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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澳門理工學院與北京語言大學、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合作建立的“澳門語

言文化研究中心”，揭牌儀式於2.0.0.9年11月17.日在澳門舉行，同時還召開了“2.0.0.9澳

門．語言接觸與跨文化交際”國際學術研討會。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姚喜雙所

長、北京語言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陳曦主任及李向玉院長代表中心組建的三方，在

教育部語言文字信息管理司李宇明司長見證下主持揭牌儀式，並簽署合作備忘錄。中

心成立的目的是發揮各自優勢，整合三方學術資源，開展對澳門地區語言發展戰略、

語言文化的歷史及現狀、漢語教學等相關領域的研究，以提升澳門特別行政區語言文

化建設的水準。

2.0.0.9年11月之後，中心又舉辦了三場學術研討會，分別為“澳門語言規劃與語

言政策研究學術研討會”(2.0.10.年11月)、“第六屆海峽兩岸現代漢語問題學術研討

會”(2.0.11年11月)及“公民語言能力研究學術研討會”(2.0.12.年11月)；並邀請了崔希

亮教授及姚喜雙教授舉行學術報告會，亦邀請了著名學者江藍生教授、沈家煊教授等

舉行了多場學術座談會。

中心更開展了科研項目，其中教育部語用所蘇金智研究員的“澳門普通話使用情

況調查”，北京語言大學曹志耘教授的“澳門方言文化典藏”.已結項。

在這三年間，中心分別出版了“《澳門語言文化研究(2.0.0.9)》、《澳門語言文化

研究(2.0.10.)》及《澳門語言文化研究(2.0.11)》三本論文集；並出版了“澳門語言文化

研究中心簡報”第一期及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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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理工學院概況

澳門理工學院成立於1991年9月16.日。是

一所公立、多學科、應用型的高等學府。澳門

理工以“普專兼擅，中西融通”為校訓，以“

教學與科研並重”為方針，以“小而美、小而

精、出精品”為方向，以“扎根澳門，背靠

祖國，面向世界，爭創一流”為理念，以“教

學標準國際化、科研工作規範化、校園設施電

子化、行政工作法治化”為治校標準。現任理

事會成員為：院長李向玉教授，副院長殷磊教

授、秘書長陳偉翔博士。現有教學、科研人員

2.3.5.人，其中博士學位擁有者佔5.7..9%。非教學

人員2.97.人、專業培訓員5.5.人。在校學位課程

學生約3.0.0.0.人，非學位培訓課程學生每年約2.

萬人次。

教學工作由語言暨翻譯、管理科學、公共

行政、體育暨運動、藝術、衛生六所高等學校

實施。開設的學士學位課程有：中英翻譯、中

葡/葡中翻譯、電子商務、工商管理(市場學專業)、會計學、文學(公共關係專業)、管理

學、社會科學(博彩與娛樂管理專業)、公共行政、社會工作學、電腦學、體育教育、視

覺藝術、音樂、設計、護理、生物醫學技術理學(藥劑技術)/(檢驗技術)等；並與海內外

優秀大學合辦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社會工作、電訊科學、公共行政公共管理碩

士(MPA)、體育人文社會學、體育教育訓練學、運動人體科學、護理學、專科護理學等

10.個碩士學位課程。這些專業均以實用為導向，以應用學科和行業技術為教學內容，

教授知識與培養技能並舉，部分課程已經與世界知名大學的課程接軌。澳門理工迄今

已培養了數以萬計的專業人才，畢業生以所學到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在相關行業中發

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深受用人單位好評。

科研工作由前述各校、“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中

西文化研究所、理工新濠博彩及娛樂資訊技術研發中心、理工學院-倫敦大學瑪麗皇后

學院資訊系統研究中心、理工—BMM博彩技術檢測中心以及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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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各校、所、中心採用與海內外知名大學和機構開展合作研究、組織國際學術研討

會、出版學術刊物、主辦全澳英語及資訊科技比賽等方式，以科研促進教學實踐、探

討社會熱點問題、配合特區政府施政方針的實施。科研成果，尤其是發表於各類核心

刊物、索引，以及獲得各類獎項的著述，逐年增多。.

澳門理工旨在沿著以學生為本、追求卓越；以特色立校，以質量為本的辦學道

路，既立足於澳門的實際，又緊貼教育國際化的脈搏，扎實苦幹，奮發進取，力爭把

理工辦成一所管理嚴謹、師資優秀、學風端正、教學質量不斷提高的大學。

 http://www.ipm.edu.mo/cweb/history/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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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語言大學概況

北京語言大學是教育部直屬高校，創辦於196.2.年，196.4年6.月定名為北京語言學

院，1996.年6.月更名為北京語言文化大學，2.0.0.2.年校名簡化為北京語言大學。北語是

中國唯一一所以漢語國際教育和對來華留學生進行漢語、中華文化教育為主要任務的

國際型大學，素有“小聯合國”之稱；又是一所以語言教學與研究為特色和優勢的多

科性大學，經過5.0.年的發展，北京語言大學已成為我國中外語言、文化研究的重要學

術基地和培養涉外高級人才的搖籃。

建校5.0.年來,學校已經為世界上17.6.個國家和地區培養了12.萬餘名懂漢語、熟悉中

華文化的外國留學生。北京語言大學在國內從事對外漢語和中華文化教育歷史最長，

規模最大，師資力量最雄厚。目前，學校共有教職工12.87.人，其中教學和科研人員

7.40.人，有高級職稱的3.5.1人。學校還聘請一批國內外知名學者為兼職教授，同時還有

6.0.多名外國專家在校任教。2.0.世紀90.年代以來，人才培養的領域不斷拓寬，學科涵蓋

文學、經濟學、法學、工學、歷史學、教育學和管理學七個門類，現有博士後流動站

1個、博士專業15.個、碩士專業2.8個、本科專業2.5.個。其中國家重點學科1個，北京市

重點學科9個，2.0.10.年，學校各類中國學生達到3.5.2.93.人。其中博士15.7.人，碩士13.5.3.

人，本科生3.7.90.人，成人本科13.2.7.人，成人專科116.0.人，網路本科10.16.4人，網路專

科生17.3.42.人。外國留學生86.2.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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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設有漢語學院、外國語學院、人文學院（教師進修學院）、漢語進修學院、

漢語速成學院、資訊科學學院、國際商學院、高級翻譯學院、社會科學學院、繼續教

育網路教育學院、出國留學人員培訓部、英語教育中心、體育教學部等教學單位。設

有對外漢語研究中心、漢語水準考試中心、語言研究所、應用語言學研究所、語言信

息處理研究所、首都國際文化研究基地、國際漢語教學研究基地等研究機構。其中，

對外漢語研究中心是中國對外漢語教學領域設立的唯一一個國家級重點研究基地，被

確認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百所重點研究基地”之一，承擔著多項國家和省部級科

研課題。

北京語言大學一貫重視國際交流與合作，隨著我國對外交流與合作的不斷擴

大，學校與世界各國的聯繫日益廣泛、密切。目前與世界上5.0.個國家的2.80.所大學及

教育機構建立了合作交流關係，形成全方位、多領域、深層次、富有成效的國際教育

格局。學校在韓國設立了辦學機構，與美國哈佛大學、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等大學開

展聯合培養本科生和研究生項目。學校編輯出版《語言教學與研究》、《世界漢語教

學》、《中國文化研究》三種核心期刊。學校出版社出版的各類教材在海內外產生廣

泛影響，有近百個國家的各類院校和培訓機構使用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的對外漢語教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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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

   研究所概況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

用研究所（簡稱“語用

所”）的前身是中國文字

改革委員會的拼音方案

部、漢字整理部和語文教

學部。1984年3.月，經國

務院批准正式建立語言文

字應用研究所。2.0.0.1年4

月，國家語委普通話培訓

測試中心和《語言文字應

用》雜誌併入語用所，組

成新的語言文字應用研究

所，掛國家語委普通話與文字應用培訓測試中心的牌子。

語用所是教育部和國家語委直屬的唯一的國家級語言文字應用研究和培訓測試專

業機構，主要職責是：研究語言文字應用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研究語言文字的規

範化和標準化，研究語言政策和語言規劃，開展社會語言文字使用的監測與研究，為

教育部和國家語委的中心工作服務，為社會各界提供有關的評測與諮詢服務。開展國

家通用語言文字培訓測試及有關的組織規劃、教學與科研工作，指導各地培訓與測試

的業務工作。編輯出版《語言文字應用》和《語文信息》，進行有關語言文字的網路

建設和現代化的信息服務。開展對外和對港澳台相關交流與合作。培養研究生和其他

相關人才。

語用所伴隨著新中國語言文字事業改革發展歷程而培育、建立、成長和發展。為

建國之初國家簡化漢字、推行漢語拼音方案和推廣普通話三大任務的成功推進，發揮

了重要的學術支撐和人才保障作用。改革開放後，特別是語用所正式建立以來，在推

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立法和語言文字規範標準體系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2.0.0.1年新的

語用所合併組建以來，確立了“面向教育部和國家語委中心工作、面向現代語言文字

生活需求、面向應用語言學學科建設”的辦所宗旨，堅持將語言文字應用研究和培訓

測試工作主動、緊密、多樣化地與教育、文化、信息化相結合，科學謀劃和推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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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發展，在國家語委的

指導下承擔起規劃、組織

和引領全國語言文字應用

研究和學科發展的任務，

為促進國家語言文字的法

制化、規範化、標準化和

信息化建設發揮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認真履行著規

劃、指導和監管全國語言

文字培訓測試業務工作的

職責，為大力推廣和規範

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

科學保護各民族語言文字，增強全民語言規範意識、提高國民文化素質做出了突出貢

獻。編輯出版的《語言文字應用》雜誌是語言學／漢語類核心期刊，在語言學界有著

重要影響。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語言文字應用系，先後建立了2.個博士點、5.

個碩士點和1個博士後科研工作站，為語言文字應用學科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

承擔著國家語言文字規範標準測查認證、國家語委政務信息化建設、國家語委圖書資

料館藏等任務。

語用所內設普通話培訓處、普通話測試處、普通話和語言教學研究室、漢字和漢

語拼音研究室（辭書研究中心）、社會語言學與媒體語言研究室（廣播電視語言研究

中心）、計算語言學研究室、《語言文字應用》編輯部（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國

家語委語言文字規範標準測查認證中心、中國語言文字網等業務機構。現有高級職稱

人員2.0.餘人，博士及在讀博士2.0.餘人。近年來，語用所先後與孔子學院總部聯合建立

了“漢語國際推廣研究中心”，與安徽省教育廳共同建立了“全國普通話培訓測試信

息資源中心”，與6.所高等院校建立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建立了首批8個“國家語委

語言文字應用培訓基地”，與安徽科大訊飛信息技術公司建立了語音學聯合實驗室。

中國應用語言學會（籌）和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普通話水準測試研究分會、媒體語言

研究分會等均掛靠在語用所。



10 11

管理委員會 (第二屆)

主席：李向玉教授，畢業於北京外國語大

學英語系。197.5.年─197.8年在澳門專修葡萄牙

語言文化課程，爾後赴葡萄牙里斯本大學深造一

年。2.0.0.0.年獲中山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學博士學

位。葡萄牙里斯本科學院外國院士。澳門理工學

院教授，國家行政學院兼職教授、北京語言文化

大學名譽教授、英國倫敦大學名譽教授、葡萄牙

雷利亞理工學院名譽教授。專著：《澳門聖保祿

學院研究》、《中國人學葡語易犯的錯誤》；譯

著：葡萄牙小說《葡京群臬》；論文：發表於國

內外刊物數十篇。1999年擔任澳門理工學院院長

至今。主要社會職務有：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推選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

委員會委員、葡萄牙語國家和地區. “高等教育管

理論壇”副主席及葡萄牙語國家和地區大學聯合

會管理委員會第一候補委員。

主席：崔希亮教授，北京語言大學校長。

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

北京語言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

究方向為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已發表學術論文

40.多篇，出版各類學術著作（專、編著）近十本

（套），承擔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國家漢辦

等各類研究課題十餘項。主要社會兼職有北京市

語言學會會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副會長，中國

語言學會常務理事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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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張世平，男，漢族，北京市人。1981

年畢業於中山大學漢語言文學系，1982.年起在教

育部（國家教委）工作。曾任成人教育司、直屬

機關黨委處長；2.0.0.1年至2.0.12.年任語言文字應用

管理司副司長。現任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所長，兼國家語委普通話與文字應用培訓測試中

心主任、《語言文字應用》雜誌主編。主編《成

人教育政策法規》，編撰《成人教育史》，受聘

河南大學兼職教授，任《國家中長期語言文字事

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起草

組組長。

委員：崔維孝教授，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

譯高等學校校長，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澳門大

學葡萄牙語言暨文化碩士，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畢

業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系與莫桑比克蒙德

拉納大學葡語暨非洲葡語文學專業。澳門理工學

院技術暨學術委員會常設委員會委員，澳門理工

學院語言培訓及測試中心主任，語言暨翻譯高等

學校教學暨學術委員會主席，里斯本大學葡語測

試中心澳門理工學院測試站協調員。從事《翻譯

實踐》和《翻譯理論與批評》科目的教學工作，

主要學術研究領域為葡語教學、中葡翻譯和中西

文化交流史；翻譯出版多部葡萄牙文學著作，與

他人合作編寫出版《簡明葡漢詞典》、《基礎葡

萄牙語》和《實用葡漢翻譯教程》；學術專著

《明清時期西班牙方濟會在華傳教研究（15.7.9-

17.3.2.）》，在2.0.0.9年澳門基金會和廣東省社會科

學界聯合會主辦的“第二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優秀成果評獎”活動中獲得著作類三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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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曹志耘教授，男，1961年生。文學

博士，北京語言大學副校長，北京語言大學語言

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語言教學與

研究》雜誌主編，中國語言學會副秘書長。主要

研究領域為漢語方言學、地理語言學、社會語言

學。已出版《漢語方言地圖集》（主編）、《南

部吳語語音研究》、《嚴州方言研究》、《吳語

處衢方言研究》（合作）、《金華方言詞典》等

著作，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一百餘篇。

委員：劉朋建，男，漢族，山東平度人，華

中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

現任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副所長，兼國

家語委普通話與文字應用培訓測試中心副主任，

擔任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國語文現代

化學會普通話水平測試研究分會副理事長兼秘書

長，中國應用語言學會（籌）副秘書長。



12 13

執行主任兼辦公室秘書長：周荐教授，南開大

學文學學士、文學碩士，日本關西大學文學博士。

現任：澳門理工學院教授；兼任：南開大學、山東

大學、澳門大學博士生導師；社會兼職：《澳門語

言學刊》主編，（教育部）全國語言文字標準化技

術委員會漢語語彙分會主任委員等。

1996年至2008年為南開大學教授，任該校詞

彙學與詞典學研究中心主任、語言研究所副所長

等職；2008年起為澳門理工學院教授。截至2011

年12月，單獨或合作出版漢語研究專著、論文

集、工具書共22部，發表漢語研究論文112篇。多

次獨立承擔國家級和省部級研究項目。

辦公室副秘書長：張寶鈞教授，國際合作與

交流處處長兼港澳台辦公室主任、孔子學院工作

處處長。1988年河北師範大學英美文學專業本科

畢業，1991年中國人民大學應用語言學專業碩士

畢業，現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在讀。1991年8月

起在北京語言大學工作，先後任外國語學院英語

系副主任、副院長；國際合作與交流處處長兼港

澳台辦公室主任；高級翻譯學院黨總支書記兼副

院長等職。期間（2007年3月至2011年11月）曾

受教育部委派，任中國駐多倫多總領事館教育組

一秘領事。

辦公室副秘書長：劉子琦，女，漢族，吉林

長春人，西南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

生。現任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辦公室副主

任兼人事處副處長，中國應用語言學會（籌）秘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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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委員會 (第二屆)

主任：李向玉教授，澳門理工學院院長。畢業

於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系。197.5.年─197.8年在澳

門專修葡萄牙語言文化課程，爾後赴葡萄牙里斯本

大學深造一年。2.0.0.0.年獲中山大學中國近現代史學

博士學位。葡萄牙里斯本科學院外國院士。澳門理

工學院教授，國家行政學院兼職教授、北京語言文

化大學名譽教授、英國倫敦大學名譽教授、葡萄牙

雷利亞理工學院名譽教授。專著：《澳門聖保祿學

院研究》、《中國人學葡語易犯的錯誤》；譯著：

葡萄牙小說《葡京群臬》；論文：發表於國內外刊

物數十篇。1999年擔任澳門理工學院院長至今。主

要社會職務有：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推選委員

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葡萄牙語國家和地區.“高等教育管理論壇”副主席

及葡萄牙語國家和地區大學聯合會管理委員會第一

候補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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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崔希亮教授，北京語言大學校長。畢

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現任北京

語言大學校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

為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已發表學術論文40多篇，

出版各類學術著作（專、編著）近十本（套），承

擔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國家漢辦等各類研究課

題十餘項。主要社會兼職有北京市語言學會會長，

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副會長，中國語言學會常務理事

等。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副主任：張世平，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所長。男，漢族，北京市人。1981年畢業於中山大

學漢語言文學系，1982年起在教育部（國家教委）

工作。曾任成人教育司、直屬機關黨委處長；2001

年至2012年任語言文字應用管理司副司長。現任教

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兼國家語委普通話

與文字應用培訓測試中心主任、《語言文字應用》

雜誌主編。主編《成人教育政策法規》，編撰《成

人教育史》，受聘河南大學兼職教授，任《國家中

長期語言文字事業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

2020年）起草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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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員 

(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

毛思慧，先後獲廣州外國語學院(現廣東外語

外貿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學士、英美文學碩士、英

國. Lancaster. 大學當代文學文化研究碩士、香港大

學比較文學. (電影文化). 研究博士學位。現任中國

中美比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澳門理工英語教學與

研究委員會主席、教授、貝爾英語中心主任,. 國際

譯聯“翻譯與文化委員會”主席，澳門翻譯員聯合

會會長。毛思慧在廣外大和香港嶺南大學主講《

英美現當代戲劇》、《當代西方文論》、《比較

文化研究》、《電影文化》、《文化與翻譯》、《

傳媒翻譯》等課程。近年主要學術著作包括：英國

電影文化專著.Technologising. the.Male.Body:. British.

Cinema. 195.7.. –. 1987.. (1999),《新視角:.當代文學

文化研究》(2.0.0.0.),. Decoding. Contemporary. Britain.

(2.0.0.3.)，主編《當代文化研究新論叢》(共6.本，中

山大學出版社，2.0.0.7.-2.0.0.9),. Literature,. Culture. and.

Postrmodern. Transformations:. 8. Case. Studies. from.

William. Shakespeare. to. James. Bond. (2.0.0.9)..在英國

Longman、Multilingual. Matters、香港大學、外語教

學與研究等出版社及《今日英國學》、《中國比較

文學》、《電影藝術》、《神州交流》、《中西文

化研究》、《外國文學研究》、《文化研究》、《

翻譯家》等學術期刊發表中、英學術論文5.0.餘篇。

目前科研項目：《當代世界電影中的澳門形象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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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君，195.1年11月生於上海，祖籍江蘇淮

安。1983.年7.月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專業本科畢

業，1986.年1月北京語言學碩士畢業(導師徐通鏘)，

同年留校任教至今。1990.-91年度美國哈佛燕京學社

訪問學者。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學教

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主

任、北京大學計算語言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研究員

兼學術委員會主席、《語言學論叢》編輯部主任、

中國語言學會副會長、國家語委普通話審音委員會

主任。主要研究領域：普通語言學，特別是歷史語

言學、音系學和詞法。著有專著《漢語非線性音系

學》、《基于單字的現代漢語詞法研究》，論文6.0.

餘篇。

周荐，南開大學文學學士、文學碩士，日本關

西大學文學博士。現任：澳門理工學院教授；兼任：

南開大學、山東大學、澳門大學博士生導師；社會兼

職：《澳門語言學刊》主編，（教育部）全國語言文

字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漢語語彙分會主任委員等。

1996.年至2.0.0.8年為南開大學教授，任該校詞

彙學與詞典學研究中心主任、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等

職；2.0.0.8年起為澳門理工學院教授。截至2.0.11年12.

月，單獨或合作出版漢語研究專著、論文集、工具書

共2.2.部，發表漢語研究論文112.篇。多次獨立承擔國

家級和省部級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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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長森，吉林省人，歷史學博士、教授。先後

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及廣州暨南大

學。主修葡萄牙語言文化及中國古代史。長期從事新

聞傳媒、外事翻譯以及葡語教學和管理工作，並進行

語言學、翻譯學、澳門學、新聞學、中西文化交流史

以及葡漢語言比較等領域研究工作。曾任中國國際廣

播電臺翻譯、播音、時政記者及葡語部副主任。現任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葡語國家

研究中心秘書長、澳門翻譯員聯合會秘書長、中國譯

協理事、中國對外漢語教學史研究會理事、日本關

西大學文化交流學會理事、中外關係史學會理事等

職。2.0.0.2.年主編出版中國第一部中葡翻譯教材《實

用葡漢翻譯教程》，並榮獲首屆澳門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成果獎。2.0.0.7.年8月出版專著《明清時期澳門土生

族群的形成發展與變遷》，榮獲第二屆澳門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成果著作類一等獎。多年來翻譯漢葡文各種

文學作品及學術著作，包括文獻、史料、法律文件等

數百萬字。多次參加國內外各種研討會並發表學術論

文7.0.餘篇。

徐傑，196.3.年生於河南。河南大學中文學士，

華中師範大學中文碩士，美國夏威夷大學語言學碩

士、美國馬裡蘭大學語言學博士。先後任教於新加坡

國立大學、河南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澳門大學。

主要研究領域為漢語句法學，語義學，漢英比較，

語言習得、語言教育和語言規劃。已在各學術刊物

發表論文四十餘篇。出版有《漢語描寫語法十論》

（1993.），《普遍語法原則與漢語語法現象》

（2.0.0.1）、Sentence. Head. and. Sentence. Structure.

（2.0.0.3.），《語言規劃與語言教育》（2.0.0.7.）等學

術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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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大明，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教授；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語言學博士（1992），廣州外國

語學院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碩士（1985），吉林大

學英國語言文學學士（1982）。曾任教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北京大學、北京

語言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南京大學。主要研究

領域為社會語言學和語言規劃學，創建南京大學社

會語言學實驗室（2003），中國語言戰略研究中心

（2007）。國際雙語學會常任理事，中國社會語言

學會理事，城市語言研究國際聯絡網指導委員會委

員，《南開語言學刊》、《漢語語言與話語學報》編

委，《中國語言戰略》主編；皮爾遜亞洲教育出版社

《語言科學技術叢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當代

語言學理論叢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當代國

外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文庫》編委，北京大學出版社

《博雅語言學叢書》顧問，商務印書館《語言規劃經

典譯叢》主編。

張西平，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北京外國語大

學亞非學院院長，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副院長，

北京外國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

學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

副會長，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會會長。長期以現代

西方文化，1500-18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西方

漢學史和中國基督教史為主要研究領域。代表性的

著作是《歷史哲學的重建》(1997)、《中外哲學交流

史》（主編）、《中國和歐洲早期哲學與宗教交流

史》(2001)，《西方人早期漢語學習調查》（2003

主編）、《傳教士漢學研究》(2005)、《他鄉有夫

子：漢學研究導論》、《跟著利瑪竇來中國》（中英

文，2006）、《歐洲早期漢學》（2009）、《傳統

文化的當代價值》（2009）、《中國叢報》整理主

編、2008年與香港大學和澳門基金會共同主編出版

了《馬禮遜文集》、目前正在從事來華傳教士中文文

獻的整理與編目和中國文化海外傳播史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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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佳，男，文學博士，博士生導師。北京語

言大學教授，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教學工作委員會委

員，科研處處長；漢語言文字學碩士點學科帶頭人，

首都國際文化研究基地（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

究基地）副主任，上海高校比較語言學E-研究院特聘

研究員；王力語言學獎獲得者，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

基金項目通訊評審專家，北京市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

目評審專家。主要從事漢語語音史、語言地理學、漢

語語音習得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近年致力於語言地

理資訊系統的開發和地理資料庫的建設工作。1982

年1月獲學士學位，1990年7月獲碩士學位，1999

年7月獲博士學位。出版著作2部，譯著1部，主編2

部，參編2部，在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上發表學術

論文40餘篇。

曹志耘，男，1961年生。文學博士，北京語言

大學副校長，北京語言大學語言研究所所長，教授，

博士生導師，《語言教學與研究》雜誌主編，中國語

言學會副秘書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漢語方言學、地理

語言學、社會語言學。已出版《漢語方言地圖集》

（主編）、《南部吳語語音研究》、《嚴州方言研

究》、《吳語處衢方言研究》（合作）、《金華方言

詞典》等著作，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一百餘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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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行，男、漢族、195.2.年生於北京。1988年中

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畢業，獲碩士學位。1988年

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從事中國少數民族

語言研究，任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兼任《民族語

文》雜誌主編、《中國民族語言學會》會長、中國社

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民族學系主任。

劉丹青，男，195.8年生於江蘇無錫，現任中國

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研究生院語言學系主

任，教授，《中國語文》副主編。香港城市大學語言

學博士(Ph.D)。曾任南京師大中文系漢語室主任，上

海師大語言所所長，並曾在美國聯合學院、香港城市

大學和中文大學、德國柏林社科院，日本京都大學，

法國科學院訪學。曾獲中國社科院青年語言學家獎一

等獎。主要研究語言類型學、語法學、方言學。出版

著作《語法調查研究手冊》、《語序類型學與介詞理

論》、《南京方言詞典》、《話題的結構與功能》等

多種，發表中英文論文約1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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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建猷，男，澳門理工學院教授，兩度考入中

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先後獲得碩士學位和博士學

位。在海外若干國家和地區從事語言教學與研究十

餘載。現任澳門理工學院教授。長期致力於地方誌

研究，跨語言/方言教學與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化

和民族語言研究，漢語方言研究，語言文字政策研

究等。著述逾80.0.萬字。代表作：《廣西漢語方言研

究》（獨著，45.0.萬字，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

蘇金智，研究員，教授。廈門大學文學學士，

中國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碩士，香港理工大學哲學

博士。現任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

員，社會語言學與媒體語言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

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後合作導師。

中國社會語言學會會長，中國語言學會理事，全國語

言文字標準化委員會境內外外語應用分技術委員會委

員，北京商務印書館《趙元任全集》編委，北京大學

博士論文匿名評審專家庫專家，中國傳媒大學2.11工

程建設委員會校外專家。主要研究領域為社會語言

學，研究興趣主要有：趙元任學術思想研究，社會

語言學的理論與歷史，語言接觸與語言變化，港澳台

語言，閩南方言，語言與文化，語言與法律，語言

使用情況的調查與研究等。已發表專著多部，其中

獨著2.部，合著4部，主編（包括與人合作）9部，在

國內外重要刊物《中國語文》、《中國語言學報》、

《外語教學與研究》、《語言文字應用》、《民

族語文》、Engl i s h Today（劍橋大學出版社）

等刊物上發表論文百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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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嘉彥(Benjamin K. T'sou)教授，哈佛大學碩士，

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博士，比利時皇家海外科學院

院士。現任香港教育學院蔣震「語言科學」講座教

授、語言資訊科學研究中心總監。曾任教加州大學

聖地牙哥分校、香港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先後於

多所世界著名學府擔任客座教授或研究員。為《中

國語文》、《語言研究》等多本國際學術期刊編

委、中國中文信息學會常務理事、亞洲自然語言處

理學會（AFNLP）創會會長。著作主要包括計算語

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等方面。專著有《漢語與華人社

會》、《語言接觸論集》、《社會語言學教程》(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均與游汝

傑合著）等。於1995.年創建了泛華語地區漢語共時

語料庫(http://livac.org)，透過已處理的四億多漢字報

章文本，精密追蹤分析各地語言及文化的異同和歷時

演變及其特點，至今仍持續發展。其相關研究惠及亞

洲、北美和歐洲不同學術領域和機構，當中包括詞庫

辭書，以及供機器翻譯升級的漢英雙語平行語言資

源、文本情感分析等。他所參與和編輯的《中國語言

地圖集》1998年榮獲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等研究獎。

他與香港衛生署首次所制定大型粵語(香港)口語標準

測試工具(HKCOLAS)自2.0.0.7.年起在香港廣泛使用，並

引起各地多方面關注。曾獲頒多項榮譽，包括英國特

許語言學會研究員及香港特區政府銅紫荊星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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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委員會 (第二屆)

首席顧問

許嘉璐，中國著名教育家、社會活動家、語言學家，教授、博士生導師。江蘇

省淮安市人，193.7.年6.月出生於北京。195.9年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後留校

任教。先後師從著名學者王力先生、陸宗達先生等。

現任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理事長，世界漢語教學學會會長，中國長城學會會

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長，中華文化發展促進會會長和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高級

顧問、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高級顧問等職。在學術界，他擔綱北京師範大學漢語文

化學院院長，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浙江大學、南京

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等5.所高等院校兼職教授，是香港浸

會大學榮譽文學博士、香港教育學院榮譽教育學博士。

曾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

長，第七屆、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中

國民主促進會第十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主席，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

北京市政協副主席，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等要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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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

João Malaca Casteleiro.(約翰‧卡斯特萊羅‧馬
拉嘉).教授，葡萄牙著名語言學家。196.1年獲得羅曼

語言文學學位，197.9年在里斯本大學文學院通過以

葡萄牙語語法學為題的優秀論文取得博士學位。自

1981年起在里斯本大學任講座教授，負責及教授本

科生語法學和語義學課程，以及碩士研究生的語法

學，詞彙學及教學法等課程。曾任里斯本大學語言學

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科學研究院顧問。從197.9年起

任里斯本科學院院士並任該院詞彙學和詞典編纂研究

所所長。榮獲葡萄牙語文學會授予的林德利‧辛特拉

國際語言學獎。在諸多榮譽中，最突出的是2.0.0.1年

榮獲葡萄牙總統若熱‧桑帕約授予的殷皇子騎士勛

章。

Roland Sussex has been Professor of Applied 
Language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since 
1989. Before that he taught Linguistics and Russ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 (UK) and Monash University in 
Melbourne, and was the foundation professor of Russian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from 1977 to 1989.  
In 2009 he was appointed Chair of the Library Board of 
Queensland, Australia. He i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Centre for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and a Visiting Professor at 
th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His current research is located in the triangle 
between language, culture and society, and 
technology. He is co-chief investigator in the PainLang 
Research Group at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which is investigating the use of language in the 
diagnosis, treatment and management of pain
( h t t p : / / w w w . u q . e d u . a u / p a i n l a n g / ) .  
His most recent major publication is The Slaviclanguages 
with Paul Cubberle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Roland Sussex is well known in Australia as a radio 
broadcaster and newspaper columnist on matters of 
la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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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路江，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東北師範大學博

士生導師。畢業於清華大學無線電電子學系。曾任清

華大學無線電系教師；教育部（前國家教委）學生司

分配處副處長、處長、司長助理、副司長兼全國高校

學生信息諮詢與就業指導中心主任等職。1999年9月

至2012年4月，任北京語言大學黨委書記。現任教育

部文科電腦基礎教學專業指導委員會主任，全國漢語

國際教育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指導委員會副主任，全

國高等院校電腦基礎教學研究會會長，高校畢業生就

業協會副會長，中國高等教育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

李英哲，美國密西根大學語言學博士，任夏威

夷大學教授/系主任40年；2010榮退。曾客座台灣

東海大學（1975-76年）/台灣清華大學（2010-

2011）/香港理工大學（2011-2013年）。曾任美，

新，台教育部，香港教育署學術顧問；台，港，澳，

中國大陸，美，加，澳，新，馬等地30所大學校外

學術委員。曾任美外語教學學會中文水平委員會主

席，美中文教師學會理事，世界漢語教學學會常務理

事等。2005年華中師大世界傑出華人學者。2008年

美中文教師學會終身成就獎。從事共時歷時語法/方

言比較，語言教學測試，網絡教學等研究；獲得美教

育部/國防部，傅爾博萊特基金會，蔣經國基金會等

研究經費（共150萬美元）。現參加中國社科基金重

大項目全球華語語法研究五年計劃。在美，英，日，

新，中國大陸，港，澳，台等地出版8部專著及80篇

論文；60次受邀在這些地區數十個學會作學術報告。



26 27

李鵬翥，193.4年出生，廣東梅縣人，大專文化

程度。現任《澳門日報》社長，澳門文化傳媒集團副

董事長，永樂戲院執行董事，澳門筆會(作家組織)會

長，澳門新聞工作者協會會長，澳門出版協會會長，

澳門基本法推廣協會副理事長，澳門特區政府文化諮

詢委員會委員，澳門特區政府勛章獎章和獎狀提名委

員會委員，澳門基金會信託委員會委員，澳門樂團顧

問委員會委員，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八屆全國委

員會委員。曾任廣東省第八屆澳門區人大代表、廣東

省第九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第十屆澳門區代

表，全國作協第五、六、七屆代表大會特邀嘉賓，澳

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常務委員。1984年加入中國作

家協會。有專著多種出版。

沈家煊，1946.年生於上海，中國社會科學院

學部委員，中國語言學會現任會長，中國社會科

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中國語文》和《當代

語言學》主編。主要研究領域：句法和語義學，

漢語和英語對比研究。主要論著：“有界”

與“無界”（論文），《不對稱和標記論》（專

著），漢語裡的名詞和動詞（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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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福義，193.5.年出生，中國海南省人，語言學

家，華中師範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終身任職。現為教

育部重點研究基地語言與語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

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

劃語言學科組副組長，《漢語學報》主編。著作三次

獲得中國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優秀研究成果一等獎，

並獲中國圖書獎、國家級教學成果獎等獎項。2.0.0.2.

年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省傑出專業技術人才”稱

號；同年，接受香港理工大學“傑出學人”的表彰。

周清海，南洋理工大學國立教育學院中文系教

授，南洋理工大學中華語言文化中心顧問，孔子學

院理事長。長期從事中國語言文化和語文教學研究。

曾擔任中國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華中師範大學語

言學系、華僑大學文學院客座教授，遼寧大學傳播學

院榮譽教授，香港大學中文系、香港城市大學客座

教授。現任新加坡《聯合早報》諮詢委員。《南大語

言文化學報》、《漢語學報》、《世界漢語教學》、

《亞太教育學報》、《中國語文測試》、《文與哲》、

《文學論衡》等刊物的編輯或編輯顧問。主要著作....................

有《中國語文散論》、《華文教學應走的路向》、

《語言和語言教學論文集》、《新加坡華語詞彙與語

法》、《華語教學語法》、《新加坡閩南話概說》

（與周長楫合著）、《新加坡閩南話詞典》（與周長

楫合編）、《新加坡閩南話俗語歌謠選》（與周長楫

合著）、《文言語法綱要》、《全球化環境下的華語

文與華語文教學》、《變動中的語言》等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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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章太，193.2.年11月出生，福建永春人。195.5.

年畢業於廈門大學中文系。195.6.年調中國社科院語

言所從事語言研究，任副研究員、常務副所長、《中

國語文》副主編。1983.年後改任國家語委常務副主

任，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兼任中國語言學會副

會長、中國應用語言學會（籌）會長。現任國家語委

諮詢委員，教育部語用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兼任

中國社科院和中國傳媒大學教授。主要研究漢語方言

和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發表論文近二百篇，著

作十來種。

單周堯，祖籍廣東省東莞縣，1947.年生於香

港。香港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大學陳漢賢伉儷基

金中文明德教授、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院士、清華

大學名譽研究員、南開大學客座教授、東北師範大學

名譽教授、湘潭大學名譽教授、《東方文化》主編、

《南大語言文化學報》、《文與哲》顧問委員、《新

亞學報》學術顧問。著有《中國語文論稿》、《文字

訓詁叢稿》、《左傳學論集》、《勉齋小學論叢》等

專書及論文逾百篇。

程祥徽，195.7.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香港大

學哲學碩士。

197.9年青海民族學院教授，澳門大學中文系教

授、系主任、中文學院院長。《澳門民航學刊》主

編、澳門國際機場顧問及《濠尚》雜誌總編輯、澳門

《九鼎月刊》總編輯。

澳門語言學會創會會長及現任會長，澳門寫作

學會創會會長及名譽會長，澳門社會科學學會監事

長，中國社會語言學會名譽會長，中國修辭學會副會

長，多所高校客座教授及社團顧問，北京政協第九、

十屆港澳委員。在青海、香港、澳門、南京、南寧、

台北等地出版著作和主編書籍二十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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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伯慧，193.1年生，廣東饒平新豐鎮人。195.3.

年畢業於中山大學語言學系，從師王力教授和袁家

驊教授。歷任武漢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教

授，1983.年調入廣州暨南大學任教授，1985.年任

暨大復辦後首任文學院院長，兼漢語方言研究室

（1994年更名漢語方言研究中心）主任。現為暨大

中文系教授，漢語方言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兼任香港

大學中文學院名譽教授。1990.年被國務院學位辦評

為博士研究生導師，在暨大中文系建立第一個博士

點——現代漢語博士點。

已刊著作3.0.多部，發表論文近40.0.篇。先後出版

過五部個人論文選集。主編的廣東省社會科學“七

五”、“八五”、“九五”規劃重點研究項目成果

多次獲評為國家教委和省社科優秀成果獎。主編的

全國高校通用教材《漢語方言及方言調查》獲評為

國家教委第三屆普通高校優秀教材二等獎。進入新

世紀以來，主編的《廣州話正音字典》（2.0.0.2.）、

《廣東粵方言概要》（2.0.0.2.）相繼出版，後者於

2.0.0.5.年5.月獲廣東省首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

（政府獎）。獲國務院頒發有突出貢獻證書，享受政

府特殊津貼，連續被國家語委評為全國語言文字先進

工作者，1997.年暨大授予“八五”（1991－1995.）

期間傑出科研工作者稱號，2.0.0.1年獲評為

暨大優秀研究生導師，2.0.0.2.年又被評為暨

大“十佳先進個人”。2.0.0.6.年，暨大授予終身貢獻

獎，2.0.11年6.月，更獲評為廣東省首屆優秀社會科

學家。1988年當選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1993.年和

1998年又連續兩屆出任第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

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自1988年起連續兩屆被選為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及廣東省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目前仍擔任一些相關學術團體的領導職務，如

廣東省中國語言學會名譽會長、廣東省社會科學聯合

會顧問、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顧問、全國漢語方言學

會理事、中國辭書學會理事等。還是廣東省語委委

員，曾任第一、第二屆廣東省學位委員會委員，並曾

被廣東省人民政府任命為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

副館長達十年之久（199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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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錦全，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伊利諾大學語

言學博士。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講座教授，歷任美

國伊利諾大學語言學系講座教授、香港城市大學中文

翻譯及語言學系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

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研究領域包括漢語方言音韻

及其相似性與溝通度、語言微觀地理分布、詞彙語

義學、語言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早期主要著作有

A.Synchronic.Phonology.of.Mandarin.Chinese.(197.3.)，

近期有〈語言口耳相傳的距離與人際互動的範圍〉

(2.0.0.7.)及〈詩詞意象教學〉(2.0.0.9)。

戴慶廈，福建省仙遊人。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北京市教學名師。中央民族大學“985.工程創新基

地”基地主任、首席科學家。現任中國語言學會副會

長，國際雙語學學會會長，國家語委諮詢委員會委

員，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2.1世紀第一屆語言文

字規範審定委員會委員、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

家委員會委員。美國語言學會終身榮譽會員。主要從

事漢藏語系語言和社會語言學的教學與研究。



32 33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第一屆管理委員會
（2009.11.17–2012.12.31）

主席：李向玉教授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

主席：王路江研究員 (北京語言大學書記)

主席：姚喜雙教授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

執行主任：孔繁清教授 (2010.2-2010.12)；

               周荐教授（2011.3-2012.12）

辦公室秘書長：周荐教授 

辦公室副秘書長：田育枝 

辦公室副秘書長：劉朋建 

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第一屆學術委員會
（2009.11.17–2012.12.31）

主   任：李向玉教授 (澳門理工學院院長)
副主任：崔希亮教授 (北京語言大學校長)
副主任：姚喜雙教授 (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

委員 (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

毛思慧 王洪君 李長森 周　荐

徐　傑 徐大明 張西平 張維佳

曹志耘 黃　行 鄒嘉彥 劉丹青

蘇金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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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語言文化研究中心

第一屆顧問委員會
（2009.11.17–2012.12.31）

首席顧問：許嘉璐

顧問 (以下按姓氏筆劃為序)：

João Malaca Casteleiro Roland Sussex 李英哲 李鵬翥

沈家煊 邢福義 周清海 陳章太

單周堯 程祥徽 鄭錦全 戴慶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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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領 域

（中文部份）

1.從澳門語言文化的互動看語言活力與文化張力的關係

2.澳門各階層語言狀況調查研究

3.澳門粵方言研究

4.澳門的克利奧爾語研究

5.回歸十年來澳門市民語言態度變化研究

6.回歸十年來澳門公務員語言狀況調查

7.回歸十年來澳門大中小學學生語言狀況調查

8.多元文化中的語言政策制定問題研究

9.澳門法律語言研究：法律語言•法條制定•司法解釋

10.澳門街道地名研究

11.澳門中小學語文課本編寫研究

12.主權回歸過程中中文官方地位確立的研究

13.澳門特區語言文字使用情況調查方案的設計與論證

14.澳門語言資源有聲數據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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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文部份）

葡語語言研究：
葡語詞法、句法、語法研究；
漢葡語言比較研究；
澳門葡語變體（Patuá語）研究；
澳門 葡文公文寫作研究；

葡語教學研究：
葡語教學史研究；
葡語教學法研究；
對華人葡語教學研究；
葡語人才培訓與市場需求研究；
師資培訓研究；

語言政策研究：
葡語與一國兩制研究；
澳門葡語的語言現狀與未來；
葡語與澳門的交流平臺作用；
葡語與葡語國家研究；

翻譯研究：
澳門翻譯史研究；
翻譯理論研究；
澳門翻譯現狀研究；
澳門法律翻譯研究；
口譯與筆譯研究；
翻譯員培訓研究；
澳門語言暨翻譯學校史研究；

語言應用與文化研究：
語言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社會語言學研究；
葡粵語的相互影響研究；
葡語與澳門土生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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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部份）

1. (澳門)英語語言政策、語言規劃及英語教學研究
澳門英語語言政策、語言規劃研究 
澳門大、中、小學英語教材建設與研究 
英語教學法研究 
澳門特殊用途英語研究、雙語、多語研究 
英語測試與評估 
澳門英語課程設置與研究
澳門英語學習者能力發展（案例）研究
澳門語言發展史研究 

2. 英語理論語言學及語言應用研究
澳門語境中的語言學理論及運用
中英語言對比研究
詩學、符號學與認知隱喻研究 
澳門社會、文化與英語習得研究 
澳門英語語言與性別研究
澳門工作環境中的英語應用研究 

3. 英語文學/文化及媒體研究
澳門現當代英語文學/文化研究 
澳門大眾傳媒及視覺文化（影、視、攝影、廣告等）研究 
東西方文學/文化中的澳門形象研究 
澳門社會文化與話語研究 
中英語言接觸研究 
全球化與當地語系化研究 
澳門文化身份與多元性研究 
性別、身份與傳媒研究

4. 中英翻譯及跨文化研究 
澳門中英翻譯史研究 
後殖民語境下的澳門翻譯與文化研究 
澳門中英/英中文學、法律、傳媒、博彩、商務、旅遊翻譯研究 
澳門中英/英中連傳、同傳研究 
澳門中英/英中翻譯教材研究 
澳門跨文化交流歷史、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