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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屆古典與現代學術研

討會暨工作坊於 5 月 12

日星期六邀請各方學界人士

共襄盛舉。

　這次研討會舉辦的地點在

行政大樓三樓國際會議廳，

由系上多位老師共同攜手合

作，另外也邀請到知名導演

郭南宏導演蒞臨會場。而應

華系的同學也非常熱絡的參

與這次的活動，會場裡更是

座無虛席。

　研討會的開幕儀式由應華

系陳智賢主任為致詞人，特

別提到此次研討會的主題別

於以往以華語教學為學術交

流，還包括了語文表述研究、

影視編劇以及文創與傳播寫

作，將應華系的兩大模組都

涵蓋在這次的活動主軸中，

更增加了「工作坊」的安排，

給予師長及同學學習的機會。

　此次研討會的發表人及發

表論文分別為：陳文豪老師

「寫作策略在影評寫作之應

用」、鐘季蓉碩士生「聯合

報標題作為課程素材之研

究」、李彪老師「台灣報紙

新聞寫作之主觀趨勢研究」、

影評寫作邀請知名導演共討論 數位時代的閱讀書寫貼近生活 聽眾意猶未盡

談標題 論劇本 文字情節引人入勝

黃彩雲老師「中文報紙標題

行數與文字情境意象之關聯

研究」、周晏菱博士生「悲

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之

戲劇改編探論」、張能傑博

士生「論 1950 年代台灣皮影

戲《濟公遊台灣》劇本的內

容與創新」、曾金承老師「論

康原的文學行銷策略」、李

知灝老師「行動閱讀 ‧ 行動

書寫─書寫者於行動數位時

代之策略試探」。 

　其中，陳文豪老師所發表

的「寫作策略在影評寫作之

應用」，討論人為郭南宏導

演，其學術交流引起許多同

學的迴響。郭導演極力鼓勵

同學在將來工作求職的區塊

也可延伸到劇本創作這個領

域，這是一個非常需要人才

的市場。            

　會後，應華 1A 的傅虹婷和

黃筱雯同學皆對郭南宏導演

的影評內容抱持非常大的興

趣，對於影評人，他們心中

更是抱著崇拜的心態。平時

就有接觸劇本創作的同學，

也希望將來能藉由系上專業

課程來開發自身的內在創作

潛力及達到充實自我的專業

實力。

　下午時段的「工作坊」，

則邀請曾擔任蘋果日報攝影

副總編輯、中國時報駐台南

攝影記者─林俊安先生「新

載具的衝擊：新聞攝影發展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以

今昔載具的差別及用途，分

享他本身的實務經驗，帶來

既豐富又精采的演講，給予

台下的聆聽者視覺及聽覺的

享受。

　此次研討會十分成功，雖

然開幕後，嚴肅的氣氛使得

高掛在天花板上的投影機突

然無法播映，卻也看到所有

人互助合作，有人搬桌子，

有人尋找長條的工具方便開

起按鈕，高大的同學奮而起

身高踩著桌子幫忙。也因為

這樣的小插曲，化開緊張的

氛圍，使得接下來的會程更

加溫馨、順利。

　親臨研討會現場對於氛圍

的感受是非常強烈的，每位

老師在發表論文時都是以專

業的角度切入作精闢深入的

探討。在發表過程中老師們

又能用自己獨到的風格講解

內容為嚴肅的學術研究活動

多增添了幾分輕鬆、活潑。

精彩的學術交流，響起的掌

聲，對台上的發表人及台下

的聆聽者都是最好的回饋。

第六屆古典與現代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工作坊

↑第一場論文由廖南雁老師（右一）主持，和春技術學院田志剛主任(中)與知名導演郭南宏（左一）受邀討論。(郭亞儒提供)

↑研討會會場坐滿了專心的聽眾。　　　　　(張嘉玲提供 ) ↑陳智賢主任擔任開幕主持。(郭亞儒提供 ) ↑眾人合力解決投影機問題。(郭亞儒提供 )



論濟公遊台灣之創新

↑發表人張能傑博士生。

自
iPad 問世後，行動平台如飛躍

般蓬勃發展，配合平板電腦與

智慧型手機的熱銷，整個網路使用者

的閱讀習慣已逐漸從 PC 轉移到行動

裝置。緣於這樣的趨勢，電子書的數

位商城或是有意願投入電子書的出版

業者也日益增加。

　然而，國內對於電子書相關產業之

研究，多集中在硬體設備與出版產業

的探討，其重點在於「內容」，卻少

有人關注「內容」的生產者──「書

寫者」，該如何因應這個行動閱讀的

時代？此即本文撰寫之緣起。

　本文從讀者反應的角度出發，探討

「書寫者」在行動閱讀時代該採取哪

些策略以涉入數位出版的市場。「書

寫者」則考量讀者之需求，運用最適

當的程式規格、數位出版平台製作內

容。輔以社群經營與多元授權等策

略，擴大文化創意影響之規模。

創新改編孔雀東南飛 新聞之主觀趨勢研究 標題行數與文字意象

↑討論人陳貞吟老師。 ↑發表人李彪老師。 ↑發表人黃彩雲老師。

新聞標題作詞彙教學

↑發表人鐘季蓉碩士生。

首
度出現於徐陵《玉臺新詠》書

中之中國古代長篇敘事詩〈孔

雀東南飛〉，全詩 356 句、1780 字。

其故事結構完整且緊湊，語言樸素，

不僅人物性格鮮明突出，結尾更運用

了浪漫主義手法，細細刻劃出當代封

建禮教制度所造成的婚姻愛情悲劇。

然而，這篇悲劇敘事詩除了藉由文字

及口頭流傳外，在民初五四運動時

期，更是陸續被改編為劇本，並搬上

舞臺演出，成為影視編劇之劇本文

學。

　戲曲史上所謂「傳世經典」三部曲，

即是：〈天仙配〉、〈愚公移山故事〉

及〈孔雀東南飛〉。當中的〈孔雀東

南飛〉被稱為此三部曲中的壓卷之

作。然而，為了配合演出集數與各派

別之不同唱腔，在原始詩文上進行內

容擴充或增添突顯戲劇張力之物品，

遂成為與原本相異之處。

　因此，本文的探討重點除了再次審

視〈孔雀東南飛〉的悲劇主題外，更

要將原詩與戲劇改編做一對比探論，

藉此勾勒出古典文學經由戲劇改編後

之變化與新生。

在
新聞界獲得權威的過程中，客

觀，是最具支配力的理念。

　新聞從業人員日夜縈繞腦際的最高

原則是客觀，而閱聽大眾最期待傳播

媒體的表現也是客觀，總希望可以有

客觀的新聞可看，但是新聞寫作卻背

道而馳，特別是較具威信的報紙，越

來越趨向主觀。

　報紙的新聞寫作日益主觀至少有三

個原因，一是科技的影響，網路的快

速普及帶動個人傳播的興起，部落格

人人可以參與，影像聲音也能隨之，

造成本已分眾化的大眾傳播迅速瓦

解，報紙記者難以客觀為志業。二是

在報紙版面上，過去講就客觀報導而

不掛名的情況大幅改變，客觀兩字愈

離愈遠。三是批判文化的興起，年輕

人對傳統新聞處理大為反對，個人風

格極其強烈，在形式上都要展現主觀

意識，這不能不說是明顯的轉變。

　由於此一題目需要一段較長時間的

探討，此次僅以中國時報高雄版面的

新聞寫作為範圍，一則從新聞歷史上

看客觀性的寫作變化，二則從本地記

者的深度訪談進行小型研究，此後可

以再做全面的持續研究。

影
評在現代應用文中屬評論語類，

影評寫作教學是比較能引起學

生學習興趣，提高教學實踐效果的教

學活動之一。學生在日常生活中，特

別是在網路上可以看到許多的影評，

並且較有機會發表或分享個人對某部

電影的看法。因此，影評寫作教學在

強化寫作教學的同時，並能加強學生

閱讀、寫作的能力。

　寫作策略是寫作主體自覺、積極的

智力活動，是特定寫作語境下為實現

寫作目的預先設計的寫作方法、手段

和措施，是寫作行為的策劃和寫作活

動的部署及構想。

　寫作策略可以決定影評寫作行為的

成敗，因此，認識寫作策略有益於影

評寫作實踐，提高影評寫作的應用效

益。

康
原是一名頗為特出的臺灣文學

作家，他的作品充滿了鄉土關

懷：從早期的田野調查、音樂與俗諺

採集，到近期的跨藝術行銷，在在呈

現他敏銳的文學觸角與深刻的環境意

識。

　本文試圖從康原於2004年推展「大

家寫村史」的運動（以通俗的報導文

學筆法寫村史）、2010《詩情畫意彰

化城》（與畫家施並錫合作，選定彰

化市三十個景點，進行詩畫的結合創

作）以及 2012 年《浮水蓮花上的福

海宮》（王功「福海宮」廟志，以寺

廟為核心，融入地方歷史與人文發展

的新型態寫作方式）為三個關鍵點，

探討康原如何透過通俗的報導文學手

法、跨藝術的詩歌與油畫的結合、俗

諺與歌謠的穿插。將鄉土地景、歷史、

信仰等元素，融入作品之中，形成一

套通俗、活潑且具有歷史教育意義的

「置入性鄉土行銷」策略。

台
灣中文報紙自 1988 報禁解除

後，新聞標題的行數由 4 行、3

行轉變成 2 行；跨入 21 世紀後，又

轉變成 1 行，這樣的標題變化一如資

訊時代的速食潮流，要求簡單的事實

描述。

　早年的編輯在作4行、3行標題時，

對於新聞細節的擷取，透過文字意象

的隱喻、比擬、對仗，或押韻、或平

仄，除了能夠精確表達新聞的情境，

既寫實，又寫意，字裡行間充滿層次

疊進，往往可畫龍點睛之妙趣，展現

文字的美感。當新聞標題轉為 2 行，

有說是為了節省空間，行數雖限縮，

但是寫實寫意的功能依舊存在。

　近年來，當新聞標題轉變為 1 行，

編輯下題左支右絀，單求寫實都未必

能竟其功，頂多只能平淡地概述一件

事，傳達一個資訊，比起過去多行標

題所能展現的文字本身的意象層次大

幅減少，文字意象從立體轉為平面，

更無從鋪陳、醞釀動態情境，文字美

感盡失，閱讀樂趣大減。

　本論文以美國哲學家 Thomas Kuhn

的典範移轉 (paradigm shift) 理論

為主，分析每一個時期的標題製作案

例，以呈現 1 行標題的困境，並提出

新典範的建議。

目
前來台的華語學習者多為外國

成人，因此站在他們的角度選

擇適合他們的教材是華語教師迫切關

心的問題。

　本文認為除了坊間常用的幾套華語

用書之外，以報紙的新聞標題來當作

教學素材是相當適切的。因其內容生

活化、國際化，以及訊息即時性且多

樣性，豐富多樣極易引起學生的興

趣。本文從實際的教學現場著手，並

從學生的反應和回饋，探究素材及教

學中難點，再結合相關理論提出教學

策略和課程設計，最後整理出個人的

教學限制及建議。

　希冀此教學設計提供華語教師有別

於傳統教學之參考，由教師中心轉向

學生中心，帶領學生進入生動活潑的

語言世界。

劇
本為一劇之本，為戲劇演出的

重要依據，也為文學的一種。

從劇本的寫作與形式，可以窺探出劇

本的取向來源與風格。臺灣皮影戲屬

於中國皮影系統的一支，類屬潮州影

戲的系統，由台灣皮影戲所留下的傳

統劇本，約略可以見到台灣皮影戲與

中國潮州影戲相互關聯的端倪。

　「濟公傳」為廣大觀眾所較熟知的

通俗小說之一，不論是在電影、電視

劇、廣播劇或歌仔戲等，都能見到取

材自「濟公傳」章回小說的身影。

　台灣皮影戲文本藉由濟公鮮明的形

象，編寫出以濟公為主體，遊歷台灣

各地，為百姓懲奸除惡的戲碼，不同

以往傳統「濟公傳」為框架的戲劇情

節。並增入現代產物與台灣生活的景

象。

　本文以 1950 年代台灣皮影戲「新

濟公傳 - 濟公遊台灣」文本的內容與

創新為討論對象，論述「濟公遊台灣」

文本與「濟公傳」不同處，並說明「濟

公遊台灣」內容的特殊性。筆者試圖

探討「濟公遊台灣」的情節鋪敘與台

灣歷史發展的因素、社會環境的關聯；

並說明如何從傳統劇本的規範中，汲

取傳統劇本的元素，融入新編劇本的

巧思，創作新題材。

康原的文學行銷策略

↑發表人曾金承老師。

寫作策略於影評應用

↑發表人陳文豪老師。

行動閱讀  行動書寫

↑發表人李知灝老師。

責任編輯：林郁綺、彭俞鈞



  責任編輯：陳麗凱

【記者 彭俞鈞 蔡蓓瑋 黃佩

雯報導】

經
過了一上午的論文發表

與討論，是不是覺得

看了太多文字而感到疲乏了

呢？研討會的下午特地邀請

到過去曾擔任蘋果日報攝影

副總編輯、中國時報駐台南

攝影記者的林俊安先生，為

我們帶來精彩的工作坊〈新

載具的衝擊：新聞攝影發展

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林先生一開始便強調，文

化累積的過程中，載具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而攝影的載

具就是相機。隨著科技日新

月異，攝影記者也不能只會

拍照，結合影音技術已成為

攝影記者的基本功夫。而將

第一手消息透過網路傳播出

去，讓讀者能夠即時掌握新

聞更是趨勢所在，但同時也

很有可能是使報紙式微的原

因之一。講座中，林俊安先

生扼要地介紹了照片產生方

式的演變歷史，也和我們分

享了他的攝影生涯中因科技

進步，而不得不更新自己與

器具的經驗與感慨。攝影科

技的進展十分迅速，以前由

於受科技限制，只能拍出黑

白照片，而現在的黑白照片

卻是為了設計的考量。

　除了介紹攝影的發展，林

先生也分享了許多人感興趣

的話題：蘋果日報工作經驗。

他表示，蘋果日報在攝影上

較其他報社有優勢的地方在

於空拍，因為空拍往往可超

越讀者視覺經驗，也可更清

楚瞭解該新聞事件的空間概

念。他個人的記者生涯中，

也曾為了拍攝出獨家照片，

還須推算主角居住處的樓高

再爬到深山中拍攝，但也因

此成功拿下頭條版面。聽眾

聽到此經驗無不大感驚訝，

也佩服攝影記者的萬能。但，

也有聽眾提出了蘋果日報照

片是否太過真實，甚至怵目

驚心的疑慮，對此，林先生

說：怵目驚心很難界定，況

且報社的商業目的會決定照

片尺度。談論到新聞攝影重

點時，林先生也分享他在跑

突發新聞時，總是會特別留

意當下群眾的面容，攝影記

者若失去此種敏感度，報導

即會失去人性，也枉費此篇

新聞價值。同時，他也強調

報社必須善用民眾資源，畢

竟千軍萬馬的記者也比不上

一個在現場的讀者。

　身為主持人的李彪老師，

聽完這場演講後也提出了幾

點想法。他表示，不同的報

社有不同的考量，以蘋果日

報為例，該報社總是在呈現

新聞真實度與新聞道德方面

受到爭議，但這之間的取捨

其實並無定論。

　

科技衝擊 記者攝影拍片樣樣精通
林俊安用親身經歷與大家分享蘋果日報攝影記者的精采經驗

主講人林俊安先生。

             ( 呂玠忞提供 )

                      

台下觀眾專心聆聽以及認真做筆記。                                       ( 蔡蓓瑋提供 )

李彪老師延續演講者的議題做

補充說明以及分享自己的經

驗。           (呂玠忞提供)                                          

             

蘋果日報用不同的方式來處理王建明的照片。  左圖是一張黑白的投球預備動作。中圖捕捉王
建明的接球動態。右圖以馬賽克的方式拼貼而成。給讀者一些不同的視覺感受。(林俊安提供)



責任編輯 :呂玠忞

新聞攝影發展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

《巴黎坦普爾大街街景》(1838 年末或 1839 年初 )

第一張拍到人的照片。照片曝光有十分鐘多，因此大街上交通情況並未

被拍上去，只有一個擦鞋的人站的時間較久才被拍上。

 攝影的誕生與萌芽

《紐約每日畫報》(1880年) 

第一張網版印刷在報紙上的新

聞照片。

《法國科學家 Joseph 住家窗外》(1827 年 )

從家中樓上看到的窗外庭院和外屋。拍攝方法是通過針孔相機內

的瀝青金屬板曝光而成。

 攝影的成長與茁壯
2012 台灣新聞攝影大賽各類得獎作品

【新聞人物類第一名 -陳毅偉】
與民眾打招呼的蔡英文恰巧與車外的警察身體接上，造成意外的效果。

【一般新聞類第二名－陳信翰】
攝影師拍攝到民眾 IPad 裡的馬英九。

【自然環境與科技類優選 -吳毅平】
公園內，一群流浪貓睡在長椅上，模樣可愛。

　「台灣新聞攝影大賽」是由「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舉

辦的攝影比賽，該協會因有感於目前國內的新聞攝影獎幾

乎淪為其他新聞工作獎的陪襯，故台灣攝影協會為讓大眾

看到台灣新聞攝影記者的專業表現，自 2007 年至今已辦了

三屆的比賽，廣邀各界新聞攝影好手共襄盛舉。

　新聞攝影是以照片的形式對正在發生的事件進行新聞報導。
其旨在說明事件、傳播消息及引發影響等。而新聞攝影一般都
附有一段簡短的文字說明，以介紹事件發生的背景和過程等。

新載具的衝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