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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翠瑛，2017.12.《濛濛詩意—蕓朵論新詩》，臺北：秀威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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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翠瑛，2018.06，〈與詩糾纏——詩魔洛夫的現實與超現實〉，香港《文學評

論》第 55期，頁 11-15。 

李翠瑛，2016.12，〈如何戲劇?如何詩?---從亞里斯多德《詩學》談起〉，《吹



鼓吹詩論壇》第 27號。李翠瑛，2016.09〈文字的遊戲，遊戲的文字

——詩人喜歡玩趣味？〉，《吹鼓吹詩論壇》第 26號。 

李翠瑛，2016.06，〈葫蘆裡裝的什麼乾坤？——現代詩中的人性〉，《吹鼓吹詩

論壇》第 25號，pp.8~11。 

 李翠瑛，2015.12，〈遊戲、動蕩與沉思——評臧棣的詩集《騎手與豆漿》〉，《吹

鼓吹詩論壇》，vol.23，pp.143~146。 

 李翠瑛，2015.12，〈流動的語詞——從「感歎修辭」到詩歌語言之創新與變化〉，

《詩探索》(理論卷），2015年第 4輯，pp.39~57。 

 李翠瑛，2015.06，〈翫讀情詩——男詩人&女詩人〉，《吹鼓吹詩論壇》第 21號，

pp.140-143。 

李翠瑛，2014.06，〈潛藏的美麗——從陳育虹小詩的隱喻到詩集《索隱》中的

「月亮」〉，《臺灣詩學學刊》第 23期，pp.61--87。 

李翠瑛，2014.03. 〈靜寂中，有「一整座海洋的靜寂」——評羅任玲詩集中

的「時間」意義〉，《臺灣詩學學刊-吹鼓吹詩論壇》第 18號，pp.228-

-232。 

李翠瑛，2013.05.〈敘事的與非敘事的——論夏宇詩中「情節式意象」作為敘

事策略之呈現〉，《臺灣詩學學刊》第 21號，pp.39--64。 

李翠瑛，2013.04.〈細讀之可能——論新詩中細讀批評之途徑、方法與呈現〉，

北京：《詩探索》，2013第 1輯，pp.11--24。 

李翠瑛，2012.11.〈落差、矛盾與通俗——論鯨向海大眾化詩歌之表現風貌與

網路寫作現象〉，《臺灣詩學學刊》第 20號，pp.177--205。 

李翠瑛，2012.09.〈一個男人的失眠狂想——評析李進文〈我的失眠，你不瞭

解〉一詩〉，《創世紀詩雜誌》，172期，pp. 11--14。 

李翠瑛，2012.〈詩裏的回音——評析莊曉明之《水龍吟》一詩〉，《揚州詩歌》，

2012第 1 期（總第 6期），pp.2--4。 

李翠瑛，2012.03.〈白鷺鷥的心事——零雨〈非人〉一詩中的女性角色思考〉，

《創世紀詩雜誌》，170期，pp. 46-51。 

李翠瑛，2011.09.〈水波與魚的追逐——林婉瑜〈誘補〉一詩的撈魚意象〉，

《創世紀詩雜誌》，168期，PP.68-71。 

李翠瑛，2011.04.01.〈以文字起舞——論商禽散文詩之魅力與意象解讀〉，《國

文新天地》，23期，PP.24-32。 

李翠瑛，2011.03.〈符號人生——林德俊〈句讀的人生分配〉一詩的創意〉，

《創世紀詩雜誌》，166期，PP.36-38。 

李翠瑛，2010. 12.〈水中之月與境外之象——論商禽詩中的虛實變幻意象〉，

《臺灣詩學學刊》，第 16號，PP.47-69。 

李翠瑛，2010.12.〈溫泉童話——楊佳嫻的《溫泉釅然——宿紀州》一詩〉，

《創世紀詩雜誌》，165期，PP.93-95。 

李翠瑛，2010.09.〈飛翔的語言——論臺灣新詩語言之虛擬意象〉，《創世紀詩



雜誌》，164期，PP.28-38。 

李翠瑛，2010.08.〈修辭、意象與情感之表達——以洛夫詩中「雪」的意象為

例〉，《香港文學》，308期，PP.20-25。 

李翠瑛，2010.06.〈印象的思維——評陳育虹〈印象---夢蝶先生臥病初癒〉

一詩〉，《創世紀詩雜誌》，163期，PP.35-37。 

李翠瑛，2009.01.〈洛夫詩中「雪的意象」之意義及其情感表現〉，《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15期，PP.167-206。 

李翠瑛，2008.12.〈臺灣現代詩教學設計新觀念〉，認識新興重要教育議題專

刊 教育部 97年度發展卓越師資培育計劃。 

李翠瑛，2008.12.〈情感與形式共舞——論韓愈〈送高閑上人序〉之書法美學

思想〉，《漢學研究》（26：4），總第 55期，PP.67-97。 

李翠瑛，2007.〈現代失戀哲學——談夏宇的二首小詩〉，《浙江：詩評人》，總

第 7期。 

李翠瑛，2007.06.〈鄉愁與解愁——解讀臺灣女詩人席慕蓉詩中的歷史圖象〉，

《臺灣詩學》，第 9號，PP.187-220。 

李翠瑛，2006.11.〈拉麵與細麵——書法線條的質感論〉，《國文天地》，第 258

期。Pp.30-36。 

李翠瑛，2006.03.〈品嚐詩的滋味——論現代詩的鑑賞（下）〉，《翰林文苑天

地》，第 35期。 

李翠瑛，2005.12.〈品嚐詩的滋味——論現代詩的鑑賞（上）〉，《翰林文苑天

地》，第 34期。 

李翠瑛，2005.12.〈新詩的現在過去與未來〉，《中國語文》，第 582期。 

李翠瑛，2005.06.〈割裂的自我——論蘇紹連詩的創作手法與生命向度〉，彰

化師大，《國文學誌》，第 10期。Pp.161--185。 

李翠瑛，2005.01.〈現代詩中「懸想示現」疆域的擴張——多種修辭格之綜合

呈現〉，《國文天地》，第 236期，pp.58-65。 

李翠瑛，2004.12.31.〈以「氣」入道——論莊子養生思想與修道化境〉，成功

大學，《宗教與文化學報》，第 4期，pp.1-18。 

李翠瑛，2004.11.〈論現代詩中的懸想示現〉，《修辭論叢》，第 6期，pp.442-

460。 

李翠瑛，2004.11.〈詩情音韻——論新詩的內在節奏及其形式表現技巧〉，《台

灣詩學學刊》，第 4號。 

李翠瑛，2004.09.〈新詩的整體節奏與情境的塑造〉，《翰林文苑天地》，第 13

期。 

李翠瑛，2004.07.〈以「重複」為基礎的修辭技巧論新詩的節奏變化〉，《國文

天地》，《國文天地》第 230期。 

李翠瑛，2004.06.〈論創意組合與一首新詩的完成〉，《國文天地》，第 229期。 

李翠瑛，2004.05.〈雪月與燈之悟——洛夫〈金龍禪寺〉一詩的修辭及意象〉，



《翰林文苑天地》，第 27期。 

李翠瑛，2000.07.〈王弼注《易》中有關「理」之闡述〉，《鵝湖》，第 301期。 

李翠瑛，2000.07.31.〈論《莊子．天道篇》中的「道」〉，《元智大學人文社會

學報》，第 1卷第 3期。 

李翠瑛，1999.07.〈試論王弼注《易》以理之運用原則〉，《元智大學人文社會

學報》，第一卷第 2期。 

李翠瑛，1993.10.〈現實的與浪漫的——沈從文鄉土散文之主要藝術特色〉，   

         《國文天地》，第 9卷第 5期 

 

 [C]研討會論文： 

 李翠瑛，2017.10.28，〈戲劇與詩的交纏——論管管詩中的語言形式與表現質

性〉，四川，西南大學新詩研究所，第六屆華文詩學名家國際論壇。 

李翠瑛，2015.10，〈流動的語詞——從「感歎修辭」到詩歌語言之創新與變

化〉，北京大學「紀念新詩誕生百年：新詩形式建設學術研討會」 

 李翠瑛，2015.11.1，〈流動的語詞——從「感歎修辭」到詩歌語言之創新與變

化〉，北京大學「紀念新詩誕生百年：新詩形式建設學術研討會」 

 夢的時空擺盪——論席慕蓉詩中夢、焦慮與追尋〉，明道大學｢2015 濁水溪詩

歌節「春華秋實——在時光的門欄裡回望」席慕蓉討論會」 

 李翠瑛，2015.10.14，〈夢的時空擺盪——論席慕蓉詩中夢、焦慮與追尋〉，明

道大學｢2015 濁水溪詩歌節「春華秋實——在時光的門欄裡回望」席

慕蓉討論會」 

 李翠瑛，2014.10.18.，〈兩方印記——論洛夫與商禽｢超現實」之異同〉，｢創

世紀 60年慶研討會」 

 李翠瑛，2014.06.09，〈潛藏的美麗——從陳育虹小詩的隱喻到詩集《索隱》

中的「月亮」〉，「2014 年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pp.308--

319。 

 李翠瑛，2014.05.10. 〈鄉土詩與現實主義——以笠詩社幾位創社詩人為例〉，

「笠詩刊與臺灣現代詩發展學術研討會」，pp.53--72。 

 李翠瑛，2013.05.31〈「情」之所在、「意」之所往—論鄭愁予詩中古典意象與

語言營造〉，明道大學，「鄭愁予八十壽慶國際學術演講會」。 

 李翠瑛，2012.12.09.〈禪意的再生——論洛夫詩中「禪意入詩」之存在意義

與語意禪性之展示〉，重慶，第四屆華文詩學名家國際論壇。 

 李翠瑛，2012.10.20.〈細讀之可能——論新詩中細讀批評之途徑、方法與呈

現〉，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北京大學詩歌研究中心，「詩歌批評與細讀

學術研討會」 

 李翠瑛，2012.05.14.〈落差、矛盾與通俗——論鯨向海大眾化詩歌之表現風

貌與網路寫作現象〉，福建，彰州師範大學，「漳州詩歌節學術研討會」 

 李翠瑛，2011.09.24.〈敘事的與非敘事的——論夏宇詩中「情節意象」作為



敘事策略之呈現〉，台北教育大學，「第四屆中生代詩人——兩岸四地

當代詩學論壇」 

 李翠瑛，2010.10.16.〈白色的美學——論蕭蕭《後更年期的白色憂傷》之空

白、平衡與形式〉，上海復旦大學，「多元視域下的對話與比較：兩岸

三地文學現象國際高峰會議」 

 李翠瑛，2010.10.01.〈晶瑩剔透的美學——以《張默小詩帖》為例論張默小

詩意態之隱喻〉，明道大學，「張默八十壽慶學術研討會」 

 李翠瑛，2010.06.25〈飛翔的語言——論臺灣新詩語言之虛擬意象〉，北京大

學及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兩岸四地第三屆當代詩學論壇」。 

 李翠瑛，2010.04.03.〈水中之月與境外之象——論商禽詩中的虛實變幻意

象〉，廈門大學，「兩岸三地華文教學研討會．商禽與二十世紀華文文

學研討會」 

 李翠瑛，2009.12. 〈古今的流轉——論洛夫詩中典故意象之轉換與再造〉，中

研院，「歐亞文化語境中的現當代漢語詩學」學術研討會，pp.101-122。 

 李翠瑛，2009.10.23〈修辭、意象與情感之表達——以洛夫詩中「雪」的意象

為例〉，湖南云集，「洛夫國際學術研討會」。 

 李翠瑛，2007.10.13.〈真假之雪——論洛夫詩中的雪景、雪境與雪的意涵〉，

元智大學「日本漢學之觀點與中國學術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李翠瑛，2007.03.17.〈情感與符號共舞：論韓愈〈送高閑上人序〉之書法美

學思想〉，南華大學「第一屆中國美學與藝術理論研討會」 

 李翠瑛，2007.01.03.〈鄉愁與解愁——解讀臺灣女詩人席慕蓉詩中的歷史圖

象〉香港中文大學「歷史與記憶——現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李翠瑛，2006.10.22.〈超越想像——論現代詩中超現實主義與示現修辭法之

意義與表現〉，台北大學「第三屆文學與資訊學術研討會」 

 李翠瑛，2005.05.28.〈割裂的自我——論蘇紹連詩的創作手法與生命向度〉

彰化師大第 14屆詩學會議 

 李翠瑛，2004.12.17.〈從「氣」論莊子養生思想與修道化境〉，龍華大學第一

屆北區技專校院宗教與人間關懷學術研討會 

 李翠瑛，2004.11.16.〈論現代詩中的懸想示現〉，玄奘大學，第六屆修辭學研

討會 

 李翠瑛，2002.11.05.〈現代詩意象論〉，龍華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學術研討

會 

 李翠瑛，2001.05.05.〈古典詩詞與書畫理論之「虛實論」美學〉，淡江大學第

七屆文學與美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李翠瑛，2001.05.04.〈論《莊子》與《列子》的「以夢悟道」說〉，龍華大學

傳統與現代文學史學學術研討會 

 李翠瑛，1997.05.〈文心雕龍之賦美學觀〉，第六屆中文系所友學術研討會 

 李翠瑛，1994.《孫過庭「書譜」中書論藝術精神探析》，全國書法論文研討會 



 李翠瑛，1993.12，〈試論文心雕龍中「情」之美學意涵及其在創作上之作用〉，

全國中國文學研究所學術論文研討會。 

 

 [D]專書論文： 

 李翠瑛，2017.12.〈敻虹的水紋與愛情〉與〈最美麗的誓言——談敻虹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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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聲》（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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