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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也許我們曾在不同時候遇上的這片光
3

跨界研究向來是中興臺文所所關注的議題，本學期邀請來自香港、馬來
西亞等地方藝術文史工作者，帶領我們深入了解，世界各國如何以影像、影
視、環境、文資保存等概念，來體現文學的多樣性與對當地文化的影響。

香港文學、影像、社會與《亂世破讀》｜

黃淑嫻、賴恩慈、阮智謙

4 月 26 日陳國偉老師邀請香港學者來臺，引領我們重新回顧香港的歷
史與文學。擅長文學創作的嶺南大學副教授黃淑嫻老師，首次與香港著名的
電影編劇賴恩慈、及導演阮智謙合作，將文學作品融入影像，藉由圖文並茂
來回望香港歷史，檢視現實中的香港政治與社會。黃老師認為文學難以表演
來呈現，但一張張來自世界各個角落、或某個被遺忘的香港街景角落的圖像，
倘以夾帶香港的社會事件、散文、詩詞等圖文來對話，不但可回顧香港的歷
史，亦能提供讀者不同的觀看視角。
例如，黃老師以文字表達香港九七暴動背後，香港人民對政治的失望與
認同問題，但透過一頂英式帽子被許多影子所圍繞，且孤零零的佇立在街頭
的圖片，及男女曖昧親吻的照片，則帶出香港人介在英國殖民與中國間曖昧
不明的政治立場，也傳達香港人內心處於孤立的不安與恐懼；在劉克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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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淑嫻〈1〉、賴恩慈〈2〉和阮智謙〈3〉
老師將文學與圖像結合，以說故事的方
式讓我們對香港文學有更多的認識。

2
分之三的香港〉，他點出只有四分之一香港是受到香 2
港人關注，賴編劇則以一朵假花照片隱喻著我們受侷
限的香港凝視角度，只觀看到主要繁華的都市，卻遺
漏大部分的香港郊地，但這其實更值得香港人靜下心
來凝視。而〈至少思緒不能被困著〉這一張身體朝窗
外探頭，卻看不到男子表情的照片，更吐露著人們內
心的膠著與不安。透過 3 位香港文學影視創作者將文
學與影像的創意接軌，讓我們發現原來在不同媒介素
材加上文字的啟發性對話，會比單純文字更能強烈回應現實中的香港，此也
提供我們對文學、影像與社會的連結有更多想像空間。

一朵假花、香港大樓、文學
作品也都可以成為我們觀看
香港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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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德胤的數位寫實主義美學

6 月 21 日李育霖老師邀請中正大
學王萬睿老師至所上，與我們分享如

何利用聲音來思考影像作品。王老師
講述過去電影研究領域裡，聲音的部
分很少被論及到，然而，聲音卻又是
電影裡不可缺少的。而在近年國內著
名的電影導演中，王老師發現趙德胤
導演的電影，不僅是以數位相機等數
位器材設備來拍攝，內容也是結合紀
錄片的方式。更勝一籌的是，他藉由配音、地方歌曲等不同聲音的融入，真實
體現緬甸底層年輕人對未來的茫然。首先就配音而言，王老師先透過歐洲電影
裡對影像收音、錄音等技巧所著重的即時性，讓我們了解在經由同部錄音與同
期錄音的技巧下，藉由配音，可以修正電影裡的不完美，而且還可以展現演員
的特質。

同學與老師們共同討論電影裡的配音問題。

除此之外，王老師也以河瀨直美
的《光》為例，與我們分享盲人在無
法透過視覺來觀賞電影下，如何透過
聲音來想像劇情，了解劇情，以及藉
由音樂的律動與節拍，來召喚一個人
的內在情感，藉以說明電影裡的歌曲
所代表的意義。另外，王老師也談到
趙德胤、侯孝賢、張作驥等導演，為
了讓演員可以思考他們的表演與說話

方式，而讓演員與工作人員共同生活。而透過王老師為我們解說，電影裡的錄
音、收音、配音、歌曲等拍攝方式，不僅提供我們對電影裡的聲音有不同的觀
看角度，從趙德胤的電影裡也讓我們對緬甸社會的毒品問題，以及緬甸青年對
未來的茫然，有更深一層面的認識與了解。

同學們向老師提問電影裡的翻譯、歌曲等問題。

同學們也彼此分享對於電影裡的翻譯、配音與
配樂等想法。

回首
頁

跨界
研究

印尼

全球化與環境議題：
從咖啡和東南亞雨林生態談起

近年來全球氣候暖化，造成各地出現各種異常的天災問題，而相關全球環
境議題一直是中興臺文所所關注的面向。本學期 5 月 29 日，高嘉勵老師特別
邀請雨林咖啡創辦者吳子鈺與我們分享有關東南亞雨林生態議題。然而，吳老
師卻認為了解雨林生態固然重要，但如何從語言、文學、救災行動、香料等議
題來觀看東南亞的雨林生態是更不容忽視的，於此吳老師特別以上述演講內容
為標的，希冀同學能以不同視角來了解全球環境問題。

吳老師認為語言不僅是溝通的重要工具，亦為融入一個地方的歷史文化的
開端。且經由不同作家的文學創作下，更能衍生我們去思考一個地方的歷史、
政治與社會經濟文化間的連結關係。例如，2005 年南洋海嘯救災行動，工作
之餘，吳老師為了購買一瓶可樂，而以客家語言來與當地人溝通。語言衝破兩
個不同種族文化的封鎖線，也串起華人與東南亞的殖民歷史關係。又如 1998
年排華運動，他帶我們回顧印尼與荷蘭的殖民統治歷史，及東南亞香料所帶來
的經濟效益，並進而講述日本人為瞭解如何殖民，而特別成立專業學術機構。

吳老師大方地帶來他從東南亞蒐集的香料種子、布
料等產品，希冀同學對印尼有更入的了解。

吳老師以世界地圖說明印尼與全球化環境的關係。

而在殖民歷史影響下，有東南亞被殖民者出現許多不同族群的創作者，以華文
來回望、認識自己的土地。此外，吳老師在現場向我們展示許多東南亞香料與
布料，讓我們更了解東南亞的經濟價值之處。在藉由語言、文學藝術、殖民歷
史與東南亞香料的認識下，讓我們對東南亞地方有更深一層的體悟與領會。

吳老師說明東南亞香
料種子與布料對印尼
經濟的影響。

吳老師建議同學可多
閱讀有關印尼創作書
籍。

同學們好奇且小心翼翼的品嘗東南亞香料種子。

同學們認真地翻閱有關印尼的創作書籍。

同學們仔細欣賞東南亞布料的材質、圖紋與配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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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
西亞 全球化下的在地文資保存：
馬六甲古城經驗分享

在馬六甲到處可見牌坊、廟宇等建築物上，雕有象徵吉
祥的動物、以及吉祥語，呈顯馬六甲的多元文化色彩。

5 月 8 日高嘉勵老師邀請馬六甲當地導遊林
志誠老師來台，為我們闡述目前馬六甲所面臨的
文物保存議題。素有小歐洲之稱的馬六甲古城，
雖在 2008 年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爾來卻頻傳
古蹟遭受破壞，進而引發當地文史工作者與外界
關注。林志誠老師一開始先透過馬六甲的地方文
物特色，來講述馬六甲的宗教、文化等相關殖民
歷史，藉以鋪述馬六甲地方歷史文物的價值性。
例如：馬六甲傳統閩南式建築的燕尾，會融入不同文化色彩在裡面，跳脫過去
我們對於傳統建築的印象；封神榜神像，其彩繪之顏色相較於當今我們在訪間
所看到的，顏色較為豐富且為俗豔；又如在廟宇、牌坊、門窗等建築，則會雕
刻各種不同吉祥動物等。歷史文物可以提供
我們了解一個地方的歷史外，其背後更隱藏
著重要的歷史價值，因此保存歷史文物之必
要性成為許多國家關注的議題。在林老師詳
細的解說下，讓我們對曾受到不同殖民者統
治的馬六甲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林老師隨後則談到現今馬六甲因被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而使得政府展開大規模的古
蹟保存修復機制，然而仍有許多地方文物受
到破壞，主要原因包括政府經費不足、法制
規定不完善、對文物修復的專業性不足、以
及馬來人本身個性較為獨立等原因，例如，

藝術家進駐馬六甲，並以開設咖啡廳或藝術彩繪
等創作來保護馬六甲古蹟文物。

現今的馬六甲有許多古蹟文物受到破壞。

英國國教會的柱子，政府不協助出錢修繕；歷史悠久的基督教堂，也是當地
人自行籌錢來修復的；又或是私人屯地，讓雜草在古蹟上任意生長等，從這些
地方的古蹟破壞程度，可以讓我們了解當今馬六甲在古蹟保存的問題。不過，
隨之林老師則告訴我們馬六甲也有很多古蹟受到完善的保存，例如著名的荷蘭
街，有地主將它捐給新加坡國大，由新加坡政府來經營管理；由藝術家進駐，
透過改建老房子來保存古蹟；或者藉由導覽教育，來淺移默化等，從這些古蹟
保存的方式，可以發現仍有許多馬來西亞人或政府單位，仍然非常關注馬六甲
的歷史文物保存，而從馬六甲的文物保存的優劣之處，不僅拓展我們對歷史文
物保存有更多的認識外，更讓我們體悟到歷史文物保存的重要性。

林老師生動的演講，喚起老師與同學們對文物保
存的關注。

同學們對於馬六甲古蹟保存所面臨的問題提出
各種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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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興臺文所特別與臺灣文
學館「金典閱讀計畫」活動合作，邀請
作家陳耀昌與連明偉為我們帶來閱讀與
書寫的演講活動，師生與講者藉由對話
與交流，使得師生獲益良多。

陳耀昌─臺灣的疾病人類學與歷史書寫
臺灣人的疾病人類學與臺灣史

同學們踴躍地向陳作家提問臺灣
歷史與島嶼 DNA 的相關問題。

除了透過醫學角度來了解臺灣歷
史外，陳醫師講述其為了書寫荷蘭查某

祖的歷史故事，而到不同戰地遺跡去踏
查，以及蒐集相關文獻史料。然而，在
踏查與文獻史料的蒐集中，卻發現臺灣
歷史有許多不實或闕漏之處，此而激發
他在創作時，期望能為荷蘭查某祖編織
一場美麗的愛情故事外，也希望能藉此

與會師生專心聆聽陳作家的演講。

補足臺灣歷史不足之處。此外，陳醫師
也提到其在創作歷史小說，希望透過人
物角色、場景與情節的舖述，藉以回溯
臺灣的族群文化習俗，例如原住民的狩

獵習俗、荷蘭的宗教文化及臺灣的廟宇
等。陳醫師帶著科學的角度來還原臺灣
歷史，不僅讓我們了解到臺灣歷史多元
族群融合的豐富性與價值，在歷史書寫
創作上，也提供同學參考的方向。

陳作家與同學分享個
人寫作經驗。

同學們手上拿著陳作
家的書等著簽名。

演講結束，陳耀昌作家與全
體師生合影。

陳耀昌醫師以專業醫生背景，從
遺傳基因講述臺灣族群的歷史發展脈
絡。其提到臺灣是 一個移民社會，移
民種族包括原住民、漳泉、大陸、甚至
於東南亞等，透過不同移民族群來台住
居，使台灣社會呈現多元色彩。陳醫師
從語言、疾病遺傳、宗教等面向，說
明臺灣族群的多樣性。例如：臺灣麻豆
MATTAU 在南島語族的語音相似；藝人
周杰倫的僵直性脊椎炎推論其祖先可能
來自西方白種人；而從幽門桿菌 DNA
推測臺灣高山原住民祖先可能來自紐西
蘭毛利人。在宗教文化，從臺灣所祭祀
的馬祖、保生大帝、有應公等神明，
推論出臺灣的移民歷史，例如有祭
拜三太子的地方，就代表鄭成功曾
經在此駐留等。因此，在陳醫師透
過臺灣族群中在語言、疾病遺傳與
宗 教 等 所 呈 現 的 特 質，
提供我們從醫學的科學
角度來了解臺灣的歷史。

另類作家的另類歷史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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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旅、書寫、跋涉

連明偉與同學分享自己藉由到世
界各國旅行來履行書寫創作的經驗。
其講述透過到世界各國旅行或工作，
可以認識不同種族文化的社會文化，
藉此可以拓展自我觀看的角度。例
如，到加拿大的餐廳當服務生、或到
其他地方學當木工師徒等，在這些異
國土地上，讓他更貼近底層人民的生
活型態，了解不同族群的生活習慣與
社會文化。而在聖露西亞，他發現到

臺文館還特別準備連明偉作家
的書送給在場提問同學。

連明偉─文字幻術與行旅書寫

當地人民每年都會透過嘉年華會的活
動，來感謝土地，並藉此感懷聖露西
亞人被殖民時，種種有關國家歷史傷
痛的記憶。透過每一次的旅程經驗，
交織著故鄉的記憶，也梳理了連明偉
觀看的角度。回國後的連明偉，將這
樣的生命旅程經驗，反射在寫作上，
透過創作來重新凝望宜蘭故鄉，以及
台灣這片故土。連明偉將旅行中的難
忘體驗運用在創作上，作為同學未來
在創作書寫旅程的學習方向。

連明偉走入觀眾席，與現場同
學互動交流對話。

宜蘭礁溪天主教被拆毀，讓剛回
國的連明偉內心感到非常失望。

同學向連明偉請益旅行書寫問
題。

許多同學與老師都特地到中興
圖書館聆聽演講。

跨越島嶼：文字描述的幻術、
複眼與極限

連明偉在每趟旅程結束回國後，發
現自己宜蘭故鄉的奇幻轉變，對於這些
轉變讓他體悟到記憶家鄉歷史的重要
性。然而，在他想要以旅行中的親身經
歷或所邂逅的人事物，來記憶家鄉故土
的記憶時，卻發現文字指涉的困難。也
就是不同國家文化在語言、宗教、族群
文化上的差異，會在文字的闡釋或解說
產生認知上的困境，例如，對於馬尼拉
貧民窟的生活型態，他認為我們應該要
拋棄對過去利用捐錢等救濟方式，來面
對馬尼拉貧民窟的社會議題；在菲律賓
服務的學校，每個學生被要求要學習不
同語言，透過語言優勢來面對未來的發
展；在宗教上，則是以祭祀「開山閩王」
來感懷祖先的艱辛開墾；而在擺放有洋
娃娃、神龕等教會上，中西融合的信仰
方式，打破他對既有傳統宗教的保守思
維等，透過這些異國的文化體驗，讓他
更了解以文字來書寫記憶的重要性，以
及層層突破文字所呈現的幻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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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興臺文所所遊：
走訪部落 ‧
親近生態農田
文─翁長志

全體師生於苗栗縣賽夏族民俗文物館前合
影。

本所於 5 月 5 日舉辦一年一度之所遊活動，今次造訪苗栗縣之向天湖、南
庄鄉南富村二地，在向天湖部落風長老、返鄉青年老寮 Hostel 創辦人邱星崴
的引領下，師生一同領略自然、生態的美好與多樣性，以紮實的步履傾聽土地
訴說的文化、故事與傳承。歷經山路蜿蜒波折後，與風長老一同行走在向天湖
周邊，其間為大家介紹向天湖的歷史、人文與民俗信仰以及生態環境，周圍的
蔥蔥鬱木即是最方便的教學素材；
小徑上，捕獵陷阱的半成品亦是鮮
而未見地物事。當時的眾人，如同
部落中跟隨老獵人的小伙，靜靜而
具興地接受長老經驗的傳輸。
午後，我們再探南庄，跟隨返

踩著輕鬆的步伐，走進山林，浸身在大自然
的原初美好。

鄉青年邱星崴先生的腳步走訪附近的南富村，在立夏的炎熱陽下，頭戴斗笠，
竄過古厝夾縫、路過村人的八卦中心（疼媳婦井）、經過廟宇，通往煤礦之路，
眾人雖汗流浹背，卻收益良多。而在末了，透過農人劉孟承的獨立魚稻共生之
實驗農田，令眾人見識到在現今快速的科學農法下，遵循傳統友善農法所生產
出的作物乃是絲毫不遜色，劉大哥亦很豪爽地帶領眾人親踏田埂，行於其間，
使人印象深刻。本次旅程，充滿了生態、人文及歷史文化的氛圍，期待能為眾
人所內化，在閱讀、研究相近主題文本及題目時，能找出各方更為多元的對話
面向，並在學習、研究與工作之外不致忘懷土地的溫度與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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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 文化工作
史與臺中東協
廣場參訪

安妮帶領同學到繼光街，讓大家了解移工的
消費生活與習慣。

安妮帶大家前往東協廣場，也就是早期第一
廣場，讓大家實際了解移工在臺生活情形。

臺灣還會不會是移工的夢工場？

位在臺中東協廣場附近的 1095 文史
工作室，負責人安妮透過桌遊遊戲向我
們說明近年移工在臺灣出現的各種社會
問題與原因。從最初國際移工現象產生
主要是因為在本國工作薪資低，再加上
臺灣對於移工來臺篩選機制門檻低，因
安妮向同學介紹 1095 文史工作室的由來。
此許多移工不惜向銀行借錢來臺，希望
透過在臺灣的經濟條件可以改善家鄉的貧困問題。多數移工來臺原以為只要努
力工作就可以達到臺灣雇主的要求，然而，語言不通、專業技能不足、仲介從
中剝削以及臺灣勞基法等法令問題，再加上銀行的借貸款問題必須償還，使得
移工在臺灣處於進退不得的窘境。
安妮更提到目前實務案例，很多移工在工作上既沒有獲得政府保障，甚
至還因為超時
工作而賠掉健
康和生命的問
題。隨後，安
妮更帶我們到
東協廣場，讓
我們實際體會
移工在臺灣的
同學們透過桌遊競賽，來了解當
桌遊遊戲結束後，同學熱烈分享
今台灣移工所面臨的困境。
對移工的看法。
生活情形、目

同學向安妮提問有關移工來臺的問題。

在東協廣場裡，隨處可見泰國餐飲店懸掛
泰國總理照片或供俸四面佛。

前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等。在前進東協廣場中，我們一路被街道兩旁的東南亞美
食所吸引。安妮向我們介紹，目前東協廣場周圍所販賣的食物，除了滿足移工
生活上的需求外，有些則是提供外地人也能來品嚐，或藉此讓更多人來瞭解東
南亞飲食文化，因此，在招牌上都會給予不同的語言，以利外地人能了解。

而在東協廣場，除了有道地東南亞餐館外，並附設有娛樂場所，以及移工
在臺辦事處、法律諮詢等，希望能解決移工在臺問題。不過，安妮卻也提到目
前東協廣場所面臨的問題，包括管理費比攤販租金高、東協廣場的管線安全也
出現危機等，這些都是政府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最後，安妮帶我們到移工最
大超市，透過超市所販賣各種移工的日常生活必需品，讓我們可以更融入及體
驗移工的生活圈。透過這次參訪，不僅翻轉我們對臺灣移工的刻板印象外，從
移工在臺灣所面臨的問題中，也進一步提供我們更多思索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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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交流：韓國研討會紀行
文─陳伶瑜 ‧ 林慧盈、蔡佩蓉 ‧ 廖翊如

如何藉由學術研討會的參與來拓展
學生的視野，展現自我的亮點，一直是
中興臺文所創所的核心終旨。在本學期
國際學術互訪活動，由陳國偉老師率領
四位優秀研究生（皆申請到科技部補助
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經費）遠赴韓
國首爾外國語大學，參與 2018 年 7 月
7 日「第十一屆國際青年學者中文文學
研討會暨第八屆東亞人文社會研究生論
壇」。韓國外國語大學與臺文所保有密
切的合作關係 ，師生們在透過此研討
會與各國學術先進進行對話與互動中，
也進而深厚兩校間的學術交流與推動。

研究生∣林慧盈
本次會議有來自不同
國家的研究生，在知識系
統養成的差異與國情的不
同，我從中看到嚴謹的學術論文、新穎
的研究主題。雖然會議是緊鑼密鼓的進
行，但大家會後仍不忘交流與觀看他人
的報告，藉此發現臺灣在人文研究方面
是相當活潑且與現代科技結合的，對比
香港、中國或韓國的研究內容，我們立
基於人文史料延伸發展科技分析，此研
究方式，讓傳統的人文學術多一種新的
呈現面貌，並拉近學者與大眾的距離。

研究生∣廖翊如
研討會的參與過程讓
我想對所上的大家說，希
望大家將來能把握機會投
稿。我覺得第一次出國能跟著指導教授
是很幸運的，讓這趟韓國行有了更深刻
的印象，親眼見證韓國的龐大企業對社
會的壟斷操作，以及他們的美妝、保養
產業如何用心在一些細微之處；甚至是
他們的文創產業如何快速模仿、學習。

研究生∣蔡佩蓉
本次參加國際研討會，
與各國學者、學生的交流
是個難能可貴的機會，讓
我從中獲得不一樣的視角。可看到多篇
以文學與網路科技平台結合發展的研
究，展現文學於跨領域上的活躍性。臺
灣研究生以歷史、文創、文化與影視的
多元視角切入，觀看臺灣與東亞國家間
的碰撞與對話，展現臺灣學生在文學學

術議題研究上的豐富性。
研究生∣陳伶瑜
從各自不同的研究方
向可以發現各國研究生在
研究上所累積的能量及底

蘊，由於身處於相異的文學歷史及環
境，在文獻爬梳及主題選用各自展現殊

異的切入觀點及視角。同一篇文學作品
在不同國家的研究生看來就給予諸多的
再現可能，使文學作品具有多重的延展
性及方向。由此可見，不論是來自韓
國、中國、香港或台灣等地方的研究
生，皆藉由其於文學上的討論，突破了
疆域的界線，豐富了東亞文學間的組織
與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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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己航行：國際交換生日本生活紀實
文─鄭皓元〈臺文所碩二生〉

加親密，了解更多關於對方的文化或思
維。這是留學生活中我認為影響我最大
的部分。

作為初次的海外生活，同時也是初
次的留學體驗，我在日本的這半年所感
受到的事物相當豐富。留學生活讓人打
破以往的生活圈，遇見來自四面八方、
各式各樣的人。除了日本人以外，我在
這裡遇見了西班牙、德國、澳大利亞、
韓國、中國，甚至是西藏與蒙古的同
學，大家都在此相遇、交會，一起去打
籃球、唱卡拉 OK，相互交流彼此在文
化、生活上的經驗，我們品嚐過了韓國
同學烹飪的辛辣料理、聽西藏同學分享
小時候在山上採川貝的往事、一起試穿
過蒙古的傳統服飾、甚至也為世界杯要
支持哪國而相互叫囂。有時候，也必須
向他們解釋台灣的複雜社會情勢，解釋
到自己都懷疑自己出身的國家到底有多
麼亂七八糟，但同時，卻也藉此變得更

當初選擇滋賀縣立大學作為留學地
點的契機，首先便是希望能夠在古蹟保
存良好的關西地區生活，感受日本的文
化氛圍。在彥根的生活確實滿足了這一
點，彥根市內的十七世紀城堡彥根城富
含了豐富的歷史蘊藏，周圍城市如織田
信長所居住過的安土城、豐臣秀吉所修
築的長濱城等也是，此外也有經常被作
為和歌主題的伊吹山、在宗教上佔有重
要地位的多和大社等。從彥根出發前往
富含歷史珍藏的京都，更是只需要搭一
個小時左右的電車就可以到達。從縣大
出發，步行就可以到達琵琶湖岸，從湖
東望去，恰好可以看見黃昏，夕陽的景
色非常美麗，或許也可以從中讀到一些
日本文人的惆悵了。
除了古典風情以外，在選擇留學時
我也比較幾間想去的大學的課表，其中
滋賀縣大脫穎而出的，是它們對於東

此趟留學生活的最大收穫之一在於能與不同國家
交換生進行交流對話。

從縣大出發，步行就可以到達的琵琶湖岸

北亞研究的深厚累積。不只是中國與韓
國，包括對於蒙古、西藏等，這些在台
灣不為人所知的地區也有相當程度的研
究。在日本生活的過程中，除了上課以
外，當然也要參與當地的傳統活動，從
四月至今，看過了五月的端午、七月的
七夕、祇園祭，都和臺灣非常不同，雖
然來日本之前就曾經在媒體上看到過，
但親身參與又是另一番滋味。

在彥根市內仍完整保存十七世紀的城堡

滋賀縣著名的湖中鳥居

在 日 本 的 生 活 中， 令 我 最 印 象 深
刻，並且希望分享給大家的，就是在五
月的端午假期時，曾經前往俗稱「ビワ
イチ」的單車環琵琶湖旅行，旅程中看
盡了琵琶湖的「東、西、南、北」以及
「晨、昏、晝、夜」各種面貌。在第二
天時，遇見了當時也正在環湖的琵琶湖
吉祥物「野洲大叔」，實在是非常美好
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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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喜歡台灣文學，選擇了台文所
就讀，但也因為文學專業在職場上並不
是一個很容易被人看見的專業。在畢業
後找工作之初，有許多的徬徨，一方面
在於不確定哪一類工作適合自己，另一
方面則是要如何讓別人看見自己。後來
剛好有機會進到紀州庵文學森林工作，
紀州庵文學森林是臺北市的文化館舍，
以推廣文學為目的。這份工作，在實務
工作上跟我的文學背景有大的關聯，不
過其實更多時候是不停地辦活動，像是
講座、展覽、文學導覽等等。透過舉辦
各式活動，來讓更多人瞭解文學，達到
推廣文學的效果。對我來說，研究所時
代就跟著老師們舉辦各式活動，似乎在
無形中也變成技能之一，而能應用到工
作上，這大概也是始料未及的。

從紀州庵文學森林到寶瓶文化：
畢業校友林歆婕的職人日誌
文─林歆婕〈2011 年臺文所畢業〉

結束了紀州庵文學森林的工作後，
到了寶瓶文化出版社工作，出版社其
實是一開始在畢業後找工作的設定目
標，當時覺得文學背景好像應該找一個
編輯的工作，不過卻是到了紀州庵當企
劃。在寶瓶文化的工作，自然也從原本
設想的編輯工作，轉而成為企劃。出版
社的企劃，基本上就是如何將書推廣出
去，在這個目的之下，而規劃各種能夠
提高書的曝光度的行為或活動，像是跟
媒體、通路合作，進行線上或線下的書
摘、書訊、書展等等活動，或者辦一場
新書分享會，製造新書議題等等，各種
類型的書有各種適合的方式做曝光，其
實算是一個挑戰很大的工作，尤其在出
版業日漸不景氣的狀況下，要如何讓一

歆婕在紀州庵森林會
場佈展中。

歆婕在紀州庵森林所
負責的寫實展展場。

歆婕在紀州庵館舍做歷史
導覽。

歆婕於古亭河濱公園進行水
岸導覽活動。

本書「被看見」，運用各式方法，觀察
現在議題方向，是需要很全面的觀察力
才有機會讓書被多看見一點點。有很多
人說，念文學不知道以後要做什麼樣的
工作，或者是工作的性質範圍很窄，但
對我來說，研究所的這段過程，除了專
業的培養以外，更多時候是培養一個看
世界的方式，而這個看世界的方式，其
實在工作上可適用的範圍比我們想得更
多。如果你是一個在學時就有很清楚目

歆婕與寶瓶文化社長兼總編輯朱亞君合影。

紀州庵學校巡迴活動於臺北
市河堤國小進行頒獎活動。

標的人，當然就可以因為目標而培養自
己的能力，但若沒有明確的目標，也不
用著急，所有的能力都是慢慢累積起來
的，無論是課堂上的討論、課後自己的
理解與學習，參與所上的大小事務，這
都是能力的培養，文學也讓我們更懂得
如何思考，以及如何理解自己，才能更
有效地發揮自己的才能，這在現在的職
場上其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歆婕在寶瓶文化社內與作家梁嘉銘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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