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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議程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第五屆藝術社會學研討會 

文學與社會 

會議日期：2018 年 5 月 18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SS525 會議室、SS312-2 研討室、SS304 研討室 

時 間 議程 

08:50-09:10 報到 

09:10-09:25 
開幕致詞（SS525 會議室） 

劉正（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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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議程 

許嘉猷（臺灣藝術與文化社會學學會榮譽理事長） 

石計生（臺灣藝術與文化社會學學會理事長） 

09:30-10:30 

論文發表 I（SS525 會議室） 

主持人：鄭志成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論文發表人互評 

論文發表 II（SS312-2 研討室） 

主持人：黃崇憲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 

蔡明諺（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 

陳正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發表Ⅲ（SS304 研討室） 

主持人：洪儀真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評論人：論文發表人互評 

 朱衣仙（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由劉大任的造園、寫園行動考察海外知
識份子探尋身份認同的精神歷程 

 顏誌君（東海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研究

生） 

 陳正慧（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失語玫瑰的再次發聲：楊逵日治時期的
作品重刊於 1970 年代的台灣社會 

 黃金盛（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

業經營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世界之內‧國家之外？全球化中的文學
與國家 

 姚明俐（臺南大學教育系兼任助理教
授） 

博物館中的國族想像：葉石濤文學紀念
館的國族文學論述 

 凌正峯（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研
究生） 

從希望到絶望──試探呂赫若戰後初期
中文小說作品與社會之關係 

 高榮禧（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副教
授） 

文學現代性的情欲書寫：環繞《包法利夫
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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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議程 

10:35-12:05 

論文發表 IV（SS525 會議室） 

主持人：莊佳穎 

（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論文發表人互評 

論文發表Ⅴ（SS312-2 研討室） 

主持兼評論人：賴嘉玲 

（臺灣師範大學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副教授） 

評論人：陳泓易 

（臺南藝術大學 

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論文發表Ⅵ（SS304 研討室） 

主持兼評論人：石計生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評論人：高榮禧 

（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副教授） 

 莊佳穎（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
副教授） 

從馬來西亞電影生產探勘「台灣性」─

─以廖克發導演的《不即不離》作為一
個嘗試的起點 

 武嘉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
論博士班研究生） 

「自我物化」的倫理美學：晚期傅柯之

反思 

 張皓（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研究
生） 

戰後初期至 1970 年代臺籍作家社群結構

的形成──文學場域理論與作家班底觀
點的考察 

 劉永晧（世新大學廣播電視電影學系
副教授） 

前愛情時期凝視著有毒月亮公園──
紀德堡（Guy Debord）的電影實踐 

 孔建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形
設計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大都會博物館石膏模製品的當代解讀：
北師美術館 OPM 館校合作計畫的經驗
與啟示 

 涂芝瑄（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班研究
生） 

邱妙津經典化過程：一個社會學式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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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議程 

 劉韋廷（東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兼任講師） 

文學中的影像，影像中的文學──張愛

玲《怨女》電影藝術研究 

 蔡宗祐（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班
研究生） 

從丹托「在藝術終結之後」思考臺灣水

墨現象 

 孫華琛（東海大學經濟學系暨雙主修社
會學系） 

從經典文學出發試探作為社會情緒的「厭

世」之構成 

12:05-13:00 午餐 

13:00-14:30 

專題演講（SS525 會議室） 

穿越世紀的病態美─文學與疾病交織的多重隱喻 

演講人：周芬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文學家） 

主持人：石計生（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14:35-15:00 

新書發表會（SS525 會議室） 

《探索藝術的精神：班雅明、盧卡奇與楊牧》 

作者：石計生（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主持人：高榮禧（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副教授） 

15:00-15:20 茶會暨簽書會（SS525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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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議程 

15:20-16:50 

論文發表 VII（SS525 會議室） 

主持人：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評論人：論文發表人互評 

論文發表 VIII（SS312-2 研討室） 

主持人：許甘霖（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評論人：論文發表人互評 

 齊偉先（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隱喻的力量：由平田織佐的人形機器人劇作申論社會的戲劇性 

 廖啟余（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蔡博方（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旁聽他人的謊言──以石黑一雄的上海故事為例 

 張義東（屏東大學社會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Umberto Eco（開放）作品中的意圖與詮釋 

 許甘霖（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劉邦立（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傾聽古詩人之聲：撒旦的磨坊與市場社會 

 鄭志成（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作者已死，還是作者「該死」？──一個 Gadamer 詮釋學的
評議 

 

16:50-18:20 

圓桌論壇：文學社會學課程設計芻議（SS525 會議室） 

主持人：黃崇憲（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蘇碩斌（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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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議程 

與談人：王梅香（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與談人：洪儀真（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18:20- 晚宴 

*** 

主辦單位：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協辦單位：臺灣藝術與文化社會學學會 

     大渡山學會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東海大學研發處 

聯絡人：東海大學社會學系鄭志成（ccj@thu.edu.tw）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洪儀真（yichen.hong@gmail.com）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顏誌君（jerryyen0410soc@gmail.com） 

 

mailto:ccj@thu.edu.tw
mailto:yichen.hong@gmail.com
mailto:jerryyen0410soc@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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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狀況（含參與人數） 

本次研討會安排了 1 場專題演講、1 場新書發表會、1 場圓桌論壇及 22 篇

論文發表，分別於社會科學院 SS525 會議室、SS312-2、SS304 會議室舉行。共

計 168 人參與（簽到）。 

(一) 專題演講：穿越世紀的病態美─文學與疾病交織的多重隱喻 

    專題演講「穿越世紀的病態美─文學與疾病交織的多重隱喻」由周芬伶

教授主講（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當代文學家）。演講時座無虛席。演

講的起點，從〈狂人日記〉與蔣渭水〈臨床講義──對名叫臺灣的患者的診

斷〉談疾病如何成為文學，漸次處理新感覺派與私小說的感官與肺病書寫，

處理文學中的疾病，接著以特定小說家─張愛玲為軸線，談張愛玲的暗黑與

病態書寫；接著進入 1970年代的鄉土小說，談文本中的浪漫死亡；到了 1990

年代的後現代轉向，凸顯出後現代與死亡行動美學。最後，處理前些日子的

「房思琪震撼」。周芬伶老師以線性有系統的方式，指出不同時期、不同地

區的文學疾病書寫，帶給在場社會學、文學等不同學科知識分子一次知識上

的震撼。 

(二) 新書發表會：《探索藝術的精神：班雅明、盧卡奇與楊牧》 

    新書發表會「探索藝術的精神：班雅明、盧卡奇與楊牧」由石計生教授

主講（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這也是歷年本研討會首次邀請文學社會學

者舉行新書發表。石教授的新書發表，是石教授作為詩人與社會學家兩種角

色相互辯證的證詞。在場讀者好奇石教授作為詩人，一位詩人的宇宙是如何

形成的，如何與前輩詩人楊牧產生激盪的對話？又如何詮釋「詩的內面空間」

這一概念？班雅明與盧卡奇，是如何讓石教授的知識拓圖更為完整？ 

    整場新書發表，石教授自陳班雅明、盧卡奇與楊牧勢必是認識石計生重

要的三把鑰匙，誠如石教授在新書自序所言：「班雅明、盧卡奇與楊牧給予

我們神秘、理想與古典，相互交織啟迪，如鼎之三足，撐起藝術精神的宇宙，

這是典故、這是常新，而樹已發了新芽。」由於石教授的介紹，讓這些當代

文藝社會學者的精神更為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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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圓桌論壇：文學社會學課程設計芻議 

本次圓桌論壇，訂題為「文學社會學課程設計芻議」，由黃崇憲老師（東海

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主持，邀請到蘇碩斌（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

授）、王梅香（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與洪儀真（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兼任助理教授）一同與談。三位擁有豐富文藝社會學教學經驗的老師，各自

提出教學課綱，試著研擬出一份能在社會學界操作的文學社會學課程。三位

老師的專長與研究取向的變異性高，蘇老師來自社會學訓練走進台文學界教

書；王老師則從台文系的訓練走向社會學界做文學研究；洪老師則是以台灣

文學作為出發點，借出各種不同藝術門類。當天論壇，三位講者都指出文學

社會學的侷限與啟發，並把提出「作品社會學」的概念，試圖調節文學內外

部分析的爭論。 

(四) 論文發表 

本次會議旨在文學與社會，包含文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論探究、文學界的社

會學探索、文學家個案研究、文藝作品的社會意涵、文學翻譯等。八個會議

場次與圓桌論壇，共有 23篇論文發表，其中有兩場是研究生場次（5篇論

文）。發表者們從理論與經驗層次討論了台灣文學的歷史影響、場域分析、

經典文本之論述、文本社會性、文學現代性、讀者與作者之爭，經驗研究的

論文也著眼於石黑一雄文本、博物館策展、水墨畫、電影藝術、造園寫作等

不同主題，勾勒出各主題複雜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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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動照片 

 

致詞 

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 劉正院長 

 
專題演講： 

周芬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當代文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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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桌論壇：文學社會學課程設計芻議 

 

 

 

會議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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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Ⅱ 

 

論文發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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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Ⅲ 論文發表Ⅳ 

  

論文發表Ⅴ 論文發表Ⅵ 

 

論文發表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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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