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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在民國 44 年創校之初誕生，是本校歷史最悠久

的系所之一。本系傳承舊有文化精粹，開創新文化，學風自由，課程由

古而開今，既兼具完整的傳統文學結構，又積極朝向現代化、國際化邁

進接軌。課程區分「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語言文字」、「思想」

四大研究群組，負責規劃和推動本系所學術活動，培育樸實自信、具理

想的中文人。 

本系所歷史悠久，擁有完備的協調與溝通機制，同時也建立了嚴謹

且符合既有需要的規範和制度。在專業行政團隊的運作下，系務持續發

展且不斷革新。在歷任系所主管和行政人員無私的奉獻下，本系永不乏

熱忱且有效率的行政服務。在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並重的架構下，

追求完美與創新，一直是本系所的座右銘。朝向中臺灣最優質的中文系

所目標，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發展特色 

創系之初，網羅了許多一流師資任教。例如徐復觀、牟宗三、梁容

若、孫克寬、高葆光、蕭繼宗、魯實先、方師鐸、李田意、周法高、江

舉謙、龍宇純、戴君仁、李孝定、孔德成等先後在此授課。其後本系於

民國 59年成立碩士班，民國 78年成立博士班，為一學士、碩士、博士皆

備的完整學制。一直以來，為師生提供優良的研究和求學環境，以深究

中國文化，培養學生專業素養，並致力於中文研究與教育的現代化為主

要方向。「傳承」和「開創」，正是本系的理念。承此理念，本系在強調

「研究」與「教學」相成、「古典」與「現代」兼具中，規劃並開設符合

中文專業課程。在「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語言文字」、「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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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專業群組均衡發展的方針下，發揚本系優良傳統，並培育既博且精

的優質中文專業人才。這 66年來，培育畢業生學士 3810位、碩士 439位、

博士 105位，造就眾多的優秀學者及社會人才，在國內外各大學院校、研

究及教育、文化機關上堅守崗位。本系戮力於文化傳承，發揚東海大學

自由學風，在中臺灣以具文化素養、學風樸實濃厚見稱。歷任系主任均

恪盡職守，以培養品學兼備的青年學子為己任。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本系辦學全力配合學校辦學理念，以發展系所特色，且根據國家人

才需求與就業導向，加強學生專業知識的灌輸及學術能力的訓練，期使

學生具備專業能力。同時，也進一步調整實用課程，並輔導學生做好職

涯規劃，使學生在畢業後能與時代產業接軌，更符合時代需求。在知能

並重的規劃與訓練中，增進學生的前瞻性與競爭力。在學術研究方面，

著重教師與學生研究能力的整合，推動以教師為主導的各種專題計畫，

學生研究助理的參與，使教師與學生的學術能量提升，營造優良的研究

風氣。 

本系有著尊重專業，又自由開放的學風。本此培育學子，在教育目

標上，學士班為「培育中國語文專業與人文關懷之能力」、博碩士班為

「培育中國語言文學研究與教學之專業人才」。本系所訂定之教育目標與

院、校的教育目標相配合。在課程設計上，除了中國文學系的專業訓練

外，亦配合時代潮流與社會需求，結合院內相關學程，以期多元發展，

開拓學生視野，務令學生具備人文的素養及關懷，自覺且實踐社會公民

的責任。本系始終秉持「古典」與「現代」並兼，「理論」與「寫作」並

重，「學術」與「實用」並行，期許學生能在專業知識培養之外，兼具宏

通博雅的精神與深厚的人文關懷。本系課程分為四大群組，分別是「古

典文學」、「近現代文學」、「語言文字」、「思想」等。也配合時代潮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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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需求，結合校內相關基礎及通識課程及跨系院整合學程，組成多元

且完整的網狀課程架構。 

在學術國際交流上，本系與大陸南京大學簽訂教師學術交流協議書，

每學年，兩校各派教師互訪交流。另與韓國釜山大學中語中文學系締結

姊妹系，擴展國際視野和交流，以達到與國際接軌的學系特色。 

在理論與實務並重的規劃下，本系除提供專業學習外，亦協助各種

課程與活動的規劃，目的在有系統地提供專業知識訓練。又能符合目前

社會的需求，增強職場競爭力。學生循序漸進且有步驟地學習，能達成

本系的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開課情形 

本系 109 學年度，學士班各年級有 A、B 班，計有學生 425 人，碩士

班 55 人，博士班 30 人。教職員工方面，專任教師 17 位（教授 5 位、副

教授 7位、助理教授 5位），兼任教師 41位（教授 2位、副教授 5 位、助

理教授 24位，講師 10位），助理 3位。 

 

  

學士班, 

425, 83%

碩士班, 

55, 11%

博士班, 

30, 6%

系所組成－學生510人

教授, 5, 

30%

副教授, 

7, 41%

助理教授, 

5, 29%

系所組成－專任教師1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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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方面，學士班除依據必修科目表（表 1）開設相應課程外，另開

設學系選修課程（表 2）。 

表 1 學士班必修科目表 

 科 目 

學 
 

分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
三
學
年 

第
四
學
年 

備 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
礎
課
程 

11010-中文 

16058-大一英文 

16059-大二英文 

01001-軍訓 

02001-大一體育 

02002-大二體育 

6 

6 

4 

3 

3 

3 

3 

 

 

2 

 

 

2 

     

 00002-勞作教育           

通
識
必
修
科
目 

99001-人文領域 

99007-社會領域 

99008-自然領域 

99009-文明與經典領域 

         通識四領域

必選其中三

領域。至少

選修 14學

分。 

學
系
必
修
科
目 

11012-文學概論 

11022-中國文學史 

11031-文字學 

11024-詩選及習作 

11021-歷代文選及習作 

11037-聲韻學 

11052-中國思想史 

11322-訓詁學 

11035-詞曲選及習作 

4 

6 

4 

4 

6 

4 

6 

4 

4 

2 2  

3 

2 

2 

 

3 

2 

2 

 

 

 

 

3 

2 

2 

 

 

 

 

3 

2 

2 

 

 

 

 

 

 

 

2 

2 

 

 

 

 

 

 

 

2 

2 

 

必修學分數 72 8 8 9 9 8 8 4 4  

選修學分數 56 選修 56學分中需包含本系所開選修科目 45學分以

上。 畢業學分數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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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09學年度學士班選修課程一覽表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修習 

年級 
學分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修習 

年級 
學分 

臺灣地方戲曲欣賞 李佳蓮 1 3 漢語語音學 陳筱琪 1 2 

語言學概論 陳筱琪 1 2 韓柳文 鍾曉峰 1 3 

國學導讀 郭章裕 1 3 現代小說閱讀與創作（一） 劉淑貞 1 3 

現代詩閱讀及創作 林餘佐 1 2 臺灣現代主義作品選讀 林餘佐 1 2 

現代散文閱讀及創作 劉淑貞 1 3 聊齋誌異 謝文華 1 3 

中文與資訊應用 宋建華 1,2 2 中國文學與電影電視 李皇誼 1 2 

西遊記 謝文華 2 3 華語文教學與實務 陳筱琪 1-4 3 

佛學概論 劉榮賢 2 3 楚辭 郭章裕 1,2 2 

史記 朱岐祥 2 3 魏晉文學選讀 陳慶元 1,2 2 

現代小說閱讀及創作 周芬伶 2 3 修辭學 甘漢銓 2 2 

古典戲曲 高禎臨 2 3 敘事學概論 林香伶 2-4 3 

中國神話選讀 郭章裕 2 2 中西思想文獻選讀 
黃繼立

嚴瑋泓 
2-4 3 

臺灣文學作家與作品 阮美慧 2 3 當代戲曲與劇場 高禎臨 2 3 

世說新語 陳慶元 2 3 台灣文學史 阮美慧 2 3 

創作實務 周芬伶 3,4 3 宋明道教思想 李忠達 3,4 3 

漢語詞彙學 周玟慧 3,4 2 古文字導讀 朱岐祥 3,4 3 

蘇軾詩 鍾曉峰 3,4 3 老子 陳慶元 3,4 3 

創意思考與寫作 林香伶 3,4 3 漢語方言概論 陳筱琪 3,4 3 

比較文學概論 朱衣仙 3,4 2 晚唐五代詞 李佳蓮 3 3 

影像閱讀與創作 劉淑貞 3,4 3 文心雕龍 郭章裕 3,4 3 

校外實習 周玟慧 3,4 1 創作與出版 周芬伶 3,4 3 

創意寫作教學 周玟慧 3,4 3 紅樓夢 周芬伶 3,4 3 

文學與電影 李皇誼 1,2 2 禪詩選讀 鍾曉峰 3,4 2 

    校外實習-創意寫作教學 周玟慧 3,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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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碩士班亦依據必修科目表（表 3、表 4）開設相應課程，並開設博

碩士班選修課程（表 5）。 

表 3 碩士班必修科目表 

 科 目 

學 
 

分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
三
學
年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必修 

碩士論文 6       

漢學英文 4 2 2     

治學方法 2 2      

必修學分數  12      

選修學分數  28      

畢業學分數  40      

*108學年度起新生適用 

表 4 博士班必修科目表 

 科 目 

學 
 

分 

第
一
學
年 

第
二
學
年 

第
三
學
年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必修 博士論文 12       

必選 非英文之「第二外國語文」 6 3 3     

必修學分數  12      

選修學分數  24      

畢業學分數  36      

註 1：非英文之「第二外國語文」為博士班必選語文課程，但不列入畢業學分數。第二

外國語文如經本系委請專業教師檢定合格通過者，得予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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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09學年度研究所選修課程一覽表 

109學年度第一學期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修習 

年級 
學分 課程名稱 

授課 

教師 

修習 

年級 
學分 

現代小說美學研究* 周芬伶 1,2 2 文字學專題 朱岐祥 1,2 2 

文字學專題 朱岐祥 1,2 2 詩劇場專題 周芬伶 1,2 3 

小說與劇場創作專題 周芬伶 1,2 3 敘事與文學專題 林香伶 1,2 3 

近代文學家專題 林香伶 1,2 3 神經語言學專題 周玟慧 1,2 2 

台灣當代文學思潮與變遷專

題 
阮美慧 1,2 2 戰後台灣現代詩專題 阮美慧 1,2 2 

當代華文文學專題 朱衣仙 1,2 3 比較文學專題：跨文化研究 朱衣仙 1,2 3 

古代身體觀專題 黃繼立 1,2 2 元雜劇名作專題 李佳蓮 1,2 3 

魏晉文化與文學專題 陳慶元 1,2 2 
思與詩的對話：古代思想與

詩學專題 

黃繼立

鍾曉峰 
1,2 3 

戲曲史專題 高禎臨 1,2 2 老莊思想與文學專題 陳慶元 1,2 2 

漢魏六朝賦學專題 郭章裕 1,2 2 當代戲曲專題 高禎臨 1,2 2 

宋詩專題 鍾曉峰 1,2 3 漢魏六朝文論專題 郭章裕 1,2 2 

西遊記小說專題 陳兆南 1,2 2 現代散文寫作專題 劉淑貞 1,2 3 

    魏晉玄學專題 劉榮賢 1,2 2 

    中文文獻與資訊專題 宋建華 1,2 2 

*博士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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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主任的話 

中國文學系是東海大學 1955 年創校時的元老學系，也是大度山人文

精神的象徵。這六十六年來，中文系在前輩努力下，不斷成長且茁壯。

如今進入了數位化時代，中文系乃至於人文學，面臨了許多的挑戰，東

海中文系也不例外。不過，在同仁的合作中，逐漸究索出一條屬於我們

的路。這份報告所展示的，正是近年來群策群力的成果，也敬請先進不

吝批評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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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額與設備 

本系對於專、兼任師資之遴選、聘任、考核、續聘等作業，均有清

楚合理之規範與流程，並遵循校方規定辦法確實執行，裨益聘用優秀且

專長符合之師資。目前本系專任教師編制員額為 17 人，包含教授 5 人、

副教授 7 人、助理教授 5 人，其中謝文華助理教授、林餘佐助理教授為

109 學年度新聘專任教師，朱衣仙教授、郭章裕副教授、鍾曉峰副教授於

本學年度通過升等。 

本系專任師資 17人，具博士學位者共 16人，比例高達 94%；教授及

副教授合計 12 人，佔全體之 70.6%，為本校文學院各系之冠；全體專任

教師平均年齡為 47 歲，近五年新聘之新銳博士學者，平均年齡僅 40歲。

學經歷俱佳、深具專業素養，在參與科技部研究計畫、教育部教學實踐

計畫、出版學術專書論著等方面均有出色的表現，且有年輕化趨勢，皆

為本系專任師資呈現之特點。 

近現代文學群組不但有專精於文學理論、賞析與批評的師資，亦有

具備創作實戰能力的作家群：周芬伶老師（小說、散文）、劉淑貞老師

（散文）、林餘左老師（新詩）。其中，擔任近現代文學群組召集人的周

芬伶老師為知名作家著作等身，近年履獲各類文學大獎。108 年榮獲之金

鼎獎，更是國家級榮譽。出版之長篇小說《花東婦好》、文學家傳記《龍

瑛宗傳》為積年成果之呈現。且周老師規劃帶領學生同行於文學長路上，

而將自己的寫作經驗回饋至學生身上。近年來學生在文學獎、劇場、影

視作品各方面有著傑出的成績。正因為周老師自身豐沛的創作能量與成

就，以及長期投身中文系文學人才的培植與創作傳統之延續，因此本系

依據「東海大學教授延長服務處理細則」向校方推薦周老師申請 109學年

度延長服務，亦獲得通過，希望周芬伶老師能將此能量持續帶給東海大

學及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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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 

 

黃繼立 副教授兼主任 

Huang, Chi-Li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宋明思想、儒家思想、身體哲學、中國文

學理論、宋明儒學、身體理論、文化研

究、古典文學理論 

 

朱岐祥 教授 

Chu, Ki-Cheung 

最高學歷：香港中文大學哲學博士 

研究專長：文字學、甲骨學、金文學、王國維研究、

史記 

 

周芬伶 教授 

Chou, Fen-Ling 

最高學歷：東海大學文學碩士 

研究專長：現代散文、現代小說、文學批評與美學 

 

林香伶 教授 

Lin, Xiang-Ling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南社研究、近現代文學、古典詩詞、中國

文學史、敘事理論與文學、俠義文學、實

用文書、寫作教學、詩話學、創意思考與

寫作、教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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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玟慧 教授 

Chou, Wen-Hui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語言學、修辭學、聲韻學、古代漢語、漢

語語法學 

 

朱衣仙 教授 

Chu, I-Hsien 

最高學歷：輔仁大學比較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園林文學與美學、後現代理論與文化、跨

藝術研究、比較文學、跨文化研究、中國

大陸當代文學、數位超文本文學 

 

阮美慧 副教授 

Juan, Mei-Hui 

最高學歷：國立成功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現代文學、臺灣文學 

 

李佳蓮 副教授 

Lee, Chia-Lian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古典詞曲、俗文學、華語文教學 

 

陳慶元 副教授 

Chen, Ching-Yuan 

最高學歷：東海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六朝文學、魏晉玄學、魏晉思想、先秦諸

子散文、先秦思想、老莊思想、現代文學 



12 

 

高禎臨 副教授 

Kao, Chen-Lin 

最高學歷：東海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古典戲曲、當代戲曲與劇場、戲劇批評理

論、明清社會與文化、戲劇跨域設計 

 

郭章裕 副教授 

Kuo, Zhang-Yu 

最高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古典文藝批評、文心雕龍、賦學 

 

鍾曉峰 副教授 

Chung, Shiao-Feng 

最高學歷：國立東華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唐代文學、宋詩、古典詩學 

 

陳筱琪 助理教授 

Chen, Hsiao-Chi 

最高學歷：國立台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聲韻學、漢語音韻學、漢語方言學、語言

學 

 

劉淑貞 助理教授 

Liu, Shu-Jhen 

最高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現代文學、現代小說研究、電影影像批

評、馬華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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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達 助理教授 

Lee, Chung-Ta 

最高學歷：國立臺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宋明理學、禪宗、周易、內丹 

 

謝文華 助理教授 

Hsieh, Wen-Hua 

最高學歷：國立中正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古典小說、文獻版本考證、明代通俗文

學、明人序跋 

 

林餘佐 助理教授 

Lin, Yu-Tso 

最高學歷：國立清華大學文學博士 

研究專長：現代漢詩、臺灣現代文學 

學生數 

本系學士班教育目標為「培育中國語文專業與人文關懷之能力」，希

冀在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語言文字、思想四大專業群組均衡發展的

方針下，培育宏博且精通的優質中文人。 

目前本系學士班招生入學有四個管道，分別是特殊選才、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入學、指定科目考試。希望經由系所提供完整的學系特色，相

關升學與學習資訊，透過公開透明的多元選才方式，篩選更加符合本系

學生特質之人才，以縮短入學後在學習上的適應與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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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學士班入學新生 104 人，各年級人數分布如下表： 

表 6 109學年度學士班各年級人數 

班別 

年級 
A班 B班 

1年級 53 52 

2年級 49 50 

3年級 52 51 

4年級* 60 59 

合計 425人 

*含延畢生。 

本系博碩士班以古典文學之學術為教學基礎，積極發展近現代文學

研究與創作之專業訓練，並輔以語言文字、思想等課程。依據本系博碩

士班教育目標「培育中國語言文學研究與教學之專業人才」，由「博碩士

班課程暨試務委員會」訂定各項招生規劃並執行，以期建立學術研究風

氣，培育中國文學專業研究人才。 

碩士班招生分為推薦甄試和招生考試二種入學方式。105 學年度起為

擴大生源及發展本系創作特色，推薦甄試採「招生分組」方式，報考組

別分為「學術研究組」、「文學創作組」，採書面審查及面試方式考試；招

生考試則以筆試進行。 

109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新生 10 人，博士班入學新生 3 人，各年級人

數分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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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09學年度博碩士班各年級人數 

班別 

年級 
碩士班 博士班 

1年級 15人 4人 

2年級 8人 5人 

3年級 7人 2人 

4年級 25人 4人 

5年級 － 2人 

6年級 － 6人 

7年級 － 7人 

合計 55人 30人 

新購圖儀設備 

109 學年度本系用以採購紙本書籍、數位影音資料、電子書及電子資

料庫之總預算為新台幣 1,321,127 元整，皆用於購買本系師生推薦之圖書

資料。因應數位化趨勢，近年來圖書採購尤其著重在電子書、電子期刊、

電子資料庫上，電子資料可使本校師生更便利快速的檢索取用古籍或報

刊資料，是從事教學研究的利器。本學年度已購入的電子資料庫包含

「雕龍－中日古籍全文檢索資料庫」收錄之《四庫全書》、《全四庫存目》、

《四庫未收書》《四庫禁毀書》、「中國民間文學」等子庫，以及「中文期

刊全文數據庫《全國報刊索引》」（舊名：民國時期期刊全文數據庫）第

一輯。原預定採購「全宋詩分析系統」因臺灣代理商中止代理，圖書館

書刊採編組尚在接洽較為合宜的採購議價管道。 

在儀器設備方面，遵循本校「圖儀設備經費使用計畫提報與動支原

則」，以充實、改善教學軟硬體設備為優先，陸續汰換系圖書室、專任教

師電腦相關設備，以及第一、第二研討室固定式液晶投影機，亦新購高

流明高解析度的單槍投影機可供室內外空間辦理活動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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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 COVID-19 疫情爆發後，教職員生持續有進行遠距教學、

遠距會議的需求。針對此類型需求，本系也酌量編列預算購入網路攝影

機，除適用一對一視訊的機型，亦囊括可進行小型團隊視訊的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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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109學年度公共空間設備購置一覽表 

設備名稱 數量 放置地點 用途說明 

桌上型電腦 2 H314 中文系圖書室 汰換舊有設備，供全

校師生檢索資料、列

印文件之用。 

顯示器 2 H314 中文系圖書室 同上。 

多功能液晶投影機 

（NEC P474U） 

1 H534 第一研討室 WUXGA解析度、

5000 流明，汰換舊有

固定式設備。 

多功能液晶投影機 

（NEC P474U） 

1 H535 第二研討室 同上。 

高亮度投影機 

（Panasonic PT-VZ580T） 

1 H549 大學部辦公室 WUXGA解析度、

5000 流明，汰換舊有

手提式設備。 

多功能彩色影印機 

（SHARP MX-3640） 

1 H549 大學部辦公室 供本系師生彩色或複

印、列印、掃描文

件，具自動分頁裝訂

功能，可不透過電腦

直接將掃描文檔存入

USB隨身碟中。 

藍芽數位錄音筆 

（SONY PCM-A10） 

1 H549 大學部辦公室 高階錄音筆，能以無

線方式控制錄製作

業，並可連接三腳

架，從最佳位置錄

製，在會議、演講、

學術研討會等場合以

語音形式做紀錄。 

標籤列印機 

（Brother QL-1110NWB） 

1 H549 大學部辦公室 供教學研究相關庶務

使用，可印製大尺寸

條碼及標籤。 

網路攝影機 

（Logitech BBC950） 

1 H525 教學儀器設備室 供本系師生進行小型

團隊線上遠距教學及

網路視訊會議使用。 

網路攝影機 

（Logitech C525） 

4 H525 教學儀器設備室 供本系師生進行一對

一線上遠距教學及網

路視訊會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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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109學年度專任教職員設備購置一覽表 

設備名稱 數量 放置地點 用途說明 

桌上型電腦 6 H501、H507、

H541、H544、H549 

汰換專任教師、職員

舊有設備，供教學研

究使用。 

顯示器 5 H501、H507、

H541、H550、H549 

同上。 

雷射印表機 

（HP LaserJet Pro M15w） 

3 H501、H504、H544 汰換專任教師舊有設

備，供教學研究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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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活動 

學生獲獎 

★ 校內獎助學金獲獎情形 

學制 系級 姓名 獎助學金名稱 學年-學期 

學士班 中文三Ａ 陳奕維 CCUAA服務學習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Ａ 成如涵 中文系慈暉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Ｂ 楊珮琪 中文系慈暉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Ａ 林奕如 朱書焱先生紀念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Ｂ 陳香羽 朱書焱先生紀念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Ａ 許婷嵐 生活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Ａ 方藝蓁 生活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Ｂ 楊惠堤 生活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Ａ 黃品軒 生活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Ａ 陳帝妮 生活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Ａ 沈駿杰 東海大學大陸學生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Ａ 魏 寧 東海大學大陸學生獎學金 109-1 

碩士班 中文三 盛成皿 東海大學大陸學生獎學金 109-1 

碩士班 中文三 沈 魚 東海大學大陸學生獎學金 109-1 

博士班 中文三 謝 顥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1 

博士班 中文三 蔡曉銘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林素素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彭建斌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洪穫鈞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涂瀞尹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黃筠喬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1 

碩士班 中文四 桑 柔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1 

碩士班 中文四 王若楠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1 

碩士班 中文四 鄭晞彤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1 

碩士班 中文四 吳婉盈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Ａ 張雅淳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Ａ 何品軒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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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系級 姓名 獎助學金名稱 學年-學期 

學士班 中文三Ｂ 張子宸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Ｂ 王棪琪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Ｂ 周澍瑄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Ａ 羅珮慈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Ａ 魏 寧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Ｂ 許文婕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Ｂ 黃允彤 東海大學書卷獎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Ａ 羅珮慈 東海大學培中清寒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二Ａ 劉芳瑜 東海大學基本勞作全勤績優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Ｂ 謝詩祺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Ａ 陳宜芯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Ｂ 吳曉怡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二Ａ 郭湘琳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學士班 中文二Ｂ 林以婷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學士班 中文二Ｂ 江珮妤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學士班 中文二Ｂ 陳隆琦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學士班 中文二Ｂ 陳芸芃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博士班 中文二 林梧衛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博士班 中文二 許晉溢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博士班 中文三 林思玲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博士班 中文三 陳瑀凡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博士班 中文三 謝 顥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博士班 中文三 蔡曉銘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洪穫鈞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葉珊珊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林昱汛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羅凱瀚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涂瀞尹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陳泳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黃筠喬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黃柏勳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碩士班 中文二 趙宇賀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1 

博士班 中文三 謝 顥 東海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金 109-1 

碩士班 中文四 王若楠 東海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Ｂ 羅子璇 桃園市政府各項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Ｂ 張子宸 傳伴獎助學金 1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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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系級 姓名 獎助學金名稱 學年-學期 

學士班 中文三Ｂ 張子宸 新竹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Ａ 陳奕維 澎湖縣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四Ａ 黃品軒 學產基金低收入戶學生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Ｂ 張子宸 鑫淼基金會清寒獎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三Ｂ 陳玉婷 鑫淼基金會清寒獎助學金 109-1 

學士班 中文二Ａ 吳佩鈴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李詩永 東海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 109-2 

博士班 中文七 黃詣庭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2 

博士班 中文三 謝 顥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林素素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彭建斌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葉珊珊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羅凱瀚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涂瀞尹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黃筠喬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三 鄭俞倩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四 王若楠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四 吳婉盈 東海大學研究生獎助學金 109-2 

學士班 中文二Ａ 雷家韻 東海大學僑生助學金 109-2 

學士班 中文三Ｂ 謝詩祺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金 109-2 

學士班 中文四Ａ 陳宜芯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金 109-2 

學士班 中文四Ｂ 吳曉怡 東海大學學生宿舍棟長助學金 109-2 

學士班 中文四Ａ 羅珮慈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金 109-2 

博士班 中文七 黃詣庭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金 109-2 

博士班 中文二 林梧衛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趙宇賀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四 桑 柔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金 109-2 

學士班 中文二Ａ 郭湘琳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學士班 中文二Ｂ 林以婷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學士班 中文二Ｂ 江珮妤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學士班 中文二Ｂ 陳隆琦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學士班 中文二Ｂ 陳芸芃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博士班 中文二 林梧衛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博士班 中文二 許晉溢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博士班 中文三 林思玲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博士班 中文三 陳瑀凡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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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 系級 姓名 獎助學金名稱 學年-學期 

博士班 中文三 謝 顥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博士班 中文三 蔡曉銘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洪穫鈞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葉珊珊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林昱汛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羅凱瀚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涂瀞尹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陳泳劭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黃筠喬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黃柏勳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碩士班 中文二 趙宇賀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 109-2 

碩士班 中文三 艾 雯 教育部台灣獎學金 109-2 

學士班 中文三Ｂ 張子宸 新竹市清寒優秀學生獎學金 109-2 

博士班 中文三 謝 顥 僑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金 109-2 

碩士班 中文四 王若楠 僑委員會受理捐贈僑生獎助學金 109-2 

學士班 中文四Ａ 黃品軒 學產基金低收入戶學生助學金 109-2 

學士班 中文四Ｂ 鍾富濬 學產基金低收入戶學生助學金 109-2 

學士班 中文四Ｂ 陳香羽 蕭繼宗教授暨蕭張宗毓女士紀念獎學金 109-2 

★ 校內文學獎獲獎情形 

學制 系級 姓名 獎項／競賽名稱 獎別 

碩士班  趙鴻祐 109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新詩組） 銀質獎 

碩士班  涂瀞尹 109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銀質獎 

碩士班  趙宇賀 109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佳作獎 

碩士班  王信文 109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佳作獎 

碩士班  王仁劭 109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散文組） 佳作獎 

學士班  李冠玟 109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新詩組） 佳作獎 

學士班  洪銓岑 109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新詩組） 佳作獎 

學士班  鍾曉晴 109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新詩組） 佳作獎 

學士班  陳美瑜 109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小說組） 銀質獎 

學士班  陳蔚謙 109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小說組） 銅質獎 

學士班  徐羽岑 109 學年度東海文學獎（小說組） 佳作獎 

 



23 

★ 校外獲獎與補助情形 

學制 系級 姓名 獎項／競賽名稱 獎別 

學士班 中文二 A 余冠廷 
109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射箭一般女子團體組） 
第五名 

學士班 中文一 B 沈誠哲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9 學年度籃球運動

聯賽（預賽第三區 A組） 
第四名 

碩士班 中文一 王信文 
110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學生組短篇小說） 
優選 

碩士班 中文一 羅凱瀚 
110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學生組散文） 
佳作 

碩士班 中文二 王仁劭 
110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學生組短篇小說） 
佳作 

碩士班 中文二 王仁劭 
2021 年吳濁流文學獎 

（短篇小說） 
參獎 

碩士班 中文三 賴盈璋 
第 37 屆中興湖文學獎 

（散文組） 
第三名 

碩士班 中文四 賴盈璋 110 年度文化部青年創作獎補助 15 萬元 

碩士班 中文四 趙鴻祐 
110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學生組短篇小說） 
優選 

碩士班 中文四 高博倫 110 年度文化部青年創作獎補助 20 萬元 

碩士班 中文四 林牧民 
第 37 屆中興湖文學獎 

（小說組） 
第二名 

碩士班 中文四 王騰慶 
第十七屆全國臺灣文學研究生學術研討

會優秀論文獎：優選獎 
優選 

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年度 
系級 

姓名 
內容 

110 
中文四 B 

楊珮琪 

計畫名稱：多彩多姿：盛唐邊塞詩與田園詩的顏色詞比較 

計畫編號：110-2813-C-029-042-H 

成果報告：無電子檔 

執行起迄：2021/07/01~2022/02/28 

指導教授：周玟慧 

核定金額：48,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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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系級 

姓名 
內容 

110 
中文三 B 

蘇筠喬 

計畫名稱：失語的寫作者：論賴香吟小說的溝通處境及轉變 

計畫編號：110-2813-C-029-052-H 

成果報告：無電子檔 

執行起迄：2021/07/01~2022/02/28 

指導教授：劉淑貞 

核定金額：48,000 元 

110 
中文三 A 

許嘉展 

計畫名稱：韋政通論孔子之詮釋─當代儒學「人間性」詮釋 

計畫編號：110-2813-C-029-051-H 

成果報告：無電子檔 

執行起迄：2021/07/01~2022/02/28 

指導教授：黃繼立 

核定金額：48,000 元 

110 
中文三 B 

陳美瑜 

計畫名稱：日治時期臺灣園林與文人之文化意識——以陋園、

萊園為討論對象 

計畫編號：110-2813-C-029-053-H 

成果報告：無電子檔 

執行起迄：2021/07/01~2022/02/28 

指導教授：朱衣仙 

核定金額：48,000 元 

出席國際會議情形 

序號 班別 姓名 論文題目 研討會名稱 

1 博 柯維盈 
運用機器學習進行甲骨分

類的測試 

智慧人本與教育創新教學

學術研討會（2021.5.1） 

2 博 黃郁婷 

事件型成語的視角凝聚與

注意力轉移 

第六屆漢語作為第二語言

研究國際研討會

（2021.7.30-2021.8.1） 

3 博 左家綸 

甲骨文 與奏字的流變

與異同 

澳門漢字學會第七屆年會

暨趙誠先生米壽座談會

（2021.3.27） 

4 博 左家綸 

甲骨文 字字形用法考辨 第三十二屆中國文字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

（2021.5.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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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班別 姓名 論文題目 研討會名稱 

5 博 黃詣庭 

北靜王論 通識教育暨人文精神教學

學術研討會

（2020.10.30） 

6 博 黃詣庭 

凝視、越界與換位──論

莒哈絲《情人》中的性別

／權力語境 

第 16屆有鳳初鳴全國研

究生論文發表會

（2021.4.22） 

7 博 黃詣庭 

新編京劇中的性／別解構

敘事──以國光劇團《狐

仙故事》為例 

第八屆通識教育中心學術

研討會（2021.4.30） 

8 博 謝 顥 

甲骨文英文翻譯初探－以

《丙編》二位漢學家祭祀

用語譯文爲例 

第 16屆有鳳初鳴全國研

究生論文發表會

（2021.4.22） 

9 博 謝 顥 

論「乎」與「兮」在字書

編排系統 

第十一屆東海大學文史哲

三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2021.4.22） 

10 博 林梧衛 
商禽詩作中「變形」美學

之探析 

第八屆通識教育中心學術

研討會（2021.4.30） 

11 博 許晉溢 

毓老師四書講義整理調整

及其講學特色 

第三屆夏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暨毓老師逝世十週年紀

念會

（2021.3.20~2021.3.21） 

12 博 許晉溢 

林亨泰詩觀的建立及其八

○年代政治詩的關懷 

第十一屆東海大學文史哲

三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2021.4.22） 

13 博 巫凱琳 

移動與回歸—論張文環

《滾地郎》的身分認同與

空間美學 

第十一屆東海大學文史哲

三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2021.4.22） 

14 碩 王騰慶 

情之所「鐘」──論秦鐘

對賈寶玉的心理揭示 

第五十六屆中區中文所碩

博士生論文研討會

（2020.10.24） 

15 碩 蕭崇聖 
現代流行詩歌中的《詩

經》接受 

活潑《詩經》與現代生活

學術研討會（2021.8.4） 

16 碩 賴盈璋 

從文學到劇本：談改編，

以新世紀福爾摩斯為例 

第十一屆東海大學文史哲

三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2021.4.22） 

17 碩 桑 柔 
當代戲曲對家國價值與個

人情感的詮釋─以《西施

第五十六屆中區中文所碩

博士生論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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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班別 姓名 論文題目 研討會名稱 

歸越》與《半世英雄．李

陵》為例 

（2020.10.24） 

18 碩 鄭晞彤 

文化工業下台灣華語樂壇

的「中國風」現象探析—

以周杰倫作品為例 

第十一屆東海大學文史哲

三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2021.4.22） 

19 碩 吳婉盈 

性別與倫理的重新定義—

周慧玲《少年金釵男孟

母》的當代詮釋 

第十一屆東海大學文史哲

三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2021.4.22） 

20 碩 林素素 

論嵇康的形神思想對顧愷

之「傳神論」的影響 

第十一屆東海大學文史哲

三系研究生論文聯合發表

會（2021.4.22） 

發表期刊論文 

序號 班別 姓名 論文題目 期刊論文名稱 

1 博 
柯維盈 

(共同作者) 

殷商曆法月首諸說平議 《古今論衡》第 35 期 

2 博 
柯維盈 

(共同作者) 

Micro-Raman. 

spectroscopy of Shang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Volume 37, 

June 2021, 102910） 

3 博 黃詣庭 
論《紅樓夢》中的「仙

鄉」：太虛幻境 

《弘光人文社會學報》 

第 24期 

4 博 謝 顥 

English Translation about 

Late Shang's 

Commemorate and 

Rewarding Bronze 

Inscription（晚商賞賜與

紀念性青銅器銘文英文翻

譯） 

《弘光人文社會學報》 

第 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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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專書與專書論文 

序號 姓名 班別 書名 出版年/月 出版單位 

1 
柯維盈 

(共同作者) 
博 

〈甲骨刻辭填色的拉曼光

譜分析〉，《甲骨文與殷商

史》新十輯，頁 458-

474。 

2020/11 
上海古籍出

版社 

2 左家綸 博 

〈甲骨文 字字形用法考

辨〉，《第三十二屆中國文

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集》，頁 287-302。 

2021/05 

國立臺北教

育大學、中

國文字學會 

3 許晉溢 博 毓老師講《孫子》 2021/02 奉元出版社 

4 高博倫 碩 其實應該是壞掉了 2020/08 印刻出版社 

發表文學創作 

序號 姓名 班別 發表作品 發表刊物 出版年/月 

1 黃詣庭 博 寂寞之井 幼獅文藝 2020/09 

2 黃詣庭 博 我們鮮少如此旁觀愛情 幼獅文藝 2020/11 

3 高博倫 碩 比宇宙還近，比宇宙還暗 幼獅文藝 2020/09 

學生取得證照情形 

序號 姓名 班別 證書種類 證書等級 發證地區 

1 李昀蓁(畢)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2 成如涵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3 林君葦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4 程浚維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5 丁琪臻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6 王偉碩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7 劉晴茹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8 周翔偉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9 林怡均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10 李育嫻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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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班別 證書種類 證書等級 發證地區 

11 楊喻晴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12 宋家宏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13 陳香羽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14 李威德 學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15 羅玉媺 碩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16 蕭仁皓(畢) 碩 教師證書 中等學校 臺灣 

學生實習 

實習年度 姓名 班級 實習機構 實習課名 指導老師 

109-1 

蔡鎔輿 中文四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陳香羽 中文四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許承惠 中文四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109-2 

嵇運宣 中文四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許瑜珊 中文四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詹韻蓉 中文四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梁雅琪 中文三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陳育萱 中文三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陸汶琪 中文三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周玟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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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年度 姓名 班級 實習機構 實習課名 指導老師 

學 

林泥采 中文三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張廖采靖 中文三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曹玉鳳 中文三 
台中市私立千樹成

林作文短期補習班 

校外實習- 

創意寫作教

學 

周玟慧 

學生畢業成果展演或其他展演活動 

學制 系級 姓名 展演活動名稱 團隊名稱 

學士班 中文四 B 黃銘樟 

《太初之光》KSO‧林品

任 x馬勒‧復活 

（2021.5.9） 

東海大學音樂系聖樂團 

碩士班 

中文四 

中文一 

中文一 

中文一 

中文一 

高博倫 

黃柏勳 

趙宇賀 

陳泳劭 

羅凱瀚 

東海詩劇場〈魚隙〉期末

展演暨讀劇會 

（2021.1.18） 

東海詩劇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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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海詩劇場】 

東海詩劇場的誕生，是一場正在創造和發生的文學運動。文學創作者從文字出

發，透過「行動」的動態參與，重新思考自身與文字，發覺「詩」的同時，也

藉由身體的行動考驗習慣文字工作的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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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學會活動 

★ 第 65屆中文系系學會幹部名單 

名稱 姓名 系級 

會 長 謝佳彤 中文系 2B 

副會長 賴郁臻 中文系 2A 

執行秘書 江昱臻 中文系 2B 

總 務 謝春香 中文系 2A 

活動長 薛佩榕 中文系 2A 

育樂組 

陳奕維 中文系 2A 

沈書霆 中文系 2B 

黃嘉妤 中文系 2A 

美宣長 謝佳雯 中文系 3A 

器 材 甘鈺銘 中文系 2A 

顧 問 
洪銓岑 中文系 3A 

許嘉展 中文系 3A 

★ 109學年度系學會主辦／協辦活動 

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1 
2020.09.01（二）至 

2020.09.08（二） 
新生搬宿 

2 2020.09.09（三） 大學入門（學系時間） 

3 
2020.09.26（六）至 

2020.09.27（日） 
系露 

4 2020.10.07（三） 電影欣賞日 

5 2020.10.20（二） 制服之夜 

6 2020.11.02（一） 運動會 

7 2020.11.16（一） 作家講座 

8 
2020.12.01（二）至 

2020.12.21（一） 
明信片詩展 

9 2020.12.21（一） 耶誕晚會 

10 2020.12.28（一） 期末進補 

11 2021.03.02（二） 期初會長大會 

12 2021.03.09（二） 期初社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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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日期 活動名稱 

13 
2021.03.22（一）至 

2021.03.26（五） 
文院週 

14 2021.04.01（四） 期中進補 

15 2021.05.06（四） 第 66屆正副會長選舉日 

16 2021.05.10（二） 中文之夜 

17 
2021.05.30（日）至 

2021.06.09（三） 
第 66屆正副會長補選報名 

18 2021.06.13（日） 第 66屆正副會長補選投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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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計畫暨產學成果 

研究計畫 

序號 
合作廠商或 

機構名稱 
計畫內容 

1 科技部 

主持教師：李忠達 

計畫名稱：李道純丹禪會通思想的形成與後繼 

內容摘要：李道純是元代著名的內丹家。不過，他的思想受到

禪宗很多的影響，形成一種兼容內丹與禪宗的特殊

學風。李道純平日傳授門人，經常用禪宗公案機鋒

的方式進行指導；他曾撰寫過《道德會元》《道德

心要》兩部著作，都援用了許多禪宗的觀念來詮釋

《老子》。李道純的弟子苗善時撰寫《玄教大公

案》一書，對禪宗思想的應用更為廣泛。儘管目前

學界已經認識到李道純和苗善時有融通道、釋的傾

向，但是對他們接觸過那些禪宗典籍，如何在自己

的內丹修煉中加入禪宗的觀念，還需要更進一步的

研究。本計畫以李道純和苗善時的思想為核心，探

究此一丹派的學風如何形成，並重新反省弟子建構

李道純師承系譜時，如何描繪出整個丹派的道統，

深刻的改變了後人對李道純形象的認識。 

起訖年月：2020.08.01～2021.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570,000 元 

2 

科技部自由

型擴充加值

(add-on)國

際合作研究

計畫 

主持教師：陳筱琪 

計畫名稱：從韓國漢字音寒桓二韻層次異讀論中原音韻桓歡韻

的構擬 

內容摘要：本研究計畫為 10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論《中原音

韻》桓歡韻的語音基礎及漢語音韻史之流變」擴充

之自由型擴充加值(add-on)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本計畫與釜山大學中文系申祐先教授及其團隊合

作，在原計畫基礎下，引入韓國漢字讀音及朝鮮史

料，延伸討論元朝《中原音韻》桓歡韻的設立基

礎、語音根據及漢語演變等問題。 

起訖年月：2020.03.01～2020.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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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合作廠商或 

機構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經費：新台幣 76,000 元 

3 教育部 

主持教師：高禎臨 

計畫名稱：我們都是劇中人－戲劇教學的跨域合作 

內容摘要：這個計畫將以「戲劇設計」這門課為教學研究對

象，進行針對「跨領域教學」與「跨科系學習」兩

個面向的課堂觀察與分析討論。本課程由文學與美

術兩個科系的教師進行合授，修課學生則來自各種

不同學系。教學過程裡將透過讓學生進行跨科系分

組的方式來執行戲劇設計的構想與創作，教師之間

則分別並共同提供劇本、劇場、視覺與策展等不同

專業知識的教授與建議；課程在最後將以策展的形

式展現教學與學習成果。而本研究將觀察、分析與

討論這門課從最初的跨領域磨合與最後的實現與成

效，包括過程中產生的教學困難以及解決方式。這

個研究計畫除了是一個對於「跨領域合作」教學方

式的案例觀察，也希望提供大學在戲劇領域的教學

上另一種可能的嘗試方向。 

起訖年月：2020.08.01～2021.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200,000 元 

4 科技部 

主持教師：高禎臨 

計畫名稱：都市再生行動學院－社群與社區協力下的都市再造

與社會創新(3/3) 

內容摘要：本計畫以東海大學面對的城鄉發展經驗為基礎，帶

領學生走出校園，以台中舊市區（中區）作為關注

和實作的場域，參與計畫的師生們實際體會、調查

台中都市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各種空間與社會議

題，進而以議題導 向和行動學習的方式，引導學

生整合社會資源提出構想，並付諸於實驗性的嘗試

與實踐，希望從中累積研究與創作的素材，作為在

地持續經營發展的基礎。計畫預計以東海大學師生

團隊的在地進駐，組織關心各類議題的在校社群，

結 合舊市區在地社群與社區的資源，以修復式的

都市再生觀點與行動，凝聚整合師生們的教學與研

究，作為地區再生與知識經濟的發動機，共同來解

決都市擴張下舊市區空洞化的問題。 

起訖年月：2018.08.01～2021.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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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合作廠商或 

機構名稱 
計畫內容 

計畫經費：新台幣 21,000,000 元 

5 科技部 

主持教師：黃繼立 

計畫名稱：儒家性格的「發生」：徐復觀論孔、孟手稿及批注

本之研究 

內容摘要：本專題研究計畫名為「儒家性格的『發生』：徐復

觀論孔、孟手稿及批注本之研究」。其性質是以徐

復觀手稿和相關批注書籍為核心，對現代儒學所進

行的系列研究。 

徐復觀是當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也是中國思想史

研究的大師，更是一代政論名家。作為新儒家學

者，他對於儒家的性格和精神，有著深刻且獨特的

理解。在這個研究裡，申請人將嘗試以東海大學圖

書館典藏的徐復觀手稿及藏書為材料，就其中關於

孔子、孟子的評論為主題，在「文本發生學」

（Genetic Criticism）與思想史研究法的相互運用

上，探討徐復觀在閱讀孔子、孟子思想時的聚焦

點。並從中探討他如何通過摘抄、札記、評注等活

動，形成對儒家精神和特質的洞見，以及如何藉由

《中國人性論史》、《中國藝術精神》等書的書寫，

發展對於孔子、孟子的見解。更進一步者，申請人

想順著徐復觀手稿和批注裡的線索，一面以其某些

關於儒學的著名說法為標的，如「憂患意識」、「形

而中學」、「心的文化」、「人文」、「禮樂」等說，探

究並討論其起源與變化。另一方面也試圖指出這批

資料裡，徐復觀曾思考過、卻未成形或有定論的構

想，以及順此開拓的可能性。 

申請人擬將本計畫的執行成果，發表於主題研討會

和專業期刊，以請學界留心此議題的進展。 

起訖年月：2020.08.01～2023.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1,578,000 元 

6 科技部 

主持教師：周玟慧 

計畫名稱：中古身體動詞詞彙語義網研究 

內容摘要：本計劃以中古身體動詞雙音組合為材料，研究詞彙

語義網絡，進而建立完整的語義場。此一時期漢語

由上古的綜合型轉為分析型，表現在詞彙上雙音組

合逐漸增多，尤其是並列組合更是較上古時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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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合作廠商或 

機構名稱 
計畫內容 

許多。其特點為雖然雙音組合的詞頻不高，但是組

合樣式非常多。正如研究上古音可藉由形聲字諧音

偏旁的音同音近關係歸納上古音韻系統。我們也可

以利用中古多樣的雙音組合，理出詞彙兩兩之同義

近義反義的語義關係。除了可以研究單詞的語義，

更可以系聯出所有身體動詞的詞彙語義網絡，而後

分析其中所有義位建構中古身體動詞的完整語義

場。 

起訖年月：2020.08.01～2021.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599,000 元 

7 
科技部 

人社中心 

主持教師：林香伶 

計畫名稱：《南社文學與文化研究網站》學術研究網站 

內容摘要：近年，「人文數位化」成為擴充學術研究視野的重

要途徑之一。緣此，人文學科與數位科技領域的連

結愈形緊密，文學與文化研究模式也逐漸與以往傳

統文本研究有別，藉由網站、資料庫與社群媒體等

不同的資訊媒介，提供研究者更多的發想可能與詮

釋途徑。在此，本計畫將南社（1909-1923）置放

在近代文化、歷史、文學、傳播、教育、政治、外

交等層面來看，實為一個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團體。

其成員逾千之多，知名者如柳亞子（1887-1958）、

高旭（1877-1925）、陳去病（1874-1933）、汪精衛

（1883-1944）等人，影響範圍相當深遠。再者，

1949 年後，部分成員（于右任、成舍我等）渡海

到臺灣，並於臺灣渡過晚年生活，對當時的教育、

文化風氣產生影響，與臺灣亦有一定程度上的關

聯。申請人從事南社研究多年，近年來傾力於南社

文獻（如《南社叢刻》、南社成員所創作的詩話）

的蒐集、分析工作已有相當成果。以詩話為例，目

前已經蒐集到將近 150 位南社成員的作品，整理

完成之文本字數量更高達一百五十萬字以上，其中

為申請人實際走訪各地（臺灣、中國）圖書館與學

術機構所得，亦得相關學者及南社後裔提供之利，

取材費時耗力，實為珍貴。本計畫研究基礎在於申

請人多人來已得之諸多文本資料及研究文獻，經由

網站及媒體社群的傳播與經營，提供南社研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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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合作廠商或 

機構名稱 
計畫內容 

資訊及與獻材料，亦可為尚未對南社進行關注的學

者，提供更直接便利的南社視角，擴充、補白近代

文學、文化、歷史等面向之研究視野，致使學術知

識更為普及，並促進與南社研究議題的互動交流，

擴增南社研究的學術能量。 

起訖年月：2020.01.01～2020.12.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230,000 元 

8 科技部 

主持教師：林香伶 

計畫名稱：從新南社、南社湘集到北山詩社——後南社／後五

四時代的文學轉化與回望現象之考察(2/3) 

內容摘要：南社（1909-1923）向來被視為晚清匯聚革命菁英

的社群，實際活動則集中於民國初年。1917 年

後，南社內訌不斷，加上新文化運動與政治社會變

遷等影響而走入歷史，但餘響未歇。其中又以新南

社（1923-1924）、南社湘集（1924-1937）、北山詩

社（1924-1925）引發的「眾聲喧嘩」，最具研究價

值。 

本計畫為期三年。擬以縱向時序為經，並時性文化

空間為緯，針對新南社、南社湘集、北山詩社與舊

南社的區隔與連結，追步新文化運動的態度、回望

古典文學的歷史情結，以及社員的互動、跨足，文

學觀的交叠與歧出等面向研究，期以建構「後南社

史」。南社解體後，上海、長沙、香港等地的舊南

社社員尋找異質空間、建置文化記憶，得以聚合共

時維度與集體認同。在後五四文學依舊彷徨的年

代，表明自身的文學立場、凝聚新的地方視野等民

初社群整合與分殊之現象，實不容小覷。研究規劃

概述如下： 

第一年：以新南社為主體，探查其創作轉向。1923

年，新南社為應和新文化運動在上海成立，1924

年 5 月出版「白話」的《新南社社刊》。高達三分

之一的舊南社社員與新加入的成員，必須調節「引

納新潮」和「整理國學」；新文學作家劉大白、沈

雁冰等人入社，以及《新黎里》、《新同里》、《新周

莊》等報刊在蘇州一帶刊行，對新、舊南社文學心

態與情感結構亦產生撼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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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合作廠商或 

機構名稱 
計畫內容 

第二年：探究南社湘集與舊南社、新南社，和新文

化運動之關係。陳去病、余十眉、姚光等人跨足

新、舊南社和湘集，他們與社友的文學意見如何取

得平衡？南社湘集以「保存南社舊觀」名義成立，

社刊《南社湘集》「均以文言為準」；但傅熊湘與胡

適交情匪淺，曾合作編輯《競業旬報》，傅氏對新

文學、新文化運動的看法，尚待勘察。透過三劉

（劉鵬年、劉約真、劉今希）、双田（田興奎、田

名瑜）、湘中五子（傅熊湘、謝晉、姚大慈、姚大

願、崔師貫）等核心社員的考察，可見湘集建構的

異質空間與文化記憶。 

第三年：考察南社湘集與北山詩社之關係。《南社

湘集》記載北山詩社的雅集活動，在香港舉行四次

雅集；北山詩社是香港百年來的最大詩社，成立時

間與湘集接近，北山堂更是兩社在香港雅集時的

「最愛」。而蔡守、鄧爾雅、崔師貫、勞緯孟等人

跨足兩個社群，透過組織架構、報刊發表（《長沙

日報》與《華字日報》）、社員互往，以考察故國的

湖南與殖民地的香港（含廣州）所聚合的情感共同

體。 

起訖年月：2019.08.01～2022.07.31 

計畫經費：新台幣 19,106,000 元 

出席國際會議情形 

序號 姓名 性質 論文題目 研討會名稱 

1 朱岐祥 主持人  

第三十二屆中國文字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1.05.21-22） 

2 朱岐祥 討論人 
談甲骨卜辭「戎」字之

句型與義項 

第三十二屆中國文字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1.05.21-22） 

3 周玟慧 
主持人 

講評人 

華語文課程之詩歌教學

─以七夕及中秋節慶文

化為例 

第六屆全球華語文教育

論壇─疫情下的華語文

教學研究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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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性質 論文題目 研討會名稱 

4 

從 Linggle 看近義詞

「破」與「裂」的語法

特點 

（2021.06.26） 

5 
漢語顏色詞的隱喻分析

及教學運用─以紅為例 

6 
華語教學課堂詞彙辨析

─以長城為例 

7 陳筱琪 討論人 
中古山攝字在閩西連城

方言的音韻演變 

2020 第十八屆國際暨第

三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

術研討會（2020.11.28-

29） 

辦理國內／國際研討會 

本系「中華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系列」會議自首次辦理至 2019 年已

累計辦理 25次會議，近五年辦理研討會包含： 

古典文學新視境界學術研討會（2016.04.23） 

文學‧思想‧藝術─徐復觀先生學術論壇（2016.12.03） 

易地而處：文學的跨域、移植與再生學術研討會（2017.11.11） 

龍宇純先生學術研討會（2018.12.01） 

與時俱進─古典文學的傳承與新變學術研討會（2019.11.23） 

思想群組原預定於 109學年度辦理之「徐復觀先生與新儒家」學術論

壇，受 COVID-19 疫情影響暫緩籌備，擬順延至 110 學年度辦理。109 年

11 月 3 日召開群組會議，與近現代群組調換活動辦理次序，由近現代群

組優先於 110學年度承辦會議。 

  



40 

發表研討會論文 

序號 姓名 性質 論文題目 研討會名稱 

1 朱岐祥 發表人 

談編撰古漢字資料庫的

疑慮一判別傳世青銅器

銘真偽的方法 

澳門漢字學會第七屆年

會暨趙誠先生米壽座談

會（2021.03.27） 

2 朱岐祥 發表人 
逸周書彙校集注與清華

大學藏戰國竹簡 

第三十二屆中國文字學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21.05.21-22） 

3 
高禎臨 

蔡奇璋 
發表人 

日常生活的藝術展演─

城市故事櫃的社會行動

意義 

2020 新實踐暨臺日大學

聯盟「地方連結與社會

實踐」國際研討會

（2020.09.10） 

4 高禎臨 發表人 
我們都是劇中人─戲劇

的跨域合作與藝術設計 

2021 教學創新示範學校

國際研討會

（2021.05.28） 

5 陳筱琪 發表人 
論《切韻》寒桓二韻在

江淮官話中的分合 

2020 年度韓國中國語言

學會春季大會

（2020.08） 

6 陳筱琪 發表人 
桓歡韻字在江淮官話及

晉語中的音讀韻比較 

2020 第十八屆國際暨第

三十八屆全國聲韻學學

術研討會（2020.11.28-

29） 

7 李忠達 發表人 
《周易時論合編》律學

中的象數思維 

第七屆中國文化研究青

年學者論壇─智識網絡

與知識生產：再繪中國

研究（2021.05.27-28） 

發表期刊論文 

序號 姓名 論文題目 期刊論文名稱 

1 朱衣仙 
李渝〈江行初雪〉的園林意象

與美學施為 

東海中文學報，41，117-146，

2021 年 6月。 

2 阮美慧 
我是被遴選出來的詩人－紀念

陳千武先生百歲冥誕 

臺灣現代詩，66，74-76，2021

年 6月。 

3 陳慶元 魏晉時期玄言詩贈答創作意向 中國學術年刊，4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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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姓名 論文題目 期刊論文名稱 

析論 83，2021年 3月。 

4 高禎臨 

等待救贖或自我救贖－當代傳

奇劇場《等待果陀》的文化轉

譯 

東海中文學報，40，97-142，

2020 年 12 月。 

5 高禎臨 
不安於室／是：明清女性劇作

的空間出走與性別越界 

戲劇研究，28 期，37-69，

2021 年 7月。 

6 郭章裕 
從《文心雕龍．史傳》論史學

之於文學的意義 

東海中文學報，41，1-34，

2021 年 6月。 

7 鍾曉峰 
散人與放翁：論陸游的自我觀

念與自我書寫 

中國學術年刊，42（2），85-

110，2020 年 9月。 

8 李忠達 
林兆恩九序心法對內丹學傳統

的承繼 

師大學報，65（2），67-97，

2020 年 9月。 

出版專書與專書論文 

序號 姓名 書名 出版年/月 出版單位 

1 李忠達 

〈李道純內丹集團的儀式、口傳活

動與文本編纂－以《清庵瑩蟾子語

錄》為核心〉，謝世維、方韻慈主

編《遊真贊道：道教研究的新視

域》（文化卷）（ 233-286 頁）

（ISBN：9789571733135） 

2021/07 
台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 

4 

蔡振豐 

李忠達 

魏千鈞 

周易時論合編校注 

（ISBN：978-957-17-2327-3） 
2021/01 

台北：新文

豐出版公司 

展演活動 

★ 演講 

序號 教師 演講主題 時間 地點 

1 林香伶 歪讀正著？古文創意閱讀法 2020.11.02 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系 

2 林香伶 國寫向前行 2020.11.19 桃園市立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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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教師 演講主題 時間 地點 

高級中等學校 

3 林香伶 國寫向前行 2 2020.11.19 林口康橋國際

學校 

4 黃繼立 「靜坐」與「致良知」：走出

「神秘生理學」的王陽明 

2020.11.27 中央大學哲學

研究所 

5 陳筱琪 中華民國聲韻學學會 2021 年

聲韻學一日行──田野調查經

驗分享會 

2021.07.17 視訊會議 

6 林餘佐 追憶：現代哀悼詩中的抒情性 2021.04.13 淡江大學微光

詩社 

7 林餘佐 推移之悲哀：楊牧《時光命

題》中的生命思索 

2021.07.10 國家圖書館視

訊會議 

★ 藝術設計創作及展演 

序號 姓名 主題 時間 備註 

1 高禎臨、徐嘒壎 我們都是劇中人-重

現・劇場靈光 

2021.06 東海大學文學

院（文創學

程，「戲劇設

計」課程 

2 黎煥雄、蔡奇璋、

高禎臨、廖敏君等

師生 30人 

狂人教育－寺山修

司來訪 

2020.10 東海大學表演

藝術與創作碩

士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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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活動 

本系與南京大學文學院為進一步加深兩院系在學術交流方面長期、

良好的互動關係，經雙方協商，簽署「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與南京大學

文學院教師進行學術交流協議」。依照此交流協議，雙方每年互派一名有

較高學術研究和教學水準、具有教授或副教授直稱的教師，為對方進行

短期客座講學。近三年本系派往南京大學文學院的教師包含：周玟慧老

師（106 學年度）、阮美慧老師（107 學年度）、周芬伶老師（108 學年度）；

南京大學文學院應邀來校的教師則為：吳俊老師（106 學年度）、董曉老

師（107 學年度）、俞士玲老師（108 學年度）。 

惜因 COVID-19 疫情突起，基於防疫需求與人身安危考量，108 學年

度原訂定交流行程臨時取消；而後因疫情持續肆虐，自 109學年度起暫緩

互派教師進行實質交流。 

本校文學院與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亦簽訂了互派教師

進行學術交流之協定。由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依序派出具有教授或

副教授直稱的教師前往華東師範大學為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開設專業課

程，該院亦將每年派出一名有較高學術研究和教學水準的教授或副教授

來訪並進行短期講學。近三年本校文學院派出的教師包含：歷史系張榮

芳老師（2016 年 4月）、哲學系蔡家和老師（2017年 12月）、中文系林香

伶老師（2018 年 10-11 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應邀來訪的教師則有：

中文系朱惠國老師（2016年 3月）、歷史系包詩卿老師（2017年 12月）、

哲學系劉梁劍老師（2018 年 9-10 月）、中文系彭國忠老師（2019 年 4 月）。

這部分的交流在 COVID-19疫情爆發後，暫時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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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閃亮學長姐回娘家 

從很多方面來看，2020 年並不是一個美好的一年。全球疫情肆虐，

並且時不時地便有噩耗傳出。在這樣的一年裡，世界變得破碎，對於當

下的時間充滿著大量的不確定及恐慌。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變得遙遠，相

聚及見面這些在往日能夠輕易完成的事都變得極為困難。 

但在這樣的一年裡，卻仍然有美好的事情發生。在 10 月的尾巴，已

經畢業了 40年的，東海大學中文系第 22屆的系友們，回娘家了。當天，

除了帶學長姐們參觀中文系的辦公及研究環境外，系上也特別安排了一

個活動。系主任繼立老師、慶元老師、衣仙老師以及助教們和學會的同

學一同在系圖二這樣一個裝潢溫馨，有如家一般溫暖的空間裡，歡迎學

長姐們的回來。為了讓學長姐們重溫大學時代的回憶，蕭崇聖同學及陳

慶元老師更是為學長姐們獻唱了一首《閃亮的日子》。這首《閃亮的日子》

不僅僅是學長姐們的班歌，更是乘載了他們大學四年滿滿的回憶。在學

長姐們跟隨著吉他的旋律一同輕輕地哼著時，他們也走入了一條時光隧

道，在隧道裡，是過往大學生活中的歡笑及淚水。待到曲子唱畢時，每

一位學長姊都彷彿不在當下的所在，那一刻，他們依然與大家身處共同

空間。但他們抵達了東海校園裡的每一處，那些他們過往曾走過的軌跡，

再度的，回到了那裡。 

 

蕭崇聖同學及陳慶

元老師為大家獻唱

一 首 《 閃 亮 的 日

子》，22 屆系友素華

學姐也一同加入演

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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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會的會長劉榮賢老師在上課途中仍然不忘來歡迎學長姐們的到

來，在這座校園裡，有太多太多的事物連結著彼此，只要稍稍一提起，

便是滿滿的回憶。 

余香青及傅蒨雯學姊帶著大家一同回憶當年他們曾經一起完成過的

許多「創舉」，像是中文系每年都會舉辦的盛大活動—中文週，便是自 22

屆開始辦起。而他們更曾經向省政府租借古裝，舉辦了史無前例的「歷

代服飾展」的活動，由系上帥氣貌美的學長學姊們穿上歷朝歷代的服裝，

向大家展示古裝之美。這些非常有創意及創新的活動，都是學長姐們大

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們在東海，在中文系得到了很多美好及

寶貴的經驗，他們深深的愛著東海中文系。而愛的美好之處在於分享，

他們也希望學弟妹們也能在系上留下非常美好的回憶。因此學長姐們替

系上帶來了一份寶貴的禮物，他們慷慨的捐贈了 12 萬元給系上，期望系

上能運用這筆資源，替所有的學弟妹們帶來更好的學習體驗，讓中文系

的大家都能夠擁有一份美好的大學回憶。 

 

余香青及傅蒨雯學

姊向大家分享大學

生活點滴。 

 

學長姐們帶來的禮物不僅如此，曾任 22 屆系學會會長的吳再嵇學長

更是宣布加碼捐贈 3萬元給中文學會。學長姐們深知系學會在辦理活動上

時常會有經費不足的問題，並且學會在籌備活動時會使用到的討論空間

「文學寫作中心」也因為多年的使用而導致部分器材陳舊，不堪使用。

因此，學長姐們希望能讓學會好好的運用這筆經費，整修「文學寫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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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以及運用這些資源辦出更多有意義及豐富的活動。 

 

系主任黃繼立老師

代 表 接 受 系 友 捐

款。 

 

學會也與系辦討論出一個「文學寫作中心空間改善計畫」，由系辦助

教韓詩穎學姊向大家報告計畫內容。除了對於空間的設計有縝密的規劃

以外，計畫內容也呈現出未來學會將會如何運用這個空間。學會及系辦

希望以這份完整的計劃讓學長姐們知道，他們不會辜負學長姐們的美意，

必然會攜手讓中文系的大家都能夠擁有更多更好的資源及體驗。 

 

系學會長謝佳彤代

表接受系友捐款。 

 

學會為了向學長姐們表達感謝之意，更準備了一首民歌表演。在會

長謝佳彤的領導下，學會同學一同唱了一首《讓我們看雲去》給學長姐

們聽。就像歌詞裡所欲表達的，青春時光不應辜負，學長姐們沒有辜負

自己的青春，他們肆意揮灑而無保留，譜出既閃亮又美好的歌曲。而學

會的學弟妹們也會承襲學長姐們的精神，使自己的大學生活豐富而不留

白，並且將這樣的精神傳遞給系上的每一位同學。學會的同學們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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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好好使用新的空間，好好珍惜及呵護，並且利用它舉辦出更多有意義

的活動，替中文系的同學們創造出更多值得被好好收藏的回憶。 

 

韓詩穎學姊向大

家報告「文學寫

作中心」空間改

善計畫。 

 

2020 年世界忽然走進了一條隧道，隧道漆黑漫長，不知道還要過多

久才能夠抵達出口。在隧道裡人們看不到彼此，只能獨自默默地走著。

大家都朝著眼前的小光點前進，走著走著，便聚集在了一起。這是最難

得的一件事情，即便被災厄苦難環伺，但畢業了 40 年的學長姐們卻能夠

與 40 年後在學的同學們相聚於一個空間裡面，彼此分享著屬於自己與大

家的大學回憶，替漆黑的隧道以及即將來臨的，寒冷的冬，帶來陣陣的

溫暖。即便接下來依然有一段隧道的路要行走，也不會使人感到孤單了。 

 

學會同學演唱《讓我們看

雲去》，表達對學長姊的感

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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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屆東海中文系畢

業 40 週年閃亮學同學

會圓滿完成。 

 

在活動的最後，系上準備了一份伴手禮給每一位學長姐們。那是來

自於東海的伴手禮，裡面除了有印有東海大學風景的明信片以外，更有

一顆東海大學的松果。希望學長姐們能帶著這一小部分的東海大學，在

未來的每一天都能夠感受到東海大學及中文系的陪伴，以及能想起自己

曾經閃亮的大學歲月，在未來的日子裡，依然閃閃發亮。 

 

 

屬於東海的伴手

禮，東海的風景

明信片、原木原

子筆及松果。帶

著 東 海 的 一 部

份，做永遠的東

海中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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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艱困的 2020 年，只要我們還能聚在一起，便可以一起看雲去，

一起過著閃亮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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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文學寫作中心」啟用儀式 

第 22屆學長姐捐款改善「文學寫作中心」，經過設計團隊精心規劃及

施工後，於 109 年 12 月 1 日正式啟用。邀請第 22 屆系友代表張素華學

姐、黃繼立主任、中文學會代表一同進行啟用儀式。 

  

黃繼立主任致感謝詞         參觀改善後的空間 

  

向素華學姐報告空間配置的構思 

 

素華學姐宣布「文學寫作中心」正式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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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第 22屆學長姐捐款改善「文學寫作中心」，提供中文系師生優質空間。 

 

「文學寫作中心」原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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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發展 

★ 109學年度畢業生流向（學士班） 

1. 畢業後狀況 

 
 

2. 目前工作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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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就業原因 

 

 

4. 現在工作職業類型為何？ 

 

 

5. 畢業後花多久時間找到第 1份工作？（僅畢業滿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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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畢業後至今，是否曾經轉換過公司?（僅畢業滿 3年） 

 

 

7.主要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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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畢業生流向（碩士班） 

1. 畢業後狀況 

 

 

2. 目前工作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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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就業原因 

 

 

4. 現在工作職業類型 

 
 

5. 畢業後花多久時間找到第 1份工作？（僅畢業滿 1年） 

 

 

  



57 

6. 畢業後至今，是否曾經轉換過公司?（僅畢業滿 3年） 

 
 

7. 主要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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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學年度畢業生流向（博士班） 

1. 畢業後狀況 

 
 

2. 目前工作狀況 

 
 

  



59 

3. 未就業原因 

 
 

4. 現在工作職業類型 

 
 

5. 畢業後花多久時間找到第 1份工作？（僅畢業滿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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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畢業後至今，是否曾經轉換過公司？（僅畢業滿 3年） 

 

 

7. 主要工作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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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流向─學習反饋 

1. 所具備的專業能力與工作所要求的相符程度為何？（僅畢業滿

1年、滿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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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所的專業訓練課程，對目前工作的幫助程度？（僅畢業滿 5

年） 

 

 

 

3. 對工作整體滿意度？（僅畢業滿 1年、滿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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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作內容與專業訓練課程，相符程度？（僅畢業滿 1年、滿 3

年） 

 

 

5. 在學期間哪些【學習經驗】對於現在的工作有所幫助？（複

選，至多 3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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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捐款芳名錄 

姓 名 捐款項目 指定用途 

王建生 
蕭繼宗教授暨蕭張宗毓 

女士紀念獎學金 
－ 

周芬伶 東海大學駐校作家 － 

第 22屆畢業系友 中文系發展基金 
「文學寫作中心」 

空間改善 

郭 儀 中文系發展基金 － 

游長霖 中文系發展基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