄點詩奇特點概述

棟小明 廣州話小稱形式約諸實雙層次及原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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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最喜根、張鵝少 發港重句詩在粵語最使用情況研究

t乞 1"合 談早期..誇i選擇悶句祈取連詞「啡j 、 fv.轉悠j

丘學且最 -f海軍話中約粵語成分

書容忍穎 粵語格式虛詞結構的句法理論

那小寧 試析粵語種詞有穹的「成J (se:l)) (陽平)

要~_l，.榮 廣西鐘山土看看約粵語繫屬

直反賢慧J..紀 粵語句求助詞的體~

方小燕 廣州方言暈詢功能特徵再深

甘于忠、吳芳 〈廣東..方言地!11集》的環論價值2乏相關問題

無必之 一段綴著冕的語言史:珠江三角洲八個粵語方言的分群

韓詠直持 現代替港粵語教母閱、合口問題的考察

何志有長 從"'"方言看《史說.H受J 字部分為側的i-義問題

行越美奈子、橫田文彥 f嚇J 約歷史演變

胡松4由 廣豐話與廣州話約詢震耳難繫

貧伯榮 從琇江話會變宮覓到聲音黨的結寫

獎品等維 3宗教專誇中約選擇悶句

黃小殼廣州方言承傳詞考釋

黃綠蠶 豆豆文暢〈廢字會英語〉在會譯史的地位

仁和關語文通訊

江佳玲、吳整結 (EIemenωde langue chinoise dialecte c部切關。所反映的十九弦音紀末粵語方言

語*寶典主兒象

蔣平、林慧雯 i學誇口誇襄否定到詞 f唔[m]J 約會餘f!J歸

尋長安份 廣東話動詞詞尾f得j 約語義及句法特級

李鼓 早期粵語文獄中的粵語-t~2之會標串串寫問題

尋急速進 f育事街話J*調變其現象成商研究

李如龍 J等設i學譜的「吩日/察官 J2之詞內會變

李維漢、許子:寶 玉、六十年代香港粵語電影語言研究一一一以語氣調 f喉」、 f喙j為例

梁馳華 廣西子為大新白話的兒尾

梁忠東 玉林話 f是每j 字和 f母身j 字句

月吾國是事 。oc的粵語例外i-變

林建亭、謝這套梅 森港學誇稱謂語的使用情丸調至是

林仲d {.粵語能性述補結構 (v得c.v得OC/CO) 約共特比較研究》

林拳勇 廉江方言中表嘗試與清測的"娣i退"

劉倩 鵲於1廣州語句求助認「啄J 的比較研究

劉華持中 等方言研究中的拖到制作

劉鎮發現代廣州發止過兩辦報d擎的例外合變與成因

粥鎮發、魏日.. 康江市長白看看概況

盧興弱、劉志平 從粵普詞彙差異看地理環境閱黨的影響

藺草在 基於統計的粵語/普通話語音對應及應用方面

讓偉豪 析品本漢《中國會面賣學研究》中的廣州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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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耘 蹺，代廣州重韓兩對響母語..母的演變

英毒害 廣州話仁經j 的語法意義及其與普通話相主義表達方式的比較

歐陽凳豆、部嘉彥、江荻 海為三混進害苦的歸繞問題

歐湯偉豪 司今港粵語壁畫貌認泛的第二語言習得

歐陽卓瑛 i學誇綻苦笨重華英語借詞的後還論分析

潑秋-t .1學方言給予義雙賽語結榜約來源

彭小)1] 廣州誰是非問句研究

片間新 十九世紀粵語的處置句: 1誠j 字句

千島笑一 從惡語詞彙看香港詩詞彙的安整

饒榮才 廣州祿的特殊為詩初採

學教鳴 得論廣州話有定的"受+咚"結緣

署~慧君 粵善待茂名地區學方1言語奇特點綜論

4j{敬敏、石定棚 f港式中文J 租典語言變體

4j{宣 廣州市是夫少6年草莓獨雙方父母的用語調查

石走親 粵語句求助詞的句法地位

失放草譯文 哈佛犬學本《摹莫過香吾》的苦學注

侍建麗蓮 粵語溪母5于歷史膏變

施其生、張蒸芬粵語的「有j 、「有j 、 f唔j 、 f來J 、「導曾j

局無忌、蘇割璋 廣州話的禮貌用語

在車灣海 粵語與古漢語守主長安蠱之比較研究

孫玉卿 導方言古獨勢母字演變的幾種方式

譚t法實 粵語、通語及其他方言一些同握手、異彩詞的..傾變異例釋

湯翠章程 廣東新會句前話聲調的再研究

海志祥、陳吳儀 深圳粵語 l'街頭語j詞星星的對此分析

唐作藩 從〈廣線》是台廣州話的例外合雙

紛謗、河 廣州苦苦否定範疇的表發分條

3余魚竿 河口粵方言鳥語音機述

萬波 且學方言書F母~繞中約送氣清義者擦化現象

.l..晉光 《新 jlJ 增校切Jfl i泛膏鄉義雄主于大全》所見粵語詞條

玉祥樂 廣東泉免l學街誰會象說“單各

伍藥、五線媛 廣州會~君去旅*-1牽制?巾'w討童音

吳文芯 馬來苟且五台J.t方言草或流研究

楊敬字 清末廣卅方言完成壁畫助詞「唆j 和「可直j探析

辛勞康婷 粵語外來詞的四顧和展覽

紋拉吾吾 泉免粵語啥?平方脅說略

曾志雄 問乎?異乎?一一從粵語f擠擁j說起

曾子凡 香港粵語讀寫誇之修辭呂學構語構義初採

張勵辦 港式中文的準規範化探討

~.敏粵語作為結射狀~疇:一個分群的新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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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長念 留學生使海粵語種貌，紛詞「緊j 和[住j 的調至長

張且是文 粵語的提式副駕?美唔多...惜滯j

張淑儀 試探訪問膏脅受過道傾向與辜會錶J也請主予高界變穢的關像

旅費且是 《金瓶梅》所見的粵方言詞語

張振興、張惠英 凌弱.l>.林台語 r-J 寄了表指示有f求完成

鄭胎脅 淺談廣州祿的朽、凹等字績考

周粉勝新會~1"初採

罵成松說?喔」

中劉語文通訊

周燕語 學方言藍色約人在學習普通話時的錯發現象一一有關發尖中~哥哥[n]和發尖'f邊糊的

壘學紛

來繞農、寸黑 學誇、詞語、英語中的內爆發

二、英文部好

Robert S. BAUER, 任怨UNG Kwan欄詛n. Choi腳Yeung Chang Flynn Interaction of Inton淵。8 個d Tone 

in Cantonese 

CHAN Chi I.eung Loca1ization of a stand位岔路d test in the Hong Kong ωntext 

Ken Slu Kel CHENG Songs 也ld Rhymes: Popular Song韓紅ld Cantonese Phonology Revisited 

An紛nio Ki Shun CI:恕UNG Syntac位.c Al臨na位ve: InVf沼位車拉出g the Etfects of Weight in Carrtonese Dative 

Construc胎的

CHEUNG Kwan 路旦， Robert S. BAUE民 The ABC CoIIoq凶alC也1t叩自甘~English Dictionary 

CH竄到G Yuk Man The Ae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Sentences in Hong Kong Carrtonese 

CHOR Winnie Oi-Wan Two Verbal Partides of Completion in Cantonese : 20 & I迎I

DING Picus Sizhi Lai and Wo 刪Two Evidential M訂'kers in C胡tonese

LAI Wing Sze S加ss 磁ect on Tor主義1 Assignment 泌 C也ltonese Loanwo吋S

LBE Siu Lun The implementa泣。n of cultural elements in le:結ning Cantonese 

LEUNGMan T嗨， CHUNG Hoi Ki. Flora Data analysis of αlÍnese Characters in prinI惚y school ∞'rpora 

。f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pre設必narγ 益的'retical interpreta益。ns

LUKE Kang Kwong Subjec制診部d Inter個bjectivity in C詰胸口的eg時mm缸

Stephen MATI1IEWS. CHING Hoi-Lan. Hel冊. YIP Choy芯in Virginia Topic滋組組on 血d the pro啦啦g

of relative dasuses in C位ltonese

MOK Pi品Ki peggy Reass削in起 the no位on of vowel phon日恆的泌 Cantonese and M磁ld訂in

MOK Sui-San囂. LAM FOO-SunI Negation and C部切nese dura位V扭扭dverbials

SIO J。但ma Ut-Seong Mo飽問tion and deftniteness in Can紛nese and other Chinese langu峙的

W &~G Xiaomei Loan Words in Malaysian Cantone給

WONG Yin話;-Wai An Op防nality Theore位c Study of Tones of Yue Dialects 

毛毛ru Weiping The key role of p羽gmatic t祖sks 設1 every stage of 自e learning process 

Y八N Jing Language Socia1iza位on of Hong Kong Internet Comm固守:An攏過ne Ut話racy Study 閻明報

時事討論盟主‘M誼19 Pao Internet FOrunI of C恤ent Event" 

C釘ine Yuk-man 訂U The direc泣。nal complement tl晶叩衡;如隘sto洹cal perspertive 

(第十屆闢際粵1ï育研討會籌委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