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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9 〈客庄搞尞〉2票

編號 10 〈客家親客家情〉1票

編號 11 〈月光菩薩〉2票

編號 12 〈托盤山个目汁〉1票

編號 13 〈心頭花〉1票

編號 16 〈kodama庄最尾正徙走个人家〉2票

主席張典婉：本次獲得 2票的作品共有 5篇，大家是不是討論獲得 2票的作品進

入優先選擇權？但為公平起見，針對 1票的部分有沒有委員要提出

討論的？

曾貴海委員、江秀鳳委員：沒有意見。

編號 12〈托盤山个目汁〉

張典婉委員：若沒有特殊意見，我想搶救一下編號 12〈托盤山个目汁〉，這篇作品

很特別，書寫一位日據時期新竹老兵在南洋戰俘營的故事，作者口述

了南洋老兵的題材，描述戰俘情結，讓我特別期待它是一個不同類型

的作品，推薦大家可以關注這篇題材很不一樣的作品，

曾貴海委員：這篇我也覺得蠻不錯，但是這次參賽作品中「南客」都沒有一併進

來。好像只有「北客」沒有「南客」？參賽作品編號 9〈客庄搞尞〉

是寫美濃旗山的事情，童年的生活，蠻有趣的，這篇和〈托盤山个

目汁〉兩篇一直在我內心掙扎，但最終我還是選偏南方一點的作品，

以資鼓勵。

江秀鳳委員：〈托盤山个目汁〉我覺得文體有爭議，這篇應是田野調查記錄、報

導文學，而不是散文。雖然它分段訴說不同的人事，在「托盤山」

關聯的部分也寫得不錯，尾段有很多的問句，讓人動容。現在的作

家，應該要把現在的生活寫出來，我給這篇分數蠻高的，但沒有進

入前五篇。

曾貴海委員：針對剛剛江委員所說的，我有些感想非常類似，客家文學不知道是什

時 間：2018 年 10 月 23 日 ( 二 ) 下午 2 時

地 點：文資第三會議室

主持人：蘇碩斌館長

主 席：張典婉委員

評審委員：曾貴海委員、江秀鳳委員、張典婉委員

列 席：公共服務組王舒虹組長

記 錄：公共服務組楊蕙如研究助理、侯惟嘉

一、複審會議

主持人蘇館長碩斌：各位委員，2018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客語散文的評審會議現在

　　　　　　　　　開始，勞煩各位委員多費心。

　　　　　　　　　（在蘇碩斌館長主持下，共推張典婉委員擔任主席。）

二、進行複審

主席張典婉：這次參賽作品共 16篇，我們先請每位委員圈選 5篇到 6篇，再做討論。

第一次投票加總結果：

編號 2 〈踏鹹菜〉1票

編號 3 〈𠊎爸變仙〉1票

編號 6 〈戀戀田心一窟水〉2票

編號 8 〈戀戀鐵馬路〉2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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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原因，多數都寫懷舊的事情，如：追憶、童年生活，但現實上那個

社會已經離我們一段很遠的時光。所以客家的文學沒有辦法跟著時間

之流來到當代，或是未來。我想是不是因為語言，或是環境風氣影響，

而是大家都認為這樣寫有趣。

　　很少人寫像其他語言寫的當代文學、現代文學，西洋引進的這樣

東西，所以客家文學老是要停留在那邊嗎？我覺得蠻可惜。另外，我

想兩位評審大概有感覺，因為我們基礎語言是漢文，它有分支慢慢成

長變化，但是客家有六個不同的語系，有不同的文學遺族，有些一直

找語音、話語、最古老的多筆畫的字來使用，依照教育部或者部分學

者觀點，導致文章的註解太多。如果客家文學還需要註解，就變成是

隔閡的、走入現代有所限制。

主席張典婉：大家若無特別附議，我們就維持原定結果。接下來我們先針對獲得二

票的作品進行討論。

獲得 2票作品討論：

編號 6〈戀戀田心一窟水〉

曾貴海委員：這篇主要是講「水」對於農村生活、對於人與人之間感情的意義。雖

然是追憶，但寫得蠻完整，蠻能夠表達「水窟」凝聚社群，洗衣時產

生的互動。反映著被壓制的客家女性雖無法唸書，但卻透過洗衣時互

相交換訊息，知識傳遞，如：客家庄的拜神、祭祖，準備六畜興旺、

張貼紅紙，幾乎都由女性負責。

　　這篇文章所提及的「水窟」作為一個女性知識交流相當重要的

morning meeting place，尤其水是供養生命的要素，這也是我特別想解

釋的。另一方面，我認為客家文學仍然要邁向現代的階段，作者應該

要試著探討當下與我們息息相關的客家人處境、生命意義。

江秀鳳委員：這篇作品四平八穩，具文學性，文字順暢、題目到位。如曾委員所說，

洗衣是婦女話題的交流，例如：娶媳、幫工等交換資訊。就像是男性

在雜貨店、大榕樹下泡茶交流訊息。文中女人的悄悄話，書寫細膩、

很有畫面，且遣詞用句精準、老練，是佳作一篇。內容有些對話描寫，

但仍是散文性質高一點。

張典婉委員：首先，這幾篇的客語書寫非常流利，這對我們而言其實是個挑戰，畢

竟客語母語的寫作這幾年才較成熟。另外，其實也都有一個小問題，

與曾老師、江老師的看法不太一樣。這幾篇許多人太多回憶、太多記

憶、說教意味濃厚，這是在教育部與各個文學獎中母語寫作的困境。

這幾篇都能看見這種情形，只是篇幅長短不同。我自己的散文評比標

準主要是文辭流利、書寫流暢、文學說服力、畫面想像性、與人的抒

情感。

編號 8〈戀戀鐵馬路〉

曾貴海委員：這篇作品蠻流暢、文字運用能力與敘事能力強，不需要太多註解就看

得懂。文學創作者如果文字運用能力與敘事能力不強，情節節奏、遣

詞用字會比較缺乏美感，無法動人。這篇作品是由時間的移動帶動社

區空間景觀，寫夕陽、寫生活、寫親子之間的互動關係。基本上很完

整，但仍是書寫舊社區的生活。客家文學家的小說、詩、散文都還沒

走出自己的社群，期待能有一代接一代的現代書寫。

江秀鳳委員：這篇文學性表現非常好、散文書寫非常道地。內含微微的詩的語言，

並非田野調查，而是實際騎腳踏車經過。描述「現在」退休後騎腳踏

車在鐵馬道，我認為它是現代書寫。內容有非常細膩地寫到該景點的

典故，這樣的自然書寫在散文中算是很好的，16篇當中只有這篇有

這樣的水準。全篇書寫細膩，很有深度，有情有景有歷史，風景有跳

到眼前的感覺，看完引人想到那裡一遊！公廳祠堂的部分穿越古今，

對客家人、整個漢民族而言，祖先與祭祀場所都是很重要的。親情部

分還寫到阿公的腳踏車、爸爸的疼惜，一般的台灣男性較不會表達感

情，作者到外面求學，腳踏車依然放在房子裡，沒有語言但令人感動。

散文要求的唯美語句，以客語來說相當困難，但他能寫得非常流利，

作者書寫同一句話，會使用不同的詞彙變化，十分值得嘉勉。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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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學要向前走，寫下現代生活才能留下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這

篇作品完全做到了，我認為每位作家都必需從自己腳踩的土地出發。

　　就評審經驗來講，這 16篇當中有很多都值得得獎，這次的作品

讓我們評審非常傷腦筋，難得看見這麼多篇寫得如此精良，很難決擇，

難免有遺珠之憾。

張典婉委員：我跟江委員有不太一樣的看法，我認為地景部分有點沉重，有許多歷

史、記憶，這是母語文學獎每次都會碰到的問題。這篇我認為是拿來

與編號 9〈客庄搞尞〉比較，都是寫小男孩農村生活的記憶，我個人

較偏好〈客庄搞尞〉，比較活潑生動有趣、比較少歷史重擔和地景。

近年各個縣市都在流行客家地景書寫，但是內容太雷同，也太多置入。

就文字流暢度而言，這次參賽者都是高手。

編號 9〈客庄搞尞〉

曾貴海委員：這篇作品是南客寫的，它的用語我非常熟悉。南客太陽比較強、比較

活潑生動，但還是寫小時候的情境，有進入現代語境，因此與編號 11

〈月光菩薩〉掙扎。通篇非常完整、用語順暢，我認為註解越少、現

代語彙越強，跨族系的共通性較強；反之，註解越多，單一語系的文

字較多，就較困難。期待往後的作品往註解少的方向邁進。

江秀鳳委員：我認為這篇華語出現太多，相較於前兩篇作品不夠流利。客語本身有

六語系，但再跨到華語與河洛我覺得不妥當，應該統整。

曾貴海委員：我提出一些想法給大家參考，南客的用語與北客不太相同。什麼是客

家人？是由很多非客家因素來決定是不是客家人。1688年客家人才

進入屏東，第一代與平埔族通婚，孩子是客家平埔一半一半，若這樣

算到第五代，平埔族群比例很高，且又與荷人混居，與言多少受到影

響。文章中「咁有影？（河洛話）」、「沒騙恁啦（河洛話）」有加

上註解。像美濃的吃飯他講「mek-lo̍k-hi」。我認為若是從基礎語言最

深的圖像記憶挖掘出來，那很難做為現代用語，有些用語以北京話轉

成客家話，意義可以正確呈現，我是不反對。有時候文字的變化過程

是我們要去接受能看得懂的東西，若是認證「何謂客家」的二元對立，

有時候可能會妨礙了文學的發展。

江秀鳳委員：客語書寫已經落後河洛很多，華語更不用說。剛才曾委員提及現代用

語與文字，其實我們可以使用老古人言，還有諺語、師傅話。有一篇

寫了許多客家諺語，那篇寫得很好、我也很喜歡，表示這位作者的客

語能力很道地。

編號 11〈月光菩薩〉

張典婉委員：這篇謝春梅老師，公館老醫生的故事，很眼熟，所以我就沒有選。

曾貴海委員：我曾在高雄文學獎評審，當時訂了不成文規定，寫類似題材不予進入

決選。因為好幾次得獎人都寫一個偉大的作家，鍾理和、葉石濤、賴

和，就文學的角度互文性太強，素材本身很好，但就沒有什麼創造性。

曾貴海委員：互文性、intertextual太強，就脫離文學，也容易取巧得獎。

江秀鳳委員：這篇是田野調查，它的題目用得很好〈月光菩薩〉，素材內容令人感

到溫馨，第一輪我有選這篇和編號 8〈戀戀鐵馬路〉，一讀再讀仍很

掙扎，當然正如張委員所說，謝春梅老醫生的故事，眾所周知，無可

厚非。

張典婉委員：贊同曾委員的意見，選類似題材的作品會帶動往後的書寫方向。

編號 16〈kodama庄最尾正徙走个人家〉

曾貴海委員：這篇作品通順流暢，不須太多註解，甚至能把英文翻作客家語來讀。

他寫的是阿里山的故事，時間軸從以前到現在，勞力者的遷徙過程、

砍柴與做鐵道。字詞選用功力、敘述能力很強，該時代的意義性也很

足，客家人身為卑微的勞動者，怎麼在惡劣的狀態下活著，還活得非

常好，堅守在那邊。寫回家鄉看見燈火，我看了都會流淚。從那個年

代寫到現代，把客家人離散過程的體驗，寫得非常細膩、文字上乘，

這篇是我最喜歡的。

江秀鳳委員：如曾委員說，我覺得阿里山兒玉村的歷史故事，寫的故事性順暢、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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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交代清楚，算是懷古的情書、情深意切。但這裡面出現很多華語，

是我做為客語評審不能認同的。例如：「『開場』講𠊎屋下个故事分

汝兜聽吧！」我們不加「吧」字；「車子」應是「車仔」；「毋係捲

舌音不著」的「不」、「斷真答案沒毋錯」的「沒」、「抱著」，客

家話有嗎？有「namˋdenˋ（攬等）」，哪有「抱著」、「這歷史做

不得分人毋記得」的「不」。另外，這是散文書寫，我不太喜歡加入

歌詞，要的話就兩句意思意思置入代表性即可。

張典婉委員：教育部的母語獎來稿的用字是最正確的，因為許多是國小老師；可是

在外面文學獎，就會出現華語客語混雜。我自己覺得說，他的書寫如

果很棒很文學性，也許文學書寫的正確性可以修改成正確再做出版的

詢問。

江秀鳳委員：我強烈要求客語書寫必須寫正確，這是客語文學獎的先決條件，也是

分數比例最高的一環，連客語書寫能力都不及格，對書寫能力好的人

是不公平的，文學獎應該公平、公正、公開，不可以修改，且這些作

品中真的有寫得很端正、甚至寫得很極致，同時能把散文表現得很優

美的，我們教育部和客委會的字典同步，就應該參考客語書寫用字。

曾貴海委員：我尊重江老師的看法，我一直在讀思想史的問題，先語言而存在？先

存在而語言？我們可以創作、改變、消化語言，變成我們的語言。對

於文字學上特別堅持的人適合這個問題，我的作品也加入許多華語，

希望更多人看得懂。許多有音無字的情形，去找個很古老、筆畫多的

文字來變成現代語言，我個人蠻質疑的。艾略特：「文字只是文學入

門的標準。真正的偉大的文學是要談到生活的、生命的、哲學的、歷

史的、信仰的。」所以我對於美學的關卡會比較寬鬆，對於內涵的要

求比較嚴謹。

江秀鳳委員：我仍然認為，所有的母語書寫、尤其是客語書寫，要用客語的思考去

寫，我們的族群才不會提早消失，客家人總是擔心人家聽不懂，而去

遷就人家，等於自毁族群。

主席張典婉：經過討論，若各位委員無其他意見，這 5篇作品列為入圍是否同意。

江秀鳳委員、曾貴海委員：同意。

三、進行決審

主席張典婉：經過一番討論，我們針對此次入圍5件作品進行第一輪投票，每人2票。

決審第一輪投票加總結果：

編號 6 〈戀戀田心一窟水〉2票

編號 8 〈戀戀鐵馬路〉1票

編號 9 〈客庄搞尞〉1票

編號 11 〈月光菩薩〉0票

編號 16 〈kodama庄最尾正徙走个人家〉2票

主席張典婉：針對第一輪投票結果，有否委員要進行拉票或遊說？

編號 8〈戀戀鐵馬路〉

江秀鳳委員：雖然張委員認為是地景文學，但我覺得是這次參賽篇文中文學性最強

的，以散文文體來說寫得非常好。例如：「騎自行車去鐵馬路遶尞」、

「發琢愕」，甚至「liuˇ liuˇ liu liu」他寫了三次。第一次是「流流溜溜」，

玩耍的意思；第二次是「流流流流」，寫水的流竄，像是書法，可以

變換不同的字形來表達。客家習俗方面，我覺得他非常有文學性。「譫

哆」在四縣腔中是聊天的意思。「感受清涼个水氣在面頰挲過」，把

微風涼涼的感覺在臉頰上拂過寫得精準。「中央浡浡出个泉水」，用

字沒得挑剔。「春夏時節白菜、莧菜、蕹菜同調羹白嫩筍嫩葉；秋冬

季節艾菜、芹菜、角菜摎包心白嫩習習仔。」這段，「嫩筍嫩葉」、「嫩

習習」他能替換語詞寫同一句話，我覺得他是高手。

曾貴海委員：我建議依照原本 2票的進入最後決選。

主席張典婉：我也認為如此。接續，我們是否再進行編號 6及編號 16作品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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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 1票。

決審第二輪投票加總結果：

編號 6 〈戀戀田心一窟水〉1票

編號 16 〈kodama庄最尾正徙走个人家〉2票

主席宣佈：經所有委員再次討論後，一致同意 2018台灣文學獎創作類客語散文創

作金典獎首獎作品為編號 16〈kodama庄最尾正徙走个人家〉，入圍作

品有：編號 6〈戀戀田心一窟水〉、編號 8〈戀戀鐵馬路〉、編號 9〈客

庄搞尞〉、編號 11〈月光菩薩〉及編號 16〈kodama庄最尾正徙走个人

家〉。

四、散會：下午 4時。

客語文學列車前行，記得要上車
◎評審委員／張典婉

多年來客家書寫從陌生的語句素描，到近來各種大大小小的文學獎，客語類作

品及投入客語寫作的文體與作者；越來越多，從早期的語意嗷口到現在的來稿文件，

多半客語語體流利，足見客語書寫作己成林。

2018台灣文學獎客語散文，大部份文稿都是客語流暢好手，用詞用語精準到

位，每篇都有可看之處，記得早期各大文學獎中，客語組投稿人少、書寫者極少，

更難有精彩文體，今年每篇來稿，應該都是客語書寫者好手，提高了參賽精緻耐讀。

16篇參賽作品中，也各自有日常用語腔調；註明從北四縣、南四縣到海陸腔，

發揮了臺灣客語南腔北調的差異性。惟作品內容依舊是母語題材最常出現的懷舊思

鄉，思念親人，過去客家書寫文稿徵集素，常常是辦桌般澎湃，菜色卻又如此雷同，

可惜了現今鼓勵客家書寫多元的期待，而稍有遺憾。

評審委員們一致期待；客家書寫客語文體，未來應該走向當代，現代性的文學

路。儘管每一篇文稿的客語流暢，運用詞彙多有下功夫，可惜大部份欠缺了文學語

言及散文想像的抒情。在單篇細看時，過於雷同的書寫風格，場景敘述，減緩了文

學閱讀的愉悅。

在上個世紀，臺灣鄉土文學興盛時，黃春明、王拓、洪醒夫、王禎和、鍾鐵民

等，都運用了本土語言對白，拉近土地與社會變遷的小人物群像，書寫題材十足反

應了臺灣從農村過渡到工業化進程的衝突與荒謬。進而帶出了臺灣地景書寫的前

章，在他們作品中，我們認識了宜蘭，認識了八斗子，變化遊移的小鎮與祖孫情，

2018台灣文學獎
創作類客語散文金典獎

評審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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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張力影響至今。

相對於他們書寫本土，書寫臺灣，客語創作似乎是須要更多題材視野，才不會

落入題材的重複，例如今年有些文稿就以戀纞為題，或是過於典型化的內容，都是

落入俗套或是作文比賽的窠臼。幾篇客語流利的文字，卻都因為過於落入這些年各

縣市政府的地景書寫文體，而相對減弱文學的想像樣空間，有些描述一出現形容美

麗黃昏，是用「就像各樣个色彩攪做共下个抽畫」，或是直接私用成語、心靈雞湯

的教誨，亦成了客語作品中最大通病。

文學獎的意義在於文學先行，語言是工具，描述是功力，做為台灣文學獎的客

語散文組，評選的價值核心也在此，這 16篇來稿中依評選規則，各自幾輪票選，

選出今年得獎作品〈kodama庄最尾正徙走个人家〉， 描述是阿里山最後一個山村

的故事，從日治時期，客家人伐木林班的築林場鐵道的百年移民場景，相對於其他

篇章，一樣是地景，一樣是有著懷舊，作者對於場景多了些文學的白描，勾勒了火

車過山洞，花開的印記，和生動的上下學時光，淡淡素描著阿里山林班開墾從興旺

到最後的守望，家人移居，林班生活，上下學的如常，物換星移，寫歷史也記下情

感，有著燒炭氣味，二大戰尾聲的小村生活，終戰後火車運轉砍伐到最後林業淍零，

和冬日裡薄霜的寒氣，春日櫻花風吹雪的歲月痕跡。

相較於其他客語書寫流利的作品，這篇多了意境。由於過去各客語文學獎中復

刻雷同題材，及地堿場景強烈，每年只要有一得獎作品出現，雷同文體一再出現，

甚而風格相近，如同寫作班教出文體或範本，甚而有太多說教與想當然而的邏輯定

論，是客家刻板印象的濫觴，流竄各文學獎，日子久了，書寫者也跳不開面面俱到，

一一敘述如新聞特稿，忘卻了文學創作初衷。

今年作品中有幾篇寫來也頗受肯定，一是〈托盤山个目汁〉，用心訪談二位南

洋軍伕的客家長者，語言書寫、情節舖排都十分精彩，因為有評審認為不符合散文

風格而是報導文體裁，而忍痛割捨。

另篇〈𠊎爸變仙〉是個人比較關注的女性題材，由父親的離世，回憶童年隨父

親四散逃債，父親一再外遇的人生，到告別式，多了位哭得大聲的家屬，文字輕柔，

卻生動描繪出父親糾纏不清的人生。

曾貴海委員鍾意的〈客家搞尞〉，是以南部腔書寫出客家庄小男生們玩耍情景，

小火車拔甘蔗，鐵枝路駛過風景，小男孩玩耍細節寫來非常生動活潑，曾老師覺得

客語創作，難得有南部客語彙流利的作品，值得鼓勵。

對未來客語文學創作，評審們期待題材選樣，可以多元而不是一再落入鄉村悲

秋，而非停佇於傷逝懷舊，更不是落入母語基土本教義派寫作模式，一侓嚴格規定

書寫字句必較，或是符合教育部部定母語字句使用規章，只會讓讀者失去了閱讀的

樂趣，及書寫者沉重負擔。

我們期待未來客語書寫的作者越來越多，題材越來越豐富，基本教義派擅長的

四平八穩，如同作文比賽的文體不再，而有更貼近現代客家生活與情感的文學作品

出現。

客語寫作的列車往前開，請大家記得上車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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