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金類第一階段（入圍）決審會議現場。
順時針左起：賴香吟、蔡素芬、陳芳明、封德屏、楊照、周芬伶。

審針對此屆作品發表整體看法與評審重點。

蔡素芬、賴香吟公推陳芳明為主席，本屆年金獎助需選出入圍者共三名。主席首先請五位評

廖志峰於三月四日在文訊雜誌社開會討論，評選出十一篇進入決審。決審委員周芬伶、楊照、

屆共收到五十六篇來稿，共有五十一篇作品進入複審，由複審委員李金蓮、陳素芳、傅月庵、

會議開始，由文訊雜誌社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報告第十八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收件情況，本

時
間│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二）下午四點半
地
點│文訊雜誌社 B2 會議室
決審委員│周芬伶、陳芳明、楊照、蔡素芬、賴香吟（依姓名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
記
錄│林妏霜

周芬伶：我是比較早期看的，那個時候件數並沒有那麼多，其實大部分進入決選的選擇性就已經很小

號。我們等一下可以討論看看要用什麼樣的標準來做選擇。

體裁；其中有幾篇很符合徵獎性質，也有幾篇有文學潛力，但在徵獎性質上可能要打一點問

還是就徵獎的性質？依文體分類的話，詩、散文、小說，剛好這十一篇平均地呈現了這三種

賴香吟：我的感覺和素芬剛剛講的一樣，接近魚與熊掌的問題，是要就文字的質地作為文學的出發點？

巧等，因此今年的作品我會感到難以挑選。

能也成立；部分作品是有觸及到臺北主題，但既然是文學年金，我們就要考慮到它的文學技

有的只是一個地點，而人物和地點沒有產生非常必然的關係，那樣的故事發生在別的地方可

應該在作品上要盡量符合徵文的主題跟﹁臺北﹂有相關，但在十一篇作品裡，我覺得滿勉強的。

﹁臺北﹂有關，因為寫作要靠一種誠意，參加這個年金獎項的作者們，既然要參加這個獎項，

強。在這十一篇作品裡，我會去思考：這是臺北文學年金，徵文辦法裡應該有提到主題要和

蔡素芬：因為是連續兩年看，難免會有一種比較的心態。我感覺今年進入決選的十一篇作品，有點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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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了。挑選三篇，可能還湊不到三篇。這次十一篇，各個文類都有，以前好像是小說比較多一點，
這次有詩、有散文、有小說。我自己挑選的時候，會根據這三個不同的文類，起碼讓它有文
類的平等：小說一個、詩一個、散文一個。雖然以詩和散文看來，成書的分量是不如小說那
麼龐大。如果我們真的必須選出三篇，其實是沒有三篇特別傑出。
照：因為我看過比較多年，所以大概都會有所比較。過去文學年金最理想的是，看到一種作品，
它剛好符合主題，是作者本身就很想寫，所以順理成章地因為有這樣的年金，就申請，我想
這也是年金當初的本意：讓你把作品寫出來。但這次看起來，這種作品很少見。只好換另外
一種標準：因為有年金，所以逼著你去想，自己和﹁臺北﹂會發生什麼樣的關係？然後去完
成一個比較像樣的作品。這是我第一個感覺。
第二件事情是，過去長期以來，如果我印象沒有錯的話，這個年金在處理﹁詩﹂的文類上，
碰到很大的困擾，或者，甚至直接說對詩是有﹁歧視﹂的。我大概可以理解，以詩人本身，
對以詩的形式來申請年金會不太同意，可能會覺得詩不是以這種方式，硬去寫出來的。可是
我想今年進決選的詩稍微多一點，等會可能要問一下主席。我自己對於詩可能還要稍微再處
理一下，這是我會覺得自己感到困擾的。
另外，今年又碰到一個很多年以前碰到的問題，但好多年沒有再出現。萬一它來申請的時候，
表現的載體不只是文字的時候，要怎麼考慮？譬如我記得陳俊志，他的寫作是和紀錄片放在
人間田
•

我的詩浮繪﹀，因為它是詩和畫放在一起。我覺得等一下，我們多少還
──

一起，所以要不要考慮？因為它的形式是文字配合紀錄片，應該怎麼去衡量？今年有田運良
︿北城

是必須有一個討論和共同的標準，這是我自己也會感到困擾的，不知道該用什麼方式來處理。
陳芳明：因為我是去年第一次參加，我覺得去年的比較好。我們先講詩吧，王正良︿愛旅行，毛 ──
臺北， 2016
﹀，那個﹁愛旅行﹂加個﹁毛﹂字的題目，就怪怪的，其實我蠻偏愛其中幾行詩，
人間田 ──
我的浮詩繪﹀已經寫那麼久了，有一定的水
我覺得寫得還不錯。田運良︿北城 •
臺北， 2016
﹀也差不多，很
準，可是看不出寫的東西跟﹁臺北﹂的關係，︿愛旅行，毛 ──
難和臺北有什麼關係。
散文的話，就是廖宣惠︵伊絲塔︶的︿飛羽集﹀，好像用動物園的場景來寫羽毛，可是為什
麼要那麼掉書袋？我是覺得散文不要掉那麼多書袋，滿可惜。
我當然覺得比較有﹁臺北﹂感覺的，大概就是小說。這裡面的小說，最主要還是語言的問題。
﹀不管是文字的使用，或從陸配來臺北的
張怡微已經是一個熟練的寫手，︿臺北 RUNAWAY
書寫，算是比較深入，而且頗有看頭，是蠻有在地感的。除此之外我就覺得有點模糊。

第一輪投票

﹀︵周芬伶、陳芳明、楊照、蔡素芬︶
RUNAWAY

經評審協商，決議首輪投票，不分名次，圈選三篇，結果為：
四票作品
張怡微︿臺北
三票作品
伊絲塔︿飛羽集﹀︵周芬伶、陳芳明、楊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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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票作品
臺北， 2016
﹀︵周芬伶、陳芳明︶
王正良︿愛旅行，毛 ──
唐墨︿中篇歷史小說集：臺北曼荼羅﹀︵蔡素芬、賴香吟︶
一票作品
盧慧心︿錯覺﹀︵楊照︶
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賴香吟︶
嚴勳業︿再見中華 ──
號︿我的父親 Peter
﹀︵蔡素芬︶
張耀仁︿血的練習﹀︵賴香吟︶
票
○作品
楊紅︿捉馬筆記﹀
人間田
•

我的浮詩繪﹀
──

柯爾克孜姑娘︿寶藏巖公社記事﹀
田運良︿北城

一票作品討論
盧慧心︿錯覺﹀
照：這篇我可以放棄。至少試寫稿不太清楚它和臺北間的關係。純粹站在小說的角度上，至少我
會想要看到這樣一部小說的完成，但因為從試寫稿與寫作計畫書的搭配上來看，為什麼我會
說我願意放棄，因為我沒有十足的把握，盧慧心對於長篇小說會碰到的難處，有足夠的理解，

能夠掌握它變成一個長篇小說。她在很多的描寫上，和過去的寫作成績，我想掌握比較短的
小說與寫作方式，她應該是沒問題。但她的長篇能寫到怎麼樣的程度，至少試寫稿是看不出
來的。

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
嚴勳業︿再見中華 ──
賴香吟：就徵獎性質來講，它是滿貼切的作品，從構想，也可以看出這個作者至少是很認真地想要去

言的表達我覺得怪怪的，我看完就對她的文字經驗有一點懷疑。

陳芳明：我是看她的寫作文字，例如她寫﹁去撫自己的背﹂或﹁去背上﹂，為什麼要用﹁去﹂呢？語

所以成書可能會有一點問題。

周芬伶：我覺得她應該要有多一點的寫作資歷，再來參加年金，因為她還是在比較初步的寫作狀態，

這是最基本的。所以我想她下次再提出年金計畫時，應該注意這一些細節，不然就太可惜了。

申請的是可以拿到二十萬元的寫作計畫，應該把徵文辦法釐清楚，應該提供什麼樣的資料？

她很有寫作能力，她的小說也充滿了畫面感，可是作者還是要有一個嚴謹的態度，你今天要

備。

這座城市有什麼關係？只是因為住在這城市裡，有各式各樣的人。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不完

疑性的描寫，我沒有看到它和臺北的關聯，她的計畫書裡﹁沒有計畫﹂，去詳述寫作主題和

計畫和試寫稿判斷，應該是個長篇。試寫稿所提供的，我們看到的是對性的描寫、對命案懸

繞著各式各樣的錯覺打轉﹂，所以讀到這裡，我以為她會用好幾篇短篇去呈現，可是從她的

蔡素芬：我補充一下，她的寫作計畫只是談到她想要寫的故事是﹁發生在臺北，裡頭有各式各樣的人，

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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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完成這件事情，基於這一點，我給它一票。但也有兩個問題：其一，像楊照剛才所提到的，
是不同的文體組合起來的東西，雖然它說不想寫成報導文學，但這裡面確實有田調紀錄或學
位論文的味道，也像報導文學和文學作品加在一起，到時候他是不是能夠駕馭得了？最後會
製造出什麼樣的產品？我不是很放心。
另外一點，作者思維上很認真、很嚴肅，但是文字弱了點，不過，題目也講了是﹁人類學式
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點出了他不完全是要從文學角度出發，既然如此，可以給他機會試試，
看這個題材完成之後，有沒有可能呈現出吳明益等人之外的寫法。就試寫稿來看，我覺得起
碼有一個寫作者的初心在，有他很真誠的探問，這是一個不錯的寫作出發點。
照：我沒有投是因為一個很簡單的標準。看他的計畫和試寫稿，就算寫完，我大概沒有足夠的耐
心把它看完。我想最大的問題是，它所提供的角度和觀點真的太通俗了。寫中華路、寫外省人，
作者可能很真誠、也很用心、很努力，但沒有讓我看到很特別、很新鮮的東西。做為一個讀者，
我就真的對這個作品沒有好奇心。
蔡素芬：要成為﹁作品﹂，文字要通，而且層次感要出來。要做這種有點紀實、紀錄性的書寫，層次
感不出來、太凌亂，是沒有辦法讓讀者讀下去的。作品裡面講述的，包括幾個主人翁的身分
很一般、沒有特殊的觀察點。作者的文筆，還沒有辦法去駕馭，沒有特殊的角度去切入。事
實上，中華商場應該有很多故事，不是只有他所提出來的這五個家庭，很多故事可能會有一
些細節是很精彩的，可能是吳明益小說也沒有交代到的，也是我們很期待的。但是這一篇沒
有帶來驚訝感。

周芬伶：其實我對他的作品有印象，好像參加過類似故事館的採訪生命故事之類的。他的東西都是短
短的，比較不容易出錯。這樣的寫法碰到篇幅很大的時候，就會出現問題。尤其這麼大的主題，
反而沒有後面得獎的兩個題材吸引人，之前的作品講繡莊、講小人物，我覺得這些故事還比
較貼近他的生活經驗，可是講中華路的這個作品沒有什麼特色。
陳芳明：我看到他的題目時，是滿好奇的。尤其是在講﹁人類學﹂，應該是做在地文化的田野調查，
可是看不出來。而且題目太長。他大概就是要寫散文，但是看不出來整體結構，至少在讀的
過程裡是很難吸引人。
﹀
號︿我的父親 Peter
蔡素芬：我給它一票，是對它有所期待。她的父親一九四九年到臺灣，當高階公務人員，然後以臺北

靈活。所以我對她有期待。

作補助看過她寫她母親，寫得很好，把高雄早期的﹁吧女﹂和﹁美軍文化﹂帶進去，寫得很

個素人，有很多的情感，想到什麼先寫下來，之後再組織成一篇作品。之前在高雄的文學創

有編排，想到什麼就先寫，最後應該會融入到她的哪一個篇章裡面去。我覺得這個比較像一

因為起碼計畫裡告訴我們每一章的內容。試寫稿裡面，有時候只是一個小片段，可能她還沒

的往來很密切的生活方式，與臺北的地點帶出來的時代的文化，有所期待，所以才選它。

待過哪裡。所以我對於她寫一九四九年來臺灣，活到九十六歲去世的父親，以及觀察與人事

較多是父女的感情，可是她的章節裡談到﹁父親的臺北地圖﹂，先做了一個定標，父親曾經

為他人生的場景。這位小女兒，想要透過父親和臺北的連結去創作。她的試寫稿寫出來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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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照：它最精彩的是故事大綱。可是我一看試寫稿就覺得不行。她身上的體驗，我可以感覺到是那
麼樣的驚人、那麼樣的豐富，可是她的東西太通俗了。尤其是最後寫她父親告別式那一段，
我覺得你怎麼把那麼真實的東西寫成了通俗小說？我也同意素芬剛剛講的，附錄裡她寫母親
的作品寫得很好。可是或許她對臺北，或者她對父親走過的那個臺北，她真的不了解，所以
她充滿了二手的、通俗的想像，我覺得那個會是她最大的致命傷。

照：一開始那個﹁芳庭大廈﹂的描寫，寫慶祝她二十歲的生日那段，我真的懷疑那是不是她的記

那一部分我們沒看到她的試寫稿，我說的我有所期待，是我希望她從那裡帶出一個時代感。

不可能隨時待著，但她計畫裡有提到，她父親去過的某些地方，有一章是﹁父親的臺北地圖﹂，

蔡素芬：她提到自己十九歲就來臺北跟父親住，一直到父親九十六歲過世。當然她父親去過的地方她

楊
憶？我覺得她在符合她想像中那個時代的某種東西，但她沒有能力讓那個東西可以感動我們。
蔡素芬：如果她這樣的性格是看事情容易浪漫化呢？
楊 照：沒有啊。是堆疊了太多成語。
陳芳明：其實文章一開始好像要有一種致命的吸引力，好像有父女戀的樣子，好像有一個驚天動地的
題材要出現了，結果什麼都沒有。
賴香吟：這一篇是所謂的材料非常有趣，但文字非常的無趣。我本來期待她至少寫出在那個年代裡，
臺北之外，比較邊陲的地方，對於﹁黨政﹂、﹁臺北中心﹂的幻想，因為這類幻想可能真的
存在過。如果真的能夠有一種文字去把這個在高雄，有一點戀父︵這個父親是很有政治權力、
很臺北中心權力的︶的愛慕寫出來的話，可以是一個很好的政治寓言。

﹀則是平庸的文字。﹁瑕疵﹂與﹁平庸﹂，我願意選瑕疵。
Peter

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叫做有瑕疵的文字，︿我
就試寫稿來看，如果︿再見中華 ──
的父親

﹀用了很多刻板印象，我本來期待出奇制勝，因為我們已經到了一個後設的
︿我的父親 Peter
時代，我以為會有一些文字來把那個幻象戳破，結果她完全很認真地、木乃伊般地沉浸在過
去的時代裡。
張耀仁︿血的練習﹀
賴 香 吟 ： 這 次 的 十 一 篇 裡 面， 文 字 熟 練、 文 體 操 作 比 較 好 的， 大 概 有 三 個 作 品 ：︿ 臺 北
﹀、︿錯覺﹀、︿血的練習﹀。
RUNAWAY
︿錯覺﹀剛才大家已經提過了，盧慧心是一個非常好的作者，善用浮光印象，場景切換很有
電影感、視覺感，一個文字非常漂亮的作者。但剛剛素芬和楊照都提到，對於她是不是能駕
﹀，張怡微當然沒有問題，但就閱讀的新鮮感，我必須要說，︿血的練習﹀
RUNAWAY

馭長篇這樣的題材，是有懷疑的，而這個懷疑又沒有在她的計畫書得到一個說服。
︿臺北

﹀來得多一點。這份試寫稿，如果是中篇尚可，要發展成長篇，我有
會比︿臺北 RUNAWAY
點擔心。它的文字很細、很美，每個字靜靜搔到心處，但是坦白說，有些刪掉無所謂，可以
使小說敘述緊湊一點、俐落一點。
論計畫的完備，比較謹慎地在文字上做練習和展開，我投了一票給︿血的練習﹀，它的題材
本身就徵獎性質來講，是比較接近的。
周芬伶：︿血的練習﹀其實很政治正確。我滿喜歡他的文字，我覺得他的文字變好了，但是他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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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技術還是起不來，不知道為什麼？還是有一個東西卡在那裡，很怕這個作品寫完還是一個跟
過去一樣的東西、重複的東西，他的練習好像一直都在練習，但文字有變好，我建議他去寫
散文。
照：我是建議張耀仁不要再寫這個系列的東西，他做為一個小說作者最大的問題就是：他都是用
﹁想出來﹂的，也就是剛剛講說﹁政治正確﹂，覺得說這是﹁對﹂的題材，我應該去寫，然
後非常非常努力地想要把它寫出來，可是他對這些東西沒有確切的、非寫不可的感情。我不
是說不能寫別人的事情。剛剛芬伶那樣講，可能比我講得更清楚：希望他去寫散文。我覺得
，我覺得他不要用三部曲把自己綁死，
可能也是。不要再去寫這些勉強自己要做到的 project
因為這種硬是設計出來的東西，我覺得可以寫作的人，應該要更誠實去面對自己更有感情的
東西。我是看到張耀仁過去一路寫下來，我是建議他不要再寫三部曲了，可以寫很多其他的
東西。
蔡素芬：這一部雖然地點設在臺北，但是從試寫稿看不出太大的臺北地理性，內文的地理描述有時感
覺是在一個偏僻的地方。主題寫新住民的第二代，計畫裡有提到他要用﹁狗﹂、用﹁血﹂、
用﹁賽鴿﹂︵有些生意人心腸壞，在海上放走鴿子，飛到半途跌落下來的很多︶，其實用這
樣去定位﹁新移民第二代﹂的邊緣位置，反而定位了第二代，不必這樣。用象徵符碼替這樣
的族群定位，我不覺得可以繼續發展下去，因為很多事情，用不同角度去看，可以更寬廣。
主題已經用負面象徵去定調了，可能會失去多層解讀的深刻性。
陳芳明：就像剛才楊照講的，你要寫這樣的題材，必須真的像顧玉玲那樣，就落實到與更多的新住民

真正的互動、真正的調查。這完全就是一個政治正確的議題，他最主要的問題還是營造故事
的技巧。
蔡素芬：他要寫的主題是聚焦在﹁霸凌﹂，一直在強調校園霸凌。其實校園霸凌的形式有很多種。
楊 照：他都是意念先行。有霸凌、有反霸凌、有新住民、有賽鴿、有流浪動物，全部都是熱門的題材，
然後放在一起。我真的希望他不要再用這個方式寫。

兩票作品討論
王正良︿愛旅行，毛 ──
臺北， 2016
﹀
周芬伶：他寫作非常早，一九九八年，斷斷續續地到現在，還沒出書。裡面的幾首詩是不錯的，寫詩
的能力是不錯的，但是後面就不好了，有幾首是硬湊出來的。但是以前面的品質來看，完成
詩集的能力我覺得是綽綽有餘的，而且他寫了那麼久還沒有出過書，如果因為這樣促成他完
成一個詩集，也還不錯。
陳芳明：他的句法和語式，確確實實是有鍛鍊過。其實我們都很害怕詩會變成分行的散文，但是他沒
在整個城市遊走。但我最主要的困擾是，題目
有，而且他寫詩的場景就是臺北，騎著 Ubike
叫﹁愛旅行，毛﹂，你可以說﹁在城市漫遊、遊走﹂之類的，我覺得這個題目真的是不好。
但是他頗能寫。
周芬伶：題目不好，建議他改。但就一個寫作已經快二十年的人來說，他提了這個計畫，我覺得他應
該是有能力可以完成。再說，年金也不一定是非獎勵小說不可，只是我覺得他的寫作資歷與

能力是可以的，那麼鼓勵他四十歲了完成一本詩集，也算是一件好事吧。

照：我無力回答香吟的問題。但我要提醒兩位，因為這也是我懷疑的。就他的試寫稿，總共寫了

於各位，我無從想像這個創作結果，或就創作動機來說，要怎麼一口氣寫一首長詩？

做﹁一首長詩﹂？我沒有辦法想像一本書會是一首長詩。我並不是質疑這個動機，我是就教

人間田 ──
我
賴香吟：當然我不是一個詩的專業寫作者，就試寫稿，比較而言，是比田運良︿北城 •
的浮詩繪﹀來得有力量，但是我的疑問是，他的寫作動機是﹁寫一首長詩﹂。我不懂什麼叫

楊
二百四十行，但他要寫的是一首四千行的長詩，如果我們依比例來算，等於一個長篇小說，
他只給我們看到六百字，這是我懷疑的。你怎麼能夠寫四千行？你要有足夠的東西，讓我們
覺得合理，你可以寫到四千行。他說要寫春、夏、秋、冬四季，然後都在臺北。我沒有辦法，
只好去算這個比例，你只給我百分之六的試寫稿，我要怎麼相信你？這是一個多麼大的計畫，
比洛夫︿漂木﹀的三千行，還多一千行。我真的懷疑。
陳芳明：他要撐起四千行是不容易。
賴香吟：他如果分成四個概念，我比較能夠抓到這個計畫的模樣。但是他寫作動機直接告訴我要寫一
首長詩，我就突然失去座標了。雖然我覺得單首詩的品質是很好的，但是我沒有辦法判斷這
個計畫。
楊 照：詩是寫得很好。
周芬伶：有這樣的心能夠有一個長詩的作品產生不是很好嗎？
蔡素芬：既然是長詩的計畫，試寫稿提供給我們的這幾首，其實只有編號，我努力地讀它，實在摸不

著頭緒。我感覺很飄渺，由衷是像一根羽毛這樣，隨遊、隨漫談、漫寫詩嗎？例如他的第三
首和第四首，到不同的遊點有不同的感想，不能有題目嗎？都用 、 、 、 ，我無跡可尋，
2

3

4

陳芳明：他最主要是寫地景詩。

個感覺，我抓不到，裡面沒有一個軸線。

即便幾個段落和別的地方置換一下，我都不知道差異是什麼？可能我看他的詩還沒有習慣那

段落、有一件什麼事或什麼心情，不管你是景、是情，想要描述。但我覺得它有時候飄得很遠，

是一首短詩，我是這樣看的。不然分段落的用意是什麼？必然是在這裡有一個階段、有一個

覺我抓不到每一個段落裡面，到底是要帶來什麼？因為既然有分段落，你在這個段落裡，就

因為我不知道這根羽毛現在要飄到哪裡？不過他的每一首詩裡，我也覺得空間很大。但我感

1

周芬伶：他的計畫有說明，說編序是依照是 至 ，以及 和 ，所以中間可能有一些想法的。
10

101

102

蔡素芬：通常長詩，我們會比較把它定位為有一個故事性，敘事詩，那樣才能寫長。如果只是片斷的

楊 照：洛夫是有個大結構，只是他有一些段落看起來不是為了那個長詩而寫。

夫不大一樣，洛夫是寫他的流亡。

陳芳明：因為目前看到的就是春季，而且還沒有寫完。他每一首詩都有講到一個特殊的地點。又和洛

很多不同角度。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龐大的詩，但是目前看不到軸線。

蔡素芬：這個是會變動的。因為他有解釋，很多稱呼的方式不是要特定去講什麼，而且詩中敘事者有

書裡寫出來，會讓我們比較抓得住。

賴香吟：要寫四千行的話，幾個詩中敘事者，應該會有些互動，戲劇上的連結。如果有的話，在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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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拼起來，拼四千行，這樣稱為長詩也不對。應該會有一個主要的軸線出來。
周芬伶：其實就是看我們要鼓勵一個安全但是平庸的作品？還是說有點危險但是它有可能成為一個不
錯的作品？
陳芳明：如果得獎可以給他一個建議。
你要有一個主題，不是只有漫遊而已，也不是只有地景，而是你對於臺北這個多數，有某種
批判的，或是疏離的內省。目前看起來是寫地景詩，不知道到秋天、冬天的時候，他會不會
內斂一點，寫內心的感覺？
唐墨︿中篇歷史小說集：臺北曼荼羅﹀
賴香吟：這一篇，在題材上比較特殊，就計畫書來講，寫得很實。試寫稿文字很好，但在寫到小說裡
的重點，例如人和人之間的權力，起點、轉折或某一些爭執，卻在關鍵點上跳掉，急轉直下。
這些東西應該要寫細一點，如果他是要用文學的手法來寫。
蔡素芬：我覺得作者沒有要帶著批判性，或反映一些犀利的問題。他其實是在呈現、在整理。因為宗
教的，尤其佛教的東西，很容易引起攻擊、爭執。不好寫。他這種寫法，我看到安全的一面，
它去呈現那個現象可能有一點避重就輕，但是在整理臺北的佛教道場，把這個歷史告訴我們，
他的文字還算不錯，文辭精鍊。而且我把它當一種宗教文學來看，除了東年的作品之外，如
果還有年輕的作者加入，我覺得是很好的。因為佛教在臺灣其實是相當多人的信仰，它不好
寫。
賴香吟：我對他的疑問就在這裡。我們期待的，就是他能找到一個文學的方法，去切這個不好寫的地

方。通常討論佛門論戰，就是因為不好談，所以避重就輕，你今天借了文學這個題材，結果
還是一樣避重就輕。

照：這個背景到底是什麼時代？因為他沒有很清楚講的是哪一年。因為是歷史小說，我就一定要

同宗派，也反應到不同宗派和商業間的掛勾，而作者看起來是要寫政治力的介入。

現象，也是一個路線。所以我想給他一個機會，讓他表現。因為真的他要去找清楚佛教的不

取的立場，我本來替他擔心，但因為看他那樣處理，我反而覺得安心。因為他如果處理一個

很多人不把它當小說，而當散文看，就會被人攻擊，這在臺灣是會發生的。這個作者他所採

蔡素芬：你可以說他用比較和平的方式去處理這個宗教問題，你一旦在這裡對立，其實小說出來之後，

楊

知道時間點，但我說不出很明確的東西。這個小說文字很好，但文字沒有給我歷史感。包括
他們的對話，他喜歡寫這麼多對話，但都不太像以前的人在講話。第一個，做為歷史小說，
他沒有讓我感覺時代感，這是我碰到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就小說論小說，為什麼他要用
第一人稱呢？我覺得第一人稱是他最大的問題。他怎麼可能用第一人稱去呈現這麼複雜的，
包括政治、包括派別的東西，因為已經是第一人稱了，所以這些東西一講的時候，就已經有

年代，當然陳芳明比我更有資格評斷，我
○

年代初的話，如果他要用這種方式寫這個時代，我更不敢相
○

一個立場，所以從頭到尾，我覺得他真的不太懂小說。這是第一個麻煩的事。而且如果這篇
年代尾、五
作品真的就是四 ○
信他有能力去寫日治時代。

照：他的計畫很可怕，是要講南瀛佛教會。他要講二

蔡素芬：前面會更困難。
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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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我的評斷是，他一定沒有能力處理那個時代。
蔡素芬：他不可能寫得深入，因為光是在寫慈航法師的閉關，就寫得很奇怪。但如果有人要寫這樣的
小說，我會用比較寬鬆的方式來看。
賴香吟：戰後的部分比較寬鬆，因為計畫書說是虛構的，虛構了一個清雲法師。
陳芳明：虛構沒有錯，但從一開始就從維基百科去摘不應該，你應該要做過歷史研究吧。
楊 照：他對臺灣的寺廟大概有一定的理解，從龍山寺去連到南瀛教會，可是他完全沒有深入去探索。
蔡素芬：就是因為他沒有深入探索，他才敢提這樣的題目。他只能輕輕的碰觸到，不可能太深刻。
楊 照：我只能說我真的表達我的問號。
陳芳明：就是歷史的縱深不夠，沒有歷史的深度。

三票作品討論
伊絲塔︿飛羽集﹀

照：我的心情跟剛剛素芬一樣。像這樣的作品是我會比較寬容去看的計畫，因為我自己喜歡比較

所以它要變成一半是論述化，一半夾雜抒情。我想應該會用滿多的圖片，講小小的收藏癖。

了太多東西，但如果沒有這樣引，這本也撐不起來。因為她的經驗，可能素材沒有那麼多，

周芬伶：我會感覺到她對羽毛有特殊的病理，因為一根羽毛可以寫這麼多東西。當然，剛才有人說引

楊
知識的、知性的散文，我們相對地比較少看到知性的散文，所以我也會去看看它會引用什麼
樣的文獻。我比較沒有那麼安心的是，既然要寫羽毛，從羽毛到鳥，我還是會有一個潔癖，

你應該還是要有一點動物學或生態學的背景，但是在她的試寫稿裡，她的知識完全是導向文
學或者是思想，卻沒有自然，感覺到不平衡，這是我肯定和質疑的部分。
賴香吟：這一篇我可以接受。一般散文以物事為描寫的主題，我最怕情感是假的，但是這個計畫和她
的試寫稿，讀起來是真的。我也同意它必須要加，把物事的描寫做橫向擴展，或把楊照的提
議加進去，可能讓它縱向加深。
蔡素芬：因為它自己定位為哲理性散文，我就覺得有所期待，但是我沒有期待到哲理性的部分，我看
到的還是比較個人情感，抒情性的散文。因為哲理性的散文，就是知性的部分，應該要給予
而且還要帶著層次，最後可以引發一些空間思考。作者要告訴我們，你所體會到的哲理在哪
裡？或者你要讓讀者思考的哲理在哪裡？可是我覺得沒有找到這部分，而且它的思緒是比較
漫遊的，是跳耀的，情感有點耽溺，因此我有一點失望。這種寫法跟計畫中的寫作形式有一
點不一樣，所以我沒有選它，因為我很害怕每一篇寫出來都很類似。
賴香吟：感情可以放得再強一點、個性化的強一點。現在雖然有情，但是太耽溺。與其說情感，不如
說野性，再加一點野性。她對羽毛的情緒那麼強烈，是哪裡來的？也許可以再往裡面挖一點。
陳芳明：其實就是一種自然書寫。但吳明益就做得很仔細，他的田野調查，每個地方都看得很仔細。
如果可以接受它，應該要求作者在田調上更深入一點。
周芬伶：但我覺得有關羽毛這個意象，其實可以往文學方向走。像紐西蘭的諺語說﹁靈魂的重量就是
一根羽毛﹂，如果很多原住民的神話、很多神話加進去的話，會是一本蠻好看的書。我不曉
得它會怎樣寫，但是我會有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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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票作品討論
張怡微︿臺北 RUNAWAY
﹀
周芬伶：條件很好，但這個題材不吸引人，有點硬寫，三段愛情故事沒有一段是好看。但作者條件是
很好，以過去的表現來看，真的是滿亮麗的。她如果真的去寫過客的心理，也許會很深入，
誠實面對自己，可是她就是要去強調那種對臺灣已經很了解的樣子，反而東西都浮浮的，雖
然我也投它一票。
賴香吟：它將兩岸三地人的飄浮感都處理了。
照：它應該讓作品即使是試寫稿都應該要更濃縮一點，你會覺得這整個故事什麼東西放進來，什

蔡素芬：但是也是為了主題去找故事，把它湊起來。
楊
麼不放進來，好像都可以。沒有一個很必要、很清楚的主軸，然後可以判斷這些東西是有意
義的，好像可以一直切，一直切進去。
賴香吟：作者書寫的特色或強項是她能在一個當下，把感覺迴旋，不斷地寫，別人寫兩個句子，她可
以寫十個句子，而且，十個句子都不俗。在短篇裡，如此迴旋個八千、一萬可以，剛剛好，
但以這個試寫稿來看，很多當下情緒描寫，我覺得多了點。
楊 照：我覺得可以建議她。

照：還是要回到文學，把三段情感故事講好的本位上。剛剛賴香吟的話有打到我，就是它連中篇

會有什麼交集。

看到中間，才發覺應該是杜鵑颱風串起他們相近的時間，但也只是時間相近，最後不知會不

既然是短篇故事，不能三個故事分開寫嗎？一定要在一個章節裡面，把那三個故事都寫進去？

慢慢出來的，並不緊湊。而且故事的設計還滿簡單，用三段，串聯的就是杜鵑颱風。我覺得

蔡素芬：她寫一寫就跳出去，寫一段散文，再拉回來。慢慢整個看完，她的故事才出來，她的故事是

楊

都太長的時候，真的不鼓勵它寫成長篇。所以我也在猶豫。
賴香吟：我可以修正一下，當短篇變成長篇，風格也可能截然不同，長篇有時也鼓勵細碎說下去，有
些長篇體裁是這樣，我不能說我完全不鼓勵她去試試。
周芬伶：有不給它的理由嗎？
楊 照：不太多啦。
蔡素芬：真的不太多。
陳芳明：相比較之下，它還是比較像個有規模的作品。

照：還是可以有一個理由，就像我剛剛不投張耀仁的理由，就是我們是可以用我們自己願意承擔

不大好看。完全失去她自己的味道。

周芬伶：我滿喜歡她寫自己生活的部分，就算是寫小東西也很好看，可是她寫這個不熟悉的東西時就
楊

的，不鼓勵他去這樣寫。這也是一個理由。但是必須說她的試寫稿還是寫得比較好。

第二輪投票
所有獲票作品討論完畢。進行第二輪投票。一票作品中，楊照放棄︿錯覺﹀，蔡素芬放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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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香吟放棄︿血的練習﹀，保留︿再見中華
Peter

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
──

臺北，
──

﹀十二分︵周芬伶一分、陳芳明三分、楊照三分、蔡素芬三分、賴香 吟兩
RUNAWAY

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進入投票。兩票以上的
喃﹀。五位評審同意︿再見中華 ──
作品共四篇，就此五篇給分。最高三分，最低一分。結果依得分高低排序如下：
︿臺北
分︶
︿飛羽集﹀七分︵周芬伶三分、陳芳明一分、楊照兩分、蔡素芬一分︶
臺北， 2016
﹀五分︵周芬伶兩分、陳芳明兩分、賴香吟一分︶
︿愛旅行，毛 ──
︿中篇歷史小說集：臺北曼荼羅﹀三分︵楊照一分、蔡素芬兩分︶

﹀、︿飛羽集﹀、︿愛旅行，毛
RUNAWAY

人類學式的非典型漫遊者呢喃﹀三分︵賴香吟三分︶
︿再見中華 ──
決審結果揭曉。最後依得分高低由︿臺北
﹀三篇為文學年金類第一階段入圍得主。會議圓滿結束。
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