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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升起的所在—臺灣文學、文化與傳播暨林淇瀁教授榮退
研討會

◎臺灣文化研究所

向陽（本名林淇瀁），1955年生於南投鹿
谷。少年階段以詩起步，後陸續投入媒體編輯與

學術研究，2020年 8月自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
灣文化研究所（以下簡稱臺文所）屆齡榮退，可

謂集作家、編輯人、學者、文化推動者之身分於

一身而卓然有成，對臺灣文學文化的發展影響甚

鉅。

本校臺文所與文化部、科技部於 2021年 5
月 1日、2日共同舉辦「陽光升起的所在：臺灣
文學、文化與傳播」暨林淇瀁教授榮退學術研討

會。本次研討會，借向陽詩作〈在陽光升起的所

在〉為名，以其多重身分輻射出的臺灣文學、文

化與傳播等面向為主題，廣徵／邀相關領域的專

家學者，在 2天的時間內進行多場跨域研討與主

題座談，臺灣文學、史學界學者齊聚一堂。

活動由時任本校副校長的張郁雯教授、臺

灣文學館蘇碩斌館長、本校臺文所何義麟所長共

同致歡迎詞，揭開序幕，研討會共有 1場專題演
講「作為作家、編輯、學者、文化推動者的向

陽」、2場主題座談：「書寫與媒介：戰後臺灣
文學場域的變遷」、「臺灣學的發展與未來」，

及 6場次的發表，分別以「向陽的詩業」、「向
陽的散文、兒童文學、報導文學」、「向陽詩歌

的外譯、轉譯與傳播」、「編輯人向陽：副刊、

詩刊、詩選」、「學者向陽：詩、詩史、文學傳

播研究」、「文化推動者向陽：臺語文學、臺文

體制化及國語文教育、歷史與人權推動」為主

題，廣邀專家學者發表學術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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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 110年 5
月 1日、2日假
本校篤行樓舉

辦「陽光升起

的所在：臺灣

文學、文化與

傳播」暨林淇

瀁教授榮退學

術研討會。

 
▲

開幕式大合照

（前排中間左 3
張郁雯副校長、

左 4 蘇 碩 斌 館
長、左 5林淇瀁
（向陽）教授、

右 1 何 義 麟 所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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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場專題演講，是由詩人李敏勇主講，
講題為：「作為作家、編輯、學者、文化推動者

的向陽」，詩人李敏勇在講座中介紹向陽的職業

生涯，並且聚焦於向陽的創作上。向陽在大學時

期就開始發表臺語詩，但是當時仍然在戒嚴時

期，臺語遭到打壓，所以創作臺語詩相當困難。

即便如此，向陽參考字典與傳統漢詩，尋找適合

的漢字作為臺語字。向陽除了在雜誌上發表臺語

詩，而且參加各種活動，朗讀自己的詩作，透過

各種方式推廣，逐漸活耀在詩壇上。向陽大學畢

業之後，進入報紙業，成為編輯，不過在戒嚴時

期，編輯是一個容易招引危險的職業。向陽曾經

遭到警總約談，因為他決定刊登異議人士的文

章。解嚴之後，向陽就發表不少關於社會與政治

的詩作，比方〈一首被撕裂的詩〉、〈立場〉等

等。

第 1場次討論向陽的詩業，主持人為翁聖
峰教授，發表文章分別是陳政彥〈試論向陽詩中

敘事模式的發展脈絡〉，林妤〈掬起土地之聲：

向陽的創作美學與詩論建構〉、涂書瑋〈複數的

本土：向陽的詩藝歷程與展演〉，3篇論文充分
的論述了向陽老師的詩業歷程。

第 2場次討論向陽的散文、兒童文學、報
導文學，主持人為洪淑苓教授，發表的文章有

4篇，廖振富〈手感溫度與文學史斷面—向陽

「臺灣作家手稿故事」系列三書探析〉、李桂媚

〈論向陽童詩的圖象思維〉、陳鴻逸〈談向陽

〈臺灣報導文學的虛構敘事規約〉中的「歷史」

敘事及議思〉、葉衽榤〈以複合媒體作為作家誌

方法：臉書與《臉書帖》的向陽軌跡〉，此 4篇
論文分別透過向陽老師不同的作品來論述建構出

向陽老師在各文類中的成就。

第 3場次討論向陽詩歌的外譯、轉譯與傳
播，主持人為黃美娥教授，發表的論文為葉青青

〈詩作如何轉譯為音樂—以向陽〈咬舌詩〉為

例〉、張俐璇〈臺灣文學傳播現象三論：從木刻

版畫〈書寫臺灣〉到桌遊《文壇封鎖中》〉，這

是 2篇非常特別的論述，一個是透過音樂轉譯文
學，另一個則是將文學轉譯為遊戲，發表過程十

分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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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5場發表作者：陳允元、陳瀅
州、彭正翔、林巾力、李癸雲、

魏貽君（依序由左至右）。

 ▲主題座談一：封德屏、林淇瀁

（向陽）、李瑞騰、陳義芝（依

序由左至右）。

 ▲第 3場發表作者：葉青青、張俐
璇、黃美娥、李葭儀、陳明柔

（依序由左至右）。

 ▲第 4場發表作者：黃崇軒、蔡旻
軒、楊宗翰、陳義芝、張堂錡（依

序由左至右）。

 ▲第 1場專題演講：主持人何義麟
所長（左）、講者詩人李敏勇

（右）。

 ▲第 2場發表作者：葉衽榤、李桂
媚、廖振富、洪淑苓、李瑞騰、

戴華萱、蔡明原（依序由左至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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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場發表之後特別規劃 1場主題座談
「書寫與媒介：戰後臺灣文學場域的變遷」，由

李瑞騰教授主持，廣邀與向陽共同活躍的代表作

家／媒體人封德屏、陳義芝與之共談，討論戰後

臺灣文學場域變遷，及日後的走向，陳義芝說：

「世界愈快，心則慢」。談起自己這幾年對於創

作的想法，他認為創作之於整個社會、整個世

界，應該要是慢的，步調慢，才能創作出東西。

現代社會的人們，因為網路，所有東西流動得太

快，導致生活步調太快，容易錯過太多。回歸到

創作，與人的生活是同樣的道理，「世界愈快，

心則慢」。

封德屏身為文訊雜誌社總編輯，以自身相

關經驗談了關於《文訊》的發展歷程。1983年
《文訊》由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工作會創辦，關

於這個起源，封德屏談到，雜誌社的同仁，尤其

是許多新進職員都曾對這個既成的過往感到困

擾。然而封德屏看得很開，她說，她不否定這段

歷史，因為就是有段過往，所以《文訊》才得以

走過時間的洪流，一路成就今天的《文訊》，受

到前輩作家信賴，且得以有管道與資源建立詳細

的文史資料庫，成為臺灣文學史料保存功不可沒

的一份子，並抱持著這份《文訊》的驕傲，謙卑

地走向未來。

場次 4是討論關於編輯人向陽：副刊、詩
刊、詩選，主持人為陳義芝教授，共發表 3篇論
文，分別為楊宗翰〈詩人編輯家向陽研究──以

文藝編輯為核心〉、蔡旻軒〈向陽考──詩刊作

為途徑〉、黃崇軒〈副刊年代：80年代臺灣文
學與《自立副刊》主編向陽〉，3篇論文深入的
討論了作為編輯人的向陽，在 1980年代，向陽
投入《自立晚報》系統任副刊主編、總編輯等媒

體工作，前後達 14年。在鄉土文學論戰後、報
禁解除前，他通過策畫專輯、專欄，突出臺灣文

學、語言和文化特色，建構臺灣文化主體；解嚴

之後，則密集寫著政治與社會文化評論。此外，

他也長期參與年度詩選及各類文選的編選工作。

作為媒體人的向陽，充分發揮一名知識份子文化

人在媒體傳播領域的影響力。

場次 5則是論述作為學者的向陽，主持人
為林巾力教授，共有 3篇論文發表，分別是陳
允元〈轉接與播種：跨語世代及臺灣泛視覺詩

的起點—從林淇瀁賦予銀鈴會的詩史定位談

起〉、陳瀅州〈向陽 1970年代詩史敘事的兩種
版本〉、彭正翔〈文學與社會的對話：論林淇瀁

臺灣報導文學研究〉，3篇論文論述了 1990年
代任職媒體界的向陽考取政大新聞所博士班，開

始進入學院任教，以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及現代詩

史研究獨樹一格，並於 2020年以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的身分屆齡榮退。其間

累積了《書寫與拼圖：臺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

（2001）、《場域與景觀：臺灣文學傳播現象再
探》（2014）及《長廊與地圖：臺灣新詩風潮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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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座談二：翁聖峰、林巾力、陳萬益、張俐璇、鄭

清鴻 （依序由左至右）。
 ▲第 6場發表作者：呂美親、楊傑銘、趙文豪、楊敏
夷、何義麟、方耀乾、黃惠禎、陳謙、林于弘（依

序由左至右）。

 ▲閉幕式：主持人何義麟（左）、林淇瀁（向陽）

（右）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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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2002）等重要學術論著，分別討論其詩、
文學史及文學傳播研究，闡述向陽的學術面向。

最後一場發表是探討文化推動者向陽，主

持人為何義麟教授，共有 4篇發表論文，分別為
呂美親〈方言詩集、國語文學；語文想像的版圖

與疆界—重論向陽《土地的歌》〉、楊傑銘〈論

林淇瀁的網路文學研究〉、趙文豪〈從「拼圖」

到「場域」—學者向陽的文學傳播論述〉、楊

敏夷〈向陽新詩中的社會事件書寫〉，4位學者
探討了無論作為作家、編輯人、或是學者，向陽

最終的目標，即是透過各種方式與媒介管道，建

構臺灣文化的主體性。他並非單打獨鬥的孤鳥，

而是能夠串聯不同網絡的運動組織者。這從他曾

任職媒體、擔任吳三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臺灣

文學學會理事長期間辦理的活動即可確知，透過

場次 6討論向陽對於臺語文學、臺文體制化及國
語文教育、歷史與人權教育等的推動。

在 2天研討會的最後，特別規劃一場主題
座談，邀請臺文、臺史等跨世代的研究者，共同

討論「臺灣學」的發展與未來，由陳萬益擔任主

持人，與翁聖峰、林巾力、張俐璇、鄭清鴻 4位
進行與談。其中曾經有過課審會委員經驗的翁聖

峰，提及目前課綱制定的標準，以及更多臺灣文

學或本土語言該如何入課本與入考題；同在教學

現場的林巾力、張俐璇也分別從教學面切入，前

者討論了臺灣相關知識進入教學現場的困難，

以及為此於臺師大成立了「國際臺灣學研究中

心」，盼能讓世界更知道臺灣；張俐璇則積極帶

領學生開發臺灣文學相關桌遊，結合遊戲與臺灣

文學、歷史，希望未來讓遊戲進入教學現場，能

更帶動學生們身歷其境的感受。最後鄭清鴻則分

享了在出版業界的經驗，一路由大學時期就密集

接觸臺灣文學相關直至現在，他認為若要討論臺

灣文學的未來與發展，一定要把握「主體性」、

「體制化」、「陣地戰」3個原則，鄭清鴻認為
只有時時設想最壞的狀況，做最積極的布局，才

是最好的戰鬥狀態。

綜上，向陽集作家、編輯人、學者、文化

推動者之身分於一身而卓然有成，對臺灣文學文

化的發展影響甚鉅。透過向陽多重身分輻射出的

臺灣文學、文化與傳播等多面向的深入探討，一

窺跨域時代一名知識文化人創造出的精神典範與

蜿蜒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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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後大合照（第 2排右 4林淇瀁（向陽）教授、左 3何義麟所長）。▲會後大合照（第 2排右 4林淇瀁（向陽）教授、左 3何義麟義麟義麟所長所長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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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手牽小手
—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主持人經驗分享

◎研發處綜合企劃組

本校於 110年 8月 9日至 11日舉行教育部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北區基地「引路人：一起成為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績優計畫主持人」線上實務

工作坊，分為教育學門、通識學門、人文藝術及

設計學門等 3個場次。
教育學門場次於 8月 9日舉行，邀請國立

中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陳玟君副教授主講；陳老

師以自身多年累積的課堂教學與研究實務經驗為

出發點，分享撰寫不同類型計畫案策略與經驗，

並闡述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如何串接大學教師實務

應用及結合課堂教學方法，以兼顧學生課堂學習

成效提升及自我精進教學與研究。

通識學門場次於 8月 10日舉行，邀請國立
臺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何昕家助理教授主

講；何老師橫跨視覺藝術、建築、環境永續等多

個領域，並以大學教育現場的諸多困境與難題為

切入點，引導出「教」與「學」與「用」之間的

落差並提出對應策略，鼓勵教師應用教學實踐研

究計畫進行研究、教學反思並回饋於學生及課堂

教學現場。

人文藝術及設計學門場次於 8月 11日舉
行，邀請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阮怡凱教授主

講；阮老師以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改變教學現

場」的核心精神為命題，分享如何從大學課堂教

學的實際情形找出問題，作為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撰寫的出發點，循序漸進地運用不同的研究法、

研究工具與教學方法，設計出一份能夠針對教學

現場做出改變，同時對教師自身亦能有所提升的

計畫書。

3位主講人都是 107-110年間多次獲得教育
部教學實踐研究績優／亮點計畫主持人，本次實

務工作坊期待藉由不同學門績優計畫主持人在大

學課堂教學、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與執行經驗

分享，並藉由講者與參與者的即時互動與討論交

流，引領基地大專校院教師踴躍投入並持續精進

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3場次線上參與達 80
人次，並獲多數參與者正面回饋，活動滿意度高

達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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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學門主講人陳玟君老師。
　 主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中創立個人品牌的起手式。

 ▲通識學門主講人何昕家老師。
　 講題：從教學現場反身看自己－淺談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

 
▲

人文藝術及設計學門主講人阮怡凱老師。

　 講題：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經驗分享與實務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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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生命中的貴人
◎教務處出版與宣傳組　徐于婷

疫情起起伏伏，防疫升級降

級讓你和身邊裡的人壓力山大，

覺得厭世嗎 ?
疫情緊繃，許多面對面的交

流改成線上見，你覺得孤單寂寞

又開不了口嗎 ?
繼 3月「成為對的人∼串起

社會安全網」教師研習講座後，

本校心輔組以「成為生命中的貴

人」的概念發想，透由講座和體

驗活動，擴大範圍增進第一線行

政人員的自殺防治知能及接觸技

巧，與學生建立友善關係，並進行資源轉介之運

用，成為學生生命中的貴人。

成為校園裡一起關心守護學生身心安全健

康的貴人們，原來是這麼美好又有意義的事。

美麗可愛又真誠熱情的喬如筠心理師以自

己在學校陪伴及輔導學生們的經驗分享如何“在

危險角落點盞燈”。喬心理師提到正常化和一般

化很重要，讓學生覺得可以聊聊。不用隱藏，不

需要特意躲到角落談，能讓想要聊聊的學生不會

覺得自己想找人談談很奇怪。讓學生知道我們會

找到安全的方式幫助他（她），讓他（她）覺得

安全，可以放下防衛，內在比較能夠鬆動和流

動。

喬心理師鼓勵大家可以與學校系統做連

結，陪伴學生說說看自己的狀況，一起看學校有

什麼可以協助的。善用系統中的資源，適時轉介

心理輔導組、校園安全組，不用單打獨鬥，一肩

扛下所有責任，才不致於負擔太沉重。

喬心理師還提醒，對狀況特殊的學生（如

personality disorders），應對時，要態度一致、
說話具體準確，最好能做紀錄（必要時可找人佐

證），以避免對方會錯意或發生爭議。

喬心理師也分享幾次處理家中危機事件的

經驗，她會深呼吸，先冷靜下來，評估當下可動

員的人力和資源，從容應對，不一定要立即放下

手中的工作，第一時間趕到現場處理。

除了分享數十年執業中的故事和助人心

法，喬心理師還帶了許多精油，慷慨地與大家分

享，讓我們現場體驗大自然力量幫助自己平靜放

鬆下來的愉悅感。也讓大家透過「生活指引卡」

和「來自天堂的消息」牌卡，細細品嘗文字的力

量，感受到祝福。

喬心理師也在現場帶著大家練習正念呼

吸，覺察、覺知呼吸與壓力。深深吸口氣，感覺

清新的空氣進入肺部，再把壓力、負擔全部呼出

來。呼吸完感覺心裡好像有了很多空間和力氣，

比較有信心可以成為學生生命中的貴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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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如筠心理師列舉 6個校園中
常見的高危險群，提醒大家，

身邊有人出現這些狀況時，可

提高警覺。
 ▲喬心理師慷慨分享精油讓大家

現場體驗。

 ▲「生活指引卡」

牌卡（喬心理師

請大家抽一張帶

回座位細細品

嘗）。

 
▲

「來自天堂的消息」

牌卡（喬心理師分享

了一位酷酷大叔因為

牌卡提示，改變心情

的小故事）。

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