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2 屆臺大文學獎決審會議紀錄】──新詩組 

 

時間：2020年 5 月 22日（週五）13:00~15:00 

地點：中文系會議室 

主席：洪淑苓 

評審：張芳慈、許悔之、須文蔚 

紀錄：詹斯喬 

整理校對：許佩君 

 

【入圍作品】 

編號 作品名稱 編號 作品名稱 

1 停雲 11 新日 

2 零秒島嶼 12 生 

3 在東島 13 一位見習攝影師的海濱外拍紀事 

4 失眠之書 14 近郊採集學 

5 餘岸 15 病中琴房：給菲 

6 生活無非如此 16 鍛鍊 

7 尖叫 17 長廊 

8 XX者死在無名的小島 18 Deep Blue 

9 紐約的島上存在一座荒原 19 疤 

10 博孤誌 20 硼砂與蜂蜜 

 

  



【整體評價】 

洪淑苓：感謝三位老師為我們辛苦地擔任決審工作，現在我們召開第二十二屆

臺大文學獎新詩組的決審會議。決審程序按照往年經驗，請三位發表對這次整

體作品的心得或是提出特別的意見，接著會進行投票。請三位發表完心得後，

討論第一輪投法及票數。 

張芳慈：整體來說，文學果然是文學院的同學，讓人耳目一新，無論是主題的

多元性、文字的表述，都有自己的特色，臺大文學獎的這些作品拿到外面去應

該都是相當強的。在這二十篇裡面，很多都是不斷的比較。詩的語言、結構，

到底這些字裡行間他要表述什麼，有時很可惜看到一些繞來繞去，所謂意象這

件事失焦的情形，當然也有很多傑出的作品，在各方面都有自己的想法、觀

點，又能用比較屬於自己的語言、敘述方式去表達得挺精準的。這裡面最難得

的就是，有些精準是相當帶有詩意的。這次的作品裡面，大部分不是那麼直

接、直白地去講一件事情，好像都是從外圍慢慢去發現驚奇點，原來他指涉的

事情、他的主題和文字是非常扣合的。能寫長，在每個段落裡面有相當的精緻

性，這是很不錯的點。我在二十首裡面找的六首都很精彩，相當肯定和感謝讓

我看到好的作品。 

洪淑苓：謝謝張芳慈老師，不過我先補充一下，臺大文學獎徵獎的對象是全

校，所以這裡面有不同科系，臺大各個院系的同學都有。謝謝張老師對我們同

學的肯定，入圍決審的二十篇都是把自己最好的作品拿過來，得到評審的肯

定，可以想像待會競爭之激烈。 

許悔之：2011 年洪淑苓老師邀我來臺大杜鵑花節的時候，我記得朗誦完出去，

看見簡訊說看到大地震。我想說剛剛在臺大沒有大地震呀，朋友傳的語焉不

詳，原來是三一一日本大地震。為什麼從這裡開始呢？我覺得每個人心靈都有

地震，或者是心靈的疫病、康復，那可能就是詩的起源吧。詩作為一個比較獨

特的東西，他可能不只是追求文藝，就是那種語意的 semantic，可能是比那些

寫出來的字還要更多意義、更多空白、更多閱讀者可以加入的空間。不管是在

古詩裡被說是玄妙、弦外之音，我覺得詩永遠是一種不把文質的意義用到很侷

限，他其實是有歧義跟比較反覆的空間，空隙裡就是詩的空間。所以我看詩的

時候，會比較在意所謂詩意的空間，即心靈的內在空間可以帶領、吸引讀者。

也許他是一個很玄秘的玄思，他也可能是一個不勝嚮往，我們到達不了的地

方，這是我當評審最在意的部分。第二點我覺得詩很重要的還是音樂性，他不

是押韻、也不是要齊頭式的平仄，就是一種規律性的平仄，但是每首詩其實都

是一個寫詩的人，不管他多年輕，他內在的一種神秘的音響，那個音響其實是

可以被讀出來的，也可能是所謂的心聲。我第三點對作品比較期望的是，如果

是年輕的參賽者，不管是什麼比賽，我都寧願他很勇敢嘗試到比較遠，他可能

有些地方用力過猛，但看得出追索的誠意，如果是因此而有小瑕疵，瑕不掩

瑜，我就會看在作品比平順安全的年輕詩人，我就會佔比較高的評分比。因為

詩也是一種鼓舞，我們在讀別人的作品，其實也是寫作者去告訴心事，很果

敢、敢去嘗試的地方，年輕人尤其要有銳氣。所以我初步試著勾選六篇，大概

挑選的方式就是如此。看這些作品開場白用九年前和淑苓老師在臺大念詩，九

年後在這裡，我覺得詩永遠都是時空的藝術，所以總結來講，我這裡面勾選的

詩或待會跟其他兩位評審可能有各自勾選或討論的時候，我真的在意的，或者



是被感動的是，這是這些寫詩的人在某個看似被固定住的時間和空間裡，其實

還有更多無窮的想像，這應該是詩最鼓舞我們的地方。這次進入決審的作品，

基本上都非常有自己的想法，這個想法不是人生見解，這個想法對我來說是感

受的、美的，跟看望世界的態度，總的來說，我覺得都滿有意思的，先到總說

這裡，謝謝。 

洪淑苓：文學應該就是在非常的時空搖盪我們的心靈，發出自己獨特的想像或

詩意的境界。許老師提出自己欣賞的標準，滿值得同學做參考的。 

須文蔚：臺大文學獎的詩作一直都很深刻，我覺得跟學生比較勉於思考有關，

所以詩裡頭透露的哲學思考或歷史文化性的反省，相對其他文學獎高很多。另

外一個特色是，他是跨領域的，會看到不同專長的學生嘗試寫作，所以不會像

有的文學獎只有一些文學系的學生投。尤其像醫科的學生試著寫詩，他的主題

就會跟別人不太一樣，他比較從自己的生活著手，或者讀自然科學的學生也試

著在寫作的時候，反映出來的主題確實是比較不一樣，也有談生態的，也有談

比較社會的處境的，歷史文化觀念的都有，這是臺大文學獎的特色。第三個是

說，一群勉於思考的人，但是可能他對於現代詩的格式不太熟悉，所以他在嘗

試寫作時，我覺得現在年輕作者讀的詩的範疇有點偏食，所以他在處理比較現

實的題材時用的方法可能是很現代派的，很挖掘內心的、很隱晦的，或象徵手

法比較多，就會覺得該說的沒有說出來。倒過來說，他寫一首情詩時又寫得太

直白，這和閱讀經驗有關，我總說的部分就到這邊。期望沒有得獎的作者不要

氣餒，其實是必須要多閱讀的，在閱讀過程中打開自己對詩的見解的時候，很

多同學的詩心或詩意都很飽滿，可能年輕的時候缺乏的是技巧、語言掌握能力

的增強，太緊張的時候，害怕別人懂，好像寫淺了會被人家笑，那就詩基本上

來說，本來就是有心就要有印，抒情要發揮出來才達到溝通的效果，如果都是

象徵、意象，沒有敘述的時候，常常會阻礙更好的表現。懇請參與的作家沒有

得獎不要緊張，多閱讀繼續寫下去。 

洪淑苓：謝謝須老師提供精彩的意見。我們辦這個文學獎是給全校同學表達自

己思考和看世界角度的方式，真的不限於文學院的學生，其他科系的同學把專

業轉成文學的表現，更有可能創造新意，值得肯定，有心在文學上求創作的同

學真的很多。須老師也事前打預防針，萬一沒有得獎不要氣餒。進入決審二十

篇真的已經非常不容易了，這就是一種練習。同學可能也滿希望作品可以被講

到，讓他知道可以再調整的地方。 

 

【第一輪投票】 

洪淑苓：感謝三位老師用心的看過所有作品。再來就是第一輪投票，請老師在

看的時候勾選心目中最好或最喜歡的六篇，交集的部分再討論。 

（第一輪投票結果：〈停雲〉1票，〈零秒島嶼〉1票，〈在東島〉1票，〈失

眠之書〉1票，〈餘岸〉1票，〈尖叫〉1票，〈紐約的島上存在一座荒原〉2

票，〈博孤誌〉2票，〈一位見習攝影師的海濱外拍紀事〉1票，〈近郊採集

學〉2票，〈鍛鍊〉2票，〈長廊〉2票，〈疤〉1票） 

 



【一票作品討論】 

〈停雲〉 

許悔之：這個詩還是有很深練習和進步的空間。我被他打動是因為這首詩情思

流動婉轉，從文質和語言上，他有想要比較有趣、有力的呈現，但算是瑕疵頗

多，算有一些失誤，所以我沒有要堅持這一首，僅提出看法說明。 

〈零秒島嶼〉 

須文蔚：它的開頭和結尾滿有趣，比較接近後現代詩的形式設計，「從0數到

1。」然後「從1數到0。」，大家可能看不太懂，他要講的是臺灣的生態浩劫，

所以最後島嶼的壽命是在倒數中。大量使用原生植物，提到他們的一些特色，

用詞非常古典，其實語言滿成熟的，倒過來看應該是一首具象詩，可是有些敘

事沒有展開。它是我的第六名，所以我也不堅持。 

〈在東島〉 

須文蔚：這首詩比較特別，它其實在探討台灣的身世，但是他的說法比較非主

流，在現代主流觀點比較不特別說的，我們現在大概不會再去特別控訴日治時

代的帝國的殘害，或是說個別的去談到台灣紳士裡頭和中原文化互動的關係，

一種紛亂的認同情緒，有一種自己的溯源跟辯證，用一種特別的方式去做歷史

書寫，他有自己的觀念，也許我們不見得能夠贊成他的想法，但我覺得他願意

這麼寫，我會想支持他。 

〈失眠之書〉 

張芳慈：這首我給挺高分的。我覺得他在精準和模糊中所表現的詩意滿好的，

而且有些用對比的影像推理，他所呈現的是說，我們遺失的知覺，可是又好像

在那個知覺當中，有著有趣的流動，因此我挺肯定這首詩的。請兩位老師再看

看吧。 

〈餘岸〉 

許悔之：這首詩其實是一個，應該說心裡哀傷的小秘密，這個小秘密透過海洋

月光、透過埋個石頭、透過石頭上有沒有花紋、透過沙灘、透過那些蟹肢貝

殼，那些殘碎的小物件去談一個生命的感受，比較像是情感性的敘述。但是我

覺得這首詩很迷人，比方說理論上用像詢問式的方式的句子應該要變得很俗濫

跟庸俗，請兩位評審看到第四段：「可能，我會放下石頭/緩步屈膝，慢放入海/

讓沙安放它的形狀也安放我/『那你的幸福會隨潮水漸漲嗎？』」理論上這種應

該是要俗濫掉的東西，可是我覺得這是年輕時候很浪漫的、去撐起的東西，我

個人很希望兩位評審也支持。是一個很迷人的，不是追求句子很厲害，或者很

過頭，或很衝到底的人，他是有足夠充沛的情思去運作這些字句，這是這次閱

讀的決審經驗中非常打動我的詩，我們都有那種很浪漫的東西，你面對一個無

邊界海，很多人這一生可能都有這樣的經驗或寫過，但是我覺得這首詩是很能

發自己的看法，很溫柔的東西，這種溫柔有破滅的可能，因此更珍貴，我私以

為這是在這裡面很好很好的詩。 

〈尖叫〉 



張芳慈：這首我看起來很像舞台劇，是恐怖的舞台劇，尖叫不斷。我所聯想他

看這個世界崩潰尖叫，那種歷史的尖叫，當然我也聯想到武漢肺癌在武漢城的

有一天晚上，那種城市集體的尖叫，對很多事情的無奈，人只能用一聲尖叫去

表達情緒。這首裡面很多東西是一種比較，有時候是個人的一種偏好，浪漫之

外也許我想追尋的是人跟環境、人跟這個世界的一種對話，我可能比較悲觀、

悲劇一點，這是我對這首詩的說明。 

〈一位見習攝影師的海濱外拍紀事〉 

張芳慈：這首我覺得挺有趣的，他這種外拍的經驗裡面，可是他膠著他內心的

審問去呈現這樣的一首詩，所以他不斷抽離、不斷置入，就有一種魔幻的感

覺。在我的選詩裡面，是比較沒那堅持的一首，但是我覺得它是有趣的。 

〈疤〉 

許悔之：如果他以後好好寫會寫得很好，但是在換喻轉喻，或各式的時候，他

可以再多讀一點別人的東西，他就會更有力量。譬如第一段：「脫下袖口過長

的黑色睡衣，蓋住/掉入陷阱的昨天」我看了兩次稿子，我第一次看到這裡的時

候就覺得這個昨天再改一下什麼的，會是好厲害的詩句，他甚至是喚起我想起

早年，洛夫先生寫〈石室之死亡〉，用那種時間空間，或者到《魔歌》的時

候，窗外的一排鐘聲，你把一些聲響跟空間裡的東西做詞性的運用，可是詞性

的運用或者是轉喻、隱喻、代喻、換喻，其實文學還是要找到最適當的地方。

我喜歡這個作者駕馭詩的，或者說詩從他心中湧出的律動跟節奏，但是他修

辭，如果詩也有修辭的話，他還是有些地方還是比起一些進入決審的稿子詩作

略遜一籌，但是他只要有地方變通，或感受到了，我覺得他是非常有可為的寫

詩者。 

須文蔚：我也要鼓勵這個作者，我覺得他很有思考的能力，但意象用的比較

老，所以文字創新的感受沒那麼強，有點可惜，多閱讀一些翻譯的詩可能對未

來有所幫助。 

 

【二票作品討論】 

〈紐約的島上存在一座荒原〉 

張芳慈：我覺得這首讓我滿震撼的，那種時間空間的遠近的感覺，他又能夠指

涉到現實和虛幻裡面那種殘缺的東西，我覺得看起來有批判性，但你覺得他的

文字不是很用力，但是點到了，這是可貴的。 

須文蔚：他是很有趣的一個寫法，因為這個題目並不新，現代都市是一座荒

野，如果這麼講的話艾略特早就寫過了。可是艾略特那個時代的寫法其實沒有

那麼生動，是很隱晦的，在講那個心靈的底層。他這個我覺得可能是動畫片和

穿越電影看多了，他就直接可以用想像過去他曾經是荒島的時候，可能會有哪

些動物的出現、哪些植物的生態，這些東西都很隱隱約約，很魔幻的出現在玻

璃窗、街道意象，一閃而過，讓你覺得很荒謬的、是虛構的、是不可能的，但

他又很明確地告訴你這裡曾經是一座荒野，所以他的多義性很豐富。一方面可

能是說這個城市原來有一個生態，而生態消失。另外一個其實還是回到荒野的



主體，提到如果說那樣的生態在的時候人的心靈是豐富的，現代心靈是枯萎

的，這樣反覆的對比當然顯現強大的張力，所以這個作者有他非常敏銳的思

考。 

〈博孤誌〉 

許悔之：這是我覺得很好的一首詩，他知道怎麼把意象和節奏推前進，他用的

其實是一種滿安全的寫法，因為詩其實是可以用每一行的多字少字長句短句，

去製造一種驚愕、或者是突兀、或者是讓讀者被觸動的聲響，但是這個人用的

是句型很一致的樣子，他偶爾也一點點像要用拗救的方式來接連句子，把好像

準散文似的句子再把他拆成詩。楊牧先生可能在四十多歲的時候用很多這樣的

東西，那這個是音響上有趣的，在現代詩裡面我覺得是有趣的方式。當然他不

是像楊牧先生那樣，楊牧先生可能有時候還有拗救頂真，用各種方式創造碟踏

起來的感覺，但這首詩有一種約近於此的音響的能力，所以我覺得他的詩推進

的東西非常有說服力，句子也都相當不俗，對詩來說他也幾乎無過。其實詩是

一種情感的說服，他不是知識的說服，我覺得這首詩是非常非常好的年輕人寫

的詩。 

須文蔚：我跟悔之的看法非常像，因為我也覺得這是楊牧風格強烈的一首詩。

但是他的內在是青春的思考，對文化的堅持，所以既博且孤，我覺得這兩個是

有點在眾聲喧嘩裡面堅守自己孤寂的想像。多半這些入選的詩很少用到典故，

我覺得詩與傳統或典故之間，如果有一定的關聯性，因為我們最近在講抒情傳

統，所以他帶來的抒情性就會特別巨大，這首詩裡頭中間的段落說：「在廣袤

的田野/我記錄奇談訴說有鷙鳥」，而「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是

《楚辭》裡的句子。又或者說他這裡講：「從此以後/所見所聞皆為現實/所建構

之虛妄。」又有點佛經的感覺。這個我覺得很好，他的思考性其實有一部份其

實善於用典，而且這個典放在段落的時候不突兀，就帶來他想達到的效果，所

以我非常非常喜歡。 

張芳慈：這首詩我那時候有做記號，第二段沒有辦法抗拒，寫得非常好。但我

覺得比較可惜的是他滿了，太滿了，尤其在最後的部分，我覺得有點畫蛇添

足，少了一點詩的餘音，可以讓人無限激盪再擴散出去，這有點可惜。 

〈近郊採集學〉 

許悔之：這是一個不斷有外插音聲註解備註或準後設式的一首詩。其實從上個

世紀八零年代末，臺灣不管是對於融合其他藝術，劇場型的電影的腳本，或者

有些詩就像場記一樣會去記載東西，或者是像夏宇更前衛，對質的重新拼貼或

重組、重構，其實現代詩都有很多嘗試。這首詩其實是充滿二部音聲的敘述，

其實還滿準後設的，我覺得他是很厲害的年輕人。比方說我念開頭就好，「她

在運送所有人出門之後/丟掉了地圖，才又出門以免/自己走得太遠（在尤加利花

謝之前/摘些回來）金色是香氣還是光——」我看到這裡的時候，就突然被金色

這樣子……就覺得，哇，好厲害，我可能二十歲、二十多寫不出這樣的句子。

「金色是香氣還是光」這看起來是詩，可是他其實是一個思想，鮮明但那麼

遠，沒有抵達他就散了，其實這個更多的是音節拆開來的那種。這兩首詩因為

對音響跟拆解的時候，去把詩重新分行的時候創造了動人的東西。 



  這首詩比〈博孤誌〉更怪，他的音響的效果、音樂性的效果，可是他還是

個非常有內心傾向世界的人，我覺得那個東西是很打動人的，里爾克說內在空

間，如果說詩就是一個 inner space 的話，讀他的詩的時候會很深刻的帶動。他

有很多句子其實很特別，倒數第二段第二頁，「是同一種日子，再度潮解她

（但留有外殼）/孩子知道房內珍藏/已不天然的：第二十二罐倒地鈴/每天揀走

一顆完整的心形剩下/黑色在她裡面弔唁」其實他已經快要怪到有點作怪，或太

過頭，可是他都在懸崖邊緣，告訴你我履險如夷。其實讀這個人的詩是一種愉

悅，他有點在挑釁你說，我是在亂搞請你來看看我，可是他就是那樣履險如夷

很有駕馭的能力。我給她很高的評價是因為，詩總是獨一無二的，跟每一隻虎

鯨的紋路，跟每個人的指紋一樣，我覺得他裡面有一種反覆的細膩的東西，他

有足夠的文字能力而成了這樣一首詩，它是我這次評審裡面最愉快的三個經驗

的其中一首。 

張芳慈：其實這也是我進入最後要打分數的時候，不斷想要再看的一首詩。他

好像就是不斷地丟出一些餌，你就會好像不只這些還有更多，想要去了解他內

心裡面流動。我覺得看起來他好像一個旁觀者的自娛，但是事實上他又好像是

一個參與者。我不知道為什麼讀到最後我覺得這好像是在寫一個集中營，我就

覺得說一直到最後他都不告訴你，你不斷的拆解我，好像說你已經剝了好幾層

我們閱讀的人，事實上他並沒有讓你看到，就是這種有很強的吸引力，我想那

個就是詩吧。尤其是他很多的文字，非常的具有誘惑，怎麼可以寫到那麼新，

可能有些是因為他拆解之後，有些變成重新一個新的東西在裡面，但是我們又

不知道那個，就是無以名之，但是你知道那裡面是你會被震動到。所以我覺得

這個作者真的厲害，這是一首相當優質的詩。 

許悔之：我覺得他是旁觀者看自己。 

須文蔚：這首詩我可能讀到兩位都沒有看到的。我覺得他在講講失憶症，一個

老婦人的失憶症，她的孩子都長大了，所以他說「她在運送所有人出門之

後」，她其實會找不到回來的路，出門後又怕自己走得太遠，你會發現很多死

亡的意象穿插在這個中間。包含「被販賣的草地（——孩子為什麼都到那裡

去）」，就是說孩子可能都在一個商場裡頭去忙碌了，「她慣於聽信尖叫，意

識自己/也想被削除」，所以她其實是活在一個減法的黑暗世界裡頭。你看第三

段的最後說：「她錯過蜷曲的時刻」，她並沒有死去，她看到一些人死去的

臉，跟被運走。他不斷在講死去，「敲開下一種黑，不斷/往深處瞻仰」，他其

實很特別，寫老人的處境，所以括號裡的聲口裡的，是另外一個混淆的記憶的

來回的對話。他的可惜就是在，如果照我講的，作者如果可以跟我相認的話，

我建議他可以再把某些線索調度得更清楚，然後他會很感人。可是他現在沒有

抒情性，他沒有貼到這樣子一個老人的更多的型態，或是真實生活的某些細節

反映，假如有的話，這首詩不得了。我們讀起來都會覺得說他技巧很好，可是

不知道他在講什麼，我就會沒有辦法支持他，好歹大家要溝通。 

許悔之：他有點太自己陶醉的獨白，但句子是很厲害。 

須文蔚：特別是括號裡那些的部分，有些不太準，他可能沒有特別理解括號要

怎麼用。像這樣的詩的括號，他其實就好像說我們讀古典詩，讀先秦的東西有

括號，女巫的講話或外面的祝禱，我們會用括號去分內外，或精神世界跟我們



的獨白。我覺得在使用括號很多被濫用，這首詩裡面就有些並不是那麼精確。

我每次看到括號都很緊張，因為這是比較任性一點的用法。 

〈鍛鍊〉 

須文蔚：這是題目非常新的一首詩，健身而且去理解自己身體每個部位的肌

肉，核心肌群種種力量，自戀到極致的一種方法，很有趣。我以前不理解這件

事情，把自己的每塊肌肉變漂亮的過程，現在因為年紀慢慢大了才知道，真的

有人過這麼有趣的生活。所以就是很美好、很細緻，不停和自己身體對話的作

品，在對話的過程又可以和一些自然的意象連結互動，是有趣的但看得出來是

生手，所以他的句子的長短參差、音樂節奏的不穩定，會是他比較大的缺點。 

許悔之：這首詩我滿喜歡的，是因為我覺得他面對自己身體這個意識的東西，

他是非常精密的感受，而且也有足夠的字句去跟我們說服一個面對身體，就是

corporeal body 作為一個課題，他又非常有主體性的情思暈染，其實是有趣的

詩。他是我很喜歡的前三首的第三名，他也是很有想法的人，比如說「最核心

的軸承」，這個其實就像剛剛文蔚兄所說的，他都很精準，而且他有一定的，

詩使用文質意象的時候，他美學的說服力其實很具足的一首詩。 

張芳慈：我也滿迷鍛鍊核心肌群的，但我只能說這首詩他的切入點是有趣，相

較於我前面幾首詩來講，我是覺得比較不足一點，尤其他文字的部分，我覺得

沒有那麼大的張力的感覺，張力是比較不足的。 

〈長廊〉 

須文蔚：它也是寫老人的詩，可是它比較不會看不懂。感覺上是退伍老人的作

品，當然他到底是一個台籍日本兵到中國打過仗回來，或者這是一個榮民從韓

戰回來的，不知道，他並沒有很清楚的表述。感覺他其實就是在一個對峙的戰

火當中，餘生的餘味，在一個老人晚年的時候，他對他做了一個剪影，也呈現

出來歷史對於這樣的一群人，就像鬼魂一樣的對待，這個時代的遺忘他的一個

狀態，他企圖用詩來保存他。整個語言的成熟，犯的錯很少，相對是穩定的，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感染力的作品。 

張芳慈：這首我是覺得他好像在記憶裡面和詩意之間的一種拷問，我馬上浮現

的是，他是一種自己記得什麼，或者是忘記什麼，或是怕忘記什麼，就在那邊

一直在自我的，我想應該是自己跟自己的對話，那個拷問的感覺。那知道或者

是不知道，其實這裡面也有很多盤結思辨的部分，這首詩應該就是非常想要深

刻去面對歷史這樣一個問題，他這個長廊就是一個歷史長廊，他在那邊迂迴、

忽前忽後、忽隱忽現的在思索，我是覺得四平八穩。 

 

【第二輪投票】 

洪淑苓：現在我們已經都討論過了，就開始進行第二輪投票。 

許悔之：我們認為心目中的第一名就給他八分，以此類推。 



（第二輪投票分數統計：〈在東島〉10 分，〈失眠之書〉10分，〈餘岸〉10

分，〈紐約的島上存在一座荒原〉16分，〈博孤誌〉20 分，〈近郊採集學〉

18分，〈鍛鍊〉11分，〈長廊〉13分） 

洪淑苓：最高分目前是〈博孤誌〉，再來是〈近郊採集學〉，再來是〈紐約的

島上存在一座荒原〉，再來是三篇同分。從三篇中再取一名成為佳作。 

許悔之：我有個建議，三個同分有退讓法，看他分數差距最接近，三個分數感

覺印象裡面沒有那麼懸殊，這麼說〈在東島〉是最均值的取向，雖然不是我投

的票，但我會接受，讓兩位決定。 

張芳慈：「（歷史就是已經發生過/而你來不及參與的事）」我對這個打個問

號，這是一個邏輯上的問題。其實歷史就是我們當下都是在發生歷史，我們都

在其中，請教各位這樣的邏輯。 

許悔之：這三個佳作同分都各有缺陷，我們應該去看這三個缺陷哪個比較低。

〈在東島〉開頭也有芳慈那樣的疑問，但他有要解釋後面行進東西的合理性。 

須文蔚：他前面的道理應該是說，一個歷史老師好像在課堂上講說，我以下要

講的是我來不及參與的那些事情，所以歷史課教的歷史不是我們正在發生的事

情。因為芳慈老師剛才提到的是說，歷史是我們正在參與的也是歷史，可是歷

史課不講我們正在發生的事情，那是新聞傳播課才在講正在發生的事情，文化

研究才在講正在發生的事情。歷史課講的都是已經發生的，而且很多事情是年

輕孩子還沒誕生之前就發生的事情，作者在談的事情都是出生之前，因為現在

的孩子都是九零後的，所以他都斷在九零之前的那些歷史事件，感覺上非常清

楚，談的大概是內戰甚至到天安門事件，類似這樣的坦克車，這些種種，有點

拼貼。這個話很顯然是歷史老師，有點反而倒過來說，我沒有參與過但我可以

同理，雖然這些事情都被遺忘了，可是我想用一首詩來告訴，我沒有參與過但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用詩或用文學來去辯證歷史的真相或真實，我覺得這是他

的設計。 

張芳慈：這三首拿出來再看，如果說〈在東島〉這個部分，文蔚老師這麼說我

是覺得可以理解，尤其他又是一個括號裡面。我是覺得〈失眠之書〉的第五章

其實寫得相當好，我對他的文字滿著迷的。 

許悔之：我後面的三四五跟跋都非常喜愛。 

洪淑苓：那我們就針對這三篇去投票，投一票。 

 

【第三輪投票】 

（第三輪投票分數統計：〈在東島〉2 分，〈失眠之書〉1分） 

 

【新詩組最終評審結果】 

首獎：〈博孤誌〉 



貳獎：〈近郊採集學〉 

參獎：〈紐約的島上存在一座荒原〉 

佳作：〈鍛鍊〉、〈長廊〉、〈在東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