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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 2015 年董事局决定及各类问题的最新动态
讨论事项:
1. 投票流程
2. 下两届大会
3. 国际符号学会索菲亚会议出版物
4. 名誉职位
5. 区域活动报告
6. 网站维护/网上活动
7. 会员调查
8. 会员身份与更新
9. 厄瓜多尔符号学成立/收入执行委员会
董事局核心成员
KB = Kristian Bankov (秘书长)
PB = Priscila Borges (副秘书长)
MB = Mohamed Bernoussi (副会长)
PC = Paul Cobley (会长)
JEF = José Enrique Finol (副会长)
AH = Anne Hénault (副会长)
ZJ = Zhang Jie (财务总监)
SP = Susan Petrilli (副会长)
KSD = Kim Sung-Do (副会长)
DT = Daina Teters (财务总监)
SWM = Stephanie Walsh-Matthews (财务副总监)
GW = Gloria Withalm (名誉会长)
1. 投票流程
根据执行委员会就未来投票流程提议的确定性反馈，投票过程将被用于下一届
大会。
2. 下两届大会 – 考纳斯 2017, 阿根廷 2019
José Enrique Finol 提交的与拉美符号学同行的会议结果如下：
“经过各方考虑，我们认为（举办大会的）最好选择是阿根廷，这个国家拥有长
期的符号学研究历史，优秀的研究生学位课程（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

以及较有影响的出版物，等等。重要的是，阿根廷符号学会（AAS）是由已故的
Eliseo Verón 在 1973 年所倡导成立，为拉美最悠久的符号学会。他也是在艾柯担
任国际符号学会主席期间的学会第一秘书长。来自拉美的还有 José Luis Prieto，
他在日内瓦担任了索绪尔曾经担任的教席。
拉美符号学会会长 José Luis Fernández 博士已经接受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所有参会
人员与拉美联合会董事局都对拉美会务组织者表示支持。
有关会议的日期，我们认为最好是 2019 年。”

因此，一致同意 2019 年在阿根廷举行一届大会，董事局目前对此也已表示赞
同。在这期间，本决议根据视未来具体可行方案执行。
然而，本决议也意味着下一届大会即 2017 年大会的举办仍有空缺。根据 4 月
7 日至 6 月 1 日期间就举办下届大会的公开征询，我们仅收到一个可行提议。
可喜的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提议（请看附件）。
根据提议，国际符号学会 2017 年大会将在立陶宛的考纳斯举行。
3. 国际符号学会索菲亚会议出版物
a) 论文集: Kristian Bankov 与 Paul Cobley 目前正与德古意特商议出版的一些格
式问题。目前的提议是作为柏林出版的开放性年鉴，半年一出，似乎最适合我
们的会员；但是我们仍然在商议出版成本。
b) 符号学大师系列书籍 – 该卷出版物的提议目前已经提交给德古意特，作为本
学会活动与该出版社统一合作的一部分。
4. 名誉职位
选票结果如下：
关于名誉副会长问题的选举
赞成学会应引入名誉副会长职位的票数
= 17
反对学会应引入名誉副会长职位的票数
= 23
结果: 学会将不引入名誉副会长职位.
关于名誉会长问题的选举(包括未曾供职于学会董事局的个人)
赞成学会应支持名誉会长职位(包括未曾供职于学会董事局的个人)的票数
= 23
反对学会应支持名誉会长职位(包括未曾供职于学会董事局的个人)的票数
= 17

结果: 学会将继续保持从原董事局成员中任命名誉会长的传统，并将设立体制，
提名并选举未曾供职于国际符号学会董事局的个人担任“名誉会长”职位。

这意味着董事局有必要设计一个流程，以确定哪些未曾供职于董事局的人可参
选此类职位。Kristian Bankov 与 Paul Cobley 目前正起草此流程，将递交董事
局认可。
5. 区域活动报告
目前我们正在网站上准备一个全球公告板网页，包括所有注册的各国学会与团
体会员的报告与新闻。届时这些组织的活动将定期更新。如相关会员/团体/组
织超过一年未有任何活动体现，相应的区域副会长将与他们联系。如联系之后
没有呈送相关报告，该组织将从公告板和会员名单中剔除。这也意味着他们在
未来全体会员大会日程安排的国别报告中将不再出现。个人成员也将被转到网
站。
负责各区域的副会长:
AH – 欧洲
JEF – 美洲
KSD – 亚洲
SP – 澳洲
MB – 非洲

email: anne.henault@beaurecueil.org
email: joseenriquefinol@gmail.com
email: dodo@korea.ac.kr
email: susan.petrilli@gmail.com
email: barnoussim@ymail.com

6. 网站维护/网上活动
网站已经检修并更新。
网站已被转至保加利亚 Semio2014 会议网站操作。
网站至少有四项新的计划：
a) 全体会员资料库
b) 国际符号学会的新会标竞投(面向所有会员及会员的学生；奖励：国际符
号学会 3 年免费会员身份)
c) 书目系统, 与德古意特共同操作, 连接 Orcid（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
别码）, 由 Daina Teters 管理
d) 创建一个符号学“论题”的板块
7. 会员调查
近期的会员调查结果引人注意，总结如下：
-

根据区域来看，回复者的数量表明欧洲的两个部分人数相当，超过了其他的主
要地区。非洲和澳洲总体上人数很少。
参加过一到三次国际符号学大会的回复者最多，远超参加过两次大会的回复者。
但是，15%的回复者体现出相当大的忠诚度，参加过四到六次大会。

-

-

-

会议/活动似乎是（当地/区域）符号群体的主要关注点，同样还有出于各类目
的与同行取得联系的机会。第三个最主要的共同点关系到工作机会信息与可能
的研究项目参与信息的获取。
多数回复者期望学会能够积极提供有关调查中所列各项问题的信息。
对在国际符号学会网站上提供全球各地现有的符号学课程信息的呼声颇高。
约有 77%的回复者倾向于获得电子版的大会论文集。
下一届大会地址：选择偏向最多的为巴西（12%），其次为阿根廷（8%）与美
国（7%），再次为欧洲国家如意大利（7%）和法国/英国（5%）。
大多数回复者愿意接受（调查中所提出的）最低的大会参会注册费，即 150200 欧元之间。但 13%的回复者建议更低的收费，24%的回复者愿意支付 200
欧元以上参会。
大会发言的格式偏向：相近，但稍微偏向于大师系列的格式。

8. 会员身份与更新
学会的会员制度正在重新制定，保留最低会费，降低某些费用，并增加会员的
福利。
根据决定，我们将引入两项面对所有会员的新福利:
-

待索菲亚大会论文集出版时，会员可通过国际符号学会网站与德古意特平
台的合作渠道完全获得论文集
会员可通过会员身份更新或成为新会员而获得价值 30 欧元的德古意特网币
/密码，从德古意特所有网络库选择部分资源，包括 Semiotica。

我们暂时规定每种会员身份可获得的网币数量如下：
-

“一般”会员可使用 5 个网币（价值 150 欧元）
“金牌”会员可使用 15 个网币（价值 450 欧元）

会员制的相应设置如下：
“一般”会员：大会与非大会年份每人 25 欧元=个人会员费+5 个德古意特网币（价
值 150 欧元）
“黄金”会员：大会与非大会年份每人 45 欧元=一般个人会员费+15 个德古意特网
币（价值 450 欧元）
团体会员：非大会年份每人 10 欧元=优惠的个人会员费 + 5 个德古意特网币
团体会员：大会年份每人 25 欧元=正常的个人会员费 + 5 个德古意特网币
非洲会员费：大会与非大会年份每人 15 欧元=个人会员费+5 个德古意特网币

9. 厄瓜多尔符号学会成立

厄瓜多尔符号学会于 2015 年 3 月 28/29 日（周末）的一个会议上成立，有 58
位教授参加会议。Kristian Bankov 与 Paul Cobley 已向该学会会长 Nelson
Reinoso 教授表示祝贺。
该学会现已列入国际符号学会执行委员会名录，将于下届大会期间正式通过选
举纳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