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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屆臺北文學獎【年金類‧第二階段】決審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2020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五），上午 10：30〜12：30 

會議地點：文訊雜誌社會議室 

評審委員：向陽、宇文正、陳雨航、陳素芳、廖志峯（依姓氏筆畫排序） 

列席人員：封德屏、楊宗翰、詹宇霈、廖非比（文化局代表） 

會議紀錄：林文心 

「第 21 屆臺北文學獎」之「臺北文學年金獎助計畫」，自 2018 年 11 月 1

日徵文至 12 月 31 日截止。總計來稿 83 件，經初審後有 72 件進入複審。由

四位複審委員王盛弘、周昭翡、藍祖蔚、蔡昀臻選出 13 件晉入決審。2019

年 3 月 26 日召開第一階段決審會議，由向陽、宇文正、陳雨航、陳素芳、廖

志峯五位決審委員，評選出三件寫作計畫入圍：徐振輔《西藏度亡經》長篇

小說寫作計畫、敷米漿《洗車人家》、陳柏言《溫州街的故事》。入圍者各獲

頒證書一張及獎金新臺幣 20 萬元整。 

歷經一年，入圍者皆已依計畫完成寫作。決審委員於 2020 年 11 月 20 日

召開第二階段決審會議，評選臺北文學年金的最終得主。會議開始，執行規

畫單位《文訊》雜誌社封德屏社長開場後，各位委員推舉陳雨航為主席，主

席請委員們分別針對三件入圍作品發表看法。 

【按：入圍作品「溫州街的故事」完成後易名為「溫州街上還有什麼？」】 

 

徐振輔《西藏度亡經》 

宇文正：先就整體而言，這三部作品非常不同。陳柏言的短篇小說集《溫州

街上還有什麼？》是著眼於文學菁英的心靈世界；敷米漿的散文集

《洗車人家》則是蹲低了身子，去素描勞力階層的人生；還有徐振

輔對著自然環境、旅行冒險、理想追尋所寫成的長篇小說《西藏度

亡經》。這三部作品各自用不同的視角與文字來跟世界對話，都很令

我感動。 

先談《西藏度亡經》。大概地說，這部小說是一場尋找雪豹之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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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的過程中，作者插入了兩個疊套小說：一個是假託日本修行者

的西藏行腳所寫下的一部作品《馴羊之城》，講述 1950 年代西藏戰

爭、土改時期的拉薩；另一個是在拉薩傳統市集裡遇見的小販，他

秘密收藏了雪豹的毛皮，於是以〈多重夢境〉這章來記述小販少年

時想要打獵救父的成長故事。與小販的相遇也啟動了敘述者的瑪洛

之行，他來到瑪洛、遭到驅離，最後卻是在動物園見到了雪豹。這

是小說大概的脈絡。 

我記得當初看試寫稿，作者寫的是與死亡擦身而過的情節，那時以

為會是戲劇性很強的小說，但讀到成品才發現，作者是從自然書寫

的旅人筆記入題，這跟當初預期作品整體的氣味很不一樣。 

敘述的過程包括了西藏的風土與博物誌，並鉅細靡遺地書寫了動植

物、自然景觀、風雪、地質，同時更呈現人對自然環境破壞的深刻

思索，還有工業革命以來，人類何去何從的大哉問。從遊記小說的

角度來看這部作品，他是從一場驚心動魄的旅行，去建立、知覺所

謂旅行的意義。透過身體與地方重新連結，來感受「地方感」與「地

方之愛」。當中有一些非常深刻雋永的體會，例如：「從某個年紀開

始，世界隨時都會剝奪每個人曾經認為很重要的東西」，而這個壯遊

的紀錄，好像就是要接住那個不可言說的、重要的東西。 

更可貴的是，作者在這樣的青春年華，是如此奮不顧身地投入對世

界的好奇之中。這部作品顯現出八年級世代的關懷與思考，其中有

三處令我感動的地方：第一是對環境問題有強烈的切膚之痛；第二

是擁有極佳的行動力，包括語言能力、自然專業知識，以及所投入

的勇氣，全力追尋自己想要的，並且完成這段旅程；最後則是展現

完全不同於上個世代的理想與價值觀。這是一部讓我非常感動的作

品。 

廖志峯：關於這部作品，我一直被題目的「度亡經」所影響，作品缺乏對佛

經、度亡經或者輪迴等宗教的解釋。閱讀時一直糾結在這裡，覺得

困擾。作者有寫到死亡，只是跟我的預期不一樣。作者的書寫非常

迷人。我認為最好的是〈雪豹〉一章，〈馴羊之城〉也寫得很棒，仔

細描寫環境，宇文正提到疊套小說的部分也非常精彩。 

整體來說，這部作品進行了細緻的田野調查，將藏人的生活、文化

用小說的形式呈現出來。只是最後一章〈馴羊之城〉的結尾〈動物

園〉嘎然而止，有種故事未完、沒有觀照到整部作品的感覺。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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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雪豹〉是精采的開篇，我會期待後面有更驚喜的東西出現，

結尾若能夠扣回大主題就更好了。 

宇文正：可以將「度亡經」想成形容詞，是雪豹的度亡經。 

陳素芳：這部作品在入圍時我就很支持。〈雪豹〉一章，非常精采。〈雪雀〉

講「藏戲」，以及前面提到的〈多重夢境〉、〈馴羊之城〉，都寫得很

好。不過，初讀時發現有些試寫稿中的元素，例如描繪亡者進入中

陰之身、母親生病或父子關係等情節，在成品裡未見到，而且作品

的敘事觀點、書寫次序，都跟最初看到的不太一樣。試寫稿中主角

旅行的原因跟母親有關，而完成的作品中，主角就只是一位單純的

旅人，以上幾點都令我感到困惑。 

再次細讀之後，發覺作者將試寫稿中的元素，打散之後再組合，變

成旅行小說。其中有批判、反省與報導，只是有太多篇幅在講述宗

教的由來，報導的比例過重，讀起來有點艱澀。作者文字的功力毋

須多說；而且在這三部作品中，這部作品的層次豐富，思考的面向

也最多。 

向  陽：這是一部很博學的小說，包含了佛教經典、人類學、博物誌，各種

知識和生態，作者對森林也很了解，山谷鳥獸都有表現出來。以《西

藏度亡經》為題目，可將「度亡經」當成隱喻，其中有好幾層象徵：

西藏的自然生態，是以「雪豹」作為主要象徵；西藏的文化，是以

「藏戲」作為象徵，同時也提到政治和宗教的困境。小說內容有回

應「度亡經」的標題。 

小說的章節架構都表現了作品的重點：〈拉薩〉具有政治性，〈多重

夢境〉談藏人的人生問題，〈度亡經〉談西藏的歷史文化，〈雪雀〉

則是西藏的藏戲文化。而最後一章〈馴羊之城〉，就像志峯剛剛提到

的，〈動物園〉的確偏弱。故事開始時給讀者豐厚滂渤的感受，但最

後卻只留有神傷，雖然可惜卻無損作品的精采，小說本來就有各種

可能。這部小說有兩到三條線在穿梭，彼此跳接，就算把跳接的部

分抽掉，單從一篇來看，還是很完整的作品。所以從結構與敘事技

巧來說，都很高竿。我最欣賞的是第二章〈多重夢境〉、第三章〈度

亡經〉處處都有隱喻，與其它章節互相串聯、呼應。雖然作者很年

輕，但駕馭小說的能力非常高。 

陳雨航：作者的組織能力很強。我主要想到兩個問題。首先，這部算不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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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篇小說？讀完時在想，作者為什麼要這樣處理？有可能是作者無

法處理一個比較長且架構連貫的長篇小說，所以用另一種方式，將

故事巧妙的組合起來。 

另外一個問題是，以西藏為主題的作品汗牛充棟，可是在〈拉薩〉

一章中，作者虛構了一本不存在的書《馴羊之城》，作者是宇田川慧

海。雖然真實世界中沒有《馴羊之城》，可是有一個人「河口慧海」

（1866〜1945），是第一個進入西藏的人。1903 年他回到日本後，在

報紙上開始連載《西藏旅行記》，1904 年出版。河口慧海能夠比別人

早進去西藏，是因為他喬裝成漢人和尚從尼泊爾進去。而在《西藏

度亡經》裡的宇田川慧海也很類似，也是從尼泊爾進去。作者將此

人取名為「慧海」，就是在提供線索給讀者，應視為致敬。  

宇田川慧海跟河口慧海，中間差了半個世紀。20 世紀初河口慧海已

經出書。作者設定宇田川慧海的時間是在 1949 年以後，就可以將中

共對西藏的政治操作、武力鎮壓等都寫進來。作者一定是讀了許多

相關的資料及作品，才有能力在這章中以假託的方式整理這段歷

史，既轉化資料又能說自己的東西。 

我本來也覺得作品應是與佛教密切相關。讀完之後覺得這部作品就

是徐振輔對西藏的「度亡經」，第三章〈度亡經〉以及第四章〈雪雀〉

是對西藏、對一般人所嚮往的香格里拉，或也可視為傳統西藏文化

的輓歌。 

以「雪豹」開篇是高竿的手法，給讀者一個完整的序章，但最後只

用幾行結束，是高手。作者的意思應是之前雖然「被野生雪豹拒絕」，

但已經無所謂了，因為可以去動物園看，雪豹就在那裡，但已不是

心目中的雪豹形象了。「讓人看一眼就心如刀割的眼睛」，一句話寫

盡了所有關於雪豹的失落。 

 

敷米漿《洗車人家》 

宇文正：如同剛才所說，這本作品是蹲低了身子在看世界，是作者從洗車業

所悟得的種種人情世故。在這個行業中，他吸納很多社會底層的勞

動者，他們從何處來？要往何處去？同時也不斷離別——作者用「遺

棄」來形容。洗車店吸納吞吐了一些人，留下他們的故事，從中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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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到底是誰救贖誰？誰同情誰？ 

這本散文集的筆觸不刻意溫暖，也不悲情。作者試圖從工作以及交

會的人事中，去懂得一些道理、確認一些原則。作者很正面，卻不

是刻板的勵志，而是深刻體認人生的艱難後，所展現的素樸力量，

是讀來很感動的作品。 

廖志峯：這三部作品都有自己的處理方式，取決於我們要從技巧的角度去

看，還是要直接在故事中被打動。《洗車人家》是直接用故事打動我，

不是沒有技巧，只是跟過去的文學獎作品很不一樣。當然也有一些

問題，像是描寫父親的部分，結構有點弱。 

不過他展現了更真實、更生活的寫作面向。以文學技巧或者做田野

調查的功夫來說，《西藏度亡經》無庸置疑。但我的思考是這兩本作

品到底誰較能直接打動我？《洗車人家》中很多故事會讓人有點心

酸，會聯想到《做工的人》或《陽光普照》，是真實的故事，體會深

刻，尤其是提到更生人或年輕人的困境，會觸動讀者的心情。 

陳素芳：這篇作品也很打動我。敷米漿已是暢銷作家，善於使用大眾文學的

手法創作，閱讀雖然流暢，但是較缺乏創作技巧，直接寫下創業過

程，卻缺乏剪裁，我相信經過剪裁後會是一部更精緻的作品。其中

有很多故事及人物都很深刻；但是寫了太多的洗車技術，例如如何

打磨板金。剛開始很好看，但後來不斷重複就顯得冗蔓。另外，伏

筆有時揭開得太早，若是能稍微拖延，可以帶出更大的張力。尤其

是作品中出現的人物都很相似，讀了前面大概就知道結果。當然，

故事中的人物最後必然要離開，只是離開的方式太容易被猜到。 

這部作品感人的地方在於人物的特殊性，以及透過跟這些人物的互

動。其中作者對自身的反省，展現出作品的誠懇之處。此外，作品

關於父親的描寫可以更多一些。父親是勞動階級，原本不希望作者

進入洗車行業，但現在卻有種得以承襲父志的感覺，這其中的衝突、

價值觀的角力，以及後來因為工作得以靠近父親，相信有許多可以

著力描寫的過程。 

廖志峯：爸爸的部分寫太短，真的很可惜，是結構問題。 

宇文正：作品中有提到自己曾是作家，卻沒有提到身份轉變的原因。其中的

痛點，應是很值得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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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陽：如委員們所講，這部作品很流暢，也很動人，講述一個我們很不瞭

解的世界──洗車工人的心境、遭遇，以及努力到最後卻仍然無法

撼動主流價值的悲哀。作者本身很懂得講故事，在故事處理上不會

太扞格，段落、節奏、對話都很好。 

有幾點比較可惜：第一，這篇到底是小說還是散文？宇文正說是散

文，但他申請時卻是小說，這是文類上的混淆。再者，他一直強調

自己是作家，好像要加一個引號是「淪落為」洗車工人。那麼，中

間這段過程就很重要，就算是散文，也應該加幾個小節去談。第三，

父親的角色很重要，因為父親是工人，到老還在幫他修理東西，但

卻未書寫父親的心理轉折。 

而題目「洗車人家」似乎是在迴避，使用「洗車工」或「洗車的人」

都會比這個標題好，因為當中看不到「人家」。不過幽默是他的一大

優點，把人生的哀愁用一種嘲諷、自我調侃的方式來表現，是很多

大眾文學家所擅長的。 

陳雨航：這部作品提到了幾次「要蹲低再蹲低」，這是一個工作的姿勢，也

是一個寫作觀點的姿勢，令人印象深刻。先談作者，他是老闆，是

作家、知識人，也是文學人。他想當一位好老闆，結果因為現實的

壓力無法做到，他面對各式背景的員工，有嗑藥的、坐過牢的，還

有高中就讓女友懷孕的，他想對他們好，也沒有要求回報。但問題

就在於：你對他們有九分好，只要某天，你按捺不住發了一分脾氣，

就結束了。 

這部作品最棒的就是故事，每個人背後都有很龐大的故事。身為一

位小說家、做工的人、老闆，太多的身份讓他無法繼續追索。因此

所有交會過的人到最後，都不知道究竟怎麼樣了，因為無能為力，

令人唏噓。作品的紀實性相當高，也呈現許多人的弱點和困境。這

部作品的好處就是沒有勵志效果，因為是取材自現實生活的故事，

現實殘酷，很難勵志。 

就像廖志峯所說，這是最沒有文學獎味道的一部作品。在閱讀前兩

部作品時，我還在想到底是哪部好？但讀到這部時，我就被打動了，

我在想，文學的本質到底是什麼？是最好的文字嗎？ 

流暢的文字是創作的基本能力，這部作品在技術跟結構上確實較

弱。但是談到文學本質，我們要追求的是什麼？我們要如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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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承認，在這三部作品中，這部最能打動我。 

向  陽：談到文類，這篇很像非虛構、報導文學。 

 

陳柏言《溫州街上還有什麼？》 

宇文正：作者對溫州街所承載的文學與歷史氛圍，有種少年的孺慕之情，於

是他化身成不同角色，在不同的歷史時刻去靠近、去追尋。溫州街

不再只是溫州街，是這位擁有敏銳文學觸鬚的敘述者的啟蒙之地，

是作者的漫遊時光，我認為這本作品展現了一位文青辨認自己的過

程。 

作品中多篇都在書寫死亡，如〈采采榮木〉裡閱讀邱妙津的少女、〈湖〉

裡消失在旅行中的外曾祖母、〈日系快剪〉寫妻子過世的鰥夫、〈空

地〉寫母親之死，一直到〈雨在芭蕉裡〉的許壽裳懸案，甚至是〈文

學概論〉的文學社團之死。溫州街等於是一枚活化石，保留臺灣文

學的某些氣味與身影；不是紀念館或櫥窗，就像作者在最後一篇〈溫

州繪測〉中提到沒有辦法刻舟求劍，是因為水仍然在流動，舟仍然

在移動。文學未死，因一切都還在流動之中。 

作品展露了脆弱敏感如薄翼的少年維特之心，其中一篇一篇之間似

乎沒有一個貫穿的人物，但仍是將少年對文學的孺慕之情投射在溫

州街當中。雖然跟前兩部作品很不一樣，但還是很動人。 

廖志峯：三部作品中，我花了最多時間在讀這部，因為作者放了太多的暗語

和密碼。文學技巧跟精緻程度，一點也不輸給《西藏度亡經》，其中

很多文本都很精采，像是他談許壽裳跟大學國文選重新出土，有著

重建文學史的意圖。 

但我會想問，「文學是一種邀請？還是某種內封的東西？」這部作品

的自我耽溺氣味很強烈，讓我花了很多力氣去拼湊暗語，想逐一對

上線索，但還是不太清楚。作者很用心，技巧跟設計都很精采，但

是太耽溺在學院的氛圍。在一個文學獎裡，如果要提示一種書寫的

方向，應該要再對外打開一點。 

陳素芳：我同意志峯所說。回到文學本質的問題，這部小說的文字與結構都

很好，完全是參加小說獎作品該有的質素，敘述得剛剛好，就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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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去批評分析，就是一部「作品」；相對於《洗車人家》，它雖不

是精雕細琢之作，敘述樸素卻很能觸動人心。 

這是一部非常精緻的作品，結構完整，無論是〈日系快剪〉或〈溫

城繪測〉，都設計得很漂亮。作者不會犯下小說創作的錯誤，企圖心

也很大，溫州街該有的東西都在，也有提到臺靜農。但讓我讀最久，

也最質疑的是寫許壽裳的〈雨在芭蕉裡〉，「可以這樣寫嗎？可以這

樣解決這個懸案嗎？」作者使用 AI 來寫是很聰明，但太過簡單的處

理歷史事件，無法說服我。另外，為什麼老白是停留在 2009 年？我

理解是因為孔德成在那一年過世，但是跟許壽裳死亡有什麼關係？

把這段抽掉似乎也不會有太多影響。而且這篇應該要發展成長篇，

放在這裡反而成為敗筆。 

向  陽：這是一個有才氣的年輕人，新世代作家的作品。雖然跟原來的計畫

不太一樣，包括題目都改過。原來的計畫有地誌、有人物、有植物

還有房舍，想要描繪一張溫州街的地圖。現在的成品，維持了某種

程度原來的構想，包括剛剛各位提到的篇章，皆符合作者在作品的

說明中提到的「對地方／地景的思考」。作者的文筆非常好，是文青

式的流暢。文中會炫耀某些文學、政治的知識，也會出現學院的口

吻與術語，都顯示了他的才氣。 

這是一部短篇小說集，作者期許每一篇都能夠互相對話，但實際上

沒有做到。若要達成對話的目的，必須跟「溫州街」扣在一起。溫

州街有一種很重要的植物「魚木」，若是能抓住植物，就像閱讀〈植

有木瓜樹的小鎮〉的感覺，也許就能將每一篇故事串連起來，但可

惜的是魚木只出現在〈空地〉一文中。 

〈雨在芭蕉裡〉，從後設的小說來說，安排 AI 的構想很有趣，歷史

本來就能改寫，我也認同可以將這部作品寫成長篇會更好。我讀這

篇很感動，描寫許壽裳受害，臺靜農當時為什麼不敢承認早上才見

過許壽裳，以及表現這個事件後面的政治因素。這部作品的敗筆是

〈文學概論〉，看不出這篇內容跟溫州街的關係。溫州街沒有出過詩

社，這篇作品的樣板是溫瑞安的「神州詩社」，但「神州詩社」沒有

在溫州街活動過，成為這八篇中的敗筆，很可惜。 

陳雨航：如果以單一的短篇小說來看，會是很棒的作品，我覺得有機會寫成

長篇。作者之前的作品《球形祖母》有點類似家族史的書寫，內容

有趣，但是太早結束、不夠多，有長篇小說的開頭，卻無法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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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很可惜。在這部作品中，作者想以「溫州街」將各篇故事圈

箍在一起，卻讓人感覺有點零落，例如理容店，不放在溫州街也能

成立。 

溫州街已經成為一個「符碼」。有李渝的溫州街，也有林文月的溫州

街，屬於臺大幫的溫州街。作者說要重新建構一個溫州街，所以改

書名是可以的，不必去挑戰那個符碼，作品名稱「溫州街上還有什

麼？」改得不錯。但是作者用典很多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有些部

分只有臺大人或中文系的人能瞭解，雖然我是文學圈中的人，但卻

未必能解，或許讀前後文還能猜一猜，但對於其他讀者，不是行內

的人，是無法解讀的。典故能寫，但需要寫長一點，解釋多一點，

或在情節中有交代，應該會比較好。 

 

投票及票數統計 

選票上有三位入圍者名單，每位評審進行圈選，亦可不圈，即為從缺。 

 

投票結果 

敷米漿《洗車人家》：陳雨航、廖志峯。 

徐振輔《西藏度亡經》：向陽、宇文正、陳素芳。 

經決審委員確認投票結果且無異議後，徐振輔《西藏度亡經》獲選為第 21 屆臺

北文學年金得主。 

 

會議結論 

決審委員認為《西藏度亡經》是一部情感真摯且技巧純熟的作品，將田野調

查的成果結合了精密的小說技術。作為行旅書寫，作者不僅對西藏的鳥獸風土有

著細膩描繪，亦充滿了對歷史文化的深情關照。尋找雲豹作為全書的推進動力，

最後卻消解於西寧的動物園中，結合全書的「度亡經」隱喻，帶出西藏自然景物

與人文風土的消亡，評審們認為，這部作品既是結構精巧的小說，亦是對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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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深刻叩問。 

《洗車人家》以非虛構寫作的形式，帶出社會底層人物的生命困境。作者藉

由切身的工作經歷，講述許多動人故事，雖然文學技巧與整體結構的完整性相對

不足，然而評審認為，詼諧誠懇的筆觸是作者獨特的創作風格，且作品貼近人生

實態，展現出真摯的情感，已經觸及文學核心。 

《溫州街上還有什麼？》從穩健的小說技藝中，展現一位新世代作家的才

氣。作者孺慕溫州街的文學傳統與歷史氛圍，有形構一幅「看不見的溫州街」的

野心。作品的結構精緻、文筆流暢。然而，作品呈現一種封閉、自我耽溺的危險，

使用太多只有文學圈中部分人才能瞭解的典故，理解困難，干擾閱讀的流暢性，

是為可惜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