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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彌堅與東方出版社
邱各容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2616-5074 

一、緒言
1945 年 8 月，隨著太平洋戰爭結束，日本

也結束在臺灣長達半世紀的殖民統治。當時的臺

灣，一方面既要面對「去中國化，再日本化」的

日本殖民統治的結束，另一方面又要面對「去日

本化，再中國化」的政治與文化重整時期的開始。

生命力強韌的臺灣人，能夠在半個世紀之內，非

自發性的學習兩種所謂的「國語」，先是日語，

後是北京語。

戰後初期的臺灣人絕大部分既看不懂國文，

又不會講北京語。基於為了方便臺灣人學習國

語、接受國語教育，基於為了協助政府方便推行

國語教育，催生了臺灣第一家兒童讀物出版社─

「東方出版社」的創辦，以下簡稱「東方」。

二、「東方」的誕生
「東方」的出現，可說是集天時、地利、人

和之大成。

所謂「天時」，是指戰後初期的臺灣滿目瘡

痍，語文和語言是急需解決的問題，俾便於溝通

早期位在重慶南路的東方出版社。（東方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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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書業的那些人這些事

和了解。因為「東方」的適逢其時，並將出版目

標鮮明的定位在少年兒童，以延續剛剛脫離日本

殖民統治的文化生息。

所謂「地利」，是指游彌堅等在籌辦過程選

中位於重慶南路和衡陽路口的新高堂原址開辦東

方出版社。新高堂不僅原為日治時期臺灣規模最

大的書店，也是當時民間的重要出版社。新高堂

最為人熟知的是它與臺灣總督府都出自於同一個

日籍設計師辰野金吾，也在 1919 年 3 月同一天

落成。東方出版社當年選中新高堂書店是否也期

盼自己將來也能夠成為臺灣首屈一指的書店不得

而知，成為臺灣最早成立的兒童讀物出版社卻是

不爭的事實。

所謂「人和」，是指游彌堅（1897-1971，

時任臺北市官派市長）、黃純青（1875-1956，

傳統詩人、企業家）、劉明朝（1895-1985，東

京帝國大學，日治時期首位臺灣人官員）、林柏

壽（1895-1986，

企業家）、林呈祿

（1896-1968， 日 本

明治大學、臺灣民

族運動者）、阮朝日

（1900-1947， 企 業

家、228受難者），

陳啟清（1903-1989

，日本明治大學、

企業家）、吳克剛

（1903-1999，

圖 書 館 學 專

家 ）、 柯 石 吟

（1908-1982，

企業家）、黃得

時（1909-1999，

臺北帝國大學、學者）、廖文毅（1910-1986，政

治運動者）以及鄭水源等眾多臺灣省有識之士共

同集資於 1945 年 12月 10日創立以「推行國語文

教育為職志」的東方出版社。這不僅是戰後初期

臺灣文化界與工商企業界的大結合，也是臺灣知

識份子的大結合，相當值得重視。一個兒童讀物

出版社的創辦竟然能夠結合當時社會的菁英，即

便是現在的兒童讀物出版社也很少有這份能耐。

是誰有這份能耐，那就是臺灣兒童讀物出版界的

前行者游彌堅。

上述諸位都是東方創辦初期的出資者，這樣

的組合在臺灣童書出版界可說是空前。其中的林

呈祿是東方首任社長，也是董事長，黃得時是《東

方少年》主要作者之一。

三、沿革
「東方」開辦後於 1948 年正式成立公司，

公司名稱臺灣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東

方出版社。游彌堅是該公司唯一一位集發行人、

董事長、總編輯等三項重要職務於一身的人，也

讓他成為臺灣兒童讀物出版的播種者。

東方出版社創辦人游彌堅先生。

( 邱各容攝自臺北市新聞處出版《臺北

人物誌》第壹冊，頁 45 )

東方首任董事長林呈祿先生。

( 邱各容攝自臺北市新聞處出版《臺北人物誌》

第壹冊，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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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原是一條遠

近馳名的書店街，也是臺北市書香氛圍最濃厚的

文化街，更是臺北市享譽海內外的文化地標，可

惜這個「文化地標」給後來居上的誠品書店敦南

旗艦店取而代之。「東方」不僅是重慶南路書店

街最早成立的出版社，其門市部始終就是兒童讀

物的總匯，在 80 年代以前的數十年間，許許多

多的孩子可說是看「東方」出版的兒童讀物長大

的。「東方」對許許多多的讀者而言，擁有的是

一些值得回味的共同記憶或個別記憶。

「東方」初期的經營模式和「新高堂」當

年創業初期的經營模式如出一輒，這是歷史的巧

合，還是痕跡的還原。前者是四處從地攤上大量

買回日本人撤退時拍賣的日文書籍，做為編輯參

考和門市販售之用。後者是原為販售學生文具用

品的小書店，卻因緣際會的衍變成當時首屈一指

的大書店。

新高堂書店舊址於 1984 年改建為「東方大

樓」，矗立在重慶南路一段書店街，相當耀眼，

引人注目。從文化史的脈絡觀之，新高堂書店的

招牌換成東方出版社，的確象徵著近代臺灣「書

店經營」的一次重要轉折。從新高堂書店舊址變

成煥然一新的「東方大樓」，在在顯示長時期以

來，「東方」不僅和「兒童讀物」畫上等號，同

時也是兒童讀物的「代名詞」。這樣鮮明的標籤，

不光說它是臺灣最早成立的兒童讀物出版社，更

是東方出版社數十年的努力經營有以致之。

80 年代中期可視為「東方」的「轉型期」，

出身於光復書局的邱各容受聘為該公司總經理，

在任期內歷經柯德勝和林益謙兩位董事長，上任

之初，在友人臺大楊平世老師協助下，策畫八場

系列「兒童文學與兒童讀物座談會」，這在當年

東方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董監事會紀念。前排右三為游彌堅，右四為林獻堂，右五為林呈祿。

( 邱各容攝自臺北市新聞處出版《臺北人物誌》第壹冊，頁 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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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引起很大的迴響。「東方」可說是開風氣之

先，首開單一出版社持續舉辦八場兒童文學與兒

童讀物座談會的紀錄，此一開創性兒童文化活動

的舉辦無形中也提升了「東方」企業文化的形象。

除了舉辦上述的兒童文學與兒童讀物座談

會，在當年臺灣媽媽讀書會尚在萌芽階段，「東

方媽媽讀書會」的創立，鼓勵主婦勇敢走出廚房，

參與讀書。這在當年也是一種創舉。在舉辦兒童

文學與兒童讀物座談會、創立東方媽媽讀書會之

外，「東方」也提供場地給各兒童文學相關社團

辦理各項兒童文學研習活動，這個時期的「東方」

與兒童文學社團的往來頻繁。       

千禧年過後，2003 年 4 月底，「東方」基於

各種考量與評估，決定結束營業長達 58 年的重

慶南路門市部，讓這個曾經是重慶南路書店街最

耀眼的門市部終於吹起熄燈號，熄燈號固然是吹

起了，但是「東方」重慶南路門市部畢竟還是會

激起眾多讀者的共同記憶或是個別記憶的。

5年後的 2008 年，該公司編輯部遷移五股，

與倉庫合併。2012 年公司改制，由臺灣麥克公司

董事長黃長發接續經營，公司名稱未變，從此揭

開「東方」的另一新頁。

東方出版社七十周年慶，第二排右七為現任董事長黃長發先生。

( 東方出版社提供 )

我就是沒辦法

不在乎
鈍感世界中，

給高敏感族的

人際關係指南

哲
學

伊麗絲．桑德 著 ; 梁若瑜 譯

平安文化 /10703/207 面 /21 公分 /3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07711/173

高敏感的人天生就具有高度的同理心，但太在意別

人的想法，也會比大多數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壓力和

焦慮。作者是丹麥知名心理諮商師，本身也是高敏

感族，在本書中透過各種真實案例，傳授高敏感族

如何運用「鏡映」、「同理」、「暫停」、「空椅」

等情境練習來幫助他人，也幫助自己安撫內心的脆

弱和不安。只要打破那些「絕對不能讓他們失望」

的執念，不再隨他人的情緒起舞，找回自我的價

值，就能讓你在這個鈍感世界中活得更輕盈、更自

在！（平安文化）

哲
學

陳嬿伊 著

三采文化 /10703/270 面 /21 公分 /32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3429555/176

現代人壓力大難以排解，莫名胸悶、耳鳴、失眠可

能都是身心失調的徵兆。作者擁有豐富實務經驗，

反駁身心疾病根源來自「抗壓力太差」的論點，指

出對壓力的調適與自我覺察才是身心健康的關鍵。

本書針對各種「活得好累」的人生實境，提供 30

個洞悉「壓力停損點」的心理練習，讓超載的「責

任感」、「成就感」、「人情債」等心理重擔找到

出口。另收錄【心身壓力檢測量表】、【腦力壓力

紅綠燈 APP】供讀者自我檢測。（三采文化）

心好累
抗壓力太強反而會生病，

精神科醫師教你

不再被壓力擊垮的

30 個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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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版理念
每個出版公司成立之初都懷抱屬於自己的出

版理念，「東方」當然也不例外。其出版理念大

致可分為「初期」和「當前」兩個階段。初期階

段或可稱為「游彌堅時期」，在那個階段公司的

出版理念非常明確─「古典現代化」、「科學中

文化」、「技術普及化」。

第一「古典現代化」：游彌堅認為「中國古

典的書非常多，我們應該把這些寶貝現代化，才

可以使這些文化的遺產，傳遞給後世。」而後才

有《中國少年通俗小說》的系列出版。

第二「科學中文化」：游彌堅指出「用我國

的文字，寫科學的讀物；統一科學名詞，統一翻

譯。」這在當時是很先進的呼籲，而後也有《圖

解科學文庫》等的問世。

第三「技術普及化」：東方曾經出過教人如

何使用現代化工具，並且要學會修護的書，卻沒

有人買。游彌堅表示沒有關係，「我們出版界應

該先『掘井』，這樣，『臨渴』就有水喝了。」

這可參考前臺大工學院劉鼎嶽教授在其所著《機

械用語新字典》（1946 年 7 月東方出版）的序

文，該序文為游彌堅的出版目標奠定良好的立論

基礎。

由出版理念或是出版目標延伸而出的是出

版理想，當年游彌堅對出版事業所懷抱的理想是

「以商業來推動文化，以文化來提升商業」。也

就是說，出版事業固然是營利事業，卻也是文化

事業，它還兼負有社會教育的使命和理想。出版

結合了商業和文化，出版事業本身未嘗不可視為

商業文化的一環。

就公司經營而論，如果能夠兼顧「產值」

與「價值」那是最理想的。就「產值」而言，公

司編輯出版的各類兒童讀物，可以創造更高的利

潤，自然有助於兒童讀物的推陳出新；另一方面，

就「價值」而言，無論是改寫、翻譯或是創作，

如果每一部都是編輯部精心策畫的佳構，自然有

其兒童文學的存在價值，當然也有兒童讀物的出

版價值。

至於有關「當前階段」的出版理念有鑑於該

公司的世代更迭，以及公司改制，當然在新的經

營團隊為因應時代的需求以及讀者閱讀興趣的一

再增廣，勢必會衍生出新一代的出版想法，這是

可以理解的。

五、出版的吉光片羽
身為戰後臺灣第一家兒童讀物出版社，也

是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書店街最早的書店，七十

多年的出版歲月，相信多少會有一些足堪令人懷

念、記憶深刻的兒童讀物或是兒童雜誌。

《東方少年》月刊於 1954 年創刊，以國小及初中生為閱讀對象。

（東方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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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東方少年》創刊

在五○年代影響臺灣兒童文學發展的重要指

標事件之一就是《小學生》半月刊、《學友》月

刊、《東方少年》月刊的創刊。至於《東方少年》

則源起於 1954 年元月，「東方」為要慶祝開幕八

周年，同時要給中小學生優良課外讀物而創刊的。

《東方少年》與當時的臺灣文化協進會和日

治時期的臺灣新文學作家關係都非常密切。由於

《東方少年》總編輯游彌堅同時也是臺灣文化協

進會理事長，成員中的許乃昌後來出任《東方少

年》發行人，游彌堅與楊雲萍則是該刊作者。至

於臺灣文化協進會所屬兒童文學藝術委員會成員

陳慧坤、林玉山、呂基正、陳進、李石樵、廖繼

春等畫家都曾經為《東方少年》作品內容以及專

題「故國河山」繪畫。經常在《東方少年》發表

作品的新文學作家計有洪炎秋的外國小說、黃得

時的中國歷史故事、游彌堅的故事與遊記、楊雲

萍的臺灣古今奇談和童謠等。除了以上的臺灣文

化協進會所屬兒童文學藝術委員會成員以及新文

學作家外，常態性為《東方少年》繪圖的插畫家

計有李應彬的歷史故事插圖、林顯模的長篇小說

插圖、牛漫步的臺灣童話插圖，他們的插圖則是

分別與黃得時、洪炎秋、馬沙鷗的文章搭配。（可

參閱國家圖書館館藏《東方少年》精裝合訂本）

《東方少年》屬綜合性月刊，從 1954 年元

旦創刊，到 1961 年 2 月 1 日停刊，總計發行 8

年 2個月共 86 期。

（二）《東方少年文庫》第一套出版的兒童

讀物

「因為需要，就當由『無』變『有』，有了

微精通
從小東西學起，快快學，

開啟人生樂趣的祕密通道

哲
學

羅伯特．特維格 著 ; 許恬寧 譯

大塊文化 /10702/238 面 /20 公分 /30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2138632/176

人們說，熱情要專一：若想精通一件事，就得花上

一萬小時，全心全力只練習一件事。然而事實上，

諾貝爾獎得主等全球最成功的人士，有空就學習

各式各樣的新事物，接觸新活動。當我們挪出時間

培養小小的專長，一切就此不同。我們將不再害怕

學東西，可以找到更多發揮創意的機會，還讓大腦

更健康，幸福感加倍，以完全不同的角度看待知

識。從小事開始，再小也沒關係，重點是踏出第

一步──那一步就能帶我們走向精通的康莊大道。 

( 大塊文化 )

哲
學

約翰．巴吉 著 ; 趙丕慧 譯

平安文化 /10703/351 面 /21 公分 /43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07728/176

人類的行為是由「意識」和「無意識」交互作用

產生的，如果我們是船長，無意識就好比是洋流。

船長並不能改變洋流，卻可以學習航海知識，讓船

隻順著洋流駛往正確的方向，而本書就是我們手中

最佳的航海知識工具書。作者是社會心理學權威，

他以大量實驗佐證，深入淺出地介紹 10 項無意識

法則，只要記住你可以信任直覺的 8種狀況，並學

習如何利用無意識的 3 個方法，全面啟動你的無

意識，就能讓「無意識」自動幫你達成目標，解決

所有問題！（平安文化）

為什麼我們會

這麼想、

那樣做？
耶魯心理學權威

揭開你不能不知道的

「無意識」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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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才能發覺『缺點』和『不夠』，知道缺點

和不夠，才會想方法去改進，不斷的改進，最後

才能得到理想的實現。」就是基於這種深刻的認

知，所以當六○年代初，《東方少年》一停刊，

游彌堅負責主編《東方少年文庫》，其出發點就

是秉持「從無到有」的理念而編訂的，《東方少

（三）《東方少年通俗小說》與《世界少年

文學選集》

游彌堅秉持「古典現代化」的出版理念，特

別選擇流傳最為廣泛、教育意義最為富涵的中國

通俗小說，敦聘學者專家以淺顯易懂的白話文加

以改寫，果其不然，《東方少年通俗小說》自推

出迄今，不但成為青少年最喜歡閱讀的課外讀物，

同時也為中國通俗小說開創出一個新的閱讀視域，

成為東方歷經數十年而不墜的長銷書系之一。

至於受聘參與改寫的則有黃得時、朱傳譽、

《世界少年文學精選》共有 119 本，2018 年改版為《世界少年文學必讀經典 60》。（東方出版社提供）

年文庫》就是東方出版的第一套兒童讀物。

該兒童文庫從改編世界名著著手，全部語

體文，字字注音，在六○年代的童書出版是一種

「新」的嘗試。此套綜合性文庫設定的適讀對象

是國校中高年級學生。 

林海音、蘇尚耀、施翠峰、林良等皆為一時之選。

為因應新世代的閱讀，該叢書改題為《東方少年

古典小說》，並增加若干冊，總數增為 32 冊。    

至於《世界少年文學選集》係游彌堅繼《東

方少年通俗小說》後，持續主編的兒童文學叢書。

受邀參與改寫者包括黃得時、施翠峰、林海音、

廖清秀、文心、林文月、蘇尚耀等。該選集繼《東

方少年通俗小說》改題為《東方少年古典小說》，

不僅改題為《世界少年文學精選》而且更添增叢

書內容高達 119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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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書業的那些人這些事

（四）《福爾摩斯探案全集》與《亞森羅蘋

全集》

這兩套偵探推理小說分別自六○年代中期和

七○年代初期推出以來，數十年間始終是讓青少

年百看不厭，歷久不衰的明星叢書，甚至成為五、

六年級讀者的共同閱讀記憶。這兩套偵探與推理

《亞森羅蘋全集》新舊版。（東方出版社提供）

全集，主角的行事風格與人格特質固然足以吸引

青少年讀者目光，就連參與翻譯者的翻譯水平也

不容小歔，已故兒童文學名家林鍾隆當年也受邀

參與翻譯者之一。這兩套書在 2014 年後進行改

版，以嶄新的面貌再現風華。

《福爾摩斯探案全集》新舊版。

（東方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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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家來逛動物園》

八○年代臺灣兒童讀物出版風起雲湧，無論

就編輯企劃、版面編排、插畫表現、印刷裝訂、

內容取材等面向都有長足的進步。再加上由於時

代和環境的轉變會影響出版方向，導致科學性和

知識性讀物逐漸成為兒童讀物的主流。

八○年代也是一個科技整合的年代，出版社

結合學術界做緊密的配合，東方適時搭上這股出

版時潮，於 1987 年出版由臺大楊平世老師所著

的《大家來逛動物園》，該套書分可愛的動物、

草食性動物、肉食性動物、鳥類等四冊，這套經

過周密計畫編輯的知識性讀物，榮獲該年度行政

院新聞局圖書出版金鼎獎。

（六）《跨世紀小說精選》與《青春閱讀

Bridge》

除了上述經典的長銷叢書系列，進入新世

紀，東方一方面持續引進世界各國傑出兒童文學

作品，一方面也鼓勵本土創作的兒童文學作品。

此正所謂的翻譯文學與在地文學並重的編輯策

略，這種的編輯策略是與時並進的。

《跨世紀小說精選》和《青春閱讀 Bridge》

這兩套書的出版也成為現階段東方的兩個亮眼。

前者適讀對象為小學中年級以上，後者適讀對象

為國、高中生。

六、結語
一個從四○年代中期就屹立在臺北市重慶南

路書店街的東方出版社，歷經七十餘年的漫長歲

月，當文化、光復、新學友、錦繡、華一等兒童

讀物出版同業一一成為歷史名詞的當下，東方始

終未曾在兒童讀物出版行列中退下陣來，這都歸

功於前人的建樹以及後人的承續有以致之。

儘管臺北市重慶南路書店街的風華已經不

再，金石堂城中店也於六月吹起熄燈號，但總不

免令人想起當年書店街的盛況，以及兒童讀物總

東方出版社 1987 年首次榮獲

行政院新聞局圖書出版金鼎獎的《大家來逛動物園》

（邱各容攝影）

《跨世紀小說精選》適合國小中高年級閱讀。（東方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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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閱讀 Bridge》系列

 適合國中以上閱讀。

（東方出版社提供）

匯的東方。縱然如此，曾經被視為象徵臺北市文

化地標的「書店街」，以及被視為兒童讀物總匯

的「東方」，他們耀眼的光芒，相信永遠不會在

讀者的閱讀記憶中消逝。

與此同時，對具有政治、教育、文化、文

學、音樂多重背景的游彌堅，在戰後初期的臺灣，

同日當選臺灣省教育會以及臺灣文化協進會理事

長，並發行《臺灣教育》和《臺灣文化》兩份刊

物，這兩份刊物都有刊載兒童文學作品，讓臺灣

兒童文學在戰後初期可以無縫接軌持續發展，這

對臺灣兒童文學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貢獻。

游彌堅出身於日治時期的臺灣總督府國語學

校，自然有感於教育對兒童的重要性。正因為如

此，東方成為第一個率先響應當年臺灣省國語推

行委會提出的「多多編印注音的兒童讀物」的出

版社。很長一段時間，對「東方人」而言，游彌

堅就是他們的精神領袖。

臺北市重慶南路書店街的景況雖然今不如

昔，當年書店街的兒童讀物總匯門市也不復存

在，但是，記憶中的「書店街」和「東方」卻是

永遠不會抹滅的。這就是歷史的曾經，這就是記

憶的可貴。

情感學習
百年來，經典文學

如何引導孩子

認識感覺、學習情緒

哲
學

烏特．佛瑞維特等 著 ; 黃懷慶 譯

貓頭鷹 /10703/528 面 /22 公分 /68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2623466/176

情感是天生自有的，還是社會形塑的？從 19 到 20

世紀，一百多本暢銷兒童文學與三十本教養手冊

中，引導兒童學習運用情緒。從本書可以看到兒

童在閱讀書籍的過程中，會與書中主角一起體驗、

一同成長，透過模仿與調適，從書中學習到各種情

緒，並且將這些情緒轉化為一種可以實踐的知識，

再用來決定自己的行為。在理解的同時，學習為自

己的情緒負責，培養個人的情緒控管能力，並符合

個人與社會的期望。（貓頭鷹）

哲
學

江孟芝 著

平裝本 /10706/207 面 /23 公分 /350 元 / 平裝
ISBN 9789869623636/177

作者出身屏東鄉下的單親家庭，她無畏外在環境的

不平等和別人的嘲諷，爭取到赴紐約留學的機會。

曾經窮到戶頭裡只剩下三十五美元，支撐她的，是

一股永不認輸的骨氣！她曾經失眠長達六年，甚至

罹患憂鬱症。面對低潮，她用跑步找回了接受脆弱

的勇氣。跑過曲折的漫漫長路，如今她是贏得各項

國際設計大獎的設計師、紐約視覺藝術學院講師，

以及知名線上遊戲「英雄聯盟」的幕後功臣，她用

她的故事告訴你：每個平凡的靈魂，都有不凡的力

量！（平裝本）

不認輸的骨氣
從偏鄉到紐約，

一個屏東女孩

勇闖世界的逆境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