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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近期動態 

【11 月~1 月動態報導】 
 
 本系於11月26日邀請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彭瑞金教授演講，主題為「臺

灣民間文學研究之過去現在及未來」，劉明宗老師主持。 

 

 本系於 12 月 3 日辦理專題演講，邀請幼獅文藝吳鈞堯主編，講題為「當個

文藝青年並不難」，林秀蓉老師主持。 

 

 本系支援大學部 104 級學生參加本校舞蹈比賽之練習場地及設備借用事

宜，該班學生於 12月 7日之比賽榮獲現代舞類別第二名。 

 

 本系鍾屏蘭、黃惠菁、簡貴雀老師於 12月 13日出席 101年全國語文競賽屏

東縣座談會。 

 

 本系簡貴雀及鍾屏蘭老師於12月17日擔任屏東縣精進教學──國教輔導團

國中國文領域優良試題甄選委員。 

 

 本系於 101年 12月 17日至 102年 1月 2日辦理大學部學生資訊及英語證照

認證初審。 

 

 本系於 101年 12月 21日協辦簡光明老師亞太國際合作研究計畫之「東亞莊

學研究：研究生論文暨成果發表會」。 

 

 本系於 101年 12月 24日辦理專題演講，邀請武漢大學文學院吳光正教授，

講題為「《莊子》與《紅樓夢》的生命意識」，陳劍鍠老師主持。 

 

 本系於 101年 12月 24日辦理系週會，邀請國立臺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許素

蘭教授，講題為「在《魯冰花》裡看見鍾肇政的文學初心」，柯明傑主任主

持。 

 

 本系於 101年 12月 24日辦理專題演講，邀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

所葉濤教授，講題為「牛郎織女在人間－－山東沂源牛郎織女傳說的個案研

究」，黃文車老師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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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於 101年 12月 27日辦理教師交流座談會，邀請泉州師範學院文學與傳

播學院楊秋生副院長與談，並帶領楊副院長參觀本系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本系與香港教育學院假本校五育樓第三會議室合辦「第二屆語文教育與思想

文化學術研討會」，已於 101 年 12 月 28 日圓滿結束，香港教育學院有 3 位

師長，17 位學生出席。並由柯明傑主任、陳劍鍠及許文獻老師於同年月 29

日帶領香港教育學院師生及本校學生至高雄、台南進行文化參訪交流活動。 

 

 本系於 102年 1月 7日辦理 101學年度第二場碩士班專題研討論文發表會，

本系碩士班林宜陵、蘇怡靜、林逸萱同學發表，劉明宗老師指導。 

 

 本系於 102年 1月 9日辦理境外交流生期末座談會，邀請本學期至本系交流

之陸生、馬來西亞學生、本系師長與交流生之學伴與會，暢談境外生來本系

求學之心得與生活經驗。 

 

 本系於 102 年 1 月 9 日辦理第 14 場中文迎曦講座，邀請鍾屏蘭老師，講題

為「客語單音節詞析探－－以客國語平行語料庫比對為基礎」，簡貴雀老師

主持，劉明宗老師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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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學術研討會 

2012 第四屆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2/12/1(六)─2012/12/2(日) 

地點：五育樓國際會議廳                                           

 

第四屆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

學術研討會，於十二月一日(六)在

五育樓國際會議廳正式登場。在劉

慶中校長親臨致詞下，以幽默又不

失雅致的開場揭開了為期二天的

研討會，而柯明傑主任更是對學校

方面予以本次研討會經費的挹

注，懷抱感激，因為經費的充足，

此次才得以邀請東南亞等地的學

者與會共襄盛舉，進行學術上的交

流與切磋，使得研討會內容更加精

彩豐富。 

    首場，即邀請到香港大學中文學

院的楊文信教授進行發表，其發表主

題為〈晚清西學傳播的橋樑——鄺其

照《華英字典集成教育系列》初探〉。

透過楊教授的講解讓底下的與會學子

們更了解晚清西學時的社會背景。接

下來為阮進立教授所談述的〈鄭懷德

《艮齋詩集》版本考〉。鄭懷德為越南阮朝的官員，其著作的漢文詩集不僅是越

南的一部文學作品，更是中越關係史的一部寶貴史料。阮教授觀察到鄭懷德所著

的《艮齋詩集》有三種不同的版本，其目次與編置上皆有所出入，因而對於此現

【系上師長與劉慶中校長合影】 

【楊文信教授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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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做深入的探討，以期能為學術界提供一個必要的參考資料。 

第二場次則為本校黃蕙菁教授，

其發表主題為〈朱自清對陶詩詮釋方

法與態度的思考〉。黃教授在此篇論文

提出透過後人對於陶詩的箋註來投射

朱自清對於陶詩的詮釋態度。創新的

思維使得對於陶詩的詩意又有不同的

見解。接下來為南華大學文學系侯作

珍教授，發表〈成英姝小說的荒謬主

題與暴力敘述〉。成英姝為臺灣 90 年代作家，其小說具有暴力與荒謬的元素。侯

教授對此進行深入的探討，以了解成英姝透過暴力敘事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第三場則邀請到馬來西亞拉曼大

學中華研究院的李乾耀教授，進行〈彭

士驎舊體詩的風格及其構成：性靈內蘊

與境域的孕育〉講述。李教授針對境域

的外在環境變化探討彭士驎女士舊體

詩風格的內在關係。接下來發表教授為

邱苑妮教授。因邱教授因故未能抵達會

場，便商請本校林秀蓉教授代為宣讀論

文。其發表內容是透過生態下女性主義視閾來觀照臺灣作家沈從文情愛小說的內

容本質。 

第四場發表人為來自聯合大學華

語系的王幼華教授。王教授以心理層面

分析張愛玲小說中呈現的怨毒修辭，是

來自於與母親這個角色的對立衝突以

及人生顛躓的雙重影響。接下來為本校

簡貴雀教授，以詩人不同階段的人生經

歷探討明代公安詩派中的三袁兄

弟——袁中道生命情調。最後本為來自

【本系黃蕙菁教授發表論文】 

【李乾耀教授發表論文】 

【王幼華教授發表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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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國立發展管理機構語言與溝通學院的李育修教授壓軸，但因教授不克前來，

便由本校陳劍鍠教授代為宣讀其發表之論文，論文內容主要是以泰國曼谷華人社

區中對於當地三種漢語方言的語言維持與轉移現象，反映了現今曼谷華人社區使

用的語言近況。第一天緊湊又豐富的行程就在陳教授爽朗的宣讀下結束。 

第二天，在工作人員有條不紊的

合作及參與的學員依序進場後，於九

點準時展開議程。第二天首場即由本

校許文獻老師進行發表，主題為

「閩、客語俗字相關疑義淺析」，從

大眾生活化的台語起題，探討台語文

字造字的議題，與其造字恰當性是否

合於六書的體例。並對閩、客方言俗

字進行考究分析。評論人鍾榮富教授則認為台語文字，未必一定要符合六書，因

為是先有文字才有六書的歸類，六書應只是歸類，而非準則。在此主題上，不管

在主講人或是評論人都展現出了學術的豐富包容多元性。 

接著由越南胡志明市師範大學阮明紅教授發表，探討主題是「「假朋友」現

象及詞彙教學對策」，探討「假朋友」現象，即兩種語言中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字

面意義，卻表達不同意義的詞語。而這也是越南同學學習漢語時常碰到的陷阱，

也就是「假朋友」陷阱（表面上對學習有所幫助，實際上卻是閱讀理解和翻譯中

的陷阱，使學習者誤解原文的含義）。阮教授接著歸納整理了「假朋友」的成因

與類別，最後以漢語教學的實務角度出發，提出幾點教學對策，以盡量避免學習

上的「假朋友」現象發生。 

本次研討會的最終場則由來自輔英科技大學的宋邦珍教授及澳門理工的湯

翠蘭教授壓軸，宋教授以主題「清人對溫飛卿詞的詮釋角度轉移之探析」，對於

歷代對於溫詞的評論判讀皆做了整理，也考究了常州詞派對溫詞的解讀。最終宋

教授以歷史的宏觀視點，歸納研究溫詞詮釋角度轉移之成因。讓後人研讀溫詞

時，也能夠認識到詮釋溫詞的角度也可以有很多面向。 

澳門理工的湯翠蘭教授則是以「『有+VP』句於漢語共同語中的對應和運用」

【第二天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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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題，對偏向保守的澳門報章內文中所出現「有+VP」的頻率進行統計，此句式

在一年內出現的頻率大幅增加。湯教授也從漢語語法系統的角度出發，認為「有

+VP」句式的出現有助漢語共同語語法系統中表完成體的部份走向對稱以及功能

的分工，所以承認它合法、規範的地位的確有必要性。 

屏東教育大學第四屆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為期兩天所進行的精

彩行程。來自國內外的學者以不同的思維角度進行學術研究的切入，整場會議除

了豐富的內容外，與會學者們在臺上的臺風與應對，也讓底下學子們見識、學習

到學術殿堂中治學的用心、接納的雅量，入寶山絕無空手而回，相信有幸參與本

場研討會的莘莘學子們定有不虛此行之感。 

                            撰文者/楊雯妃 

 

 

 
 

【研討會閉幕本系師長及與會人員合影】 

6



 

7 
 

 

屏東教育大學暨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第二屆語文教育思想文化學術研討會」 

 

時間：2012/12/28(五) 

地點：五育樓四樓第三會議室                                          

 
「第二屆語文教育思想

文化學術研討會」在 2012 年

12 月 28 日舉辦，首先由本系

柯明傑主任與香港教育學院

何文勝副教授致詞，柯主任談

到本次邀請到香港大學共襄

盛舉，感到非常榮幸，同時十

分感謝去年本系赴香港參加

「第一屆語文教育思想文化

學術研討會」時，香港學院的

照顧，而香港學院的到來，使

的本次會議更加蓬蓽生輝。 

    此外這次率團前往本校的何文勝

副教授說到，此次很感謝屏東教育大學

中文系的安排，並期待下次會議的舉

行，此後的研討會，更增加許多學校、

兩岸四地的參與，讓研討會的內容更加

豐富。此次發表的內容涵括了語文教

學、中國語文的相關題目。並由師生共

同發表互相切磋。此次研討會的發表形

式為四場論文發表，一場綜合座談。 

    第一場由本系柯明傑主任主持，發表人由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學系何文勝

副授、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學系馮樹勳副教授、本系陳劍鍠教授、簡貴雀副教

【研討會開幕本系師生與香港教育學院師生合影】 

【香港教育學院何文勝教授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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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擔任，題目分別為〈語

文教學與思維訓練：教科

書閱讀教學的練習系統

研究〉、〈不同性別評判對

不同性別受試者在不同

學習階段的影響初探〉、

〈論大勢至菩薩念佛圓

通章的現代詮釋〉、〈修 辭

格融入國小國語文之教

學策略〉。內容涉及語文

教學及佛學思想，各篇論文的內容分別為一對語言的「批判、創意」將語文教學

建立在科學上、二以教育評核性別平等的議題、三由淨土宗的角度，以八位大德

對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的看法來解讀、四是語法與修辭在教學上的關係。 

    第二場由香港教育學院中國語言學系何文勝副教授主持，發表人為香港教育

學院中國語言學系周立一級專任導師、本系黃文車副教授、許文獻助理教授，論

文題目為〈淺議 PSC「說話」項的應試規避與評分制約〉、〈國境之南的異地文化

衝容——從屏東恆春地區閩南語民間故事調查說起〉、〈國民小學小篆筆順臨床教

學淺析〉。第一篇內容為普通話應試時所產生的背稿、離題、減少信息量等規避

行為，導致語言樣本失真，透過提出「調整權重，保持標準，分拆細則，增設項

目」等修定建議，通過設立懲罰性，扣分規則以健全評分系統的制約機制。第二

篇為探究出恆春地區出現過哪些和異國和異地出的文化，由傳統帶至地區，地方

生成文化，由這些方面作為研究範疇看出文化底蘊，第三篇藉由在國民小學教導

比順，以教材教法之開發成效，輔以理論、抽樣取其特殊現象，學習過程的調適

與同化。 

    第三場由本系陳劍鍠教授主持，發表人為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系國際漢語教

學碩士課程陳可因、鄭蘚蕾、本系碩士班李聖俊、林逸萱。發表題目為〈中國漢

字與西方 alphabet 在認知上的區別〉、〈析論王維輞川集的佛禪意趣〉、〈論蔣捷「詠

春詞」中「纖巧妍倩」的語言特色〉。此場發表論文的題目包括文字學與中國古

典文學。第一篇內容為用西方結構探究在漢字教學上的差別，第二篇以王維輞川

集中無常變化的觀照看出佛禪逸趣的內涵，第三篇由蔣捷春詞中的纖巧研倩看出

詞中的內蘊。 

【論文發表】 

【論文發表第二場次】 

8



 

9 
 

    第四場由香港教育學院中

國語言學系馮樹勳副教授擔任

主持人，發表人為香港教育學院

人文學系國際漢語教學碩士課

程梁苑琳、徐賜蘢、本系易立

人、林家伶。發表囊括唐傳奇、

現代文學及語言學。第一篇內容

為通過對漢字的偏誤分析，探討

其解決方法、第二篇由名著探究

改編電影的影響。第三篇論析〈綠翹〉中的虛實論，同時加入了詩意、禪境增添

其内蘊。第四篇為突顯「情與理」

在小說中的使用形態，用敘事學

中的敘事視角美學來透析林海

音的《冬青樹》。 

    最後綜合座談，各位師長們

提出了將來舉辦研討會的方式

加以切磋，期能在下次舉行兩岸

四地學校都能一起參加的學術

研討會，並由本系簡貴雀教授頒

贈感謝狀給香港教育學院何文

勝副教授，感謝香港教育學院熱情參與，使本次研討會圓滿落幕。 

                           撰文者／吳怡佩 

 
 
 
 
 
 
 
 
 
 
 

【論文發表】 

【簡貴雀館長致贈感謝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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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演講與座談 

系週會 
                                                                        

在《魯冰花》裡看見鍾肇政的文學初心 

 

時間：2012/12/24 (一) 

地點：教學科技館視訊會議廳 

主持人：柯明傑主任 

主講人：國立臺灣文學館研究典藏組許素蘭教授 

 
本次系周會很榮幸邀請到國立臺灣文學館

研究典藏組許素蘭教授來作演講，本系柯明傑

教授說到多年來許教授研究鍾肇政的作品，因

此期能在許教授演講中帶來對台灣文學的新視

野。 

    許教授將此次演講作為對鍾肇政先生八十

八歲米壽的賀禮，同時說明了選擇此題目作為

演講的原因。《魯冰花》為鍾肇政先生的第一部

長篇小說，通常由作者的第一篇小說就會看到

往後發展的雛型。由「初心」

來看他的《魯冰花》談鍾肇政

先生的文學作品，幾乎是要談

到台灣戰後的文學發展，因此

許教授在演講前介紹了鍾肇政

先生的生平，並用了作家李喬

的話作引言：「鍾肇政是一顆文

【柯明傑主任主持】 

10



 

11 
 

學巨樹，其文學已入經典，其人格

形誼也成一種典範。」許教授除了

研究鍾肇政的文學作品外，並由自

身過去與鍾先生的接觸的經驗，才

能體會這樣的感受。 

    鍾肇政致力於對台灣文學的

推動與運動，他對文學的熱程與活

動力在台灣文學的發展過程中發

揮了相當大的力量。而這些發展也可從他的眾多文學作品中發現。鍾肇政是跨語

的一代，對於日本文化有所吸收，也是他青年時期對於文學啟蒙的時代。但在一

九四六年時，日本刊物被禁止，因此鍾肇政先生，必須用日文先寫於稿上再翻成

中文，這樣的方式對於鍾肇政是艱難的過程。在學習文學的方式上，也僅限於當

時少量的台灣文學，因此在學習了一段長久的時間後，才達到現在的水準。許教

授同時也提到了過去鍾肇政先生與其他作家的交往，並且互相在文學上琢磨的經

歷。 

    鍾肇政的「台灣人三部曲」《沉淪》、《插天山之歌》、《滄溟行》把日治時期

的五十年分為三部分來論述，透過三代人的經驗，寫出歷史的困境。鍾肇政有很

長的時間與原住民有所接觸，因此在許多文學作品中與原住民有關係。許教授提

及了鍾肇政先生本要完成「高山三部曲」但最後因故也只完成了兩部作品，但他

在文學上的貢獻不僅於此。 

     在八零年代前，台灣人的文學作品很難被推展出去，並且處於邊陲地帶，

因此鍾肇政先生，就扮演了推動台灣文學的角色。他常四處為了台灣文學而奔

走，他與文友在 1957 年推動了「文友通訊」這本刊物、1964 年承續了吳濁流先

生的《台灣文藝》、1965 年《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等。 

    在寫作內容上鍾肇政先生有著寫實精神與現代主義技巧的融合的特色，在六

零年代開始，鍾肇政先生即有許多作品與鄉土文學結合，例如在「台灣文學獎」

中的獲獎作品〈骷髏語沒有數字板的鐘〉，〈阿枝和他的女人〉等。但在當時的年

代較為保守，因此鍾肇政的創意與新奇想法並並能被完全展露。因此在他的《魯

冰花》中，最能展現他的這種心情，而《魯冰花》一書的出現，也預告著他未來

的作品大河小說的誕生，期能走向世界。 

                                                        撰文者/吳怡佩 

【許素蘭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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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 
彭瑞金教授專題演講： 

「臺灣民間文學研究之過去、現在及未來」 

 

時間：2012/11/26(一) 

地點：人文館 B103教室 

主持人：劉明宗教授 

主講人：彭瑞金教授 

 
此次的專題演講，特別商請到了靜宜大學人文

暨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中心主任，亦為靜宜大學台

灣文學系專任教授暨系所主任、台灣筆會理事

長——彭瑞金教授主講。教授的授課領域在於台灣

文化史 、台灣古典文學史、台灣民間文學及文化產

業實務實習 ，而研究專長則是台灣文學史、文學評

論、台灣客家文學以及台灣原住民文學，因此本次

的專題分享便以「臺灣民間文學研究之過去、現在

及未來」為主題。  

教授本身即為多產的評論

家，其研究與評論獲獎無數，近

五年來榮獲台北市西區扶輪社

所頒之台灣文化奬、教育部文藝

創作獎、行政院客家委員會頒發

客家貢獻獎、及高雄市政府頒發

之高雄市文藝獎等殊榮。彭教授

目前主持的計畫更有：重修《清

水鎮志》編纂計畫、《龍潭鄉志》編纂計畫、2011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國科會

【劉明宗教授擔任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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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古典文學家張達修數位典藏計畫、藝文篇——六堆地區客家文學、文教及客

家藝術、民間工藝之調查研究等計畫。此場演講，彭教授以幽默、有趣的小故事

進行分享，讓聽者對臺灣民間文學，有了不同於以往的認知。  

彭教授雖只利用幾則有

趣的故事淺談，卻讓聽眾對

於臺灣民間文學留下了不一

樣的認知，原來從不一樣的

視野、角度，可以深刻明白、

體認到沒有文字的文學實用

性遠遠超過有文字的文學，

而民間文學的傳承若較於著

作文學來說，確實有其實質

意義。在彭教授的分享下，更加深刻的感受到口傳文學傳承跟保存的必要性，而

且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學者後進也的確越來越不易完整如實的將傳統呈現保留下

來。環境的變遷、語言的隔閡再加上當時並沒有文字予以記錄，種種因素堆疊，

自然就加深了後進要傳承的困難度。  

  窘迫的條件下，現今善用科技資源，將尚在人世的國寶耆老的訪談過程予以

影音記錄，藉由影音粗步的完成傳承，但後續的文字轉述就有待專業的研究者予

以細心、耐心的以文字轉錄之，如此方能盡量避免傳承訛誤之情形發生。 

  民間文學代表的就是的傳統精神，若因無法傳承而亡佚，長久下來，對後世

而言，就好似失根的蘭花一樣，無所依恃，找不到自己存在的價值，以此觀之，

更加突顯了傳承民間文學的重要性。 

                           撰文者／楊雯妃 

 
 
 
 
 
 
 
 
 
 

【彭瑞金教授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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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迎曦講座 
鍾屏蘭老師： 

「客語單音節詞析探─以客國語平行語料庫比

對為基礎」 

 

日期：2013/1/9(三) 
地點：人 B103 
主持人：簡貴雀教授 
發表人：鍾屏蘭教授 
評論人：劉明宗教授 

 
本系第十四場中文迎曦講座，由本系鍾屏

蘭教授發表論文，題目為〈客語單音節詞析探

――以客國語平行語料庫比對為基礎〉。本場中

文迎曦講座，非常榮幸邀請到本系簡貴雀教授

擔任主持人，簡教授說：「此場壓軸場的迎曦講

座。」簡教授針對鍾教授此篇論文提出個人看

法，以及概略介紹論文內容。 

    鍾教授本論文研究主要採用客語及國語國

小教科書的平行語料庫比對的方式，把教科書

各種音節的詞作說明，探討客、國語單、雙音節詞數量比例，進而研究出客語是

否的確有單音節詞特多的現象。鍾教授以客家語發音，使人更清楚了解客、國語

間單、非單音節的對比；以及客語中還保留中古音與古代漢語文言詞彙、詞意較

廣、一詞多義等因素，造就客語單音節的特色。 

    此外，邀請本系劉明宗教授擔任評論人，劉教授表示鍾教授寫得臻善盡美，

不知從何評論起，因此就針對論文寫作技巧、方式等等提供鍾教授建議。例如，

針對題目〈客語單音節詞析探――以客國語平行語料庫比對為基礎〉，應在副標

題「客國語」加上頓號，改為「客、國語」；及國語單音節語的詞量比是 14.95

【劉明宗教授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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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 14.19％；

本文中的數字應使用

半形等等，劉明宗教授

提出非常詳細精闢的

問題，供鍾教授參考。 

    最後，本系黃惠菁

教授提出建議，指出題

目及內容上應互相呼

應，以及論文有提到客

語三點特色，但鍾教授

尚未完整說明第二、三點特色。接著，黃文車教授也提出「詞量」與「數量」的

使用方式，及數量表應用是否恰當；而柯主任針對有關語音發音給予鍾教授建

議；許文獻教授對於客家語法、記號就教於鍾教授等等，在各位師生熱絡互相交

流下，此場中文迎曦講座圓滿結束。 

                                                        撰文者/林宜陵 

 
 
 
 
 
 
 
 
 
 
 
 
 
 
 
 
 
 
 
 

【左起發表人鍾屏蘭教授、評論人劉明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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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會友─論文發表會 
本系自辦研究生論文發表會(二) 

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7 日(星期一) 

時間：15：20~17：10 

地點：人文館 B103 

指導老師：劉明宗老師 

主持人：李聖俊 

 

項目 時間 
使用 

時間 
活動內容 

報到 15：10~15：20 10分鐘 報到地點：人文館 B103 

論文

發表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15：20~15：45 25分鐘 林宜陵 
正與負──蔡進士和張百萬人格形

象探討 
易立人 

15：45~16：10 25分鐘 蘇怡靜 
淺析蘇軾文學中的道家思想－以〈赤

壁賦〉為例 
陳凱琳 

16：10~16：35 25分鐘 林逸萱 
談歌仔冊所反映的社會現象──以

《台南運河奇案歌》為例 
吳怡佩 

16：35~16：55 20分鐘 問題討論 

閉幕 16：55~17：10 15分鐘 老師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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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碩士班於102年1月7

日於人文館 B103 教室舉辦研

究生論文發表會，特邀劉明宗

老師指導講評。首先由林宜陵

同學發表〈正與負──蔡進士

和張百萬人格形象探討〉，以澎

湖縣民間故事為研究文本，並

從正負面來析論蔡進士與張百

萬的人物形象，導歸出澎湖縣

的民間男士在功名富貴的傑出成就。評論人易立人同學肯定論文的編排次序，並

提出具體詳盡的看法，並與發表人互相探討論文中「箭跺式人物」之議題。 

 第二順位的蘇怡靜同學

發表〈淺析蘇軾文學中的道家

思想－以〈赤壁賦〉為例〉，

即從〈赤壁賦〉來探究隱含其

中的道家思想，並提出通篇依

序呈現「樂、悲、樂」的情緒，

層層推進，開展論述，認為蘇

軾表現了「樂觀曠達」與「物

我合一」的奧旨。評論人陳凱

琳同學認為此篇論文的立論清晰、焦點集中，闡述了論文寫作的基本態度以供參

考，也對論文章節編排提出具體適切的看法。 

 第三篇由林逸萱同學發

表〈談歌仔冊所反映的社會現

象──以《台南運河奇案歌》

為例〉，即以臺南地區早期的

閩南說唱歌本，從中選出關涉

「家庭」、「行業」及「愛情」

方面的社會現象，凸顯出早期

社會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評

【左起發表人林宜陵、評論人易立人】 

【左起評論人陳凱琳、發表人蘇怡靜】 

【左起評論人吳怡佩、發表人林逸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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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人吳怡佩同學對論文的問題意識及行文編排

皆提出具體意見，也探討了早期社會的女性議

題來檢視論文。 

 最後由劉明宗老師總結講評，認為中文系

的優勢在於文字能力，論文寫作更要文從字

順，文句須具備優雅的特質。劉老師對三位發

表人及三位評論人的表現予以肯定，並對各篇

論文的主旨提出建議，並提醒在場研究生在引

文時的註腳格式須使用學界常見的當頁註格

式。此外，在論文中下斷語時，須注意是否具

有其他證據作為支持，才能增益文章的邏輯性。 

 

                           撰文者／李聖俊 

 
 
 
 
 
 
 
 
 
 
 
 
 
 
 
 
 
 
 
 
 
 

【劉明宗老師總結講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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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人：柯明傑 

編輯：吳怡佩 

企劃：吳怡佩、林宜陵、李聖俊 

採訪：吳怡佩、林宜陵、李聖俊、王昱凱、劉尚佳、葉芷琳、

楊雯妃 

發行年月：2013.01.24  

發行單位：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網站：http://cll.npue.edu.tw 

地址：（900）屏東市民生路4 之18 號 

電話：886-8-722-6141 #35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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