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國內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 

一、 議程 

淡江大學「學術研討會–法國現代文學研究在台灣」 
Colloque : « Etat actuel de la recherche su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e à Taiwan » 
 

日期：2017 年 12 月 1 日(星期五) 
地點：淡江大學守謙國際會議廳 (HC305-306) 

 
Date : vendredi 1er décembre 2017 

Lieu : Université Tamkang, Shou-Qi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all (HC305-306) 
主辦單位：淡江大學法國語文學系 協辦單位：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7年12月1日星期五 Vendredi 1er décembre 2017 
 

08 :40-09 :00 報到 Accueil et inscription des participants             

09 :00-09 :10 開幕式 Ouverture 

致詞人：淡江大學外語學院陳院長小雀 Mme Lucia Chen  

Doyenne de la faculté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Université Tamkang 

 

09 :10-09 :30 團體合照 Photo de groupe  

Séance 1 : Littérature contemporaine 

主持人 Modérateur： 阮若缺 Yao-Chueh JUAN/Université ZhenZhi, Taïwan (國立政治大學歐語系教授) 

 

09 :30-10 :50 發表人 Intervenant：Gilles Bonnet 

Université Jean Moulin-Lyon III, France 

題  目 Titre：Fantaisies contemporaines : une autre littérature éthique ? 

 

發表人 Intervenant：Gilles Boileau 徐鵬飛 

Université Tamkang, Taïwan 

題  目 Titre：Maurice Dantec, Gilles Deleuze et démétaphorisation 

 

10 :50-11 :10 茶敘時間 Pause café  

Séance 2 :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XVIII-XIXe siècles 

主持人 Modérateur： 李允安 Yun-Ann LEE/Université WenHua, Taïwan (私立文化大學法文系主任)  

 

11 :10-12 :20 發表人 Intervenant：Marie-Julie Maitre 馬朱麗 

Université Tamkang, Taïwan 

題  目 Titre：Les hexagrammes du Yijing dans la correspondance Leibniz-Bouvet : des 

caractères pour la langue universelle leibnizienne ? 

 



 發表人 Intervenant：鄭安群 An-Chyun JENG 

Université Tamkang, Taïwan 

題  目 Titre：L’enjeu esthétique autour de la publication de l’Œuvre de Zola 

 

12 :20-13 :30 午餐 Déjeuner  

Séance 3 :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XXe siècle 

主持人 Modérateur：Eric De Payen 狄百彥/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FuJen, Taïwan (私立輔仁大學法文系主任)  

 

13 :30-15 :10 發表人 Intervenant：林德祐 Te-Yu LIN 

Université Nationale Centrale, Taïwan 

題  目 : Titre：Deux romanciers lointains et proches : Julien Green et Patrick Modiano à 

l’épreuve de l’actualité 
 發表人 Intervenant：徐慧韻 Hui-Yun HSU  

Université Wenzao, Taïwan   

題  目 Titre：L’image poétique du voir chez Paul Eluard 
 發表人 Intervenant：梁蓉 Zong LIANG 

Université Tamkang, Taïwan  

題  目 Titre：L’absurdité et le vide dans Les Chaises d’Eugène Ionesco 

15 :10-15 :20 茶敘時間 Pause café 

Séance 4 : Mythe et cinéma 

主持人 Modérateur：林德祐 Te-Yu LIN / Université Nationale Centrale, Taïwan  (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主任) 

15 :20-17 :00 發表人 Intervenant：Jean-Yves Heurtebise 何重誼 

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FuJen, Taïwan 

題  目 Titre：Déconstruire le mythe moderniste en littérature : continuité et exotisme, 

Baudelaire et Segalen 

 發表人 Intervenant：Pierre Vauthier 儲善平 

Université Tamkang, Taïwan 

題  目 Titre：Une Vie, adaptation par Stéphane Brizé du roman de Guy de Maupassant 

發表人 Intervenant：廖潤珮 Run-Pei LIAO 

Université Tamkang, Taïwan 

題  目 Titre：Le mythe impérial vu du dehors et du dedans - les romans du cycle chinois de 

Victor Segalen 

17 :00-17 :20 閉幕典禮Clôture du colloque 

18 :00 前往餐廳Départ pour le restaurant 

18 :30 晚餐Dîner 

發表者每人發表時間為30分鐘。綜合討論時間為10分鐘。 

Chaque intervenant dispose de 30 minutes de communication suivies de 10 minutes de discussion. 



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本次研討會參與人員熱烈。總計有十位來自國內外學者分別進行了一整日的論文

發表。論文發表學者中﹐除一位來自法國里昂第三大學外﹐其他均來自國內各大

學﹐例如中央大學、輔仁大學、高雄文藻大學和淡江大學。整體而言，所涉獵的

主題涵蓋自 18 世紀的萊布尼茲之形象語言研究、19 世紀末左拉自然主義和印象

派美學的衝突、和 20 世紀初法國小說中的中國形象、20 世紀初末的荒謬劇場、

乃至 21 世紀的法國諾貝爾得獎小說、文學電影、科幻小說和網絡文學，和現代

性思潮之整體批評等等，豐富的內容，激起發表者和來參加的聽眾進行踴躍的意

見交換。 
 
人數統計方面，本次研討會有 5 校共 10 位發表人，其中淡江大學共 6 位、輔仁

大學 1 位、中央大學 1 位、文藻大學 1 位，以及來自法國里昂第三大學的貴賓 1
位。4 位主持人分別來自 4 所學校：政治大學、中國文化大學、中央大學、輔仁

大學。以上共 13 位，其中中央大學的林德祐老師身兼發表人及主持人。參加者

的組成，老師及職員們共有來自淡江 11 位、文化大學 1 位，學生組成有淡江大

學 26 位(博士班 1 位、碩士班 16 位、大學部 9)、輔仁大學 5 位(皆為碩士班)、台

北藝術大學 1 位(碩士班)、台科大 1 位(碩士班)，以及本系系友 2 位。 
 
本次研討會參與狀況約為預期狀況之 75%，含現場報名學生老師等，共 60 人報

名參與。每場次參與人數約 20-30 人，討論時間氣氛熱絡，茶敘時間各方學者也

都能彼此交流意見看法，以整體結果來看，尚算圓滿。 
 
10 位發表人將於明年春季將修改後之論文全文送交本系委員審查，擬於 107 年

3-4 月間出版論文集。由於除本案於九月申請時所提報之九位學者外，另有淡江

大學之廖潤珮老師，也以法國作家 Victor Segalen 為研究主題作了論文發表，因

此重新列出正確之十位論文發表者名單(含四位場次主持人)如下﹕ 
姓名 性別 職級 學校，國家 國籍 擔任工作 題目 

(1) Gilles 
Bonnet 

男 助理

教授 
 

法國，里

昂第三大

學 

法國 發表人 Fantaisies 
contemporaines : une 
autre littérature éthique ?  
當代暇思﹕另一個倫理

文學﹖ 
(2) Gilles 
Boileau 徐鵬

飛 

男 教授 私立淡江

大學 
法國 發表人 Maurice Dantec, Gilles 

Deleuze et 
démétaphorisation 
莫里斯•當特克、德勒

茲和去隱喻 



(3) Jean-Yves 
Heurtebise 何

重誼 

男 助理

教授 
私立輔仁

大學 
法國 發表人 Déconstruire le mythe 

moderniste en littérature : 
continuité et exotisme, 
Baudelaire et Segalen 
解構文學現代性神話﹕

波特萊爾和謝閣蘭間的

傳承和異國味 
(4)Marie-Julie 
Maitre 馬朱

麗 

女 助理

教授 
私立淡江

大學 
法國 發表人 Les hexagrammes du 

Yijing dans la 
correspondance 
Leibniz-Bouvet : des 
caractères pour la langue 
universelle leibnizienne ?
萊布尼茲和耶穌會士布

威間之書信對話﹕易經

之方塊圖和世界語言 
(5) 林德祐 
Te-Yu LIN 

男 副教

授 
國立中央

大學 
台灣 發表人 Deux romanciers 

lointains et proches : 
Julien Green et Patrick 
Modiano à l’épreuve de 
l’actualité 
兩位作家和時事﹕戈林

和莫迪亞諾 
(6) 徐慧韻 
Hui-Yun HSU 

女 副教

授 
私立文藻

外語大學 
台灣  發表人 L’image poétique du voir 

chez Paul Eluard 
保爾·艾呂雅詩中之視覺

意像 
(7) 梁蓉 
Zong LIANG 

女 教授 私立淡江

大學 
台灣 發表人 Le Tropisme sarrautien 

dans Pour un oui ou pour 
un non 
納塔莉•薩侯《動輒》

中的茁長 
(8) Pierre 
Vauthier 儲
善平  

男 副教

授 
私立淡江

大學 
法國 發表人 Une Vie, adaptation par 

Stéphane Brizé du roman 
de Guy de Maupassant 
畢澤之文學電影﹕莫伯

桑《女人的一生》 
 



(9)鄭安群

An-Chyun 
JENG 

男 副教

授 
私立淡江

大學 
台灣 發表人 L’enjeu esthétique autour 

de la publication de 
l’Œuvre de Zola 
左拉小說《作品》中的

美學衝突 
(10) 廖潤珮 
Run-Pei 
LIAO 

女 助理

教授 
私立淡江

大學 
台灣 發表人 Le mythe impérial vu du 

dehors et du dedans - les 
romans du cycle chinois 
de Victor Segalen 
謝閣蘭之中國系列小說-
由外到裡看帝國神話 

阮若缺 
Yao-Chueh 
JUAN 

女 教授 國立政治

大學 
台灣 主持人 議程第一場次主持人 

李允安 
Yun-Ann LEE 

女 副教

授兼

法文

系主

任 

私立文化

大學 
台灣 主持人 議程第二場次主持人 

Eric De Payen 

狄百彥 
男 副教

授兼

法文

系主

任 

私立輔仁

大學 
法國 主持人 議程第三場次主持人 

林德祐 
Te-Yu LIN 

男 副教

授兼

法文

系主

任 

國立中央

大學 
台灣 主持人 議程第四場次主持人 

 



三、活動照片 

 
淡江大學外語學院陳小雀院長致開幕詞 

 
主持人、各發表人及與會老師、學生開幕式大合照 



 
政治大學阮若缺老師為第一場主持人，介紹發表人及貴賓 

 
茶敘時間 



 
第二場主持人為文化大學李允安老師，本系馬朱麗老師正在發表 

 
午餐發放便當 



 
第三場主持人輔仁大學狄百彥主任及發表者們。 

 
第四場主持人中央大學林德祐老師及發表者們，輔大何重誼老師正在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