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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國介攝影

岳國介攝影

陳輝明攝影

岳國介攝影

願景．使命．展望
台灣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最初向英國借鏡，在十多餘年的實驗與辯證後，雖然產官學各界與
社會大眾對於定義及發展方向常有歧見。毫無疑問的是面對世界經濟、自然環境中的變化及其
帶來的影響，發掘及培育國際級的領導者、教育者、影響者（influencers)、解決問題者（problem
solvers)，自然是發展台灣競爭力的當急之務。除了專業知識與技能，文化素養及創意思維更是
這些人材必要的特質。

「讓該相遇的人相遇」，看似簡單的一句話，卻激發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思考文創精神
的廣度與深度。我們以實體場域為苗園，讓各具專長的 changemakers 和聰明頭腦共聚一堂，激
盪創見與觀點，育成創意的新芽、促長行動的枝幹。
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自 2007 年成立，以華山 1914 文創產業園區為基地，在台灣文創發展公
司及其他夥伴的支持下，奠定這些理念，並累積過去幾年的一些成績：

2009 年 風格獨樹一幟的日本建築師藤森照信與華山相遇，結下不解之緣。藤森來回台北東
京多次，與中原大學師生團隊合作，在地取材、施工組裝，也邀請民眾參與建造，終於在 2014
年完成坐落於華山的兩間茶屋。因藤森選擇使用的素材及手工建造方式，把貼近自然的理念貫
徹於作品之中，茶屋中沒有繁文縟節的儀式，散發樸拙溫暖的魅力，空間感既夢幻又令人感到
對原始環境的嚮往。自開放讓民眾登記自由體驗空間後，茶屋的燈幾乎 365 天都是亮著的。
2011 年 的「百戲雜技節」，華山首次以馬戲雜技為範疇，邀請來自法、美、日、加等國傑出

機會，透過特展與工作坊，與大眾溝通工業遺產保存的未來創新與推廣教育。論壇中有五位工
業遺產的專家學者分享各國案例，特別是針對無形資產的價值認定、區域再生的經營模式、與
在地生活的衝突與融合等議題進行探討。作為工業遺產及文創產業的典範園區，華山不只擔任
建立交流平台的領頭角色，參與亞洲區域的共同探討，更是大眾認識歷史遺產的首要介面。

2016 年，我們已站穩腳步，並持續藉由基金會的核心計畫，動員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
我們將再次以華文朗讀節經營「以出版產業為核心的跨界創價平台」，透過閱讀與聲音的盛
大慶典，向創作者、譯者及出版人致敬，並讓世界看到台灣。我們持續以華山文創沙龍聚集「該
相遇的人」，匯聚跨界人才，促成深度交流及協作。透過累積故事，經營感動、經營成就。

看向未來 ，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將以三大主軸為基礎，期許穩健的發展。
育成：創新創業的人才培育，特別是多媒體及紙本出版產業等育成計畫，包含編輯人、策展人
等培訓及社群交流。

媒合：建立「結富扶才，以藝領企」的平台，聯結藝術與產業、人文與企業等跨界協作，撮合
跨領域的對話溝通，促成共同創價的可能性。
交流：打造國際交流和對話及專業社群互動之平台，特別是整合各類資源，推廣台灣文化特色

的馬戲雜技教育家及藝術家，融合大師工作坊、街頭表演、雜技講座及靜態展覽，與雜技表演
者及民眾互動；其中「倒立先生」黃明正為挑戰金氏紀錄發起的千人倒立，特別造成轟動。豐
富多元的節目更建立了華山開創寓教於樂的藝術節慶之新標竿。

至國際平台的相關計畫。

2012 年

文化底蘊需要時間的投資，而創意得透過實驗與行動體現；文化與創意相互催化，相信可加
深生活美學的推廣及欣賞人口的培養，進而提升人才競爭力。這些不是單單我們可以達成的任
務，還需社會民眾的熱絡參與，歡迎您的加入！

，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及台北市文化局等相關單位的支持，與中原大學建築系助理教
授林曉薇的爭取下，台灣成為國際工業遺產保存委員會（TICCIH）首次在亞洲舉行年度大會的
主辦國，且特別選擇擁有百年歷史的華山文創產業園區為會議場地。會議期間共有 20 多國的學
者與會並發表 80 餘篇學術論文，透過圓桌論壇及國際工作坊，成功建立文化資產保存的國際交
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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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恰逢華山原身酒廠 100 周年，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藉由 TICCIH 大會再次在台召開的

財團法人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執行長

王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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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點滴努力，凝聚改變社會的力量
2015 年對台灣而言，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都是擁有特別記號的
一年。當社會發展到能夠提出質疑，能夠給出建言並深刻反省，能夠展開對
話和討論，相信無論聲音多麼的嘈雜，再沉澱之後都能對社會發展有更正向
的影響。
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兢兢業業的在文化創意發展的路上，篤定地相信行動帶
來的改變能夠升級台灣的文化素養及創新思維。以打造良好的文創生態為職
志，我們竭盡所能的溝通並感染對台灣文化的關注及對台灣社會的愛惜。憨
人總是相信積沙成塔，點滴的努力終究能凝聚成改變社會的力量。
2015 年，我們透過第三屆的華文朗讀節聽見夢想正在發聲，邀請大眾用夢想
展開對生命的想像。用華山文創沙龍提供的跨界交流平台，做文創參與者的
墊腳石，讓他們眺望更遠的世界。用故事別境展開傾聽和人生故事交流的旅
程。用「台德文學交流計畫」搭起台灣文學與世界舞台的橋樑。扎扎實實的
將我們想像中的美好，一步一腳印地搭建出來，我們的力量不大，但已站穩
腳步，持續凝聚「育成」「媒合」「交流」三個發展方針，我們的努力將能
為台灣文創發展烙上時代的刻痕。

自2015出發

（撰文／楊雅筑）

立基華山，深耕台灣，面向世界…

華山文創沙龍。

李雨霈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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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木蘭提供／林敬原攝影

岳國介攝影

華文朗讀節。

故事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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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紫藤廬這樣「有溫度的空間」裡，人與人交流著
對世界、對社會的關注和想像。

華山文創沙龍要創造一個利於交流對話、充滿機會
與可能的平台。

River Ts.

岳國介攝影

風尚旅行社的「習作假期」系列，邀請來自各界的
職人，帶領聽眾打開身體的感官，體會五感的風土。

River Ts.

以華山為基地

設置文創沙龍，舉辦華文朗讀節，打開故事別境…

華山文創沙龍
城市是我們和他人相遇的地方 ...
城市中心被認為是社會活動交換的地方 ...
而城市中心總是被認為是顛覆的力量、決裂的力量，以及遊戲的力量作用與相遇的空間。

The city, essentially and semantically, is the place of our meeting with the other...
the city center is felt as the place of exchange of social activities...
Better still, the city center is always felt as the space where subversive forces, forces
of rupture, ludic forces act and meet.
—羅蘭巴特

Semiology and the Urban, Roland Bar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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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代留下印記

無論失敗成功，放膽天馬行空

為了趨向美好，什麼都有可能

市行走、居住的文學人，一起交流東亞城市的文學
記憶與技藝，為臺灣的文學、華人的文字而努力。

無論哪個時代，總有一群人找上一塊地方，讓他們的

以 2015 年做為分野，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為新興的

上述每一個提案都讓我們看見了趨向美好的另一種可能：

創意恣意奔騰，開拓靈感的極限。譬如明星咖啡館、譬

創意、跨界的多元揭露一個大膽的嘗試。我們從城市出

――風尚旅行社「習作假期」的職人行旅劃開打卡食記的旅

世代的火炬，輝煌青年的抱負和遠見。

如紫藤廬，都曾因著時空背景，在歷史和文化洪流中有

發，望向世界；藉由華山文創沙龍，鼓勵各種想像與創

行記事，用深刻的眼睛看盡一地的文化風土，打開身體感

―― TEDxTaipei 反轉各種思維標籤，打開人生情

著無可替代的身影。這些「有溫度的空間」肇建於人群

意，無論成功失敗，放膽天馬行空，希望成為一股支持

官，訴說一種用五感交流和記憶的旅行經驗。

境的想像，用生命論述「追求極致，就是存在意

的聚集，而人的溫度則源自於對世界、對社會的關注和

的力量，成為城市的溫暖黑潮，鼓舞著一切正向有益的

――「聲物狂想曲」系列講座，是臺灣第一次對聲音環境的

義」的故事。

想像。人們聚在一起，共同馳騁著對生命的熱情，開展

可能。

高度注目。集結了 13 位橫跨生態、環境、音樂、昆蟲等領

――讀冊生活除了致力於書籍的流通和推廣，更

域的專業講師，展開一場聽見與感動的對話交流。

透過經典主題，邀請大眾共同回味一時代的美好，

‧ 風尚旅行社――習作假期：風土旅行系列 6 場活動

――「米蘭世博外帶臺灣館」從華山出發，為臺灣發聲，

「我的 80 年代」「2015 華文創作節」兩個系列活

‧ 臺灣聲景協會――「聲物狂想曲」系列講座

讓世界認識臺灣的味道。從線上的募資到實體的分享，我

動，勾起我們對時代的記憶與青青子衿的文藝想

‧ 文訊――臺北文學季

們看到這群有為的年輕人，用台灣人的驕傲，和社會大眾

像……。

‧ 讀冊生活――「我的 80 年代」「2015 華文創作節」

溝通理念、爭取支持，並帶著這份溫暖的篤實，奮力向世

2015 年，「華山文創沙龍」支持了以下的活動：

創意的可能，一個世代的刻痕就此烙下。
這就是所謂的沙龍，最美的畫面，為一個世代留下
印記。

讓城市恣意新生

界介紹臺灣。

系列活動

華山文創沙龍利用富具開放性、輻輳性、可塑性的空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的「思沙龍」持續高舉著

我們為這些提案夥伴們深感驕傲，有這麼多充

‧ 非常木蘭――「女人沙發」系列活動

――非常木蘭「女人沙發」系列講座，從女性角度出發，關

滿溫暖和希望的人，為了各種不同的理想和目標

間，創造了一個利於交流對話、充滿機會與可能的平

‧ 龍應台文化基金會――「思沙龍」系列講座

注 21 世紀女性角色的所有議題。在性別的區隔之中，我們

如此奮勵的努力著，他們豐滿了華山文創沙龍，

台，試圖連結不同的參與者和各方的交流資源，持續不

‧TEDxTaipei ―― Open Mic 好點子開麥

看見更深刻的關注與積極，嘗試用理直氣壯的口吻表述性別

也因為有華山文創沙龍，所以可以看見這些可能，

斷的滾動蔓延，孕育城市創意、創新的能量。

‧ 竹圍工作室――創意城市座談會

議題中直白簡單的平等。

我們除了與有榮焉外，也更加篤定這個計畫能成

‧ 米蘭世博外帶臺灣館―― op to go 分享會

――「臺北文學季」的系列講座，邀請來自海內外，在各城

為暖洋黑潮。

‧ 食力 food NEXT ――食鋪系列講座

非常木蘭「女人沙發」系列講座，嘗試用理直氣壯
的口吻表述性別議題中直白簡單的平等。

非常木蘭提供／林敬原攝影

非常木蘭提供／林敬原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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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ver Ts.

蕭青陽不但是優秀的設計師，說起「峇里島趕鬼大
進擊」來，也把沙龍現場所有目光抓得緊緊的。

（撰文／楊雅筑）

王月與譚敦慈對談「失去的禮物」，說到深刻處真
情流露，動容飲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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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山文創沙龍 2015 年活動總覽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10

日期

天數

場館

活動名稱

01/21		

1

拱廳

習作假期－與蕭青陽一起「峇里島趕鬼大進擊」			

01/09		
01/22		
01/28		
02/03		
02/04		
03/04		
03/11		

03/14~03/17
03/18		

03/19~03/20
03/25		
03/29		
04/08		
04/14		
04/15		
04/18		
04/21		
04/22		
04/25		
04/28		
04/29		
05/05		
05/12		
05/13		
05/15		
05/15		

05/18~05/24
05/27		
06/17		

1
1
1
1
1
1
1
4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6
1
1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LAB22
LAB22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大塊出版－黃威融《雜誌俱樂部招生中》主題講座			
竹圍工作室－推廣創意城市行動計畫				

習作假期－與文物修復師蔡舜任一起「復刻時光義大利之旅」		

              參與人次

鋦瓷工作坊－進階班						
心靈沙龍－趙雅麗						

2015 台北文學季講座－從台北看東京				
女人沙發－私密話題大聲說					
聲物狂想曲－ 1							

紀州庵紀錄片放映會						
米蘭世博外帶臺灣館						
聲物狂想曲－ 2							

心靈沙龍－趙雅麗						
米蘭世博外帶臺灣館						
聲物狂想曲－ 3							

心靈沙龍－趙雅麗						
聲物狂想曲－ 4							
聲物狂想曲－ 5							

女人沙發－我就是品牌 						

60
60
57
40
25
20
30
90
70
60
30
60
60
15
60
60
15
52
56
50

拱廳

《凝視：霍榮齡作品》新書發表會					

109

拱廳

達克羅士音樂研討會						

240

女人沙發－異國人妻的婚後冒險					

45

拱廳
拱廳
拱廳

習作假期－日本大地藝術祭的台灣啟示				
Lydia@Talk Future						

32

07/02		

1

拱廳

《雁城諜影》新書發表會						

34

07/22		

拱廳

女人沙發－女性的社會參與					

33

45

藝文沙龍－鋦瓷							

場館

55

60

習作假期－普羅旺斯作家與狼					
鋦瓷工作坊－初級班						

天數

31

130

習作假期－飛往歐洲的香氣地圖					

日期

65

TEDxTaipei Salon －創意聚落					
習作假期－當出版不再只有書，從土地到餐桌的咖啡			

編號

62
65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06/28		

1

07/12		

1
1

07/28		

1

07/29		

1

07/31		

1

08/04		

1

08/11		

1

08/14		

1

08/26		

1

08/30		

1

09/05		

1

09/12		

1

09/18		

1

09/20		

1

09/25		

1

10/02		

1

10/04		

1

10/12		

1

10/14		

1

10/16		

1

10/19		

1

10/30		

1

11/02		

1

11/16、17

2

11/18		

1

11/29		
12/09		

1
合計

1

拱廳
拱廳

活動名稱

有物報告－訂閱經濟趨勢						

「我的 80 年代」主題講座－閱讀 80 年代都會文學			

拱廳

「我的 80 年代」主題講座－回望華語八○歌詞學			

拱廳

「我的 80 年代」主題講座－「台灣新電影」的城鄉人情社會觀		

拱廳
拱廳
拱廳
拱廳

52
70

誠品講堂－風土 ‧ 野性 ‧ 創意學					

拱廳
拱廳

              參與人次

63
75
83

故事別境－回家							

88
79

「我的 80 年代」主題講座－談 80 年代西洋影視衝擊			

125

「2015 華文創作節」系列講座：我的解構與建構－就從詩開始		

80

98

故事別境－我的第一次						

81

TEDxTaipei － Open Mic 好點子開賣				

100

《賣橘子的字我解嘲》新書發表 & 相聲短演 & 簽書會			

150

食舖一講－舌尖上的相對論					

130

拱廳

「2015 華文創作節」系列講座－我的創作之路				

98

拱廳

Creative Impact in Asia						

拱廳
拱廳

吳沁婕《為什麼一定要一樣》新書發表會				

拱廳

「2015 華文創作節」系列講座－我的第一本創作			

拱廳

故事別境－冒險							

拱廳

拱廳
拱廳

女人沙發－失去的禮物						

150

Q Place 電影人聚會						

60

拱廳

「2015 華文創作節」系列講座：劉梓潔 × 田威寧 × 周紘立		

拱廳

「亞洲漢生療養院之區域合作」國際研討會 				

拱廳

食鋪三講－火鍋料的秘密						

拱廳
拱廳

56

250

「2015 華文創作節」系列講座－解嚴後小說新戰場			

拱廳

61

思沙龍								

拱廳
拱廳

65

80
70
85

大地藝術祭分享會						

50
67

故事別境－荒唐							

102

女人沙發－明天也要作伴						

175

69										

75

合計

4,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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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朗讀節跨界與精品界、家具生活產業界等合作，
營造無地不玩無時不樂的歡愉氣氛。

詹宏志是 2015 年華文朗讀節的三位焦點作家之一。

華文朗讀節
我們將時間回到中國宋朝，在當時，說書是普及的大眾娛樂，說書人在市

朗讀，也與科技界、精品界、家具生活產業界等合作替

街上或說或唱，活靈活現講述一段段史話，講到精采處一句「欲知後事如何，

為此，我們於 2013 年開始策展「華文朗讀節」。

平台注入資源。我們致力開拓平台，讓該相遇的人相遇。

且聽下回分解」吊人胃口。而在 150 年前的古巴雪茄工廠，工人們為了排遣

華文朗讀節至今已舉辦了三屆，吸引超過 20 萬人次

跨國：以華語文為核心，建立深度的國際交流平台

枯燥的捲菸作業，自掏腰包請人來朗讀詩歌、小說或報紙。當上工的鈴聲響

參與，邀請超過 250 位名人朗讀，舉辦 266 場文學活動，

華語文即將成為第二國際語言，以華文為核心的知識

起，「朗讀員」扯開嗓子為工人朗讀，文字化為聲音傳入每位工人的耳中，

與超過 100 個品牌進行跨界合作，累積 462 本朗讀書籍。

創造，未來將會通過全球的漢學家與譯作家傳播全世

而這也成為古巴雪茄工廠延續至今的一項傳統。到了近代的德國萊比錫，在

華文朗讀節開拓人們對閱讀的想像，讓最個人與私密的

界。透過譯動國界論壇及華語文學習為主軸之活動，我

每年固定舉辦的「萊比錫朗讀節」（Leipzig Reads）期間，除了書店、咖啡

閱讀行為與靜態的文字成為動態的風景，也是作品與讀

們經營與國際譯作家及華語學生的群聚交流。

館及酒吧，甚至在醫院、藥妝店、法院都有上千場朗讀活動在進行，吸引全

者間最直接的交流。

跨場合：

世界熱愛文學的信徒前來朝聖。
我們發現，原來，透過「朗讀」，文字作品可以變得如此有趣、如此平易
近人。

讓朗讀變時髦，讓朗讀無所不在

跨界、跨國、跨場合
為了作出更大幅度的跨越及創新，我們訂立了三個核
心目標：
跨界：出版產業為核心，建立跨界創價平台

使朗讀無所不在無所不能，成為鼓勵作家原創的平台
如果有一天，朗讀融入生活、蔚為風氣，成為一種無
地不玩無時不樂的歡愉休閒，成為一種「國民時尚」，
那時候，原創作品會更有出路，出版產業「集體繁榮」
的基礎會更加穩固。

焦點、夢想、大聲說

我們想讓更多人知道「朗讀」並不嚴肅，更不是與你我都無關的老掉牙行為；

華文朗讀節的核心在出版產業，願景在創造出版產業

親子間的床邊故事、讀情書告白、為不識字的長輩讀報紙……等，任何將文

的集體繁榮，而跨界聯結其他產業共襄盛舉，則是創造

字轉化為聲音的表現，都是「朗讀」，這些也是許多人的共同經歷。

更大價值的方法。除作家及出版界外，我們也邀請如張

第三屆「華文朗讀節」在 2015 年的秋季展開，同樣

小燕、韋禮安、柯文哲等藝能界及財經政治界名人登場

於台北華山文創園區及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同步舉行，內

我們希望擴大民眾對朗讀的想像，讓朗讀能像空氣一樣，從床邊到草地、
12

從個人到集體，以嶄新的面貌重新時髦起來。

13

岳國介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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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書房」公開徵件，歡迎任何對閱讀推廣有夢想
的個人或團體都來報名。

帶一本書來野餐，朗讀可以很輕鬆、很自在。

「字外之音」結合音樂與投影技術，將文字立體化、聽覺視覺化，
看文字如何與音樂於空氣中線性流動。

容上除了延續「朗讀劇場」「城市朗讀」「譯動國界論

景象呢？我們突發奇想，以這一兩年興起的國民運動

每一本書都是一個宇宙。將字句朗讀出來，連成朗讀者

壇」等特色活動外，更持續思考如何將朗讀形式變得更

「野餐」做為號召，舉辦朗讀音樂會、草地書集、朗讀

與聆聽者之間的線，牽引雙方進入獨特的世界，這的確

為多元且貼近生活，第三屆新增亮點簡介如下：

電影院等活動，將朗讀以容易親近的方式帶入生活之

是件神秘又美麗的事。華文朗讀節是一場閱讀與聲音的

焦點作家：

中。

盛大慶典，獻給享受文字力量的所有人。

許多作家以一支筆為時代續火添薪、照亮路徑，涵蓋

字外之音：

散文與小說、兒童與成人、世界與家園、性別與歷史。

這是一個朗讀 × 音樂的跨界整合裝置，我們邀請到

華文朗讀節希望每年選出三位焦點作家，透過展演等形

林宥嘉、張鐵志、魏如萱、馬世芳、王榆鈞等五位音樂

式，讓更多民眾可以更深入認識他們的作品，並藉此展

人錄下詩詞吟讀，結合音樂與投影技術於現場播映。將

讀台灣文學心靈，聆聽屬於這座島嶼的聲音。第三屆的

文字立體化、聽覺視覺化，看文字如何與音樂於空氣中

焦點作家為林良、平路及詹宏志等三位為台灣文壇貢獻

線性流動著。

良多的作家。

大聲說市集：

夢想書房：

（撰文／林季陽）

每年有一萬兩千位從各國來到台灣學習華語文的學

除持續邀請出版社參展外，首次公開徵件，任何對閱

生，除了台灣具備無可取代的文化資產及優秀華語師

讀推廣有夢想的個人或團體都可報名，最終吸引 41 單

資，更是因為台灣的美好生活與豐富的藝文環境。華文

位參與設攤，書房現場除書籍展售外，更有「為你朗讀」

朗讀節與全台華語文中心合作，邀請華語生及在台外國

或書籍交換等實驗性的攤位。

人共襄盛舉，透過各式華文朗讀、展演、市集等讓世界

帶一本書來野餐：

各國愛台灣的朋友秀出創意、分享生活。

如果每個人都帶著一本書到草地上，那會是什麼樣的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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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個故事，都承載了某種精神和經驗，用一種
細膩的溫度，溫熱著人與人之間最神聖的交流。

除了交流人際間的溫暖，「故事」
還有可能發展出鋪陳創作的線索，
張開原創的羽翼，振翅成一股清新
的價值和力量。

無論是回家、第一次、冒險或荒唐，聽者都可以
從講者的經歷中，看見自己以外的世界。

在故事中，我們看見表情、看見
喜怒，看見挫敗與無奈。

李雨霈攝影

李雨霈攝影

李雨霈攝影

李雨霈攝影

故事別境
世界的樣貌隨著數位科技時代發展而產生巨大的變化，從人類發展史的進
程來看，五年不到的時間，就顛覆了近千百年來人類互動交流的模式。不過，
即便工具和媒介載體日新月異、更迭不休，但「故事與記憶」對人類來說，
始終凌駕於科技，掌握著生命的主體。

人與人之間最直接且溫暖的交流

16

四個主題，看見無限的人生
2015 年，故事別境舉辦了下列活動：
7 月故事主題：回家
8 月故事主題：我的第一次
9 月故事主題：冒險
11 月故事主題：荒唐

各式可能的「第一次」，承擔決定的「冒險」，粉碎制
式定義的「荒唐」，無疑是最過癮的真人實境。

三百多人，種下文創發展的種子
故事別境中最美的畫面，是每雙離開手機螢幕專心聽
故事的眼睛，是每張問卷中意猶未盡的回饋。故事別境

與人互動最切身的溫度，是對話時眼神的流動，是語調起伏的韻律，是每

這 4 場活動，邀請了 19 位分享來賓，就該月份的主

展望中的成果，是回到最直白的傾聽，當我們可以打開

一段故事背後真實的心情和真摯的情感。我們都體驗過這種分享：和師長、

題，講述與他們經歷相關的故事。來自社會不同領域的

耳朵聆聽的時候，我們就有辦法感知在自己世界之外的

同學、朋友、甚至陌生人，暢談一段歷程，彷彿就跟著經驗了人生的片段，

講者，使我們得以在有限的生命時空中，看見無限的人

變化，進而能同理別人。

從傾聽中打開一扇門窗，望見自己以外的世界。每一段訴說，無形中都承載

生向度，每一段故事都讓人從各種稱謂和標籤中立體出

2015 年，三百多位參與故事別境的民眾，和我們一

了某種精神和經驗，以近似所謂的傳承，往久遠追去，如同口述歷史般一代

來。我們看見表情、看見喜怒，看見了挫敗和無奈，在

同寫下了這一年故事別境的故事。只要能啟發重新思考

傳過一代，用這種細膩的溫度溫熱著人與人之間最神聖的交流。

故事中貼近眼前人的心情，在各種經歷中體認到一樣的

自身故事的可能，以及增進對他者生命的理解，我們相

我們懷著這樣的心念，冀望藉由「故事別境計畫」，透過實體的現場活動，

困境和希望。無論是電影剪接師、獸醫師、副導演、小

信，這種浸潤式的質變，能豐厚成足以撼動社會氣質的

讓大家重溫傾訴的美好，再現人與人之間最直接最溫暖的交流，甚至能由

說家、創業家、麵包師傅、品牌規畫師、旅行作家、瑜

力量。

「故事」發展出鋪陳創作的線索，張開原創的羽翼，振翅成一股清新的價值

珈老師……。這些在生活中或曾出現和想像的角色，在

和力量。

故事別境的現場，歡暢直指「回家」的追尋，交換百工

（撰文／楊雅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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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譽翔、鍾文音、賀景濱在著名的萊比錫書展朗讀會現場，與德國出版人、
媒體人甚至不同國籍的作家與翻譯家接觸，交換創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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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更遠的邊界
啓動台德文創交流，推廣台灣雲端書庫…

從文學外交到文創外交

聽見那島：台德文學交流合作計畫
華山作為文創產業園區的先行者，在瞬息萬變的時代潮流中昂然挺立，聚集蓬勃的創意發想，吸
引各領域的頂尖人才腦力激盪、碰撞新思維，這片園地一次又一次地成為各路好手實驗與實踐的舞
台，勇敢突破現狀的熱情與莫忘初衷的堅持不懈，焉然形成了一方富有魅力與內涵的文化聚落。

文學要如何文創、什麼是文學的文創？
放眼文創的斑斕領域，文學，相對而言是較為艱深的一環，卻能體現一個國家的文化底蘊和在
那裡生活的人們的情感依託。文學要如何文創、什麼又是文學的文創？這些問題足以引發一連串
的討論。
我們試著從這個角度切入思索看看：文創除了落實成為有形的商品與展演之外，還有沒有其他
可能的姿態？比如，它能化身成為和國際間接觸的叩門磚與開拓者；比如，它能以承載人類共感
的文學創作，跨越國境，敲開彼方不同文化的心靈。
由文化部推動、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執行的「聽見那島：台德文學交流合作計畫」，就是以「從
文學外交到文創外交」的理念，邁開與眾不同的步伐。自 2015 年起，三年間帶領 9 位台灣作家——
賀景濱、鍾文音、郝譽翔、巴代、李進文、伊格言、藍博洲、何致和、羅毓嘉——前往諾貝爾文
學獎搖籃德國柏林文學學會（LCB）駐會創作。他們以作家身分、獨特的個人魅力、深具代表性
的作品，在歐陸的文學殿堂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學界人士交往互動，為三月的柏林帶來一股清新
的台灣暖流。
18

19

鍾文音在柏林文學學會「台灣文學之夜」上
朗讀自己的作品。

郝譽翔、鍾文音、賀景濱拜訪 Galiani 出版社。彼此說話的語言雖
不一樣，但創作的語言卻能自然交流，牽引出源源不絕的共同話題。

那島」堅定不移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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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小說家，在柏林文學學會首次舉辦的「台灣文學之

極短時間自駕周遊德國，在路奔馳的暢快在短篇小說集

在返台後的駐村經驗分享會中，作家們在華山傳遞第一手
德國文化觀察、文學經驗與出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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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3 月，賀景濱、鍾文音、郝譽翔三位知名的

本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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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征柏林，「台灣」已不再是個遙遠的名字

柏林文學之家（Literaturhaus Berlin）舉辦深度茶會，台德文友
互相交換創作經驗，充沛彼此的創作能量。

畫家阮光民共同實驗，將短篇小說〈石獅子會記得哪些

《速度的故事》裡發揮得淋漓盡致，這番經歷無不讓德

在國內，「聽見那島」也積極串連出版社，在作家回

事？〉譯為圖像 / 漫畫，再邀請英、德、法、日四語譯

國文化人側目，引發他們對作品的好奇，台灣人在行旅

台的駐村經驗分享會中，傳遞第一手德國文化觀察、文

者來台投入翻譯，三者間的交鋒撞擊，讓所有人感受到

中呈現的觀察與體會，也讓他們吟詠再三。

學經驗與出版資訊，促成人與人、文化與文化、國家與

文學力的噴發，同時也凸顯「翻譯」在文學 / 文化輸出

國家的相互受益，打造讓歐陸看見台灣、讓台灣看見世

占據的重要位置。

夜」登場，站上多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曾親臨的舞

以旅行書寫見長的鍾文音，從柏林結識的外國作家朋

台，朗讀自己的作品。他們專注投入的神情，情感起伏

友身上，獲得了寫作的建議與心靈的鼓舞，異地相遇的

的聲音，來自異國的思維和語言震撼了德國讀者，佐以

機緣、同業之間相濡以沫的情誼，無形間充沛了彼此的

擁有最佳譯文質感的德語試讀本，這些作品就這麼深深

創作能量。

界的文學出版交流平台。

2016 年 3 月， 台 灣 文 創 發 展 基 金 會 旗 下「 聽 見 那

我們深信文學要走向國際，除了合宜有效的策略之外，

島」和「譯動國界論壇」兩個計畫的協同效應再擴大：

質地精良的翻譯文本是最重要的媒介，惟此，不同語言

漫畫家阮光民受到文化部和柏林文學學會（LCB）的

烙印在現場每個人的腦海中，「台灣」已不再是個遙遠

郝譽翔與《夏之屋，再說吧》的作者尤荻特 ‧ 赫爾

的讀者才得以真正進入作品的世界，了解其中蘊含的思

邀請，與那島作家巴代、李進文、伊格言一齊前往柏

的名字，它的風土人文與城市鄉間，在經過文學的洗禮

曼（Judith Hermann）會面的時候，意外發覺兩人的生

想脈絡。事實證明，「聽見那島」系列試讀本獲得業界

林，與 2015 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塞維奇（Svetlana

之後，頓時具象和鮮明了起來。

命經歷有許多相似之處，她們同為母親，也同樣堅持創

好評和讀者讚賞，為台灣文學在德國扎下穩健的一步。

Alexievich）做一整個月的鄰居，在萬湖邊盡情創作、

在計畫的媒合之下，作家們也與出版人、媒體人甚至

作，這些共通的地方帶來了親切與熟悉，心境上的相互

當「聽見那島」每年春天在國際開疆闢土的同時，台

交流。而阮光民的視覺文學作品〈石獅子會記得哪些

不同國籍的作家與翻譯家接觸，交換創作經驗――當東

理解，使得她們在閱讀對方的作品時，多了一分欣賞與

北華山秋天的華文朗讀節中，「譯動國界論壇」接續聖

事？〉也將被正式介紹給德國讀者。同時在歐陸最大讀

方與西方的文學相遇，說話的語言雖不一樣，但創作的

感觸。

火，邀請外國翻譯家來台，與台灣作家、翻譯家、編輯

者書展萊比錫書展上，聽見那島也建立 18 平方米的文

人攜手精研翻譯的技術與藝術，舉辦論壇，互通和傳播

學據點，以文字和圖像等創意的形式，打造一個有溫馨

最新文學出版動態。在兩個計畫交互作用之下，文學跨

台灣味的文創交流場，至於成果？敬請拭目以待，歡迎

境的能量如聲波般激起輻射效應―― 2015 年 9 月「譯

有志者一同投入！

語言卻能自然交流，產生難以言喻的默契，進而激起共
鳴，牽引出源源不絕的共同話題。
文壇的「博學鬼才」賀景濱與偏愛哲學的德國出版人
氣味相投，從哲理思辯討論文學。他喜歡賽車，曾以
20

回到台灣，把文學、漫畫、影像串起來、譯出去
這就是文學跨越國境、打動人心的力量，也是「聽見

動國界論壇」媒合文學與圖像，促成小說家吳明益與漫

（撰文／王為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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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那島：柏林文學學會朗讀會後記

想像力有多大的後座力？
撰文／賀景濱

2015 年 3 月 18 日晚上，柏林仍瑟縮在春寒抖顫的水氣中；但位在萬湖邊的
柏林文學學會，有一場暖烘烘的、來自台灣的朗讀會正在舉行。近尾聲時，

從文本內容看，魔幻寫實當然沒有物理定律那一套，也

思，那跟無的放矢有何兩樣？就是在這一點上，《愛麗

拋掉了魔棒神丹的包袱。魔幻寫實是扣緊現實的夸飾和

絲夢遊仙境》和《哈利波特》的價值高下立判。

主持人梅科（Meike Schlüter）用德語朗讀了幾段《去年在阿魯吧》的譯文。

變奏，唯一的規則就是要逼近現實，但在逼近時，所有

隨著她戲劇張力十足的腔調，席上不時迸出竊笑或爆笑聲。我沒聽過這麼挑

不可思議的、超現實的事件就這麼發生了，既隨性又任

但最根本的問題還在於，對現實的批判和省思，為什麼

逗的聲音，即便聽不懂半個字，還是能誘惑你一步步陷入那不可知的情境中。

意。力大無窮的男人被槍殺後，血會從郊外一直流到家

要藉助虛幻的想像呢？

直到末了，梅科問了一句話，才讓我驚醒過來。

門前，讓媽媽知道他死了。迷死人的美女平日不愛穿衣

從結構主義的角度看，從在篝火旁講述第一個狩獵的

服，只愛剃光頭，有天隨手抓住晾著的床單就此飛天消

故事開始，或是在洞窟壁上畫出第一隻牛時，顯然有兩

失了。這其中毫無因果可言，一如法蘭茲卡夫卡的超現

個世界在智人腦內分裂開了。一個，是經驗構建的現實

實，但賈西亞馬奎茲卻一再堅稱，這絕不是超現實，這

世界；另一個，是用符碼或聲腔構建的、人為的、或說

是拉丁美洲的現實。

是藝術的世界。而長踞主流的「鏡像論」，總是把藝術

她問：「這書中出現了一大堆未來生活的新發明，你認為哪些裝置真的可
能實現呢？」
我想起當初發表第一章的虛擬實境後，不到一年，任天堂就推出了體感遊
戲 Wii；書中提到了自動對話程式、可以上網的隱形眼鏡，但小說出版後兩三
年，蘋果就推出了 Siri，谷歌也推出了智慧眼鏡。

當成現實的鏡像。竭盡所能的模仿現實、貼近現實、甚
再一次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現代主義的超現實是對上

且慢，這其中似乎隱藏著一個弔詭：你預測的東西實現得愈多，可能代表你

一代寫實主義的反動，認為寫實主義已喪失了解釋現代

但說穿了，鏡像論也是人類眾多的想像之一而已。

的想像力相形愈發薄弱。

世界的能力。而魔幻寫實則是對超現實的再一次反動，

看看我們的現實吧。宗教，是發源於恐懼的想像；部

怎麼說呢？

或者，你說是寫實和超現實的私生子也無妨。因為在那

落、酋邦或國家，是基於結合需要的想像；法律，來自

片飽受殖民摧殘、高壓統治的土地上，在每個人隨時隨

於我們對公平這種渴望的想像，而歷史，從來就是我們

地都可能無故蒸發的時代，只有魔幻寫實，才能描繪出

用符碼構築的共同想像。為了分配權力，我們甚至想像

滿載著屍體的一百節火車，迤邐駛過香蕉田的奇景。

出君權神授或天賦人權的這樣的學說來。自由、平等、

回頭想想看，網路出現前，在成千上萬本科幻小說中，有誰預見了 WWW
這怪物？
但梅科的問題顯然不僅於此。《去年在阿魯吧》也提出了近似的問題：我
們文明最大的謎團是，為什麼只要我們想像得到的，最終都會被發明出來，
只要不違背物理定律的話。

從前從前，不管是宿命論或超自然信仰，不也都這樣
藏在被壓迫、被剝削的民間傳說裡嗎？

博愛，我們用這些想像做了多少事？要是沒有想像出鈔
票和股票，我們哪能構建出台北 101 這樣的現實？

奇幻可以創造自己的王國和歷史，科幻則聚焦在未來

科學像棈靈炸彈，一再摧毀我們認知的現實；像雷射

是的，就是這道物理定律，把科幻和奇幻小說勉強劃出界線來。在奇幻小說

或未發生的歷史，但對飽受壓迫的小說家來說，他們更

手術刀，一再切割改變現實。但文學的想像力像狙擊槍，

中，其實你也可以看到藏在背後的潛規則；只不過那些規律，並不是出於自

急切地想從過往的歷史尋求解答。這就是魔幻寫實充滿

只要射出一發子彈，光後座力就能讓現實顫抖漣漪不

然的限制，而是來自作者人為的干預。例如，你一定要戴上魔戒，才能獲得

了那麼多國族或家族書寫的源頭。《百年孤寂》說穿了，

止。卡夫卡、馬奎茲都這證明過這點。

無邊的法力；再不濟，至少要買根魔法棒，才能像哈利波特點石成金；或者，

問的就是這個問題：拉丁美洲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吞下九轉還魂丹，立馬增進一甲子功力。
當然啦，物理定律也常在推翻自己。《封神榜》裡的千里眼順風耳，《西
遊記》裡的騰雲駕霧，用今日的眼光看，還能叫奇幻嗎？

愛因斯坦說：「想像力比知識重要。」大概就是這個
意思。

好了，到此我們可以得到「民主自由是科幻的搖籃，專
制獨裁是魔幻的溫床」這樣的結論嗎？

就發生學的角度看，奇幻當然是神話的直系後裔。也只有在啟蒙運動後，

不，這只是表象。台灣這一百年來，歷經了殖民、獨

科學的唯物史觀橫掃歐洲之際，才會孕育科幻這樣的怪物。從此，唯物唯心，

裁和民主的沖刷洗禮，魔幻和科幻並起並存，自然不足

分道揚鑣；物理定律和作者之心，殊途再難同歸。

為奇。
但關於想像力，我們還沒談到本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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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服務現實，都是鏡像論的徒子徒孫。

但我們要怎麼看待更晚出現的魔幻寫實呢？魔幻跟奇幻要怎麼劃分？更重要

當初，哲學靠著懷疑邁出第一步，文學靠的是想像。

的是，文學史要怎麼解釋，為什麼科幻在北美開花結果時，魔幻卻在南美悄

但是回歸到最基本的價值觀，如果所有的想像，不管是

悄滋生蔓延？

奇幻是科幻還是魔幻，要是喪失了對現實的批判和省

沒有想像，沒有文學；沒有想像，更不會有我們如今
這樣的現實。
所以，我們其實不用問，未來還會有什麼新裝置或新
發明是可以想像的。
實情是，我們一直都活在想像中。
一直是。
（作者為「聽見那島：台德文學交流合作計畫」駐會寫作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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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閱讀始終是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重要的核心目標之一，
華文朗讀節和台灣雲端書庫聯手，為這個理想再加一把力。

台灣雲端書庫要用各種創新做法，打造未來的圖書館。

台灣雲端書庫推動「公共借閱權」概念，希望「在雲端借書，
由政府出錢」的福利越來越普及。

本刊資料

岳國介攝影

岳國介攝影

台灣雲端書庫
不論在任何地方，只要透過電腦或數位載具，即可免費使用圖書館的借閱
服務，會是多麼便利的一件事？這樣的想像，在 2013 年由「台灣雲端書庫」
達成了。

在雲端借書，由政府出錢

24

好事情，用力推！

希望提供民眾對未來閱讀方式的想像。
此外，我們也發起「樂捐閱讀計畫」，鼓勵閱讀的

推廣閱讀始終是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重要的核心目標

分享，現場若購買指定書籍一本，即捐出一本電子書

之一，因此自台灣雲端書庫開辦之際便支持至今，並從

作為回饋，以實質的號召鼓勵閱讀。而該次活動更醞

旁推動數位閱讀的新浪潮，而「華文朗讀節」則為合作

釀了同年 10 月「台灣雲端書庫 @ 臺北市立圖書館」上

萌芽的契機。

線的借閱熱潮，為打造臺北為「全球繁體中文電子書

台灣出版產業面臨了許多的挑戰，包括紙本書的需求日益減縮，數位出版

2013 年，台灣雲端書庫透過華文朗讀節平台正式宣布

商業模式尚未發展成熟，以及華文出版市場整合難度高，對此，出版業者一

啟用，此後的兩屆皆於高雄駁二展場內設置展位，透過

直在戮力尋求更實際有效的對策，無日不輟。「台灣雲端書庫」由遠流出版

繪本朗讀活動吸引親子前來參與，現場並提供高雄市民

「一本書、一個夢想」，科技高度發展，城鄉差距應

公司發起，除了推動新型態的閱讀外，更引入「公共借閱權」概念，民眾每

辦理借書證，實際體驗借閱服務。2015 年第三屆華文朗

該跟著拉近，數位閱讀旋風應該繫緊每個夢想；為了打

借閱一本書，就由市政府給付固定費用回饋作家及出版社，希望以閱讀推廣

讀節則於華山文創產業園區展出「未來圖書館」，在館

造全民共享的知識平台，「台灣雲端書庫」持續努力不

為核心，建立永續的數位閱讀生態系統。今天，台灣雲端書庫已是國內流量

內可以「看」得到展示書籍，可以「聽」得到朗讀的隻

懈怠！

最大的電子書公共租閱平台。

字片語，更可以經由 QR Code 的串聯，進入雲端閱讀，

之都」暖身。

（撰文／林季陽＋林玉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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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T

構築更大的網絡
攝影展傳真台灣農村甘苦，
鋦瓷工作坊重現傳統民間工藝…

《風吹日炙：農村生活甘與苦》攝影展
一位攝影師不畏風雨的追逐光影 20 年，20 年後，遇見了發掘其作品力量的
文字工作者，二者碰出火花，成就了一本紀錄台灣農村的動人攝影集《風吹
日炙》。然後，這一份時代的紀錄又從台灣展開旅程，前往美國洛杉磯，讓
當地華人及國際人士透過影像進入時光隧道，感受台灣人與土地的深情。
這是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遠流出版公司與文化部洛杉磯台灣書院合作策
畫的《風吹日炙：農村生活甘與苦》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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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ward. T

黑的溫暖、人的氣息；停久一點、看深一些…

尋常器物、農村滄桑；常民生活、工藝之道
文字工作者陳淑華在 2014 年認識邱德雲，受《風吹

開始攝影，雖然歷經 60、70 年代沙龍與寫實攝影的激

日炙》系列作品驚豔。她以報導文筆詮釋物件的沉默，

烈對抗，其心所繫的題材還是以勞動工作者及農村生活

帶領觀者探索歲月刻畫的故事。如今攝影師已不在，但

居多。90 年代，邱德雲穿梭在荒廢的農舍與工作場所

透過文字與影像的對話，觀者藉由閱覽一頁台灣農村的

中，拍攝超過百件被用過或被棄置的農村工具與生活器

滄桑，透澈一件件舊時的生活器物，走進一條以常民生

具，萌生了「以物喻人」來凸顯農村老人困境的攝影旅

活為依歸的「工藝之道」。

遠流提供／邱德雲攝影

邱德雲是位出身苗栗農家的客家攝影師，自 1958 年

程。他將這個系列命名為《風吹日炙》，比喻這些日常
用具可能生鏽、可能沾了泥巴，經歷歲月的蝕刻，但「活

《風吹日炙：農村生活甘與苦》攝影展在洛杉磯台灣書

著」的堅持，使它們發出光芒。作品中使用大量的黑，

院分兩檔期展出，一檔為期 3 個月，共展出 100 件作品。

也似乎提示觀者：停留久點、深點，看得出黑中的溫暖
及人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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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撰文／王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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鋦瓷技藝相傳始於中國宋代，
這是《清明上河圖》上描繪的
工匠鋦瓷情景。

本刊資料
左三皆為本刊資料

王老邪有「天下第一鋦」的美譽，「縫補生命，修復
藝術」是他的家傳八字箴言。
工作坊的學員聚精會神地聽講習藝。

難得有緣和「天下第一鋦」的工藝名匠討教傳習，
工作坊學員交流互動相當熱烈。

王老邪鋦瓷之道
昔日台灣社會崇尚節儉，「惜物愛物」的觀念相當普遍，即便不小心將碗
盤摔破了，人們仍會小心的將碎片拾起，請俗稱「補仔」的工匠用金屬釘修

你得讓這銅片兒舒服，它才會讓你舒服

「平鋦」技法開始，到更進階的壺蓋包口及缺口修補。
雖然多數學員深富藝術創作經驗，但王老邪不停強調家

補牢固後繼續使用。今日社會富足且追求潮流，對於破損的器物往往是直接

更有趣的是，鋦瓷技藝除修復外，更漸漸演變為藝術

傳八字箴言「縫補生命，修復藝術」，認為鋦瓷除技法

丟棄、毫不珍惜。1960 年代之後，「補仔」這項行業已成為歷史名詞，「鋦瓷」

創作的表現。不過，現今擁有鋦瓷好手藝的老師並不多，

外更注重精神層面，他操著北方口音向學員說道：「你

一技也已失傳。

來自遼寧、被譽為「天下第一鋦」的王振海（別名王老

得讓這銅片兒舒服，它才會讓你舒服，必須把他當成個

邪）便是其中的名家。

人兒！」學員也因而了解唯有「用心」，且講究「藝品」

從「心」開始的瓷器修補美學
「鋦，以鐵縛物」，用以固定接補有裂縫的器皿。鋦瓷技藝相傳始於中國宋

祖輩就是做細活的師傅，王老邪師承祖父，自 4 歲開
始學習，10 歲即修得一身功夫，現今他所使用的「金剛

和「人品」的結合，才能將瓷器由實用器物轉化為深具
美感及收藏價值的藝術。

鑽」還是從康熙年間祖先所留傳下來的老骨董。

代，《清明上河圖》上即有工匠鋦瓷的情景，明代旅居中國的義大利傳教士

台灣文創發展基金會不僅重視傳統技藝的傳承，更期

儘管活動因場地而有人數限制，但首次開辦工藝相關

利瑪竇於《中國見聞札記》中，對鋦瓷也有這樣的描述：「鋦補修復後的瓷

待藉此吸引藝術工作者參與並激發交流，因此在 2015

活動就獲得不錯的回響，學員間的交流及與講師的互動

器可以耐受熱食的熱度而不開裂，令人驚異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銅絲熔合起

年 3 月份，邀請王老邪來台開辦 6 場共 12 天的工作坊

相當熱絡，甚至以各家之長針對技法討論及切磋。我們

來就是盛湯水也不會漏。」

及 2 場講座。參與的民眾超過半數為文創產業從業人員，

發現，這或許也是促進社群交流的一種可能，期待將來

「修補」一技其實是充滿溫度的，因為惜物及愛物，選擇交付工匠重新修復，

其中更不乏金工師、陶藝家、原型雕塑家、銀飾設計師、

持續耕耘，創造更多交流及對話的機會。

工匠也能體察這樣的心意而用心修補，「鋦瓷」便是這樣一個從「心」開始

花藝師等專業藝術工作者；他們儘管在各自領域皆已成

的技藝，更是舊時樸素節儉社會風尚的真實寫照。

熟成名，仍願意參與並向老師請益。

（撰文／林季陽）

工作坊內容由剪銅片、製做補釘、找碴對縫等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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