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0屆臺大文學獎新詩組決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11:00~13:00 

地點：中文系紀念室 

主席：洪淑苓 

評審：白靈、羅智成、陳大為 

紀錄：邱亮瑜 

整理校對：許佩君 

 

【決選作品】 

序號 篇名 

1 單兵愛情教練 

2 我不想靠近你 

3 如果夏天回來過 

4 渡海 

5 Betroffenheit 

6 節制是耽溺的同義詞 

7 台青的後現代困局 

8 未竟 

9 愛是一張照片 

10 燙金 

11 世界末日 

12 無遊 

13 五月病 

14 實踐哲學課 

15 深夜素描 

16 新增空白文件 

 

【整體評價】 

洪淑苓：初審檢查過九十四件，經過初審共同投票，入圍十六篇。要跟三位老

師商量的是，因為總共六個名額，在十六篇裡面，是不是第一輪的投票方式一

人先六篇，看這六票的結果，再進行第二階段。現在先讓老師們講整體評價，



請大家簡短談談對這次新詩入圍作品的看法。 

白靈：這屆作品水準滿高的，絕大部分作品都很有創意，不會無病呻吟，最主

要很有現代感，會把許多堅硬的現代名詞「提款機」、「無塵室」，這些很難入詩

的詞放在裡頭，讀起來很有特殊的風味。再來就是，有一半是比較沈重、有使

命感，對自身的處境，甚至國族的未來，有種壓在自己身上的感覺，但表現方

式不同，有的人比較沈重，有的人舉重若輕，我想這大概是學生對生命的承擔

跟使命感。有些文章也蠻輕鬆的，用簡短的詞表達幽默。我覺得這一次的作品

挺有水準。 

洪淑苓：謝謝白靈老師，對我們投稿同學作品的肯定。 

羅智成：我評過多次臺大文學獎，這是水準最好的一次，精彩扎實，令人驚

艷。簡單來說，這次的作品相當臺大。什麼叫「相當臺大」？因為它可能身處

首都中心，對社會現象或議題敏感度特別高，關懷層面較廣；一方面也可以看

到很有個性的部分。其實個性來自自信，帶有個性就容易有多樣性。因為夠敏

感，對新資訊、新觀念的掌握，對社會的觀察，對政治的關注，很多題材是在

其他學校很難看到的。敏感度、觀察、個性或觀點，這些元素歸結到一個大的

面向就是思想性，這次作品，相對其它場合的作品，它的思想強度高很多。為

什麼我說非常難評，因為思想是很主觀的東西，它很大的麻煩就是超越技巧、

書寫策略的考量，很難只針對它具體的技巧去考量，這是比較難評的地方。整

個來講，除了極少數以外，幾乎每一篇都有被選上的可能性，這是我初步的印

象。 

洪淑苓：謝謝羅智成老師，看起來這屆應該競爭非常激烈。 

陳大為：我有些看法是不太一樣的。我覺得這次在題材上的創新，不太看得出

來，也就是說，沒有開發新的題材。比較可貴之處，是在原來很容易寫壞的微

小事物上，比如一個念頭或一個感覺，大多能夠掌握得非常好，這是很有信心

的寫法。這種結果會導致一種很純粹的寫作意識，作者不追求一個龐大或深刻

的東西，只專注在想寫的事物或感覺上面，這種詩讀起來有純粹的美感，這樣

我們就不會每個字、每個句子去要求，它是一個整體性的。技藝當然是有的，

相對其他學校，臺大的技術還是有一個階段的領先。如果最後以我選的幾首詩

來講，我確實是相當滿意的。讀起來不會沈重，很輕鬆的把他想寫的東西都寫

出來了，即便有一兩首題材比較應大的詩，也不會搞到很沉重，就像白靈老師

說的，有舉重若輕的感覺，明明是個嚴肅的政治議題，處理起來倒是很柔軟，

這是很難得的。 

洪淑苓：謝謝陳大為老師，這樣聽著覺得臺大文學獎果然水準很高，非常期待

這次得獎主的出現。那每個人請先勾選心目中最佳的六票，我們再統計。 

(第一輪投票結果：〈單兵愛情教練〉1票，〈我不想靠近你〉2票，〈如果夏天回

來過〉1票，〈渡海〉1票，〈Betroffenheit〉1票，〈未竟〉2票，〈愛是一張照

片〉1票，〈燙金〉1票，〈世界末日〉1票，〈五月病〉2票，〈實踐哲學課〉1

票，〈深夜素描〉1票，〈新增空白文件〉3票) 

羅智成：跟我想的一樣，就是重疊性不會太高。 



洪淑苓：有共同獲得票數的有〈新增空白文件〉，再來〈五月病〉、〈未竟〉、〈我

不想靠近你〉，其它的就是獲得一票。但我想就算三個都有勾選也不必一定都是

每個人心中的第一名，我們現在請每個老師發揮說服力，有票的都可以談，讓

好的作品可以進入下一階段。我們就按照篇的編號順序。 

【得票作品討論】 

〈單兵愛情教練〉 

白靈：〈單兵愛情教練〉這個比較幽默，角度比較特殊，其實沒有寫的太理想，

尤其是最後結尾的地方。不然我覺得這個題目其實可以發揮，但它沒有發揮到

一個更特殊的點上。 

陳大為：這首詩是非常可惜，本來用「單兵」的概念很不錯，但它有兩個東西

寫壞了，一個是題目講的太直接、太直白了，如果他不講，我們還有一種探索

的樂趣；其次他用了太多括弧作為補敘，反而干擾了整首詩，我就沒有給它票

了。 

羅智成：通常這首詩是男生比較有共鳴，但它的比擬太準確、太可預測了，就

是沒有跳出其他新東西，我沒有選它是因為別的作品更好。 

〈我不想靠近你〉 

白靈：這首詩其實寫得滿好的，用我和你的關係，談兩岸很近又很遠的互動，

還有恩怨情仇。把歷史和現狀都揉合在一起，而且有思考性也有悲哀感。我覺

得後面寫得比前面精彩，有的段落蠻能夠間接又到位的指出兩岸的盲點和現

狀，用這樣的手法切入也很不容易。 

陳大為：兩岸關係本來是很大的、政治層面的東西，但他把它弄小了，弄到好

像兩人之間的關係，從比較感性的層面來談政治。我看到他把我們都能讀懂的

訊息，包裝、改裝成他想要的樣子，但是又不會妨礙閱讀，整首詩讀起來大致

能夠知道他在講什麼。臺灣對彼岸的心態，也抓得很好，這首詩不會有政治的

煙硝味，也不會有意識形態張牙舞爪的感覺。這是非常難得的，所以我投它一

票。 

羅智成：我選這篇時，一直在想要不要把它擺進來。它是一個論理之作品，很

好的一篇，它的難度顯然滿高的，它是用告白體，帶著濃烈的情感成分，但是

包裝著縝密的思考，它沒有什麼負面的敗筆，勉強算的話，它的節奏稍微刻意

了一點點。 

〈如果夏天回來過〉 

羅智成：這篇是我挑的。乍看之下，它較像其他學校比較常看到的作品，但它

對細節的掌握，還有意象的表現算是突出的。最主要的問題，在我看，它鋪陳

那麼多的意象、細節，跟各種語法上的變換，最後卻是落入比較平面化、表象

的情詩，最後有點弱下來。這首詩用了許多我很喜歡的意象，特別是對大自然

的這部分，很鮮明、具體、躍然紙上。對我來講它最大的問題，在它割捨不了

多餘的、好的東西，所以用了過度的意象，堆疊、鋪陳一個信息量相對較小的



東西。但整個來講，我覺得這個作者他有著巨大的寫詩能量，所以我就把它選

出來了。 

洪淑苓：謝謝羅老師。另外沒有投票的兩位，請白靈老師先講。 

白靈：這首詩不管是文詞、情感都非常豐盛的一首情詩，而且它對愛情的反思

跟回應，其實寫得蠻深柔的，意象也很多，但好像太多了一點。如果考慮留下

一半或一半多一點，它就會變得很精彩。還有它就是括弧的地方太多了，尤其

最後兩個有一點點連續。當然你說這樣不可以嗎？其實也無妨，但總覺得這樣

有點刻意，變得有點僵硬。但其實這首詩在很多層面，像是意象的鋪陳跟細

節、微物上面的注意，我覺得算是還很到位的。 

陳大為：我覺得這首詩意象是有的，但意境營造不起來，讀來沒有夏天回來過

的感覺。我看到它鋪陳的東西，但我沒有被它籠罩、瀰漫，讀起來反而覺得有

點吃力，總覺得怎麼它還沒有寫完，應該再精簡一點。它有兩個最大段落意象

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是海洋，一個是叢林，前後銜接不起來，好像是獨立的兩

個東西。 

羅智成：就是它整篇不夠緊湊…… 

陳大為：對，它的謀篇比較弱一點。 

〈渡海〉 

羅智成：這篇也是我選的，它還不錯，它描寫兩個不同歷史階段渡海者的苦

難，第一個階段是唐山過臺灣，第二個階段有點像是跑來這邊打工的移工。它

的意象抓的都還算準確，第一段抓的特別精準，第二段我覺得也很好，如果要

說，主要最大的缺點就是後面的救難「南無」、「主啊」，這部分的刻板化表現沒

有辦法撐起前面那種渡海移民的苦難和沈重之感。 

洪淑苓：其他兩位的意見，陳老師您覺得？ 

陳大為：我覺得這首詩應該一分為二，要嘛只剩前半，要嘛就剩後半，好好去

寫它，把它寫得完整就好。前後對照本來有它的用意，但是這樣寫得有點太刻

意，沒有共鳴。 

白靈：一個寫大陸來台，一個寫東南亞移工，兩個時代完全不一樣，唯一的相

同就是渡海。可是手法處理上各有優點，但前面那一節寫得比較好一些，後面

就是發生災難，建築工人摔下來，死去，這種痛苦滿有同理心。我覺得一個寫

詩的人，除了對自己之外，對其他的人物、事物、時代有一種同理心，是滿重

要的，這一點是可取的。但在結尾的地方把宗教抬出來有點牽強，第一段比較

不牽強。第二段寫兩個宗教不同的信仰，其實也透露每一個人在最危難的時

候，都會有面對未知的恐懼，這種恐懼可以從神明或宗教獲得安慰，但在這一

點上其實它可以處理得更特別一點。 

陳大為：它後面這段再次用到宗教，用一個東南亞移工的信仰，要嘛就天主

教，要嘛就伊斯蘭教，不會出現五蘊皆空這種東西。 



白靈：可是你說泰國呢？越南也有啊。 

洪淑苓：就是有一點點小瑕疵的意思。 

羅智成：對，有點小敗筆，但我還是選它。 

〈Betroffenheit〉 

羅智成：這篇我就有點想向大家拉票。〈Betroffenheit〉這首寫得非常好，而且

很動人，它寫的是童年悲慘的經歷，哥哥掉到井裡，妹妹是一個倖存者。那個

死者的自述講得非常深，它用的意象跟表達方式，都是在掌握意識邊緣上的東

西，非常難得。最戲劇化的就是死者的自述，構成巨大的反諷，好像死者他還

沒死掉或不知他已死掉，娓娓談他作了一個夢的事情，這裡頭形成一個張力，

其實悲痛的張力很大，但他透過輕描淡寫的語調，把死亡的迷亂、疏離也表現

出來，這是極少數我看了會毛骨悚然的作品，很像是看妮可基曼那些驚悚電影

的感覺。妹妹這部分是把她的內疚作了深刻的顯現，而且語言要合乎她的腳色

與年紀。照理，她是一個 5歲的妹妹，用到的字眼不能像七歲那樣。但七歲的

哥哥其實也不會用到這樣的字眼，但我覺得重點不是幾歲的問題，而是死者跟

倖存者的對白、倒述一氣呵成，這是非常強的一個詩的表達。 

白靈：這首詩是寫得非常不錯的。其實我比較喜歡後面，就是倖存者對於當初

哥哥整個掉下去，她有沒有勸過他，有沒有拉住他，還有之後懷疑自己的存在

感，這是一種很深的痛恨、內疚造成的糾葛，後面寫得很成功，因為它反覆辯

證跟自我懷疑。前面那個就好像比較不通，尤其是說好像變成水鬼一樣塵封，

用暗房的底片，好像沒有辦法跟他的整個處境做一個比較好的連結。這個地方

如果做不同的處理，整個就會變得很強烈。 

陳大為：我的看法跟白靈老師有一點接近，後面是我比較喜歡的，活下來的妹

妹心裡對自己的不管是辯證、質問，還是開脫，她的心靈糾葛都很深，讀了後

面才會讓我想第二次去看前面，看它前面有沒有處理得很好。剛剛提到妮可基

曼的電影，一家四口不知自己死了，還是鬼的那種情況，詩在這裡恐怕沒有那

麼成功。第四段寫得較硬。其實此詩構想不錯，尤其小標題「哥哥，七歲，七

歲」，他停止了，但後面已經二十一歲了，過去了十六年，十六年以來妹妹的愧

疚、哀傷沒有絲毫減緩；但相對來說，哥哥的心理沒有琢磨，好像他在這裡思

緒停止了，沒有進一步在時間裡成長，他停在那邊。它的語言凝固感不夠。它

企圖把靈魂困縛住，但不是凝固。我沒有特別喜歡它的上半，我喜歡它的下

半。 

羅智成：我可能還是幫上半做一個說明，它難得的地方在於，一個活著的人要

寫一個死者有點難，但他還是呈現了死亡可怕的狀況。如果死者有知的話，他

可能會遇到的情境，就是那種幽閉恐懼症或被活埋的感覺，「你將被塵封在這

邊，成為暗房裡因為曝光，而被棄置的一捲底片」非常犀利地模擬想像溺斃的

過程，「如果彼時，我並未跨越為隔絕藍色，圈圍起來的石堆」，如果沒有跨過

井的話，「便不必體會，地心指揮的下墜」，不用體會地心引力的感覺，「巨大的

濕潤」是撞擊在井底，「心跳、水花和天譴」讓它們在合奏，感覺自己「縮成了

更小的點」，沈沒、一點一點消失掉，最後「打嗝」這個事情，跟最後一口氣的

事情，「肋骨被應聲作廢」，這整個過程，描繪得有如置身現場，做為一個沒有



死過的人，投射在死者死前的那個感覺，它算是抓到很細、很準，而且還有餘

力去雕琢細小的，像是「蛹化成一坨坨，紫黑色海綿」，或是「蝴蝶」啊，甚至

像最後「張開眼睛睡過頭」，這些小的部分，呈現少有的反諷張力，我是被它的

前半段觸動到，後半段其實合理、正常，是對前半段的補充。 

洪淑苓：謝謝，所以是要為它…… 

羅智成：對，我是在爭取〈Betroffenheit〉！ 

〈未竟〉 

白靈：這首詩是我的第一名，我覺得題目很好，它寫「小我」，可能是「父子」

或「父女」兩代之間，跟時代變化的「大我」之間的變遷、互動，它寫出自我

成長的認知和環境相互的牽連糾葛。一個比較年輕的人對上一代的認知，很大

一部分是跟長輩的互動，知道他們當年做了什麼，他們講得有些東西，非常生

活化，也有些超現實的語言，後來他知道那不過是哄他的話。整首詩的思索辯

證很突出，雖然整首詩很長，老實說我不太喜歡寫的那麼長的詩，可是在整個

過程中你不會覺得它很拖沓，因為它在講不同時代之間心理的感受差異，以及

認知的不同，慢慢地可以了解所謂的「未竟」好像是可以抵達，又卻好像從來

沒有走過，沒有抵達，它把每個時代的殘缺、不足用這兩個字概括，所以一代

代沒有完成的，一直延續下去。它很有時間、空間的跳躍，跟思考性，是很好

的一首詩。 

陳大為：它原來是我的第六名，我可能會放棄它，放棄它是因為我有另一個選

擇，就是前面說的「投井」那首作品。我在重讀這兩首詩的時候，我覺得這首

詩是寫得長了點，就像白靈老師所說的。尤其前四段，其實是兩段或者是兩段

半就可以搞定了。它講時代跟時代的承接或斷裂，這個都有，但我覺得它的語

言太老，沒有一種屬於他們這個年紀非常年輕的語言，去凸顯跟舊時代的落

差。其次是寫作的難度，如果以這首詩跟落井那首對照，雖然各有優缺點，但

現在看起來，我覺得落井那首詩的難度，確實是比較高一點的。 

羅智成：其實我說過這次大部份的詩我都很喜歡，〈未竟〉我也很喜歡。但它寫

太長了，最主要的問題就是我讀第一頁跟第二頁，感覺它像兩首詩。第一頁它

強調童年，所以用「童言童語」的意象、敘事方法為主，這種我會把它稱作

「非全知型的敘述者」，它是介於「無知型」，加上一點「片面型」的敘事觀

點，前面部分處理的還滿好的。但它想講的東西太多了，太快跳到後面「全知

型」的敘事，這裡頭落差太大，所以我有一點點適應不良，雖然它在中間「嬉

笑我大戇牯」好像有想要拉回前面的記憶，可是我覺得「那時候我還沒相信哲

學，更沒有詩與波特萊爾」這部分是全知型的敘事，它會讓在這之前的鋪陳變

成多餘，或是變成另一首詩的感覺。雖然這兩個部分，我都可以喜歡它，但它

可能真的寫太多，這顯出創作者不能割捨，兩種技巧他都想用，混在一起就變

成相互抵消的一些作用。 

白靈：其實我覺得它前半這樣寫，你可以看見其實裡頭很多是我們童年，按理

來說是他們不會知道的事情，這種世代跟世代間的互動，其實是社會比較難的

部分。通常我們對上一代沒有下一代關心，我們對於上一代怎麼活其實是不聞

問的。雖然後半跟前半的關係，但他處理時不得不這樣隱括。第四段最後「你



說這些落下的雨是甜甜的稻米／來自阿公在天上所種的田」，我覺得是很溫馨的

一段話，溫馨感在很多詩是缺乏的，尤其在越後面的世代，熱的地方大多在愛

情上面，對親情的熱越來越沒有。這首詩的題目「未竟」，不只在談跟上一代的

關係，也是每個時代跟每個時代之間的關係，這是比較廣的一個寫法。它不只

談他自己的部分，也談他沒有觸及的部份，和來不及觸及的部份。 

羅智成：這篇真的還不錯，我們可以多講它。前面這段其實很好，很溫馨，後

面也是，它中間的落差在，「你說這些落下的雨是甜甜的稻米／來自阿公在天上

所種的田／當我發現你的謊言我還未成年」，你可以看到「你說」這是對小孩子

哄、充滿寵愛的感覺，但後面的「你」不像他的長輩了，比較像是同好的人，

所以「當你說這個島國莽撞得像獵槍射徑下／奔忙的小鹿」、「當你說這個時代

稀薄得霧都變得透明」，這兩個「你」所襯托出的說話者形象落差過大。如果是

我們對長輩的意象來講的話，後面他不會講的那麼文藝腔，他可以有另外一種

深層的表達，但不會文藝腔到超過作者本身。這就是我說的，後來這兩個質地

無法銜接在一起。 

陳大為：類似寫舊時代、老一輩的詩，在大陸其實很多，我覺得我讀過的大多

比它好，原因是寫出舊味道。儘管有時作者是用新的語言、柔軟的語言、硬的

語言，但就有舊的味道、土壤味。這首詩是符號的排列跟組織，只是用比較溫

暖的情感包裝，這個層次是有別的，所以我後來看看沒有特別堅持。 

洪淑苓：不過這篇很值回票價，它得到這麼多評說。 

〈愛是一張照片〉 

羅智成：其實在裡頭我有七篇是同分或同等級的，代表很多取捨是在一念之

間，這篇相對其他作品，屬另一種書寫風格。其他作品的才氣是躍然紙上的，

在語法、意象上都極盡創意、渲染之能事，只有這篇，少數語言上很節制的一

篇，所以看到它後，我想說要有不同的取樣做個平衡。 

陳大為：我覺得這首詩沒辦法打動我，一來是難度上，二來是意象，我絲毫不

為羅智成老師的遊說所動。 

白靈：這首詩的語言有點不是很自然，其實它可以處理得更好些。 

〈燙金〉 

白靈：這首詩是滿輕盈的，挺有味道，它的語言跳蕩，很像陽光跳動在水面

上，很多警句滿動人的，比如說你看第三段「櫻桃活著／就有它自己的動聽」，

或是倒數第二段「生命是彼此挨近／多漂亮／一把赤金之刀」。我覺得這首詩它

的主旨其實是有點恍惚的、模糊的，可是它以這麼輕短的詞句寫出這樣的詩，

有異於其他人的句子很長，算是很不一樣的。我覺得在語言的處理上，也許可

以容許這樣的詩的存在，有其他的風味、其他的感受、其他的表現手法的出

現。 

陳大為：我覺得它的短句正好是我比較不喜歡的。我喜歡短句，短句有時候可

以營造一種節奏感，或者是一種獨特的味道。但它短句太直白了，像是第二段



「他們／確實是／坦蕩蕩地／快樂著啊」，完全是直著寫的。斷句或不斷句，對

這幾句話的信息的傳遞沒有真正的幫助。其實它可以連成一行，斷成五行反而

看不出所以然來。下一段也是兩個字、兩個字寫下來，沒有造成詩的音節效

果。有時候學生寫習作也常常出現這種，不是大好就大壞。我沒有辦法投它這

票。 

羅智成：我對燙金有刻板印象，燙金是種印刷方式，就是在精裝本的封面上把

金或銀的特殊顏料壓出凹陷的感覺，所以一開始我會有個期待，但這個部分是

落空的，它的燙金到底是什麼意思？我沒有抓出要用燙金這個意象的主要原

因，前面「書寫『臣服』近乎直覺」，它把「臣服」這兩個字擺到這麼高的位子

上、目的，我覺得在後面也找不到原因在哪裡。其實我給它的分數也很高，但

就是說它給我一種落空的感覺，它給我一個巨大的暗示，去找個很強烈的

message，可是沒有找到，勉強有的那句「櫻桃活著／就有它自己的動聽」，但

我不曉得它跟燙金有什麼關係。 

白靈：其實它說的燙金可以在第四段看出來，「一百萬人的城市裡／你是閃電／

是吉光片羽／生命是彼此挨近／多漂亮／一把赤金之刀」，那其實是一種很像那

麼多人，你看到一個人，那個人像被燙金，你才會發現他，像一本書裡頭，你

會特別注意到幀裝很漂亮的地方。燙金也不僅是對方，也是心裡「被燙了金」。

它之所以用顏色、茶壺、燒的春天，還有最後天空「紅火火／掉下來」，那種感

覺其實隱約去隱射，這首詩裡「你」其實很重要，這就是一開始為什麼要去寫

「臣服」的原因，那是一種直覺，你看到一個人，他就是你很心儀的，這就像

突然被燙到的感覺。一見鍾情不就是燙金的感覺嗎？ 

羅智成：我就想去尋找它說的燙金的感覺。你說的那部分，也是我覺得唯一有

碰到燙金的部分。但它重點是在這麼多段裡頭，前面三段講的跟「你」都沒有

關係，講的是「我」跟「他們」，基本上我是臣服的，他們是「坦蕩蕩地／快樂

著」、「人人妖冶」，都是負面的，第四段突然無來由的出現「你是／閃電」，但

問題在於，他的出現像機械神一樣，就是五段裡頭最後跑出一個，沒有講他任

何特點、態度，就從「一百萬人的城市裡／你是／閃電」開始講到這個人，在

這之前所有鋪陳跟他、他的特質沒有關係。我的意思就說，這個燙金它沒有前

後的邏輯鋪陳，就是一種落空的感覺。 

洪淑苓：好，所以這首詩應該就是每個人看到的面向不同，被打動的程度不

同。 

〈世界末日〉 

白靈：這首詩滿有現代的，用很細微的、微物的髮絲，從生活中出現，可以被

封裝，可以「如秧苗般插在晶圓體上」。這種別人不會注意，只有自己會注意到

和對方之間的幽微情感出現在微物上，他把它跟現代許多名詞，包括提款機、

晶圓製造的過程，還有無塵室全部連結在一起，我想跟他的學習背景說不定可

能有一點關係，我覺得這是很特殊的切入角度。情感每個人都會寫，但這個角

度我覺得是很不一樣的。這裡頭很重要的是對氣味的注意跟感受，銅板在傳遞

的過程，氣味其實一直在改變；因為他對毛髮的注意，所以對其他毛髮也有不

同的感受，有點愛屋及烏，然後對很多事物的注意，常常引發對其他事物的關



聯，像談戀愛也是一樣，這點上算是跟其他詩的處理角度不一樣。很大膽，不

怕你看不看得懂，他就是要寫出細微、細節的感覺，尤其是在氣味這點上面。 

羅智成：這首詩我也喜歡，我有考慮把它擺進去的。它的語法是有點動人，一

開始「始自於一根被沾濕的／自純白的床上出走／未跟隨昨日晚風／卻走進純

白的無塵室／如秧苗般插在晶圓體上／而於封裝的過程中被切碎、壓扁的髮

絲」。 

白靈：你看，多好。 

羅智成：這整篇我把它定位成「髮絲的蝴蝶效應」。它是有趣的、大膽的，它最

大的問題是想釀成世界末日，但這部分稍微寫的弱一點點，所以世界末日只有

兩個地方有，「當所有的槍口都插上了鮮花／砲台布滿青苔／於世界和平的現世

／安穩的氛圍／世界末日的製程已然就緒」，但不安的感覺太少太少，「那枚拾

起的銅幣／後來交給了菜市場的肉販」，他繼續在寫髮絲流浪記的部分，最後的

世界末日，「紛紛發出核爆的聲響」，這塊的想像力還是比較刻板一點。那麼好

玩的一個髮絲流浪蝴蝶效應，它引來金融危機這些東西，我都覺得很有趣，這

是他對世界末日的比較現代版本的感受，但最後核爆那部分……雖然我這麼

講，但等下我還是會支持這篇。 

陳大為：這首詩大概是我的第七、第八，我還在評估要不要投它一票，有一個

讓我比較掙扎的點是，我不喜歡第一段，太冗長太累贅，它疊了六個句子，我

不會覺得它有什麼高明之處。這麼細的寫一根髮絲，像鏡頭越轉越小，是有他

的道理的，但我沒有被吸引….. 

羅智成：對，它是挑釁式的語法，第一句如果你讀過去，你就覺得還可以，但

第一句有時候真的很難讀過去。 

陳大為：所以我還在考慮。 

〈五月病〉 

羅智成：它的難寫在於其實五月並沒有什麼病，它後面也有講了，它想寫的東

西基本上是沒有東西的，是抽象的感覺。但它在這首詩中的方法還不錯，它透

過一步一步具體細小的東西拼湊出來。抽象的東西很容易失焦、混亂，但它很

有條理的鋪陳，把喝茶整件事情瑣碎的細節跟現場感，它把五月某種無聊自得

之感鋪陳出來。這首詩發揮詩的真正功能，你沒有辦法講它的時候，詩是理解

那種感覺的唯一途徑跟表達方式，詩的功能就出來了，因為沒有別的解釋、翻

譯它的方法。 

陳大為：我比較不喜歡的是它引了唐捐的句子，完全沒有必要引進來。五月病

在某些人看起來真的是無病呻吟，它正是一種「無病」的「呻吟」，呻吟出一種

味道來，這是很難得的。一整首詩都沒幹什麼事，都寫了些瑣碎的、日常的，

但每個步驟都是我們生活中會做到的，可他在關切這個事情的時候，呈現既散

漫又閒適的感覺，整首詩讀完會回到最單純、最純粹的語言。它呈現語言的味

道，讀起來很寫意、很純粹、很舒服。 

白靈：它的轉折跨行太多、太過分，顯得很散，比如說第二段第三行「世界還



隔／在牆外」，第五行「從一千年的中國／到英國到這裡」，其實散的不得了，

連接在一起就像是散文，它的詩意比較多的是在前後。到後面也一樣跨行太厲

害了一點，「花整個下午／吃飯」，「直到／感覺體內一種陌生的靈魂／正慢慢滋

長」，你不覺得這種跨行還不如剛剛〈世界末日〉，雖然很多句在寫一個髮絲，

但意象就被凸顯出來，髮絲的重要性跟微物感，才會被凸顯。這裡的跨行其實

就是無病呻吟。 

羅智成：我會把它稱作比較美妙的「微情緒的表達」，它在意識邊緣，似有似無

中間，你只能透過文字去捕捉。文字捕捉具體、強烈的東西很容易，但捕捉這

東西（微情緒）很難。「霧逐漸消散……我們差不多／可以回頭懷疑一下下」，

這是非常精確的微情緒表達方式，它很多都介於快要變成廢話，但他捕捉的很

漂亮。我想它也作為跟其他主題的對照和平衡。 

洪淑苓：這篇看起來滿特別的。 

〈實踐哲學課〉 

陳大為：這首詩第一次看還不錯，後來看又開始猶豫起來了。它沒有什麼較大

的優點，只是讀起來沒有很大的障礙，很順，一句一句之間的銜接或轉換，是

很有巧思的，一路讀下來不會特別去想他到底要幹什麼。我覺得讀它詩的句子

之間的變換當中，有時候會獲得靈光閃爍的快感，我特別喜歡的是第二段與第

一段的結尾，他有些念頭是很少在詩裡面出現的。 

羅智成：這首詩其實我也喜歡。基本上，這次我可以接受的詩還滿多的。哲學

是個很抽象的東西，只要遇到跟哲學有關，跟所謂這個斷言和命題有關的東西

時候，就很容易抽象化，所以它只能透過生活中具體瑣碎的事情來表達，來跟

抽象的理念做辯證。但詩這裡頭其實跟哲學沒有太大的關係，我覺得它最主要

還是回歸到就是一個在現實世界最溫馨跟妥善，｢現在他們不餓了╱他們只是站

在那兒╱瞅著我，當太陽在樹梢排卵╱等待雨天受孕」，這種就是我覺得是抵抗哲

學是抽象的一種方法；｢可是那些眼神安靜又乖巧╱也可以是親吻，而並不必然

指向╱虛無」、｢世界也，既安靜又乖巧╱我把散落的手指重新收好，十根╱小心放

入口袋」，其實這裡頭對我來講它事實上是一種想透過實踐來取消哲學的暗示、

態度在裡頭，我覺得前面那幾個東西真的不是太成功，｢一打雞蛋有十二個」、｢

The Good and the Chief Good」，它排列這幾個東西有點多餘，如果要做的話，

從第二段開始就安心很多，第一段這些東西它拉出來的時候開了很大的頭，後

面又不太去碰它，對我來講是比較不安心的。 

陳大為：我覺得它和哲學其實沒什麼關係。他是寫他的念頭，從一個念頭跳到

下一個念頭之間，所能夠展現出他的發現和創意。他寫得很爽，而且不兼顧主

題。 

白靈：其實中間還是有提到三段論法，倘若為真否則怎麼樣，其實我覺得這首

詩其實從第二段第七行失眠的夜晚開始其實就夠了，前面雞蛋有點多出來，後

面寫得滿好的，但前面這地方我總覺得有點可惜，那什麼拉響指結這個還不

錯。它在手指這部分的論述跟注意還是很特殊的。 

陳大為：他對手指很有感覺。 



〈深夜素描〉 

陳大為：我給這首詩比較高的分數，是因為我覺得這首詩讀起來很愉快。那是

一種創意上的愉快，每個段落和下個段落和更下下個段落之間也有邏輯關係，

但它又不會刻意營造哲學議題和氛圍。詩裡面有一種很聰明的感覺，整首詩讀

起來不會讓我覺得哪裡有特別的多餘，或者是有很大的敗筆，是很一體成形的

詩，我滿喜歡它。還有一個特點，就是這次我選的詩都是有點沒有主題，往往

在寫一種感覺，那感覺也許是下午的無聊時光，無所事事的。我們人生本來就

存在這樣的片段，有些片段甚至不是在時間之內，是一種朦朧抽象的感覺。這

首詩是在時間之內，是深夜素描，所以他會把那感覺重新整併在那個範圍，不

至於太跳脫，從菸、夜、貓、酒、藥，可以一直連貫起來，我覺得這個隱性的

架構還算不錯。 

羅智成：我覺得它整個結構跟節奏感的重心是它找到一句特殊的語法，不停的

重複這句語法，但是這句語法本身的重要性跟特殊性能不能撐起被這麼多次的

使用？｢菸其實不知道火╱是在幫他」、｢夜其實不知道菸霧的」｢貓其實不知道夜

在╱替他固守疆域」、｢酒其實不知道貓」、｢藥其實不知道酒」到最後是｢其實

都知道」，我覺得這句話沒有那麼有份量到可以重複應用那麼多次，這有點像

是我不太喜歡賣弄中文同音異義字，它其實是一個很小的的創意，但被當作整

首詩的賣點，我覺得在裏頭這語法就顯得過度刻意，並不是值得那麼的被強

調。 

白靈：我覺得它的重複太多，第四段感覺是藉酒澆愁產生的一些聯想，這整個

的順序跟鋪陳太刻意了一些，沒有那麼自然，如果把酒用其他東西，這首詩說

不定就比較輕盈一點，這個地方沒有造成太多美感，而且又跟貓扯在一起，是

有一點牽強的。 

〈新增空白文件〉 

白靈：這首詩的題目非常好，思考性非常強烈，對詩的創發、節奏的意義跟自

我的認知，還有未知的事物很像空白一樣，是可以不斷去填補意義的，它有個

深刻的反省跟探索，我覺得這首詩在處理上是比較深刻的，相較於其他的詩。

雖然滿哲理的，但不會過度的說明性，可以藉著微小的事物來跟他的思索，交

錯互搭，所以算是很特殊的一首詩。 

陳大為：原本是看中它的前兩段，我覺得它在細微念頭上掌握得還不錯，後面

感覺刻意要弄出一些議題，一些比較深刻的東西，就跟前兩段的那種閱讀氛圍

很不一樣，我在猶豫著，我沒有特別想堅持下去。 

羅智成：一剛開始有點喜歡因為它會讓我想起我的《黑色鑲金》，它基本上是用

一種帶著後設的趣味來談論創作的本質跟心路歷程，像未知的冒險跟旅程，不

過這些字句被打上去的時候，他在自己的字句當中一邊思索跟一邊質疑的過

程。它的難度稍微高一點，因為他加了一些後設，加了一些自己書寫現場的反

省在裡面。中間有幾段是岔開來，有點不必要去談，有點硬撐，例如說第三段

跟第四段，尤其是第四段非常多餘，前面已經用比較難的方式講過了，卻用比

較簡單的方式再講一遍，不過這首詩討人喜歡的詩情很多很濃，｢繼續向下走，



即使╱再過幾行就是一首詩的邊界╱即使再過幾行就要回到╱一座更巨大、更令人

沮喪的世界╱你的紙你的筆╱你的思想在永遠的空白處等你」，令人為之昂揚奮進

的創作自況，它應該還可以在我的六首之中。 

陳大為：黑色思維我們看過很多，也寫過很多，題材說不上創意，很一般。 

【新詩組評審結果】 

洪淑苓：十六篇裡面有十三篇都被我們談到了，那我們要怎麼進行第二輪？ 

白靈：我放棄〈單兵愛情教練〉。 

羅智成：我放棄〈渡海〉跟〈愛是一張照片〉。 

陳大為：因為我跟別人的交集比較多……我比較想放棄〈新增空白文件〉，但於

事無補。 

洪淑苓：剩下的十篇我們再核對一下，2、3、5、8、10、11、13、14、15、16

號。就這十篇打分數，從 10分到 1分，因為要分名次和佳作，所以累積總分之

後，出現的前六篇我們再做討論。 

（第二輪投票分數統計：〈我不想靠近你〉22分，〈如果夏天回來過〉10分，

〈Betroffenheit〉22分，〈未竟〉16分，〈燙金〉8分，〈世界末日〉21分，

〈五月病〉19分，〈實踐哲學課〉16分，〈深夜素描〉10分，〈新增空白文件〉

21分，經評審委員討論篩選〈未竟〉進入第三輪投票） 

洪淑苓：2、5、8、11、13、16號這六篇請重新投票，第一名 6分，從 6到 1，

確認過後，決定它們的名次。 

（最終投票分數統計：〈我不想靠近你〉8分、〈Betroffenheit〉14分、〈未

竟〉7分、〈世界末日〉10分、〈五月病〉11分、〈新增空白文件〉13分） 

洪淑苓：我們核對一下，第一高分是〈Betroffenheit〉，第二高分〈新增空白文

件〉，第三高分是〈五月病〉，是不是可以確定它們就是一、二、三名？ 

白靈、陳大為：可以。 

羅智成：聽起來可以接受。 

洪淑苓：佳作就是〈世界末日〉、〈我不想靠近你〉、〈未竟〉。 

白靈、陳大為：OK! 

羅智成：這次是重疊性比較低的一次，滿特別的。 

洪淑苓：謝謝三位老師，恭喜得獎的同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