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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 數位典藏跨界轉譯創新應用一以歷史地圖散步與 CCC 創作集
軟體 數位影像及網頁設計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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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騫到哥倫布:從人類的旅行看植物傳播與地景變遷
華語語系與台灣
想像共同體的（未）完成：金門籍南洋作家的華語語系表述與反思

流行文化
科技 「後人類人文與科技」學術工作坊
妖怪 從妖怪推理論臺灣的可能
音樂 台灣流行音樂在中國: 情感、 記憶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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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西村、海洋、六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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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之後，世界呢?」
人文之「後」國際研討會：2019台灣人文學社年會

後虛擬與次文化

▲開幕式與會學者合照

2019年11月23、24日，由台灣人文學社、中興台灣文學
與跨國文化研究所兩者聯合主辦、為期兩日的人文之「後」
國際研討會：2019台灣人文學社年會，除了論文發表之外，
本次年會中也邀請日本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吉
田寬准教授、台灣大學外文系特聘教授廖朝陽兩位進行專題
演講，講題分別為〈再媒介化的遊戲－後人類時代的新批評
形態〉及〈恐怖谷假說與後人類思維－以賴香吟〈翻譯者〉
為例〉

當代視覺文化的
情感認同
在恰逢台灣人文學社創建十週年的今年，期望藉由2019的年會
「人文之『後』」的相關研究議題討論，從電子遊戲、劇場、紀
錄片、圖像、文學等等各式相異卻密切與當代人生活交織的媒安
介，對從歷史傳統與變遷力量的拉扯、個人與集體的記憶創傷、
社會常態主體對各種畸零樣態的排擠、以及科技媒體的運作機制
等等面向在會場中進行熱烈地交流。重新思考在新興科技勃發快
速更迭的時帶，所逐漸發展出傾向去人化、非人化的「後人類/
文」的文化脈絡，人存在的定義在科技所建構出的虛擬實境與肉
體存在的現實世界中面臨何種衝擊及矛盾，而在這樣虛實交錯的
新社會人又該如何辯證自我與歷史（社會）的關係與價值。

▲專題演講講者/
吉田寬準教授

科技與藝術
▲專題演講/廖朝陽教授

歷史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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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者快來吧！」
數位典藏跨界轉譯創新應用－以歷史地圖散步與CCC創作集為例

歷史是無可避免的遺忘，還是仍可去而復返的新生？
2019年12月5日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專案經理的賴萱珮分
享關於跨界合作及歷史文化再創作之間的苦與樂。賴萱珮
坦言工作團隊在進行這將歷史與生活連結系列工作時，不
僅要為自身的專業負責，更需積極與其他不同領域之間的
專家們溝通的過程，她發現將自己的需求以對方可理解的
換位思考是不可缺乏的。

▲數位典藏，保護歷史文
物的本身更要延續其價值

▲在台中擁有豐厚歷史文化的酒
店也經相關學者的整理也成為歷
史旅遊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漫畫對台灣環保議題推廣
的管道—《石唬搶救大作戰》

▲以詼諧輕鬆的創作手法將民
俗重新召喚回流行文化中

政府近年為尋回歷史及在地性，並建構自身人文思考與文化創作的
軟實力，而進行數位典藏的工程－－原先只是作為減少文物毀損、增
加文物資訊曝光率的工具，卻也成為推動人文研究、文化生產的幕後
工程。建基於此，中研院推行一系列將現實（歷史）進行虛擬化進而
回歸大眾視野的產業，從歷史地圖app開始，結合出版了前者已銷售
至國外的歷史散步書籍，而在之後連結歷史文化及社會議題與諸多漫
畫家共同推出CCC創作輯，更將其中的作品影視化、並在展覽結合虛
擬實境與民眾互動，得以對重要社會議題進行推廣，進一步激起大眾
的注意力，並與歷史與土地重新連結。

◢ 結合現代地景與舊地圖兩者展開的尋寶遊戲

▲本所教授高嘉勵(右)贈與感
謝狀給講者賴萱珮(左)
▲日治時期的餐廳—梅敷屋，經創作者與編輯部的巧思改編下成

了漫畫《友繪的小梅屋記事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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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k it！Link me！」
數位影像及網頁設計工作坊
文/翁長志

”

本所於2019年9月23日開始，進行了為期五周
的數位影像及網頁設計工作坊，由圖書資訊學研
究所鄭琨鴻老師擔任講師，期昐 同學透過參與數
位實作，以文學結合數位科技，展現出更為開闊
的視野。於工作坊期間，鄭老師從基本逐步建立
同學們網頁設計與架設的基礎概念和技能。除了
圖片編輯以外，鄭老師亦提供了影像剪輯、網頁
製作方面之軟體知識與同學分享，使得同學們在
精進自我實力的同時亦能與現今業界接軌，創造
更多屬於自身的就業軟實力。
同學從自最基礎的編修、剪輯圖片軟體Adobe
Photoshop開始，一步步的自裁切、調色等功能
逐步示範至較為進階的去背、疊圖等功能，透過
示範、實作、再示範、再實作的重複進行，使同
學皆能快速且有效的學習到整體軟體的大致操作
模式。而後，鄭老師便開始引導同學進行影像剪
輯的工作，在剪輯方面鄭老師也是亦步亦趨地帶
著同學進行實作演練，確保同學們能在短時間內

▲同學使用Adobe Dreamweaver
進行網頁架設實作。

▲鄭老師講解網頁語法架構

的工作坊時間掌握如何正確、輕鬆且快速的
剪輯一部包含字幕、音樂、影像轉場效果的
短片。最後，鄭老師則是藉著工作坊的尾聲
帶著同學運用工作坊。
台文所的同學們因鄭老師的仔細帶領，
皆能於最後工作坊結束時將圖像編修、影片
剪輯、網頁架設等技能融會貫通，進而製作
出自己的網頁。相信本次的工作坊過後，同
學們皆能因著鄭琨鴻老師的教學、自身的演
練習作而獲得成果。

▲同學使用Adobe Photoshop
進行照片編修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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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慾流動」
跨「性別」論述
國際學者講座
文/陳子麟

▲姜學豪教授

人生而便渴望分享與交流，縱然不

同語言間總會存在著文化的裂隙，但
在與他人互動的過程中建書寫下歷史
的同時也建構了自身。中興台文所從
書寫創作、語言翻譯、旅行歷史、文
化認同等等面向，試圖跨越過自我身
體存在的辯證並朝向建立人與人間連
結之路，透過與他者串聯對對「我」
展開贖回的旅程。

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2019年
舉辦【國際學者講座】，邀請到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
分校－Howard Chiang（姜學豪）副教授，分別針
對同志或酷兒、跨性別、身體史、醫療人文等四個議
題進行為期三天四場的講座。
在12月16日的的講座中，透過探討何春蕤對於跨
性別的理論來談該如何界定「跨性別」族群的定義。
姜學豪討論到跨性別「被病理化」的醫學現象，進一
步切入「健保」是否該去補助跨性別的生理或者心理
上的需要。最後，姜老師把跨性別帶入1990年之前的
歷史脈絡中，談及在90年代前跨性別理論尚未誕生之
前，在此限制下的「跨性別的身分認同」。
在12月18日的講座中，透過對人妖的歷史脈絡
化，姜老師與學生們探討人妖與跨性別的關係，並對
中國人甚至台灣人妖的認知進行探源？所以，在此課
程中援用了中國第一個變性人，有中國莉絲汀之稱的
「謝尖順」，談如何把變性當成一個再製的源頭。最
後姜學豪提出目前西方最火紅的「酷兒非人類」作為
結尾；他談到酷兒是不相信人類的，酷兒理論帶入了
非人類的東西做酷兒化的解讀。

”
而在12月20日的講座中，姜學豪以新書中的三篇論文－－「滴定
跨性別」、「閹割中國」與「題寫跨性別」作為分享的核心。使用化學
實驗的「滴定」來談跨性別者的身分認同，是為了凸顯出每個跨性別者
不僅是個別獨特單一的存在，更是一種多元的可能性，進一步姜老師援
用「閹割」來談中國近代宦官的身體史，與學生分享西方的世界是如何
對東方長期歷史閹割男性的看法。並作為被「閹割」的對象，太監是否
可以被納入跨性別的範圍之討論。最後延續東方主義的概念，姜學豪談
華語語系電影做為研究對象，而華語語系作為途徑的方式進一步拓展了
華語語系研究的領域與視角。透過講座與學生報告兩者的同時進行，以
傾聽、理解再對話有系統性又兼具雙向可溝通的模式，引領學生們更深
地走進華語語系的世界的同時，啟迪了學生們對華語語系的研究熱情。

▲與學生問答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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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騫到哥倫布：從人類的旅行看植物傳播與地景變遷

《賽德克‧巴萊》的中「德」翻譯
文/蔡妮倩

翻譯是件浪漫的事，但是過
程太過現實。2019年12月26
日專業譯者石岱崙老師分享中
翻「德」(賽德克)研究中的苦
與樂。石岱崙老師透過對《賽
德克·巴萊》中的台詞分析，
探討原以中文寫成的劇本翻譯
成賽德克語的過程中所需面臨
的立場與價值觀的轉換，並指
▲講師/石岱崙
出部分台詞翻譯不一致，或許是
由於協助劇本翻譯的兩位族語翻譯因生長背景而對語言的運用
有不同的觀點；並引用了幾則例子，藉由中文台詞與賽德克語
台詞的對照，指出雖然中文台詞相同，賽德克語的台詞卻因為
前後語境的不同而有相異的翻譯結果，或是將中文台詞轉化為
更加貼近賽德克族文化的語言表現，正好回應演講開頭劉智濬
老師的引言：「翻譯不僅只是語言翻譯，更是文化翻譯」，同
時也從中體現出譯者的主體和詮釋觀點。

1.

文/林汝憶

2019年11月14日作家胖胖樹老師介紹他在台灣所拍攝的
各種可食用或觀賞植物，但是這些植物其實並非原屬於台灣
的地景，而今日我們所熟悉及常見的植物事實上絕大多數都
是藉由人為傳播才得以進入我們的生活之中。其中，對亞洲
植物地景變遷以張騫出使西域和哥倫布大交換的影響最為深
遠。張騫經漢朝的絲路之旅，改變了整個東亞的植物地景。
而哥倫布大交換從美洲傳出輸入的植物，造成植物在全世界
流通，改變人口數成爆炸增長。然而，物資造成的生活富足
的同時，卻也引發香料戰爭，一口氣改變全世界的地景。

人類的旅行可以改變一個國家的地景、
歷史、經濟，一如天然橡膠的傳入，改
變了三個國家的興亡，振興馬來西亞
與巴西家的經濟，然而滿清卻因此
而滅亡。植物的傳播不僅可以帶來
生活的便利、國家的富強，但也不
免會隨之帶來疾病與戰爭。今日台
灣備受讚譽的釋迦、木瓜，以及受
到部分人喜愛的檳榔、荖葉都是外
▲ 作家/胖胖樹老師
來的植物。我們習以為常的植物，其
實皆是時期移民所帶進台灣的植物。由
此可見人類的旅行之於國家人文地景的巨
大影響。

2.
1. 一次次的修改，是對文化
複返的召喚
2. 野蠻，是誰的野蠻

3.

3. 最熟悉的事物，往往會影
響著人對於世界的形容

▲因移民歷史而呈現多
元生態樣貌的台灣土地

▲對世界工業產生重大變革的經濟作物—
橡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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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人 東亞

世界華
越 語言

”

想像共同體的（未）完成：金門籍南洋作家的華語語系表述與反思

華語語系與台灣
文/陳子麟

▲姜學豪老師

台
灣

「外島，離島」

「中文／華語」

2019年12月16日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
分校－Howard
Chiang（姜學豪）
副教授先由史書美的
「反離散」中的新清
史作為切入的重點：
新清史的崛起，帶動
了整個中國的種族意

識，現代中國繼承了
絕大部分清朝的版圖。並拉出了三個重點來談他對華
語語系獨道的觀點；一、去中國化的脈絡—世界去中
國化的浪潮；二、世界華人的移居史與華語語系的對
話—語言克里歐化的過程；三、中國帝國主義史此三
個脈絡來進行討論，全球「去中國化」的浪潮以及對
移居史及帝國主義史的關注。更透過史書美、王德威
與石靜遠等華語語系研究者的身分背景，與他們的研
究經歷探討，闡述此在梳理華語語系研究發展時，需
同時留意其所處位置。最後，他提出兩個思考方向：
華語語系與（左翼中國）左派思想的關連性、華語語
系與台灣研究的相互關係，並討論華語語系研究能否
有「超越認同」的論述辨證方式。

▲同學針對課堂所提及的書目進行書評式的分享

▲講師/陳芷凡

金門是怎麼樣的金門？是縈繞不去
的兵營故事，還是大啖美食的觀光景
點，還是因炮戰埋葬諸多原住民，一
如〈美麗的稻穗〉中所歌唱的墳場？
2019年11月18號的演講中，清華大
學的陳芷凡老師講述到因網路及書的
公開與權威而限制大眾對於金門的地

理和歷史定位的想像，進而影響到藝術

創作者對金門的反饋，而在文學及電影等傳播媒介發現，在創作者
的心目中似乎，金門只剩下「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標語式印象。
陳老師談到金門縣政府期望與世界連結，推出而鄉僑文學與相關
作家及透過作品的推廣以文學治理的理論，爬梳出金門人的自我認
同。她認為不可受 困 於 大 眾 所 習 慣 的
平 面 閱 讀 而 是 應面對其真正的空間
與時間位置，從金門角度做出發，
觀看面對廈門可見的進步與不可
見的台灣之間的糾葛，甚至回望
於歷史中因生計而移民的金門人
們及其後代對這塊土地的想像，
才得以聽懂由多方組成的關於自
我認同的這支曲調。

▲語言，是人與人的連結也是
生存的資本

▲歷史與記憶，我們是誰?

▲原鄉的真實與幻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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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人類與人文與科幻學術工作坊
文/呂樾

▲工作坊中論文主講者合影

所謂流行？是快速汰換的快時尚，
還是勢必走出井底的全球化？
中興大學台文所將科幻小說、流行
音樂與妖怪推理等大眾文化異媒介的
多重展演下，將「人」置放於其中重
新思考流行文化之間共生共存卻也易
被忽視的關係—流行跟自我價值、社
會之間的聯繫。

”

「越過時代後，人的位置」

華語科幻的研究有著怎樣的新可能？遊戲的
科技應用與文化想像又已經發展到怎樣的新境
地？2019年11月22日，承繼著上半年同步於臺
灣大學、中興大學、中正大學、東華大學所舉
辦「後人類人文與科幻」系列講座對科幻文本
與新科技世界的探討，「後人類人文與科幻」
學術工作坊將更進一步地沿著華語科幻小說的
歷史軸線，重新梳理其與所處時代與社會的對
話關係，並探索可能的新研究趨勢。
發表人潘少瑜以晚清
科幻小說做為切入，思考
晚清科幻如何成為一個問
題，並探索其中意涵。楊
乃女則以中國科幻小說的
現代性切入，回顧劉慈欣
▲圓桌論壇參與講者 的小說，可以發現其小說
/吉田寬 著重於描繪高端技術與科
技的發展，而這也是楊乃女稱劉慈欣小說為「硬
科幻」的主要原因。若說楊乃女以「硬科幻」為
關鍵字展開其對於劉慈欣的討論，曾瑞華則再次
回到劉慈欣創作中關於「人性」與「中國」的思
考。

下午場次發表人林建光以「國族認同與冷
戰對峙」為題，分析台灣八零至九零年代的
科幻小說對當下歷史的「折射」。陳國偉則
分析四位作家作品中跨國資本主義與國家機
器共謀的內容，思辯其「科幻」與「現代文
明」之間的關係。第三位表人林斯諺以華語 ▲圓桌論壇參與講者STORIA遊戲製
作人張恆(左)、18Light光穹遊戲的陳
科幻推理作品為例，引入哲學中關於虛構真
任軒執行長(右)
理來討論虛構作品中與讀者之間的認知辯證
關係。
在另一方面，本工作坊除學術討論之外，
更試圖帶進台灣當代遊戲產業的實務思考。
除了論文的發表之外，本次演講圓桌論壇邀
請到日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學系研究科美學
藝術學研究室的吉田寬副教授，及台灣
18Light光穹遊戲的陳任軒執行長、STORIA
遊戲製作人張恆，以期同時具備學術與業界
的雙重視野，結合學術與實務，擴大相關的
視野與思考。

▲德國柏林的電腦遊戲博物館

▲在創作者、學者的推廣與研究下，以雜誌形式使電玩成為一門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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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欸，你有聽過魔神仔嗎？」
從妖怪推理論台灣的可能

台灣流行音樂在中國—情感記憶與政治

2019年10月23日身兼作家與臺
北地方異聞工作室原案的瀟湘神藉
由剖析妖怪的存在並進一步深入思
考期背後所蘊含的文化意義，而後
更以列舉的形式介紹了日台兩地的
推理創作者們在不同文化脈絡底下
是如何幻想、書寫妖怪。因在以開
◤作家/瀟湘神
放、合理為共識的現代化一系列改
革下，原本仰仗傳統社會的封閉運轉邏輯生存的自然妖怪們
逐漸消失，只剩下因人力尚未無法解決的自然問題而存在的
魔神仔、水鬼等等，取而代之的便是都市傳說一類的人造產
物，而妖怪推理便是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創作者期望透過
平等規則的建立，運用妖怪的可動性將民俗與過往召回大眾
視野中。

音樂與政治可以分開來談嗎？畢
業於長期關注國族認同愛丁堡大學的
黃俊銘老師於2018年10月22日以台
灣流行音樂做為動員的按鈕，以田野
調查的方式，試圖透過串聯共同情感
的方式將台灣做為主體放置於中國研
究之中。台灣以含蓄、個人性、情緒
性的靡靡之音對接因文革而有情感需
求缺口的中國聽眾們，使每一世代的

◤黃俊明教授

中國人是如何因台灣流行音樂而建構
起對台灣的想像的？而中國又是如何
透過春晚等大型活動企圖收編台灣並
進行文化展演？等問題進行了歷史脈
絡性的解析。
在演講尾聲，黃老師也不忘提醒

在尾聲，瀟湘神叮囑
同學們妖怪推理的可看性
與核心不純粹是建構在
「 消滅異己」。而是在追
求一致、難以辨識自我的
全球化中，希冀能透過
「妖怪」此具有社會性、
象徵對公共危險恐懼的代
表存在，視做為人性的產
物並在所謂的摩登科技時
代中重新與前現代接軌，
勇敢面對因殖民而突如其
來、被迫進入現代化的創
傷，在與妖怪共生共存中
尋回台灣性並建立自我認
同。

”

「翻過山，越過海，
依然唱著歌」

▲ 由台灣民俗故事改編成妖怪
推理小說

無論是做為社會科學或是文化研究學
者皆不能遺忘，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是如何為研究本身帶來可動性以及人
文的價值，且音樂的根本是出於人類
因對溝通的渴求而誕生，超越對政治
的想像，因生命的經歷在藝 術 及 各 色
相 異 的 生 命 體 中 獲 得 共 鳴，並建立
自身社群的想像。

▲春晚做為大中華想像的
舞台，例—林麗芳朗誦詩

▲春晚做為大中華想像的
舞台，例—1998年台港中
藝人和體
▲同學提問

▲因在演場會舞台上高舉台灣國旗，
女歌手張懸遭到中國觀眾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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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從土地價值觀出發，發散性的思考、收斂的結尾」
台西村田調

──許震唐

文/呂樾

▲許震唐先生

2019年10月20日，朱惠足所長率其「島嶼文學與紀錄片」的課堂學生前進彰化
縣台西村，在《南風》攝影集作者、長期對抗六輕汙染的在地居民許震唐先生的帶
領下，具體踏查六輕對於當地的傷害。其實一開始，因為許震唐先生「發散性的」
將政府機關、中央與地方的角力、地方史、生態議題納入演講中，觀眾很難具體進
入其演講脈絡中。但隨著許震唐先生的腳步，我們實地踏查了當地的村落、濕地、
沙地、海濱、甚至是六輕廠旁，與當地居民聊天，並親眼目睹了人口外移、空汙的
危害、甚至是沙塵暴。這才發現，原來不是許震唐先生過於「發散」，而是問題就
是如此複雜且牽連甚大。

舉例而言，具許先生所言，當地居民的抗爭並非只有「爭持」與「反對」的
二元對立，在居民與地方政府聯手抗六輕的大敘事之下，其實內部充滿矛盾與
爭議。首先，由於六輕每年提供地方政府補助金，變相「開源」了地方政府的
收入，使得地方政府可能無法、或不願積極處理六輕問題。另外，空汙而休耕
的土地，其地主可以領取休耕補貼，故有些居民亦對於抗爭有所保留，甚至選
擇站在六輕方。而作為居民與政府最後連結的里長，也因為抗爭曠日廢時，又
往往夾在政府與居民兩者之間，故立場不斷挪移。

▲聽， 寫

▲繪滿風景秀麗的牆，後面卻是
揮之不去的汙染

由於六輕廠房地進入使得當地成為了「靠六輕吃飯」的不正常結
構，要／不要改善六輕問題成為了一個矛盾的問題。不過，雖許震
唐先生不斷強調問題的複雜性，與非二元對立。但也如同其一貫重
▲看得遠，想得也要遠
視的「土地價值觀」，我們終究必須要思考人類與土地（自然）之間
該如何相處，而也如其所言：「社區改善、地方發展不是靠想像，而必須靠地方蹲
點與實際踏查。沒有蹲點的地方發展終究無法為地方所用」，在改變地方的同時，
對地方扎實的理解與蹲點才能具備改變的可能。

▲沙子撈起、浸濕、放置，成為空汙
的解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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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如何走得更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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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

文字的複調
跨媒介文學實驗工作坊

場景

位於台中火車站後站，充滿台灣二三零年代文藝氣息的後驛冊店。

時間

2019年11月27日

文/謝鑫

準備好了嗎，與文學一同展開跨越自我的長征？由本所
詹閔旭老師介紹國立台灣文學館將台灣文學史數位化的計
畫，期望藉由不同媒介和主題梳理出台灣文學的脈絡，並
藉由關鍵字和推薦書延伸作品的可連結性。另一位參與計
劃的研究者同時也是知名評論人金儒農則指出，自己在整
理過程中發現了每個年代所認為能夠名留青史的作家和實
際留名的作家是不一致的，藉由網站的編修紀錄，我們可
以看到過去人們取捨價值的過程。同時也是詩人的林餘佐
則是分享自己編篡的過程中，面臨了許多選擇上的困難，
尤其是恐慌自己的喜好影響了史料的選擇。但似乎便是因
各種價值觀之間的折衝所形成的多元性才是這次演講題
「文學的複調」得以命名的原因。

楊傑銘老師則是期望大眾將焦點放在了台灣文學家的身上，而
發起以多媒介詮釋日治時期作家生活的計畫，試圖牽起現代人與
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的連結，以情感喚起觀眾跟作家們的共鳴。並
指出那個時代不僅僅是生活面臨現代化與舊時代的拉扯，對新時
代的憧憬和想像，以及每個作家面對的不同困境。最後，劉攸盈
溫暖寬厚的嗓音、方為的吉他聲共同演出了《相思》、《藍衣少
女》、《雨》、《伊帶來的好消息》，重新闡述不同作家對愛情
的想像與描寫。確實文學的字句可能隨著歷史、媒介的更迭逐漸
耗損或佚失，作家本身也有可能因社會的價值觀、政治因素或者
是其他種種因素而無法被書寫在文學史中，但其中蘊含的對人類
與社會所抱持的熱烈情感透過與現代流行元素的結合得以再次撩
動當代大眾的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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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去山口住一季」
挑戰新自我：日本留學生活紀實
文/林汝憶〈臺文所碩四生〉

▲林汝憶（左）與日本
學伴（右）於地景琉璃
光寺前的合照

至2019年為止，我已有多次至日本旅遊
的經驗，卻從未長期生活在這個神往已久
的國家過，如今可說是得償所願，於日本
山口大學度過了長達半年充實而滿足的留
學生活。因為想在有生之年盡可能到不同
的地區旅行，體驗相異的日本風俗民情，
因此遞交申請時毅然地選擇了山口大學進
行留學。
在日本留學的生活，是再不斷的挑戰新的

自我中度過。第一次單獨至海外生活、第一
次長期自己開伙烹煮三餐、第一次以日語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
生及日本本地朋友、第一次深入體驗日本文化和生活、第一次在異
國自己安排規劃旅遊行程。雖早已一個人在外地生活，但與隨時
可以回家的不同，我必須克服一個人在國外生活的種種困難以及
初時因陌生所導致的寂寞慌恐。因此，我強迫怕生的自己主動去
認識新朋友，隨著留學生課程的展開我很快邂逅了來自日本、韓
國、泰國、中國與烏克蘭等地的朋友，他們的熱情幫助與關切使
我快速地適應日本當地的生活。而我也在與大家交流的過程中了
解到各地的文化和他們對待同一事物的思想及看法，同時也使我
審視並改變過去自己對於其他國家的想法及偏見，這是我認為到
國外交換的這些日子裡賦予我最大的收穫之一。

▲山口大學校景

人生首次在日本的生活，
雖然不免也會有一些不完美的
經歷，但這半年的留學經驗所
帶給我的歡樂與收穫卻是無窮
多。這讓我意識到在正式踏入
社會工作以前能夠有這樣的機
會讓我得以重新認識自己與拓
展視野究竟是多麼珍貴且難得
的人生體驗，也希望能推薦同
學及學弟妹也能把握在校的機
會向學校申請交換留學，至不
同的國家感受不一樣的人生。

▲山口大學七夕祭

▲遊學不只是學，更多的是
如何與不同文化一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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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即政治」
陳情不是比大聲
文/沈夙崢（畢業於102-1）

2006年，我選擇台灣文學系，2011
年，我延續台灣文學研究之路。我
2014年自台文所畢業後，換了不少工
作，不管是文創公司、農業型NGO、藝
術公司，或是政府專案、出版社編輯，
我都嘗試過。
台灣文學，很多人可能覺得包山包
海，卻又包不過中國文學系所（沒有要
戰系所，大家冷靜）。其實，不管是台
灣人文、歷史、政治等發展，就是最獨
一無二的實力。因中興台文所教授不僅關
於「 台灣在地」，更將視野拉大至全球，在思辨台灣歷史和未來的
同時，也與亞洲、世界一同思考。總歸來說，台灣文學的知識專業
是底蘊，而如何以這樣的背景，在不同行業就職，就是端看每個人
的興趣和考量。在過去幾期的電子報，學弟妹可以知道，有些學長
姐透過出版編輯、有些透過影像敘述，有些則不一定是跟文學領域
那麼相關的工作，我也有朋友投入當友善環境的小農。我相信，大
家都是帶著台灣文學的知識背景在闖蕩江湖。

▲接獲地方陳情，
前往會勘

▲出席地方活動

▲與立委、陳情人、部會代
表，針對陳情內容召開協調
會

”

▲原省政府，現已成為國
發會中興辦公區。代表立
委出席揭牌啟用典禮。

在就學期間，我參加社會議題討論、
社運，也曾將「政治資源分配遭地方勢力
把持」這種想法掛在嘴邊。但卻從未將政
治工作擺放在就職首選。繞了一圈，自己
還是回到最心底的答案。或許有人會覺得
浪費了好幾年光陰，但我敢說，投入政治
工作的自己是最適合的樣子。我「蹉跎」
了幾年，試過不同領域的工作，遇過不同
老闆，見過不同夥伴，這些經驗在投入政
治工作後，全成為養分。

▲與立委、促轉會楊翠
主委等人，跟韓國合作
共同推動轉型正義

2016年，因擔任立委的助理，回到故鄉－－南投，主要
接受五花八門的陳情案，代表委員出席會議、活動，以及
運作辦公室的其他行政事項等。面對陳情內容不合法，我
們可以拒絕。但面對陳情內容是現有法規沒有規範的呢？
立委團隊就必須協調、立法。先有問題，才有辦法修正法
規，讓現有法令與時俱進，照顧社會。過程
中，自然也會遇到立場相異的反對，而如
何溝通、折衝，達到最大共識，讓事情順
利前進。最困難的是，如何在談判、退讓
的距離下，還能保持自己的初衷和原則。
這一切都需要經驗和智慧。而遇見專業議
題的討論、修法，如何有遠見的看到台灣
未來發展？除了倚靠各領域專業判斷外，
▲代表立委出席南投仁
我認為最根本的還是回到前述，能否從台
愛鄉DRTS通車典禮
灣發展脈絡、與世界互動的歷史中，獲取
經驗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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