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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手御墨 如椽巨筆驚風雨
【王筱晴撰稿】

第
二十一屆文藻文學獎評審結果

出爐！

這次比賽一共收到436件投稿作品，

其中新詩類作品219件、散文類作品

162件及小說類作品55件，各類分別

由小說組黃柳蓉、散文A組黃郁涵、

新詩A組鄺慧豐及B組莊蕙瑜榮獲第

一名，並於4月14號在求真樓舉行頒

獎。負責本次文學獎活動的戴俊芬

老師表示，文藻文學獎舉辦了二十

屆，水準已見逐年提升，對於有興

趣於文學創作的文藻學生，具有鼓

勵作用，也促使文藻文學獎逐步成

熟。本屆得獎作品將登載在台灣時

報上。

 散文A組的評審施忠賢老師表示：

「今天是可喜的一年，數篇大作不

僅篇幅長達數千字，文字修辭與內

容之深刻度都令人欣慰，入選的作

品，相信具有閱讀價值！」

 胡興榮老師則認為：「此次散文作

品中，描寫童年、青春、親情的無

不少，但敘述面基本上並不廣泛。

尤其是涉及社會的層面，可能跟接

觸面及見聞有關。大部分的作品，

文字都呈現了對孤獨的反省及思考

。雖然文字的掌握能力參差不齊，

有很多錯別字，但基本上反映E世代

的價值觀！」

 新詩組評審林雪鈴老師表示：「本

次文學獎，整體來說題目的訂定具

有巧思，且內容展現蓬勃的創作力

！取材方面大膽創新，數篇稿件皆

顯露個人的獨特風格。」

 小說組評審卓福安老師認為︰「本

次投稿作品題材新穎，在文字上以

唐宋詩詞鎔鑄古典及現代，為可喜

之現象！若能注入生活經驗，是百

尺竿頭得以更進一步。」 

小說組黃柳蓉「圓」感言：

這
篇作品對我來說意義很

重大，最初的雛形是四

年前我在國中所寫的一篇小

說，只不過和現在這篇唯一

第21屆文藻文學獎，四百多件參賽，反映E

世代價值觀。黃柳蓉、黃郁涵、鄺慧豐、莊

蕙瑜獲各組首獎，作品將刊載台灣時報。

丁旭輝老師蒞臨評析新詩A組，其深刻解說學生在創作中不足處。     應華系辦提供

散文A組 黃郁涵「她死了」

得獎感言:

首先感謝評審老師的抬愛。

我還有很多話想說，卻也沒

甚麼話可以說，但不管如何

，都已經無法再和「妳」進

行任何溝通。一切都是徒勞

，我也知道，可是還是能讓

希望所有人曉得我有多麼的

喜歡妳。我很想念妳。

最後，謝謝所有讀完的人。

新詩A組 鄺慧豐「只剩五天

」得獎感言: 

在
投稿前，我一直猶豫該

投不該投？最後我還是

決定在畢業前再嘗試一次。

 之所以能夠有創作的機會，

都要感謝我的全人發展老師

王志堅，因與他上課中交流

，我的視野擁有了更寬廣的

角度；更因為他的期末作業

，讓我能夠再一次的創作。

 「假設你的人生還有五天可

活，你會如何安排這五天的

生活？」這是王志堅老師給

我們的一個題目。這個題目

，讓我靜思了許久。人似乎

大多時間都在思考如何能夠

生存下來；甚至思索活的價

值。人似乎都不願面對死亡

。而死亡，到底是一個怎麼

樣的世界？然而就如同題目

一樣，如果我的生命只剩下

五天，我該怎麼做？痛哭？

埋怨？或是以一種更開闊的

心境活著？想到這，我困惑

了！這種瀕臨死亡心境，成

為我這次創作的基石，並以

此完成了我的作品。

新詩B組 莊蕙瑜「相隔在信

紙間的距離」感言:

嘗
有人對我提出這樣的問

題：為何你的詩總和感

情有關?莫非你很想談戀愛?

而我僅能報以無奈一笑的回

答：我寫的都是別人的故事

阿！關於此次的作品，我首

次寫下我的心情，這是一份

不願失去摯友的心情。透過

信紙來維持友誼，我想現在

並不多見了。這經歷，在未

來將是一段難得的回憶。

 此詩寫的是急著想將時間造

成的距離壓縮為零的心情。

可努力，仍然有無法突破的

難處。詩的最後，成功與否

其實無從得知，因為我在現

實生活裡，故事尚未結束。

我也很高興當初並未為此詩

定下結局。而今對我而言，

只要在每個情緒的當下，還

能打通電話談談心情足矣。

與戀愛 揮灑青春

北京行第五日，於北京外語大學校內舉行兩岸聯歡晚會。系上的五位

同學身著其校服，開心的與學伴擺出革命姿勢合影留念。此趟學習之

旅不僅擁有美食饗宴，北外大學生的學習態度更值得你我效法。 相關新聞詳見第二版。

散文A組:鄺慧豐、李婉如、葉人棻、李家寧、黃琬婷、夏輔

君。散文B組:莊蕙瑜、黃鈺棠、韓恩妮、張簡柏玗、陳祈雅

、陳以樂。散文A組:黃郁涵、李秉儒、涂詠濰、蔡宜瑾、王

柔惠。散文B組:柯佳蕙、林宜錦、張芷菱、謝佳勳、吳宜倫

。小說組:黃柳蓉、鄒人郁、柯佳蕙、王庭筠。【胡茵茜撰稿】

        文學獎得獎名單

凝聚最後五天的執著

相同的地方只有：棒球、主

角的名字、是個投手。我想

棒球之於我，份量是不可小

覷的。

 從小因為爸爸打球的關係常

到場邊加油，國中三年瘋狂

地迷上棒球、讀的又是過去

的棒球名校。很多和棒球有

關的事，說是從小聽到大的

也不為過。雖然我對棒球仍

有很多不了解，但是我很熱

愛棒球。這和台灣許多人是

一樣的吧。

 在修潤這篇文章的時候，適

逢ＷＢＣ經典賽，中華隊連

敗回國。很多事情沒有個準

，就像我們這些沒有上場奔

馳的球迷們不懂球員們的苦

處。我不知道該要失望，還

是就這麼體諒這些為台灣奮

戰的球員們。說實在的，一

萬二千字根本沒辦法把對台

灣棒球所有的感慨、想法說

完，所以，對於給主角林奎

安的劇情，我只希望能帶給

讀者兩個字--「無奈」。

 感謝評審給我的意見。最後

，老媽，我得獎了。

學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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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參訪北京 聽聞朗朗讀書聲

施忠賢老師與參訪學生在機場合影。         (邱沁薇提供)

邋遢自述 管管朗誦人生傳奇
【記者胡茵茜報導】

藝
壇的許多文人紛紛現身

文藻，為的是法文系校

友黃海韻女士於至善一樓舉

辦的開幕畫展。在極盡浪漫

的文藝表演中，我們巧遇管

管。

  管管在詩壇中負有盛名，

他受邀在會中高聲朗誦「邋

禢自述」、「荷」、「缸」

等一首首沒有華麗詞藻，淺

而易懂的詩。雖然如此，已

高齡80的管管，以京劇老生

之唱腔，為這樸實的小詩，

注入了深遠的意象。這樣一

個充滿戲劇性的人物，本以

為會讓人卻步，沒想到在初

次見面後，我卻意外的在老

化的皮相裡，瞧見一個不斷

燃燒的靈魂，一如其詩。

  我們由「暗戀桃花源」起

，從其擔任戲中「暗戀」導

演的經過與心得，到對未來

公演的建言，無所不談。這

令人訝異的忘年之交，打開

了管管的話匣。發現這個有

點害羞的老人，在碰到對味

的話題時，也如年輕時那般

情緒激動、手舞足蹈；從廳

裡聊到樹下，圍繞著他精彩

有如傳奇的一生，興奮的窺

探那內斂卻熾熱的光芒。這

一個以友誼點綴的下午，我

們，巧遇管管。

廖昱寧與李亭以注音教學法

教導外籍生體驗華文之美。

               (李亭提供)

昔叛逆小子 今創作大師
【記者林宜樺報導】

「
人生越早開始審問自己

，越能省去把自己羈押

在迷惑當中。」從叛逆走向

家喻戶曉的創作大師，嚴云

農期勉同學把握當下，勇於

承擔。

  海角七號主題曲無樂不作

、國境之南的作詞人嚴云農

，青春期時，對周遭事物充

滿好奇心，選擇寫詞是他叛

逆的第一步。他說創作是一

種欲望，把心裡的悸動、憧

憬、想法和對人的觀察，用

文字記錄下來。國三時，因

無處宣洩對老師不滿的情緒

，就寫歌罵老師，卻意外發

現自己有創作歌詞的天賦。

他說，能放棄的東西就不算

最愛，在最愛的事情上叛逆

，成功的機率越大。嚴云農

以「疑、參、破、定、執著

，起用」的口訣警惕自己，

遇到挫折也決不輕言放棄。

他說:「我是誰？我能做些什

麼？我的未來在哪裡？」

  嚴云農找到屬於自己的叛

逆，「人要活得好，必須先

找到有價值的事物，並找尋

自我的渴望，發展個人的叛

逆。」

【記者黃桂君報導】

走
出台灣，增廣視野，應

華系三年級的五位同學

------鄧雅婷、洪庭怡、吳

宜軒、邱沁薇、許文諭利用

一星期春假期間，到北京體

驗了不同於台灣的學習與生

活。這次最主要是參訪北京

外國語大學，以及旁聽該校

中文系各年級的專業課程。

  此次參訪除了見到中國學

生認真的態度外，同時也找

到身為台灣學生的優勢，那

就是台灣的學生能夠多元思

考，但中國學生的普遍價值

觀卻是唯有讀書才能出頭天

，而台灣是一個多元社會，

可以包容不同種族的文化，

並對事件持有各種看法觀點

，通往成功道路是無限定的

。而她們與五位學伴接觸後

，發現現今的中國青年也正

朝著台灣的走向發展，希望

往後大家能彼此教學相長、

互相學習。

    薄霧瀰漫的清晨六點 英語聲繚繞著北外大校園

創意授課
多元發展 實習零距離

嚴云農發展自我興趣　走出一片天地

淺白詩句中找尋生命的熱忱，暗戀桃花源是理想的人生境界。  (胡茵茜提供)

【記者葉家維報導】

「
原來實習也是可以那麼

有趣。」UC4A李亭與廖

昱寧到高雄市莊敬國小華語

文實習，採訪時這樣說著。

  「用創意打開教學樂趣，

用多元創造更多學習意願。

」本次實習中的學生包括越

南、印尼、菲律賓、泰國等

地，無論是程度或學習意願

上都有顯著差異，然而相較

於以往的「漢語拼音」教學

，他們以注音教學帶入課程

，剛開始學生需要記住許多

發音符號，確實不是件容易

的事。課程使用的教材，並

非從基礎會話開始，而是以

短文的形式呈現。即使教材

較為困難，但他們有著共同

的教學理念，期許學生可以

沒有負擔的學習。

  『老師，你說錯了喔！』

、『唉呦，對不起，我說錯

了。』台下的學生正在糾正

故意犯錯的「老師」廖昱寧

，這種零距離般的教學互動

，正是她的教學特色。廖昱

寧表示，學生在學習新的語

言時，必然感到無比壓力，

然而適當的讓學生情緒放鬆

，反而能提升學習意願。包

括到youtube網站找尋有趣的

電影、從流行歌曲等素材，

收集具有中華文化特色的教

材內容，以情境式教學引發

學習動力。每當看到學生一

點一滴進步，心中有無限的

感動。

    參訪學生感受該校生積極向學的學習態度

  80歲的詩人打開話匣子 時而害羞、時而手足舞蹈

  散發熾熱而內斂的光芒

責任編輯:陳依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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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楊佩穎、顏彙娟、戴

淑貞、陳奕卉、柯郁馨採訪

報導】

向
麗頻老師在小孩成績沒

有嚴格的要求，凡事盡

力就好，老師認為每個小孩

都會有自己的天賦，勉強不

來就開發其他的專長，就像

大女兒很喜歡畫畫，就鼓勵

她往藝術發展。也從教導學

生中，獲得借鏡，警惕自己

要隨時注意小孩的行為。

  兩個小女兒常常會有貼心

的小舉動，像是老師忙於一

些公務晚起床時，隔天小孩

就會安靜的自己玩自己的，

從來不吵鬧也不會過分要求

，知足守本分，這是姐姐和

妹妹從小就培養的默契，讓

老師覺得感動欣慰。

　　假日週末時，一家人會

帶著小孩子去踏青，到戶外

透透氣，紓解一下自身以及

小孩生活上的壓力。現在的

小孩子面臨比以前更多的壓

力，從小又是補習又是學才

藝，然而，麗頻老師都會讓

孩子自己選擇自己想要的，

而非一味的像父母般總是對

小孩子期望過高，使小孩子

在壓力中成長。

   每到母親節，兩個小孩總

會一起秘密籌備給媽媽特別

的驚喜，令人印象深刻的禮

物，是女兒自製幸福兌換券

，像是折衣服兌換券、搥搥

背兌換券等…，如此貼心又

可愛的禮物讓麗頻老師洋溢

著幸福的笑容。

【記者蔡侑珊、楊依婷】

五
月，是一個溫馨的月份

。提到了母親，應華系

主任小蘇老師，總是有著滿

滿的感謝與回憶。她說:「母

親可說是一位奇女子!大陸淪

陷時，她獨自逃難到香港，

那時她才十六歲，在香港停

留了半年，輾轉到了台灣，

是一個作育英才的小學老師

。」

談到對母親的印象，主任提

出了母親深深影響她人生觀

的三件事。小時候父親經商

失敗，沒有辦法盡力去照顧

家庭，但母親並沒有因為這

樣被擊倒。在一次的颱風天

時，一棵大樹倒下，堵住了

家門，幾個小孩爬窗戶出去

，合力移開樹木。整個過程

母親都看在眼裡，並對他們

說：「孩子，在往後人生之

路上，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

、阻礙，都要靠著自己的力

量去解決。」主任的母親總

是有著無限的創意，隨時隨

地運用生活中的題材來教育

自己的孩子。母親都有辦法

讓孩子們安靜的坐在位子上

用餐。母親會在吃飯時講故

事，把蝦子比喻成一座橋、

花椰菜看作大樹、香菇喻作

堤防，用天馬行空的想像，

來吸引孩子們的注意。故事

講完，飯也吃完了。這些深

深的影響主任之後無論是對

應華系學生的教學或是教育

自己的孩子，都喜歡用說故

事的方式來溝通。 

在訪談中發現小蘇老師的母

親，有一顆寬容的心，或許

曾經有人辜負她、不懂得珍

惜她的付出，她都能從中寬

恕別人並反省自己。主任說

：「母親教會了我要堅持，

不怕挑戰堅持自己的理想，

不斷的學習，才會有源源不

絕的創意，有創意的人才會

enjoy自己的人生。」在母親

節前夕，小蘇主任以身為母

親的角度，和系上同學們分

享，從她眼中的母親，到身

為子女的媽媽，或許角色有

了不同，但唯一不變是和全

天下父母一樣，那愛子女的

心。

「媽媽的愛 教會我堅持」
 小蘇老師：母親會在吃飯時講故事 把蝦子比喻成

橋 花椰菜看作大樹 香菇作為堤防 以創意的方式教

育 激發孩子無限的想像

女兒叫我鮭魚小姐
季香老師哈哈大笑 與學生相處一樣零距離

　阿香老師與學生互動良好是時有所聞的，所以就某個

程度上而言，學生就是她的孩子。阿香老師比喻師生互

動就像是走路，只要想到自己在學生的人生道路中，曾

經給了某個學生一些啟發或影響，對她而言就是相當感

動的一件事。

【記者傅紫婷、曾馨慧報導】

「
手抱孩兒身，才知父母恩。」等到自己當媽媽才知

道父母恩重如山，阿香老師這樣說道。

　　親和力十足的阿香老師，有著不同於一般家庭的親

子互動模式，她分享了個有趣的例子，有陣子她太常做

鮭魚炒飯，女兒也不叫媽媽了，就戲謔的幫阿香老師取

了個「鮭魚小姐」的綽號。雖然與孩子們零距離，不過

個性樸實的阿香老師，從小就教育孩子禮輕情意重。她

不在乎孩子送什麼禮物

給她，阿香老師笑說：「孩子們還真的老實的只送過我

一次禮物。」雖然嘴上這麼說，但幸福之情溢於言表，

與孩子的感情不言而喻。

讓孩子選擇自己想要的
麗頻老師說 凡事就盡力 勉強不來的就往它處

發展 並鼓勵喜歡畫畫的大女兒往藝術發展    

【記者 楊佩穎、顏彙娟、戴淑貞、陳奕卉、柯郁馨 報導】

「
媽媽，我想要留長頭髮。」「好啊！」林翠雲老師以輕

鬆的口吻來答應兒子的要求。

身為藝術家的翠雲老師對小孩的教育是透過藝術的方式來督

導。某一回翠雲老師想教導小孩負責的重要性，就藉由帶他

們去看台灣表演藝術家－《送信人》，劇中的郵差很負責任

，每當遇到類似情況時，翠雲老師總會說：「還記得送信人

嗎？」小孩子就明白媽媽想要告訴他們負責任的重要性。

 放假之餘，翠雲老師也常帶小孩出去玩，特別是暑假就會去

環島，小孩對於台灣的地理位置相當熟悉，也藉由環島讓他

們立足台灣、認識這片土地。老師育有兩子，一動一靜，並

認為不一樣的特質就要用不一樣的相處方向去教育，也對於

孩子的個性相異而因材施教，所以現在小孩都會互相影響，

有著互補的效果。

母親節的來臨，小孩會做手工卡片給翠雲老師，遺傳老師的

藝術氣息，小孩的卡片很特別而且是非制式的設計，總是充

滿創意，其中老師最喜歡的手工品是小兒子用三個貝殼連串

起來的手工品，相當別具一番風味。

兒語驚人 媽咪輕鬆答
「媽媽，我要留長髮。」「好啊！」

傳達出翠雲老師的創意教育

向麗頻老師與兩個女兒出遊時開心合照                              ﹝向麗頻老師提供﹞

林翠雲老師利用閒暇之餘 帶著兩個兒子探索台灣之美      

﹝林翠雲老師提供﹞

責任編輯:詹筱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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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怡、陳蓓珊、吳菀婷

、楊群葳 報導】

對
別人來說六十大壽或許

是想要更好的物質生活

，但「健康、快樂、平安」

簡單六個字，卻是漢昌老師

六十歲生日願望。希望這六

個字都能體現在家人朋友身

上。藉由六十歲生日讓家人

能相聚在一塊，從眼神中感

受出老師的知足與惜福。

　系上為了漢昌老師準備了

一個蛋糕，然而在家裡生日

卻反而沒買蛋糕慶祝，對於

愛吃甜點的漢昌老師來說似

乎有點感傷，他失落的說著

，我很喜歡吃蛋糕甜點啊！

但醫生建議我要少吃，要注

意膽固醇問題。為了均衡健

康飲食，漢昌老師不得不控

制對甜食的熱愛。從訪問中

我們看到老師可愛的一面，

並不像外表看起來的如此嚴

肅，不茍言笑，他笑笑的說

：「我不是不笑，是我牙齒

不好看啦！」

雖是過了六十大壽，投入教

　育界好幾十年間，對於教

學熱誠卻絲毫沒有減退，漢

昌老師認為教他喜歡的科目

，做他喜歡的事，怎會因為

時間久了就缺乏熱忱了呢！

熱愛旅行的他，常常藉由旅

行來開拓自己的視野，到世

界各地去走走看看，朝思暮

想的期待自己走更多的路，

看更多的風景是一大心願。

　漢昌老師很樂意跟學生分

享，也很願意傾聽學生的心

事，是一位很和藹可親的老

師，他並不是跟他外表所呈

現的如此嚴肅，反之是可愛

、是溫和、是體貼的，  當

他提及到與文藻學生相處時

，讓他越活越年輕，越來越

活潑！同學阿！快點來跟漢

昌老師閒話家常吧。

好

【王慧怡、陳蓓珊、吳菀婷

、楊群葳 報導】

「
你拉還是我拉」一句

簡單的開場白後，李

彪老師與國瑞老師廝殺時間

正式開始，一來一往誰也不

讓誰，看著李彪老師準備發

球的英姿，帥氣逼人啊！但

也不要小看國瑞老師，看他

那準備接招的姿勢也是很嚇

唬人的，在這廝殺之間更不

是以字正腔圓來對話，而是

說了一口道地的台語，讓整

個打球氣氛頓時親切許多。

　老師們不只是教書的機器

，也是懂得用運動來消除一

下平日的疲勞的，更看到卸

下老師這個光環的他們，私

下可愛的一面。

　李彪老師突然的一句「啊

~太久沒打了」。李彪老師

的球掉了，國瑞老師幫他撿

。「慢慢來，輕鬆打」國瑞

老師笑著回答。最簡單不過

的對話，卻表達出他們之間

的情誼，互相鼓勵但也互相

消遣。李彪老師也提到他之

前是打高爾夫球的，現在有

現成的國瑞老師當他的教練

，又有免費的球場當然要好

好利用啊！更開玩笑的說：

「我需要適度的運動，打球

是我的減肥秘方耶！」，雖

是開玩笑話，卻可以感受出

老師們對桌球的熱情。

乒乓，讓我們更加貼近彼此！

花甲許 言漢 昌

C M

Y K

【記者 孫詩潔 黃嘉敏 葉羽

芹 採訪報導】

Wo ai ni ，大家可知道這

是什麼意思呢?看不懂沒

關係，為提升系上學生的學

習能力，應華系於四月29日

舉行『漢語拼音大賽』，初

次舉辦以漢語拼音為主題的

競賽，系會長謝孟蓉表示，

同學們的參與度極佳，期盼

此類型的競賽能成為系上的

傳統，藉此讓大家對應華系

有更深認識。

　比賽方式以分組競賽，進

行九宮格、漢語拼音填空以

及賓果遊戲，以活潑又刺激

的搶答方式讓大家在比賽中

體驗趣味，獲勝的秘訣就是

要快、狠、準！

　「遊戲讓學習漢拼變得有

趣」應華系林景蘇主任這樣

說道。「阿~~~」一陣尖叫聲

後，參賽者卯足勁在廝殺了

，現場緊張萬分，場內加油

聲夾雜著尖叫聲。

　這場由應華系系學會所舉

辦的漢拼大賽，在評審老師

李三榮和指導老師林雪鈴的

幫助下圓滿結束。結果是做

足準備的二年級學生包下冠

亞軍，現場歡呼聲不斷。

　「不但挑戰自我，更增進

大家的relationship!」是他

們參加的主要原因，賽前不

僅熟背拼音，就連在MSN上聊

天和傳簡訊也是使用漢拼！

　雖然賽前緊張的手腳麻木

，但還是完成了競賽，非常

感謝南雁老師、靜芳老師以

及三榮老師的督促，讓他們

大勝。而贏來的獎金不只要

好好開個慶功宴，還要把開

心和老師們分享，應華系的

老師們有福啦！

挑戰自我，遊戲與學習並行

漢語小知識 - 母親節特輯

對不起，我錯了！

姓名：徐漢昌

學歷：政治大學中

文所博士

學術專長：先秦諸

子、史記、楚辭、

兩漢學術思想

星座：牡羊座

個性：溫文儒雅

興趣：旅遊、爬山

喜愛的食物：甜點

(王慧怡攝)

更正啟示：

更正應華系報首刊號第一版

新鮮看「飛越國度 造訪熱情

南海」照片「系主任林景蘇

贈外河內大學所屬國語大學

紀念品。」為「系主任林景

蘇贈國立蜆港大學紀念品。

」

更正應華系報首刊號第二版

墨水心下方卓越計畫 名師開

講第十一行「蔡雅勳教授」

為「蔡雅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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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拼大賽 快狠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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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 是他熱衷不斷的小興趣，
甜點 是他不為人知的大秘密。

責任編輯：楊孟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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