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he 20th Workshop on Cantonese (WOC-20) 
Cantonese Grammar: Form, Meaning and Function 

Saturday, June 6, 2020                                                                                                                     

 

Call for papers 
First Announcement 

We a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Twentieth Workshop on Cantonese (WOC-20) will be held via 
ZOOM on Saturday, June 6, 2020 (GMT 01:00 – 10:00; HKT 09:00 – 18:00). The workshop i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Depart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This year is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WOC. To serve the aim of exploring interesting properties of 
Cantonese grammar, the theme of WOC-20 is set to be “Cantonese Grammar: Form, Meaning and 
Function”. Topics may relate to particular issues of any aspects of Cantonese Grammar, including but are 
not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aspects: 

• phonology/tone system 
• morphology/syntax  
• semantics/pragmatics 
• etc. 

Abstracts are invited for 20-minute talks with 10 minutes for discussion. You can give your presentation 
in Cantonese, English or Mandarin. Abstracts may be written in Chinese or English and should be limited 
to one A4 page with the name(s) of author(s), affiliation and e-mail address(es). Abstracts in DOC format 
should be sent to: wowchor@hkbu.edu.hk. 

Please note the following important dates: 
Deadline for submissions: May 4, 2020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May 11, 2020 (via e-mail) 

If you have further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Winnie Chor at: wowchor@hkbu.edu.hk. For details and 
updated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http://www.cuhk.edu.hk/ics/clrc/. 

 

 

 

 

 

 



「第二十屆粵語討論會」 

「粵語語法研究：形式、意義及功能」 

2020 年 6 月 6 日 (星期六) 

 

徵求論文 

第一號通知 

「第二十屆粵語討論會」將由香港語言學學會及香港浸會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聯合主辦，透過

ZOOM於二零二零年六月六日（星期六）舉行(GMT 01:00 – 10:00; HKT 09:00 – 18:00)。今年
適逢粵語討論會二十周年，為了鼓勵更多粵語語法的討論，這次討論會的主題定為「粵語語法研

究：形式、意義及功能」。報告者可以就粵語語法各個方面的課題作出討論，包括： 

• 音系/聲調系統 
• 詞法/句法  
• 語義/語用 
• 其他 

每篇論文的報告時間為二十分鐘，之後有十分鐘發問和討論。報告者和參加者可以選擇用粵語、

普通話或英語發言。有意報告的朋友請提交一份寫上作者姓名、工作單位和電郵地址的論文摘要，

中文、英文均可，長度以一頁 A4 紙為限。摘要請以 DOC 電子檔形式儲存，並以電郵擲交以下地
址：wowchor@hkbu.edu.hk。 

請注意下列兩個重要日期： 
摘要截止日期：2020年 5月 4日 
接受摘要的通知日期：2020年 5月 11日，以電郵通知。 

如需查詢或有任何疑問，歡迎用電郵跟左靄雲 (wowchor@hkbu.edu.hk) 聯絡。有關會議的詳情及
最新消息，請參看 http://www.cuhk.edu.hk/ics/clrc/。 

 

 

 

 

 

 



「第二十屆粵語討論會」 

「粵語語法研究：形式、意義同埋功能」 

2020 年 6 月 6 日 (禮拜六) 

 

徵求論文 

第一號通知 

「第二十屆粵語討論會」(第二十鑊) 將會由香港語言學學會同埋香港浸會大學英國語言文學系聯
合主辦，透過 ZOOM喺二零二零年六月六號（禮拜六）舉行(GMT 01:00 – 10:00; HKT 09:00 – 
18:00)。今年適逢係粵語討論會嘅二十周年，為咗鼓勵更多粵語語法嘅討論，今舖鑊嘅主題係
「粵語語法研究：形式、意義同埋功能」。準備 pi6 sen1 嘅朋友，可以討論一吓粵語語法嘅唔同
方面，包括： 

• 音系/聲調系統 
• 詞法/句法  
• 語義/語用 
• 其他 

每篇論文嘅報告時間係二十分鐘，之後有十分鐘 Q and A。Pi6 sen1嘅朋友同參加嘅朋友可以揀用
廣東語、普通話或者英文發言。有意 pi3 sen1 嘅，麻煩提交一份寫上你個名、工作單位同 email 
地址嘅論文提要，中 、英文都得，唔好超過一頁 A4 紙噃。提要唔該用 DOC 電子檔形式 save 起，
然後寄去呢個地址度：wowchor@hkbu.edu.hk。 

請注意下面呢兩個重要嘅日期： 
提要截止嘅日期：2020年 5月 4號 
接受提要嘅通知日期：2020年 5月 11號，用 email 通知。 

如果有啲咩查詢同問題，歡迎用 email 搵左靄雲 (wowchor@hkbu.edu.hk) 傾傾。有關會議嘅詳情同
埋最新消息，唔該留意 http://www.cuhk.edu.hk/ics/cl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