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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惠菁老師於 2010 年 11 月 10 日、13 日及 24

日擔任台南縣 99 年全國語文競賽代表隊集訓

講師。 

◎2010 年 11 月 8 日舉辦「境外交換師生交流座

談會」，邀請本學期至本校授課與求學之大陸

教授及學生，與本系教師座談，分享講學、求

學之經驗與心得。參與師生來自曲靖師範學

院、廣州大學、浙江外國語學院、杭州師範大

學及東北師範大學等校。 

◎2010 年 11 月 8 日邀請臺灣科技大學黃國禎講

座教授蒞臨演講，講題為「知識管理與藍海策

略的概念與實踐」。 

◎簡貴雀老師分別於 2010 年 11 月 12 日、11 月

19 日假屏東教大實驗小學，辦理兩場「教育部

99 年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語文領域推廣教學觀

摩會」。 

◎2010 年 11 月 15 日、29 日邀請杭州師範大學

張興武教授發表學術演講，講題為「文史研究

過程中的學理分析與審美觀照─以宋初百年文

學研究為例」。 

◎2010年 11月 22日舉行本學期第二場碩士班專

題研討論文發表，由本系碩士班林育嬋、賴莉

萍同學發表論文。 

◎本系大學部於 2010 年 12 月 4 日、5 日，於臺

東舉辦系出遊。 

◎黃惠菁老師於 2010 年 12 月 4 日擔任國立屏東

女子高中「推廣閱讀研習」活動講座，講題為

「如何有效推廣閱讀」。 

◎鍾屏蘭老師於 2010 年 12 月 4 日擔任國立臺東

大學「語文產業學術研討會」發表人，發表題

目為「客語教材的編輯與出版──以語料庫的

開發為基礎探討」。 

◎2010 年 12 月 6 日協助研發處辦理陸興高中參

訪事宜，余昭玟老師於參訪過程中協助簡介。 

◎陳劍鍠主任於 2010 年 12 月 7 日擔任臺南應用

科技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專題演講主講人，

講題為「淨土思想與終極關懷」。 

◎本系於 2010 年 12 月 8 日舉辦「影像與傳播系

列講座」，邀請金馬獎執行長聞天祥先生發表

兩場演講，講題分別為「電影與性別」及「小

說與電影」。 

◎李美燕老師於 2010 年 12 月 8 日至 11 日出席
由臺灣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香港大
學饒宗頤學術館聯合主辦，香港志蓮淨院協
辨之「2010 第二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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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表專題演講。 

◎2010 年 12 月 9 日召開「中文能力檢測命題會

議」，討論中文畢業門檻命題事宜，由嚴立模

老師主持。 

◎陳劍鍠主任於 2010年 12 月 10 日擔任大仁科

技大學「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專題演講主講

人，講題為「華語教學現況與師資認證」。 

◎大學部於 2010 年 12 月 10 日，參加本校舉辦

之舞蹈競賽，榮獲民俗舞蹈類組第三名。 

◎劉明宗老師於 2010 年 12 月 12 日出席「2010

年全國客家會議」，擔任分組討論「全球客家

族群連結與文化交流」議題引言人。 

◎嚴立模老師於 2010 年 12 月 13 日至 15 日出席

澳門中國語文學會、澳門粵方言學會、澳門理

工學院聯合舉辦之「第十五屆國際粵方言學術

研討會」，擔任論文發表人。 

◎陳劍鍠主任於 2010 年 12 月 17 日至 21 日出席

「馬來西亞 2010 年國際佛教論壇」，擔任論文

發表人，發表題目為「印順導師與印光大師的

淨土觀點比較」。 

◎2010 年 12 月 25 日余昭玟老師、林秀蓉老師

擔任萬丹鄉公所舉辦「屏東萬丹紅豆節」新詩

散文比賽評審。 

 

中文系辦公室 中文系辦公室 

中文系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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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貴雀老師於 2010 年 12 月 18 日擔任國立屏

東女子高中「推廣閱讀研習」活動講座主講

人，講題為「如何有效推廣閱讀之策略──從

PISA 排名省思閱讀推廣」。 

◎2010年12月28日假林森校區表演廳辦理「臺

港兩岸朗誦交流活動」，邀請香港大專普通話

朗誦社師生來台表演。 

◎由本系主辦，新竹教育大學、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合辦之「第一屆市北教

大、新竹教大、屏東教大中國語文學系研究

生論文聯合發表會」已於 2010 年 12 月 31 日

截稿。於 2011 年 1 月 14 日公布審查結果，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新竹教育大學各入選三

篇，本系入選六篇。 

◎簡光明老師通過教育部教授資格審查，榮升

教授。 

◎籌拍本系宣傳短片由大學部四年級郭晉妤同

學擔任總召，全體師生共同參與。 

◎95 級研究生阮進立同學考取臺中教大語教系

博士班。 

◎95 級研究生鄭中信同學考取暨南大學中文所

博士班。 

◎100 級楊文賓、陳凱琳同學考取中正大學臺

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100 級李承儒、陳凱琳、林家伶同學考取本

系碩士班。 

◎95 級莊英正同學通過警察特考四等考試。 

 

◎陳怡君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小說類】

第二名。 

◎紀儀欣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小說類】

第三名。 

◎張有志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小說類】

佳作。 

◎林雨諄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散文類】

第一名。 

◎張有志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散文類】

第二名。 

◎張簡啟煌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散文

類】第三名。 

◎王諭琳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散文類】

佳作。 

◎李依霖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散文類】

佳作。 

◎葉乃萍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新詩類】

第一名。 

◎張尉聖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新詩類】
第三名。 

◎張簡啟煌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新詩
類】佳作。 

◎權琇雯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新詩類】
佳作。 

◎張有志同學榮獲陳哲男校友文學獎【新詩類】
佳作。 

◎大學部 103 級鄭敏同學榮獲 2010 屏東萬丹紅
豆節新詩傳情競賽銅質獎。 

 



 

 

P a g e 3 

 

 
 

 

 

 

 

 

 

 

 

 

 

 

國際航廈 

臺港兩岸朗誦交流活動 

多元的表演方式，讓平面的文

字格外生動，而獨具創意性的演

繹，不僅展現朗誦的巧妙性，也帶

出中華文化特有的聲調韻律之美。

理事長亦談到，香港講普通話的人

口稀少，藉由朗誦社，盼能吸引更

多喜愛中華文化以及中國話的人，

一同加入朗誦社。 

 

國際航廈 

來自香港的「香港大專普通話朗誦社」於 2010 年 12 月 28 日蒞臨本校。首先，

由朗誦社理事長蔣治中先生為朗誦社簡單做介紹：香港普通話朗誦社成立於一九九

九年，以弘揚朗誦藝術、傳播中華文化為宗旨。朗誦內容含括古今中外，任何文類，

且佐以戲劇性的表演方式，融合了朗誦、戲劇表演、歌舞等藝術形式於一身。 

 

宣傳海報 設計／豆漿 

今日朗誦的主題擴及古今中外且不分文類，不管老師或者是學生組的演出，每一場

都令人稱道。富有氣勢的語調，鮮明的節奏，一一襯托出文字的情感。朗誦社須揣摩字

字句句的情感思想，為該詞語做表情、配合歌唱或是加上動作，使得整個表演既生動又

活潑，令人為之佩服。透過舞台劇的動態模式呈現平面的字句，使得朗讀不再只是抑揚

頓挫的聲調，加上了歌唱，更細緻且精準掌握作品的意境，以綜合藝術的形式完整地呈

現在觀眾的眼前。 

陳劍鍠主任與香港大專普通話朗誦社理事長
蔣治中先生（左）及社長（中）互贈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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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手冊 設計／豆漿 排版／蕭欣貞、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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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感謝香港大學願意來屏東進行朗誦交流，他們的演出可謂字字清晰，聲音

抑揚頓挫，感情亦十分豐沛。不管是新詩、散文或小說，經由他們的詮釋，都變得

十分鮮明和美好，加上舞蹈的編排還有肢體動作的配合，以及音樂的伴奏，加強韻

味的表達。這種表演方式，不僅突破了傳統朗讀比賽的制式形式，也提供人們美聲

之外的視覺享受，讓朗誦具備更多藝術的美感。我們期待中文系成立朗誦社，讓同

學們可以加入朗誦的藝術園地，增進自己的文藝氣息，期待日後可以與香港朗誦社

或國內朗誦團體互相切磋，讓這門藝術有更多的迴響與交流。 

文/瀚立 

心得分享 

香港大專普通話朗誦社演出狀況 

香港大專普通話朗誦社演出狀況 

 

香港大專普通話朗誦社演出狀況 

 

此次臺港交流，除了促進彼此間的情誼外，也讓我們學習到多元的中華

文化的表現方式，展示出更豐富的文化內涵。藉由創新的概念，讓古老的文

化活躍於舞台上，這種一新耳目的表演藝術，確實教人印象深刻。 

 

文/烏梅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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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韻繞樑 
     

很開心 2010 年年底於屏東教育大學西校表演廳，能與香港大專普通
話朗誦社見面，享受一下午詩情畫意、激昂奔放的朗誦表演。 

香港大專普通話的朗誦表演有別於一般朗誦的形式，除了一般朗誦應
有的聲情變化、情感投入外，表演中又設計了許多肢體動作、舞台走位等，
偶爾也加入服裝、音樂、道具等素材，為他們所吟唱出的文字增色，襯飾
文學表演氛圍的美感。 

表演過程由朗誦社的老師與學生輪番上陣，眼見他們在台上專注的投
入，讓聽眾如同親臨文學的時空當中，與表演者一同品味那繽紛燦爛的繁
花盛葉。當天朗誦的作品十分多元，有余光中〈車過枋寮〉、杏林子〈故鄉〉、

海明威〈老人與海〉……等著名作品，尤其〈故鄉〉的朗誦，帶出許多人內
心所隱藏那一份孤單遊子的傷感。我自己尤其喜歡蔣治中老師的表演，特
別是〈老人與海〉，他對表演的認真就連在休息時間也從不鬆懈，隨時保持
上場的狀態，一上台便化身為作品裡的角色，從頭至腳都說著角色裡的話，
令人十分感佩。 

文/檸檬 

左圖為中文系師長與朗誦社師長合照 

（左起： 

陳劍鍠主任、黃惠菁老師、蔣治中老師、 

全玉莉老師、簡貴雀老師、朱書萱老師、 

王仙瀛老師、黃文車老師） 

 

下圖為香港大專普通話朗誦社全體成員及

當日出席師長與工作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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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能學堂 

對中文系未來發展的看法及建議 

此次採訪院長談及對中文系的願景。院長認為中文不只有教育、傳承的功能，還有文
化的探索。中華文化的廣大以及衍生範圍，都是中文人所能涉及的。院長舉手機的例子說
明，手機有多功能的配備，不只能接聽、撥打，還要有攝影、音樂、娛樂……等功能，相較
之下，中文也是，不應只有溝通、教育、傳承的作用，還有文化美學上的精進及創造。接
著我問到，目前在學校所學較偏重理論學術，如何實行才能往中文的深層面去走？院長回
答，現今大學，所學的都是基礎，我們要有基本能力，才能往更深層面去研究。舉例來說，
雖然大家都能夠用語言來溝通，可卻非都能成為有名的作家，須有紮實的基本功，而後才

能追求更高妙的藝術之美，這就是往文化深層面走。若沒有基本能力的話，再高再好的作
品也只是技巧上、表面上的，雖然語言使用精妙，卻看不出思想情感以及內在深度之美。 

院長非常讚賞本系能由語教系蛻變為中文系，並多次提及中文系也不單只是學習教
育、教學方面，可以融入更多的中華文化，所學更廣泛，並能應用到較多元的方面。中文
系專門的三個領域：語言文字、文學、思想，其中思想領域包含了美學、哲學，也就是更
極致的文化美學境界。院長對中文系未來的走向抱持樂觀的態度，未來可以應用得更多更
廣，建議不應該只是停留於應用，宜對美感有所追求，而文化內心深層的感動，不僅只是
追溯中華文化，也要追求創新，才能邁向更美好的發展。 

對中文系與外來語言影響的看法 

文化交流受到政策影響，但我們還是想了解對中文

系來說，文化的衝擊造成什麼影響影響？院長對此有什
麼看法？院長的看法是，世界隨時在改變，中文難免會
受到外來的衝擊，但是中華文化逐漸被世界所注重，目
前講中文的人口最多，但卻不是最為廣泛使用的，而要
維護自我的文化就要靠政府的政策去影響，來推廣我國
的中華文化。接著我問到：對於現在多方的強調第二外
語─英語的能力，在這樣大力的推廣之下，我們如何面
對？現今，世界儼然是一個世界村，對於大眾熟悉的語
言─英語，在國際交流上，是不得不學習的，但歷史也
作為我們的借鏡，埃及由興盛到衰落、羅馬帝國由鼎盛
到沒落，都證明各個時期國家的興衰不斷在更迭，而中
國大陸經濟起飛的狀態，不只增強了其國家的競爭力，

也增加了我們能夠推廣中華文化的機會，由於中國大陸
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因此我們能夠較大陸方面更深
切地發揚中華文化。院長對於外來的衝擊，保持樂觀的
態度，畢竟文化是多元交流的，不僅要保留自我文化也
要接納多元文化，才能再創造出更高層次的文化美學。 

 

採訪/粉Ｑ 報導/烏梅冰 

增能學堂 

人文社會學院伍院長接受採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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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長採訪報導 

 

 社團經驗不單可以訓練領導能力，培養團隊合作的精神，還可以對自我的人

際關係有所改善，尤其學校對社團投入相當多的資源，如果一個大學生不參

加社團，學務長認為這是很可惜的，所以請大家把握青春時光，參加社團吧！

學務長呼籲著。 

 

對於屏教學生投入活動熱情度的看法 

「學做人、學做事」 

本期的迎曦刊物想要了解學務長對於屏教大學生投入活動的狀況，還有熱情
度的看法。學務長說校內總共分為五大類社團，學術性、學藝性、體育性、服務
性、音樂性社團，各類社團都有學生參加，但以參加服務性社團偏多。這是因為
屏東教育大學以前為師範體系，而服務性社團主要是到國小去帶活動、教學等。
所以服務性社團的活動過程算是另類的教育實習；而且服務性社團的活動需要有
較長時間的規劃，且規模夠大，相對的需要的參與人員也增多，因而參與服務性
質的社團人數較多。 

對學生參加社團熱情度的看法是，與其他一般大學比較起來，屏教大學生算
是較積極參與社團活動的。這可說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因為社團經驗是課堂上課
所不能學習到的，譬如說要如何舉辦一場活動，需要規劃在哪裡舉行，時間、地
點、經費、工作分配、場地布置、活動宣傳、節目安排，進行程序…等等，在在都

需要週詳的規畫。尤其社團就如同一個小型社會，在較為單純的大學裡，可以遇
到來自不同系別的同學，遇到不同性格的人，若高中就讀男(女)校的人，或許更能
感到性別的差異性。社團裡可培養處事待人的技巧、協調溝通的能力，還有最重
要的領導能力，這些都是課堂學習不到，但卻是非常重要的能力，是一種社會生
活能力的訓練，也是大學畢業後工作上都用得著的技能。同時從計畫一場活動中
我們會去做全盤的考量、如何分工、如何執行，還有活動後的檢討考核，都是我
們在工作上所需要的能力，我們也能從分工合作中增加自我的人際關係，使自己
更能面對大眾且廣泛交友，讓自己生活的更快樂、充實。 

對於中文系應參加哪方面的社團活動，比較能與本系課程學習相結合，學務
長的回答是，應依自己的興趣來決定。就像是同是中文人的學務長，因為中文系
的課程較靜態，所以大學時期都是參與”動”的社團，在學務長的大學時期裡，
社團活動是加入登山社與舞妍社，參加登山社所以北部的大小山都爬遍了，也養
成至今有空就登山的習慣；參加舞妍社，所以常聞歌起舞，身體一直相當靈活；

也因為參加動態社團，所以使自己能動能靜，動靜分明。所以社團不但可以培養
興趣，也可發揮潛在能力。學生們應該選擇自己所愛的社團，並認真投入其中，
相信一定可以學習到很多，豐富自己的大學生活，你還宅在宿舍嗎？趕緊找個社
團加入吧！ 

 
採訪、報導/烏梅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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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館長採訪報導 

走進圖書館，就像走進一座與影音文字對話的世界，翻開書頁，裡面充滿未知內容

正等待你來發掘，一座偌大的建築物裡，隱藏著許多你我可能都不知道的資訊，而

本次迎曦刊物將帶領大家探索這座神祕的地方─圖書館。 

書伴─圖書館志工 

圖書館是如何訓練志工，依照怎樣的訓練模式呢？館長答說，圖書館志工分為兩種，一種
是一般志工，而另一種則是資訊志工。一般志工的工作多為圖書等各式資料加工、整理、上架、
讀架、修補、協尋等相關支援工作；資訊志工的工作則是圖書分編建檔、加工整理等，另外協
助輔導區內各小學圖書自動化建置作業、圖書分編建檔、加工整理等工作。館長又說，志工資

格須年滿十八歲，且具主動與服務熱誠，操守良好無不良嗜好等條件，同時還要接受圖書館的
專業培訓。亦即要成為圖書館的志工，必須完成基礎訓練和特殊訓練兩項。志工的基礎訓練，
主要是了解志工服務倫理、服務的內涵、服務的法規、趨勢還有經驗分享等；志工的特殊訓練
則是介紹圖書館的業務，包括簡介各組的業務、圖書館資源、流通與整理等，而成為志工之後，
會給予志工證明書，以證明志工資格，此外還能享有比照本校職員圖書借閱冊數和延長借閱期
限等福利。 

圖書館─資源好所在 

  圖書館是知識仲介的公益單位，館長說。每學期圖書館皆會舉辦利用
教育課程，以協助同學快速、有效的利用館藏資源。擁有大量工具書的圖
書館，以各種形式讓我們方便查詢資料外，還有期刊、視聽等資源設備，

都可以滿足同學學習的需求。圖書館不單只有這些功能，館長特別提到，
在館舍空間的規劃和配置上，亦以學校師生需求為考量，如分佈在七樓與
八樓的教育訓練室、視聽教室、討論室、研究小間、數位多媒體區，語言
自學小間等等，豐富多樣的設施，提供同學多樣的學習與休閒。在討論室
裡可以進行小組上課，亦可以提供同學討論報告、活動等相關事宜；研究
小間主要提供師生自由運用圖書資源，撰寫專題研究計畫，是個完全不受
外界干擾的場所；語言自學小間是有隔音設備的語言學習區，可以讓同學
輕鬆自在的學習外語聽、說的口語能力；另外教育訓練室裡的設備也包含
了英語、韓語、德語與法語等多項軟體教材，提供同學依需求自由學習語
言；數位多媒體區裝置 MOD 隨選視訊系統，同學可以在一人座位區或三
至五人等座位區，戴上耳機依喜好選擇影片觀賞。館內也有高高屏教學資
源中心提供的代借代還系統服務，讓本校師生免費借閱高高屏地區各大專
院校的圖書，提高圖書的使用率，讓書本的價值發揮至極致。更重要的是，

同學們可善加利用豐富的電子資源，包括電子書、電子期刊和資料庫等。
對中文系的師生來說，除了碩博士論文資料庫外，還有專科型的資料庫、
綜合型的資料庫可使用。綜合型資料庫，適合大學部學生使用，另外如台
灣期刊論文索引、中國期刊網、香港中文期刊論文索引、CEPS 中文電子
期刊服務、漢學中心典藏大陸期刊篇目索引等，都能讓同學查詢資料、做
研究時獲得多方面的資訊。歡迎有興趣的同學上圖書館網站查詢：
http://0-library.npue.edu.tw.lib1.npue.edu.tw/  

館際合作：http://0-ndds.stpi.org.tw.lib1.npue.edu.tw/ 

採訪/粉Ｑ 報導/烏梅冰 

http://0-library.npue.edu.tw.lib1.npue.edu.tw/
http://0-ndds.stpi.org.tw.lib1.np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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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論壇 

11 月 08 日星期一，相當榮幸能
邀請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
究所黃國禎教講座授蒞臨演講。此次
演講主題為「知識管理與藍海策略的
概念與實踐」，目的在使我們於中文領
域基礎下，與資訊科技做整合，有效
做好資料蒐集與管理。其中舉太陽馬
戲團成功轉型之例，讓我們省思是否
能開拓中文領域之外的新契機，殺出
紅海，優游於藍海中。 

 

系週會演講 

2010.11.08（一）15：40～17：30 

地點：教學科技館資訊會議廳 

 
主持人：陳劍鍠主任 
 
主講者：黃國禎講座教授【臺科大】 
 

知識論壇 

黃國禎教授演講 

陳劍鍠主任主持 

聽講後述 

聽講後，獲益良多，深刻了解到社會上
的每一個人，或者現代的知識份子，對於時
間的管理、知識的吸收、思考的創新，能夠
提升自己的能力，創造與眾不同的價值。 

黃國禎教授用了許多淺顯易懂的例子述
說艱深的理論，讓我明白，理論透過事情或
例證的結合，才能更加貼近生活，讓人對其

中的涵義有深一層的體會，更能把握其中精
要，並且付諸實行。 

其中教授提到資料的整理和歸納，我認

為很重要。我們身為研究生，和大學不同，
學術的研究講求客觀，必須尋求證據來佐證
自己的論點，或者加強自身說法的說服力，
因此必須增進收集資料的能力。學海無涯，
等到要動筆開始寫作的時候，才發現資料不
完整，或者思考欠缺周延，都會使自己的論
文大打折扣。 

資料的收集與閱讀，是我們應該積極儲
備的能力。我們剛進研究所，面對報告，難

免有力不從心之感，身處浩瀚書海，尋找想
要研究的資料，彷彿大海撈針般難以檢索，
目前我們沒有足夠篩選、過濾資料的能力，
因此資料的閱讀很重要，能夠激發思考，進
而活用書中知識，看到別人沒有發現的問
題，這將有助於解決論文寫作過程中所遇到
的困難及瓶頸，如此一來，知識不再只是知
識，它將融化為我們生命中的一部份，並使
我們從中體會到學習的快樂。 

 
這場演講十分精采，黃

教授生動的解說讓我興致
盎然，也學習到很多關於人

生的智慧。真摯地感謝系辦
的安排，在研究所生涯中，
擁有如此美好的緣分，得到
一份圓滿，以及生命的感
動。 
 

 文/ 愛玉 

 

知識管理與藍海策略的概念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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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7（一）15：40～17：45 

地點：五育樓三樓視聽教室 

 
主持人：陳劍鍠主任 
 
主講者：蔡根祥教授【高師大經學所】 
 

高師大經學所蔡根祥老師帶
領五位經學所碩士班一年級研究
生抵達本系，與本系碩士班一、
二年級以及大學部三、四年級的
同學交流。 

交流活動中，蔡老師介紹了
經學所的由來、課程領域、師資、

畢業學生未來發展等議題，並與
本系研究生討論經學的研究內
涵。蔡老師表示，雖然古典文學

的研究相較現代文學來得小眾，
但也因此能走出具備自己特色的
學術研究發展路途。 

 

陳劍鍠主任主持情形 

蔡根祥教授演講 

交流活動現場 

交流活動合照 

 

高師大經學所交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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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討講座 
                                 

中文迎曦講座  

2010.11.26（五）08：00～10：00 

 
主持人：簡貴雀老師 
 
主講者：余昭玟老師 
 
評論人：林秀蓉老師 

講座情形 

影片欣賞 

屏東作家的在地書寫 

 

專題研討  

2010.11.01（一）15：40～17：30 

 
主持人：陳劍鍠主任 

主講者：張興武教授【杭州師範大學】 

文史兼通與學術創新 

──以五代十國文學研究為例 

陳劍鍠主任主持情形 

 

張興武教授演講情形 

講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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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興武教授此次的演講，重點在於教導研究生如何做研究，講解研究學問的

方法、研究時會碰到的問題，以及對於研究該抱持什麼樣的態度。 
 

2010.11.29（一）15：40～17：30 
 
主持人：柯明傑老師 
 
主講者：張興武教授【杭州師範大學】 

對於研究的態度，應該謹慎細心，面
對問題時，才能有效利用資料來證實與加
強自己的說法，更可以從細心中發現幽微
且新穎的題目，達到學術的創新。 

整場演講下來，使得我們獲益良多。
從中看見學術殿堂的深厚淵博以及經驗傳
承的重要性，張興武教授的精采演說，突
顯了學術交流的重要，並且激起燦爛的火
花。相信經由這次珍貴機會的啟發，使得

種子在我們心中輕輕播下，使自己多一份
期許，將看見美麗的花朵在學術的土壤上
綻放，享受豐碩收穫得到的滿懷感動。 

 

文/ 愛玉 

柯明傑老師主持 

講座現場 

研究生容易碰到的問題，來自題目的選
擇，張教授認為題目的選定可以參考古籍，從
資料的廣泛收集與閱讀，進而激發自己的創意
和想法，題目便在資料消化與思考的過程中悄
然而生。 

研究過程中，應該把握學理分析的態度，
才能使自己在書寫論文時，深刻地去探討其中
差異，以及對問題的解決，對學術的觀照也能

更加客觀與周延，如此一來，學術的研究才能
發揮價值。 

 

文史研究過程中的學理分析和審美觀照 

──以宋初百年文學研究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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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像與傳播系列講座 

日 期：2010 年 12 月 8 日(三) 

時 間：10:10 至 12:00 

講 題：電影與性別 

地 點：五 105 教室 

主講者：金馬獎執行長 聞天祥先生 

日 期：2010 年 12 月 8 日(三) 

時 間：13:30 至 15:20 

講 題：小說與電影 

地 點：視聽教室 

主講者：金馬獎執行長 聞天祥先生 

主講者：聞天祥先生 

主講者：聞天祥先生 

講座情形 

講座情形 

講座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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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一) 

時間：15：40~17：30 

地點：人文館 B103 

指導老師：陳劍鍠 主任 

司儀：吳素文 

議程表 

項目 時間 

使用 

時間 

活動內容 

報到 15：30~15：40 10分鐘 報到地點：人文館 B103 

論文

發表 

  發表人 題目 評論人 

15：40~16：05 25分鐘 林育嬋 從《紅樓夢》看封建家族間的權力角力 蕭民傑 

16：05~16：30 25分鐘 賴莉萍 《全唐詩》中有關酒的量詞初探 戚家源 

16：30~17：00 30分鐘 問題討論 

閉幕 17：00~17：30 30分鐘 老師講評 

 

研究生林育嬋發表 研究生賴莉萍發表 問題討論時間 

鬥陣加油站 
 

鬥陣加油站 
 

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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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為林育嬋同學發表，透過《紅樓夢》的

探索來看待文本裡面封建家族所呈現的權力鬥

爭，經由故事情節以及人物表現的探討與分析，可

見曹雪芹仔細地描繪當時社會的真實面，使讀者彷

彿置身在特殊氛圍的清代。雖然我們處於，距離封

建時代如此遙遠，無法深刻體會，但經由《紅樓夢》

的探索與觀照，給予讀者珍貴的啟示，窺見階級森

嚴的封建家族，對權力的掌握及追求；對慾望的蔓

延與沉迷，貼近多變卻真實的人性，讓我們思考人

的卑微與渺小。 

 

藉由此次發表機會，使我們認識他人研究的成果，經過交流，可以彼此鼓勵。師長

及評論人給予中肯的建議，讓論文更有價值並且盡善盡美。 

文/ 愛玉 

第二篇為賴莉萍同學的發表，關於《全唐詩》中

酒的量詞研究。題目充滿趣味和新奇，「酒」是中華

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中國歷代文人對於酒的迷戀和愛

好可說是綿延不絕，如劉伶的縱酒放達、陶淵明的諸

多〈飲酒詩〉，李白更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

之句，不勝枚舉；在文化的呈現上，亦有曲水流觴如

此雅宴聚會，騷人墨客飲酒之餘賦詩集冊，王羲之縱

筆揮毫，寫下〈蘭亭集序〉曠古之作。透過唐代文人

在詩篇中所使用的酒的量詞，可以探討文人如何藉由

量詞增加詩中意境、不同量詞背後所代表的涵義，並

認識當時文人抒發情意的方式。 

發表人林育嬋、評論人蕭民傑 

發表人賴莉萍、評論人戚家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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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走馬燈 大事走馬燈 

教師著作 

書名：《大學國文選》 

作者：朱書萱、江俊龍、余昭玟、李美燕、林秀蓉、柯明傑、 

陳劍鍠、黃文車、黃惠菁、劉明宗、簡光明、簡貴雀、 

鍾屏蘭、嚴立模 

出版：五南圖書公司，2010 年。 

簡介：本書因應大學共同科國文課程而編定，以增進學生對古今

文學的閱讀、思考與應用能力，提昇語文聽說讀寫的素養

為教學目標。本書之編定係經由全體編撰委員多次商討，

選取各時代、各文類中最具價值的經典，期能在一年的課

程中讓學生建立最重要的文學知識。為達成教學目標，教

材涵蓋古今文學中的散文、辭賦、韻文三大類型。各篇作

品的編排，古典文學在前，現代文學在後；古典文學分為 

散文辭賦、韻文二種，散文辭賦依作者的時代先後順序排列，韻文以詩、詞、曲為

序，再各依作者的時代先後順序排列。現代文學分為散文、小說、新詩三種文類。

每課範文的編輯體例：依序為題解、作者、正文、注釋、研析、問題討論等六個部

分。「題解」部分：說明課文的文體、出處、主題、寫作原由，以及相關外圍問題，

如文學史定位、重要性、後人評論等。「作者」部分：除作者字號、籍貫、生卒年等

基本資料外，亦簡要介紹其思想、交誼、生平重大事蹟、作品風格與成就。「注釋」

部分：解釋深奧字詞，酌注讀音與出處，以簡明、扼要、清楚為原則，避免引述太

多資料。「研析」部分：闡發作品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作深度導讀、研究及分析。

「問題討論」部分：針對每篇作品設計三至五個問題，配合相關內涵作討論，多面

向啟發學生思考與應用的能力，並提供教師做學習成果的評鑑。 

本書三十課課文，由十三位教授組成編撰小組，以一年時間搜集資料，分別撰寫，

逐篇審定；若有疏漏之處，尚祈學界先進惠予斧正，以供再版修訂時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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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行腳走過淨土法門：曇鸞、道綽與善導開展彌陀淨土教門之軌轍》 

作者：陳劍鍠 

出版：台北：商周出版有限公司，2009 年 9 月。 

簡介：中國初期彌陀淨土教門之開展，於六、七世紀之間發生在曇鸞（476—542）、道綽

（562—645）與善導（613—681？）三位大師身上。他們對於弘傳彌陀淨土教門，

不遺餘力。本書針對三位大師開展彌陀淨土教門的思想，提出幾個重要見解： 

 

   一、曇鸞、道綽與善導對證入念佛三昧都有極為濃厚的興趣，且一再以此教導信徒，

因為往生與否在於有無證入空性，即使下品往生者，雖不知空性的道理，但在臨

終所發的勇猛心便能令其證入空性。 

   二、曇鸞、道綽與善導對稱名念佛的修持見解，具有甚深哲理，在稱念的同時亦操持

空觀，這跟目前華人社會所推行的僅以口頭唸佛的方式不同。 

   三、曇鸞、道綽與善導對彌陀本願的推廣已成系統，亦受

到肯定與注目。然這須配合懺悔來操持，亦即凡夫須

懺悔、念佛，方能獲致阿彌陀佛的加被而往生極樂

國。在此須下一轉語，欲往生極樂國時須阿彌陀佛或

極樂淨土諸聖前來迎接，否則無由到達，即使證入念

佛三昧者亦然，這是彰顯彌陀本願的深層意義。 

   四、稱名念佛可以通向實相念佛，也就是說，善導轉換「十

念」為「十聲」亦可證入念佛三昧。善導操持的「稱

名念佛」含有「思念」、「憶念」的內涵，即心內的憶

念和口稱的聲音完全打成一片，以證入念佛三昧。 

   五、近代印光弘傳「稱名念佛」時，以《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為教學依據，

他深知該章經文的教示本屬實相念佛，而特以持名念佛能證入實相念佛來詮

釋《念佛圓通章》的經義，因而導出稱名念佛可以通向實相念佛，亦即得以

證入念佛三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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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佛教經典 100 句：淨土三經》 

作者：陳劍鍠 

出版：台北：商周出版有限公司，2010 年 8 月。 

簡介：「佛教經典 100 句」叢書由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

學系陳劍鍠教授擔任總策畫，該套叢書目前已出版

《佛教經典 100 句：維摩詰經》、《佛教經典 100 句：

淨土三經》、《佛教經典 100 句：法華經》、《佛教經

典 100 句：華嚴經》，針對普及性高、重要性強的

佛經，精選名句 100 則，就該經句的語譯及智慧，

提供完整而實用的介紹。文字活潑，破除佛經給人

艱深難懂的印象，輕鬆領會佛經智慧，並融入生活。

每篇結構統一，內容包括： 

 【詞語解釋】名詞、梵語、法數的解釋與引伸意義。 

【經句語譯】用白話方式直接呈現經文意義。 

【經句出處】經句出處及完整經文內容。 

【經句的智慧】以現代語言、觀念解讀名句的思想內容及典故。 

【隨喜思惟讀經句】列舉古今中外相關名句引申經義。 

書名：《琴道─高羅佩與中國古琴(上冊)》 

作者：李美燕 

出版：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2010 年。 

簡介：本書之寫作旨在探討荷蘭漢學家高羅佩之琴學研究。上

冊的部份共分兩篇，第一篇先論述高羅佩的學琴經歷、藏

琴與琴畫及其與古琴有關的收藏品；然後，以高羅佩著《嵇

康與〈琴賦〉》(Hsi K'ang and his Poetical Essay on the 

Lute)一書為主加以述評，第二篇再對其《嵇康與〈琴賦〉》

一書中認識未及之處，以三篇論文補白於後。書末附錄兩

篇文章，一篇是作者在荷蘭萊頓大學採訪高羅佩之長公子

(Prof. Willem Robert van Gulik)的錄音資料及在萊頓民

族學博物館庫房及展覽廳考察與整理高羅佩的雅文物收

藏的成果；另一篇是作者在荷蘭萊頓大學漢學院圖書館特

藏室考察高羅佩藏書的成果。  

http://www.silkqin.com/09hist/qinshi/xikang.htm
http://www.silkqin.com/11misc/lu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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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蘇軾〈莊子祠堂記〉的接受與評論》 

作者：簡光明 

出版：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 年 8 月。 

簡介：莊子的思想，漢代司馬遷認為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並藉〈漁父〉等篇詆訾孔

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莊子》的篇章，晉代郭象分為三十三篇，內篇七，外

篇十五，雜篇十一。司馬遷與郭象的說法都成為莊學史上的權威論述。宋代蘇

軾〈莊子祠堂記〉重新審視傳統的說法，提出莊子對於孔子「陽擠而陰助」的

新說，並以〈讓王〉、〈說劍〉、〈漁父〉、〈盜跖〉為偽作，應予刪除，而將〈寓

言〉接於〈列禦寇〉之後，合為一篇。本書詳細分析〈莊子祠堂記〉的意涵，

收集歷代注家在《莊子》注疏中相關的評論以及學者於文集內的散論，分項論

述其影響，並釐清蘇軾、王安石、韓愈論莊子的異同，藉以說明〈莊子祠堂記〉

在莊學史上的地位。 

書名：《從紀錄片與報導文學觀看台灣社會──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學生紀錄與報導作品集》 

作者：簡光明 主編  陳俊甫 等著 

出版：屏東：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09 年 12 月。 

簡介：本書為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執行「教育部補助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的成

果。「南台灣影像工程（Image-ing Southern Taiwan）人才培育計畫」為該計畫

的子計畫，結合在地影像化熱潮，軟性經濟美學化與文化創意的趨勢觀察，期能以

跨科際整合思維，培育出具前瞻視野與社會關懷的影像專業人才。《從紀錄片與報

導文學觀看台灣社會》收錄學生報導文學與紀錄片賞析的作品，具體呈現其紀錄與

報導形形色色的生命故事，關懷台灣社會。 

書名：《從電影看人生──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學生影評集》 

作者：簡光明 主編  李依霖 等著 

出版：屏東：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2009 年 12 月。 

簡介：本書為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執行「教育部補助重要特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

的成果。「南台灣影像工程（Image-ing Southern Taiwan）人才培育計畫」為

該計畫的子計畫，結合在地影像化熱潮，軟性經濟美學化與文化創意的趨勢觀

察，期能以跨科際整合思維，培育出具前瞻視野與社會關懷的影像專業人才。《從

電影看人生》收錄學生賞析與評論電影的作品，或對文學電影進行賞析，或對

電影中人生課題進行探究，或對電影中的社會議題進行批判，進而透過電影中

繽紛多元的人生百態思考自我的人生意義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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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醫護文學選讀》 

作者：簡光明、林秀蓉、方靜娟、季明華、簡銘宏編著 

出版：台北：五南出版社，2010 年 1 月。 

簡介：本書是由輔英科技大學「醫護文學研究小組」五位老師共同編

纂而成。(作品文類橫跨新詩、散文、小說；並依作者職別予以

區分為醫生、藥師、護士作家等。)選文內容以呈現作者職業之

相關醫事領域為主要依據，亦以醫事相關議題出發，論及人類

的生、老、病、死，甚而擴及國家、社會、文化、人性的省思。

每篇課文之後，皆由主編老師撰寫「作者簡介」、「選文評析」、

「問題與討論」及「延伸閱讀」，幫助學生深入了解課文，啟

發思考力與創造力。本書兼顧人文涵養與人道關懷，是充分落

實「醫護文學」理念的最佳教材。課程的主要目的並不在於培

養學生文學賞析和創作的能力，我們更在意的是那一份「感

動」；有了感動，學生會更認真地看待自己正在學習的專業，

也會更嚴肅地去思考有關生命價值和倫理的議題。 

書名：《「台灣文學與電影中的母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作者：簡光明主編，林秀蓉、簡貴雀、余昭玟、黃文車等著 

出版：屏東：屏東教育大學，民國 2008 年 03 月。 

簡介：本書為國立屏教育大學執行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推動台灣母語文學推廣活動補

助計畫」之成果。「台灣文學與電影中的母語學術研討會」除資深影人聞天祥教授

專題演講「台灣電影中的母語/語言」外，共發表九篇論文，內容包括台灣文學與

台灣電影中的母語（閩南語、客語、原住民語）。母語教學若能結合文學與電影，

當可使教學生動活潑，並能提升學習母語的效果，研討會的目的即在於提供母語教

學可資運用的台灣文學與台灣電影，俾利於台灣母語文學之推廣。 

書名：《客家語教材常用字詞研究──以客國語平行語料庫比對為基礎》 

作者：鍾屏蘭 

出版：高雄：春暉出版社，2010 年。 

 

書名：《東坡文藝創作理論研究》 

作者：黃惠菁 

出版：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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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名：《語文學習領域國語文課程與教學研創專輯(一)》 

主    編：簡貴雀 

執行編輯：黃惠菁、梁財妹、張瑞菊 

著 者 群：張瑞菊等 

出版機關：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出版年月：2010 年 12 月 

簡介：本專輯共收錄 12 件具典範水準的教學示例，涵蓋聽、說、讀、寫作的教學範疇，分布

於國小低、中、高三個年段中。其中或翔實呈現教學過程，或簡述活動歷程並配合範例

之方式設計，要皆考量不同教學者不同需求所作之活動規劃。每件作品皆經過撰寫者親

自試教後，再透過工作坊由學科專家、縣輔導團專業輔導員、教學卓越教師不斷的對話、

討論與修正而成，雖非件件作品皆臻至完美，但絕對可以作為國語文教師教學之參考。 

書名：《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之研究》 

作者：柯明傑 

出版：文津出版社，2008 年。 

簡介：朱駿聲為清儒《說文》四大家之一，其書內容豐富，不以證成許

說為限。由字義之說解擴至詞義之釐析，而自創之「轉注」、「假

借」新說，乃文字學中唯一異於許說者，然歷來對其研究者並不

多見。本書先論朱氏撰書之動機主恉，而後逐一探討該書歸字編

排之體例、《說文》內容之校改、形義訓詁之說解、轉注假借之

界說，對朱氏《說文通訓定聲》作整體之論述。 

書名：《屏東縣閩南語傳說故事集(一)》 

作者：黃文車 

出版：財團法人屏東縣文化基金會，2010 年。 

簡介：《屏東縣閩南語傳說故事集(一)》乃是執行 97 年國科會計畫後的初步成果，透過田野

調查實際采集整理屏東四鄉鎮市在地的閩南語傳說故事，內容包括屏東市、里港鄉、

萬丹鄉、琉球鄉等鄉鎮中之靈驗傳說、人物傳奇、地名由來、生活故事等共計 57 則，

實具有區域文化資產保存及學術研究、延伸閱讀、鄉土文化傳承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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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研究》 

作者：黃文車 

出版：台北：文津出版社，2008 年。 

簡介：《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研究》乃為全面觀察日治時期台灣人與

日人對於台灣閩南歌謠的采集與成果，透過文獻整理與田野訪

查逐次系聯日治時期台灣民間文學整理運動，以及當時代台灣

閩南歌謠的文獻紀錄。 

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包含閩粵移民、清領記事、日治記憶、

文化風俗、菜店風月、婚姻家庭、特殊人物等多元殊異主題，

而這些貼近台灣社會的閩南歌謠亦呈現明顯的工具性質，代表

台灣本土理念的建構，更傅達警世易俗的勸善理念。 

透過本書可以發現日治時期台灣閩南歌謠的完整多元面貌，並

見證台灣知識份子訴求「文藝大眾化」等自主性和本土性過程。

經由台灣閩南歌謠去觀察日治時期的社會百態與時代氛圍，那

篇篇歌謠依舊餘韻流芳，或許正是「好歌念著會清心，情理教

人意義深。大家愛念口難禁，所以流傳到當今」！ 

書名：《行醫濟人命，念歌分人聽──林清月及其作品整理研究》 

作者：黃文車 

出版：台北：文津出版社，2010 年。 

簡介：本書係針對台灣閩南歌謠整理創作著有佳績的稻江醫師林清

月先生進行主題聚焦的深耕研究。全書分別針對林清月的醫

療書寫與台灣閩南歌謠整理創作作品進行爬梳、分析及探

究。林清月是台灣總督府醫學院第四屆的畢業生，曾任「台

北市醫師公會」首任理事長，亦曾擔任「臺灣歌協會」理事。

林清月自言「學歌五十餘年，趣味歌謠別有天」，李騰嶽也稱

讚他「醫生做來真出名，也會念歌分人聽」。從其阿片戒治醫

療及台灣閩南歌謠的整理與創作去探討、重構及定位這個從

日治跨越戰後的重要「醫人歌者」，無論就區域文史的保存、

台灣醫療史的紀錄，台灣醫事文學、台灣民間文學史或台灣

歌謠史等面向而言，均有其重要性及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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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美燕老師 

李美燕：〈“Van Gulik and the Chinese Lute”〉，《IIAS Newsletter Issue》，53:14-15, the 

Netherlands，2010 年。 

李美燕：〈嵇康的音樂養生觀與道教之關係〉，《哲學與文化》，6 期，2010 年。 

李美燕：〈嵇康古琴美學中的養生觀與自然〉，《魏晉南北朝文學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第六輯，2010 年。 

李美燕：〈「和」與「德」—柏拉圖與孔子的樂教思想之比較〉，《藝術評論》，20 期，2010 年。 

李美燕：〈孔子“成於樂”的意涵析論〉，《諸子學刊》，第四輯，2010 年。 

李美燕：〈臺灣琴家容天圻先生的藏琴研究（下）〉，《收藏》，總第 193 期，2009 年。 

李美燕：〈《荀子‧樂論》與《禮記‧樂記》中“情”說之辨析─兼與郭店竹簡《性自命出》樂論之“情”

說作比較〉，《諸子學刊》，第二輯，2009 年。 

李美燕：〈荷蘭漢學家高羅佩之藏琴及辨偽〉，《收藏 (Collection)》，總第 202 期，2009 年。 

李美燕：〈嵇康〈琴賦〉中「和」的美學意涵析論〉，《藝術評論》，19 期，2009 年。 

李美燕：〈從兩湖出土之樂縣與竹簡考察東周“樂壞”的意義〉，《湖南省博物館館刊》，6 期，2009

年。 

李美燕：〈《莊子》思想中“遊心於和”的美學意涵〉，《諸子學刊》，第三輯，2009 年。 

李美燕：〈“ The Role of „Sentiments‟ in Liang Chi-Chao‟s and Tsai Yuen Pei‟s Aesthetic 

Thoughts--Observ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o Modern 

Aesthetics” 〉，《 Bull. Seanc. Acad. R. Sci. Outre-Mer Meded. Zitt. K. Acad. 

Overzeese Wet》，Wet.55 (2009-3): 341-344, Belgium.，2009 年。 

李美燕：〈An „aesthetic education‟: the role of „sentiments‟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Confucianism to modern aesthetics〉，《IIAS Newsletter Issue》，47: 19, 

the Netherlands，2008 年。 

陳劍鍠主任 

陳劍鍠：〈聖嚴法師「建設人間淨土」與「一念心淨」之要義〉，《聖嚴研究》第二輯，2011 年

3 月，排印中。 

陳劍鍠：〈道綽的末法觀念與淨土門的創立〉，《東華人文學報》，第 13 期，2008 年 7 月，頁

1—29。 

陳劍鍠：〈道綽、善導的懺悔觀——以末法觀念及念佛三昧為核心〉，《法鼓佛學學報》，第 5

期，2009 年 12 月，頁 101—144。 

陳劍鍠：〈彌陀淨土教門「稱名念佛」與善導「十聲」教法的修持內涵〉，《屏東教育大學學報》，

第 33 期，2009 年 9 月，頁 113—144。 

陳劍鍠：〈佛教論述女性障礙修行的相關省思——從淨土法門談起〉，《文與哲》，第 13 期，

2008 年 12 月，頁 1—36。 

近三年學術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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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前頁） 

李美燕：〈荷蘭高羅佩在中國雅文化方面的文物收藏與創作〉，《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8 卷 2 期，

2008 年。 

李美燕：〈從容天圻之琴曲〈歸去來兮辭〉看文人琴的藝術精神〉，《哲學與文化》，6 期，2008

年。 

李美燕：〈荷蘭高羅佩在古代中國雅文化方面的藏書與論著〉，《中國文哲研究通訊》，18 卷 3 期，

2008 年。 

李美燕：〈臺灣琴家容天圻先生的藏琴研究（上）〉，《收藏》，總第 192 期，2008 年。 

鍾屏蘭老師 

鍾屏蘭：〈客語教材的編輯與出版〉，《台東大學語文產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秀威出版社，

2010 年，頁 123—145。  

鍾屏蘭：〈曾貴海《原鄉、夜合》一書中的客家女性書寫〉，《客家研究》，2009 年，第 3 卷第 1

期，頁 125—159。 

鍾屏蘭：〈台灣客家現代詩中的「詩史」：曾貴海《原鄉‧夜合》析探〉，《高雄師大學報》，2009

年，第 27 期，頁 111—136。 

鍾屏蘭：〈修辭技巧融入客家童詩教學與創作探析〉，《教育資料與研究》，2009 年，第 91 期，

頁 85—110。 

黃惠菁老師 

黃惠菁：〈論陶詩題序的特色〉，《國立臺南大學人文研究學報》，42 卷 2 期，頁 1—14，2008

年。 

余昭玟老師 

余昭玟：〈人性素描與家族史書寫──論葉步月的長篇小說《七色之心》〉，《台灣文學館通訊》，19

期，2008 年 5 月。 

余昭玟：〈回憶與追尋──論葉石濤的隨筆創作〉，《葉石濤全集 6》，高雄文化局出版，2008 年。 

林秀蓉老師 

林秀蓉：〈以監獄為廚煎煮小詩—楊華《黑潮集》的精神內涵與藝術特色探析〉，《笠詩刊》，預計

2011 年 7 月刊登。 

林秀蓉：〈扮裝與情教—探〈李秀卿義結黃貞女〉與《梁山伯與祝英台》之小說因緣〉，《台灣文

學與電影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排版中。 

林秀蓉：〈正統與異端—從唐代小說論婦女貞節觀的實踐意涵〉，《屏東教育大學學報．人文社會

類》，第 34 期，2010 年。 

林秀蓉：〈禁錮與逾越—論契柯夫、魯迅、王湘琦小說「瘋狂」之隱喻意涵〉，《龔顯宗教授榮退

論文集》，2009 年。 

林秀蓉：〈五○年代澎湖的一齣荒謬劇—〈沒卵頭家〉的醫病關係與電影語言〉，《台灣文學與電

影中的母語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高雄：春暉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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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車老師 

黃文車：〈林清月《地球上阿片之命運》中的醫事關懷與漢詩書寫〉，《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

第二號頁 335—380，2009 年。 

黃文車：〈高雄林道乾傳說故事情節發展與結構分析研究〉，《東亞文化研究》，第十輯，頁

253—289，2008 年。 

黃文車：〈從林清月的唱和歌謠看白話歌詞到台語片歌曲及台語劇的發展〉，《屏東教育大學學報

(人文社會類)》，第 31 期，頁 151—174，2008 年。 

黃文車：〈馬來西亞福州歌謠《釣魚郎》之內容書寫與流傳意義初探〉，《民間文學年刊》，第二

期，頁 97—130，2008 年。 

嚴立模老師 

嚴立模：〈注音符號與漢語拼音：文字還是音標？〉，《2009 年亞太地區語言與文化教育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77—92，2010 年。 

前排左起：鍾屏蘭老師、黃惠菁老師、李美燕老師、簡貴雀老師、林秀蓉老師。 

後排左起：柯明傑老師、杭州師範大學張興武教授、陳劍鍠主任、簡光明老師、 

浙江外國語學院周明強教授、劉明宗老師、黃文車老師、嚴立模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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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這一家 
 

中文系這一家 
 

碩士班導生座談會 

2010.11.29（一）12：00～13：20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班導生座談會 
 

與會導師：陳劍鍠主任 

 柯明傑老師 
 
參與學生：碩士班一、二年級全體學生 

宣布事項： 
 
１、三校聯合發表於明年 3 月 25 日舉辦，

主辦單位可發表 6 篇，其他 2 校共 12
篇。三校聯合發表次年主辦學校為新
竹教大，第三年為北教大，請同學把
握機會投稿。投稿請附上指導教授同
意書，碩一可找系主任代為認可。 

２、碩一請於下學期找好論文指導老師。 

３、古籍點讀方面須確實點完，並請指導
教授簽名認可。 

４、請同學盡量提出疑問，行政上將盡量

配合課程安排方面的意見。 
５、下個學年度將增加一選修「英語漢學

選讀」。 

討論事項： 

１、古籍點讀之必要性。 

古籍點讀該課並非新規定，且為全系
老師之決議，或可調整教法以作協
調，然點書目的是為學術能力奠基、
厚植中文學養，故不應以短期之效用
作為考量，而質疑其必要性。 

２、英語漢學選讀是否為必修？ 

此新增課程為選修，為培植學術能力
及國際視野故，因此同前項所言，希
望同學能以長遠心看待。 

碩士生導生座談會 

 

導生座談會現場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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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中文系所師生座談會 
 

2010.11.08（一）12：00～13：30 
 

主持人：陳劍鍠主任 

  
與會師長：張興武教授、周明強教授、鍾屏蘭學務長、簡貴雀館長、 

          黃惠菁教授、簡光明教授、嚴立模教授 

與會學生：黃鸝、余彥君、趙旭紅、鄭煜 

與會師長 

全體合照 

與會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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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的系出遊終於在十二月舉行囉！原定於十月份的活動，因天候不佳，使行
程延後至十二月，儘管如此，中二甲同學還是努力籌備，期盼能給大家一個不一樣
的旅程。 

馳騁於台九線，在漫漫的車程中，一路歌唱著「快樂的出航」。不久，便看到
東部亮麗的海岸線。午餐後，首先來到了鹿野高台。從鹿野高台遠眺，一望無際的
草原、淡白色的雲、細細灑落的陽光、大地優美的景色，融化為悠然於天地間的自
在感。在此地，不僅可以無所顧忌的遊玩嬉戲，還能盡情欣賞大自然的景色。在各
個小隊輔的帶領之下，大家玩得不亦樂乎，直至向晚，斜陽映照於鹿野高台，如此
美景讓人沉醉其中，流連忘返。 

 

 

 

中文系系出遊報導──台東池上行 
 

中文系系出遊大合照 

闖關遊戲情形 

晚間，夜宿池上牧野渡假村；那是一
個寧靜的好所在，坐落在山腳，可遠望靜
默的山丘，在湛藍的天空下，享受大自然
的洗滌，令人身心舒暢。夜間活動，是此
次系出遊的重頭戲──系出遊晚會。活動
內容高潮迭起，台上與台下彼此間熱烈互
動，展現年輕與活力。大一新生們在戲劇
表演中大顯身手；大二學長姐們也不甘示
弱，帶來熱門的流行舞蹈，令現場氣氛
high 到最高點。緊接著，眾所矚目的活
動便是歷久不衰的「第一支舞」，由大二
學長姐帶領著大一學弟妹一同舞動，增進
彼此情誼。 

 隔天，大家仍舊在度假村中玩得不亦樂乎。最後一站，我們來到了史前博物館，
博物館裡展示許多史前遺跡，還有動態的導覽等，為此行增添知性感。 

本次的系上出遊活動，造訪了坐落在山海間的台東，潔淨的大地，令人心曠神怡，
人與大自然的互動更加親密的結合，在夕陽餘暉中，用最熱情的擁抱告別台東，為這
趟旅程畫下完美句點。 

                                                        文/烏梅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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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教育大學一年一度的舞蹈競賽在 2010 年 12 月 10 日於屏東市立體育館圓滿
落幕，中二甲以民俗舞蹈類組報名參加，榮獲該類第三名。 

練習了將近一個月的舞蹈後，終於盼到了比賽當天，同學們無不摩拳擦掌，引頸
期待。於上午彩排時，就到達比賽場地就緒，準備大顯身手。在指導老師的建議之下，
同學們把握最後的時間，反覆演練多日學習得來的成果。 

緊張的時刻終於來臨，中文系即是第一組進場，頓時場內熱烈的歡呼聲即刻響起，
震耳欲聾，令人更加期待功夫舞的演出！一出場，中二甲同學便以氣勢磅礡的旗舞展
開序幕，神采飛揚的揮旗動作，踏著沉著穩健的步伐，帶領出征戰時的宏偉氣勢。士

氣高昂的意象不僅給觀眾視覺上的饗宴，更撼動聽覺，可謂視聽覺的雙重感官刺激。 

大二功夫舞報導 
 

一棵榕樹下 一棵榕樹下 

旗舞陣式 

中文系功夫舞 

  

中文系功夫舞 

 

中二甲功夫舞的故事內容即描
述一段征戰：一開場，在戰前指揮
下，集結兵力。整齊劃一的士兵訓
練，將保家衛國的雄心壯志發揮得淋
漓盡致，進而引出戰爭中與敵人打鬥
的雄渾氣魄，至最後凱旋歸來的故
事。壯烈情節藉多次的舞棍表現出對
壘的緊張氛圍，與打鬥的激烈，振奮
人心。 

 

此次比賽在大家的心目中留下深刻的記憶，演出中難免有些緊張，不過這是一個
特別的開始，也是一段難能可貴的美好記憶，深烙在大家心中。驗收我們共同努力練
習的成果，且共同完成想要達到的目標──完美的呈現功夫舞蹈，將中國的征戰場景融
入舞蹈動作中，以見發揚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之美。 

文/烏梅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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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展覽廳  
文藝展覽廳 

友誼長存   豆漿 
 

「來！敬妳這一杯。」他高高將酒杯舉起，伸長了

手幾乎高過額頭。「從沒想過這麼多年了，我們依然如此

要好。」 

她微笑著也捧起酒杯，盛情難卻。「哈，甩不掉你。」 

「友誼長存！」他笑著喊道，和她的酒杯相擊出鏘

的聲響。 

「多老套的話啊！」她小酌一口，雖如此說道，眼

角笑意卻一直沒停。 

「但很真心。」他接過話，然後將手中的酒一飲而

盡。「當初我們的相識，如今想來都覺不可思議。」 

「拿錯行李，拿錯電話，還弄丟錢包，一同投住一

家飯店。」她也跟著回憶道。「那時我還以為，你想追求

我。」 

「或許是吧！妳是個不錯的女孩，娶回家裡一定讓

爸媽開心。」他亦笑得紅了臉頰。 

「是嗎？那你猶豫什麼？」她困惑著臉龐，將酒杯

牢牢緊握。「或許你再加把勁，我便會和你回家。」 

「人生的抉擇，是很奇妙的。」他聳了聳肩，雙眼

卻認真的直望著她的眼眸。「前一秒，後一秒，你都很難

確定當下的決定。」 

「我還想我們有一樣的品味，相同的嗜好，一定很

合拍的。」她迴避了他的眼睛，似乎又有什麼逃避似的。 

「所以，我們當了朋友。」他微笑著說道，藉著酒

意，牽起她白皙的手，親吻。 

「不知道的人，恐怕誤會我們有什麼。」她自顧說

著，將手抽出來，卻又不自覺幫他把酒斟上。 

「那樣不好嗎？我們看起來很登對。」他無所謂似

的，笑得開懷，又是一口喝盡。 

「是啊，可惜你如今有了 Troy。」她聳了聳肩，這

回沒再為他倒酒。「我們依舊沒有進展。」 

「妳還不是跟 Justin 在一起。」他笑著將自己的酒

杯斟滿。「她可真沒話說。」 

「這是上天的玩笑嗎？」她搖晃著酒杯，似乎想讓

杯裡的冰塊敲擊聲，代替她的嘆息。 

「不，這是上天的禮物。」他想也不想，慎重的說

道，拍了拍她的手。 

「喔！」她又小飲了幾口，等待著他的答覆。 

「妳看，就因如此，我們能彼此要好，維繫這份友

誼這麼多年。」他如是說著，表情甚是得意。「兼且光明

正大。」 

「也是！」這回換她舉杯。「友誼長存！」 

「妳也老套了！」他回口說道，但樂意同她敬酒。 

她吞下了幾口後才回道：「我也很真心。」 

 

 默‧寞   凃品卉 
 

夜深了，但仍可聽到樓上電視傳來刺耳的喧嘩

聲，一陣一陣的，在這寂靜的夜裡顯得格外清晰，但

無論再怎麼樣的吵鬧聲，都無法在這小小的房間中找

到一席之地，因為，這裡早已被佔據了。 

少女坐在房間電腦前，臉上掛著淡淡的笑容，一

個精工雕琢的瓷娃娃，笑吟吟的立在桌上，少女優美

而安靜，唯一有動作的，是她的手，有一搭沒一搭的

在鍵盤上敲打著。 

是在和誰聊天吧？看她愉悅的樣子！ 

漆黑房間中的一盞小燈，勉強照亮了少女的臉，

卻清晰的在少女身後留下一大片潑墨似的黑影；輕敲

鍵盤的聲音，努力得想填滿整個房間的空虛，猛得 

『你在幹麻啊？』 

『跟人聊天啊！』少女轉頭笑道。 

『啐！只會聊天你還會幹些什麼？像你這樣沒

用的東西，去死算啦！』 

少女依舊是笑笑！ 

『還笑！真佩服樓上那兩個是怎麼生下你的！

整天只會笑，就不會有別的表情嗎！？滾啦！礙

眼！』 

少女帶著微笑慢慢離開，後面傳來憤怒的咆哮 

『你不要老把自己的名字也加入即時通，自己跟

自己聊天，你沒事幹啊！』 

「或許，下回我們也把他們倆約來一起相聚如

何？」他提議道。 

「好像不錯。」她笑著思考了一下，隨即又說：

「到時你可別和她說漏，我的胸部是做的！」 

「哈，是呢，我們彼此累積的秘密也是不少。」

他摸了摸下巴，又在鼻子上點了幾下。「我修整門面

的事，也只有妳知道。」 

「所以，你越來越帥啦！」她將右手，靠在她

右邊臉頰下，欣賞藝術品似的瞧著他打量。 

「妳不也越來越美了。」他也回禮她，話語間

流露真切。 

就這般，兩人不尤得相互恭維起來，兼且有默

契的在兩人皆停語後，一同哈哈大笑起來。 

「友誼長存！」他舉杯相敬。 

「友誼長存！」她亦舉杯，在夜裡留下響亮的

敲擊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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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廣播電台 
 

一、第一屆市北教大、新竹教大、屏東教大中文系研究生聯合論文發表會 

（一）截稿日：2010/12/31 
審查結果公布日：2011/1/14 
全文繳交截止日：2011/2/28 

（二）日期：2011/3/25（五） 
（三）時間：08:30~17:30 
（四）地點：民生校區五育樓國際會議廳 

二、臺越校際學術交流參訪──中越聯合漢籍古典文獻考察團 

    日期：2011/4/2（六）~2011/4/10（日） 

三、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一）日期：第一場次：2011/3/14（一）；第二場次：2011/5/09（一） 
（二）時間：15:40~17:30 
（三）地點：人文館 B103 教室 

四、中文系大四學生專題研究論文發表會 

（一）日期：2011/5/1（一） 
（二）時間：15:40~17:30 
（三）地點：人文館 B103 教室、人文館 102 教室 

五、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語言專長檢定（檢定項目：說故事、演說、板書） 

（一）日期：2011/5/9（一） 
（二）時間：13:30~17:30 

（三）地點：人文館專業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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