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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文學館的想像與實踐
館際交流座談會高雄場側記
文 蕭安凱 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圖 國立台灣文學館、高雄市立圖書館高雄文學館

2014文學迴鄉•館際交流系列座談會（一）
座談主題：文學生命力的延伸──談文學館的想像與實踐
與談人：鄭烱明（主持人）、邱若山、曾貴海、陳坤崙、張信吉
時間：2014年8月17日（星期日）上午10至12時
地點：高雄文學館2樓講座室

翁誌聰館長與5位與談者一
同探討國內文學館舍的設
置，也兼及國外文學館的經
營模式，以他山之石攻錯，
此次是較為集中論述文學館
營運的一場主題式座談會。

2014年文學迴鄉館際交流系列第一場講座，於8月17日假高雄文學館舉辦，由文學台灣
基金會董事長鄭烱明主持，國立台灣文學館公共服務組張信吉組長、文學台灣雜誌社陳坤崙
社長、詩人曾貴海、靜宜大學邱若山教授與會座談。座談會當天國立台灣文學館翁誌聰館
長，以及高雄文學館施純福館長蒞臨致詞。
翁館長表示，台灣文學館是一座國家級的文學館，相較之下，它比其他文學館舍的資
源豐富，在其接任之前，已有歷任館長打下很好的基礎，未來，在文學館本身的業務之外，
希望能夠與全國各地關心文學發展的前輩及同好們交流，因此2014館際交流系列座談會首
場來到高雄，與多年辛苦耕耘並且最有成績的高雄文學館及文學台灣基金會合作，以「文學
館的想像與實踐」為題，同時這次邀請了對日本文學館有非常豐富親訪經驗的邱若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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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在日本，「文學館可能比（公共）廁所還要多，

考？而高雄或台灣各地需要怎樣有特色的文學館？接

隨便一條路上就有一個石碑、紀念館。」他當時對於

下來台灣文學館將陸續與美濃鍾理和紀念館、龍瑛宗

這種現象頗感到不解，但這些令人驚艷的經驗，埋下

紀念館籌備處，以及全國各地不管是籌備中，或者已

了日後在台灣推廣文學館的心願。

經成立的文學館，進行廣泛的交流。

迴鄉回響

攜手點亮自我

日本多達 7 百多個文學館，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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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文學館或紀念館的概念不是從現代才

高雄文學館施純福館長則表示，這次與台灣文

開始的，他認為文化和文學的歷史要溯源到遠古時

學館的館際合作，在幾個月前翁館長親自到高雄來了

代，古代的人用符號在洞穴裡的牆壁上畫圖，留下他

解並且促成這樣一個盛會，高雄文學館非常感謝；同

們生活的紀錄，他並且認為埃及金字塔上面畫的生活

時高雄文學館也要特別感謝文學台灣基金會過去在高

情節：戰爭、愛情、打獵，並且刻上文字講述他們那

雄文學館成立時的大力協助，以及謝謝當天親蒞現場

個時代的故事，因此埃及金字塔基本上是一個大的

的作家汪啟疆先生，在大家共同鞭策與努力下才有今

文化文學館。同時，歷史上的文化和文學像岩層一

天高雄文學館的規模。施館長並且宣布，未來中央公

樣，一層一層舖蓋上去，人類把每一個時代的文化和

園將會有一座「文學台灣館」與「李科永紀念圖書

文學，留在它的岩層裡面，考古學或研究者，透過岩

館」形成一個文學聚落，對於高雄文化提升，與文學

層去發現、去詮釋那個時代整體的生活、文化與文學

的發展將會有正面的幫助。

藝術的面貌。

本次座談會分兩個部分進行，前半場由曾貴

從對於文學與文化的歷史想像，曾貴海談到

海、張信吉與陳坤崙就他們參與或參觀文學館的相關

為什麼要建文學館（按：文學台灣館）的想法，他

經驗進行分享；後半場邱若山與鄭烱明帶來參觀日本

說文學台灣基金會本想將文學台灣館設在鍾理和紀

文學舍的照片，分享他們的所見所聞。

念館旁邊，使它們不僅可以相互對話，同時也可以

從文學館想像到「文學台灣館」

現實因素而作罷。其次是時間壓力，他談到葉老過

使它們變成一個文學花園與公共藝術，但由於諸多
談到文學館的籌建，曾貴海認為這樣的念頭來

世，而他與鄭烱明與陳坤崙年紀也都大了，時間的

自於對文學使命感：「每一個文學家，都要有一個責

壓力讓他們想留下一些東西為這個時代做見證。至

任，把自己的文學留在你的文學館裡面，作為一個向

今回憶起1984年在日本盛岡的車站廣場見到石川啄

文學生命負責任的方式。還有一個，把你的文學，留

木詩碑的震撼，讓曾貴海感動與驚艷不已，這樣的

給下一代的人，或留給這個時代，作為一個記憶的資

心情延續至今，雖然文學台灣館在高雄中央公園的

產。」

建館似乎引起了公園與文學館共榮關係的討論，但

曾貴海從建構文學館舍的重要性談起，回憶

他表示，如同金字塔，文學館是一種軟硬體兼備的

早年在日本短期留學遇到讓他非常驚訝與震驚的經

建築物，它與公園的自然景觀，以及由此延伸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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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坤崙

曾貴海
張信吉
文學步道，其實可以融入市民的生活，召喚來此休

除此之外，張組長提出了一些問題：在日本，

息與閱讀的文化旅人，形成一種日常的生活互動，

為什麼出了車站就能夠遇到詩的碑？日本如何將文學

將文學與藝術融入生活。

變成一種日常性的事務？這恐怕是未來文學館經營要
考慮的問題，我們的社會需要怎樣的文學館？我們有

文學館的美感視野與經營現實之間

怎樣的文學素材與傳統？文學館的經營如何把文學與

國立台灣文學館公共服務組張信吉組長從他個

社會做緊密的結合？文學館要推出怎樣的文學活動把

人在文學館服務的經驗談起，他回顧台灣文學館成

文學變成一種日常性、大家都能夠接觸到的一種生活

立的史前史，指出雖然台文館在 2003 年 10 月由首

習慣？這些恐怕也是滿重要的問題。

任館長林瑞明開始籌備及開館，但台文館的歷史要
從1980年代的民主化浪潮追溯起，彼時強人政治結

從野口英世紀念館到高雄文學館

束，李登輝上任，一些文壇人士傳達了建立台灣自

陳坤崙談到1981年他帶著父親到日本去旅遊，

己的文學家園的想法。他個人在文學館服務了8、9

途中參觀了野口英世紀念館。野口英世是一名醫學

年，陸續到各個地方交流，提及高雄時，他認為這

家，獻身於黃熱病的研究，一千日圓的紙幣肖像即是

裡不僅散發著熱情，還散發了真正的實踐力。他以

野口英世。當時台灣並沒有類似的紀念館，陳坤崙

台東文學館籌備處自吳錦發擔任文建會副主委時代

表示那次的參觀經驗對他的衝擊很大，讓他非常感

至今仍未建館完成為例，來高標高雄的行動力。張

動。日本人把野口英世小時候住過的茅草蓋的房子

信吉強調文學館的經營成功與否端視預算和人力這

保留下來，上面再做一個鐵皮屋加以保護，它裡面展

兩個關鍵點。沒有預算和人力，文學館的經營會面

覽了野口小時候穿的草鞋、寫過的筆、讀過的書的眉

臨很大的困境。譬如台南市的葉石濤文學館，大家

批、穿過的即使破破爛爛的衣服、還有他小時候幫父

都看到很風光的一面，但葉石濤館並沒有常態的人

母砍柴的鐮刀等等。這種展覽等於是一種教育。參觀

力與經費，每年都是臨時性地去思考整個經營的問

了這個令他印象深刻的紀念館，日後在籌劃鍾理和紀

題。雖然談到文學館舍我們強調它的精神與美感上

念館時，他也曾建議鍾家將老家留下來，由於老家早

的想像，但要能夠實踐這些想像，恐怕在預算和人

已敗壞，鍾理和小說中所描寫的小時候的場景因此沒

的條件上要有一些思考。

能留下來，甚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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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若山
鄭烱明

談到高雄文學館的布展，他當時建議高雄市文

文學館、三浦綾子文學館、太宰治紀念館、財團法人

化局應先策畫編印《高雄文學小百科》，全面性地蒐

日本近代文學館、神奈川近代文學館、堀辰雄文學紀

集高雄作家的資料，日後實質的高雄文學館才有可

念館、泉鏡花紀念館、夏目漱石舊居等。邱若山指

能。為了編纂這本書，動員了不少文學朋友，從名單

出，依照日本的民間組織「文學館研究會」（http://

提供、籌組編輯團隊、討論撰寫內容，還有收錄作

literarymuseum.net）的調查，目前日本大約有756間

家資格等，這些都是繁雜的工作。資料初步蒐集之

文學館舍。以日本1都1道2府43縣共47個行政區平均

後，便展開高雄文學館的重新規畫工作。由於高雄文

來算，每個行政區（縣）平均超過16間文學館。東

學館是台灣第一個地方文學館，沒有他館的經驗可供

京89館，最少的琉球只有1館，宮崎縣只有2館。海

參考，個人的紀念館只是以作家個人為主題而已，也

外有2館，其一是倫敦夏目漱石紀念館，其二是柏林

許會延伸一些朋友；但高雄文學館需要展覽的作家

森鷗外紀念館。

很多，把作家們的資料蒐集齊全以後，還要考慮展

邱若山認為日本文學館的定位很有趣，日本的

示空間。2006年，《高雄文學小百科》出版，2008

法律有圖書館法與博物館法，但沒有文學館法，也因

年，《高雄市文學史古典篇》與《高雄市文學史現代

此沒有國立的文學館。如果有國立的，必須制定文學

篇》完成，讓高雄文學有了明顯的輪廓，但即使如

館法。因此日本最大的文學館就是由47個行政單位

此，陳坤崙表示直到現在他還是一直覺得高雄文學館

各自成立，與文學有關的不管小說、徘句、歌人等相

尚未完成，譬如高雄的文藝社團尚未在展示範圍。他

關資料都在蒐集範圍內，現在甚至與電影、漫畫、作

期待有一天這些資料能夠把它完全呈現出來，這樣才

詞家等有關的也都蒐羅，並且日本的文學館不僅是近

是一個實質的高雄文學館。

代的，也擴充到古典，譬如近世文學芭蕉紀念館。日
本最早文學館，是1947年在馬籠宿成立的島崎藤村

參訪日本文學館的經驗與感想
邱若山教授任教於靜宜大學日文系，他長期關

紀念館，截至1997年的統計，它的入館人數已超過1
千萬人次。

注日本各種文學館舍，座談會當天他帶來了豐富的照

為什麼日本有這麼多文學館舍？大約在1980年

片，從北海道、東北、東京、關東、信州、關西、紀

代後期，中曾根康弘擔任日本首相的時候曾經推動

伊半島、四國、九州等地的文學館舍，包括渡邊淳一

市町村地方再造運動，提供每個基層行政單位 1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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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後高雄文學館館長施純福 (後排右)、台灣文學館館長翁誌聰 (前排左3)、詩人汪啟疆 (後排左) 及與談人合影，為此次館際交流留下歷史畫面。

日圓，很多地方蓋溫泉會館，但也很多地方蓋文學

辦徵文或研討會、作家作品朗讀會、文學散步、探訪

館，因此文學館舍大量激增。除了這些資訊，他也分

等，藉由作家筆下描述的路線或地點，貼近創作者或

享了日本文學館舍建築、經營模式與組織、文創與觀

文學人物的心境。至於文學館屬性（公、私立）、

光資源結合等，他認為日本各方面的文學文化設施的

內涵（個人紀念館、文學團體、區域性質或全國性

整備與建設，具備了先進國家的文化水準，台灣未來

質），不同的文學館各有側重的經營或展示模式。談

在這方面有很多的師法空間。

到文學館的活動與營運，鄭烱明頗有感觸地說，日
本的文學館舍九成以上都是收費的，一張門票大約

文學魅力與文化教育

70、80元台幣；而台灣的文學館舍一般不收費，但

作為座談的壓軸，鄭烱明首先簡要地回顧了鍾

收費對於一個文學館舍的營運來說，實際上大有助

理和紀念館、賴和紀念館、高雄文學館及台灣文學

益。他以日本群馬縣為例，一位女性體操老師因脊椎

館。鄭烱明提及自己對於文學館概念的啟發，是他在

受傷頸部以下不能動，她躺著以嘴巴含著筆畫畫、寫

1989年與陳千武到中國，受邀至復旦大學參加一個

詩，後來她居住的村莊為她蓋了一間美術館，參觀的

會議，當時參觀了魯迅故居，對那次的參訪印象深

人愈來愈多，日後村人甚至在一個小湖邊請很有名的

刻，並且還買了一些紀念品。後來曾到英國莎士比亞

設計師蓋了一間文學館，新舊館舍20幾年來參觀的

居故居參觀。這兩次是他過去少數僅有的對於文學館

人數過5百萬，平均一天約有700人參觀，這些門票

的一些經驗，而這幾年跟隨邱若山教授帶團參觀日本

的收益即可投入館舍的營運。

文學館，鄭烱明參加了其中4次，最近一次是文學台
灣基金會主辦，到東京、鐮倉、伊豆文學之旅。

最後鄭烱明分享他五度的日本文學館舍探訪：
東 北 文 學 之 旅 （ 2007 ） 、 北 海 道 人 文 自 然 之 旅

鄭烱明從文學館的本質：保存與收藏作家的作

（2011）、輕井澤文學之旅（2012）、九州文學之

品、展示作家相關文物等敘起，他回憶10年前去印

旅（2013）、東京伊豆鎌倉文學之旅（2013）。他

度參訪甘地紀念館，看到甘地平時穿的鞋子，他並且

最後更是語重心長地表示，希望我們台灣文學館越來

興奮地談到他去參訪太宰治紀念館，館內展示太宰治

越多，保存作家的資料，傳給後代子孫，變成台灣文

在東大時穿著的外衣，當時館內就吊著一件相同的衣

化重要的一部分。

服讓參觀者穿，分享他也穿上那件外衣照了相。
除了典藏文物外，他談到文學館也時常藉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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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座談會由各與談人執筆之專題文章全文刊登於《文學台
灣》第92期（2014冬季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