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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國瑞教授於 111 學年度接掌為應華系系主任。                         (夏羽 攝 )

文藻開辦華語學院
因應國際華語師資龐大需求 應華系主任鄭國瑞主張重視文化涵養課程
【記者夏羽文藻報導】111 學年

度正式就任應華系主任的鄭國瑞

教授於 10月 19日接受應華系報

的訪問，談及國際情勢與華語學

院成立的原因。

　為因應全球局勢的變化，現任

華語學院暨營運中心的院長許長

謨受學校委託，籌劃華語學院已

久，在 111學年度正式創立，是

全台唯一的華語學院，其中包含

應華系、華語文教學碩士班和華

語中心。

　鄭國瑞主任解釋道，自從中美

關係不太好以後，兩國變成競爭

的態勢，其中牽涉到各方領域。

在華語文教學領域上，中國廣設

在全球的孔子學院最具代表性，

但在西方民主國家普遍視其為中

共的銳實力後，孔子學院被大量

的關閉。伴隨孔子學院的退場與

美國的主導下，台灣成為外國人

學習漢語的首選，台灣的華語師

資也變得搶手。

　面對龐大的海外市場，華語學

院的責任變得重大，在配合推動

台美教育倡議的政策下，培養優

良的華語教師也尤為重要。鄭國

瑞主任表示，不管是華語教學或

語文表述模組，都需具備文化涵

養的根基。即使你是要走華語教

學，語文表述文化這個區塊是它

的根。你沒有這個根的話，那麼

你去教外國人基本上是教不久，

而且你也不知道要教什麼。

　文化涵養課程在學校政策的影

響下，能修習的課程逐漸變少，

由於學校壓縮開課的空間，老師

們能開課的科目非常有限，在僧

多粥少的情況下，有些老師甚至

沒有機會授課。

陸冠州老師表示未來應華系會走向數位化。

 　　　                       (應華系辦 提供 )

國文課程大躍進 文本數位化
強化軟體工具應用 職場人文素養、數位文本敘事技巧取代歷代文選

【記者康瑜芳文藻報導】

近年來，因為少子化的關

係，許多學校招生名額減

少，今年文藻的應華系更

是只有招收到一班學生，

系上的模組選擇也成了一

大問題。應華系陸冠州副

主任表示，未來應華系上

可能將會以華語教學為

主。

  據副主任說，為了因應

數位化時代，系上一些課

程將會有所更動，如原先

大一、大二的歷、近代文

選於今年取消，並改成職

場人文素養及數位文本敘

事技巧。陸老師說會有這

樣的改動，是因為 2020

年時，yes123 人力網公

布了一項科系志願抉擇與

學非所用調查，在接受

調查的上班族中，有高

達 88.9% 的文史哲學群受

訪者認為自己學非所用。

因此，陸老師認為，要加

強應華系學生的社會競爭

力，學習如何將文本數位

化是必要的。

    陸冠州老師也提到，

應華系語言表述組的學生

除了傳統的古典詩詞、小

說劇本創作外，也要開始

學 習 如 AI、Indesign、

Photoshop 等數位軟體的

應用，系上也會開始開設

與數位文本創作相關的課

程，如陸老師所開設的

「電子書敘事技巧」。

    對於日後將以華語教

學為主的應華系，語言表

述組未來的課程走向，可

能將逐漸轉為如何運用軟

體創作文本。陸老師說

到，現在時代已經沒有甚

麼人在用傳統紙張，都是

走向以數位電子化的方式

呈現。他認為加強使用

數位工具的能力，讓學生

學以致用、提升競爭力，

是目前語表組所需要的改

變。

全台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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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闖以色列     顏敏如現身說法

年輕人走出去 多看看世界
文藻外語大學駐校作家顏敏如。    ( 顏敏如 提供 )

觀察疫情期間的台灣 資訊閉塞 國人的視野有待開拓

顏敏如著作《拜訪壞人》。                

    ( 翻拍自《拜訪壞人》實體書籍 )

長居瑞士 好奇心引領 一個人深入陌生國度採訪 細數

中東戰爭的愛恨情仇

駐校
作家

【記者李承恩、陳宥綸聯

合報導】5 月 26 日駐校

作家顏敏如接受應華系報

的線上採訪，分享他在國

外的生活、實地採訪以及

寫作的經驗，特別是對於

中東議題的關注。

   首先我們十分好奇為何

顏敏如會對中東的議題如

此感興趣，是甚麼樣的契

機讓她花時間關注中東地

區，顏敏如表示，她生活

在瑞士，從瑞士的媒體上

得到非常多的國際訊息，

跟台灣的媒體不一樣，所

以開始對台灣及瑞士之外

的國際訊息感興趣，而她

就注意到了中東。

   顏敏如指出，中東是個

很大的範圍，因為聽到許

多人說中東的問題都是由

以色列引起的，所以便聚

焦在了以色列。以色列這

個國家的形成十分特殊，

幾乎每十年就有一場大戰

爭，其餘時間也會有一些

小動亂，只是規模不夠大

沒有媒體報導，這便勾起

了她的好奇心，她上網收

尋了有關以色列的訊息，

過去與阿拉伯國家的戰

鬥、雙方戰損、發生的原

因以及結果，但是她覺得

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兩

個群體及十年來的激烈衝

突一直無法融合，且換了

領導人也還是一樣，那肯

定是和文化有關，必須要

深究到文化內涵裡面去。

   所以顏敏如便開始搜尋

相關的文化背景，結果這

一搜尋打開了一扇她關不

起的大門，她被深深的吸

引住，走不出來，對這個

議題的興趣加上本人的好

奇心，使她決定到實地去

探訪，講到這個過程，她

說是十分的辛苦，因為不

像大媒體會有一些秘書能

幫他們把資料找出來，而

她只有一個人，要去深入

訪問的人物，都是自己一

個一個去找出來的。

   如何找到要採訪的人？

顏敏如說，他是從新聞得

到名字後就上網去找，找

到聯絡方式便直接連絡，

如果是媒體的話，例如報

社，便先連絡編輯，藉由

編輯給予記者的聯絡方

式，不過 email 過去可能

會因為對方太忙而沒有收

到回覆，或是對方是否有

收到你的來信，所以聯絡

這件事需要很有耐心。

   她曾經在 2007、2008 年

時連絡上以色列軍方的發

言人，是位女士，採訪她

時對方正好在回家的車程

上，就在這時候問了十幾

個問題，談了大概半個小

時左右。有趣的是，由於

以色列在國際上的態勢，

軍方需要去澄清他們的立

場，所以他們有對於各個

國家、地區的辦公室，如

美國辦公室、亞洲辦公室

等等，請這些專門的人來

回答問題，所以接近以色

列軍方反而容易。

   在那個時候，二十年

前，台灣不被世界知道，

她知道以色列有這樣的辦

公室以後，讓她思考為何

台灣沒有這樣子的機構來

介紹、推銷台灣呢 ?

【記者李承恩、陳宥綸聯合報

導】駐校作家顏敏如女士也分

享了有關她作品中想傳達出的

訊息，對台灣媒體以及應華系

培養記者的看法。

   顏敏如認為台灣人的資訊太

過閉塞，都專注於這個小島

上，原因在於台灣的媒體不去

做一個媒體該做的事，以疫情

來說，媒體記者通通都聚集在

陳時中身旁，似乎世界上已經

沒有其他的事可關心。

   她自己喜歡了解她不熟悉的

事物，她也希望台灣人也能這

樣子做，除了增廣見聞之外，

生活也比較不那麼單調，台灣

的社會需要更多監督，但是沒

有人來組織民眾，特別是一些

有專長的退休人士，就這樣被

台灣社會浪費掉了，所以她希

望傳達的訊息是，能夠讓台灣

人多去了解外界的事物，特別

是年輕人，因為年輕人值得，

台灣的國民所得已經來到三萬

多美金，那台灣的視野更值得

更多人去開拓。

   而她來到文藻，是因為她先

生在文藻國際事務系擔任客座

教授，她在去年和國際事務系

的系主任談，認為這個系裡學

生學的內容，應該可以培育國

際記者，而後回頭一想，她也

認為應華系可以培養國際記

者，因為國際記者雖然要會英

文，但不需要到寫英文小說那

樣好，重要的單字背一背，一

年內可以處理好，而去外面採

訪之後回來用自己的母語寫，

是對自己和台灣都有幫助的，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這也是一

種職業選擇。

   台灣的「報導者」組織也是

走這條路線，他們靠捐款來維

持運轉，裡面工作的記者的年

紀這大概也比大學生年長十歲

左右，是一個好的開始，而她

希望年輕十歲的這一代也能培

養起來，讓台灣人有更多管道

知道外界的事物，而且這不困

難，只要去做就能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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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堅持學好德文 變成小說作家

阮氏靖鑾把興趣編織成副業

【記者李承恩、陳宥綸聯

合報導】顏敏如回答她在

人生的哪個階段踏出成為

作家的第一步，出的第一

本書成為作家的過程及成

為作家最優先要解決的

事。

   顏敏如說，他的寫作最

早是從德語開始的，因為

她那時住在瑞士的德語

區，生活需要使用德語，

而要把德語學好一定要

寫，因為寫的時候才知道

要用正確的字，因為跟人

交談時，從肢體語言人家

能比較容易理解你要說甚

麼，可是如果要對那個語

言的文字掌握更好，那就

需要寫，這是她對自己的

要求。

   顏 敏 如 表 示， 在 1997

年她找到德國漢堡一個函

授學校的寫作課程，課程

持續兩年，是為母語是德

2017年顏敏如 (右二 )潛入衣索比亞採訪。                  ( 顏敏如 提供 )

阮氏靖鑾參與 10 月 16 日的高雄新住民多元文化市集，她開心的與自己的毛線編

織作品合照。                                               ( 黃玥榕 攝 )

顏敏如談創作的起源 從學外語、翻譯來來回回 產出第
一本作品《此時此刻我不在》

語的人設計的，校方會寄

東西過來給你讀，讀完之

後再把寫完的作業寄回

去，不過過程十分辛苦，

學校的教科書是比 A4 還

大的原文書，教人如何寫

作，光是看懂那課本就要

查許多生字，更何況還要

用德文寫作，她聽別人說

許多人讀了半年就放棄

了，但是她堅持了下來。

   她每個月都交作業回

去，最後一次的作業交了

一個兩百字的小說大綱，

後來想想，反正都查了一

堆資料了，不如把這個小

說寫出來，寫了上百頁，

全用德文寫，後來又仔細

一想，為什麼不用自己的

母語中文寫呢 ? 所以打算

把自己寫的小說翻成中

文。翻譯的時候才發現自

己的德語有多糟糕，看著

自己寫的東西卻彷彿是看

著一堵看不透的牆，所以

後來直接照著德文版又寫

了一次小說，接著又想，

既然中文小說寫好了，不

如把它翻成德文，讓自己

的德文更進步，後來花了

兩年，把翻成德文的小說

與一位在瑞士寫小說的先

生每個字每個標點符號的

修改，過程來來回回十分

麻煩，那本書就是後來出

的第一本中文小說“此時

此刻我不在”。

   而在寫這本小說的同

時，顏敏如把自己和先生

去高加索山 ( 中亞 ) 的經

歷寫成很長的一篇文章，

投稿到台灣新聞報的西子

灣副刊，第一次投稿就連

載了九天，因為那文章非

常長，這對顏敏如的鼓勵

很大，後來和西子灣副刊

的編輯合作，直到台灣新

聞報倒閉，之後自己也開

始寫一些關於政治、社會

的事情。

從嗜好玩出興趣 得助於文藻學生 離「自己開店」愈來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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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黃玥榕高雄布里斯

本公園報導】來自越南的

阮氏靖鑾來臺灣生活已

10 年，她來到臺灣後，

將手工毛線編織從興趣變

成副業，加入市集也已經

2 年多。除了販賣手工毛

線編織品外，阮氏靖鑾也

受到文藻學生的幫助，使

「開店」這項目標得以加

速前進。

   阮氏靖鑾表示自己剛來

臺灣的時候，就會利用打

工外的閒餘時間做毛線編

織，在她步入婚姻殿堂

後，便在家製作更多毛線

編織品。於是在 2 年多前

開始，阮氏靖鑾加入了高

雄新住民多元市集的行

列，讓自己的興趣變成副

業。「想自己開店」是阮

氏靖鑾的目標，她表示自

己的毛線編織品不敢賣太

貴，但是這項興趣對她而

言是舒壓與成就感的來

源，「就興趣，改不了」

阮氏靖鑾笑著說。所以即

使獲利不大，她也希望一

直做下去。

   在最初，阮氏靖鑾只使

用 Facebook 進 行 推 廣 販

售，後來因為市集的緣

故，她接觸到文藻師生並

受到幫助，除了重新設計

了名片外，文藻國際企業

管理系也協助設置了「日

駱．漾 手工毛線編織」

Instagram 平台帳號，讓阮

氏靖鑾的開店夢，能順利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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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藻到海巡 走出不同的人生
陳家莉從小對保家衛國有憧憬 再跳 Tone 也不後悔自己做的選擇

【記者康承喧文藻報導】

「文藻畢業後，在海巡

署 工 作， 是 不 是 很 跳

tone ？」 語 音 剛 落， 家

莉便輕快地補上──「我

的人生就是如此跳 tone

呢！」文藻帶給自己的影

響又是甚麼呢？擔任海巡

軍人，有甚麼酸甜苦辣隱

含其中呢？

　家莉來自雲林縣，從小

立志當警察，對於保家衛

國的這份使命，自始至終

在心中未產生動搖；但因

海巡人員不需身高限制，

順 利 考 取 110 年 度 海 巡

軍人後，即前去成功嶺受

訓。家莉表示，從任何方

面來說，海巡人員都介於

軍警之間，長官指令不得

不服從。甚至身為新進的

「小兵」，遇到較不平等

的對待，也是軍中不得不

忍耐之苦。

 「受訓的日子是最快樂

的，」接著便上崗先後來

到台南將軍、七股沿海見

習。「當別人說──你家

住海邊，就說：我就是海

巡的啦！」在沿海地區服

務的一年裡，許多雜事都

需要親手接辦，但主要的

工作是親自下海「撈水

餃」，所謂的──大體，

聽了讓人忍不住戰慄起

來。「 但 早 就 已 經 習 慣

『撈水餃』了。」彷彿早

已成為家莉的「工作日

常」。但問到是否享受這

份過程，家莉給出肯定的

回應。

　在文藻曾擔任應華系系

報主編的家莉，心中對海

巡軍人的憧憬自小萌芽，

不做便會後悔一生。提到

應華系帶給自己的改變，

「大學生活所學習的能

力，包括如何社交、與人

合作，在職場都運用的

到。」離開海巡軍人工作

後，家莉目前任職於特力

屋，也是她相當喜愛的工

作之一。

 「『文藻 Servian 精神』

其實跟我做海巡很像，」

家莉聯想到文藻與工作的

關係 --- 服務民眾無微不

至，也是家莉保家衛國理

想的實踐。「人生是多面

向的，不要限制自己在一

個框框內，」家莉鼓勵學

弟妹，多探索總是不會吃

虧，大學四年努力探索，

「你沒有努力，就不知道

夢是甚麼樣子！ 」

李宜玹開店 劉哲桓目標考證照
畢業的系友們，他們現在在做什麼 ?

 【記者夏羽、李欣羽文

藻報導】文藻應華系創系

至今培養不少華語教學領

域的人才，但除了華教方

面，亦有許多校友在不同

的專業領域發展。本次系

報共訪問了五位校友，分

享他們畢業後所從事的職

業與近況。 

   李宜玹有一個夢想，就

是開一家屬於自己的店。

身為高雄人的他畢業後便

到外地工作，三個月前他

接替了桃園中壢一家早餐

店老闆的職務，運用了在

職期間學到的餐飲管理知

識和服務技巧經營。

   從文藻畢業後，李宜玹

對未來感到迷惘，不知道

要從事什麼工作，凡是在

求職網上看到合適的工

作，他便不分地區的把履

歷投出去。李宜玹的第一

份工作，是在桃園機場的

報關行上班，而後到了藏

壽司當正職。在藏壽司工

作的期間，李宜玹萌生了

想開一家餐廳的想法，剛

好他常光顧的早餐店要頂

讓，於是他選擇接下店

面，繼續經營下去。

   在畢業前夕，劉哲桓決

定提早當兵，想盡早完成

兵役義務，所以提交了申

請。但到了九月，卻遲遲

沒有收到兵單，所以他找

了一份短期打工。目前在

台南市龍崎永續發展協會

工作，工作內容住要是編

寫企劃案和成果報告書。

   劉哲桓在就讀應華系

時，曾在系報當過總編

輯，也當過補習班國文老

師。實際了解過後，他明

白自己的志向不在這些領

域上，依然在探索未來的

目標。在下班之餘，他也

持續在學習，買了線上的

課程，準備考電腦軟體應

用的證照，為將來的職場

做準備。

   楊孟晴，第一屆應華系

報編輯，現在是新北市安

溪國小的老師。楊孟晴選

擇從事國小老師的生涯，

她說，小朋友的生活比較

單純也能從孩子們身上獲

得許多能量，比起與成年

人相處，與孩子們相處更

快樂。她認為在文藻修習

師資培育的課程，幫了非

常大的忙，學習到更多在

職場上會運用到的技能以

及更多相關的專業知識。

    陳映舟學長目前現在中

部 自 行 車 Orbea 公 司 工

作。雖然是應華系畢業，

但是對於華語文的出路興

趣稍缺，因為喜歡自行

車，也經常接觸自行車，

所以下定決心從事自行車

相關產業。陳映舟非常努

力的從頭開始學起，雖然

職業與應用華文系較無相

關，但是在文藻修習的英

文對自己的職業有非常大

的幫助，因為本身的職業

性質是對外貿易的工作。

陳家莉(中)工作時與同事合照。    (陳家莉 提供)

應華系系友李宜玹。 

        (李宜玹 提供 )

應華系系友陳映舟。

        (陳映舟 提供 )

系友劉哲桓與打工地點龍崎發展協會合照。

                                (劉哲桓 提供 )

楊孟晴當老師 陳映舟轉進自行車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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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屆文學獎 「北極星」發光
投稿件數 243 件創新低 但整體水準提高 林建勳 :目的在帶動文學風氣 

主辦文學獎主辦的林建勳

老師，述說他對文學獎的

期許。  (林建勳 提供 )

【記者夏羽文藻報導】第

34 屆文藻文學獎決審會

於 4 月 27 日下午 3 點 30

分在求真樓六樓隆重登

場，經評審選出得獎作品

27 件，共分為新詩、散

文、小說、劇本四大類。

本屆文學獎共收到 243 件

作品參賽，投稿數量創三

年來新低，包括新詩 128

件、散文 90 件、小說 23

件、劇本 2 件。

   五專部西文科二年級的

陳玟彤在本屆文學獎嶄露

頭角，藉著失戀題材的

《雜貨店的橘子汽水》、

《 北 極 星 》 獲 得 散 文 B

組第一名和新詩 B 組佳

作。評審認為，《雜貨店

的橘子汽水》文中用偶像

劇第一幕、第二幕的架構

非常有創意，且能充分表

達失戀的感覺，令人印象

深刻。

   此次散文 A、B 組的入

圍作品也得到評審們一致

的認同，兩組評審皆認為

本屆的參賽作品的水準不

同 以 往， 擔 任 散 文 B 組

評審超過 10 年的鄭國瑞

老師表示 :「今年 B 組的

水準比往年還好，當然所

謂還好不是說有一、兩篇

作品很特殊，而是整體

的水準相對來說是提高

的。」

   劇 本 類 投 稿 件 僅 有 2

篇，老師們顧及參賽者千

辛萬苦寫出來的劇本創

作，依然決定評選作品，

雖然不符合文學獎必須有

五件以上的評選辦法，但

兩件參賽作品的水平都有

達到評審的標準，最終給

予了佳作的肯定。

   本屆文學獎總稿件共

243 件，從第 31 屆的 255

件 到 第 33 屆 突 破 了 312

件，每年的投稿量一直持

續增長，但此次的投稿量

首次出現下降的趨勢。本

屆文學獎的承辦者林建勳

老師坦言近年文學獎的寫

作風氣其實是一直下坡

的，雖然部分同學會注重

文學獎，但其影響力正在

逐漸的式微。

   林建勳老師表示，文藻

文學獎是一個標竿，讓校

內能夠創作的人有得獎的

機會，讓平常忙於各種事

物的人看一看得獎的作

品，或許有那麼一天他也

願意來創作，好好的欣賞

文學，自己在學習的時候

讀到的文學作品也能夠好

好的品味。整個文學獎的

設計，真正的目的並不是

要徵選出多優秀的作品，

而是要發揮火車頭的功

能，帶動學校的文學風

氣。

第 34屆文藻文學獎得獎名單 應華系報整理

新詩A 作品名稱 得獎人 班級 散文A 作品名稱 得獎人 班級

第一名
20220224之殤－

記俄羅斯進攻烏克蘭
陳耿堂 UC1A 第一名 中間的人 朴善熙 UA3A

第二名 Amani 陳希 XE4B 第二名 你現在可以哭泣了 魏均芸 UE2A

第三名 路西法之殤 楊力泓 UC1A 第三名 那些在海裡的人們 李函蒨 XE4A

佳作 今歲塵硝 賴宜珊 UC1B 佳作 我們在 25 點夢醒 李國丞 XE4A

佳作 想念是戒斷症狀 童建菘 UE1B 佳作 菀枯 林建衡 UJ1C

新詩B 作品名稱 得獎人 班級 散文B 作品名稱 得獎人 班級

第一名 贈詩 葉珈汝 XF2A 第一名 雜貨店的橘子汽水 陳玟彤 XS2A

第二名 可以吃掉你對我的喜歡嗎 周明遠 XE3B 第二名 平淡如四季，繁華似人間 吳宜庭 XF1A

第三名 水漥 河與海 黃子璇 XG3B 第三名 共鳴 殷于媗 XJ3A

佳作 地獄 洪家欣 XE3B 佳作 寒冬夜至，燈若凡火 黃靖淇 XJ1B

佳作 北極光 陳玟彤 XS2A 佳作 幸福 黃馥渼 XJ3A

小說 作品名稱 得獎人 班級 小說 作品名稱 得獎人 班級

第一名 鹿炘 周采榆 UC2A 佳作 正常與不正常 吳佳琳 XE4B 

第二名 歸根 劉芳妤 XG4A 劇本 作品名稱 得獎人 班級

第三名 啞啞 張嘉恬 XS5A 佳作 角落悲歌 吳謹諼 UC2A

佳作 散落之花 胡楚旋 US1A 佳作 冬末融雪

吳宜庭

曾芸珊

周愛林

XF1A

( 因疫情影響導致延遲發報，故得獎名單以上學年度資料呈現，敬請見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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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玟彤大放異彩 散文新詩都得獎
《雜貨店的橘子汽水》、《北極星》運用情境 以細膩的情感使畫面躍然紙上

陳玟彤 (右 )和評審鄭國瑞老師討論其散文作品。                 (夏羽 攝 )

   暗戀，就是喜歡一個人，想他知道，又

怕他知道。

青春期少女的愛情雖是懵懂，卻不是無知

的。在少年們為玩樂而吵鬧時，少女們早

就開始暢想自己未來的另一半，躍躍欲試

起愛情的滋味。

   艷陽高照，禮堂如一個大蒸籠，悶熱又

濕黏，我們站在裡面，像一排排蒸餃，冒

著水珠，等著成熟，等著上桌，等著進入

下一階段。好不容易，老師打開冷氣，但

不曾想到，連出風口的風都是熱的。熱風

陣陣，吹不散我們心頭的煩躁，反更攪混

了空氣中獨屬於青春期荷爾蒙的味道。校

長站在台上，口沫橫飛，對於學校升學率

的吹捧，那是十句話都不帶重複的。但青

春期的我們，哪有心情在意這些，同學個

個交頭接耳，左顧右盼，只想看看班上有

沒有長得好看的同學，對未來的校園生

活，引頸期盼。

   我想我大概屬於比較悶騷的類型，表面

上看起來雲淡風輕，很多事都不放在心

上，但腦海裡的小劇場，總是一幕幕的上

演著。

身後幾位同學正在玩鬧，突然，被用力撞

了一下，我向前撲去。按照偶像劇的套

路，這是第一幕，主題是──邂逅。我的

少女心，撲通撲通，眼看就要跳出嗓子，

我用力咽了一口口水，轉頭看向我的男主

角。我的少女心，嘩啦嘩啦，就這樣碎了

一地。身後哪有甚麼帥氣逼人的男主角，

反倒是一片模糊，被撞掉眼鏡的我，連撞

我的兇手都看不清，但四周嘲笑的聲音我

倒是聽得一清二楚。

    我慌亂地撿起眼鏡，然後戴上，世界又

重新明亮了起來。這一次，我看終於看清

楚了少年的模樣。他的皮膚並不白皙，微

微偏深，是健康的小麥色。臉龐不大，但

雙頰看起來還有一點嬰兒肥，帶著些許稚

氣。鼻梁高挺，嘴唇很薄，髮絲很細，看

上去很柔軟。但最吸引我的是他的雙眸，

圓潤又有靈氣，儘管眼裡帶著一絲玩味，

但我想，我的少女心，好像又復活了。

  「你要去保健室嗎 ?」他當時是這樣問

的。

    「應該還好，等一下還是不舒服再去」。

我嘴上雖這麼回答，但我的少女心卻在大

聲咆哮。「去保健室擦藥，而且最好是跟

這位新同學一起去。」還好我那微薄的矜

持，不允許我做出這種不要臉的事。他點

了點頭，表示理解後，又繼續跟他的朋友

們玩鬧著。

    鬧出這麼大的事，不被記住才怪。開學

第一天，我成為第一個被全班記住的人。

儘管過程很丟臉。但少女心中的偶像劇，

就這樣揭開了帷幕。

   第一節課上課，有人拍拍我的椅子。「可

雜貨店的橘子汽水
陳玟彤 (節錄 )

【記者夏羽文藻報導】五

專部西文科二年級的陳玟

彤憑藉著出色的文筆在本

屆文學獎大放異彩，以

《雜貨店的橘子汽水》、

《 北 極 星 》 獲 得 散 文 B

組第一名和新詩 B 組佳

作，其描寫細膩的情感得

到評審老師的青睞。

  陳玟彤從小學開始就到

作文班寫作，平日空閒時

會隨筆練習，養成了長期

寫作的習慣。她也喜歡看

書，廣泛閱讀了許多不同

題材的文學作品，不管是

溫如生或蔣勳的散文、護

玄的輕小說、村上春樹或

夏目漱石等的翻譯小說，

這些作品都幫助陳玟彤在

寫作技巧和情感表達上有

很大的助益。

  《雜貨店的橘子汽水》

描述一個國中女孩在青春

年華時，喜歡上一個非常

投契的同班男生的故事。

靈感來自大陸的網路電視

劇《暗格裡的秘密》，劇

中女主角暗戀男主角的情

節使陳玟彤聯想到自己的

國中生活，被數學老師處

罰時男生的情義相挺，抑

或是在數學課時吵著要她

幫忙織圍巾的場景，都讓

陳玟彤重新拾起國中的記

憶，在散文創作時給了這

段回憶一個圓滿。 

  陳玟彤說，我確實在國

中時期對故事中所描述的

男生有好感，但他後來變

成了我好朋友的男朋友，

就像散文裡的情節一樣，

我沒有告訴過他，自己默

默地喜歡了兩年。現實中

的故事其實並沒有結尾，

這段感情在我知道他們交

往時就漸漸消失了，或許

是我在感情中比較灑脫，

所以在戀情上也不會過多

留戀，但我依舊在畢業紀

念冊上給他留言，只不過

沒有在寄語上留有暗戀的

信息。陳玟彤的另一個得

獎作品是失戀詩《北極

光》，詩中把心悅的男生

比喻成太陽，希望這道陽

光能無時無刻陪伴著，所

以努力的尋找一個永遠不

會日落的地方，卻不想北

極地區有永晝，同樣也有

永夜。

 《北極光》的創作源自

一堂國文課的寫作練習，

當時陳玟彤花了 30 分鐘

抒寫，她坦言自己極少寫

新詩。陳玟彤表示 :「基

本上我不是很會寫新詩，

比較喜歡寫情境或故事，

我可以去描述場景和內

容，這是別人看到時可以

想像畫面的，而新詩的創

作需要非常多的想像力及

創意的思考。」

  陳玟彤說 :「我覺得有得

獎很好，但對我來說，它

好像會變成一種壓力。以

後再創作的時候，我可能

會想說，它有沒有比我之

前寫得作品還要更好，因

為得過獎，在心中就會留

下一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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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詩 A時事觸發《20220224 之殤》拔頭籌

【記者黃玥榕文藻報導】

應華一 A 陳耿堂以吻合

時事的作品《20220224 之

殤 ─記俄羅斯進攻烏克

蘭》奪得新詩 A 組首獎。

   陳耿堂表示自己的靈感

來源，來自烏克蘭被攻打

那一天，在睡覺起床時聽

到新聞報導這件事，讓他

有感而發：「現在這個世

界已經這麼和平，為什麼

還會有戰爭這件事情 ?」

    陳耿堂因為曾經看過

〈戰地情人〉電影，劇中

猶太人被德國納粹打壓，

被無差別直接射殺，創作

時第一個意象是想到猶太

( 右二起 )陳文豪、李彪、許長謨老師與新詩 B組的同學合影。                           ( 黃苑甄 攝 )

新詩 B《贈詩》脫穎而出 評審都說好

【記者黃苑甄文藻報導】

在 Q602 教室舉行新詩 B

組決審，第一名《贈詩》，

第二名《可以吃掉對你的

喜歡嗎》，第三名《水漥 

河與海》，以及佳作《地

獄》、《北極光》。 

葉珈汝首投就得獎；《可以吃掉對你的喜歡嗎》、《水窪 河與海》

表現不俗；《地獄》、《北極光》同列佳作

   評審陳文豪老師表示，

作品要「陌生化」，讀起

來有新意，盡量寫出屬於

自己的作品，希望同學創

作要有更多元的選擇題

材。許長謨老師表示，寫

作的過程是與外界和自己

的交流，因此要具有創

意、獨特性和出自內心的

美感。從自己的內心和經

驗出發，真誠的呈現。還

有藉由分段來劃分意念，

同時也讓讀者容易讀懂。

李彪老師表示，敘事是最

應華一 A陳耿堂奪得新詩 A組第一名。  

                              (黃玥榕 攝 )

基本的，要包含人、事、

時、 地。 詩 就 是 一 個 故

事，要有開場、轉折、懸

疑…等等。

   許 長 謨 老 師 說，《 贈

詩》這部作品，三位評審

給出的分數都高。詩的每

人在躲炸彈的場景。他

說：「在一個夜晚，剛好

上面有一個路燈，周遭

的事物呈現非常淒慘的

樣子，家人必須相擁離

別。」

   林翠雲老師評審時認為

此作品運用了很多對比來

展現張力， 而強烈對比

正是寫作戰爭作品時很合

適的表達方式。

   陳耿堂表示自己最喜歡

作品的前三段， 寫自己

在睡覺時，對於現在事物

的流連忘返，到了最後，

卻發現美好的國家已經被

攻打了的心情。陳耿堂說

7應華系報 Applied Chinese 文藻文學獎

陳耿堂要向對烏克蘭致敬；《想念是戒斷症狀》、《Amani》獲評審青睞

道：「我們生活在這個美

好的世界久了， 突然聽

到以前才會發生的悲慘事

件， 可 能 會 有 訝 異、 悲

傷、憐憫的情懷。」 

    雖然俄烏戰爭還是在

繼續，但是陳耿堂想用這

首詩表達對烏克蘭的尊

敬，他也認為這是一種對

於心靈的安慰。

   新詩 A 組由卓福安、林

翠雲與蘇淑貞三位老師擔

任評審，第二名為英語科 

四 B 童 建 菘 的 作 品《 想

念是戒斷症狀》；第三名

則是應華一 A 楊力泓的

《Amni》。

一段都含有深沉的含意，

且構詞有力量，但表達的

道理要理解比較久。《可

以吃掉對你的喜歡嗎》的

題目吸引人、用詞淺白，

但段落分得不多，有點可

惜。《水漥 河與海》描

述了不同的面向，作者心

思細膩，但在文章的修飾

上可以再加強。《地獄》

的對比性可以再加強。李

彪老師表示，《贈詩》在

文章中有使用到引號，產

生對話感，使作品變得活

潑。

《贈詩》作者為法

文二 A 的葉珈汝。作品

名稱取自文章中的第一

句。創作的背景是用一些

比較唯美的意象，堆砌一

個傲慢和冥頑的詩人。她

說能得獎覺得很驚訝，而

且這是第一次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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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鹿炘》切入性別議題 嶄露頭角
周采榆得獎直呼「不敢置信」、《歸根》、《啞啞》分別獲

得二三名；《散落之花》、《正常與不正常》得佳作

【記者李承恩文藻報導】

4 月 28 日散文 A 組的決

審在 Q603 教室舉辦，由

林秀玲、林建勳以及王欣

濼老師擔任評審，此次入

選作品評審們都覺得十分

優秀。

   最後由國事系三 A 朴善

熙的作品《中間的人》拿

下第一，英文系二 A 魏

均芸的《你現在可以哭泣

了》拿下第二，第三名則

是專科部英文科四 A 李

函蒨的《那些在海裡的人

們》。 

   決審由林秀玲老師說明

今 年 投 稿 狀 況， 散 文 A

組的投稿數為 27 篇，較

B 組的 103 篇比起來少，

散文 A《中間的人》透過自己 找定位
朴善熙盼藉分享引共鳴；《你現在可以哭了》、《那些

在海裡的人們》也很出色
但林秀玲老師表示此次入

選作品的品質很高，是她

過去擔任散文 A 組評審

以來見過最好的一次，王

欣濼與林建勳老師也紛紛

點頭贊同。參賽題材中也

有了一些疾病的書寫，同

學勇敢地把自身疾病給寫

出來，不再像過去因為

害怕他人眼光而有所保

第三十四屆文藻文學獎散文 A組決審同學與評審 (前排左起 )王欣濼、林秀玲、

林建勳老師一同合照。                                      (李承恩 攝 )

【記者井上北斗文藻報

導】在至善樓 604 教室舉

行的文藻文學獎小說組

決審，應華二 A 周采榆

以《鹿炘》奪得首獎、第

二名為德文科四 A 劉芳

妤的《歸根》、西文科五

A 張嘉恬的《啞啞》得第

三名，佳作為西文系一 A

胡楚旋的《散落之花》和

英文科四 B 吳佳琳的《正

常與不正常》。

   評審謝明憲老師說：

「文章掌握的能力每個同

學差很大。設定角色時也

可以考慮到故事背景與故

事發展的方向。」

    顏敏如老師表示：「標

點符號會強調重點，放句

點的位置，就完成改變段

落的意思。」又說：「寫

作時特別要考慮讀者的角

度和需求。也要考慮放口

語的地方，如果把口語放

在很有文學價值的地方，

那個整個句子的文學價值

被口語毀掉。所以放口語

沒有關係，但要謹慎地考

慮口語要放在哪裡。」

   陸冠州老師說「寫小說

有三個關鍵。第一：寫作

技 巧； 第 二： 題 材 的 種

類；第三：題材的發揮。

小說裡表達的愛要讓讀者

清楚了解。小說裡要讓讀

者了解什麼事情影響到誰

身上，然後經歷了什麼過

程，讓那個人有了什麼樣

的精神。」愛的發端是人

的精神，人會有某種精神

的時候，一定會有感官上

的刺激。小說裡要讓讀者

了解什麼事情影響到誰身

上，然後經歷了什麼過

程，讓那個人有了什麼樣

的精神。」

   得到首獎的周采榆說，

《鹿炘》其實是把各個時

期寫的隨筆拼湊起來的，

我把別人家的故事和有所

耳聞的傳說、怪談，改編

後融合到我想表達的東西

上面，決定好要寫什麼很

快，但整理成能讀的東西

花很多時間。

  《鹿祈》在寫一個性別

錯亂的少年獨自面對父母

由愛生恨的婚姻。主角從

一開始就設定是個自我中

心的人，不關心他物、不

在乎別人的夢想，所以他

連父母的婚姻走向結局都

後知後覺。鹿炘一直希望

自己能被愛，他以為只要

變成女生就會有人愛他

了，卻不是想著去愛人、

留。 

   拿下第一的《中間的

人》講述作者與妹妹之間

的關係，評審認為她在一

般常見的親情方面寫出了

辨識度，跳脫了這類型的

套路，美中不足的是沒

有把姐妹的競爭心寫出

來。 

  《中間的人》作者朴善

熙受訪時表示，作品取名

《中間的人》，是因為自

己從小到大是一個平庸的

人，像個在中間的人一

樣，而在圖書館看到中間

的人這本書，找到了自己

的定義，也以此加入自己

的個人生活經歷來創作，

想找到自己的定位。而她

創作的同時也是想和人分

享，希望跟她一樣覺得自

己平庸的人也能從她的作

品中找到共鳴。

去改變現狀。

    周采榆說：「『啊，這

樣寫會很漂亮吧！我一定

要寫。』用這種態度隨心

寫出來的東西很難組織成

完整的架構，我的思考很

支離破碎，割捨和續寫的

過程很痛苦。」她說：「中

後段鹿炘和老師對決的台

詞是高中老師念我的話，

我那個時候超生氣的對天

發誓要和那個老師勢不兩

立，但我事後覺得他有講

對的地方，我覺得這是我

有成長的結果，挺值得回

味的。」

    周采榆表示：「我很激

動、不敢置信可以獲得這

麼高的評價，我事後重讀

覺得自己還是有很多不成

熟的地方。很感謝評審老

師鼓勵我繼續寫下去，真

的帶給我莫大的勇氣。」

   獲得亞軍的小說場景是

漁村，劉芳妤說：「一直

很想寫一篇關於偏遠漁村

的故事。漁村於我來說是

一個同時存在生和死的地

方，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

寫出關於生命與愛的種種

疑問，我想是最適合的

了。」她說：「我的寫作

方式是寫下一段一段不相

干的段落，讓這些碎片連

接起來變成一個連貫的故

事。」

   劉芳妤感謝文學獎的評

審，她表示：「很開心自

己的作品能被人閱讀並且

試著理解。回過頭再去看

自己的作品有很多不甚好

的部分，不過把故事寫出

來的同時也在梳理自己的

心緒，寫作幫助我更清楚

地看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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