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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組
第一名：PE4B 潘毓倩〈不

過是晚霞〉

第二名：XE2A陳韋如〈倒數〉

第 三 名：XG4A 王 宜 萱 

〈Promise〉

佳作：UCA3A沈于琪〈父親〉

佳作：YJ3A 張瀞心〈汽水〉

佳作：XF3A 莊斐丞〈流轉

星河〉

劇本組
第一名：XE1C 石家瑩、林

依蓉、徐彩庭〈謎霧之林〉

第二名：UC2B 徐開麟〈風

雪山莊殺人事件〉

佳作：US4A 鄧惠文〈霏霏

與我〉

佳作：XS4A 劉錦樺〈秘密〉

佳作：UC4B 黃瑞哲〈那年

代的事〉

文藻年度盛事 寫手齊聚決審會
【記者呂玠忞 採訪報導】

四
月二十五日，第二十四

屆文藻文學獎決審於下

午四點十分準時展開。這次

的文學獎決審邀請了文藻四

技部與五專部各年級寫作好

手蒞臨參加。

　評選項目分為：小說組、

劇本組、古典詩組、新詩Ａ

Ｂ組、散文ＡＢ組。這次的

作品普遍相當優秀，寫作者

能力不分軒輊。

　古典詩詞組的決審這次相

當精彩，由於這是第一次文

藻文學獎開放古典詩的徵稿，

大家都相當期待首次作品的

呈現會是如何。古典詩組的

評審老師林建勳和向麗頻指

出，此次的參賽作品大都因

格律錯誤而只得到基本分，

若要得獎，基本必須格率無

誤。好在有部分詩作從眾多

作品中脫穎而出，因他們除

格律的正確使用外更是將辭

彙使用得相當優美。

　新詩組方面，評審老師廖

淑慧、林翠雲及曾若涵，點

出此次參賽作品大至可分為

三類：愛情、親情和自我探

尋。普遍作品都寫得相當出

色，因此評審老師挑選作品

時著重技巧運用與紮實內容。

　散文組此次的評選過程相

當激烈，陳雙景、黃彩雲、

林秀玲三位資深教授在發現

〈記憶拼圖〉、〈關於菸的事〉

同分並列第二名後，進行二

輪投票仍難分上下，故在最

後評審們詳論後，終於以兩

票對一票之差將〈關於菸的

事〉評為第二名。

　最後，閱歷過相當多作品

的劇本組評審老師林景蘇表

示，此次參賽作品題材豐富、

風格眾多，讀起來相當過癮。

而評審老師廖南雁鼓勵有意

願往寫作更進一步的同學多

閱讀相關書籍，如此才能加

得獎名單

第 24 屆文學獎結果出爐 散文組評選激烈 首次古典詩徵稿 格律為基本要求

強架構的寫作、故事的鋪陳

與人物性格的描寫。

　經過一個多小時的精采評

審，聽完了老師們的評論，

也聽了老師的勉勵：「能夠

在眾人之中獲選入圍，作品

水準就已相當優秀；若能再

得獎，那更是難能可貴！」

參賽者們不論得獎與否，都

帶著滿足的表情離開會場，

為下一次的參賽做準備。

↑古典詩組向麗頻老師特別用簡報講解格律。(洪玉芳提供 )

↑劇本組的得獎者們與三位評審（林景蘇教授、廖南雁教授、張毓珍教授）在決審會後合影。　　　　　　　　　　　　　　　　　　　　(林郁綺提供 )　

散文 A組
第一名：XJ4A 韓恩妮〈掌

中不定物〉

第二名：UT4A 張介瑋〈關

於菸的事〉

第三名：US2B 蘇佩琪〈記

憶拼圖〉

佳作：XJ4A 李晴〈狂熱〉

佳作：UG2A 黃鈺庭〈夏蛙〉

佳作：UE1C 王荃〈十八歲

姑娘學抽菸〉

散文 B組
第一名：XG1A 賴音里〈閱

覽未來那天的日記本〉

第二名：XE2A 石琳〈河〉

第三名：XF2A呂宥蓉〈晨雨〉

佳作：XE1C 楊欣慈〈窗〉

佳作：XJ2A 李天尹〈衣櫥〉

佳作：XF2A汪盈姍〈最終日〉

新詩 A組
第一名：XJ4A韓恩妮〈後窗〉

第二名：UC4A蔡佳容〈何妨〉

第三名：UT4A 張介瑋〈第

一個來，最後一個走〉

佳作：XG4A 王宜萱〈十面〉

佳作：XE5A 邱鐘德〈新 ‧

霸王別姬，心〉

佳作：UC2B呂政璋〈馬戲團〉

新詩 B組
第一名：XG3A 陳妍琇〈我

們只是都不小心亂碼成茱麗

葉罷了〉

第二名：XE2C 許立葳〈兩

隻眼睛的暗戀〉

第三名：XE1C楊欣慈〈水胡〉

佳作：XJ2A 陳俞文〈千年〉

佳作：XF3A 莊斐丞〈詠古 

辛棄疾〉

佳作：XG1A 賴音里〈在回

憶與夢的途中〉

古典詩組
第一名：UC4A 蔡佳容〈南

港九五峰上見台北景〉

第二名：UC4 Ｂ陳奕卉〈登

笠頂山〉

第三名：XJ3A蕭琮運〈筆歌〉

佳作：UC2A張淑勛〈贈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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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張馝芸採訪報導】

小
說組的決審當天，氣氛

相當緊張！宣布完第一

名後，最開心的莫過於是以

〈不過是晚霞〉拿下小說組

第一名的潘毓倩同學，儘管

得獎，潘同學依然相當低調，

但接受採訪時，說起寫作卻

是有著滿腔熱情。

　PE4B 潘毓倩同學這次會投

稿是因受到了進修部的國文

老師的鼓勵。

　初次投稿就得到第一名的

潘毓倩說：「有入選就是一

種肯定，但是獲獎了真的很

開心。」潘毓倩說她並不是

一開始就喜愛寫作，而是藉

由閱讀才漸漸愛上寫作。在

投稿文學獎之前，她也曾在

其他地方投過稿，但未得獎。

然而她卻不因此放棄寫作，

也因為這樣的精神，讓她在

這次的文學獎的小說組中獲

得第一名。

【記者 黃佩雯採訪報導】

文
藻文學獎古典詩詞組精

彩決審，評審說這次的

題目取材相當廣泛，作品也

都十分優秀。

　評審講評時提到有幾件作

品相當有趣，如：速食愛情，

筆歌還有南港九五峰上見台

北景，這幾件作品都很優秀。

　在講評過程中，評審老師

林建勳和向麗頻提到很多作

品很可惜都因為格律錯誤而

只得到基本分數。但仍有優

秀作品從中脫穎而出，如第

一名 UC4A 蔡佳容的〈九五峰

上見台北景〉，不僅用詞優

雅又帶意境，格律也正確。

第二名 UC4B 陳奕卉的〈登笠

頂山〉同樣備受矚目。第三

名 XJ3A 蕭琮運的〈筆歌〉，

作品氣勢夠，題材相當好。

　第三名的蕭琮運表示能夠

得獎很開心也很意外，因為

這是他第一次參加比賽，以

前也沒有創作古典詩的經

驗，在老師的講評下學習到

很多，下次有機會一定會繼

續參加。

　評審老師林雪玲鼓勵同學

要多寫多投。她說可以從詩

作裡看出古意，應華所學有

成，她感到相當高興，希望

明年可以有更多的作品參

賽。

【記者 蔡蓓瑋採訪報導】

散
文組決審如火如荼地展

開。這次究竟獎落誰

家？是每位入圍決審的同學

都關切不已的話題。決審當

日應華系請來陳雙景、黃彩

雲、林秀玲三位資深教授為

大家講評作品及揭曉得獎名

單。其中，最為人振奮的是

評審在發現〈記憶拼圖〉、

　〈關於菸的事〉兩作品同

分並列第二名後，進行二輪

投票後還是難分高下，評審

當下便決定開小型會議討論，

請入圍同學至場外休息，場

內進行激烈討論，最後〈關

於菸的事〉以兩票對一票險

勝〈記憶拼圖〉。

　〈記憶拼圖〉作者是 US2B

的蘇佩琪，她認為在文學獎

的競賽過程，得獎在於其次，

重要的是在過程中你學到什

麼。她表示：「各個參賽者

的作品都各具巧思，都有獨

特的見解與見識，我們在文

章中抒發的不只是自己的心

路歷程，我們同樣了來反映

了現在社會中，我們的思想

與觀感。」，期許自己能夠

寫出屬於自己運味的文章。

　獲得第一名榮耀的恩妮則

感嘆時代進步之迅速，手機

已漸漸從「附加網路功能的

通話器」變成「附加通話功

能的電腦」了。她以勝不驕

之姿，表示自己覺得文章在

於用語、用字方面需要更佳

精簡，便可以使文章更加精

簡、撼動讀者的心。

【記者 林郁綺採訪報導】

你
喜歡文學創作嗎？你熱

愛寫作劇本嗎？此次文

學獎劇本組決審會邀請了各

方好手蒞臨指教，不僅加強

同學寫作功力、更是提升能

力戰鬥值哦！

　本次劇本組決審評審老師

林景蘇、廖南雁及張毓珍學

姐受邀到場講評，傳授劇本

寫作及情節鋪陳的技巧。

　林景蘇老師表示，此次因

擔任劇本組評審老師，閱讀

許多作品，發現大家的作品

題材豐富，讀完相當過癮！

　廖南雁老師則鼓勵同學可

以藉由閱讀相關書籍，加強

寫作架構、故事情節的鋪陳

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寫。

　張毓珍學姐興奮的表示，

自己曾經多次參加文藻文學

獎決審會，坐在教室裡等待

老師講評。如今回到文藻擔

任評審，真是特別的感受！

而此次的講評，她認為作品

格式、人物介紹與故事大綱

是不可缺漏的。

　應華 2A 的陳姿吟同學表

示，自己未曾創作過劇本，

由於課程「戲劇寫作」的需

求，張妮娜老師安排小組創

作的方式進行。透過小組討

論故事情節，因此對劇本創

作感到十分有趣，於是投稿

此次文學獎劇本組。

　經過評審的指導，陳姿吟

同學表示，若之後有時間，

她仍然會參加文學獎劇本組，

不僅能與朋友開心的一同討

論故事情節，完成作品，更

能提升劇本寫作技巧。

【記者 袁郁婷採訪報導】

新
詩 B 組於 Q304 教室進

行評審結果。許多專科

部學生到場聆聽決審。評審

老師林翠雲、曾若涵和廖淑

慧，將為作品獎評與與評選。

　老師說此次作品可分成：

愛情、親情及自我探尋三類。

第一名作品〈我們只是都不

小心亂碼成茱麗葉罷了〉，

由 XG3A 陳妍琇同學，以運用

技巧與典故靈活，獲得評審

們一致的讚賞。另一項佳作

作品〈千年〉由 XJ2A 陳俞文

同學以簡單明瞭的題目與紮

實的內容獲得不錯的評價。

　最後，經過三位評審老師

再三討論後，終決定以 XG3A

陳妍琇同學的〈我們只是都

不小心亂碼成茱麗葉罷了〉

為冠軍；XE1C許立葳同學〈兩

隻眼睛的暗戀〉則得到第二

名；最後季軍是由 XE1C 楊欣

慈同學〈水胡〉奪得。老師

在決審的最後也勉勵同學，

得獎很好 , 沒有得獎也不要

氣餒，因為能夠進入決賽都

已經是很優秀的作品了！

散文作品皆優秀 大獎究竟落誰家 ?

評審老師陳雙警和黃彩雲與參賽者合照。　　　　　　　　　　　　　　　　　　　　　　　　（蔡蓓瑋提供）

潘毓倩初投稿 小說獲第一

文學獎古典詩第一屆徵稿 UC4A 蔡佳容作品意境美 受評審青睞奪冠軍

新詩技巧用得好 勝券在望劇本題材豐富 風格多樣 參賽皆好手

評審郭爵源老師講評。　　（林郁綺提供）

 努力不懈 成功不二法門

散文洋洋 詩歌琅琅 故事講得真精采 !

評審林建勳老師講評。　　（黃珮雯提供）

文學獎決審戰場 各組激戰 ! 參賽者勢均力敵 難分軒輊 評審好拼



  責任編輯：陳麗凱

舉辦「海峽兩岸圖書展覽」，

不僅掀開了兩岸隔絕四十年

的帷幕，還開啟了兩岸交流

的大門，台灣的出版從業人

員似乎看見曙光。

　然而，中國大陸的出版品

送審流程是非常繁冗的，假

若在某一省通過審查並得以

出版，卻不代表該出版品可

在其他省份發行，因此台灣

出版商往往只能售出版權，

交由當地出版業發行，大陸

這塊大餅有種「看得到吃不

到」的感覺。

　因此麗文文化事業機構以

多種不同型態的子公司外，

還以多角化的型態經營，在

北中南各大專院校中開設結

合咖啡廳的複合式書局，因

此麗文頗具規模。

　在此藝文活動中仍有些趣

事，有一位演講者許仁圖曾

是個電影演員，不僅擔任過

男主角，還會寫劇本，現在

目前仍持續編劇及創作劇本

中 , 才華洋溢的他，讓陳主

任很羨慕！原來是因為演講

者比陳主任矮，卻可以跟漂

亮女主角談戀愛。陳主任笑

稱：若是有機會，希望參與

演出，好與女主角一親芳澤。

　在這次的研習活動上，很

多老師都參與其中，也都有

著很大的收獲 ,陳主任希望

河內大學的華語教學採多元

化教學，並詳盡介紹他們的

教學原則：徹底實著很大的

收獲 , 陳主任希望現以學生

為中心、給予適當壓力才能

促使進步、語言技能的訓練

和文化知識緊密結合、創造

學生成就感並激發積極性、

師生間的互動以達教學相

長，更強調四結合：學習 +

娛樂、知識 + 技能、教學 +

科技研究、學習 + 實習。在

這多樣多元化的背景之下，

除了內容與教學外，還增加

了「產品」適應能力，此為

能讓學生深刻了解民族文

化，以便將來才能在各個領

域中勝任各式工作。

　而近來越南河內大學為了

能讓學生較輕易踏入華語市

場，又加開了許多中高階級

的華語課程，在培訓這些技

能的同時，也盡早定位學生

們未來的職場走向，阮主任

逐一介紹各種中高級的教

學法，也強調再多再難的教

學也比不上直接到華語地區

去實習或生活，因此課程中

也包含讓學生與其他學校、

專業學生的交流，盡可能的

讓他們的學生有機會到外地

去，直接體驗當地文化及生

活來提升他的華語能力。

　在這場演講的尾聲，應華

系老師們紛紛積極提問，彼

此互動相當良好，阮主任除

了替老師們解惑之外，也順

便反向各位老師們討教不足

的地方，希望將這些知識帶

回越南，讓河內大學的華語

教學方式更多元多樣化，更

加提高學生們的華語能力，

才能使這次與文藻的學術交

流不虛此行。

電子書迅速崛起 出版業轉型求生存 
因應市場需求 麗文文化出版機構開複合式書局吸引民眾光顧 
【記者黃容笙、謝惠欣 報

導】

智
慧型手機功能日漸便利

除了能下載好玩、實用

的 app 之外也能將自己想看

的書通通裝進手機裡，但還

記得紙本書籍陪我們走過的

歲月嗎？應華系老師們參與

出版社的廣度學習。

　在四月 28、29 兩天，應華

系與多次出版系上書籍的麗

文文化事業機構舉辦了研討

會，內容包括：「電子書與

傳統出版業的影響」、「麗

文出版社的出書流程」、「麗

文的歷史」、「兩岸圖書交

流現況」、「談文化創意」。

　透過多場演講的方式讓文

藻應華系老師們了解現在出

版業界的興衰，以及現今文

化產業的實際運作流程，經

由舉辦與民營機構的研習，

讓系上老師們能除了在自己

的學術上專精之外，更要有

著關於本系周邊相關產業的

觀念，當然不外乎的是希望

能夠替未來想要從事出版業

的同學們給予建議及幫助。

　應華系陳智賢主任表示，

現在紙本書籍的市場萎縮，

加上電子書的出現造成衝

擊，出版業正處於危機，但

正所謂危機就是轉機，出版

業也正積極尋求出口轉型，

如台灣多家出版業早在 1988

年十月參加在上海首次公開

在未來能為我們系上的學生

爭取到出版業實習的機會。

阮黃英談越南華語教學 採多元化發展
越南河內國家大學講求實用性 希望學生能到國外直接體驗當地的文化

【記者吳幸儒、倪玉慈報導】

應
邀客座的阮黃英教授，

4 月間做了兩次演講，

與應華系教師們一同分享越

南河內大學的漢語教學方法

與動態，藉此希望能與台灣

的華語教學教師們互動，彼

此交流並從中學習，精進華

語教學。

　阮主任在的演講中提到， 阮黃英教授。（廖南雁提供）

許仁圖先生贈書給在場的每位老師，陸冠州老師代表受理。                                                                                                                                               

                                        ( 李彪提供 )         

 活動結束後，康義勇老師侃侃而談地發表他內心的想法。                                                                                                  ( 李彪提供 )

台下教師以及學生都洗耳恭聽。                          （廖南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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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凰花開畢業班導師真情告白
4A校外實習常獲好評 4B學生善良又吃苦耐勞 麗頻景蘇不捨仍送上祝福

碩士班畢業生們歡欣地將學士帽丟起，期待自己的未來也能飛得一般高。                            (應華系碩士班提供)   

UC4B劉雅芬頭上戴著可愛的

花朵娃娃，留下獨一無二的

身影。         (李彪提供)

【記者林思妤 劉宇珍 採訪

報導】

鳳
凰花開的時節，也是畢

業的季節，在校園內最

勞苦功高的，莫過於帶著他

們走過大學歷程的導師了。

　總是帶著微笑、和善的向

麗頻老師，是即將畢業的四

年級A班的導師。從一年級開

始，老師就接手這個班級，

和他們培養起特別的情感，

也了解學生的習性、優點和

想法，向老師適才適所的作

法，讓他們能在自己的領域

中好好表現。老師以「曖曖

內含光」來形容班上的學生

，「平常同學們不是特別活

潑的樣子，但是出去實習總

是會得到不錯的評價。」談

起他們，老師的臉上就顯現

出「視學生為己出」的表情

，明亮的笑容裡閃爍著對4A

同學們的驕傲。

　對於即將畢業的同學，「

希望他們都能獲得金飯碗、

或者釣個金龜婿。」這是向

麗頻老師贈予同學們的話。

雖然這看似玩笑語，但老師

帶著一定的認真，期許大家

都能有個穩定的工作、建立

一個溫暖的家庭、當個相夫

教子的賢妻良母，老師認為

這是個不錯的選擇。

　4B的班導師林景蘇老師，

卻另有一番見解──不捨在

所難免，但更多的是祝福。

林老師說：「老師沒有辦法

永遠陪伴著學生，比起不捨

，我給予更多的是祝福和支

持。4B的孩子們善良、熱情

、吃苦耐勞，這同時也是他

們最大的資本，希望他們在

大學生活中除了學習知識外

，同時也奠定良好的人際基

礎，也希望他們不要妄自菲

薄，都能夠擁有好的發展。

」

　4B是林老師第一次帶的畢

業班級，雖然是從大三接手

，但他們的用心卻真真實實

地傳達到了景蘇老師的心底

，老師也表示他非常喜歡4B

這個班級。每逢節慶，老師

便會收到他們手製的精美禮

物，像是剛帶班時收到的小

奶瓶、聖誕節的聖誕帽等，

班級裡融洽的氣氛及許許多

多的活動，都讓老師感到十

分窩心。

　校園內離情依依的驪歌響

起，充斥著不捨的情感。但

是離開不是結束，而是另一

個的開始。祝福學長姐們鵬

程萬里！

向麗頻老師開心地和4A的同學們留影。　　　(向麗頻提供)

【右圖】UC3B於期中考後

4月26日到石頭日式燒火

燒肉店舉辦班級聚餐，

班導師鄭國瑞(左一)每隔

幾分鐘就換一桌陪同學吃

燒烤，當天3B的幾位同學

亦參加了店內的「親親」

我我的活動，有些人為了

一盤免費的松阪豬肉而和

同學當眾親吻，現場氣氛

High到最高潮。(陳佳君

提供)

【左圖】UC2A於5月2

日在一間「台」味十

足的海產店辦了第一

次班聚，現場共開三

桌，同學們於談笑間

大啖美食，飯後甚至

玩起了俄羅斯羅盤以

拯救喝不完的啤酒，

整個夜晚好不熱鬧！

(王亞琦提供)

班級聚餐 

3B、2A感情加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