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詩 A組得獎名單
第一名 黃思涵 應華系 1A 花葬

第二名 莊斐丞 五專部法文科 5A 薛丁格

的貓和迷宮

第三名 翁菀妤 翻譯系 1A 狂熱

小說組得獎名單
第一名 郭妍麟 五專部德文科 5A 擇歸

第二名 方靖婷 進修部日文系 3B 背影

第三名 呂宥蓉 五專部法文科 3A 月中抄

高手齊聚文學獎 兩輪激戰切磋文筆  
參賽者熱烈參與 志工熱心負責 文學獎決審 4/30 圓滿落幕
【記者 李啟萍採訪報導】

第
廿六屆文藻文學獎得獎

名單熱騰騰出爐！決賽

在 4/30 圓滿舉辦完畢，本屆

文學獎，從最初投稿的 349

篇作品，到初選的 94 篇，最

後到決選現場，只剩下 40 組

同學分別獲得前三名和佳作。

橫跨小說、新詩、散文、古

典詩、劇本等五種文類共有

94 篇作品入圍決賽，共計出

動 21 位校內與校外的評審老

師，許多不管是五專部還是

大學部的同學也都到場參與，

現場好不熱鬧。

　但隨著決審會開始，一股

嚴肅的氣氛在各教室間蔓延。

在各教室中，老師認真點出

各作品的優缺點，參賽者們

也都仔細的聆聽著，當決審

老師討論名次的時候，在教

室外等候的同學們更是忐忑

不安，期待著自己的作品能

有好的名次。

　最後結果出來時，雖有幾

家歡樂幾家愁，但能聽到老

師專業的講評，同時也與校

內高手切磋，也屬一次難得

機會，同學們都帶著這些寶

貴的經驗滿載而歸。

　應華系鼓勵系上同學參加

比賽，規定一、二年級同學

都要投稿，此次文學獎有 18

篇應華系同學的作品入圍，

而最後共 6 篇作品獲獎，其

中古典詩第三名與兩個佳作

的得獎作品分別是：UC4A 呂

婷婷 < 花葬 >、UC2A 林芳丞 <

悲秋 > 與 UC2A 許瑋珊的 < 邊

塞 >。

　UC1A 黃思涵以作品 < 花葬

> 奪得新詩 A 組第一名，UC1A

王偉承的散文 < 鄉夢意迴 >

則拿下散文 A 組第二名，而

UC2B 謝宜庭和李啟萍以劇本

<社區殺人事件 >獲得佳作。

文藻文學獎是應華系主辦的

大事，此屆文學獎由林雪鈴

老師與王欣濼老師指導，應

華系二年級同學主辦，總召

由 UC2A 的黃聘婷和 UC2B 的

陳昱安共同擔任，有 30 多位

二年級同學自願加入志工，

一起協助舉辦文學獎。

　在初選籌備時期，欣濼老

師表示，主辦的同學們很細

心，志工各自分配到的工作

也都很盡責處理，大家的表

現令人讚賞。

　文學獎志工要處理如此多

稿件，難免讓人眼花撩亂，

需要細心處理。例如文書組

的同學必須仔細將一份份稿

子造冊整理並複印裝訂，再

一一分送給初選老師評分，

不能出錯。

　還有一些小狀況發生：在

編目時發現投稿同學把文類

搞錯，例如內容看起來散文，

但作者卻投稿新詩項目。文

書組同學表示，遇到這種曖

昧不明的文類很頭痛，但還

是決定尊重原作者，不予更

動。

　還有其他狀況像是，文末

應註明字數而沒註明、文章

內不得標註作者名字但還是

把名字打在上面等等，有許

多粗心同學犯錯，志工同學

都必須一一幫忙塗改這些錯

誤。

　雪鈴老師在決選會結束之

後也表示：文學獎決選圓滿

落幕，在同學的彼此合作裡

看到團隊的力量，還有那種

不是把任務當任務而已，而

是希望能把整個活動辦好的

那種認真講究，覺得很難得、

很欣慰！

得獎名單

責任編輯 :萬于甄 李啟萍

劇本組得獎名單
第一名 徐彩庭、石家瑩 五專部英文科 3C

冰原薔薇

第二名 周彥伶 五專部英文科 4A 夜行

第三名 許毓尹、王怡文 五專部西文科 4A 

作繭自縛

新詩 B組得獎名單
第一名 鄭翊茜 五專部英文科 1ALa Vie

第二名 楊欣慈 五專部英文科 3C 病「佯」

與普利昂

第三名 賴音里 五專部德文科 3A 拜倫式

世紀孤寂

古典詩組得獎名單
第一名 第二名 從缺

第三名 呂婷婷 應華系 4A 伊尹

散文 A組得獎名單
第一名 羅孟琪 西文系 4A 私語錄

第二名 王偉承 應華系 1A 鄉夢意迴

第三名 常庭瑄 西文系 3B  曉洸

散文 B組得獎名單
第一名 李宜庭 五專部英文科 3B 曙光

第二名 陳品潔 五專部英文科 3C 雪與漠

之舞

第三名 柳姿聿 五專部西文科 1A 餃子湯

文學獎工作人員統計分數資料。 （粱孟瑜拍攝 )

文學獎現場情況。 （梁孟瑜拍攝）



雪鈴分身扛重任 欣濼齊聚文學好手
經一番競爭審查 得獎作品彙集成冊 供學弟妹欣賞

【記者 梁孟瑜採訪報導】

文
藻文學獎在 4 月 30 號

成功落幕，開創文學

獎到今年，已經是第二十六

屆。今年的投稿件數高達

三百四十九件，而這次的負

責老師，林雪鈴與王欣濼，

也為這次的文學獎竭盡全力。

　文學獎一共分為小說組、

劇本組、古典詩詞組、報導

文學組、新詩 A、B 組、及散

文 A、B 組。從古代詩詞到現

代散文，同學們涉獵了中文

的各個領域，一部又一部作

品投進這次的比賽中，林雪

鈴老師表示：「端看今年的

投稿件數，就知道各組競爭

都很激烈了，只不過今年的

報導文學組未到達規定篇數，

因故取消，這是非常遺憾的

一件事。」

　這一次的文學獎中，入選

的作品即是肯定可謂名符其

實，以小說組來看，王欣濼

老師說：「今年小說組的件

數在初選時就從七十六篇刪

到剩下十七篇，進行一場廝

殺後，就只有十七位同學進

入決賽，這種情況只能說是

一山還有一山高，強中自有

強中手，不過同學們都很努

力了。」

　身為主辦人之一的王欣濼

老師很期待這次的文學獎，

她說：「以個人來說，我最

期待這一次的小說組，多半

是因為我平時課程中就有教

導同學寫小說，所以對小說

組的期待稍稍比其他組高了

一些。」而林雪鈴老師對這

次的比賽組別一視同仁，同

時為他們加油，為他們緊張。

　眾多的參賽作品經過老師

們仔細地閱讀、審核後，終

於挑出進入決選的作品，突

破重重難關的最後競爭者，

結果終在 4 月 30 號出爐。各

組的前三名及佳作都已經有

　林雪鈴老師在評審後提到

一個新構想，她說：「今年

在文學獎有了新改革─每一

組的得獎人作品彙集後，由

本系同學組成的出版實習團

隊─編輯組、採訪組、校對

組、美工組等，共同完成

作品集的編輯出版工作，將

之編輯成一本作品集，並會

將此項列在語文表述組的實

習。」所以這次這些參賽者

的作品將編輯成一本作品集，

讓歷屆的應華系學生可以在

這本作品集上一睹得獎人的

風采，甚至在應華系上留下

他們的大名及作品。

　王欣濼老師與林雪鈴老師

對這次文學獎的成功落幕感

到滿意，也對於這次文學獎

的總召─黃聘婷同學與陳昱

安同學，還有全體工作人員

致上謝意。對於他們以非常

講究的態度、把活動辦好的

認真精神，完成各自負責的

工作，並不厭其煩地確認每

一個細節，才使這次的文學

獎順利進行。

評審老師審查說明參賽作品，左為廖淑惠老師，中間為鄭國瑞老師，右為張文彥老師。　　　　　　　　　　　　　　　　　　　　　　　　　(何岳訓拍攝 )

責任編輯：吳幸儒 陳怡文

實習團隊出馬 編輯得獎作品

主了，只可惜，這次的古典

詩詞組第一名、第二名從缺。

　應華系幾家歡樂幾家愁，

決選過後得獎的有劇本組，

佳作，應華 2B 謝宜婷、李啟

萍的「社區殺人事件」；古

典詩詞第三名，應華 4A 呂婷

婷的「伊尹」；還有兩位佳作，

應華 2A 林芳丞的「悲秋」及

應華 2A 許瑋珊的「邊塞」；

新詩 A 組第一名，應華 1A 黃

思涵的「花葬」；最後是散

文 A 組第二名，應華 1A 王偉

承的「鄉夢意迴」。

主辦老師之一，林雪鈴。       ( 李彪提供 ) 主辦老師之一，王欣濼。       ( 李彪提供 )

評審老師之一，陳智賢。                   ( 何岳訓拍攝 )



散文篇篇精彩 名次競爭不分軒輊 
評審：應「小題大作」深入敘述 舊題新意呈現真實情感
【記者 張家瑜 採訪報導】

文
藻文學獎散文 A 組決選

在 4 月 30 日舉行。在

經過評審們反覆斟酌，此次

第一名由西文 4A 羅孟琪的 <

私語路 > 獲得，銀銅牌則分

別由應華 1A 王偉丞的 < 鄉夢

意迴 >、西文 3B 常庭瑄的 <

曉洸 >獲得。　　

　首次擔任評審的應華系張

文彥老師以自身的投稿經驗

開場，鼓勵同學持續創作，

參加比賽是一個千里馬遇見

伯樂的過程，要謹記在心，

切勿過度否定自己。另外，

他也特別叮嚀要重視細節，

面對主辦單位的規定不能大

意。字數要按比例原則，須

使用全形的標點符號、開頭

要空兩格等基本格式。

　當過六次評審的鄭國瑞老

師表示，往年參賽者的水準

都差不多，而今年的作品中

也有好幾篇如此，因此名次

的產生是一大考驗。關於散

文的定義，建議用刪去法來

判斷。題及評分標準，則著

重於題目訂定、文章內容的

一致性及作者是否將概念與

想法清楚地傳達出去。然而，

回歸文字，文筆的好壞也不

容忽視。

　評審之一的廖淑慧老師則

強調「真實」。與虛構小說

不同，散文來自於生活的體

驗，主要呈現作者的真實情

感。書寫方面則應緊扣主題，

盡量「小題大作」深入的敘

述，保持焦點的清楚。此外，

表現的型態也是一種方法。

舉例來說，可使用長句子將

感覺帶入，表達出無奈或煩

躁。

　　本屆文學獎，親情大約

有 6 篇，文化體驗 2 篇，愛

情 2 篇，個人成長 2 篇，其

他 2 篇。提及取材，評審們

建議同學多方嘗試新主題，

創造新鮮感。若是以舊題材，

則應在文字上多下點功夫，

以文筆詮釋出新風貌。立題

方面要更多加著墨。好的題

目能增加讀者的好奇心，促

使文章被多人看見。

【記者 林安庭 採訪報導】

  本次文藻文學獎古典詩組

決賽中，第一名、第二名從

缺。第三名由應華四 A 呂婷

婷同學以<伊尹>一詩獲獎，

佳作則由應華 2A 林芳丞同

學的 < 悲秋 > 和許瑋珊同學

的 <邊塞 >獲得。

  古典詩組一共有九篇作品

入圍決賽，冠亞軍從缺主因

為平仄及用韻，評審們認為

同學押韻不甚完美，古典詩

應該更注意韻目。

  評審卓福安老師表示古典

詩的標準在於平仄和韻目。

應該按照廣韻兩百零六韻來

作詩，不可參照現代國字的

韻。現代人看古典詩的韻，

往往無法理解，這是由於漢

語幾千年的發展，語音產生

的變化所致，故用現代國語

去讀古時候的音，會覺得古

典詩好像沒押韻。

  另外，平仄和押韻是詩的

基本要素，沒達到這兩項，

此詩就淘汰出局了。古典詩

的韻依聲調分為平聲韻與仄

聲韻，分別為現代國語中的

一二聲與三四聲和輕聲。

而韻母分為不同的韻目，例

如，「東」、「同」屬同一

韻目，即為同韻字。

  以同學作品來說 :「寒風

透骨夜紛飛，花落枯枝雪覆

梅。寂寞獨思心欲碎，問君

情意何時回 ?」這首七言絕

句，其押韻規則為首句的韻

可押可不押 ; 但首句的末字

若不押韻時只能用仄聲字。

第二、四句一定要押平聲

韻。一首詩應該一韻到底不

能換韻。

  在詩詞中最後一個字要用

同一韻目的字，叫做押韻。

決定每一首詩押什麼韻在於

第二、四句的最後一個字。

這一首詩由「梅」、「回」

二字可知此詩押「灰」韻，

都使用同一個韻目，合乎規

定，只可惜在第一句的韻尾

「飛」字為上平聲「微」韻，

未符合一韻到底或押仄聲韻

的規定。

  評審許長謨老師說，不管

是否得獎，入選即為肯定，

希望同學能再接再厲，參加

下一次的文學獎。除了注意

平仄與押韻，詩也重於創意

和情感的抒發，希望同學們

能多多觀察日常生活，將情

感融入作品，賦予個人的靈

魂。

押韻押不準 古典詩組一二名從缺 
呂婷婷獲季軍 長謨老師勉勵同學再接再厲

評審廖淑慧老師正撰寫入選作品之評論。 ( 何岳訓拍攝 )

古典詩組決選審議情況。  ( 何岳訓拍攝 )

責任編輯：楊傳郁 張家瑜

評審鄭國瑞老師主持散文 A組之決選。                                                               ( 何岳訓拍攝 )



文學獎小說 六名高手脫穎而出
17 篇小說來自不同科系 評審陣容堅強 精闢分析與評論
【記者潘佳欣 採訪報導】

第
廿六屆文藻文學獎決審會，現

場公布獎金得主！小說組中，

冠亞季軍皆由五專部的同學光榮獲

得評審老師青睞！

　本次文藻文學獎，投稿數目眾多。

精挑細選過後，進入決選的小說作

品總共 17 篇。其中又會選出六名高

手，把獎金抱回家。

　評審陣容堅強：郭爵源老師、黃

彩雲老師、施宗賢老師，共三位應

華系老師，對此次文學獎參賽作品

做出精闢的分析與評論。

　得獎作品佳作三篇中，分別為來

自英文系二年C班的王筱嵐《掙扎》

一作、國企系 2A 黃馨慧所作之《翡

靖》，以及五專部英文科 1A 盧毅婷

──《蒹葭》。

　佳作之中，《蒹葭》文筆受評審

一致好評。但郭爵源、黃彩雲評審

皆建議，小說寫作不需用太多艱澀

的字眼。華麗的詞藻使用過量，可

能會使讀者的閱讀節奏遭打斷。

　最後榮獲大獎的三篇作品：第三

名為五專部法文科三年級的呂宥蓉

《月中抄》、拿下第二名的進修部

日文系 3 年 B 班方靖婷《背影》，

而第一名由五專部德文科五 A 的郭

妍麟《擇歸》脫穎而出。

　第三名《月中抄》，爵源老師說：

「這篇文章，是我讀起來最沉重的。

文字中負載的東西太多，多到我有

點喘不過氣。」也分享自己對作者

掌握文字的功力，感到非常地驚豔。

　《背影》如其名，作者方靖婷的

寫作靈感是來自朱自清名作《背

影》。兩者同樣是描寫親情，此作

卻大不相同地使用了家暴題材。

劇本決選 老師們期許更好作品
從科幻到實踐 劇本考驗作者功力 冠軍作品劇本《冰原薔薇》 

【記者李睿薇 採訪報導】

　萬眾期盼的第 26 屆文藻文

學獎決審會於 4/30 日登場。

劇本類決選在 Q305 舉行。在

經過多番討論後，評審們終

於做出了決定，冠軍作品為

《冰原薔薇》，由五專部英

文科 3C 的徐采庭、石家瑩同

學獲得。

　初次擔任劇本類庭審林秀

玲老師表示，今年入圍的作

品表現都不錯，優點是表現

主題清楚，缺點是對話過多，

行為上的描述再多一些會更

好。

　林建勳老師則說，劇本關

係到實踐可能性，寫不同類

型的劇本要考量到不同的因

素，例如當你想把科幻元素

寫在舞台劇劇本時，要思考

到有沒有實踐的可能，以及

要怎麼實踐。

　林景蘇老師表示，劇本考

驗作者的文字功力，要怎麼

在有限的時間內，表達出想

傳遞的訊息，鋪陳、起伏，

還要完整的交代劇情，這些

都是作者在寫劇本時要兼顧

到的。

　今年文藻文學獎決審會在

老師們精闢的講評中圓滿落

幕，期許文藻的學生們日後

可以創作出更好的作品，也

期待老師未來帶給我們更精

采的講評。

　文學獎小說決選現場，施忠賢老師 (左 )、黃彩雲老師 (中 )、郭爵源老師 (右 )。               ( 何岳訓拍攝 )

　文學獎小說決選，郭爵源老師。
                      (何岳訓拍攝)

　特別的是，《背影》中以極少使

用的第二人稱下筆。對此作者方同

學也稱，雖然因為視角較為特殊，

創作上會有些困難，但仍嘗試好好

發揮。

　方靖婷表示，其實自己一直都對

寫作懷抱濃厚興趣。去年曾挑戰文

學獎，那時的小說作品《雨中的陌

生人》，也很榮幸獲得佳作的名次。

　冠軍作品《擇歸》，作者郭妍麟

有豐富創作背景。喜歡閱讀的她，

做為本校文學藝術創作研究社創辦

人，在此次文學獎中，也同時榮獲

新詩、散文組佳作，可說是滿載而

歸。

　郭妍麟說，她想在小說《擇歸》

中傳達「當愛情、信念交戰之時，

該如何做抉擇？」這樣的概念。最

終主角選擇信念，不後悔的走下去。

如其名《擇歸》，郭同學解釋，正

是所謂「擇其所歸」。

　決審會進入尾聲，最後開放時間

讓同學與老師合影、提問與交流。

機會開放給每個文藻的同學，本次

得主也個個來自不同學制、科系。

歡迎躍躍欲試的你，明年踴躍參加！

　文學獎劇本決選，林建勳老師(左)、林景蘇老師(右)。                (何岳訓拍攝)

責任編輯：林孟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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