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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益大勝利

編輯／潘劭愷

●李金安（英文系講師）
【試試您能答對幾題？答案及解析將刊載於
1066期淡江時報網站中。】
1.If you joined the program by phone, you need 
to create a unique User Name and Password in 
order to ＿ your account.
(A) access (B) accessory (C) accessible (D) 
accessorize

2.The problem here is that some of these files are 
＿ and renamed.
(A) duplicating (B) duplicated (C) duplication (D) 
duplicator
3.Like it or not, we need to take the ＿ and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A) capacity (B) warning (C) glimpse (D) initiative
4.The CEO went on to detail interim measures 
which include the ＿ of ten extra beds at Carlow 

District Hospital.
(A) expertise (B) conductor (C) provision (D) 
negotiation
5.The news of winning the national championship
＿ the students.
(A) excited (B) was excited (C) was exciting (D) 
excite 
6.Complimentary breakfast ＿ between 7:00 a.m. 
and 9:00 a.m. every morning

(A) serve (B) were served (C) will serve (D) is 
served
7.Housing ＿ is an important issue, especially in 
many urban areas where housing prices are higher.
(A) affordability (B) physique (C) reinforcement 
(D) submission
8.This is a small family restaurant. The quality of 
the meals never ＿ . It is always excellent.
(A) varied (B) are varied (C) varies (D) have varied

本書簡介
　《文章自在》為以《聆聽父親》入
選2008年度十大好書、《認識幾個
字》入選2009年度十大好書的台灣知
名作家張大春著作，張大春認為認
字、閱讀、思考、表達就是寫文章所
需具備的能力，藉由本書說明「寫作
文，不搞作文！」當具備寫作文的能
力，根本不須擔心作文無法得高分。
好文章來自於自身的體會，不管是什
麼時代的學生在面臨大考時，一樣會
玩耍、滑手機，所以「寫好玩的」，
才能讓學生真的對寫文章有興趣，也
讓讀者知其誠意。
　文中以79篇散文演繹文章之道，在
說明張大春認為寫「文章」該要有的
寫作技巧的同時，以例文方式讓讀者
更深入淺出，並收錄了蘇洵、魯迅、
胡適、梁實秋、林今開、毛尖等古今
諸家文章。

【文／楊喻閔，圖／吳冠樑】
　學習如何寫「作文」是每個人在學生時
期一定會經歷的，大家為了讓作文變好，
學了許多可以運用在作文中的成語與修辭
技巧，但卻少有自動自發地去寫「文章」
的時候，將一件感動自身的事，變成一篇
可以感動他人的文章。
　為讓大家更了解具備「文字能力」的重
要性、以及「寫作」的意義與影響，本期
特別邀請到中文系助理教授林黛嫚及經濟
系副教授林金源，針對《文章自在》一書
進行對談，以自身專業領域與教學經驗出
發，分享提升寫「文章」能力的方法。

記者：老師們覺得現在學生普遍的文字能
力如何？該如何透過寫作來加強文字能
力？在教學經驗中有沒有遇過讓您覺得耳
目一新的學生？
中文系助理教授林黛嫚：從教書到現在已
經將近30年，跟剛教書時相比，現在的學生在
國文語文程度真的有逐漸變弱的趨勢，但並非
前段大學學生語文能力就好，我在公私立都有
上課，每個課堂上的學生們程度都有參差不齊
的現象。
經濟系副教授林金源：我認同黛嫚老師的
說法，這是一個跨世代的比較，我認為教育制
度的改變是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大學變多，
導致「不適合念大學的學生」原本有更適合的
發展方向，卻念了不適合的大學。我在改學生
考卷的申論題時，就常發現一些問題：例如搞
不清楚詞意如「貧富差距很大」跟「貧富差距
擴大」；問答題只會簡答，或是以條列方式作
答，無法寫出完整的句子；還有句子中沒有主
詞，讓我不知道這句子在講誰；無法將事情的
因果和順序講清楚；聽課時聽不到重點，只記
下有趣細節，答題時寫不出真正的重點。另
外，關於國際組織G7或東協加3，除了要知道
相關的國家外，還應該要清楚說明這名詞所代
表的本質、原因和特色。所以就目前來說，一
個學生理解問題的能力跟以前差很多，是我所
擔憂的。我有個習慣，就是會把答得好的考題
答案印給學生參考，但從100學年度以後就沒
有讓我這樣做的學生了，近年來讓我覺得答題
答得不錯的大部分都是陸生。
林黛嫚：我教過不少學生，其中有些人有著
傑出的表現，如在國北教的林恕全，他就拿過
香港青年文學獎的大獎，當然還有拿過台積電
文學獎的等等。若是以沒有文學基礎的學生來
說，我覺得過商管學院學生的文字能力都很不
錯，甚至覺得中文程度比中文系學生還好，但
是他們來修中文系的專業科目反而相對沒有好
表現。以前沒有注意開設訓練寫作的課程，都
是透過古典文學的教育來提升學生的寫作能
力，但現在文言文愈來愈少，大家對國文教育
要求又不一樣，所以專門開設寫作教導的課
程，我覺得是必要的。
林金源：其實學生的文字能力與其他能力也
是息息相關的，譬如邏輯推理、聆聽並有效吸
收他人說話等等，老師是學生直接可以學習、
模仿的對象，學生如何在老師上課
時，聽懂老師的上課內容、學
習老師的說話與文字表達，
這也影響著文字能力的
提升。
記者：在一般基礎寫
作時，很常講到起
承轉合，而書中命題
與離題提到起與合的
重要與連結性，老師
們認為應該如何訓練
學生建立對於題目的解
讀？
林金源：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聆聽並解讀能力的重要性，學生現在聽老師上
課，出社會後聽上司發號施令，如果無法理解
上司說什麼，工作很可能無法進行。我發現學
生容易錯把馮京當馬涼，把巴拿馬當成古巴或
巴西，在普通知識上的不足，導致學生在聽課
時，無法有效吸收。要如何不離題，就要先學
會聽得懂聽清楚，更要聽出重點與弦外之音，
這些都是一步一步累積而來。
林黛嫚：學生從小就習慣寫命題作文，寫作
文就是為了考試，所以老師說寫什麼學生就寫
什麼，沒有題目的文章就不知如何下筆，如果
學生有一定程度的寫作能力，其實他們對題目
的理解能力就會變好。書中也提到，寫作教育
應該改成學生自主寫作，不要命題，讓學生寫

自己想寫的；也可以使用反面論證，我認為這
樣的訓練多了以後，可以增強學生的邏輯與思
考，對寫作也會有相當的幫助。國家考試的命
題作文，包含會考、學測與指考，通常題目多
出得四平八穩而頻繁，學生面對這樣的題目，
思考容易僵化。我建議在寫作文時要試著將腦
海中第一個想寫的內容丟掉，去思考如果不寫
這個方向能怎麼寫，用不同於以往的想法去寫
出與他人相異的作文，走出刻板，搞不好可以
寫出意想不到的好文章。
林金源：寫作文是一種創意，就像繪畫、寫
詩與作曲那樣，毫無公式可循，考試只是讓學
生比賽誰有創意，所以同樣一個題目，學生就
是要去挑戰自己的創意，寫出不一樣的趣味。
記者：這本書裡提到很多寫作的技巧，請
問老師們該如何提點學生適時地運用這些
技巧讓文章更具可讀性？
林金源：文章是一種創作，沒有一定的格式
與方法，而且中文是有邏輯的，就像標點符號
的用法就是其中一種體現。以文章邏輯去判斷
什麼時候該用句點，當一句話已經完整表達完
時就會用到句點。我常看到碩士生交給我的論
文，整頁只有兩個句點，如果沒有辦法好好運
用標點符號，就代表自己的邏輯是有問題的。
前監察院院長王作榮，為中國時報寫了非常久
的社論，當時寫社論是要相當嚴謹且滔滔雄辯
的，有一次報社急著找他寫社論，當時他在喝
喜酒，就拿著餐巾紙寫完交給記者並在隔天刊
登，由此可以知道他的文筆功力非常高。王作
榮也在自傳中提及如何訓練文筆，第一點是訓
練邏輯，王作榮自身很喜歡數學，所以用做

數學來訓練邏輯；第二點是讀好文章，
他尤其喜歡《孟子》，可以從頭背

到尾，所以其內容影響王作榮的
寫作風格很深。余光中曾說過

「一句話可以講得清楚的不
要用兩句話，一個字可以表
達就不要用兩個字」，學生
應該學習如何將文章由冗長
變精簡；還有文字是有抑揚
頓挫，有音樂性的，句子有
長有短的交錯在一起，有時

也可運用「對仗」，讓文章更
富有音樂性的表現，當然這個可以

慢慢鍛鍊。能夠清楚的將意念做一個
整理，同時有層次的表達出來，這個是最重要
的。
林黛嫚：金源老師希望學生先寫明白自己想
表達的，其他的寫作技巧是其次，我覺得這是
沒有錯的。我曾經批改過相關考試的作文，發
現真的都是補習班教出來的，用的典故、寫法
很多都是如出一轍，而《文章自在》作者希望
教給學生不同於公式作文的寫作方式，用自身
的文章承接他人的文章，也用自身的文章解釋
他人的文章，我認為這本書是在寫一種文化，
有一種「小子何莫學夫散文」的概念，希望
能夠造就一個願意獨立思辯、樂於真誠書寫的
人。而這些與金源老師剛才說的不謀而合，寫
作的技巧都是附加的，清楚表達才是根本。

　但還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個就是
戒掉贅字，像是「然後」、「結果」、「其
實」等等，在張大春的文章中並不會出現不需
要的字，而談話性節目中的來賓就很常出現；
第二個是我上面提到的反面論述，利用反向思
考就會想到與往常地不同的結果。
林金源：作者在77頁引一段《文心雕龍》的
話「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為章，
積章而成篇...」作為行文示範，清楚的說明如
何將文章層層漸進，從一個字到一句話、到一
段話，最後到一篇文章，這就是一個很好的示
範，讓學生知道文章在論述時如何層層堆疊。
記者：文字和語言的表達有著密不可分的
關係，老師們覺得該如何透過文字能力來
強化語言的表達？
林黛嫚：從白話文運動到現在，寫作就是將
我們腦子裡的思維文字化，所以語言與文字
有很大的關係。金源老師也提到寫作是一種節
奏，寫作可以藉由標點符號來改變節奏，語言
運用當然也可以透過陳述方式和速度來改變。
現在學生很喜歡用一個字就一個句點，我覺得
這樣不是精簡，而是過度簡短，這個可能跟時
下流行的通訊軟體的簡訊使用有關，上述的原
則都是需要被找回來。當然語言能力和文字能
力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寫作好的話，說話相
對也能夠更流暢、更精簡。
林金源：大學國文老師曾講過，寫文章有個
「單句不成行」的原則，一行內若只有一個
字，應要想辦法把那個字放到前一句裡。因為
有精密、嚴謹與準確的思考，才會有語言與文
字，所以先有思考，才會有語言，接著才能下
筆。我們可以觀察週遭的人，有些人只能講簡
單的句子，就能知道他不常繁複思考，這樣的
人寫不出好文章，能夠講出完整而複雜句型的
人，思考相對深刻，也能寫出比較好的文章。
　第55頁提到父母如何幫助小孩寫出好文章，
就是在與小孩的對話中，準確去表達思維與感
受，不要讓小孩暴露在惡質的談話環境中，像
八卦節目與政論節目就是，缺乏理性、情緒
性、且用詞累贅。其實父母親或老師對孩子或
學生的影響，不一定是透過文字，而是在談話
中就可以產生影響，只是孩子或學生懂不懂得
學習。尤其是學生可透過用心觀察，去發現每
個老師值得學習的地方，當然並不是指講話風
趣或上課內容有趣，而是指透過這位老師的上
課，可以幫助你理解許多艱深的理論、知識或
學問，讓你在求學過程中擁有更長久的滿足。
記者：老師們覺得寫作對於報告或學術論
文的撰寫是否有幫助？
林金源：當然有幫助，我前面一直強調，寫
作是一種思緒整理與表達。論文就是將一個複
雜的議題說清楚，所以必須先想清楚，所以寫
作對於寫論文是一種相對基礎的訓練。
林黛嫚：第99頁講到齊克果的句法與想像，
裡面談到很多現代人對於作文、寫文章與文學
間的關聯都沒好好釐清其中的本質。我是教中
文的教授，當然會希望學生寫作，因為這是很
基本且必備的能力，透過寫作建立起來的思維
與邏輯，並非只是用來讓你容易閱讀散文與小

說等文學作品，文字能力在生活中的運用其實
是很廣的。所以我認為考試時應該讓學生自由
寫作文，當學生習慣寫文章後，自然就對命題
作文得心應手，自然就能將人生融入文章中。
張大春在文中提到阿兵哥在上他的課
時，一開始都非常不情願，但到
最後他能讓這些阿兵哥都變
得喜歡書寫自己的人生故
事，這是十分難得的。我
在上通識課時，普遍學生
都認為不太需要重視，所
以我要花很大力氣去讓學
生了解我的上課內容是有
價值的，這其實是更困難
的。如何說服學生或社會
大眾去了解作文變成文章、
以及跟文學的結合，《文章自
在》在這個部份做得很好，傳達
了很不錯的觀念。
記者：除了書中的內容，是否可以請兩位
老師提供關於如何自在寫作的建議？
林金源：第29頁有這樣一句話，「好文章是
從對於天地人事的體會中來。」深刻的思想、
細膩的感覺，才能有話說，寫出好文章。要如
何才能有思想？首先就要對天地萬物、對人與
人之間的接觸也感覺、觀察與體會。對於寫作
這件事，我要引用一段話，「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要覺得寫作有趣或
是想把有趣的事記下來，文章才會寫得好，就
不會只是交差了事，像書中第31頁提到，一個
小女孩因為覺得好玩，就填了幾闕馬致遠的
（天淨沙），就是要這樣打從心底覺得有趣的
進行訓練，就能進步，自己也才有成就感。學
生常問要怎麼寫好作文？倒不如問問自己追求
什麼？對什麼最感興趣？這樣我想大家都有很
多話想說。大學生已經度過尷尬的學測和指考
命題作文，應該可以試著去找想寫的題目，去
寫能打動自己的文章，才可能打動他人。
林黛嫚：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寫作，是以小說
為主，寫的通常都是自己的體驗。大陸作家蘇
童常被問到寫作中想像與體驗哪個比較重要，
對我來講，想像就像科幻小說完全靠天馬行
空，因為現實生活中都還沒發生過；體驗也有
它的重要性，但也不是絕對，你想寫關於死亡
的小說時，你難道要去自殺嗎，這是不可能
的，所以想像與體驗的調和就需要多加思考。
　現在的學生，他們的生活相較於我們的年代
來得貧乏，所以他們對外在環境的觀察與感受
較為薄弱，常常把自己關在電腦前或是滑手
機，這些時間在我們那年代都是在戶外玩耍
的，所以他們要接收這些資訊，就只能大量閱
讀、聽長輩們說人生故事，從他人身上間接取
得，然後融入自身的懷抱與感慨，自然就能寫
出不同於以往的文章。對於題目解讀，學生都
會急於解釋題目的意思，其實沒必要，從容而
有條理的說明才是最好的方式，這個觀念也不
止於寫作，對於說話、人生都是很好的態度。
記者：現在社群媒體發達，老師會否鼓勵
學生多在臉書、IG或推特多書寫一些自己

的心情或感想，是否有助於文章的寫作？
林金源：我不常上這些社群網站，或許體會
較不客觀。韓愈曾說，「師者所以傳道、授
業、解惑也，」之中的傳道的「道」是指真正
的價值，而臉書等算是科技技術，學生應該是
要去探求所謂的「道」，要用什麼方法或管道
來表達，相對來講就不那麼重要。臉書、IG
或推特可以很熱鬧，會有很多互動，但那是一
個相對無法查證的匿名環境，大家並不一定會
以嚴謹的心態面對並誠懇的討論。所以怎樣的
環境適合怎樣的表達或文章，以及想要獲得些
什麼是大家要去思考的，這樣的科技有它的長
處，但也有它的弊端。
　現在學生寫作能力不夠其實不能全怪他們，
因為大環境的影響，讓學生缺乏正確的典範去
學習模仿。現下學生的典範多是演員、偶像或
政治人物等等，反而不是有思想，懂思考的學
者。所以他們對公共事務或歷史沒什興趣，反

而比較關心「小確幸」，心態不同時
就會影響思考與寫作。第129頁提

到，國語文能力的薄弱，會影
響學生吸收其他學科知識，

目前的政治氛圍傾向去中
國化，在這種情況下，受
到 斲 傷 的 並 不 會 只 有 中
文，因學生會發生不是不
會解題，而是看不懂題目
在說什麼，這就是中文能
力薄弱造成的問題。還有

前面說到的高教政策，有些
學生應該去念專科卻跑來念大

學，專科是學技術，大學是學思
考，兩個本應沒有高低之分，卻受高

教政策的影響，所以這些學生在大學裡追求的
是專科的「技術」，對思考反而沒有興趣。
林黛嫚：寫作的訓練也是一種思考的訓練，
在寫文章時你會去質疑、去想這樣的脈絡或用
語是否得當。我起初不用臉書，但這兩三年開
始用，因為不用臉書的話，很容易連絡不上
人，因為現在太多人不用E-mail了。不過我自
己寫臉書是很謹慎的，我也希望學生能夠做到
的，透過臉書去傳達一個意念或是概念，而不
是只寫些情緒性的話或是打卡而已，就像寫在
紙張上一樣，在寫臉書時也多去思考。
林金源：黛嫚老師想說的就是要去善用它，
不要反被掌控，要利用科技做自己想做的事，
而不盲從於那樣的環境，要有自己的想法。
林黛嫚：而且絕對不要在臉書上跟別人吵架
或是寫無法清楚表達的事情，因為文字跟語言
有不同之處，在於文字有時候無法清楚表達你
想說的意思，這是學生在寫臉書或line時，要
多去思考閱讀文字的人會有什麼樣的感受。剛
剛金源老師有提到，現在學生對很多事情都沒
興趣，缺乏熱情，尤其對故事都不感興趣。我
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他們喜歡像變形金
剛這樣的電影，追求畫面感官的刺激，而不想
去理解為什麼這個人為什麼發生這些事。所以
我在我的課堂上，儘量引導學生去喜歡故事，
因為喜歡故事，才會開始關心人，才會了解這
個社會的運作，合起來就是一個寫作的訓練。
林金源：在現實生活當中，其實到處都有故
事，而且可能牽涉到時代的詭譎與變局，如果
你不細心體會，你就無法看得出來。像是第
116頁提到林金開的作品《包龍眼的紙》，透
過書中主角的好奇心與鍥而不捨的態度，隱約
的傳達了當時的社會氛圍，如當時的公務員勇
於任事，為了解決國內病蟲害的問題到機場搬
運農藥。這篇文章後來收錄於中興大學的國文
教材，但目前的社會價值觀缺乏當時的氛圍與
熱情，他會影響教科書的內容，教科書會影響
學生的視野，類似的文章不會出現在學校教材
裡，也就不容易引發學生對國家與社會的關
心，這是我目前的感慨。

智慧財產權Q&A
◎主題：商標權，試試看您能不能答對：

1.（　）菲菲打算要到美國開分店，那她是
否也需要再當地申請商標才能受保護？

(1)是，因為商標係採屬地主義。

(2)否，已經在台灣申請了，所以不需要。

答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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