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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編輯團隊以「建立企業品牌視覺識

別」的態度出發，重新為《屏東本事》設定了所

有規格。從刊名字體、封面繪圖、內頁版型、乃

至印刷紙材等。團隊相信，如同所謂的美學經濟

或手感經濟，對地方職人藝師的致敬，在這個網

路時代紙本流傳若仍有價值意義，那肯定是因為

從寫作者、編輯者、設計者到印刷者，能同心一

《屏東本事》在獲得第 43 屆金鼎獎優良出

版品推薦的同時，精益求精地進行大幅改版。

2019 年以全新面目登場的夏季號，通過社會學

者、同時也是作家李明璁老師所帶領的編輯團隊

「探照文化」，大膽引進各種新的編輯概念，打

造出一本令全國文化出版界一致盛讚的新形態地

方刊物。

屏東新本事： 
用國際標準，做地方刊物
李明璁　《屏東本事》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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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能成就這些美好內容，就不只是編輯團隊閉門

造車所能達成。無數協助採訪的鄉親朋友，對這

本地方刊物一次次的熱情應援，真的是「我屏

東，我驕傲」的認同實踐，也讓這塊土地有著發

光的靈魂、嶄新的自信。

每一期躍上封面、特別吸睛的特輯企劃，是

改版後《屏東本事》的最大亮點。許多讀者不約

而同表示，改版後每期特輯的發想創意、版面構

成、圖文配置、以及內容豐富度，都已達到日本

或歐美生活風格雜誌的水準。有許多人甚至說，

雖然這本刊物是免費索取，但這樣的品質他們樂

意掏錢購買。對編輯團隊來說，能將一本地方文

化刊物，做到讓讀者覺得有國際化水平、且有市

場性價值，這實在是很大的肯定。

氣地來回琢磨、細修慢工，最終所呈現出的紙本

溫度，仍能深刻吸引、打動閱讀人心，乃至讓人

擁有好好收藏的意念。

誠然，美麗形式只是脫胎換骨的第一步，團

隊知道內容更是王道。有了精美的手感讓讀者願

意拿起紙本好好端詳、翻閱，但如果沒有扎實而

動人的故事作為刊物真正的血肉與精神，讀者新

鮮感的賞味期限很快就會來臨。要能真正牢牢抓

住讀者的心、使之產生強烈的認同感，就必須有

強大的企劃能力、以及高明的圖文整合功夫。

於是，從專題企劃到固定專欄，從攝影繪

圖到文字資訊，團隊都希望讓讀者從封面翻到封

底，一路下來細細品味就像看了一部電影。滿滿

盡是南國的日子、深刻的故事、動人的片刻。而

是慵懶休息，或者充電再出發，都很療癒。這

個特輯反轉了很多人的誤解—以為國境之南

位處熱帶氣候區，盛夏一定很熱。但其實根據

統計，恆春最近三十年的夏日均溫，大約在 28

度上下。比起臺北、臺中、臺南和高雄，竟然

以 2019 年夏季號全新改版的當期特輯「南

國納涼」為例，刊物封面採用了新銳插畫家陳沛

珛視角獨特的作品，縣長更是開宗明義告訴大

家：屏東之夏非但不燥熱，還有許多消暑的良

方、秘境與好物。邀請各位來南國納涼，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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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事實上，早年沈葆楨將排灣語地名「琅喬」

更名為「恆春」，就是取其冬不冷而夏不熱，四

季恆如春的宜人氣候。

都還要涼爽些。

原因很簡單，恆春沒有都會水泥叢林、和空

調排放所產生的熱島效應；相對的，由於三面環

海的調節，夏季雖然艷陽高照，卻不會有悶熱之

如同總編輯李明璁所說：「全新改版只是華

麗宣言，做雜誌更講究細水長流。若以農產為比

喻，編輯團隊不僅要學會各種嫁接技藝，才能求

新求變，但於此同時，也必須強根固本、與水土

氣候徹底融合。一本地方文化刊物，如果在形式

上能產生美學的高度，那必然是建立在內容上、

有一種博物學般的廣度」。

於是在接下來的 2019 年秋季號，編輯團隊

帶著這般謙遜心態，在特輯「形形色色」的企劃

設定中，造訪每一個生活與勞動現場，與其說是

「採訪報導」，不如說更像是「學習分享」。

無論是資深職人或入門學徒、農作物產或民藝

創作，所有牢牢扎根於這片土地之上的、人與

物的生命狀態，都可以是編者與讀者的老師。

據此，編輯團隊以田野調查和深度訪談的

社會研究方法，展開在綠意山谷與蔚藍海岸的社

區散步、分享屏東各色職人的夏日計畫、提出各

種消暑解燥的閱讀與音樂提案。當然，也沒忘了

介紹在地各種清涼解渴的特製飲品。透過這個企

劃，編輯團隊想要傳遞的一個重要訊息，正如這

期封底文案所言：「南國的日子，不在他方想

像，就在此時此地」。

全新改版後來自各界的正面迴響，其實超

乎預期。大多數的索取刊物端點，很快就被搶拿

一空，詢問訂閱的來信也如雪片飛來。許多人表

示：「透過這樣的閱讀經驗，讓自己重新憶起在

地生活的種種、或誘發想更深入探索關於屏東種

種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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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期的封面設計相當俏皮可愛，刻意諧仿了

Instagram 版面風格的攝影拼貼，把圓型的、方

形的、三角的、乃至不規則形狀還有各種色彩的

屏東在地物件，以一種放大鏡般的趣味檢視，提

供讀者一個特別的入秋收藏。

 屏東「形形色色」，包含了地景、生態、

聚落、信仰等等好山好水的孕育，以及農產、美

食、建築、民藝等等職人執著的成果。編輯團隊

希望帶領讀者走出觀光客的印象框架，同時也跳

脫在地人的習以為常，試著練習一種獨特的凝視

觀點，重新看見各種形狀、多姿色彩的屏東。

此般精神總結在封底的照片及其文案：「家

鄉，如常的一天，人生的靠山」，襯著一張恆春

居民騎著單車、穿越背景有著巨大而溫柔山景的

街道照片。這個封底圖檔在《屏東本事》的臉書

粉專，引起了前所未有的熱烈共鳴，按讚數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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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作的基礎，透過字彙給定的象徵連結，一切

人事地物才有了獨特的存在感，並據此展開傳

播與溝通。如果說，姓名是每個人從自身、家

庭到社會，不斷向外伸展的本命，地名就是每

個地方收納各種記憶、情感與想像的容器。地

名，讓人們有了「根」（Root），知道自己從

何而來，也讓人們有了「路」（Route），想像

自己朝哪而去。

享轉貼都創下很高紀錄。而這些迴響已不僅來自

屏東鄉親，更擴及全國讀者。

在這樣高人氣的期待下，2020 年 2月出刊的

冬季號，以「這地名真有意思！」為特輯題目，

邀請讀者一起探索屏東各個逐漸演變的地名、眾

說紛紜的地名、同時也是耐人尋味的地名。比起

前兩期企劃，這一期似乎是再走得更深入些。

旅程始於對「屏東為什麼叫屏東」的提問出

發。原來馬卡道族語叫「Akauw」的

地區，漢人音譯「阿猴」，在 1920

年被日本殖民政府重新命名為「屏

東」，因其位於半屏山之東。而不

只屏東市街，各地在當時都有了新

名字，像是原來排灣語的「阿里

港」被簡稱「里港」，客語的「頓物

庄」變為「竹田」，「茄苳腳」改名

「佳冬」等等。甚至還有歷經排灣

語「Vangecul」、到閩南語音譯「蚊

蟀」，最後被日本人稱作「滿州」。

據此，編輯團隊希望透過這些

地名故事的訴說推廣，讓不管是本地

人或外來客，都能感受風土民情的溫

度，產生深刻的情感認同。就像新生

兒來到世間，會慢慢滋長出「我是

誰」、「我和誰是一家人」的認同意

識，始於他的命名。一個地方也是如

此，地名產生了獨特的認同座標，把

地緣關係、自然景觀、社群聚落、文

化活動和歷史變化等眾多因素，都一

併納入。

人類學家告訴我們，命名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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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有趣的是，地名可能還會與時並進地不

斷修改。誰來修改、何時修改、為何與如何修

改、以及修改後產生什麼影響等問題，其實都提

供了豐富的族群、歷史、政治經濟等訊息。只要

開始考察臺灣各處地名，就像翻開一頁接著一頁

停不下來的精彩故事書，呈現出這島國複雜、混

種而充滿動能的多元文化樣貌。

帶著這樣的認知與心情，編輯團隊邀請讀者

一起展開這趟屏東地名的探查之旅。當然，這不

是學術研究、也無法詳盡羅列，只是一次好奇的

示範，開啟一扇瞭望的門窗。透過刊物，讓讀者

從這些習焉不察的「自然稱謂」中，重新挖掘每

個地名底下的獨特身世、以及連結此一身世的風

土民情。

如果讀者翻完這期，能誘引他走出家門，

找找自家地址上的各種命名有何緣由，重新跟

自己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說：「很高興認識

你，請多多指教！」那是多麽有意義又有趣的閱

讀延伸學習。

最後，除了上述各期封面特輯企劃，編輯團

隊在每一期所製作的各個例行專欄，也獲得讀者

很好的口碑。包括開門見山的「在地物裡學」專

欄，每期以細膩的凝視鏡頭，微觀屏東各種物產

或工藝製品，文字則由曾以《物裡學》一書獲獎

的總編輯李明璁親自執筆。此外，位於特輯之後

的「靈感的場所」、「進擊的職人」與」「風格

的瞬間」，都以充分的篇幅，大氣展現風格化的

攝影作品與細緻化的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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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感的場所」，每期邀請一位畫家或設

計師，以圖文回溯自己創作起心動念的在地根

源。比如《街屋臺灣》一書作者、也是今年度誠

品閱讀職人大賞「年度新人」得主鄭開翔，他

在 2019 年夏季號裡就畫了他自己於屏東最愛的

靈感的場所—各個傳統市場與夜市。「進擊的

職人」，則深入訪問在地的手工藝老師，並透過

特寫他們工作現場的精細照片，帶領讀者一窺堂

奧。而位於每期最後的「風格的瞬間」，則是以

滿版攝影佐以生活側寫的呈現，描繪出屬於屏東

在地有格有款又有態度的各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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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很久以前美麗的加禮宛山裡，住著一條

修練千年的青龍，他愛上了一個不該愛上的女

孩，最後化身七星潭海邊的巨型守護石……」，

這是花蓮七星潭撒奇萊雅耆老口中相傳的美麗傳

說，文學家須文蔚老師，將「月牙公主」和七星

潭「青石公」兩個民間傳說故事融合，構成一個

更完整充滿地方民族色彩的浪漫故事。將一個傳

說反覆敘說，有可能即將逝去的自然景觀或原住

民文化，以更親近人的方式保存下來。（秀威少

年）

秀威少年 /10811/72 面 /26 公分 /38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9814805/863

須文蔚 文；蔡佳玲 圖

月牙公主

饒佩茹是大家眼中的「恰北北」，不只會對同學

大小聲，還敢學老師講話，甚至指責主任，但是

在朗讀課文或是上臺說話的時候，聲音卻又像蚊

子一樣小聲。全縣徵文比賽中，饒佩茹獲得了第

一名，更要代表第二名和第三名發表得獎感言。

害怕上臺說話的她，雖然得獎感言仍是以失敗告

終，但最後還是學會了如何克服自己內心的恐

懼。（台灣東方）  

台灣東方 /10809/80 面 /21 公分 /23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382737/863

李光福 作；王秋香 繪

教室裡有鬼
大膽的膽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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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全新改版後的《屏東本事》，

已超乎傳統官方基本規格地在進行製作編輯，從

形式到內容的講究雕琢，對於臺灣社會長期殘餘

「差不多主義」的魔咒、或「多做多錯、不如不

做」的心態，其實具有重大翻轉意義。就像這本

刊物曾紀錄下的所有職人，總是專注執行著各個

技藝的「眉角」，旁人或許不知其中辛苦，但在

最小細節中追求最大差異，正是一國文明水平將

真正提高的關鍵。

用國際標準做好一本地方刊物，讓習以為常

的在地平凡（Ordinary）人事物，能透過一種新

的視角，被仔細好好凝視，從而重新發現其超凡

（Extraordinary）之處。這就是來自屏東的新

本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