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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第二階段】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19 年 11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10:30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 B2 會議室 

出席委員：向陽、胡金倫、劉克襄、蔡素芬、盧郁佳（依姓氏筆畫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廖非比（文化局代表） 

會議紀錄：林文心 

 

「第 20 屆臺北文學獎」之「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

徵文至 12 月 31 日截止，總計來稿 92 件。資格審後，由王盛弘、果子離、廖

志峰、蔡昀臻 4 位擔任複審委員選出 15 件晉級決審。2018 年 3 月 29 日召開

第一階段（入圍）決審會議，由向陽、胡金倫、劉克襄、蔡素芬、盧郁佳 5 位

決審委員，評選出 2 件寫作計畫入圍：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李屏瑤《同志

百工圖》。入圍者各獲頒證書一張及獎金 20 萬元新臺幣。 

 

歷經一年，入圍者皆已依計畫完成寫作。決審委員於 2019 年 11 月 14 日召開

第二階段決審會議，評選臺北文學年金 40 萬元的最終得主。會議開始，執行規

畫單位《文訊》雜誌封德屏社長開場後，各位委員推舉向陽為主席，主席先請委

員們對兩部入圍作品發表看法。  

 

 

入圍作品討論 

胡金倫：我將《同志百工圖》歸類為報導或者採訪文學，而《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則介於小說跟散文之間。在第一階段入圍決審時這兩部作品不算完整，

讀不出端倪，從現在完成的作品可看出梗概。 

《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大多使用第一人稱，偶爾穿插第三人稱。整體文

字非常平淡，看似信手拈來的姊弟故事，實則帶出家庭的破碎與不完整。

主角或許是有強迫症，跟社會格格不入。而瞇對這部作品的創作態度，

可能是把書寫當作一個自我治療的過程，裡面也用了很多羅哲斯的心理

分析來討論與弟弟之間的故事。 

這篇作品很完整，沒有驚天動地的社會、歷史或政治背景，而是用隨意、

平易近人的文字關注被社會忽略的族群。不過若是要出版，書名是否應

該要修改？應該是可以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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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同志百工圖》，我覺得作者能夠完成這部作品是非常不容易的工

作，難能可貴。去年 3 月入圍決審時曾建議作者在採訪的時候要盡量深

入每階層各階級各族群的人物，深入探觸各個受訪者的心靈。這部作品

內容分為「半陰處」和「全日照」兩部分，是出櫃與不出櫃的分類，以

植物作為隱喻，這個做法滿好的，有「看得到」跟「不被看到」的區別。 

讀完之後，我是有一些疑問。作者處理採訪人物的文字能力非常優秀，

敘事也很精彩，但各篇之間缺乏連貫性。另外，作者做了不同階層的採

訪，不論訪談對象的性別、職業，都會提到他們的心路歷程，但我好奇

的是作者本身的反思和如何回應。作者對於這一些族群所遭受到社會整

體或差別對待的回應，是否需要在作品中帶出呢？還是，就純粹如同書

名所說，完成對「百工」的訪問，以客觀方式陳述即可？就以上幾點來

看，作品尚有美中不足之處，殊為可惜。 

蔡素芬：我的看法跟金倫類似。《滌這個不正常的人》這部散文作品在試寫稿中，

沒有表現層次感。當時我們主要是擔憂內容的重複性太高，因此曾建議

作者分章分節，讓敘述能有所表現。作者使用平淡的日常語言，但也能

讀到創作的誠意，一方面很想把整個家庭的狀況描述出來，一方面又不

斷地質疑自己：「把家裡的事情寫出來好嗎？」 

讀作品的前半部分時會覺得，這部作品就是每個人物一直重複出現，不

像一般的散文，會分章分節，或者很仔細地把題旨標示出來，當作題目。

這部作品的標題完全以人物為主，可是又有來自內在的聲音，是素人的

寫法，跟一般散文很不一樣。 

作者寫了半部以後，又把作品分別拿給媽媽、「宋」等人看，由他們給

予這部作品意見，再把意見都寫進作品中，等於是給人物在文章中自我

解釋的機會，這在散文中比較少見到。作者不執著於自己的觀點，把自

己書寫對象的觀點都帶進來。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感受到作者想讓這些

人物都進來參與這部作品，我能接受這樣的做法。 

這部作品最後探討內在道德的問題，就是作者應不應該把書拿給滌看。

出乎意料地，滌竟然接受了，這使得作品的結尾出現小說的形式。滌在

作品最後所講的那句話，我覺得很震撼。那個場景是他們談到植物住在

一個狹小的空間裡，滌說：「它住在那樣小的地方，感覺很可憐。」我

不確定作者是不是有意識的處理，但這樣的結尾很高明。整本作品滌都

在跟家人爭吵，只有兩處是他自己主動表達意見，一個是他跟姊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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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這部作品的看法；另一個就是最後講的這句話，投射出滌自身的處

境。所以，這部作品有一個很大的主題：「對話」。一家雖然只有幾口人，

但就是一個小社會。作者向讀者揭示跟家人「對話的態度」，還有「嘗

試瞭解」的意圖。在這部作品中，姊姊嘗試的對話性，在前後都被維持

得很好。 

這部作品瑣碎的部分是因為被敘述的事件一直都是那幾件。不過，或許

真實的家庭就是這樣子。這是一部很私密的作品，而作者要呈現的就是

一個私密形成的過程。作者透過書寫整理自身一直壓抑的情緒，進行自

我療癒。創作就是為了表達自我壓抑的部分，或是知道自己已經到了一

個出口，不出去不行。所以，雖然使用平凡的語言，我認為沒有關係，

因為文學語言本來就有很多種，不管是華麗的、直白的。重要的是作品

有一個主題在進行，而且讓讀者讀到作者誠懇的書寫態度。在這兩部作

品中，我比較傾向選擇這部。 

至於《同志百工圖》，也像金倫剛剛所提出的，作品前後無法完整連貫、

作者的主要關懷觀點不夠明顯。「半陰處」和「全日照」的比例也不夠

平衡。我認為「報導」與「報導文學」不同，假如是用報導文學的角度

去談，創作者應該要有一個自己的態度、一個人文觀點。做一個採訪，

跟被訪者之間有什麼樣的對應性？應該要能讓讀者從中讀到創作者的

思想與關懷的點。 

在這部作品裡，作者似乎比較著重事件或人物本身，雖然訪問了很多人，

但每篇的格局都差不多、同質性高，圍繞在出櫃與不出櫃之間、如何跟

家人說明、出櫃前後的不同等等。較難表現作者對於所採訪的對象、事

件的態度與觀察，想要表現的人文價值與觀點是什麼。 

盧郁佳：我讀完《滌這個不正常的人》以後的反應，真的就是像書中的滌一樣：

「啊，真的是小說家。」我原本以為作者要處理精神病議題，後來發現，

原來這個弟弟看起來不正常，但其實他頂多就是強迫症。作品本身的向

度是非常豐富而深刻。雖然是家庭史，卻能帶到報導視野之外，作品中

的爸爸，曾經去臺南種菇，去過多明尼加後再回來，看似簡單的敘述，

卻可以看到臺灣經濟發展的變遷，給予讀者一個新鮮的視野。作品中提

到爸爸開了屏東第一家彩色沖印店，我想了一下，爸爸才六十歲，所以

屏東是九○年代才有第一家彩色沖印店？這個角度的歷史觀察跟我們以

臺北為中心的視角，是不太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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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作品的關懷不像我當初所假設的，而是從鮮明卻難以理解的「滌」

這個人物形象，去拆解一個家庭原本無解的謎團。例如，滌堅持搬家一

定要用手搬，所以媽媽只能夠陪他一箱一箱地徒手搬。這個家庭好像是

個黑箱，好像所有能得到的資源，從清朝到現在都沒什麼差別，像是有

一堵高牆，現代化的知識跟技術是灌不進來的。瞇引進了拆解的技術，

透過宋老師跟羅哲斯的心理學去拆解這個謎團。這部作品的文學手法可

以讓讀者領略到作者彷彿放大了事件，可是這些事情，也可能在我的家

庭、我的身邊發生；讀者也可能會因為事情無法控制而感到焦慮。或者

可以說，讀者很能夠投入角色當中，就像《紐約三部曲》，一個平常人的

生活踩空了，就會陷入流浪漢的處境裡，沒有力量爬出來。但這個家庭

卻又有一些能力，可以去安撫、適應或忍耐。於是在這個看似搖搖晃晃，

卻又牢不可破的平衡之下，作者很有層次地注視著整個群像，先從母女

關係的糾結開始，而這段母女關係又為姊弟關係投下張力。因為媽媽沒

有能力，所以期待姊姊去跟弟弟講話，姊姊卻又感到憤怒覺得：「滌就是

不講話啊。」再透過這段張力去回看瞇自己跟伴侶相處的關係，這樣一

層層地觀察與反思，塑造人物內面的質地。 

作者先透過這樣的方式深入、創造，再透過書寫進行對話。例如把稿子

給媽媽看，可是媽媽看了以後說：「不是這樣的」、「其實爸爸很負責任，

他也很努力，做得也很不錯，只是我們賺不到錢」等等。更讓作者驚訝

的是媽媽想澄清的是，她不只是買便當給兒子，她每次都要買兒子喜歡

的東西，還要注意時間不讓食物冷掉或糊掉，她都很精心地投入。而且

她也很愛爸爸，透過準備晚餐去愛兒子。這些都讓人覺得栩栩如生，因

為所有的元素會互相扣連。這部作品在情緒上，其實有著藝術作品的安

排：前面先布下無可預測、懸疑、挫折、困難，後半部再很有信用地一

一償還，把你擔心的、害怕的都還給你，在急轉直下的劇情中得到解決。 

雖然文字看起來平實樸素，但劇情動態進展得非常快速，有歐洲電影的

寧靜、明亮與概念上的尖銳。我本來以為作者要談精神病患如何與這個

快速、敵意、不耐、陌生、無知、刻板印象的社會磨合，結果談的卻是

每一個家庭都可能存在的問題。作者指出一條路，透過知識、技術跟作

者自身敏銳感性的介入，可以把家庭的問題拆解到哪個地步，可以為這

個家帶來一線曙光。我覺得這部作品很厲害，讀者可以從這部作品得到

很大的幫助，反照自己的生命與家庭關係。 

乍讀《同志百工圖》會很驚豔，因為採訪的對象多樣且豐富，可以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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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鳥瞰大量人物的生活。但也是因為它如此的豪華，有太多的線索，原

本是悲喜交織的生命卻因為太快速，反而容易被忽略，來不及反思跟深

度的注視。這些生命經驗充滿了勇氣，可以提供大眾跟同志族群一面鏡

子，去看見同志族群群體的面貌，讀者想要更瞭解報導的對象。 

作者選擇的樣本數量非常多，每篇的篇幅都非常短，我不太明白為什麼

要取這樣的角度。好像就是《蘋果日報》專欄「人間異語」，分別呈現一

個一個特殊的人物。可是作為一部完整的作品，我們期待能有一個問題

意識，去深入探索及挑戰切入，做出更深的凝視。例如，從爬梳這些人

的生命經驗得到一些線索，探討為什麼社會大眾恐同？是什麼樣的人因

為什麼樣的原因而恐同？如何去拆解、如何去療癒這些傷害？目前已經

有很多類似《背離親緣》等作品提供讀者去下刀與發展的視野，所以我

會對這樣的作品有更多的期待，希望能夠再往前，可以再有勇氣一點，

再往前多推一點的感覺。 

劉克襄：這兩部作品在入選時，已經預見到會面臨的障礙，而評審們當初的擔心，

兩位作者好像也都一一兌現。我先談《同志百工圖》，在這四十幾個人

物的篇幅裡，作者好像先對自己設下了文字的限制，每篇大約都是一千

五到兩千的字數。在這樣字數裡去描述一個人，很容易只是表象的敘述

而已，這樣的敘述只讀一兩篇的話，還可以當成單篇的小品文來理解，

但若要當成報導文學的話，就好像要踏上一場長途遠征，卻在一開始就

沒有足夠的補給。 

如果作者只寫三個人，然後讓讀者看見同志在社會中所呈現的多樣繁複

樣貌，還算成功；但是四十個人卻寫得像是三個人，就顯得過於單一。

而且我建議作者能打破原有的創作形式，把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重新擬組

形式，才不會浪費這樣一個好題材。 

當初冒險投票給《滌這個不正常的人》這部作品，作者好像也是冒險完

成。先談這部作品的優點，作者用一種聰明的敘述來切入弟弟的狀態、

家庭的問題，從第一篇到結尾，我都很喜歡，也有達到當初的期待。 

第二，作品呈現一種「不完整的完整」。讀者不一定要從頭閱讀，隨便

挑一篇讀也會很享受其中的氣氛，直到最後都持續地保持這個風格，也

沒有要刻意完成作品。雖然慢慢讀能夠發現作者精心的設計，但就算忽

略那些，跳躍著閱讀還是很好看，這是很有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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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作者的書寫明顯是一段自我療癒的過程。但我比較重視三個部分：

一個是無法進入社會的人，就是滌；再來就是反社會的人，就是這位姊

姊，要注意這個「反」不只是「反對」的反，而是「反省」的反；最後

就是這對姊弟的爸媽，非常地社會化。這種進出社會的書寫，作者能一

直維持在不慍不火的基調上。臺灣這幾年來，像入圍金馬獎的《陽光普

照》或一些電影，都是用這種方式來處理家庭或社會形勢，這部作品也

呈現這樣的狀態。 

第四點我從形式切入。剛剛素芬提到這篇作品裡有著小說形式上的創新，

作者還把「文學年金」這事都寫進來，很認真地討論得獎的困惑，或是

討論何謂書寫等問題。我有點不曉得怎麼去面對這種寫法，我從來沒看

過這種書寫方式。以上是我給這篇作品的四點肯定。 

再來是我比較不喜歡的四點，希望提供給作者參考。首先是「自語」，一

直停留在同一個地方，不斷重複，加上文字不夠好，顯得拉雜囉唆。這

種「自語」就形成一種閱讀的障礙，很難開展新的可能性。 

第二點也跟「自語」有關，一直在重複自己的辯證，無法跳脫，也沒辦

法把滌這個主角寫得更立體。雖然是用不同的形式來寫，可是我一直期

待隨著書寫的推進，出現一個更立體的滌，卻沒有做到。 

第三點是文字不夠好，這剛剛已經提過了。最後就是，「作品中的現狀」

跟作者「獲得年金的現狀」有著大量的連結，也就是說，作者寫一寫就

會跳出來發問：「從拿到年金寫到現在，不知道自己有沒有達到要求？」

這樣的連結，當然無可厚非，可以說是一種新的形式，但我還是希望讀

到一種喜悅或者某種可能。雖然在做法上我能接受，但作者仍是停留在

後設的層次，我一直期待作者藉此帶出更大的東西，或者其他可能性，

但卻沒有讀到。 

向陽：我自己對《同志百工圖》本來是有很多期待，尤其最初看到寫作計畫的時

候。在這個年代裡，假如有人認真去找了出櫃或者不出櫃的同志，進行

深度採訪、側寫他們的生活，是能夠回應整個社會，那是很有意義的。

而現在的成品，就如同大家剛剛所講的，很可惜。 

其中最可惜的是在於形式。它是由單篇人物自白所組成，沒有連串、缺

乏主旨，也就缺乏動人的力量。要寫報導文學或者非虛構，必須先有一

個目的，或是一個想處理的矛盾與問題，作者應該要先表現這點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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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作者只要寫四到六個人的故事，貫串成十萬、二十萬字的故事，

就會非常動人。但採訪的話，還是應該要採訪一百個人。 

蔡素芬：要訪問這麼多人，光是搜集個案就要花很多時間，這是一個很大的工程。 

向  陽：對。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會期待這部作品的未來。因為作者掌握了

這麼多的人物自白，跟社會有很多的對話機會與空間。只是，以目前的

作品來說，我們所看到的彷彿是一張張的黑白肖像，但缺乏（背景）景

深，很可惜。不過，作者的文字與文筆以及對同志圈的理解，都還是很

值得期待的。我的建議是，從非虛構的角度，與其詳實交代一百個人，

不如找出典型人物、非典型人物，相互穿插加以編織，整篇作品就會亮

眼許多。 

《滌這個不正常的人》，「滌」就是弟弟的意思，這是作者聰明的地方。

我在讀的時候覺得很有趣，作者特意用後設的方式，把作者自己及家人

通通都納進去。例如把拿到「文學年金」的事寫進去，寫完還給家人看，

再把家人的反應都寫進去。最後姊姊跟弟弟對話的部分，是一個和解的

形式，凸顯同情與理解。這是優點。而在形式上，也讓散文讀起來像小

說。 

各位評審前面都有提到缺點，我也覺得敘事很瑣碎。假如情節不要重複，

情緒方面也能跳脫，會是很精彩的小說或散文。再來是那些辯證的部分，

都不提也沒關係，反而會有懸疑的效果，讓讀者更想看下去。但作者把

心理學名詞、心理學家都放進作品，而且放進來以後的處理粗糙了點，

是很可惜的地方。有關心理學的部分，可以通過描述來呈現。不論是描

述人物的表情、動作或是對話──尤其作者的對話寫得很好，家庭場景

的描述很鮮活，若是能透過描述而不是套用理論，會更精采。不過，作

者採用的方式也讓我看出，這篇作品的特質就是「真誠」。 

綜合討論 

蔡素芬：我想補充剛剛提到《滌這個不正常的人》素人寫作的部分。我認為，作

者不是有經驗的散文書寫者，所以無法整理自己內在的質疑部分，只能

用直白的語言書寫：反覆地回到家裡、跟家裡人對話，敘述得到「文學

年金」之後的過程，而無法像一個有經驗的散文書寫者，適度地修飾包

裝書寫的必要性。但這只是讀者接受或不接受的問題。家庭本來就是很

為難的題材，涉及家人的脾氣、職業等等，作者的誠懇在於一邊書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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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自我檢討，也有很多筆記、日記的形式，我認為這是創作者可以選擇

加入的。作品中的姊姊與弟弟都很強調思考性，差別只在姊姊可以進入

社會，而弟弟無法進入社會。 

劉克襄：我喜歡《滌》的結尾，讀起來有些感動，處理方式沒有壞掉，整體的氛

圍很正面。 

蔡素芬：對，但裡面還是有很多東西無解，作者也很誠實地告訴我們了。 

胡金倫：包括作品裡面提到的「孤獨」。或者像素芬所說的「敘事的包裝」。作者

可以用很美化的方式，去寫得到「文學年金」這件事，但作者卻選擇誠

懇地告訴我們：「我就是不包裝。」當然，我不曉得這究竟是誠實，或

是作者有意為之的書寫策略。 

蔡素芬：關於人物立體化的問題，作品中所有人物的真實名字都是隱藏的，包括

作者自己。我猜想作者會不會是為了呈現家庭中的某一種人格？ 

劉克襄：對，可是我們會發現，他們家可以接受這樣的書寫，光是這一點就很有

趣了。我還是很好奇，作者把得到「文學年金」的事情寫進來，大家會

覺得這個後設的寫法，到底是刻意為之想挑戰評審？或者就是所謂初寫

者的誠實？我一直覺得作者是很有意識的，而不是所謂的不懂包裝。 

盧郁佳：羅哲斯的諮商理論中很重要的是「在場」。我今天跟案主在溝通的過程

中，有什麼困難、挫折、心虛，全都要講出來，才可能讓這段關係有療

效。 

向陽：要讓對方感覺到你是真誠的，不是在說謊。 

盧郁佳：對。所以我認為作者的價值觀是必須坦露對獲得「文學年金」的想法，

跟讀者之間的關係才會產生療效。 

胡金倫：或許對作者來講，得到「文學年金」也是一種壓力。我猜作者可能一方

面很想得到年金，另一方面又覺得自己沒有能力。壓力之下，就很誠實

地全都寫進去，而聰明的作者不會全部寫進去。 

蔡素芬：如果就散文而言，寫日常、寫生活、寫真實，作者心裡有壓力，很掛念

「文學年金」這件事情，把它寫進來，我不會覺得不妥。要是沒有通過

第一階段，沒有先拿到二十萬，作者大可選擇不寫，或寫到兩萬字不想

寫就算了。但入圍了就必須寫，入圍本身就是一個繼續寫作的理由。而



9 

且這篇作品就是必須袒露自己最真實的狀況，才能進一步去寫家人的心

理狀況。 

向陽：作者非常誠實。 

胡金倫：關於《同志百工圖》，我覺得向陽老師剛剛的建議很好。在寫法上，可

以安排五位左右的主角，在其中穿針引線，把其他採訪的人物帶進去。 

向陽：現在這部作品的狀態比較像是採訪稿的整理，後續應該可以把這些當成素

材、持續創作的來源。訪問的樣本要很多、來源要更豐富。非虛構容許

每個角色之間相互連結，用三到五個主角跟整個社會連結與對話，會很

精彩，而且也容易讓作者寫出自己的觀點。單篇的採訪稿，作者自己會

進不去，比較可惜。 

投票及票數統計 

向  陽：現在進行投票。由於這次只有兩部作品，採圈選方式。可以空白，代表

從缺。 

投票結果 

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獲得四位評審圈選。一位評審未圈選任何作品。 

投票結果經評審委員確認無異議後，瞇《滌這個不正常的人》選為第 20 屆文學

年金得主。  

會議結論 

決審委員一致認為《滌這個不正常的人》是一部情感真摯的作品。作者以樸實的

文字深化了家庭書寫的題材，藉由描述一位無法進入社會的弟弟，勾連出三位家

庭成員之間的生命傷痛。作品呈現一種非常態的私密情境，卻能藉由高度的自我

坦露而在情感上喚起讀者的共鳴；並且透過後設的書寫技巧，讓作品中的人物同

時回應、參與創作。評審們相當認可作者誠實而不失敘事策略的組構方式，於此

已然實現療癒書寫的企圖，同時也深化作品的文學價值。 

《同志百工圖》採取非虛構寫作的方式，由作者搜集訪問數十位同志，讓讀者可

以鳥瞰其生活狀態，但也因為線索太多，反而容易忽略每一個生命所擁有的獨特

的生命樣貌。評審皆肯定作品本身所涵納的社會意義並稱讚作者的文字技巧，也

認同要在短時間內搜集且採訪這麼多數量的人物，是一項耗時且龐大的工作，實

屬不易。然而作品缺乏連貫主軸，無法充分表現作者的問題意識與關懷點，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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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動人的力量，甚為可惜。評審認為，作者若能再擴大訪談數量，並於其中挑

選重點人物書寫，穿插編織不同的生命故事，開啟與社會對話的面向，作品將精

采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