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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討會簡介 

  本次「第四屆國際青年學者中文文學與藝術研討會」與「第七屆青

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合併舉行，訂定主題為「漢字文化圈的中國語

言文學研究」，由韓國外國語大學 BK21 新韓中文化戰略事業團、韓國

外國語大學中國研究所、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學研究會、中國上海大學

中國文學系、中國上海外國語大學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教研部、中國同

濟大學中文系、中國雲南民族大學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研究所、香港

嶺南大學人文科學研究中心、臺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臺灣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臺灣中興大學臺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

究所聯合主辦，同時亦有中國華東師範大學及臺灣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

授與會共襄盛舉。會議日期為 2011 年 2 月 18 日至 21 日合共四天，根

據語言學及文學二類專業領域之區分，會議分別假韓國外國語大學大學

院 BRICS 禮堂及本館會議廳舉行。 

二、研討會側記 

  本次會議參與學校及相關人員甚多，2011 年 2 月 18 日分別由韓國

外國語大學教授及學員接待來自各校的與會人士，安排入住韓國外國語

大學國際學舍，並於 19 日研討會正式開始之前的當天晚間，由韓國外

國語大學中文系林大根教授主持，假韓國外國語大學大學院本館會議廳，

邀請本所陳國偉教授及上海大學中文系王光東教授進行專題演講，本所

陳國偉教授演講題目為〈知識移動與現代開化：台灣推理／偵探小說的

發展與進程〉。 

  2 月 19 日研討會當天上午於韓國外國語大學大學院 BRICS 禮堂，

由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韓在均教授主持開幕儀式，以韓國外國語大學

BK21 新韓中文化戰略事業團團長孟柱億教授的開幕詞揭開研討會序幕，

隨後由韓國外國語大學漢宇學院院長李永求教授，協同本所廖振富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鐘宗憲教授；臺灣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陳俊



光教授；香港嶺南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劉燕萍教授；上海大學中文系王光

東教授進行致詞，正式展開本次「第四屆國際青年學者中文文學與藝術

研討會暨第七屆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儀式結束，同時間分

為「漢語言文字學組」及「中國文學文化組」兩個組別，分別假韓國外

國語大學大學院 BRICS 禮堂及本館會議廳，於上午舉行各校教授的座

談討論，下午則以分組形式由研究生進行會議論文的發表。而於當天晚

間結束的研討會，閉幕式由韓國外國語大學大學院中文系林大根教授主

持，協同本所陳國偉教授；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朴宰雨教授；中國華

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臧克河教授；臺灣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研究所方麗娜

教授；中國上海外國語大學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教研部吳春相教授；中

國徐州師範大學留學生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周棉教授；香港嶺南大學中

文系黃淑嫻教授；中國浙江溫州大學中文系陳小碧教授進行致詞，宣告

本次會議圓滿落幕。 

  本次研討會匯集來自中國、香港、韓國及臺灣共八所學校語言學及

文學專業的各系所研究生，為數可觀的投稿論文在在展現出各國學生的

學術企圖心及學術視野，經嚴格審查最終選出 45 篇論文於本次會議進

行發表，會議現場於焉展開一場穿越國度界線的跨國、跨文化、跨領域

的思維碰撞與對話。以「漢字文化圈的中國語言文學研究」為會議主題，

整場會議於 2 月 19 日假兩個場地進行，主要議題涵蓋語言學、文學及

文化研究。以下將聚焦本所同學的發表論文，並概述各校同為文學文化

領域與會同學的論文。 

  

（一）各場次發表內容 

  

1.第一場 F 組 

主持人：朴宰雨教授（韓國 韓國外國語大學） 

  

   本所同學莊雅惠發表論文〈布袋戲的「偶像化」與「迷文化」－

以霹靂布袋戲「素還真」為討論對象〉，本文聚焦於臺灣當代流行文化

中具有特殊地位與意義的霹靂布袋戲，藉由霹靂布袋戲中的當家主角素

還真作為主要討論對象，分析布袋戲如何可能從臺灣傳統戲曲轉變為當

代流行文化中的一環：論文首先透過角色外在裝扮與內在性格的探討，

思考霹靂公司如何運用外在可見的裝扮對素還真進行偶像化塑造，其次

考察霹靂商業化運作模式，突顯偶像化過程中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重要



性，最後以霹靂與戲迷的互動關係為切入點，探討素還真作為異質偶像

如何可能產生。 

  香港嶺南大學人文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沈海燕同場次發表論文〈不

同的寫實態度──試論歐陽天與李晨風的《人海孤鴻》〉，從二十世紀

三 0 年代到五 0 年代作為主要的觀察時間點，探討政局變化下的香港文

化人與中國文壇產生了什麼樣的傳承與互動，並聚焦於報業、文藝、電

影界幾個領域進行觀察。隨後，韓國外國語大學中國研究所博士生金倫

辰發表論文〈文學韓流和翻譯〉，著眼二十世紀末期以降中國輸入並翻

譯韓國文學的中韓文學翻譯現象，以數據勾勒文學韓流現象的構圖，並

探討其背後的意義及需要關注的翻譯質量問題。 

  

2.第一場 H 組 

主持人：廖振富教授（臺灣 中興大學） 

  

  臺灣中興大學中文所博士生金儒農發表的〈台灣恐怖電影中科技空

間的恐懼生成：從《雙瞳》、《詭絲》看台灣的跨國恐懼想像〉意圖從

「恐怖電影」的越界或移植，參照日本恐怖片《七夜怪談》的傳播過程，

討論二十一世紀後的恐怖電影中，恐懼如何在臺灣本土生成，臺灣又如

何想像這種恐怖能夠傳遞出去臺灣。從而發現臺灣的兩部恐怖電影《雙

瞳》與《詭絲》都希望能夠靠著「科技」做為一種媒介，將恐懼跨國性

的傳遞出去，但每每也被科技的理性層面給平板化了屬於臺灣的本土性，

這便成了臺灣恐怖電影的未來主要挑戰課題之一。 

  香港嶺南大學的中文所博士生蕭欣浩發表〈中、港電影改編下的五

四思想─以《寒夜》中的曾樹生為例〉，其中他以巴金《寒夜》這個小

說文本的兩部改編電影為主——1955 年的香港李晨風導演版本與 1984

年的中國版本，深入探討其中的女主角曾樹生的形象差異。蕭欣浩以兩

個年代的地方社會背景為主，針對他們改編文本的不同側重處予以分析，

進而發現儘管有個作為底本的文學作品，但因為改編的人與社會現象不

同，也會有不同的情節編排；而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所博士生李赫發表

的〈蘇童會飛向哪裡—評蘇童的長篇小說《蛇為什麼會飛》〉則是從韓

國出版界、文學界、文化界對中國先鋒作家的受容談起，討論為何蘇童

的小說會受到韓國讀者的歡迎，同時，也針對蘇童的小說中現實主義的

轉向予以剖析，並由此出發與韓國的社會現象做一個比對式的分析。 

  



3.第二場 F 組 

主持人：陳國偉教授（臺灣 中興大學） 

  

  本所同學謝宜庭所發表〈從「國族鄉土」到「地方鄉土」—試論陳

淑瑤〈女兒井〉、〈流離〉中的澎湖書寫〉的論文，主要談陳淑瑤如何

書寫鄉土，在她的創作中書寫的鄉土風貌裡，是以她個人的出生地為出

發，回歸到自己成長與生活經驗的土地上，強調了土地與地方書寫。她

所書寫的鄉土並沒有表達對政治控訴，而是關注澎湖的地方發展與風土

人情的特殊風格。討論了男性與女性鄉土書寫差異，陳淑瑤在女性的鄉

土想像中，她不同於過去男性的大歷史敘事的寫法，反而以地方書寫提

供了鄉土文學的新思考，顛覆了傳統鄉土小說的創作與既有的美學知識

體系。 

  本所同學楊若慈所發表的論文〈台灣女性情慾的變形出口：閱讀 00

年後的 BL 言情小說〉，主要觀察對象為臺灣言情小說次類型的臺灣 BL

言情小說，探問 BL 小說以男男同性愛為主題，為何可以是 00 年代前半

期以變形樣貌成為推波助瀾使臺灣女性情慾得以檯面化的有力管道？

該論文指出 00 年後臺灣 BL 言情小說的蔚為風潮，大致上可視為女性對

常規異性戀的反動意識、以及對自身情慾的正視。 

  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碩士生徐榛發表論文〈探討韓人題材小說裡

的對韓認識與敘事特點—以 1919 年為起始〉，主要討論中國文學裡對

韓人的書寫，以歷史上來說，中國與韓國一直保持著緊密的關係，那麼

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從 1917–1949 年間以韓人為題材作品，可說對中國

現代文學而言有著重要的位置。透過文學形式表現，對韓國以及韓國人

認識的文學作品，是著眼於東北亞現代歷史文化語境，以及民族救亡和

民族獨立的特殊語境下產生的文學現象。 

  

4.第二場 H 組 

主持人：黃淑嫻教授（香港嶺南大學）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碩士生謝伯盛發表〈歐洲電影對香港文學的影

響－以也斯的《剪紙》為例〉，本篇論文改變以往電影與文學的討論之

中，總集中在改編部份之討論，而是針對電影作為切入角度，考察香港



文學與外國文化的關係，並探討歐洲電影藝術及其背後的世界觀是如何

啟發、影響香港的文學創作者，而香港本地的創作者又是如何消化及取

捨外國文化、文學以書寫香港在地的文學作品。研究者以也斯的作品《剪

紙》為例，希望能把電影與文學的相互關係放置香港 60 年代的文化語

境及狀況，嘗試探討與思考視覺文化在一個年代之中如何啟發文字藝術

的創作，並透過了解電影如何影響文學的外緣，不僅加深對香港文學作

品的理解，也從另一個不同的文化思維角度，探究香港文學的特殊性與

在地性。 

  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碩士生鄭英漩發表〈淺談中國網絡文化對道

德價值的影響〉，本篇論文乃針對日趨氾濫的網絡文化進行思考，論文

題目雖是標明以中國的網絡文化為主，但其主題的思考範疇足可擴大至

全球的網絡文化，畢竟網際網絡的發達並非只有中國是如此，只要是高

度開發的資本主義國家，皆有該問題的隱憂與困境。本論文主要以網絡

文化對傳統道德價值觀的變化與影響進行論述，特別是針對網際網路發

達之後，新的思維與社會價值觀將對傳統道德價值造成怎樣的衝擊及影

響，而人肉搜尋的問題與任何事物皆可隨意下載的氾濫，又會對個人隱

私與道德價值感帶來如何的災難及考驗，究竟如何重新審視網絡社會的

道德現狀、建立合乎人性、符合人的根本利益與需要的良性發展，應是

當前中國網絡文化所需面對與思考的課題，凡此種種，即是本篇論文所

關注的重點與主題。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碩士生高曉君發表〈「黛絲」的跨文化旅程：

一個文本的四種改編方向〉。本篇論文以英國文學名著《黛絲姑娘》為

主要討論對象，針對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盛世為時代背景，深入探

討《黛絲姑娘》是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下進入香港電影界，成為香港電影

改編文學故事的其中一例，而在一個文本，四種不同的改編方向之下，

《黛絲姑娘》是如何隨著時代背景趨勢而逐步進行它的跨文化旅程，又

是立基在何種思維、價值觀下進行改編的動作，改編之後，原著的精神、

重點乃至於結局又是如何進行改編、詮釋以及傳達。本篇論文以四部改

編自《黛絲姑娘》的香港電影為例，進行深入的研究與頗析，思考這部

源自於英國文學的經典作品，漂洋過海來到香港之後，是如何得到青睞

與認同，並加以改編，成為香港五、六十年代眾多文學改編電影的代表

之一。 

  

（二）研討會簡評 



   

  以本次研討會中所發表的文學文化領域相關論文來觀察，會發現各

國研究生所關注的學術議題以及文本選擇等面向都頗有差異，然而，亦

有明顯相似之處在於各國研究生多半皆勇於嘗試處理跨國度、跨文化、

跨領域研究的學術議題。 

  中興大學研究生於本次會議中分別以布袋戲、電影、大眾小說、鄉

土小說處理各自關切的臺灣當代流行文化與文學文本，探討布袋戲的流

行現象、臺灣恐怖電影中的跨國構圖、言情小說中的女性情慾展演及女

性鄉土小說中的地方書寫等議題。而有別於中興大學研究生，一方面對

外將焦點放在臺灣與日本、美國甚至涉及中國、香港等多方面的對話可

能，一方面對內則思索臺灣與離島澎湖的對位關係，香港嶺南大學研究

生與韓國外國語大學研究生則不約而同多數集中處理各自與中國文學

文化世界的交流。香港嶺南大學研究生以香港報紙、電影為論述文本，

討論香港及中國在各方面的互涉與傳承。韓國外國語大學研究生則主要

聚焦中國小說、韓國文學的中文翻譯、中國網路文化，著力於中韓文化

關係的思考。 

  香港與韓國研究生在論述風格與議題的選擇上，明顯展現出兩地學

術界對中文世界的想像主要扣連到中國，尤其香港嶺南大學同學以傳承

觀點出發來梳理中國文學文化對香港的影響，以及韓國外國語大學同學

本次會議論文中毫無例外的「臺灣消失」現象，在在突顯中國作為中文

世界中心地位的想像已明確建立，令臺灣同學驚訝與困惑之餘，重新自

我深省作為臺灣青年學者的意義與價值，並以嶄新的目光看待東亞乃至

全球中文世界的文化版圖與其中流動繁複的權力關係。 

  本次「第四屆國際青年學者中文文學與藝術研討會」由於與「第七

屆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合併舉行，使與會學校大幅增加，匯集來

自中國、香港、韓國、臺灣多所學校的師生，不但提供跨國跨界學術研

究對話的平台，同時也令本所師生得以與更多的來自各國各地不同領域

與學術思維的師生有所交流，增長同學們的國際學術視野，並使同學們

自覺並深刻地對臺灣文學、文化與藝術各面向的學術研究進行檢視與思

索，是非常難得而且珍貴的經驗。 

  

三、成均館大學學者專題演講 

  



  本次訪韓的研討會行程期間，2011 年 2 月 21 日本所廖振富教授獲

邀前往韓國成均館大學文科大學學院中文系發表專題演講，專題題目為

「中國、臺灣、韓國─談漢語詩歌的欣賞」。成均館大學原為韓國朝鮮

王朝時代的國子監（國家最高教育機關），設立於 1398 年，迄今已有

六百多年歷史，為韓國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本次專題演講由成均館

大學儒學東洋學部中文系主任朴正九教授親自接待、主持，於退溪人文

館會議室舉行，出席者另有該系李浚植教授（該校博物館館長）、全廣

鎮教授、邊瀅雨教授，場面極為隆重。演講之前，廖老師特別向該系師

生介紹本次來訪的本所師生，演講過程與成均館大學中文系師生有熱烈

良好的互動，時時出現笑聲，亦使本所師生對韓國近代漢語學習現狀有

更進一步的認識。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四位教授早年都曾留學臺灣，分

別獲得臺灣大學、臺灣師大、政治大學、清華大學等校博碩士學位，與

近年韓國學生紛紛轉往中國留學的趨勢大異其趣。 

  專題演講結束後，由成均館大學師生招待學園餐廳的午餐，帶領本

所師生體驗韓國大學師生的日常學園生活之餘，並導覽成均館大學內的

朝鮮時代古蹟文廟如明倫堂、大成殿等處，兩棵樹齡超過五百年的銀杏

樹（該校即以銀杏樹葉為校徽），成為鮮活的歷史見證，古意盎然。而

該校所展現出韓國對儒家文化的重視，亦令研究生們對韓國傳統文化層

面產生嶄新並且深刻的體認。 

  

四、會前與會後參訪 

  

  2011 年 2 月 17 日晚間，本所師生提前於研討會開始前一日抵達韓

國首爾。隨後兩日由韓國外國語大學博士生李赫及碩士生鄭英漩接待，

帶領本所師生體驗韓國首爾的街頭風情及韓國美食。2 月 20 日由韓國外

國語大學主辦單位安排會後文化考察，使我們得以一覽韓國首爾這座城

市中最為著名並具有文化意義的諸多景點。當天行程安排前往的地方，

先後是朝鮮李氏王朝時代的正宮景福宮，首爾著名的文化藝術古街仁寺

洞，並在享用韓國傳統美食石鍋拌飯作為午餐之後，前往城市至高點的

南山首爾塔一覽首爾全貌，並以首爾著名的觀光購物中心明洞作為本次

文化考察的最終景點，令我們在飽覽數世紀以前輝煌時代的文化遺跡以

後，同時亦體驗當今韓國蓬勃旺盛的文化生命力。 

  而在會議主辦單位的活動安排之餘，承蒙韓國鄭英漩同學熱情的伸

出友誼之手，令本所師生在各方面對韓國文化產生更加多元豐富的認識，



因而使我們在傳統文化與學術領域之外，也對韓國的流行文化及當代社

會現狀有所瞭解，而鄭同學透過本所同學的熱情介紹鼓吹，也對臺灣充

滿嚮往與高度興趣，可見這類互動已成功促成臺灣、韓國在不同層面上

更深入與細緻的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