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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近期動態 
【9~11 月動態報導】 

 本系許文獻老師於 9 月 12 日前往臺

北市立教育大學出席「提升師資培育

實務課程與教學品質－典範教學示

例研討會」。 
 本系李美燕老師於 9 月 15 日至 16 日

前往雲南大學人文學院出席「2012
第四屆「古琴的音樂美學與人文精

神」跨領域、跨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並發表論文：「禪僧東皋心越之

自創琴歌《思親引》研究」。 
 本系自 9 月 17 日起辦理大學部、碩

士班、在職專班註冊業務，已告一段

落。大學部一年級新生 43 人，碩士

班一年級新生 10 人，碩士在職專班

一年級新生 16 人。 
 本系陳劍鍠老師於 9 月 19 日至 24 日

前往日本福岡九州大學出席「IIA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Technologies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IIAI LTLE 2012)」國際

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Emotion 
Labyrinth: Learning to Rationalize 
Emotions through 3D Game 
Environment」。 

 本系與國立臺灣文學館、屏東縣政府

於 9 月 21 日合作辦理「2012 第二屆

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當天共發表 9
篇論文，並辦理 1 場座談，已圓滿落

幕。 
 本系於 9 月 24 日(一)於人文館 B103

教室辦理「第十三場中文迎曦講

座」，由本系嚴立模老師發表「注音

符號與漢語拼音：文字還是 音

標？」，許文獻老師評論，柯明傑主

任主持。 
 

 本系陳劍鍠老師於 9 月 25 日於出席

臺南大學辦理之國小師資培用聯盟

計畫國語學習領域中心第二次常務

委員會議。 
 本系李美燕老師於 9 月 28 日辦理「四

書」戶外教學，帶領本系學生及 6 位

大陸學生參觀屏東縣政府舉辦之祭

孔大典，接受中評社採訪，刊登於中

國評論新聞。 
 本系於 10 月 1 日辦理亞太計畫「新

馬地區華人文獻及文化研究」成果論

文發表會，由本校余淑娟兼任教授、

本系黃文車、嚴立模老師發表論文。

余淑娟老師發表「傳播外江戲的文化

建制：新加坡潮州儒樂社」，黃文車

老師發表「從波靖南溟到南海明珠－

－新加坡天福宮的媽祖信仰與文化

網路建構」，嚴立模老師發表「《檳城

佛學院經咒課誦》的閩南語標音」。 
 本系於 10 月 4 日辦理專題演講，邀

請屏東縣阿緱文學會郭漢辰理事長

演講，林秀蓉老師主持，講題為「新

聞報導與評論寫作」。 
 本系於 10 月 8 日辦理專題演講，邀

請文藻外語學院蔡一峰教授演講，余

昭玟老師主持，講題為「用影像說故

事」。 
 本系於 10 月 8 日辦理專題演講，邀

請湖南師範大學陳建初教授演講，柯

明傑主持，講題為「《釋名》釋語中

的複音詞研究」。 
 本系於 10 月 13 日假本校五育樓第三

會議室辦理「2012 文學與電影研討

會：空間與地景」，共發表 9 篇論文

及 1 場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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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系黃惠菁老師於 10 月 14、24、28、
31 日、11 月 7 日、11 日前往臺南市

麻豆國小擔任台南市「101 年全國語

文競賽代表隊」集訓講師。 
 本系於 10 月 15 日辦理朗誦社系列專

題演講，邀請屏東縣瑞光國小林月娥

老師演講，林秀蓉老師主持，講題為

「身、聲、情，合一的魅力!」。 
 本系於 10 月 15 日辦理專題演講，邀

請湖南師範大學陳建初教授演講，許

文獻老師主持，講題為「研讀古籍當

發微抉隱──以《釋名》研讀為例」。 
 10 月 19 日國立中正大學主辦「第五

屆臺灣南區大學中文系策略聯盟教

學計畫交流暨系主任會議」，邀請國

立臺東大學、國立臺南大學、國立嘉

義大學、國立中山大學及本校之中文

相關系所主任及教師出席。本系推派

柯明傑主任及余昭玟老師代表出席。 
 本系於 10 月 22 日假國際會議廳辦理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週會，

邀請退休師長王永誠教授、陸又新教

授、徐守濤教授、鍾吉雄教授以「我

在屏教大的日子」為題進行座談分

享。除座談演講外，並邀請退休師長

頒發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書卷獎給得

獎同學：大學部四年級古庭瑄與陳子

崡同學、三年級陳品涵與陳雅婷同

學、二年級蔡怡廷與謝羚同學，意義

重大。 
 本系朱書萱老師於10月23-24日前往

屏東市公館國小擔任「國語文學習領

域觀課活動」主持人。 
 本系朱書萱老師於 10 月 24 日擔任屏

東縣政府「101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

比賽屏東縣初賽」評審。 
 本系訂於 11 月 12 日辦理「朗讀、作

文、書法」專長檢定，已於 10 月 16
日公告報名事宜，10 月 26 日截止報

名並公告舉辦事宜。各項檢定若報名

人數未達 30 名則不舉辦。 
 本系訂於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辦理

「第四屆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

研討會」，已著手籌備事宜。目前統

計共 6 位校外學者發表，分別來自越

南、馬來西亞等國。 
 本系與香港教育學院舉辦聯合論文

發表會，訂於 12 月 28 日舉行，已著

手籌備事宜。 
 賀本系李美燕教授、陳劍鍠教授榮獲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101年度補

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獎勵」。 

 本系碩士班李聖俊同學參加「2012
年第八屆忠義文學獎」，榮獲大專組

論文類第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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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大事記 
11/8~/11/9 ──101 學年度系所評鑑 

 
時間：2011.11.08-09（四、五） 

地點：中國語文學系 

1.  目的：診斷系所課程發展的過程、課程規劃的適切性及課程實施的成效與問題，

以作為追蹤改善系所課程的依據。 

2.  評鑑範圍： 

（一） 課程規劃。 

（二） 課程實施。 

（三） 課程成效。 

（四） 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五） 行政支援與資源整合。 

3.  評鑑方式：採資料檢視與師生晤談、問卷調查、教學訪視方式進行。受評系所

須依系所課程自我評鑑檢核表準備相關資料文件備檢，及通知系所師生接受評鑑委

員之晤談。 

4.  評鑑委員：王初慶、王建生、陳益源、蔡振念、謝金美 

 
 
    在課程上的發展，五位評鑑委員給予本系

高度肯定，如委員針對：「中國語文學系大學部

課程除了通識學分外，共有 98個學分，選修

58個學分可分為文學專業群組、經典專業群

組、語文專業群組、中文應用群組。碩士班課

程規劃，選修學分共 12個學分，包括：語言文

字領域、思想領域、文學領域。縱橫雙方面教

學，利於課程上合理的思量。」以及於課業外，

舉行各項領域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深受委員

的肯定。 

 

     

此外，在「系(所)課程符合畢業生升學或就業的

需求」，委員針對：「畢業後就業的趨向，以及就

業後的適應狀況，以及能否學以致用，提出有效

的建議。」目前本系透過學校政策，詳細觀察畢

業系友是否升學及就業狀況。以及針對即將步入

就業職場的應屆畢業生，於每學期辦理 2~3 場

就業輔導講座，邀請專業、知名的企業家分享就

【本系柯明傑主任簡報】 

【評鑑委員聽取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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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經驗及市場，供學生思考未來就業方面，更

邀請考取碩、博班的畢業學長姐，返回母系與

學弟姐座談，分享報考、升學的心得，提升將

畢業的同學有更豐富、更多元的就業機會及多

廣闊的視野。                    

                               文/林宜陵  

 
   
        
 
        
 
 
 
 
 
 
 
 
 
 
 
 
 
 
 
 
 
 
 
 
 
 
 
 
 
 
 
 
 
 
 
 
 
 
 

【本系柯明傑主任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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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學術研討會 
2012 第二屆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陳冠學研究 
 
時間：2010/09/21 (五) 
地點：五育樓國際會議廳                                           
                                                                

 

為能將屏東文學的研究起步並奠

下基礎，再者則是透過區域文學研

究，凝聚屏東地區的地方意識，並藉

以落實地方文化與鄉土語文之關懷，

屏東教育大學中文系於 2012 年 9 月

21日（星期五）與舉辦「2012第二屆

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陳冠學研究」。

屏東教育大學秉持這樣的信念，「第二

屆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陳冠學研究」正式展開，更感謝各位貴賓蒞臨指導。 

    本次研討會一共有三場論文發表及一場綜合座談。第一場由本校中國語文學系柯

明傑系主任主持，由本系簡光明教授、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柳秀英副教授、東華大學台灣文

化系郭澤寬副教授發表並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蔡忠道系主任、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蔡振

念教授、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彭瑞金教授進行講評。第二場由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系主任

蔡忠道教授主持，由台東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傅怡禎副教授、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

心王國安助理教授、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唐毓麗教授發表，並由高雄師範大學中國文學系

顏美娟教授、美和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孫吉志助理教授、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陳

惠齡副教授進行講評。第三場由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林晉士主任主持，輔英科技大學文

教事業管理學程宋邦珍副教授、本系嚴立模助理教授發表，另因本場次臺北教育大學語文

與創作學系應鳳凰副教授不克前來，委由本系林秀蓉教授代為宣讀論文。由台東大學華語

文學系王萬象副教授、本系余昭玟副教授、國立新竹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許長謨教授講評。

第四場次則進行綜合座談，本場次由台南大學人文與社會學院張清榮院長主持並由文訊雜

誌社封德屏主編、潮州高中陳文銓老師、屏東縣阿緱文學會郭漢辰理事長擔任與談人，本

【系上師長與屏東縣曹啟鴻縣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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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臺北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應鳳凰副教授為與談人，但因不克前來因此未參與座談活

動。 

「2012第二屆屏東文學學

術研討會：陳冠學研究」為期一

天，四場形式。第一天於論文發

表前開幕由本校中文系柯明傑

主任主持，非常榮幸邀請到屏東

縣大家長曹啟鴻縣長及本校黃

冬富副校長致詞。曹縣長稱已故

作家──陳冠學是台灣的國

寶，且陳冠學的作品中充滿了社

會關懷，讓我們後代子孫去反思

並檢討。同時邀請到國立台灣文學館李瑞騰館長為大家致詞，李館長期許屏東縣政府能成

立陳冠學先生文學館，讓更多年輕學子認識一位為台灣農村環境發聲，值得尊敬欽佩以及

緬懷的台灣作家。 

本研討會「2012 第二屆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陳冠學研究」，乃所以陳冠學老師的研

究，接合現代文學，冀由廣泛之研討，期能促進政府部門、學術單位與藝文界對於陳冠學

老師所作之文學作品表達緬懷及追思之意，藉以對陳冠學老師一生文學創作作品表示感佩

及啟動屏東區域文學之研究風氣，進而延續在地文學與文化之生命力，並落實鄉土語文教

育之關懷。研討會邀請了國內各頂尖的學者齊聚一堂，發表篇章主題豐富，綜合座談則是

邀請到陳冠學老師生前友人及文學作家追憶過往時光及陳老師的待人處事，舉凡屏東文學

之研究與地方文化、鄉土教育之落實及關懷等方面，提供更具史料及文化意義的契機與影

響皆在其中，當中談到陳冠學老師文學中的多面性及其對後代文學作家與社會的影響，因

此前來共襄盛舉的來賓眾多，並在會後得到廣大熱烈的迴響。日後將持續辦理此類具備歷

對於屏東在地鄉土作家的研究，能梳理屏東文學發展之過程及各類型文學之成果與意義；

現實面的深耕，讓區域文學與地方文化及教育結合。並能帶動學術研究氣氛的研討會。 

                                                             文/ 吳怡佩 林宜陵 

 

【系上師長及與會來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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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與電影學術研討會——空間與地景 

日期：2010/10/13 (六) 
地點：國立屏東教育大學民生校區五育樓 4 樓第三會議室    

近年來文學與電影的研究議題備受藝文界高度關注，學界與時俱進，乃藉由電影中的視覺

意象來探討作品所傳達的人文關懷。高高屏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為結合高高屏的地方與學校

資源，促成跨校交流，故於 2012 年 10月 13日假本校民生校區五育樓四樓第三會議室舉行

「2012文學與電影研討會：空間與地景」，由本校教學資源中心、中國語文學系及通識教

育中心合辦，特邀校內外學者蒞臨發表論文。 

 會議初始，由教學資源中心王慧蘭主任及中國語文學系柯明傑主任開幕致詞。整天會

議共有四個場次，發表人報告完畢，則採現場與會者進行綜合討論與提問。第一場論文發

表由本校賀瑞麟教授主持，依序為本系黃文車教授發表〈香港廈語片中的台灣身影〉、輔英

科技大學張百蓉教授發表〈虛實空間裏的《幸福時光》〉、

本系余昭玟教授發表《異質空間的顯影與再造─論黑澤

明《黑之雨》中的「水」意象》。 

 第二場次由永達技術學院陳靜美教授主持，由本系

林秀蓉教授發表〈探《時時刻刻》「性別／時空」的對話

與喧聲〉、輔英科技大學宋邦珍教授發表〈《向左走向右

走》繪本與改編電影的時空營造之比較〉及高雄醫學大

學李玲珠教授發表〈論《一八九五》的歷史地景─主、

客視閾的衝突〉。 

 第三場次由本系簡光明教授主持，特邀請中央研究

院學者彭小妍演講〈《色‧戒》的虛構時空〉。 

 第四場次由大仁科技大學陳昱珍教授主持，由本系簡光明教授發表〈電影中的門〉、大

仁科技大學張靜尹教授發表〈談「舞動人生」中穿

透空間的虛幻之力〉及靜宜大學唐毓麗教授發表

〈「法式浪漫」：談電影中的浪漫地景與愛情符號

學〉。 

 此次研討會的研究視野除了既有的文本理論解

讀電影的討論點，各位發表人也打破報告形式，適

時播放電影片段來加強報告的精彩度，除了令與會

者耳目一新之外，更能引人迅速進入發表人所欲探

討的情境當中，使會議間的討論更為熱烈。 

                               

                                         

                                                                     文/李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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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演講與座談 

系週會 
                                                                        

「薪傳講座」：我在屏教大的日子 
日期：2010/10/22 (一) 
地點：五育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柯明傑主任 
主講人：王永誠教授、鍾吉雄教授、陸又新教授、徐守濤教授 

  

     本系謹於一〇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假民生校區五育樓國際會議廳，舉辦本

學期第一次系週會，由柯明傑主任主持

會議，特邀請退休教師王永誠教授、鍾

吉雄教授、陸又新教授、徐守濤教授到

場，各以「我在屏教大的日子」為題，

暢談任教期間的人生經驗。 

 活動首先由柯主任開場致詞，他提出

中文系向來重視文化的傳統與傳承，而校

方安排一學期至少舉行兩次系週會的立

意甚佳；固定集會的傳統，持續運作形成

傳承，師生才對系所具有向心力及榮譽

感。在演講正式開始之前，則由退休師長

們為大學部二到四年級學生頒發書卷

獎，藉此表揚成績優異的同學。 

【系上師長及與會來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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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演講者是曾任本系系主任的王永誠教授，第一階段暢談「值得回味的故事」，他

提到人到了一個新環境，民俗做法是拜會當地的「土

地公」，轉而敘述他初到屏東教育大學時亦復如是；他

親自將聘書送至當時系上師長，建立起良好的同事情

誼。另外值得回味的是對學生的重視，他除了積極培

訓學生寫板書，更提倡輪派應屆同學於升旗時上臺說

故事，推行過程饒富趣味，但目地在於訓練學生在公

開場合演說的膽量。第二階段回顧「無中生有的故

事」，王教授擔任系主任的期間，勇於嘗試開拓新的課源，要求中文系學生修習英文，也爭

取本系教師在音樂系、美術系增開詩詞課程，來提升學生的人文涵養。在教學部分，王教

授在系上首開先例增加讀書指導及專題研究等課程，此舉成為教育學界爭相跟進的對象。

此外，當時在王教授主持下，編印了屏師國文選，更實際增設語言、語態及書法等教室，

來提升教學效果。最後，王教授勉勵本系師生既要加強專業訓練，在待人處事上也應展現

尊敬、關懷、熱誠的積極態度。 

 第二位分享經驗的是鍾吉雄教授，他以朱慶餘〈近試上張水部〉來開題，以生動有趣

的方式分析詩作情節，敘述過完洞房花燭夜的新娘子要見公婆，在古代是一件人生大事，

再說從她對化妝的重視以及詢問丈夫意見等橋段，引申到吾人對人生大事應重視與謹慎。

此外，鍾教授提到，不論在學校或社會上，最難的莫過於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並接連說了

「人難做、難做人、做人難」，引得師生會心一笑，更指出待人處事應學習如何調適，而古

代最懂得調適的是孔子，現今學生應效法至聖先師的行誼。 

 緊接著由徐守濤教授分享教職生涯的故

事，她以輕鬆的口吻說自己任教期間，舉凡

遇到學校其他老師的要求或請託，一概不會

拒絕，並在承辦行政業務上謹慎處理，認為

主要是學習到「謙虛」與「客氣」對她受益

良多。她坦言自己喜歡旅遊，也鼓勵學生去

旅遊，在她帶班期間，學生若能擬訂出有效

可行的計畫書，她便親自帶著學生集體出遊。另外，徐教授提到普羅大眾喜歡命理，但她

援引父親的看法，認為算命是算不準出家人與讀書人的命；讀書人從書本學習到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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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涵養出一股積極正向的態度，才是可以真正改變人生的關鍵。 

 最後一位演講者是陸又新教授，她敘說從十七歲進入學校教書開始，即秉持著「不要

遲到」的上班態度。陸教授任教期間，在學校受過「勞動」、「運動」、「活動」的訓練，獲

益頗豐。陸教授起先對於上台演講感到恐懼，但在承辦此項業務後，她開始大量閱讀書籍，

加強口語表達，透過一次又一次的上臺演講的經驗，她發現內在的害怕、恐懼是可以克服

的，後來甚至成立了「說話社」，以此勉勵學生訓練口條，勇於發表意見。陸教授提到，近

年來參與本系舉辦的研討會，發現承辦研討會工作的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行為舉止合宜

有度，處理事情有條不紊，顯得落落大方，她也為母校感到欣慰。關於學習，陸教授表示

除了學習書本上的專業知識，她也喜歡電影、舞臺劇、話劇、攝影，乃至學習各種語言，

她認為這些學習皆對自我提升功不可沒，並鼓勵學生抱持良好的心態去學習事物，一旦養

成學習態度，即使學生未來畢業後不從事教職，在各領域中也能有良好的發展。 

文/李聖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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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 
陳建初教授專題演講： 

「《釋名》釋語中的複音詞研究」 

 
時間 2010/10/08 (一) 
地點：人文館 B103 
主持人： 柯明傑 教授 
主講人： 陳建初 教授 
 

 

本學期邀請湖南師範大學陳建初教授到校擔任

客座教師，並規劃此次專題演講，藉由陳教授的研究

成果分享，從中學習到研讀古籍專書，如何以「發人

所未見」精當選材、選題，更要涓滴匯集，博觀遍覽

相關材料，佐以井然有序建構鋪排、分類分析、反覆

辯證，唯有嚴謹的治學，無徵不信的察考，方能成就

具有學術價值的立論。 

    聆聽、研讀陳建初教授之專講及講義，循序推論、條理緊實清楚。首先點明「研究緣

由」，以肯定本研究有其意義與價值，並直指此一範研究疇現況之不足處；進而聚焦論文所

選定的研究對象（《釋名》釋語），詳細界定其性質、屬性（以聲訓解釋事物得名緣由的訓

詁學專著、不等同視之為《爾雅》一類辭書），條列式分析其體例（全式、變式四種訓釋體

例）；再就其體例及研究觀察所得，初步概括研究材料之特點所在。 

次而切入「正題」（《釋名》釋語複音詞分析），先釐清概念、清楚定義專有名詞、避免

判定不一（採取馬真先生《先秦複音詞初探》中提出的標準）；再透過對研究材料的爬梳，

钜細靡遺的檢選（劃分出不計重複的複音詞 1295 個）、分門別類的統計（兩大類共八類複

音詞各有多少、占總數百分比多少），並且逐一探究各類的特點及指明其特別需要關注的現

象，以形成研究問題；最後援引「早期」、「同期」、「後期」的文獻與之相互比較論證（將

戰國《呂氏春秋》、東漢初《論衡》、南朝宋《世說新語》的複音詞之情況及重要數據統計

【陳建初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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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與《釋名》釋語比較），建構該研究專題縱向的發展脈絡，以及橫向觀察後得出其「一般

性」與「特殊性」為何。總之，藉由內部、外部客觀證據的紛紛呈現，便更形驗證研究者

的觀察及推論合理有效、具有說服力。 

最後提出「研究成果之應用」（考釋未見於

《漢語大辭典》之詞語，切合研究意義之為漢

語研究及專書編纂提供材料），亦可衍生新的學

術問題，以資後續繼續探討。 

   學海浩瀚，然學術研究首重「有憑有據」，

需詳加省視及解讀「內部材料」與「外部材料」，

兼採「縱向（史的脈絡）」與「橫向（同時期的

觀照）」的研究，方能使立論渾厚，不至淪為臆測妄談；同時，材料的呈現需界定清楚、分

類清楚、次序清楚（如本篇論文中列舉複音詞便依照「在篇目中出現的次序」排列），並且

著重其足以形成研究問題處，加以深究發揮；而在進行文獻比較時，不宜偏廢任何一種現

象，如本篇論文中提出《釋名》釋語之複音詞有四種現象：1.未被《漢語大辭典》收錄 2.

雖收錄但未採用其所使用的義項 3.不見於其他典籍而獨有 4.還見於其以後的典籍中，即是

對於研究主題進行較為周延的觀照，因有周延的觀照，不論是「立論」或「破論」，將使推

論更符合嚴謹的學術標準。                         

                                                                     文/劉尚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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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初教授專題演講： 

「研讀古籍當發微掘隱—以《釋名》研讀為例」 

 
日期：2012/10/15 (一) 
地點：人文館 B103 
主持人：許文獻 教授 
主講人：陳建初 教授 
      

     本場專題演講，再次請到湖南師範大學的教授——陳建初老師主講。在前一場精彩的

演講中，已引領對《釋名》這一本書有了初步的概念——《釋名》，是一本東漢末年的語

源書籍，作者是劉熙，內容主要是以聲訓的方法解釋事物得名的由來。本次，陳建初教授

再從細微處著墨的分享，讓筆者對於《釋名》的內容，有了更加清楚、具體的認識——《釋

名》的內容有27篇、1379條、釋詞1710個；從語源、同源詞、語源義之指涉，可明白各字

詞之間的關聯性，其環環相扣之處，妙不可言；而篇中所言之學術界對《釋名》的評價，

讓人了解到《釋名》其存在的歷史意義及地位。  

    除了在篇首鉅細靡遺的簡介《釋名》之外，文中陳建初教授更俐落的舉用五個實證，

分別是「對《釋名》有關語源理論的闡發」、「從《釋名》行文體例發語源之微隱」、「申

訓隱含語源線索發微」、「錯誤推源中隱含語源線索發微」以及「未推源而隱含語源線索

發微」，使人對《釋名》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篇中有提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也。

（釋形體）」，《釋名》中明確的指出它們的語

源義是「直而長」，所以只要是同一個諧聲系統，

如：徑、經、頸、逕、涇、娙、剄，都可以納入

此義。陳建初教授所類舉之例當然不止一個，但

於此僅舉一而言之。 

 

    在此場演講中，因陳建初教授的分享，有了

不一樣且對古籍更深層的了解，另外，陳教授篇

中以舉證所完成的內容，不禁令人驚嘆，原來彼岸的學問是這麼研究，嚴謹中又條理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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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例子增添豐富感，藉由研讀並傳承一門「古籍」，可以從這麼多面向著手。  

    只要用對方式，可以讓理論層層分明，更讓關乎主題之描述。從內容中清楚立現，研

讀古籍也可是如此的趣味盎然，甚至豐富且生動的將其分享給同好甚或普羅大眾。因此「用

對方法」，即是陳教授於篇末結論中所言，肯專心、潛心，且保持恆心。研讀古籍，本就

是以中文為專業的學生該習得的基本功和必修課，藉由研讀古籍不僅能提高我們的道德、

文化和語言的修養水準，還可以將中國幾千年的傳統文化予以傳承。 

                                                                          文/楊雯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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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興慶教授專題演講： 

「明清文化人的東渡與中日文化交流」 
 
日期：2012/11/12(一) 
地點：五育樓 5F 視聽教室 
主持人：李美燕 教授 
主講人：徐興慶 教授 
 

   
    本次專題研討

邀請到國立台灣大

學日本語言學系徐

興慶教授演講〈明

清文化人的東渡與

中日文化的交流〉

會中徐教授由渡日

的禪僧與文人作為

開端。僧人與文人

是當時後的知識分

子，因此將明清時

期的各種學問與技術傳入了日本，其中文人所傳入日本的包括有儒學、醫學、繪畫。 

    禪僧方面以隱元開創的黃檗宗隱響最為顯著。而隱元的傳教方式是以中國「唐音」的

讀經方式，除「唐音」盛行之外、建築、雕刻、書畫、繪畫、料理在日本的普及與黃檗宗

的傳播有相當大的關係。另外在思想方面心越禪師與獨立禪師扮演著傳播中華文化的重要

推手，心越禪師儒佛二教融合，獨立禪師由儒釋佛，由釋轉醫，主張儒釋並存及三教合一。

三人皆對日本的宗教文  化有著深刻的影響。 

    徐教授除了講述傳播文人與禪僧對於中日文化交流間的關係外，也分享自身在日本做

田野調查時得到稀有文獻的經過，讓人不絕讚嘆。此次徐興慶教授來到本校並贈與了本校

圖書館自己的著作，並由圖書館簡貴雀館長代表收下，內容多為他在日本田野調查時得到

的珍貴資料。 

    此次演講探討明清文化人與中日交流間的關係，徐教授期許薪薪學子要有世界觀，學

習第二語言也是重要的必備條件，當具備這些因素時，學習不再是一種侷限。 

                                文/吳怡佩 

 
 
 
 
 
 
 
 
 

【徐興慶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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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域外漢學系所講座 
                                                                       

亞太計畫發表專題演講─ 

             新馬地區華人文獻及文化研究 

 
日期：2012/10/1(一) 
地點：人 B103 
主持人：柯明傑 教授 
主講人：余淑娟 教授、黃文車 教授 
                                                

                                                  

    學術研究由昔到今，視野角度隨著時間漸漸往

外拓展，發展出其它跨區域文化的研究觸角。歷來

文史研究路線，往往只針對中國文化的變革，而地

區也只單就中國而言來做深度切入，鮮少拓展其它

區域。使得文史學生只知由古到今漢文化的單一脈

絡，忘記旁支分系，更別說專業的研究方法了。當

我們將研究主力放眼其它區域，就不能用傳統的研

究方法來切入。此次專題講座，正是打開我們的視野，了解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  

    此次「新馬地區華人文獻及文化研究成果發表講座」第一場，為余淑娟老師所主講的

「傳播外江戲的文化建制：新加坡潮州儒樂社」。余老師以傳統戲曲為主力，將視角放在新

馬地區來做戲曲文化的變革及回顧。一般研究傳統戲曲，大抵以中國戲劇為主。而新馬地

區多年前便是華人移民之處，相對的也會將漢文化帶過去，融合當地的環境特色，必發展

出不同於傳統漢文化的特點。余老師搜羅新馬地區華人文獻，配合當地所採訪的第一手資

料，統整出傳統戲曲在新馬地區的變革，並指出因應早期華人移民的心理層面、環境層面

等因素所發展出的地區文化特色。這種研究角度與手法，有點類似社會發展學系常運用的

區域研究法以及跨領域研究法。對於現今文史學生來說，是需要加強與學習之處。而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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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為黃文車老師所發表「從波靖南溟到南海明珠－

－新加坡天福宮的媽祖信仰與文化網路建構」，繼續

為我們解說跨領域研究的成果。近年來，台灣最盛

大的民俗活動之一就是「媽祖繞境」民俗儀式。針

對此大型民俗活動，引起學者對於媽祖文化與歷史

層面的好奇，於是關於媽祖議題的研究主軸便如雨

後春筍般紛紛冒出。文車老師針對媽祖議題但將研

究區域放置新加坡，指出該區的媽祖文化的異同與特色。研究手法跟余老師一樣，皆是廣

羅當地參考文獻，更重要的是寶貴的當地採訪調查資料。經過余老師與黃老師的研究成果，

讓學子大開眼界，對於傳統漢文化更有不同的體認。 

透過此次的專題講座以及老師們的努力，讓學子們體認到不能在侷限自己的眼光，不

同區域必帶來不同的文化變革，則研究方法也會隨之改變，對於未來要走研究路線的學子

們，提供了新的思維與新的視野。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跨領域的思考方向是必須培養

的，誠如蘇軾言「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以異域之眼觀照，勢必得出嶄新的

成果。 

                                                                     文/葉芷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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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迎曦講座 
嚴立模老師： 

「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文字還是音標」 
日期：2012/09/24(一) 
地點：人 B103 
主持人：柯明傑 教授 
主講人：嚴立模 教授 
評論人：許文獻 教授 

   

                 

注音符號，舊稱為注音字母。從制定使用到當今，其實已經有了

近百年的使用歷史與變遷，但依然為目前台灣國文使用的主要拼讀工

具。但在中國大陸，他們使用的中文拼讀工具則為漢語拼音，從中國

學生身上即可得知，他們在使用電腦時的中文輸入方式，也是用漢語

拼音輸入法，而與我們台灣慣用的注音輸入法有所不同。 

在早期，國外的許多中文學

校都還是普遍採用跟台灣一樣的注音符號。但最近華

語教學領域上，注音符號卻有被漢語拼音取代的趨

勢，這是因為近年來，因為中國大陸海外人口的增加，

因此在華語教學的領域上，漢語拼音已經變成了主流

趨勢。但不管是注音符號或者是漢語拼音，他們在目

前都屬於音標的工具。它們的功能性雖有所重複，但

依然有各自不同的地方與特性，因此不存在誰取代誰的問題，也因此何者較優這問題顯然

並不是這次演講的重點，同時嚴教授提到，語言的多元性與包容性是很重要的。 

 

漢語拼音有著中國大陸數億人的使用，而注音符號在台灣也有近百年的歷史，都是禁

得起人口與時代考驗的拼音工具，因此過份去討論誰優誰劣，不僅是沒有意義、沒有定論

也是沒有關照到語言多樣性的一種表現。 

以往對於注音符號與漢音拼音間的討論，常常去討論它們相異的地方，甚至去討論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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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論的優劣。但卻鮮有人去注意到它們同的地方，而嚴教授注意到「同」的地方，這並

非是去探討它們兩者同為音標工具下，可互相取代的同質性。而是看到了它們兩者在歷史

上的共通性，看到了它們兩者在歷史發展中，同樣都曾經想發展為文字的這一點共同性。 

音標作為文字的拼讀工具，是文字的陪襯者，就如同紅花旁的綠葉。更是學習文字的

好幫手。若沒有了音標這個好幫手的輔助，文字的易學性與普及度定會大大降低。 但可曾

想到過，歷史發展的初期，音標也曾經想要成為紅花，成為取代文字的新文字。 

嚴教授的演講，不只從結構原理上來分析，也關照了歷史名稱演變的線索。注音符號，

舊稱為注音字母，從它的舊名中，就可得知它曾經想要成為文字，而且是欲成為如同英文

一般的拼音文字的存在。雖然最終它的用途還是在注音「符號」。但從當今的注音符號音標

系統中，甚至是另一套音標系統「漢語拼音」中，依然可看出它們這兩套音標系統曾經也

想成為文字的影子、也可看出當初它們身上依舊具備著當初為成為文字系統而所設計的成

分。從這些歷史與成分分析當中，令人驚覺文字與音標間並不見得存在著大鴻溝，常相輔

相成的文字與音標間竟也有著極大的相似與雷同的一面。 

嚴教授究此雷同來切入，而最明顯的區分

之處，就是文字具有與語音脫節的現象，例如

文字可能會因為語法或者破音字的原因而有不

同的語音。這點在漢語中是很明顯的，一個漢

語文字很可能有一種以上的語音。即便是拼音

文字的英文，有時也常需要靠音標來標注其語

音。這就是『文字與語音脫節的現象』而音標

則只是單純反映語音的。索緒爾在其經典作中，也提到表音文字和實際語音脫節的現象。

他認為，太過精確的描寫，雖然對教學上更方便，但反而對一般人形成困擾。 

索緒爾指音標其實並不適合拿來作為書寫與閱讀的文字。因為音標是用來完全符合並

精確反映發音的。張裕宏也指出，即便是拼音文字，也和音標有本質上的不同。文字是「書

面交通」的符號，而音標則是用以注音的工具。 因為彼此的目的有所不同，也就會有不同

的要求。以「文字」的目的而言，為了分工與別嫌，就會導致語音與符號之間不是一對一

的對應，這就和音標的要求相互衝突。相反地，音標要求的是符號和語音之間一對一的簡

單對應。「文字」是音位取向，所以往往有數個被視為同一音位的語音，用同樣的符號來寫；

而這些同音位的語音，如果在音值取向的音標中，就會寫成數個不同的符號。張裕宏指出，

19



要判斷某個拼音系統是文字取向或是音標取向，最簡單明確的判斷標準，就是去觀察符號

與語音之間的對應關係。對應關係越簡單，就表示越傾向音標；對應關係越複雜，就表示

這個系統越適合作為文字。而立模老師的演講，就從這一脈絡來出發，並從中理出頭緒。

讓大家認識漢語拼音與注音符號這兩套拼音系統的不同，甚至更去討論兩者究竟傾向『音

標』還是「文字」。雖然當今不管是漢語拼音還是注音符號，都是作為拼音音標的系統而被

使用著，兩者也都具備著一定的人口與歷史的口碑好評。                                                                                        

                                                                 文/王昱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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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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期：中華民國 101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 

時間：15：20~17：10 

地點：人文館 B103 

指導老師：李美燕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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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立人 
王翰〈涼州詞〉、王之渙〈涼州詞〉、 

王昌齡〈出塞〉三詩比較 
林宜陵 

15：45~16：10 25分鐘 吳怡佩 
秦觀詞「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

之辯證 
林逸萱 

16：10~16：35 25分鐘 李聖俊 
從佛教視野析論皎然意境論的創作

審美觀  
溫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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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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

士班學術論文發表會，101年 11 月 19 日

(星期一)於人文館 B103舉行，第一篇由

中碩二易立人同學發表〈王翰〈涼州詞〉、

王之渙〈涼州詞〉、王昌齡〈出塞〉三詩

比較〉，易同學從主題意識、藝術技巧、

意氣興寄的角度來探討這三首七言邊塞

詩，三詩將戰爭的無情，征人的無奈，邊

疆的不安寧，深刻道出，為唐詩壓卷之代

表。擔任評論人的林宜陵同學提出建議，

針對前言與結語應互相呼應，以及作者為

何選擇三詩作比較。 

    第二篇由吳怡佩同學發表〈秦觀詞

「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之辯證〉，

吳同學探究其詞的內容中心思想與外在

表現，因此本文欲以秦觀詞之藝術風格和

秦觀詞中內蘊之析探來證明其詞「語皆有

味，淺語皆有致」，期此探討能觀察出秦

觀詞的核心價值。擔任評論人林逸萱同

學，林同學針對格式、註解提出寫作上的

要點提供給吳同學。 

    第三篇由李聖俊同學發表〈從佛教視

野析論皎然意境論的創作審美觀〉，李同

學從王昌齡的「三境說」的基礎，並汲取

佛教禪宗與唯識學的義理，探討皎然意境

論的創作審美觀。擔任評論人溫岳雲同學

針對李同學此篇論文提出建議，何為「佛

教視野」？以及王昌齡與皎然意境論有何

關係？等，讓李同學有更多思考面向。 

    最後，由李美燕老師擔任講評，李老

師針對三位論文發表人的題目、綱領等問題

點提出有益的建議，讓在座的同學們受益良

多。從研究生論文發表會，看出三位論文發

表人、評論人相當用心，活動圓滿落幕！  

                                                            

文/林宜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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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這一家 

系迎新活動 
碩士班新生座談 

日期：2012/8/20 (一) 

地點：人文館 101 教室 

主持人：蔡凱翔 所會長 

     
    本系於 2012年 8月 20舉辦 101學年度

碩班新生座談，並邀請本系柯明傑系主任及

碩一新生班導師李美燕教授，來為新生做勉

勵。藉由舉辦新生座談，讓新生了解本系運

作方式、註冊、選課要點。在座談會上，柯

明傑主任對新生表示了歡迎之意，期許新生

能早日適應新生活及學校環境，也能藉由詢

問學長姐，學習課業上不懂的地方，此外也

希望新生們在課業與工作上能取得平衡，因

為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此外，李美燕老師提到屏教大中文系是充滿人情味的大家庭，期望新生們在生活

和學習上，能有好的發展，也希望再將來師生間也能多作交流。 

    座談會上，讓新生們抽直屬學長姐，

望能藉此制度能達到在做學問上有切磋

琢磨的機會，學長姐誠心歡迎學弟妹加入

中文系這個大家庭，也望將來在學習或是

生活上互相幫助，讓中文系變得更加美好

與和諧。   

                      文/吳怡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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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碩士班師生見面會 

日期：2012/9/18 (二) 

地點：人文館 B103 

     

    101 級碩士班新生與老師們的見面會於九月十

八號登場，此次新生見面會希望藉由中文系師生的

自我介紹與問答，讓師生間有進一步的互動。本系

柯明傑主任勉勵各位新生對於學校生態能夠多認

識以及在課業上有好的發展，除此之外見面會上，

中文系陳劍鍠教授、鍾屏蘭教授、簡貴雀教授、黃

惠菁教授、林秀蓉教授、余昭玟教授、劉明宗教授、

朱書萱教授、簡光明教授、嚴立模教授、許文獻教

授等諸位教授對新生們說明了自身的研究領域，並

對新生們表示有很大的期許，期望新生們能成為會

做人做事的人和找到未來作研究的志向。同時新生

也自我介紹目前的學習狀況與興趣，並且說明了自

身對於就讀中文系研究所能有什麼收獲和學習展望。本次師生見面會圓滿落幕，新生

的加入為中文系研究所增添一股清流，讓中文系研究所這個大家庭更加茁壯成長。                                                 

                                                                 文/吳怡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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