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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北文學獎在臺灣是一個重要的指標性獎項，鼓勵創作者以臺北的生活及

相關經驗為題材，書寫真實與內心世界的樣貌。除了能增進寫作風氣，同時給予

新一代年輕作家發展的舞台。 

近五年，第十五屆至第十九屆的臺北文學獎小說得獎作品，主題風格各異，

各自從不同的人物視角、觀點、場景，種種細節展現文本意義。而特別的是，年

年獎項的作品體例、徵文主題限制都有些許不同，第十九屆更首次取消關於「臺

北經驗」主題的限制，而使投稿作品數量大幅增加。隨著時間、體例、社會與文

化的變遷，讓人好奇得獎作品的主題是否與社會價值、世界趨勢、時下人民重視

的議題、情感、道德、價值觀有所關聯？近年得獎的創作者大都以什麼題材為寫

作對象？這些初孵化的作品如何吸引評審目光？ 

臺北文學獎不只是記錄臺北人、非臺北人的生活，也反映臺灣人民的心理

狀態。本篇論文主要分析得獎作品文本，將之與社會議題作比較，觀照現代社會

與人民之間的關聯，如何彼此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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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前言 

在科技發達的現代，大多數人可以輕易透過電腦、手機、網路、大眾媒體等

管道了解時事、新知，不需再像以往通訊軟體並不發達的年代，人們接收新知，

往往需要透過書面報章雜誌，或是口耳相傳、廣播等方式進行。而文字作品，從

報紙、雜誌、刊物的書面記錄，到如今在網路上唾手可得，供大眾隨手點閱。此

一形式雖然方便，卻也造成許多著作權相關問題，文字的價值不如從前珍貴。 

此外，張雙英《文學概論》提到：「在現今這個功利主義思潮席捲了整個世

界的時代中，『文學』常會不被認為具有立即可見、且效果卓著的功能。」1  

「『它』在現代的社會，尤其是學術界裡，可以說頗為冷門。當然，『它』偶

而也會在某些情況下被賦予一些公用，譬如『陶冶性情』或『提供娛樂』等，但

是卻也時常被貼上『柔性』、『軟性』等缺少積極意涵的描語。」2 

由此可見，隨著時代進步，「文學」之於大眾，多僅有娛樂，休閒功用。自

西元 1998 年開始，臺北市文化局以「鼓勵文學創作，深耕文學土壤，增進文學

寫作風氣」為主旨，設立臺北文學獎，帶動跨世紀的文學創作與閱讀風潮。臺北

文學獎又分為「年金類」與「競賽類」兩大競賽單元，「年金類」為入圍者提供

年度寫作與出版補助，「競賽類」的文類則分為散文、小說、現代詩、古典詩、

舞臺劇本類等。3 從 1998 年第一屆到今 2017 年，已進行了十九屆的文學作品

評審鑑賞。各地方、各機構也設置了許多文學獎，亦提供豐碩的文學獎金，投稿

作品數量也跟著增加，吸引許多「獎金獵人」前來參加，而使作品的內容導向成

為爭議點。黃冠翔（2011）針對文學獎的設置提出看法： 

   

 

                                                        
1 張雙英：《文學概論》（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頁 21。 
2 同前註。 
3 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華文臺北數位臺北文學館。網址： 

http://literature.taipei/%E6%AD%B7%E5%B1%86%E6%96%87%E5%AD%B8%E7%9B%9B%
E5%85%B8/%E8%87%BA%E5%8C%97%E6%96%87%E5%AD%B8%E7%8D%8E 
4 黃冠翔：〈與權力／利交纏──從文學獎的「屬性定位」及「得獎行為」談起〉《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語文集刊》第 19 期（2011 年 1 月），頁 48。 



  評審的意見漸漸影響了參賽者，甚至引導寫作的題材風向。作家鯨向海亦提出： 

 

 

  文學獎的作品內容，在權利與利益之下，反映的議題以及小說文本反映的主

題是本文想討論的重點。藉由文本分析，以及有系統地歸納，或以圖表、圖像呈

現小說主題與社會、價值之關聯，見識大眾主流之下的當代思潮、社會觀點、世

界趨勢。 

 

二、性別認同議題 

  高準《文學與社會》提到：「文學不是孤立的存在於象牙之塔裡面的東西，它

是社會的產物。任何一篇文學作品，當它寫出來時，必有作者心目中假定的讀者。

文學既然是社會的產物且必然要傳達於他人，所以文學也必有其社會的功能

與責任。」6 

  要了解臺北文學獎作品主題與社會的關聯，首先要先了解這些主題中，是否有

具體的情況能以社會的發展角度來論。將近五年（屆）得獎小說作品整理成一表

格如下： 

第十五屆臺北文學獎 

獎項 作者 創作題目 

首獎 許舜傑 〈不可思議的左手〉 

評審獎 盧慧心 〈車手阿白〉 

優等獎 劉韋利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 

優等獎 劉昀欣 〈貘市之巷〉  

第十六屆臺北文學獎 

獎項 作者 創作題目  

首獎 屠  佳 〈斑鳩啼叫不停歇〉  

評審獎 陳宸億 〈廈門街李小姐〉   

                                                        
5 鯨向海：〈文學獎二三事〉，《幼獅文藝》575 期（2001 年 11 月），頁 23。 
6 高準：《文學與社會 1972~2981》（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年 10 月），頁 19。 



優等獎 黃隆秀 〈丟你爺爺奶奶〉  

優等獎 馮 平 〈臺北情色文學誌〉  

第十七屆臺北文學獎 

獎項 作者 創作題目  

首獎 蕭鈞毅 〈記得我〉  

評審獎 陳姵蓉 〈阿弟〉  

優等獎 陳逸勳 〈潘恩的蹄〉  

優等獎 傅凱羚 〈眼睛〉  

第十八屆臺北文學獎 

獎項 作者 創作題目 

首獎 林育德 〈阿嬤的綠寶石〉 

評審獎 李夜 〈寄居〉 

優等獎 楊双子 〈木棉〉 

優等獎 祁立峰 〈時差〉 

第十九屆臺北文學獎 

獎項 作者 創作題目 

首獎 王天寬 〈死亡證明〉 

評審獎 李牧耘 〈青年有為〉 

優等獎 張耀仁 〈淑惠〉 

優等獎 林欣蘋 〈臉〉 

   

近五屆共有二十篇出色的小說作品，我將性別認同、同志議題的書寫，作為第一

個主題歸納展開論述。在近五年二十篇作品中占了七篇，此分類中的作品有： 

第十五屆 〈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 

第十六屆 〈臺北情色文學誌〉 

第十七屆 （無） 

第十八屆 〈寄居〉、〈木棉〉、〈時差〉 

第十九屆 〈淑惠〉〈臉〉 

  此文類數量在第十八、十九屆，也是最近兩屆特別多。其中較為特別的是，女

性同志的內容比男同志的書寫還多許多，除了〈臺北情色文學誌〉是男同書寫以

及〈臉〉一文男同、女同皆有涉及，其他篇作品一概都將女性同志作為題材。 

  近年這些書寫同志主題且得獎的作品，有的表現出受壓抑無法傾訴的情感，或



是無法和一般男女戀愛一樣自然地開始甚至開花結果；也有的作品寫得隱晦，只

讀得出冰山頂端那樣少的情感，藏在海面下的幾乎只能讓讀者自己體會。臺北文

學獎第十五屆到第十九屆，這個區間的年份大約是西元 2011 到 2016 年。縱觀臺

灣幾十年來的法律中保障同志婚姻權益層面來說，大致有幾個重要年份。 

1986 祁家威請求與男性公證結婚，並提出同性婚姻法制化的請願，均遭政府

機構拒絕。 

2006 立委蕭美琴提出《同性婚姻法》草案，在立法院一讀時遭到否決。 

2012 立委尤美女、鄭麗君提出民法修正草案。2014 年未完成三讀，因屆期不

連續，草案修正進度歸零。 

2015 祁家威聯合同性伴侶聯盟向大法官聲請同性婚姻釋憲。 

2016 蔡英文總統在個人臉書首度以總統身份表達支持態度，並尊重立法院的

決議。 

2016 婚姻平權修法初審通過，目前進入一讀後的第二次審查。 

2017 年 5 月 24 日 司法院大法官完成釋憲，宣布現行法律未保障同性婚姻屬

違憲，法務部應在兩年內修法，讓同性伴侶也有合法結婚登記權利。7 

  從法律層面，2000 年後，有關同性婚姻保障權益的法案從一位立委提案，到

近年不分黨派立委支持，且過去的權益法案是擺盪中缺乏定位，到最近 2017 年

才終於有所突破。由此可見同性戀在社會中，愈加受到重視，此議題也愈來愈多

人關注。而從社會對同性戀的態度來看，王貴正（2007）在論文中指出社會對同

性戀的污名化： 

 

 

                                                        
7
 臺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網址：https://tapcpr.org/、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網址：

https://women.nmth.gov.tw/information_122_40131.html、婚姻平權大平台，網址：http://equallove.tw/、

司法院大法官網站，網址：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1.asp?expno=748 

 
8 王貴正：《由仇恨犯罪概念論同性戀污名化形成及影響》（臺北：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碩士論

文，許春金教授指導，2007 年），頁 36。 

https://tapcpr.org/
https://women.nmth.gov.tw/information_122_40131.html
http://equallove.tw/
http://www.judicial.gov.tw/constitutionalcourt/p03_01_1.asp?expno=748


  楊詠誼（2012）更指出同性戀者屬於社會的弱勢，多數同性戀者選擇沈默，不

會主動承認，甚至扭轉自己的性向形象： 

 

 

  由社會對同性戀的弱勢、污名化可看出，同性戀的接受與認同，是社會上少數

族群的聲音。 

  劉宜欣（2014）分析國內外對於同志的標準定義，總結出以下結果： 

 

 

    蔣琬斯（2008）認為許多輔導同性戀的研究中，同性戀常被視為一種「問題」。 

戀 來

                                                        
9 楊詠誼：《同性婚姻憲法權利之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廖元豪教

授指導，2011 年），頁 87。 
10 劉宜欣：《台灣地區同志認同調查》（南投：國立暨南大學輔導與咨商研究所碩士論文，蕭富

聰教授指導，2015 年），頁 21。 
11 蔣琬斯：《同志教育的彩虹願景：從女同志大學生的自我探索與認同經驗談起》（高雄：國立

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2008 年），頁 2。 



    劉宜欣並在論文中針對臺灣地區同志認同做分析調查，研究結果顯示： 

  其研究結果亦顯示，如今台灣的環境下，具同志傾向的人仍未能對公開性別認

同身份感到自在，仍有一些因素使他們選擇不公開、不坦然，有些許壓抑、擔心

仍存在。 

  回到本節一開始提及的，近五年涉及同志的作品，多數在伴侶關係上的呈現並

不明朗，甚至有壓抑、恐懼、焦慮的表現。根據社會近年對於同志議題的分析、

認同與關切，可以大膽假設，同志現今面臨的心靈壓迫是存在的。 

  舉例來說，第十五屆代表作品〈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中有如下的句子： 

  此段文字顯露在同志交流版「壞女兒」站台上，主角「我」和「她」，似乎有

一份共同的、難以言說的寂寞感。我將之解讀為同樣身為同志的兩人，見證交流

版的黃金時代漸漸落寞後，同樣理解同志這個身份終將是孤單的。透過交流版與

「同路人」互動時他們感到快樂；但交流版的關閉就像一扇大門，阻斷了所有「同

路人」的出口。回到現實世界，彼此幾乎不再能遇見。 

  第十六屆以男同志為書寫題材的〈臺北情色文學誌〉，主角「何彥」和「阿順」

炙熱的情感最後無疾而終。其中一段描寫何彥失蹤，阿順獨自照顧一隻生了病

的，兩人所豢養的貓（名為阿妹），一夜裡他的情感傾瀉： 

                                                        
12 劉宜欣：《台灣地區同志認同調查》（南投：國立暨南大學輔導與咨商研究所碩士論文，蕭富

聰教授指導，2015 年），頁 68-99。 
13 劉韋利：〈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第十五屆臺北文學獎小說組），頁 67。 



  「一個生命的生成與幻滅」，除了是描述那隻從活蹦亂跳到生病的貓，也同時

代表阿順與何彥的情感、相處，從熱戀、同居，到如今互無音訊，與當初的期待

背離。「阿妹死了」同時也象徵阿順與何彥之間的一切，都跟著這隻一起養過的

街貓死去了，消失了。 

  再舉第十八屆〈木棉〉為例，內容描述春子與明霞兩位從學生時代便要好的手

帕交，彼此流露出淡淡的、沒有直截說清楚的秘密之情。作者描述春子對於丈夫

有了妾室不以為意，並以春子與在遠方的明霞通電話，問起今年的木棉花開狀況

作結，淡淡寫出同性間的曖昧，即使過了多年兩人各自婚嫁，彼此仍在心中召喚

藏在最深處的秘密。 

  以上幾篇作品，雖敘述角度、故事線各不相同，但能讀出其共同點在於小說中

的人物大多藏起自己真實的情感，讀來甚至能感覺一層灰灰暗暗的顏色。除了舉

例的幾篇作品，在其他得獎作品中也皆能夠看出社會對同志朋友的態度及包容程

度，或能顯示同志主角們的矛盾與心理狀態。 

 

三、社會變遷下的家庭關係 

 

  歸納臺北文學獎小說得獎作品第二類為都市議題，都市議題又可分為家庭關係

與老人照護。小說都市背景大多設置在臺北，無論是違章建築、破舊的公寓、或

是等待都更的土地，甚至是都會之下的男女、生活、家庭、寂寞或壓抑，都會一

詞作為臺灣首都「臺北」的註腳是適合的。此類家庭關係變化的主題在二十篇作

品中占七篇，是絕大多數，表現出時代對比、都市裡的邊緣人物、家庭關係、年

輕世代的無奈憤怒。在此分類下的作品有： 

第十五屆 〈車手阿白〉〈貘市之巷〉 

第十六屆 〈斑鳩啼叫不停歇〉、〈廈門街李小姐〉 

第十七屆 〈記得我〉、〈阿弟〉、〈潘恩的蹄〉 

第十八屆 〈寄居〉 

第十九屆 （無） 

                                                        
14 馮平：〈臺北情色文學誌〉（第十六屆臺北文學獎小說組），頁 87。 



  以上可以看出此類作品大多集中於第十五、十六、十七屆，大約是 2012 至 2015

這段年間，反而近兩年得獎小說沒有出現這類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這幾篇小說

中，有的透過事件來傳達都會議題，有的透過人物的刻畫，隱約透露都市裡求生

的人們的無奈。而在這個文類的作品中，有許多描寫「都市情景」特別細膩，如

第十八屆作品〈寄居〉，雖然主題亦涉及同志情誼，且敘述戀愛心情特別生動，

但刻畫城市場景十分入微。 

  例如其一情節寫到主角與心儀的女生一同去內湖看房子。 

  此段敘述公寓景象逼真，有大多數住過臺北老舊公寓的人的記憶。除了〈寄居〉

以外，另外也有多偏描述都市景象活現的作品，但非本文探討重點，在此不贅述。 

而有討論到家庭議題的幾篇作品中，舉第十五屆〈貘市之巷〉為例： 

  此段文字讀來沈痛而悲涼，小說主角的姊姊因意外過世，家人買了矽膠娃娃取

代去世的姊姊，彌補心裡失去親人的傷痛，可以窺見主角面對家人的「彌補心態」

                                                        
15 李夜：〈寄居〉（第十八屆臺北文學獎小說組），頁 38。 
16 劉昀欣： 貘市之巷〉（第十五屆臺北文學獎得獎小說組），頁 75。 



感到無所適從。而失去至親的人，主角與在世親人之間的關係變得緊繃，在此化

為家庭問題。再舉另一文本為例： 

    文本中「他」希望自己的一切生活回歸正常。 

  〈記得我〉一文展現了都市裡的小人物——一位藍領階級，小孩遭受霸陵的生

活原形，且點出了他們的無助、孤立、無奈。小說中的家庭問題在於，親戚的小

孩暫住在親戚家，造成小文（主角）一家三口，生活多了來自經濟方面的、親人

間的壓力。上述文本中敘述的「他」是小文的爸爸，身為一位遭受霸凌的小孩（小

文）的父親，及妻子得病，又要養育親戚小孩，支撐全家生活，如今面對女兒失

蹤，展現一切無奈，不得言說的巨大沈痛。 

  不只以上文本，在此主題作品中八篇就有四篇涉及親子教養、相處、親人間的

拉扯、互動。彭大鈿在其著作中提到社會變遷對家庭的影響： 

                                                        
17 蕭鈞毅：〈記得我〉（第十七屆臺北文學獎得獎小說組），頁 23。 
18
 同前註，頁 31。 

19
 彭大鈿：《兩性生命教育-雕塑 E 世代伊甸園的兩性角色與實作》（臺北：新文京出版社，2008

年），頁 19。 



    文獻指出，家庭的問題，在與社會緊密相關的議題裡。 

   

 

根據彭（2008）的論點，針對社會變遷，最主要是經濟為主要，再者是文

化規範，接著是人際互動變遷。21 在此我們可以把社會變遷，帶進都市議題的概

念裡。臺北作為一座首都，在人民意識裡具有都會的代表性。社會變遷最明顯，

或是最能夠考察出變化的，臺北首當其衝。社會變遷會造成社會問題，而社會問

題又包羅萬象，限縮於家庭內部，親子教養、相處、夫妻間的不和諧都囊括在內。

陳春秀（2001）指出家庭溝通的重要性： 

  高淑清（2002）也在《變遷中的家庭教育》提到： 

                                                        
20 同前註，頁 17-18。 
21 同前註，頁 4-6。 
22 陳春秀：《國小中高年級學童親子溝通、家庭氣氛與親子關係之研究》（嘉義：國立嘉義大學

家庭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王以仁、周立勳、陳斐娟教授指導，2001 年），頁 2。
23 高淑清：〈從夫妻溝通本質談新世紀之婚姻教育介入、規劃內涵與推展模式〉，《變遷社會中的

家庭教育》（2002 年 12 月），頁 197-227。 



由以上文獻資料再反推文本，可以發現在得獎作品文本裡有許多家庭間的

關係是缺乏溝通的。例如：第十七屆〈阿弟〉，主角經歷家庭巨變的風暴，從最

不需要負擔責任的次子成了一位需要承擔整個家庭重量的人。文中多次有哥哥與

嫂子衝突的敘述24： 

 

 

  接著，主角的嫂子也在壓力與衝突之下，缺乏理性的溝通與解決試圖自我了結

生命： 

另外再讀作品

                                                        
24
 陳姵蓉：〈阿弟〉（第十七屆臺北文學獎得獎小說組），頁 34-頁 41。 

25  



26

在此篇文本中，不只可以看見親人間的怨懟與拉扯，還能看見缺乏任何溝

通，母親與兒子雙方各保有自己的「定位」。在這篇作品裡甚至能讀出，面對母

親的「關愛」，提醒、要求子女血濃於水的這份情感，子女只有更加避而遠之，

試圖透過獨自出租套房，搬離原來的家，隔絕這份令人窒息的親情壓力。 

  

   

此段再度列為一例缺乏理性溝通，造成的不和諧與詭異的家庭氣氛。小說最後一

段主角的獨白，是他對這座都市下的註解，也是經歷如此無奈的現實生活後得出

的心得： 

                                                        
26  李夜：〈寄居〉（第十八屆臺北文學獎得獎小說組），頁 26-頁 48。 
27  同前註，頁 74。 



 綜合上述對文本、對家庭變遷的關係，雖不能以偏概全，論述所有當代社

會下的家庭都有溝通問題。但能夠透過基本的文本分析判讀，假設這些情況在社

會中是存在的，且不只一個、兩個偶發，在描述都市情景的這類作品裡，親子間、

夫妻間、家庭間的和諧與衝突關係的確反映了近五年有如此議題持續產生，且有

時，它是未能被理性溝通解決的。 

  除上述的歸納，有幾篇作品主題不能歸在「家庭關係」中，但內容、情節的安

排有牽扯到類似議題，我將之歸入第三類主題——心理創傷書寫。在此分類的作

品有第十五屆〈不可思議的左手〉，內容敘述一位身份是父親，也是爺爺的男子，

在某一個不可思議的早晨，發現他的左手竟然比慣用手右手更使得上力，甚至左

手感覺就像是他原先習慣做事的那隻手。情節就此展開，其中內容也牽扯到時代

之間的對比。如：主角的孫子有個專屬的夢幻房間，但主角卻認為這年紀的小孩

應與媽媽睡在一起，而不是爸媽兩人與孩子分開就寢。又如主角回憶起自身是家

中最晚婚的一位成員，與親戚們的互動在一個接一個結婚後，感覺彼此之間的關

係已在火車站互道再見。 

  而本篇最主要的重點放在小說後半，隱隱推出人物因過去受了創傷，而造成左

右手使用失衡，也暗喻了封閉已久的自我和情感終於得到抒解，是篇精彩的小說。 

  另外，第十七屆作品〈眼睛〉，以及第十九屆〈死亡證明〉、〈青年有為〉同歸

類於第三類主題。〈眼睛〉作者透過簡單的敘事線，到最後一頁才讓讀者發現主

角對朋友說的「故事」一大半都是虛構，其實主角的父親早已去世多年。架構清

楚，文字簡練，末尾的轉折也很合理，流露自然韻味，主角所承受的悲傷不採傾

瀉而出，而是默默的在最後一刻坦白，特別令人鼻酸。〈死亡證明〉透過一間老

舊公寓為背景，書寫「換大樓門鎖」的事，把主角多年的心裡創傷勾引出來。〈青

                                                        
28  同前註，頁 81。 



年有為〉的主題與前者都不相同，從戀愛方面著手，主題著重於青年的情感糾葛。 

  從這類主題中可知，未必所有作者書寫的主題，都能具體反映與社會有關的議

題取得評審青睞，這些作品情感抽象，且包含的層面廣泛，而人物受創的疤更是

最容易拿來書寫的題材。從創傷書寫中，亦可看見每位創作者的個性，也能看見

努力生活，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們藏起什麼樣難以言說的秘密。 

 

四、老人照護問題 

以老人照護為主題的論文獨以第十六屆〈丟你爺爺奶奶〉為代表。雖能明朗

展現此主題的小說僅此一篇，但其情節生動，文字敘述直白，主題具獨特性。 

要探討這方面的問題，可以先從政府對於社會老人結構、老人照護等社會服

務層面下手。以下是近年國民老化指數： 

 

   

 

 

 

 

 

 

 

                                                        
29 內政部統計處網站，網址：https://www.moi.gov.tw/stat/chart.aspx。 

https://www.moi.gov.tw/stat/chart.aspx


全國老化指數從 100 年 7 月到 106 年 7 月呈直線上升。 

 

  由上圖可見臺灣國人扶養比從 101 年 7 月開始逐漸攀升，扶養比愈高，代表工

作年齡人口（15 到 64 歲）所要負擔的人口比率愈大。其影響到青壯年人口必須

花更多的心力扶養老人與小孩，且每人平均需負擔的人口愈來愈重。 

 

 

  圖（3）可以看到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正在逐漸攀升，且國人生育率明顯逐年

下降。由圖（3）和圖（2）對照來看，可推出圖（2）近幾年（104 至 106 年）不

斷攀升的扶養比，老年人口增加的影響比生育率的影響還大。 

 



 

從民國 100 年開始，人平均壽命大致不斷上升。由此可見國人老化情形在

臺灣，已是愈來愈普遍的事實。除此之外，2017 年，根據內政部資料統計，二

月我國老化指數達到一○○點一八，較去年二月的九十三點五大幅增加六點六

八。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二○一六年人口推估，老年人口二零一七年就會超過百分

之十四，進入高齡社會；二○二六年很可能衝破百分之二十，與日本一樣成為超

高齡社會一員。30 

老年人口的成長，帶出老年照護的問題。曾櫻瑾（2004）指出由於家庭形

態變化，老人的地位也不如傳統，不單失去經濟地位甚至關心和尊重，親子之間

更因工業化、都市化的緣故，年輕的一輩向外奮鬥，年老的一輩又戀著多年打拼

的故鄉，獨居的比率也越來越多。31曾（2005）提出老年人與親情照護的重要關

聯在於配偶、子女、其他人提供給老人或老人提供給配偶、子女、其他人的傾聽、

關心等情感性支持愈多，老人的生活滿意度會愈高。32 

                                                        
30 「老年人口破百，台灣老人首度比小孩多。」聯合新聞網，網址：

https://udn.com/news/story/8042/2333220。 
31 曾櫻瑾：〈由家庭結構與功能變遷之影響論老年社區照顧問題〉，《社區發展季刊》第 106 期

（2005 年 6 月），頁 155。 
32 同上，頁 280。 

https://udn.com/news/story/8042/2333220


  這些研究指出現代家庭中，照護老人這件事使得親人間存在矛盾的關係。老人

期望擁有最親的家人的關愛照護，但對於現代都市化下的子女而言，自我意識普

遍提高，家庭觀念轉換，子女也許有更高意願向外打拼職場成就，照護老人的責

任，可能轉移到社會福利機構，安養中心。這種家庭負擔困境下，長期照護機構

順勢而起（王文芳 2003）。34關於老年生活會遇到的困難，通常在高齡化社會裡，

老年人所面臨的兩大主要生理問題，為罹患慢性病及長期需要他人照護的問題最

多（施麗紅 2003）。35而外籍幫傭雖解決人力不足的部分，但社區照護是多面向

的工作，可能需要結合醫療、營養、心理跨技術的幫助（曾櫻瑾 2005）。 

  老人安養問題，使得家庭在保護功能上明顯不足，但家庭的情感功能又是現代

家庭獨特的功能，這樣的情感支持也是對老人照護最多的協助（王文芳 2003，

頁 14）。此情況下，家庭照護者經常成為「隱藏性的受害者」，不僅需擔起長期

全責的照顧工作，並承受照顧老人所帶來的壓力及負荷（許敏桃，2001）。36綜合

文獻，關於社會變遷，造成老人照護與家庭功能的問題不可以單一面向來解決、

討論。 

  第十六屆得獎作品〈丟你爺爺奶奶〉，文本其一主題便敘述出主角面臨照護年

長者的憤怒與無奈。以下從情節敘述中討論： 

                                                        
33 曾孆瑾：〈從老年的家庭照顧支持系統思考老年人口照顧問題，《社區發展季刊》第 110 期（2005

年 6 月），頁 275。 
34 王文芳：《家屬安置老人於長期照護機構之經驗》（臺中：中國醫藥大學護理學研究所，陳玉

敏教授指導，2003 年），頁 2。 
35 施麗紅：《台灣地區老人安養及養護機構照顧失智老人之現況調查研究》（臺中：東海大學社

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高迪理教授指導，2003 年），頁 1。 
36 許敏桃：〈臺灣老人家庭照顧研究之評析:護理人類學的觀點〉，《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

文及社會科學》第 11 卷二期（2000 年 4 月），頁 170。 



  以上文本敘述殘酷，「沒有人要爺爺奶奶」直截了當點出照顧爺爺奶奶的問題，

不斷被轉移，最後移到主角身上。 

  文本中，主角照顧爺爺奶奶的生活，結合自己的失落憤怒與糜爛生活。最後結

尾，作者勾勒一個夢境，暗示讀者主角對於沒有人要照護長者這件事，抱持著消

極的態度： 

  此段敘述生動淋漓，直指人心，人們不願照護爺爺奶奶的問題，也像是大雨般

落下，落在他們自己身旁，而人們對老年的厭惡、冷漠、不屑在整場大雨裡被嗅

出血腥。「不管爺奶死活」如此生動的句子，使文本意義攤在陽光下十分鮮明。

當然，此段意義除了老人照護問題，其實也直指主角對現況的不滿與憤怒。文本

中主角會尋找一夜情，對於現代人的情感，不如上屆老一輩的情感溫度接近。評

                                                        
37 黃隆秀：〈丟你爺爺奶奶〉（第十六屆臺北文學獎小說組），頁 48。 



審賴香吟指出，「主角他想丟掉的東西正是敘述者渴求的東西，他有個愛戀的對

象在遠方，網交或根本沒達成的一夜情正是他現在的荒唐虛妄生活。面對爺奶那

一代充滿情感他卻想丟掉，在於現下他無法負載。」38 

  暫時撇開作者想傳達的其他意義，老人照護問題在這份作品中可以見得。無論

是照顧者辛苦、無奈、憤怒，或是大眾對於老人的冷漠，作者於此文中都寫得無

比深刻。從中也能看出，現下社會在面對老人照護的問題時，的確是充滿許多糾

結的問題與情感，而這個問題，在某些家庭中仍然持續存在。可以說〈丟你爺爺

奶奶〉顯現了此議題，也可說，是此議題在某些角落不斷重演，在〈丟你爺爺奶

奶〉作品中再次脫「隱」而出。 

  上一章節末討論到歸納第三類的主題為心理創傷書寫。第十八屆〈阿嬤的綠寶

石〉也歸於此類，但置於此篇最末討論，乃因其小說背景，也是來自一個「照護

老人」的家庭。主角與爸爸、阿嬤住在海邊的一個漁村，爸爸常常必須出海離家，

而主角的媽媽早就離家出走。這樣的環境下，孫子照顧阿嬤，阿嬤照顧孫子，彼

此之間的互動自然頻繁。小說絮說主角與阿嬤幾乎每天一起觀賞摔角節目，各自

有共同喜歡的選手。但有一日祖孫二人才發現這位每天出現在節目上的摔角選手

其實早已過世多年，從情節中將摔角比喻為人生，討論人生大小事的信與真的問

題。此篇小說語調幽默、不失真實，將祖孫間的互動淋漓生動呈現。其人物所受

的創傷相較其他屆小說，表現出來的悲傷氛圍較弱，此點亦是特色，能看出作者

想討論的重點非純粹心理、情感創傷。較多的是丟給讀者思考的人生智慧。 

 

五、結語 

仔細研究臺北文學獎近五年得獎小說文本，是項龐大的工程。不僅需要細

讀文本內容，分析其意涵，並探究社會結構、變遷、都市化下的臺北人的生活周

遭議題，並提出合理客觀假設。在近五屆作品中，可以看見的不只是都市中小人

物的生活原形，更重要的是，許多作者紛紛表現出他們在這些生活形態中，難以

隱藏的情緒。常可見其小說主角們既為難又壓抑的心情，但偶而還是能見一絲天

光，綻放在大臺北的陰鬱灰暗蒼穹上。 

具研究結果，同志性別認同是文學獎中的作品與社會的其一關聯。從得獎

作品可以發現同志族群壓抑的心情，而此類作品占大多數，可以想見落選的同志

情誼書寫作品還有許多。這代表性別認同議題已日趨受重視，個人，乃至社會、

政府都應該重視之。現今民風開放，台灣亦是個自由的國家，許多聯盟、平台的

發起皆已紛紛為同性伴侶爭取婚姻權益及種種平等的待遇。2016 年，以推動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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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平權法案修民法的官方平台——同志婚姻大平台網站成立，指出約有百分之五

十的民眾支持修改婚姻平權法，支持婚姻平權的聯署立委也占了百分之五十九點

三。表示婚姻平權發展在臺灣已經不是少數的聲音。39另外，2014 及 2016 年，國

外知名媒體皆相繼報導臺灣的同志運動，指出臺灣是亞洲同性戀平權運動的燈

塔。 

相較過去的保守年代，如今社會對同志有了更多了解，而法案的起草修訂

過程，也顯示出臺灣的社會更多元包容。然而，從文獻和調查中，可見臺灣近幾

十年來，社會仍對於同志有許多尚未了解、接受的部分。但隨著同志團體數量逐

漸增加，更多認同者紛紛響應，可以樂見不論法案修訂結果為何，在平權的道路

上，臺灣民主社會都前進了一大步。 

在都市化下的家庭變遷議題中，研究可見大多數家庭都曾面臨溝通的問

題，這些隔閡，未解決的情緒很可能會造成家庭之間的衝突，或是不良影響，也

會讓家庭成員個體間產生許多怨懟，或是沒有說出來解決而造成的心理隔閡；甚

至影響社會氛圍、人與人之間的親密程度。在得獎作品中，此類議題多元且占多

數，而未能解決的問題是導致情節走向的因子，抽離文本，此因子在現實社會中

也扮演著家庭問題的導火線。 

在諸多研究中，學者指出溝通是最直接有效的解決方法。我認為要解決這

方面的問題，不單僅止於論文的分析、研究，可以結合跨學科的技術、專業處理

見解與方法，幫助更多需要的人，宣導正向的觀念，給予適當的協助。 

最後，隨著全球老化指數攀升，老人照護在全球必是愈來愈需要處理、重

視的議題。而老年的安養問題，還會帶出照護角色，子女間的協調、接受、心理

情緒等相關問題。政府、社會機構的設置都扮演關鍵角色。現今社會也已紛紛為

老化時代的來臨做準備，除了有政府提供的社會福利，老人養護補助，看護業，

行人輔助設施等等，連大專院校的醫學相關系所，也開始設置高齡健康管理等課

程。2014 年遠見雜誌報導多所學校的老人照護科系學生數量激增，許多系所安

排學生服務學習，讓學生實際接觸長者，親身觀察、了解他們的需要。40然而，

根據學院的培育項目來看，老人照護相關產業出路多元，而照護員只是其中之

一。要如何在培育人才的同時，兼顧老人健康照護的專業性，勢必為政府的一大

挑戰。 

  縱觀來看，可以推測目前文學獎的書寫，反映出許多作者仍以社會上正在發

酵、面臨考驗的議題做為題材書寫感懷；另一方面，讀者能藉由虛構的小說情節，

發覺其與現代社會之密切的關聯。臺北文學獎，真切的反映了不僅限於臺北這座

城市，乃至整個國家社會的趨勢與變化，證實其與社會的關聯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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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僅止於幾個較大的層面探討，未能更全面地議論、比較。在主題歸類的

第三點情感方面，由於參考資料有限，且未能大膽假設文本作者的實際想法，只

能從這類作品中掌握少數與社會有所連結的議題。盼未來有機會琢磨，鑽研，更

深入研究，不只論文學，也討論世界社會，日日與我們最貼近的關係與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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