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會後，參與研討會工作的應華系師生與社區大學全體人員開心合照。                                                               ( 彭俞鈞提供 )

應華與儒風社區首次學術交流
以里仁為美開場 強化儒學與人際關係 會後工作坊宣揚讀經益處
【記者 萬于甄 林孟儒 陳可

芸採訪報導】

4月 20 日早上八點於求真

樓的地下室洋溢著一股濃

濃的儒風氣息，古典與現代

思維的融合，讓整個儒風社

區人文城市暨古典與現代學

術研討會會場熱鬧非凡。

　在實務與學術的經驗交流

下，教授們互相取經指教，

一天下來，大家都滿載而歸、

盡興而返。

　開幕式上，應華系主任謝

奇懿提到此次研討會結合學

術與思維的發展，更融合高

雄的儒風社區。

　而第二社區大學校長王寶

鑫也闡述了他的辦學理念與

社區內部存在的挑戰性，藉

以尋求讀書的樂趣，以文會

友，不為求一張證書。

　

　整個研討會以徐昌漢教授

「從里仁為美到君子居之何

陋之有」為開場，從二千年

前的社區管理延伸推論到開

放工商社會與認知「修身為

本」，強調環境塑造的自然

與人文風貌，用「君子求諸

己」和「孝悌為仁之本」強

化儒學與人際關係，並使社

區大學走向校園。

　

　徐漢昌教授的這番論點也

引起了許多同學的共鳴，像

是 UC2B 的莊佳蓉同學就表

示 :「我們現在的這個社會，

與鄰居的互動真的是太少

了」，對於鄰里間的噓寒問

暖，我們真的是應該多多主

動，才能創造一個具有良好

人際關係的社區，進而做到

里仁為美。

責任編輯：林郁綺

整天活動，聽到了許多教授

們發表的論文，還有工作坊，

這次的工作坊是由國小宋育

錚老師來替大家宣揚讀經的

好處，並且帶領師生一同念

了一小段的詩。在介紹讀經

的過程中也給在場的各位師

生欣賞了影片，讓大家對工

作坊更加的了解。「會讀經

的孩子是有福的。」老師這

樣說，希望每個人都能享受

到讀經的樂趣。老師也介紹

了許多不同的讀經方式，像

是用台語來唸詩，讓讀經不

在那麼死板，也可以是有趣

好玩的。同時也鼓勵大家每

天有空就讀經，久而久之對

經典就會熟稔，進而增加自

身的文學素養。

　閉幕式上，應華系謝奇懿

主任非常感謝推動這次研討

會最重要的兩雙手，也就是

社區大學的王寶鑫校長與林

建勳老師，如果沒有他們，

也不會有今天如此成功的研

討會，林建勳老師表示：「我

們是第一次與社區大學合

作，雙方是需要經過很多次

的溝通與協商，所以很高興

今天的研討會很成功，也希

望大家明年能再次參與」。

　最後與會的大家合拍了全

體照紀念，這次的儒風社區

人文城市暨古典與現代學術

研討會就此落幕。

(上圖 )幼稚園園長趙美玲擔任主持人，掌握全場與會流程。
(下圖 )茶敘時段，與會來賓享受甜點、交流想法。                      ( 萬于甄提供 )

王季香老師發表論文。 陳文豪老師發表論文。



探討華語教學如何體現文化

【記者 萬于甄 陳可芸 林孟

儒採訪報導】

4月20日，文藻求真樓裡，

一場古典與現代思想的碰

撞研討會，穿梭古今，遊走

在應華系教授們的思想論文

裡，度過了充滿儒風的一天。

　上午由第二社區大學校長，

王鑫寶教授，以「讀論語學

英文」課程做研究項目，推

動成人閱讀儒家經典。因社

區大學的辦學主要以成人教

育為主，學員皆為自主性學

習者居多，減少學習者的壓

力，提高學習興趣，是這項

成人教學研究中重要的課題，

並希望學員們能將所學事務

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 

　接著是應華系廖淑惠、廖

南雁教授的「對外華語教學

中的體現文化教學之效用探

討」，此研究以文化因素對

華語學習者的影響為主題，

探討華語教師對教授的中華

文化課程之重點及語言教學

的使命為何？兩位教授以本

校的 4 名華語高階程度的外

籍生為研究對象，針對他們

本身對於文化課程的經驗進

行探討，說明了文化學習與

語言學習的依存關係。

　上午的最後是王季香教授

的「從先秦諸子非儒思想探

析儒學思想內涵與發展」，

以先秦諸子的非儒思想為探

討重心，借以釐析儒學的思

想內涵及發展。王季香老師

也提及，此篇研究是建立在

前人研究的成果，若沒有前

人也沒有這篇文章，但不同

之處在於文本的跨越探討。

　下午由台灣師範大學國文

系的碩士生洪廉萁開始，她

以「論儒家思想所涵蘊的『意

義治療學』思維」講述西方

意義治療學大師傅朗克與中

國儒學思想的通融對比性。

　陳文豪教授「論語『先進

於禮樂』章考辨歷史 - 談傳

統注疏到現代解經的發展」，

以論語先進篇首章先進於禮

樂為考辨歷史的對象，陳文

豪教授也提到對談古典到現

代，我們在閱讀的時候，有

些章節不知如何處理時，我

們應該對以前的一些見解在

做更進一步的澄清與整理。 

　陸冠州教授提出「論錢穆

現代『士』型知識分子說」，

探討錢穆對於如何做知識分

子所提出的一個有意義的論

點，陸冠州教授也說到此篇

論文也是了解自身自業的一

個論題，希望通過這個論題

能找到該如何力求做一個知

識份子的表現的答案。

　最後，由鐘明彥教授發表

「漢語語綴略說」，探討傳

統學術中詞綴所該有的定義

與類詞綴的概念，追朔早期

詞綴與語綴的概念到底從何

而來，重新檢視詞綴的各項

概念，期望能正視漢語屬性，

斟酌漢語語綴之所宜。

學術研討會，臺下認真聆聽的參與者。                                  ( 萬于甄提供 )

王季香談先秦諸子 陸冠州研究錢穆 論文內容多元激盪出新火花

飲茶從廚房走進客廳 晚清科幻小說大吹法螺

吳嘉明先生發表論文。
　　　　　　（陳俞禎提供）

在 Q002 教室發表論文的教授群。        　（陳俞禎提供）

  責任編輯：吳幸儒 陳可芸 

廖淑慧

廖南雁

【記者 林志陽 鄭宇真 潘佳

欣採訪報導】

今
年的研討會主題延續去

年儒風與社區之主軸，

也特別以「古典與現代」觀

點做為切入點，從不同角度，

加強學術論點深度。

　當日首場專題演講，由應

華系徐漢昌教授提到環境予

人之重大影響，「從『里仁

為美』到『君子居之何陋之

有』」，認為塑造儒風社區

能使高雄成為一個充滿人文

氣息的城市，進而讓國家變

得很有文化氣息。

　中途休息過後，由曾暉傑

先生做首位發表人，以「對

當代／新儒學的批判性反思

與傳統儒學的重建──以《三

字經》為線索」為主題，論

文中提及荀子與孟子完全不

同的觀點。

　第二位發表人鄭國瑞教

授，發表了「吉光片羽尚足

珍──梁成枬及其論書詩」。

鄭國瑞教授說故事般的論文

發表，使在場聽者意猶未盡。

吳榮富教授講評之餘，也誇

讚鄭教授在台灣書法上下不

少功夫，稱其講評風趣幽默。

　呂俊賢先生的論文，主題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的

現代性」，使眾人認識這位

中國女性模範──單士釐，

她相較同時代女性的獨特，

是他選擇的原因。向麗頻教

授對此篇論文讚譽有加。

　上午場發表結束，參與研

討會諸位都收穫良多，其中

UC1A 范雅同學分享第一次參

與老師們的論文發表會，瞭

解完成一篇論文需要花費的

心血，若往後有此類活動，

仍樂意參加。 

　下午場論文發表再次展開，

隨著輕快的音樂，主持人李

彪教授做了開場，向觀眾提

及兩位教授，分別為林建勳

教授及已退休的康義勇教授，

都有豐富的喝茶經驗，希望

發表論文的時間能寬鬆一點，

讓教授們能好好發表完論文。

　林建勳教授的主題為「從

廚房出走的中國茶飲─一個

性別視野的觀察」，說到中

國茶飲的活動場所從廚房演

變到客廳，從中國傳統的空

間印象來看，中國茶飲便是

從女人泡茶演變到男人泡茶

為主，舉出茶的演變來說明。

　而康義勇教授為此論文講

評，提出建議及疑問。林建

勳老師對本來就是指導老師

的康義勇教授所提出的建議，

基本上都是全盤接收，只是

在於最後講評所提出的女人

喝茶與男人喝茶意義的不同，

他認為康義勇老師有所誤解，

所以會再進行討論。

　林國義老師發表「從下茄

萣金鑾宮壬辰年科五朝王醮

大典探討─現代與傳統之間

思維的拉鋸」，介紹下茄定

的傳統習俗及工藝的危機。

林國義老師說，傳統與現代

一定有衝突，要看我們如何

去看待它，保留傳統的純樸

很重要。

　吳嘉明先生發表「孟學義

理的特殊存有學論述─踐形

觀中『身』、『心』問題的

虛構與超越」論文，說明相

關於「身體觀」此一理論系

統的應用與衍伸。康義勇教

授講評時說：「談茶容易，

談孟學就比較難。」而且論

文明顯是作者為義理學做出

新的詮釋。

　最後林景蘇教授帶領大家

進入「晚清科幻小說的新世

界圖像─以《新法螺先生譚》

為中心」的論文發表，介紹

科幻小說的背景，以《新法

螺先生譚》為例，正視中國

的科幻小說並介紹其內容。

李三榮教授講評，由現代的

科幻作品說起，補充科幻作

品的資料，最後也提出一些

建議以及疑問。



衝擊內外體制 學術風吹進社大

【記者 陳俞禎採訪報導】

這
一次舉辦研討會，除了

是讓各位儒學研究者互

相交流，更是為了拓展儒風，

為甚麼選擇「儒」呢？

　謝奇懿主任指出，儒家思

想對同學來說不論是生活、

倫理到行為都是影響最深的。

　從去年秋天與第二社區大

學與應華系開始有了接觸，

便開始兩校之間的合作之路。

　如何將儒學推動，如何實

實在在向下紮根，絕對不是

去學校聽聽課就能完全了解

並且適當運用的。

　在課堂裡，同學能學習到

「理論」，卻缺乏「實務」

經驗，這就是為何應華系要

與第二社區大學合作的根本

原因。

　第二社大有很多實地的教

學經驗，懂得操作和訓練，

而應華系擁有的是理論和研

究，可以互補且相互平衡，

達到更多的效益。

  以後依然會陸續舉辦類似

的研討會，在五月份也榮幸

邀請到第二社大的王鑫寶校

長來文藻演講，主題為「夢

想的孔子的夢想 ─ 以論語

思維推動第二社區大學校務

發展」。

　在這個暑假，應華系與第

二社區大學也有下鄉活動，

往高雄縣較偏鄉地區教導相

關課程，將資源散佈，致力

於經典教育落實。

　在未來，也有可能推薦幾

位應華系同學前往第二社大，

學習更多推展儒風的實務做

法，讓儒學能根深葉茂，打

造出一個富而好禮、人文化

城的新城市。

社大校長王鑫寶 :增進社大教師研究能力 提高學員學習意願

 【記者 曹冠叡採訪報導】

當
儒學走入社區，高雄第

二社區大學與文藻應用

華語文系如何能創造雙贏 ?

　儒風社區人文城市暨古典

與現代學術研討會中，高雄

市第二社區大學的王鑫寶校

長在致詞時談到，社大的老

師在技術面優於在學術研究

而這方面正好可以和文藻的

合作上有互補的作用。

　王鑫寶校長也更進一步說

明，社區大學和體制內規範

的大學間的合作交流漸趨頻

繁，不僅可以幫助兩邊的學

生有不同的學習經驗，社大

的同學可以有更多的學習更

多元的儒家文化，而應華系

的同學在實作上累積更多的

經驗，王校長更以近年固定

合作的活動作為例子，除了

四月份的「學術研討會」外，

更有七月份的「經典走天

下」、以及九月份的「儒家

文化祭」等。

　而未來在兩校以及系級的

合作上，是否有新的計畫 ? 

王校長雀躍的談到，社區大

學和正規大學發展產學合作

以及學分的認證越來越普遍，

再來會積極地和教育部申請

這兩項的提案，加強雙方的

交流。

　而談到目前為止在社區推

行儒風的成效。

　王校長說，對於在社大上

課的同學來說，很多同學在

上課之前，和家人其實沒有

溝通的時間，上課之後，不

但更了解儒家文化，回到家

也會和家人分享上課的心得，

更會和同學聚餐討論課程，

這中間增加了人與人互動的

連結，對於文藻的同學來說，

社區的支持讓應華系的同學

更多有展現自己的機會。

　如近幾年的應華系公演，

都會固定的在校外展開演出，

這些都是眾多的成果之一。

　王鑫寶校長也說到，對於

和文藻應華系合作感到開心，

對於現階段的成果也感到滿

意，對於未來期望彼此之間

更能合作無間，激盪出更多

的火花。

走出課堂 落實經典 
謝奇懿主任 :學生可累積實務經驗 

王鑫寶校長述說與文藻合作的心情與介紹來賓。（萬于甄提供）

王鑫寶校長與謝奇懿主任談到合作計畫。    ( 萬于甄提供 )

責任編輯 :曹冠叡 萬于甄

當天師生的出席情況踴躍。

(萬于甄提供 )



人之初 性本善 小兒讀來真快樂
【記者 沈家億 洪玉芳採訪

報導】

「
我常覺得在學校教讀經

是件很幸福的事，既然

是件幸福的事，那更要讓小

孩也學得開心。」教學工作

坊的宋育錚老師娓娓道來教

授小孩讀經的經驗。於四月

二十日下午研討會結束後的

教學工作坊，特地邀請到從

事國小讀經教育的宋育錚老

師。

　宋育錚老師來自五福國小

教師，她常覺得現代的小學

課本枯燥乏味、過於簡單，

回想起從前國立編譯館的教

科書，現在的國文課本根本

無法讓小朋友學習孔孟傳統

的儒學之道，讀經可以讓孩

子及早啟發大腦的知識庫，

宋老師分享一段〈雷夫老師，

第 56 號教室〉的影片，影片

敘述一名美國兒童淚眼紅框

地朗誦一名二次世界大戰戰

死的士兵，寄給他太太的離

別情書，什麼都不懂的小朋

友讀得真切動人，宛如他是

那名戰死的士兵。宋老師有

感而發，她認為小朋友不是

不懂，你給他，他就有機會

懂，小學教育奠定往後的知

識基礎，讀智慧和口頭知識

不一樣，讀經典除了及早、

便要大量、快樂、老實地學

習，提倡學齡讀經班更早刺

激孩子的學習能力。

　宋老師也分享自己的讀經

經驗，拿一本《論語》開始

每天讀一遍，讀一遍寫一遍，

讀了五十次、一百次，以後

便會受益良多，經典是能啟

發人生的智慧教材，「讀有

一句經典會有一句的收穫，

做一天會有一天的喜悅。」

宋育錚老師最後以這句話勉

勵在場的聽眾，藉由讀經孩

子就能擁有豐富的人生知識

與奠定邁向美好未來的基礎。宋育錚老師在台上介紹讀經。                                            (彭俞鈞提供)

宋育錚勸及早讀經 刺激學習能力

不同職位不同經驗 茶敘牽情誼

同學們吃得津津有味。                    ( 彭俞鈞提供 )

接待 計時 司儀 搬雜物 同學有的緊張 有的怯場 都得到了經驗  

【記者 杜函霓採訪報導】

你
是否曾參加過研討會

呢？你知道研討會中，

工作人員都在忙什麼嗎 ?「儒

風社區．人文城市暨古典與

現代」學術研討會中，有相

當多的工作人員在其中，每

個人皆代表不同的職位，對

工作內容也都非常盡心盡力。

　擔任計時人員的李艷青表

示，因為要提醒發表人時間，

怕會舉錯牌子，所以很緊張。

不過因為非常注意時間，所

以研討會的內容也聽得很詳

細。她覺得老師們都很認真，

最印象深刻的是擔任評論人

的麗娜老師還費心做了簡報，

讓參與者能更了解她的評論

內容，非常有幫助！

　UC3B 蔡雅雯是擔任接待的

工作，將貴賓帶領到會場、

或是指引貴賓到中午的休息

區域都是他的工作。

　司儀之一的江庭君，一開

始想徵的是計時人員，不過

後來卻意外成為司儀。她認

為主持人要注意發音、音調

等等的問題，還沒修正音課

的她不太了解怎麼做，所以

大多由學姊講話。庭君將這

次視為一次的學習，她表示

研討會的前一天很緊張，因

為怕稿子背不起來。她說：

「這次研討會，學到了一個

當司儀的主持經驗 , 學會在

眾人面前說話不怯場 , 也學

到如何發音等等。」

　研討會中，主辦單位也費

心安排了兩場茶敘，提供了

大家相聚、歡樂談笑的時間。

就算早上才剛吃過早餐，聽

完了一場精采的專題發表之

後，貴賓、老師與同學們還

是興高采烈地享用點心，整

個會場馬上被熱烈的交談聲

所淹沒。UC3A 張淑勛同學表

示，茶敘氣氛很好，或許會

拉近與同學跟老師間的距離。

　此次研討會，可看出這不

僅僅是場學術交流，還是與

三五好友齊聚一堂，共享點

心的歡樂所在，更是學生們

學習經驗的好地方！

成大吳榮富教授（中）與鄭國瑞教授（左）趁著研討會
中午休息時間切磋書法，吳教授寫「學而時習之」贈送
應華系，鄭國瑞教授則回贈兩張行書，留下美好的記憶。

切磋書法

工作人員與計時人員合照。

責任編輯：鄭宇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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