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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本不同「再現地方文化」的書籍，透過「詮釋

視角／呈現面向」的差異性觀點進行切入與導讀

探討。

再造屬於高雄人的地方文化：《在

夢境的入口：高雄民間故事集》

就如同一場集體民間文學夢境的摹寫，傳

統民間故事內容生動活潑且包羅萬象，向來提供

了人們生活、思考上的許多借鏡，同時它也維繫

著民族情感與民俗氛圍，長期以來哺育了人類文

明的衍生和發展，更成為文學、音樂、美術、電

影、戲劇甚至建築等創建過程的重要元素。

 

謝貴文總編輯。《在夢境的入口：高雄民間故事集》
（高雄市：高雄市文化局，2007）。

前  言

曾幾何時，穿梭在巷道與街景，那些此

起彼落的鑼鈸聲喧，在地記憶中的文化隨著年

歲、隨著成長也隨著歲月的更迭裡，默默無聲

地消失，或僅是無形存活在上一代老人家記憶

中地方文化，竟只是流傳在代代相傳的口耳之

際，逐漸消隱在我們記憶的印象中。渴望屬於

自己土地的文化再現不只是現代人找尋熟悉記

憶的畫面，更是召喚心靈走進閱讀土地文化的

可能歸宿，但對「在地文化再現」的期待，究

竟是現在進行式的可能實現，還是一種掛在嘴

上成為口號的奢侈想像？

近幾十年來，維護民間文化與「挖掘鄉土

記憶」已是普遍的共識，由中央至地方均於此投

注了大量的心力，然而有鑑於文化的發展必須與

時俱進，從而發展出合乎現代精神的總體需求。

許多在地文化書寫者都是具有發展潛力或對在地

文學長期關注的作家，每一位作者獨自的風格與

藝術詮釋，皆採取能符合民間文化蒐集與再書寫

的理想，盼望書籍的出版能夠發揮拋磚引玉的效

用，喚起更多的人對在地民間文化與故事，乃至

臺灣多元族群文化的探索與重視，進而形塑臺灣

文化主體意識，以下僅就「高雄／屏東」兩地的

走入巷道與街景，  

閱讀「地方文化」再現的各種可能
柯品文　國立成功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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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在整理基礎文

獻的過程中，將屬於「在地的神話、傳說與民間

故事」等資料加以匯集、研究，透過文學與藝術

的手法，將這些臺灣早期所留傳的珍貴文本推衍

與改寫，從而再生成為具有當代人文精神指標的

「高雄民間故事集」。

以文學編織神話與傳說的夢

民間故事豐饒且兼具素樸、瑰麗多變的性

質，確實可視為人類集體夢境的描摹與轉化，其

中蘊藏無盡的藝術人文珍貴寶藏，可說是最耐人

尋味、也是最適合老少咸宜的讀本，如《在夢境

的入口：高雄民間故事集》的推薦序文中所描

寫：「沿著黃色森林中狩獵的倫奇，因為追捕一

隻野生山羌，迷路跑進藍森林，倫奇也聽見姬玲

的歌聲，驚訝不已，循著歌聲前來，適時搭救

了山豬獠牙下性命垂危的姬玲，兩人迅速墜入

愛河，可是在夜晚來臨時，卻又各自守護一個秘

密……」（頁 32）出自本書中高雄原民〈達力克

杜的傳說〉，確實我們有多久沒讀過這樣美麗的

故事呢？

2007 年當時任高雄市文化局詩人局長路寒

袖所帶領 18 位享譽文壇的作家，開創起以故事

編寫，結合再現地方文化為出發動機，試圖復育

高雄鄉土與文化土地記憶，重現臺灣民間文學的

在地文化復甦，透過夢境的入口，邀請作者與讀

者一起前往探索在地高雄的故事。由專人進行學

術及田野調查研究，每位作者所改寫古事文本，

並由插畫家繪製插圖，完成此高雄民間故事集。

在民間文學的範疇內選擇以散文形式表達的

「神話、傳說、民間故事」三大類，再從中挑出

適合改寫的文本，主要考量的重點為：1. 情節與

故事的豐富性（有利改寫後的可讀性），2. 文本

的代表性（高雄在地性），3. 重要性（典型、口

耳相傳性）等，共 18 篇（包括神話 3 篇、人物

傳說 7 篇、地理傳說 3 篇、民間故事 5 篇）作為

高雄文化故事改寫的篇章。

尤其特別的是，本書所有故事的編寫作者

都是具有發展潛力，或對在地文學長期關注的作

家，每一位作者獨自的風格與藝術詮釋，也都能

符合民間文學蒐集與再書寫的期待，可以看出高

雄文化局希望透過本書的出版能夠發揮拋磚引玉

的效用，喚起更多的人對在地民間文學與故事的

重視。進而探索、形塑臺灣文化主體意識。其中

包括原住民作家霍斯陸曼．伐伐〈西拉雅．馬卡

道的神話〉、徐妙沂〈達力克杜的傳說〉、王

家祥〈打狗社與林道乾〉、凌性傑〈國姓爺傳

奇〉、郭漢辰〈曹公除惡龍〉、王聰威〈烏魚找

媽祖討公道〉與凌煙〈阿彌陀埤〉等等屬於高雄

在地神話與傳說故事。

例如本書《在夢境的入口：高雄民間故事

集》中王聰威的〈烏魚找媽祖討公道〉中所描

寫：「烏魚會長出腳變成人魚，鱗片則化為一身

金玉珠簾般的衣尚，一走起路來，就會發出沙沙

沙又叮叮噹噹的聲音。他們上岸來旗后來尋找他

們的嬰仔。旗后人抓了這麼多的烏魚，掏了太多

的烏魚子，所以烏魚只好上岸來找嬰仔，如果找

不到，就抓旗后人的嬰仔回去做嬰仔，這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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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民間故事彷佛虛幻與真實交融成真，成就了

高雄在地文化故事中「神話是眾人的夢，夢是私

人的神話」的再造。

從「阿緱／屏東」記憶與情感的文

化街景啟航《穿越阿緱：在街區與

回憶之間》

「陽光將甘蔗融化為糖，南國豔豔的風航向

海洋。」這是一種記憶的再現？還是一種親情的

思念召喚？

 

古佳峻文；陳信宏繪。《穿越阿緱：在街區與回憶之
間》，（屏東市：屏東縣愛鄉協會，2019）。

一開始由屏東在地繪者陳信宏以彩筆紀念

父親口述的屏東風景，且因為長期關注屏東市文

史，陳信宏本身就對舊時期的屏東非常著迷，他

以建築師的專業在業餘時候圖繪，且又以《公論

報》的畫風來建構目前的屏東市十景，結合日據

時期父親回憶的口述屏東景緻（其中更深的可能

是其對父親的親情思念）。

公平嗎？」（頁 59）

從每年 10 月開始的烏魚季，雖說捕抓烏

魚主要是屏東東港或臺南王功魚場，但高雄旗

津旗后地區，在明末清初時期所盛行的抓烏魚

習俗，成為旗后地區當時主要的生活與經濟活

動。作家王聰威結合自己是旗津地區的高雄

人，深諳旗后文化中媽祖信仰的根深柢固，將

旗后民俗與當地的信仰進行時空與時序上的有

機連結，讓「抓烏魚取烏魚卵」與「旗后漁民

的嬰仔」結合成為「烏魚與漁民」彼此之間，

纏繞著「豐收／報復」與「延續子祠／吃掉嬰

仔」此雙生因果關係，進一步也點出成為兩者

之間共存共依的宿命。

穿越實虛，讓傳播為在地文化生根

雖說「傳說與神話」的創生，一開始有許多

就是文人所寫所擬造，並結合地方文化與信仰成

就為廣為人知的民間傳說，且不論高雄文化局是

收錄真實鄉野傳說故事，還是不設定，可由創作

者依地區性進行文化與傳說故事的再造為收錄？

還是都可？由作者王聰威所編寫的這故事就是透

過鄉野採集的原生資料結合自己（文人或可以說

是旗津與哈瑪星的地方說書人）的編寫，再經由

推廣傳播與流傳，時間一久後幾乎成為是旗后地

區現在地方烏魚與媽祖信仰文化的在地傳說，流

傳之廣演變成了「地方傳說故事」，如此巧妙設

計的民間故事與傳說便成為在地文化再造，讓

《在夢境的入口：高雄民間故事集》無論是在改

寫文本（篇目）的選擇上與成書後的推廣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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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再透過文字書寫，以現代視角與其閱讀的

心靈景觀，呈現圖文相應的時空穿梭，如本書中

導讀文字所寫 :「預留一個『位置』讓你在繪冊

裡穿越古／今、實／虛、我（書中的）／我（正

在閱讀或走入屏東的），眼前的百貨公司是公會

堂故地，錯立群樓的市場是大火燒盡的屏東醫院

原址，自朝陽門伸展可以有各種專家考證的城垣

與舊門示意圖，地圖上虛線的城，心裡頭記憶的

城，味覺的城，移民的城，都在屏東這座城中交

織為城。我們預留一種穿透感的圖文空間，讓讀

者拎著繪冊來到屏東，帶著玩味的心情認識我們

所謂的『這裡有座城中城』」（引用自導讀序

言）。

的確，屏東市的在地文化（無論是人們的記

憶或古蹟遺址）古往今來，那些曾讓生活在這塊

土地的人們留下感動的記憶？抑或某日的日暮傍

晚且看屏東公園內留存神社前的小橋流水依舊，

屏東的空軍宿舍群是當前

占地最大的日式木造眷

村，而這裡，有一座「城

中城」，可否是現今屏東

人暫且未曾想起的過去 ?

猶如是「第五章：寧

靜如菊的傍晚」這個章節

中詩句：「演武場內相擊

的劍音，寧靜如菊花的傍晚。」中的文字部分：

我是一隻愛曬太陽慵懶的貓，寧靜向晚臥

睡在會館騎樓，來去的人無法打擾我，而我在如

菊的傍晚寧靜─夢境在昭和時代─劍擊者凝神執

 

甘味啟航（繪者陳信宏授權提供）

於是從繪者陳信宏「五十名所」這一張繪圖

為基礎，建構由南向北，阿緱溪與大武山之間，

飛行隊、三輪車、糖鐵五分車，火車與舟船穿梭

各角落，日據時期屏東的街景就在親情的思念與

回憶的口述中，從《穿越阿緱：在街區與回憶之

間》從挑選出十個地景在屏東能走讀的視野，也

從中建構屏東過去與現在地方文化的追溯再現。

南國的薰風，五十名所（繪者陳信宏授權提供）

透過十個章節「一、甘味啟航；二、平安的

力量；三、仰望一個家……七、青春遊蹤；八、

城外，城內；九、思念的天際線；十、走讀阿猴

街」，透視圖帶出繪者筆下日據時期屏東的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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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也能有回望的感動，認識屏東市的舊城名叫

「阿緱城」，這城中悄然間出現幾條巷子賣著亮

麗的服飾與生活用品，相映的逢甲路則是西洋式

立面二三層樓的老房子，顯得有些老舊的店招牌

賣食品雜貨，小吃店家或異國料理，連結民族路

夜市的喧鬧……。

手正翻開本書，穿插屏東市日據時期的老

照片，張張疊映入眼簾，同時觀看繪者的手繪圖

片，搭配小說般的抒情短文，眼前既清晰又模糊

的，你可能也會看到除了有新式的樓房櫛比鱗次

的座落在現今屏東火車站前的中正路或中華路，

也可能閃現的是 40 到 50 年代眷村而今創意再造

的特色店家；而木造飛官宿舍的「勝利星村」，

也正在修復當中，在城市的進步發展當中，保留

了歷史的足跡，而作者筆下的阿緱城，日治時期

的「阿猴社」到光復後「阿緱城」到「屏東市」

這種種的各種文化地景。

細細翻看《穿越阿緱：在街區與回憶之間》

時間橫跨 1895 年至 1945 年之間的這本繪冊，閱

讀的心情可以是多樣的，是緬懷、還是追索、或

還是想念？

因著讀者閱讀觀看的內心景觀，緩慢地醞釀

連結屏東在地文化與人文情感，誠如本繪冊中的

詩意介紹：「以火車啟航，帶著記憶回味糖蜜，

移民留下的足跡是過河翻山，眺望百年前人聲鼎

沸的末廣町，凝視市街改正後的新式水泥樓厝及

日式木造飛官宿舍的城市風貌。」以十幀圖繪企

圖讓讀者回到街區，將過去的阿緱既浪漫且摩

登，與現代的屏東是多元與創意的結合。

刀踏向前端，木劍交鍔，這是武士練道的神聖之

地，讓武士成就榮譽之所在。來去的人忙著公務

或私事，來去的人是上班或會客，這是昭和時代

的政經要塞─當我回到現實─大十字街口仍是車

流擁塞，巨大百貨與老建築美術館、警局共處，

剛復建的演武場錯立在現代建物群裡特別寧靜，

那菊般的內斂與沉靜如舒展的唐博風軒。當我坐

在階梯上，望向神山的方向，望向大樹蓊鬱翠綠

的公園，我望見最靜謐似畫的街景屏東。

 

《穿越阿緱：在街區與回憶之間》繪冊內頁「第五
章：寧靜如菊的傍晚」（屏東縣愛鄉協會授權提供）

文字由文學博士古佳峻書寫回望過往，並

以現時當代的時空情感，自己是書寫者帶領內在

的自己融入繪冊的畫景圖片中，穿越古今並從中

細細掏洗屬於他自己與屏東這座城市的情感，親

自走讀過屏東從阿猴社至阿緱的各種文化地景，

無論是曾有過的公會堂、市役所、醫院或電影

院……，以文字穿越實虛，牽起讀者站在屏東市



147

出 版 社 選 書

本書《穿越阿緱：在街區與回憶之間》可以

說既是繪本也像是旅遊書的呈現，層疊出消逝與

存在的記憶與現實，抑或是現在屏東市的一街一

景，時光以各種視角翩然夾藏在記憶與情感的內

裡，交融在思念與期盼中閃著想像的亮光，穿越

「日據期的阿緱／現在的屏東市」的同時，也彷

若走逛於屏東市這二百年來在街區與回憶之間的

人文底蘊。

 

屏東舊城環遊歷史（散步地圖）（屏東縣愛鄉協會授
權提供）

此間再翻閱這本繪冊，竟彷佛就像是筆者自

己親自走進日據時期的屏東街景與巷弄間，閱讀

之際更像是隱形穿梭於繪冊中的「照片／圖片／

文字」間，連結記憶與時空，走索在筆者曾親自

短暫因工作而暫待過的屏東光景，朝向一個個如

繪冊中所寫的虛擬的他景或自己的記憶。

在此間、在彼間、在此刻與想像的他方，看

見屏東的過往與擬態場景，讓過往的思念與想像

穿越彷若牢不可破的現實，安放屬於「筆者／文

字作者／繪者」的現景生活與思念原鄉之所在。

芙蘭珂的貓咪走失了，為了尋找愛貓，星期一開

始，她到處張貼尋貓啟事……卻在遊戲場受到了

諾柏和羅伊兩兄弟的嘲諷欺侮……就在千鈞一髮

之際，尼克救了她，但她不知道要如何反應，因

為尼克長得高大、舉止怪異，還會發出臭味……

不過，尼克家會傳出奇異的音樂，聽起來輕鬆舒

服，讓芙蘭珂在長久以來的壓力中，感到十分快

樂。這餘音繚繞的美好旋律占據芙蘭珂的腦海

中，讓她星期二的早晨開心的醒過來，並希望天

天都去尼克家聆聽。（台灣東方）

台灣東方 /10810/255 面 /22 公分 /280 元 / 精裝 
ISBN 9789863382775/873

哈洛德 作；李維．平弗德 繪；鄭榮珍 譯

一星期的

變奏曲

兒
童 ∖

 

青
少
年
讀
物

小時候，世界是新奇的，隨時都能發現許多最喜

歡的事物。在早餐吐司上抹最喜歡的果醬，用最

喜歡的彩色筆畫出一條條紅絲帶，讀好幾遍最喜

歡的故事書……但是，有一天，那罐酸甜的杏桃

果醬會吃完；彩色鉛筆會變得短到不能再畫；那

本曾經每天都要讀的故事書，再也沒有翻過了。

時間會流逝，慢慢長大後，好多事都會改變。改

變帶給我們什麼感覺？有沒有什麼事物永遠都不

會變？本書，刻劃出親子之間親密溫暖的連結，

陪伴孩子感受生活中，每個平凡卻深刻的人事

物。（上誼文化）  

上誼文化 /10812/32 面 /27 公分 /280 元 / 精裝 
ISBN 9789577626523/873

瑪莉·墨菲 文；朱成梁 圖；柯倩華 譯

這個世界上，

我最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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