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學年度（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0 年 0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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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文學講座
主講者：許又方老師
主持人：吳明益老師
講題：楊牧的古典詩論
時間：2011 年 6 月 15 日，19:10-21:00
地點：文 A207
99-2 學期期末聚餐，18 時，地點：藍天麗池飯店
99 學年度畢業典禮
第 11 屆東華文學獎頒獎典禮，時間：19 時，地點：湖畔廣場
10:30，學術組會議
12：30，系務會議
99 學年度謝師宴，地點：美侖飯店
中文＆華文講座
主講者：戴景賢教授（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吳冠宏老師
講題：二十世紀上半世紀中國思想語境中的「啟蒙」、「反啟蒙」及其所凸顯之中國
難題
時間：2011 年 6 月 2 日，14:00-16:00
地點：美崙校區勵志 201
華文文學講座
主講者：張堂錡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主持人：須文蔚老師
講題：文化視野下的澳門文學
時間：2011 年 6 月 1 日，19:10-21:00
地點：文 A207
華文文學講座
主講者：駱以軍
主持人：吳明益老師
講題：移動的旅程
時間：2011 年 6 月 1 日，10:00-12:00
地點：文 A207
榮譽教授活動∣鄭清茂老師
時間：6/1～6/24，地點：華文系辦公室公佈欄
展覽內容：《奧之細道：芭蕉之奧羽北陸行腳》簡介、文學之橋.日本漢學的引介、與
文壇的互動.書信、寫真展
有獎徵答活動：即日起至 6/9，答對題者將有機會抽中一本鄭清茂老師新書《奧之細道：
芭蕉之奧羽北陸行腳》。
演講座談，時間：6 月 14 日（二）下午 4 點
地點：壽豐校區文學院 A207 會議室
華文文學講座
主講者：蘇偉貞老師
主持人：藍博洲老師
講題：魔術時刻：在創作台的舞台
時間：2011 年 5 月 31 日，14:00-16:00
地點：工 A437
第 11 屆東華文學獎決審會議-小說組
時間：16 時 30 分-18 時 30 分，地點：文 A207
第 11 屆東華文學獎決審會議-現代詩組
時間：16 時-18 時，地點：文 A207
第 11 屆東華文學獎決審會議-散文組
時間：14 時-16 時，地點：文 A207
華文文學講座∣文創學程系列
主講者：林黛嫚老師（中央日報副刊主編、作家）
主持人：楊翠老師
講題：小說與社會--漫談小說的創作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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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11 年 5 月 26 日，15:00-17:00
地點：文 A207
【侯孝賢．小革命】-侯孝賢的電影藝術與社會關注
時間：2011 年 5 月 25 日 (三) 14:00-16:00
地點：壽豐校區文一講堂
對談嘉賓：小野老師、吳明益老師、謝世宗老師
99-2 學期學程說明會
時間：12 時-13 時，地點：文 A207
華文文學座談】陳允石＆神小風
時間：13：00-14：00
地點：文 A207
中文＆華文講座
主講者：鞏本棟教授（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劉漢初教授
講題：宋代文學研究的問題與方法
時間：2011 年 5 月 18 日，19:10-21:00
地點：文 A207
駐校作家系列活動│紀錄片影展│重返歷史現場，時間：12：30-15：30，地點：文三
講堂
駐校作家系列活動│紀錄片影展│失去的左眼，時間：14 時-17 時，地點：文 D108
駐校作家系列活動│紀錄片影展│光復初期的學生運動，時間：19 時-22 時，地點：文
D108
華文文學講座
主講者：陳建忠教授（清華大學台文所副教授）
主持人：劉秀美老師
講題：東亞流亡文學論：以張愛玲、趙滋蕃、柏楊為例
時間：2011 年 5 月 10 日，14:00-16:00
地點：文 A207
侯孝賢影展-紅氣球，對談人：王君琦老師，地點：湖畔廣場，18 時 30 分，藝術中心
主辦，華文系協辦
侯孝賢影展-悲情城市，對談人：陳鴻圖老師、陳進金老師，地點：湖畔廣場，18 時 30
分，藝術中心主辦，華文系協辦
15 時，系教評會
華文文學講座│文創學程系列
主講者：伍崇韜老師(前聯合、中時記者，現任公視新聞製作人)
主持人：藍博洲老師
講題：死亡的況味--戰爭與海嘯現場的採訪烙印
時間：2011 年 5 月 3 日，14:00-16:00
地點：文 A207
駐校作家系列活動-蚊子電影院，影片：《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地點：志學志安宮前
廣場，時間：19 時
侯孝賢影展-戀戀風塵，對談人：董克景老師、李道緝老師，地點：湖畔廣場，18 時 30
分，藝術中心主辦，華文系協辦
12 時，系務會議
侯孝賢影展-好男好女，對談人：藍博洲老師、須文蔚老師，地點：湖畔廣場，18 時 30
分，藝術中心主辦，華文系協辦
侯孝賢影展-風櫃來的人，對談人：藍博洲老師、莊政霖同學，地點：湖畔廣場，18 時
30 分，藝術中心主辦，華文系協辦
黑龍江省台灣同胞聯誼會文化教育參訪團
時間：9 時-10 時，地點：文 B302
中文＆華文講座
主講者：高桂惠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主持人：賴芳伶教授
講題：物趣與物論:從聊齋誌異的「鏡」與「瓶」談起
時間：2011 年 4 月 19 日，09:10-12:00
地點：文 A207
100 學年度大學甄選個人申請複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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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時 30 分，學術組會議
華文文學座談
座談人：李文吉老師（影像與文字報導文學創作者）
主題：我的報導攝影之路
主持人：藍博洲老師
時 間：2011 年 4 月 13 日 19：00～21：00
地 點：共Ｂ209
華文文學座談
主 題：【謝錦】紀錄片
座談人：謝錦老師
時 間：2011 年 4 月 12 日 14：00～18：00
地 點：共同教學大樓扇型廳
華文文學講座
主講者：向明老師
主持人：須文蔚老師
講 題：詩的常與變
時 間：2011 年 4 月 12 日，14:00-16:00
地點：文Ａ207
華文文學講座∣文創學程系列
主講者：曾文娟老師（遠流出版公司副總編輯）
主持人：須文蔚老師
講題：寫故事，說故事，聽故事--關於圖書出版的幾個動人故事
時間：2011 年 3 月 28 日，13:10-16:00
地點：文學院第三講堂
中文＆華文講座
主講者：吳宏一教授
主持人：劉漢初教授
講題：孫光憲與李後主詞的寫作背景
時間：2011 年 3 月 17 日，14:10-16:00
地點：文 A207
12 時，系教評會
華文文學講座，唐諾老師、朱天心老師
講題：我以為的文學
主持人：黃宗潔老師
演講時間：2011 年 3 月 15 日 14：00～16：00
演講地點：工 A437
12 時，第 11 屆東華文學獎第 1 次籌備會議
13 時，課程組會議
中文華文演講，主講人：劉強老師
講題：世說新語與紅樓夢的文化共性
時間：2011 年 3 月 9 日 10：00～12：00
地點：文 A207
華文文學講座，主講人：施善繼老師
講題：我的〈毒蘋果札記〉
主持人：藍博洲老師
時間：2011 年 3 月 8 日 14：00～16：00
地點：工 A437
12 時，學生事務組會議
16 時，學術組會議
第 28 屆大中盃，地點：彰化師範大學
參賽項目：系男排、系女排、系男籃、系女籃、系羽、系桌、系壘
12 時，系務會議
雙聲交響--台灣文學座談會
座談人：高立希（Ulrich Kautz）、梅儒佩（Rupprecht Mayer）、呂褔克（Volker
Kl&ouml;psch）、白嘉琳（Karin Betz）、須文蔚、楊翠、黃宗潔
時間：2011 年 2 月 23 日 15 時-17 時，地點：國立東華大學文 A207 會議室
19 時，【仰望楊牧歸來】活動-晚會，地點：演藝廳

15 時，【仰望楊牧歸來】活動-演講，主講人：楊牧老師，講題：詩的音響，地點：文
A207
18 時 30 分，中文系華文系期末聚餐，地點：花蓮市福容飯店
聖誕晚會【滑稽電蚊趴】
18 時，系大會暨歌唱比賽決賽，地點：文一講堂
12 時，99 學年度學程說明會，地點：文 A419
聖誕盃球賽
學術演講，主講人：張時霖先生，講題：廣告生了沒? -- 電視廣告的產前產後經驗談，
時間：13 時-15 時，地點：文二講堂
華文文學講座，主講人：顏崑陽教授，講題：詩，是從『心性』與『生活』長出來的
花果─我的古典詩觀及創作經驗歷程，時間：16 時-18 時，地點：文 A207
【大師講座】飛越色彩的防空洞：臺灣現代藝術與文學的互動歷程，座談人：李錫奇、
辛鬱、古月，時間：10 時-12 時，地點：共五講堂
學術講座，主講人：康韻梅教授，講題：《聊齋誌異》對唐代小說敘事的轉化，時間：
14 時-16 時，地點：文 A207
學術演講，主講人：陳東朋先生，講題：媒體概念與介紹，時間：13 時-15 時，地點：
文二講堂
悠遊在韻腳裡--顏崑陽創作展
展出時間│2010.11.24～12.15
展出地點│壽豐校區文學院 B302
每週主題│11/24：思想與生活--散文書寫、12/01：舞動行草--書法藝術、12/08：身在花
蓮--古典詩書寫
12 時，系務會議
15 時，系教評會
12 時，課程組會議
2010 華文電影週系列活動
17 日│電影「一閃一閃亮晶晶」播放暨映前導演座談會
18 日-19 日│電影「聽說」播放
22 日│電影「有一天」播放
23 日│電影「有一天」播放暨映後侯季然導演座談會
24 日│小短片比賽得獎作品播映會暨評審講評會
華文文學講座，主講人：林正盛導演，講題：電影一閃一閃亮晶晶分享，時間：18 時
-19 時，地點：文一講堂。
學術漫談，主講人：謝明陽教授，講題：雲間詩派的詩學發展與流衍，時間：19 時-21
時，地點：文 A207
華文文學講座，主講人：藍博洲教授，講題：我的寫作道路，時間：19 時-21 時，地點：
文 A207
99-1 研究生學位論文計畫發表，時間：12:30-14 時，地點：文 A207，發表人：
蔡維庭∣臺灣山岳書寫初探--以玉山為討論中心，陳宜吟∣《詩經》四方文化意蘊探論、
蔡芷瑜∣《紅樓夢》中的醫病關係與死亡
16 時，學生事務組會議
華文文學講座，主講人：楊翠教授（中興大學台文所），講題：文學.歷史.性別--台灣
女性小說中的歷史敘事，時間：19 時-21 時，地點：文 A207
中文系/華文系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華文文學講座，主講人：許子漢教授，講題：穿牆者？--文學與劇場的歧途，時間：19
時-21 時，地點：文 A207
華文經典講座，主講人：汪學群教授（政治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講題：易學與思
想史，時間：10 時-12 時，地點：文 D108，華文系、中文系合辦
華文文學講座，主講人：須文蔚教授，講題：台港跨區域文學傳播研究的發想，時間：
19 時-21 時，地點：文 A207
12 時，系務會議
12 時，課程組會議
詩三連發巡迴講座│詩與憂鬱，座談人：座談人：《聖謐林》∣枚綠金、《玩具刀》
∣鄭聿、《遷徙家屋》∣王離，時間：14 時-16 時，地點：文 A207
16 時，學術組會議
文學講座，主講人：洪漢鼎教授（成功大學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講題：藝術作品

本體論分析—遊戲、模仿、參與、閱讀、詮釋，時間：19 時-21 時，地點：文 A207，
華文系、中文系合辦
華文文學講座，主講人：魏月萍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大學中文系），講題：
公共性追尋：馬華文學公民性的實踐，時間：19 時-21 時，地點：文 A207
華文文學講座，主講人：金進教授(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講題：馬華留台/
旅台小說家筆下的原鄉書寫，時間：19 時-21 時，地點：文 A207
12 時，課程組會議
17 時，系務會議
東華中文系(壽豐校區)更名為「華文文學系」
許又方主任卸任，須文蔚主任擔任第七任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