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日上午舉行的“中國和平發展：機遇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儀式
結束後，理工學院舉行了國際漢語教師澳門培訓中心的揭幕儀式，由社會
文化司司長崔世安、國家教育部前副部長吳啟迪、國家漢辦主任許琳、理
工學院院長李向玉主持，何厚鏵、白志健、基辛格、李肇星、盧樹民等以
及衆多嘉賓作爲見證人出席了儀式。

國際漢語教師澳門培訓中心漢語教師葡語速成班開學。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揭牌儀式籌備會在北京召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
員會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李宇明，教育部語言文字信
息管理司副司長王鐵琨，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棟，澳門理工
學院副院長殷磊，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王路江，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
究所所長姚喜雙等出席了籌備會議。

a.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李向玉教授，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姚喜雙
教授，北京語言大學代表陳曦教授在澳門理工學院代表三方簽署合作備忘
錄，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李
宇明教授等出席三方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

b.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揭牌儀式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行。國家語言文字工
作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李宇明教授，澳門理工
學院院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輪

值主任李向玉教授，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澳門語
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姚喜雙教授，北京語言大學港澳臺
事務辦公室主任陳曦教授主持了揭牌儀式。

c.“2009澳門‧語言接觸與跨文化交際”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
理工學院舉行。李宇明、李長森、曹志耘、蘇金智等學者發表
了演講，陳章太、程祥徽、戴慶廈、賀陽、胡庚申、黃坤堯、
黃行、黃翊、姜麗萍、李英哲、林子予、毛思慧、王洪君、王
培光、吳東英、謝建猷、徐大明、徐傑、游汝傑、曾曉渝、張
和生、張維佳、趙蓉輝、周荐、周清海、鄒嘉彥等學者報告了
各自的論文或作了發言。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會議由中
心學術委員會主任李向玉教授主持，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姚喜雙
教授，學術委員會委員曹志耘教授、黃行教授、李長森教授、
毛思慧教授、蘇金智教授、王洪君教授、徐大明教授、徐傑教
授、張維佳教授、周荐教授、鄒嘉彥教授等出席了會議。

a.第二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名單公佈，中心學
術委員李長森教授的《明清時期澳門土生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
遷》（中華書局2007）獲著作類一等獎。澳門理工學院的語言
學者黃翊副教授的《澳門語言研究》（商務印書館2007）和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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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孝副教授的《明清之際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1732）》（中
華書局2008）也分獲著作類二、三等獎。

b.中心學術委員周荐教授（與侯敏教授）主編的《2008漢語新詞語》由商
務印書館出版。

c.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的論文《百年老校，十年騰飛──語言暨翻譯
學校十年發展回顧》在《澳門理工學報》第12卷2009年第4期(總第36
期)發表。

d.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與湯開建、徐傑舜合作）在《西南民族大學
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25卷第7期上發表的論文《澳門土生葡人
研究三人談》被收入澳門研究叢書《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文選‧社會卷》
出版。

e.由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玉教授擔任主編、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
李長森教授擔任常務副主編的《中西文化研究》雜誌2009年第2期出版。

由全國漢語方言學會、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聯合主辦的“漢語方言
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全國漢語方言學會第十五屆學術年會”在澳門大學舉
行。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代表李向玉院長）、劉丹青教授、徐傑
教授、周荐教授等應邀出席，李長森教授作了《從秦始皇書同文談起》
的主題演講。

中心學術委員周荐教授應邀到吉林大學作題為《漢語字詞典字條義項的詞
性標注問題》的學術講座。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玉教授、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
中心葡語學科負責人李長森教授赴葡訪問，與葡萄牙教育部澳
門科技文化中心簽署合作開展澳門翻譯史研究的備忘錄。根據
文件規定，雙方各自組成團隊對澳門開埠四百年來的翻譯狀況
進行系統研究。返澳後即組成包括李長森教授、崔維孝副教
授、梁卓怡副教授、冼麗莎講師及黃雁鴻五人在內的澳門理工
學院研究團隊，並制訂各自的研究計劃。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北京語言大學揭牌儀式在北京語言大學
舉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
管理司司長李宇明教授，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澳門語言文
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王路江研究員，北京語言大學校長、澳
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崔希亮教授，教育部語
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姚
喜雙教授，教育部社科司規劃處何健處長等出席了揭牌儀式。
王路江書記、姚喜雙所長等共同為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揭
牌。 

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任命孔繁清教授為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執行主任（協調員），周荐教授為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辦公
室秘書長（副協調員），任期自2010年2月10日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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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漢語教師澳門培訓中心漢語教師葡語暨葡語國家文化研習班第二期课
程開學禮舉行。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揭牌儀式在教育部語言
文字應用研究所舉行。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李衛
紅主禮揭牌儀式，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
管理司司長李宇明教授，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
會主席、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輪值主任李向玉教授，教育部語言文字應
用研究所所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姚喜雙教授，澳門語言
文化研究中心顧問、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陳章太教授，澳門語言文
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所長曹志耘教授等
出席了揭牌儀式。

 
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出席第一屆澳門學國際研討會，發表題為《葡文
文獻整理與澳門學建設──澳門中央圖書館笈藏近代葡文報刊情況研究》的
論文。

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出席台灣輔仁大學紀念利瑪竇逝世四百週年國際
學術研討會並發表題為《清末民初澳門教會刊物與出版活動研究》的論文。

a.由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玉教授擔任主
編、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學
術委員李長森教授擔任常務副主編的《中西文化研究》雜誌2010年第1期
出版。

b.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在《澳門理工學報》第13卷2010年第2期(總第
38期)發表其研究澳門翻譯史的系列性論文之第五篇《高美士 ── 華語學校
的驕傲》。

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周荐教授應邀出席上海外國語大學“2010中國
外語戰略(國際)論壇”，分別報告論文。

中心學術委員徐傑教授、周荐教授應邀出席華中師範大學國家
漢語研究基地項目結項評審會。

a.中心執行主任孔繁清教授（與余振教授）合編的《中國和平
發展：機遇與挑戰》由澳門理工學院出版。

b.中心學術委員兼葡語學科負責人李長森教授參與組織澳門理
工學院暑期口譯培訓班，聘請歐盟翻譯總局口譯專家為澳門及
內地的中葡口譯人員進行高級培訓。培訓活動取得良好效果，
在澳門及內地引起較大反響。有關人士建議未來將有關培訓擴
大至外交部及經貿部專事翻譯的人員。

a.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近代澳門外報史稿》由廣東人民
出版社出版。

b.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在《澳門理工學報》第13卷2010
年第3期(總第39期)發表其研究澳門翻譯史的系列性論文之第
六篇《從伯多祿的譯文看澳門早期的翻譯風格》。

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出席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會第九屆年會
及研討會，發表題為《從羅郎也是何許人也談起──兼談澳門
土生葡人與19世紀的印刷業》的論文。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舉行主任會議，李向玉主
任、崔希亮副主任、姚喜雙副主任主持會議，曹志耘委員、李
長森委員、毛思慧委員、蘇金智委員、周荐委員等出席會議，
孔繁清執行主任、田育枝副秘書長、劉朋建副秘書長以及北京
語言大學教務處劉偉處長等列席會議。

a.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北京語言大學校長崔希亮教授作學
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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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姚喜雙教授作
學術報告。

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率澳門理工學院葡語委員會代表團訪問葡萄牙，
與葡教育部澳門科技文化中心商討澳門翻譯史研究情況，並就合作出版語
言翻譯研究成果及舉辦研討活動事宜達成協議。代表團還訪問了里斯本大
學、里斯本理工學院、賈梅士學會、托馬爾理工學院、雷利亞理工學院以
及白堡理工學院等高等教育機構。接著，李長森教授一行赴布魯塞爾訪問
歐盟總部翻譯總局，就合作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辦暑期高級口譯培訓班事宜
進行會談，並達成共識。

中心學術委員周荐教授應邀出席中國人民大學“首屆中國語言生活學術研
討會”，宣讀論文。中心顧問、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陳章太教授，
中心學術委員黃行教授、徐大明教授、張西平教授等也應邀出席研討會，
宣讀論文。

中心學術委員周荐教授在山東大學出席“漢語當代新詞語高層學術研討
會”， 宣讀論文。

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參加澳門理工學院澳門志編寫代表團，對義大
利、梵蒂岡、德國有關檔案館及圖書館進行了考察訪問，並與有關單位建
立了聯系，為澳門志編寫作文獻資料方面的有關準備工作。

澳門理工學院英語教學與研究委員會協辦國際譯聯執委會會議，中心學術
委員毛思慧教授出席會議。

澳門理工學院英語教學與研究委員會組識召開第6屆中華譯學論壇，主題
為“翻譯與文化”及MTI論文規範問題。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出席了
會議。

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在國際譯聯舉辦的第六屆亞洲翻譯論
壇發表題為《清末民初澳門翻譯風格的形成及其影響》的論
文。

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在澳門大學與澳門民政總署聯合舉辦
的盧九家族與華人社會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題為《盧九父子與澳
門土生葡人飛南第家族》的論文。

中心學術委員周荐教授在蘇州大學出席“第八屆全國漢語詞彙
學”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澳門理工學院舉行“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學術研討
會。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李衛紅，第
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許嘉
璐，國務院港澳辦正司級巡視員謝偉民，教育部港澳臺辦常務
副主任丁雨秋，教育部港澳臺辦副主任劉建豐，外交部駐澳特
派員公署特派員毛四維，澳門中聯辦文化教育部副部長張曉
光，澳門中華教育會會長李沛霖，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澳門語
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玉，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澳門語
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王路江，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
所所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姚喜雙，以及澳門
理工學院副院長殷磊教授、澳門理工學院秘書長陳偉民教授、

15-17/10

18-20/10

5/11

6-8/11

13/11

18-20/11

24-25/11

3-4/11

10末-11初

10

7 8



澳門科技大學副校長陳曦教授等一眾嘉賓出席主禮，來自祖國大陸、本
澳、香港和日本的近30位專家學者出席了研討會。

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許嘉璐教授在澳
門理工學院舉行的“澳門語言規劃與語言政策研究”學術研討會上作題為
《關於澳門語言規劃的思考》的主旨演講。

中心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沈家煊教授來澳門理工學院作題為
《漢語研究要擺脫印歐語眼光》的學術報告。

由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和澳門大學中文系主辦,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
系協辦的“第三屆漢語語法南粵論壇”在澳門大學舉行，中心學術委員徐
傑教授、周荐教授等應邀出席。

a.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在《澳門理工學報》第13卷2010年第4期(總第
40期)發表其研究澳門翻譯史的系列性論文之第七篇《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
在澳門回歸中的作用》。

b.由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玉教
授擔任主編、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兼澳門
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擔任常務副主編的《中
西文化研究》雜誌2010年第2期出版。

澳門理工學院與北京大學聯合召開首屆“澳門國際論壇：英語
作為亞洲國際語言”研討會。澳門理工學院署理院長殷磊教授
出席開幕禮，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主持論壇，其撰寫的長
篇論壇綜述發表在英語學術期刊 Asian Englishes，2010年第
13卷第二期上。

中心顧問程祥徽教授，學術委員徐傑教授、周荐教授等在廣州
大學出席“第五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會，宣讀
論文。澳門理工學院黃翊副教授亦有出席。受李向玉院長委
託，周荐教授在開幕式上宣讀李向玉院長給大會的致辭，並接
受第六屆研討會的主辦權。

由澳門中國語文學會、澳門粵方言學會主辦，澳門理工學院協
辦的“第十五屆國際粵方言學術研討會”在澳門理工學院舉
行，中心顧問單周堯教授、中心學術委員周荐教授等出席了研
討會。澳門理工學院的語言學者謝建猷教授、湯翠蘭副教授等
分別主持了會議，報告了論文。

中心學術委員周荐教授（與侯敏教授）主編的《2009漢語新
詞語》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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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
究中心管委會主席、學術委員會主任李
向玉教授主編的《澳門語言文化研究
（2009）》由澳門理工學院出版。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2009）》目 錄
序……………………………………………………………………………………........……李向玉
保護和開發語言資源……………………………………………………………………李宇明
語言和諧研究的幾個理論問題………………………………………………………戴慶廈
文化和諧論與跨文化交際—以中文人名譯音為例………………………..…蘇金智
語言規劃與中西思想……………………………………………………………………王培光
雙語規劃與雙語教育：新加坡的經驗與教訓………………………………… 徐    傑
本土全球化與香港中文廣告的多語整合…………………….………………..…吳東英
中國語言狀況形成的歷史過程….………………………………...………...……….黃    行
現代漢語裡的特殊現象………………………………………....…………………..…周清海
漢語形式賓語和語義賓語其及動賓結構…………………………..…….………李英哲
進行中的變化與形成中的社區—北方話鼻韻母
變項的社會語言學分析…………………..............……………………………...……徐大明
現代漢語書面語的形成與印歐語的影響……………………...……………….…賀    陽
語言類型差距在語言接觸變異中的作用問題探討……………………...……曾曉渝
關於建設漢語方言博物館的設想……………………………………......…………曹志耘
文化接觸與當代北京方言研究的幾點思考……………………………………..張維佳
對話十字門：澳門的語言碰撞與融匯及其影響…………….………………...李長森
明清時期方濟會出版中文教會著作研究……………….……………………..…崔維孝
《澳門葡文漢字注音方案》研究…………………………………………………...謝建猷
《口英咭唎國譯語》《播哷都噶禮雅話》簡介—從兩部尚未公佈的官方雙語辭
書看清代早期廣東的語言和社會…..……………………………………聶大昕、王洪君
西詞漢譯中的特用漢字問題………………………..…………………...周    荐、王銘宇
《旅居上海手冊》所見洋涇浜英語研究…………………….…………………..游汝傑
上海城市公共外語環境調查：現狀與對策……………………………………..趙蓉暉
東方學對翻譯的影響………………………………………………..…………………..蔣驍華

b.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李向
玉教授、中心學術委員兼葡語學科負責人李長森教授對葡萄牙
波爾圖理工學院、科英布拉大學、雷利亞理工學院以及里斯本
大學等學術機構進行了訪問。

c.澳門理工學院與葡萄牙雷利亞理工學院聯合啟動“葡語國家
高等教育研究”合作研究項目，澳門語言文化中心主任李向玉
教授為項目負責人之一，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為項目研究
人員。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邵宗海教授應邀來本中心進
行學術交流研究。

a.國際漢語教師澳門培訓中心漢語教師葡語暨葡語國家社会文
化研習班第三期课程開學禮舉行。

b.澳門理工學院理事會任命周荐教授為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執行主任兼辦公室秘書長，任期自2011年3月1日至12月31日。

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應邀參與对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科學
院（第一階段）的學術評估。

a.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李向
玉教授、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等對北京語言大學、北京大
學及北京外國語大學等機構進行了訪問。

b.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在《澳門理工學報》第14卷2011
年第1期(總第41期)發表其研究澳門翻譯史的系列性論文之第
八篇《語言暨翻譯學校早期的校長》。

c.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與香港理工大學Doreen Wu 教授應
邀合作為國際A&HCI 和SSCI學術期刊Critical Arts 編輯 Media 
Discourses and Cultural Globalis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專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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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理工學院國際漢語師資培訓中心舉辦第三期葡萄牙語暨葡語國家文化
研習班。該培訓中心自2009年5月成立以來，已為葡萄牙和巴西的孔子學
院培養輸送了29名漢語教師，為當地的漢語推廣作出很大貢獻。第三期葡
萄牙語暨葡語國家文化研習班共有20名學員，均為來自內地的年輕對外
漢語教師，並由國家漢辦選派來澳。經過一年強化培訓後，將被派往葡萄
牙、巴西、安哥拉、莫桑比克等葡語國家的孔子學院教授漢語。

a.應2011年度中心輪值主任、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王路江研究員之邀，
周荐執行主任赴北京語言大學向王路江輪值主任請示彙報工作。

b.周荐執行主任赴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向本中心管委會主任姚喜雙
教授彙報工作。

a.就11月將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辦的第六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
會的籌備問題，周荐教授赴教育部向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副主任、教
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長李宇明教授等請示彙報。

b. 就11月將在澳門理工學院舉辦的第六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
會的籌備問題，周荐教授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董琨研究員的代表
李志江副研究員、商務印書館周洪波副總編輯進行了工作磋商。

c.　就延請江藍生學部委員來澳門理工學院作學術報告，周荐教授前往中
國社會科學院向江藍生學部委員請益。

由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中文系主辦的《南國人文學刊》2011年
第1期（總第1期）出版，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中心學術委員徐大明教
授、徐傑教授應邀擔任該刊國際編輯委員會委員。

澳門理工學院葡語教學與研究委員會主席兼澳門語言文化中心學術委員李
長森教授代表澳門理工學院組織了葡語國家文化國際論壇在澳門舉辦的第
十五屆研討活動，與會的60多名葡語國家及地區代表，包括巴西文學院
院長貝沙拉教授和葡萄牙科學院院長馬拉加教授等著名語言專家及文化學

者，就葡語國家語言文化以及翻譯等議題展開討論。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李向玉
教授率澳門理工學院代表團對台灣有關高等院校進行了訪問及
交流。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
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主持葡萄牙教育部澳門科技文化中心
主任巴萊托教授的學術講座。

中 心 學 術 委 員 毛 思 慧 教 授 出 席 在 北 京 外 國 語 大 學 舉 行
的“CIUTI翻譯國際論壇”並發表論文；5月23日被北京語言
大學授予客座教授。

澳門理工學院與葡萄牙教育部澳門科技文化中心聯合在澳門舉
辦澳門翻譯史國際研討會，展示雙方一年來合作開展澳門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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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翻譯歷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等5名澳門理工學
院教師及研究人員在會上發表了學術論文。

中心學術委員毛思慧教授應邀參與對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科學院（第二階
段）的學術評估。

a.中心學術委員李長森教授在《澳門理工學報》第14卷2011年第2期(總第
42期)發表其研究澳門翻譯史的系列性論文之第九篇《從華語學校到華務司
技術學校》。

b.由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向玉教授擔任主
編、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學
術委員李長森教授擔任常務副主編的《中西文化研究》雜誌2011年第1期
出版。

中心舉行“澳門語言文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學術座談會，邀請北京語言
大學李楊教授、閻純德教授作主講嘉賓。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澳門語言文化研究
中心管委會主席、學術委員會主任李向
玉教授榮獲葡萄牙理工高等教育協調委
員會頒發的金質功績勛章。葡萄牙理工
學院協調委員會在布拉干薩理工學院舉
行委員會大會，並在該市市政圖書館舉
行儀式，將金質功績勳章授予澳門理工
學院院長李向玉教授，以表彰澳門理工
學院在保留澳門葡語文化，促進澳門與
葡國高等教育機構的合作與發展，以及
在推動中葡關係方面的重要貢獻。葡萄
牙理工學院協調委員會主席在致詞中高
度讚揚葡萄牙理工體系同澳門理工學院
的合作，指出這種第一時間的直接合作
為葡國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在教育領域的

合作樹立了榜樣。葡萄牙高等理工教育協調委員會認為，李向
玉教授早在澳門主權移交前澳門新華社工作時就致力於發展中
葡兩國友好關係；擔任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後努力探索在葡語教
學及科研方面開展合作的新形式，成功實現了雙方共同培養中
葡雙語人才，教師及學生互換交流，合作開展課題研究，積極
推動及開展葡國、澳門及中國內地間的合作，取得了令人矚目的
成果，為中葡兩國間的文化交流及進一步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21屆葡語大學聯會年會在葡萄牙北部城市布拉幹薩隆重開
幕。來自世界各地葡語國家及地區的高等學校460名代表於當
日上午十時半聚集在布拉幹薩市政劇院舉行開幕典禮，全世界
葡語國家及地區的126所葡語大學校長及學者在葡萄牙科技及
教育部長等官員親自主持下共商葡語教學及科研大業，澳門理
工學院院長李向玉教授及李長森教授等出席了年會，李向玉教
授與葡萄牙雷利亞理工學院院長Nuno Mangas教授就“葡語
國家高等教育研究”合作研究項目的進展情況作了聯合發言。
澳門大學、澳門城市大學及澳門國際研究所等學術機構亦派出
代表參加了是次會議。    

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出席在南開大學舉行的“國際中國語言
學學會第19屆年會”，宣讀論文。中心學術委員劉丹青教授、
王洪君教授、張維佳教授等也應邀出席年會，宣讀論文。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正式由澳門理工學院總部遷址澳門馬交
石砲台馬路電力公司大廈八樓辦公。

澳門理工學院與新疆師範大學聯合召開第三屆“英語教學、話
語及跨文化交際＂國際研討會，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
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席李向玉教授致開幕詞，中心學術委員
毛思慧教授出席研討會並作主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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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執行主任周荐教授應邀到暨南大學出席該校中文系和漢語方言研究
中心舉辦的“紀念詹伯慧先生80華誕從教58周年暨漢語方言國際研討
會”，宣讀論文。澳門理工學院院長兼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管委會主
席李向玉教授給詹伯慧教授所致的賀函，委託周荐教授在大會上宣讀。
中心顧問程祥徽教授、單周堯教授，學術委員徐傑教授，澳門理工學院
的語言學者謝建猷教授、黃翊副教授、湯翠蘭副教授等也應邀出席研討
會，或宣讀了論文。

中國文化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所長邵宗海教授及其助手朱英嘉、董致麟應
邀來本中心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江藍生學部委員應邀來澳門理工學院進行學術交
流活動。

a.澳門理工學院授予江藍生學部委員澳門理工學院名譽教授職銜，李向玉
院長主持。

b.江藍生名譽教授在澳門理工學院作題為《生活中的語言學》的學術報
告，李向玉院長
主持。

c.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朱英嘉女士、董致麟先生造訪本中
心，對周荐執行主任進行學術訪問。

27-29/6

27-30/6

29-30/6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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