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九屆臺南文學獎 

青少年組散文類複審、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19 年 8 月 2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會議地點：新營文化中心 4樓演講室 

主席：林主任秘書韋旭 

會議主持人：路寒袖 

總召集人：路寒袖委員 

本組主席：陳幸蕙委員                          記錄：何孟臻  

評審委員：路寒袖委員、李若鶯委員、陳幸蕙委員 

列席者：文化研究科何宜芳科長、申國艷、陳慧文 

攝影：沈明璁 

 

一、委員共推  陳幸蕙委員 擔任主席。  

 

二、複審過程： 

  (一)召集人陳幸蕙委員：
 

         1.青少年組散文入圍作品有：
 

 

序 稿件編號 篇名 票數 

1 I001 憶起 1 

2 I003 菸 1 

3 I006 好意 1 

4 I010 蓮花姊妹 2 

5 I011 失落，重生，關於我的家族記憶 1 

6 I012 白日夢 1 

7 I015 時空旅行 1 

8 I020 霸王－我的父親 1 

9 I026 保溫瓶 2 

10 I029 文彩 1 

11 I034 內窗的眼眸 1 

12 I036 落款 1 

13 I040 魚暇 1 
 

 



 2.進入複審作品討論： 

（1）I001 憶起，由路寒袖委員提議可自複審名單排除。 

路寒袖：描寫戀情，心思細膩，對回憶的描寫不錯，算是早熟的作品。 

陳幸蕙：青春之筆寫青春之情，不濫情，但部分的文字可以再濃縮精

減，題目設計也是創作的一部分，題目太平淡了。 

李若鶯：同樣認為題目不是很好，情節有些失焦，而且事實上舊地其實

是容易重訪的，沒有寫的這麼困難遙遠。 

 

（2）I003 菸。 

李若鶯：從菸聯繫起小孩的成長過程，鋪敘滿成功的，看了會感動。 

陳幸蕙：從幾個部分，可以看到布局的創意。只是結束時，收尾的地方

變的頭重腳輕，滿可惜的。 

路寒袖：感受得到作者想活潑的安排，但是總覺得這個布局，也有點太

平常了，感覺稍微在鋪陳上比較機械性。 

 

（3）I006好意，由路寒袖委員提議可自複審名單排除。 

路寒袖：寫跟貓的互動，也把貓的本性很自然的帶出，又可以從中隱喻

與象徵人跟人之間的感情。 

陳幸蕙：寫得不錯，但是這個題材如果寫小說的話，會比較好。散文的

話，真是令人心寒的好意，其實也隱射到人性。結尾隔壁的女

孩寫得太倉促了，鋪敘上面有點不足。 

李若鶯：這篇技巧可以，懂得結構，可是文字有點欠精準。 

 

（4） I015時空之旅。 

李若鶯：這是寫他跟他的父親，父親是孤兒，然後找到了生母，一方面這

個題材不多，他的刻畫也很貼切，文字還可以就是一般的文學

性，今天散文讓人比較失望就是文學性都不是很強，所以她的

比較就重在內容，著重在內容是否可以挑起內心的呼應。 

陳幸蕙：題材很好，但是可以寫得更好。 

路寒袖：這個經驗是很特別，很像在看電影，但是寫得有點隔靴搔癢，如

果他們見面的場景可以再多著墨一點，會好一點。 

 

（5）I020霸王－我的父親。由陳幸蕙委員提議可自複審名單中排除。 

陳幸蕙：這篇沒有覺得很堅持，這是一個很乖、溫柔的女兒，這篇文章

如果給她的爸爸看，她的爸爸會很開心。 

 

（6）I029 文彩。 

李若鶯：我認為這一篇是最有創意的，構思很有創意，他在跟字對話。

他講到字從黑的變成彩色的，從素樸的文字怎麼經營，又經營

過度後如何找到屬於他自己的語言文字，覺得在構思方面很有

創意，文字也相當準確節制。 



路寒袖：覺得這篇不論比喻或象徵，都沒有很準確，感覺上有一點牽

強。 

 

（7）I036落款，由李若鶯委員提議可自複審名單中排除。
 

 

3.刪除前述稿件後，留下 I003、I010、I011、I012、I015、I026、I029、

I034、I040，進入決審作品： 
 

 

 

 

序 稿件編號 作品名稱 

1 I003 菸 

2 I010 蓮花姊妹 

3 I011 失落，重生，關於我的家族記憶 

4 I012 白日夢 

5 I015 時空之旅 

6 I026 保溫瓶 

7 I029 文彩 

8 I034 窗內的眼眸 

9 I040 魚暇 

 

 

三、決審： 

（一）決審方式：由委員討論排列名次或進行計分投票。
 

     1.每一位委員自 9 篇進入複選之作品 ，給予 9-1 分，排序對作品的高

低評價。結果如下所示： 
 

順序 稿件編號 作品名稱 分數統計 統計結果 

1 I003 菸 2+8+4=14  

2 I010 蓮花姊妹 8+5+9=22 1 

3 I011 失落，重生，關於我的家族記憶 5+7+2=14 佳作 

4 I012 白日夢 3+6+7=16 佳作 

5 I015 時空之旅 4+2+3=9  

6 I026 保溫瓶 7+4+5=16 佳作 

7 I029 文彩 1+9+1=11  

8 I034 窗內的眼眸 6+3+8=17 2 



9 I040 魚暇 9+1+6=16 3 

 

 

  2.I012、I026、I040同分，經投票表決由 I040 為第三名，I012 

   I026同為佳作。 

 

  3.I003、I012同分，經投票表決由 I012為佳作。 

 

（二）討論結果： 

 

本次決審結果如下：  

第一名：編號 I010 作品【蓮花姊妹】 

第二名：編號 I034 作品【窗內的眼眸】  

第三名：編號 I040 作品【魚暇】 

佳  作：編號 I012 作品【白日夢】  

編號 I026 作品【保溫瓶】 

編號 I011 作品【失落，重生，關於我的家族記憶】 

 

   (三)作品論述 

 
（1）I010 作品【蓮花姊妹】： 

路寒袖：寫姊妹的情誼，寫得很靈動，也寫家庭世俗的倫理觀念，當然

有一點偏差，滿有趣的是引用一些古文相互對照，對於一個青

少年來說這樣的素養、應用已經很不容易，應用的也非常好，

援引一些解釋、做對照、辯證，是非常好的。 

陳幸蕙：這篇的層次非常豐富，兩條主線，一條是姊妹，一條是推敲詮

釋周敦頤蓮的作品，提出個人的解讀，而且是有層次的，然後

末段、首段首尾呼應，理性感性兼具，青少年能這樣照顧得周

全的作品是難的，這個作者很有寫作的潛力，值得期待。 

李若鶯：寫得不錯。 

 

（2）I011 作品【失落，重生，關於我的家族記憶】 

李若鶯：文字平實、平順，主要挑選原因是因為內容，他寫的很有臨場

感，農具工廠、家族的興衰和社會的變遷，在這樣一個小文章

裡面可以寫得出來。 

陳幸蕙：寫家族產業在時代的變遷，呈現出臺灣農具由盛而衰的情況，

也提出臺灣由農業時代到工業時代發展的反思，但是覺得末段

結束稍微有點弱。 

路寒袖：這個文章的格局比較大，要在簡短的篇幅中呈現，變成大部分

都在交代，可惜的是，沒有去處理到家族裡面上一代、或下一

代的不同價值觀的幽微的部分，無法呈現細緻的部分有點可



惜。 

 

（3）I012 作品【白日夢】 

陳幸蕙：這篇還滿有趣的，也別具巧思，作者可能滿有詩人的氣質，用

白雲、毛毛蟲、魚三個角色去切入，描寫神遊白雲之中大地之

上，還有深海之內，最後回歸到現實人生，也有一些別有耐人

尋味的話，我帶著微笑把這篇讀完。 

路寒袖：這篇有詩意，對人生也有一些憧憬想像，很難得小孩子有這麼

豐富的想像，但整體來說比較空泛一點。覺得比較像在文字上

經營而已。 

李若鶯：我也是這樣的看法，堆砌很多自己的想像但是有點虛無。 

 

 （4） 編號 I026 作品【保溫瓶】 

陳幸蕙：這篇作品的作者感覺很成熟，文章有點超齡，保溫瓶有很明確

的指涉對象，又有很多人生的反思，也有對自身角色的描寫，

層次清楚。只是覺得文字可以再精簡一點，文章最後講到自行

產熱的部分，沒有講得很清楚。 

路寒袖：優點是藉由日常生活用品，保溫瓶可以去營造出人生的道理，

也講得頭頭是道。可惜的是，可能因為比較年輕，又要講理，

在文字上可以再精煉。 

 

 （5） 編號 I034作品【窗內的眼眸】 

陳幸蕙：這篇有點想替他拉票，覺得「窗邊」、「眼眸」是相互指涉，

也是在很短的篇幅裡面，很精準的、沒有一個字浪費，去寫了

一個悲傷的故事，也把人跟貓的情感帶出來，內涵滿豐富的。 

 

（6） 編號 I040 作品【魚暇】 

路寒袖：還滿有巧思的，標題叫做魚暇，結尾也呼應了，這個寫作者相

當有功力，只是一個國中生，去診間看水族箱，就可以寫出這

麼多，人的世界都在水族箱裡面，因此覺得這篇作品非常不

錯，是很超齡的。 

陳幸蕙：我也是覺得有巧思，也有呼應，很好。 

 

五、散會：當日下午 4 時 3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