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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文化 出版風華
莊秀美
胡心慈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局長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秘書室主任

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
及作為一個社會成員的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
能力和習慣」。而桃園作為多元族群融合的文
化城市，包括閩南、客家、眷村、原住民及新
住民等，留下了不同族群的藝術、歌謠、技
藝或宗教等傳統文化；亦有自然埤塘、航空基
地、日式宿舍群等人文歷史風貌，從古至今，
在每個歷史脈絡刻畫了不同的痕跡。然而，文
化可以流傳子弟，但要如何推廣、如何為眾人
所知悉而留世，成為了文化局重要的課題。
圖片來源：桃園城市故事館。

是以，為將這地方文化的複合整體留存，
成為城市軟實力的後盾，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偕

桃園市升格以來已過 7 個年頭，桃園市政
府文化局出版品已達上百件，出版項目包括文
化紀錄、文學出版、視覺藝術等，在在將非實
體化的文化，透過文字或圖片載體的形式，印
製成冊，保存並傳遞給所有讀者。感謝《臺灣
出版與閱讀》的邀約，使桃園文學出版，得以

同所屬二級機關（桃園市立圖書館、桃園市立
美術館、木藝生態博物館、桃園市政府藝文設
施管理中心）
，近年針對文化發展、文化資產、
視覺藝術、文學紀錄等皆積極辦理出版業務。
以下將針對本局近年出版品分類進行概述，讓
大家可以更快速的了解本局出版品。

整理記錄，更期盼透過本文激發閱眾興趣，鼓
勵讀者借閱閱讀，進一步認識桃園文化的點滴。
所謂「文化」是相當抽象的存在，要以出
版形式執行亦非易事。1871 年英國人類學者

紀錄桃園文化的文化桃園

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在《原始文化》

為了記錄桃園文化，2015 年夏季催生的

（Primitive Culture）中提出：
「文化或文明，

《文化桃園》季刊，是桃園市政府定期刊物，

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講，是一複合整體，

至 2021 年 4 月為止已累積出版了 24 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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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桃園》於首刊號即定義了該連續刊物的宗旨

經營理念；此外，針對多元族群，除閩客及眷

為：「推廣本市在地特色及深厚的文化底蘊，

村文化，在 22 期更書寫新住民東南亞文化的

紀錄人事時地物等風采，呈現地方藝文特色，

人文歷史、飲食、語言及宗教信仰。

報導在地藝文動態，分享藝文觀點，展現桃園

《文化桃園》主題包羅萬象，因文化無邊

市多元豐厚文化內涵為出刊宗旨，介紹本市文

際，俯拾盡文化，該刊物可謂文化局業務縮影，

化獨具魅力之特色。」因此，《文化桃園》並

而正因文化發揮空間之大，每期的編輯過程都

不偏重單一文化主題，而是廣泛收納各種文化

在文化局及出版社不斷地燒腦討論下，才能取

議題，包括文化局辦理活動之記錄與宣傳—

得共識，聚焦相同範疇，而在每一次的腦力

如地景藝術節、地方創生、民俗節慶；或者社

激盪下，讓所有喜愛文化的編輯人員都樂在其

區文化發展、桃園特色人物寫照；又或是文化

中，而這樣知識的產出未來也將成為集體記憶

資產保存及創生 — 如大溪李騰芳古宅及梅

的一部分。

鶴山莊、中壢紅樓、觀音林家古厝等；也有部
分專欄記載了桃園在地文學推廣 — 如圖書
館事業發展、文學出版，以及桃園獨立書店的

視覺藝術與文字的火花
一般而言，談到藝術出版，許多人第一直

左圖為《文化桃園》首刊封面；
右上圖為《文化桃園》電子書，網址：https://ebook.tycg.gov.tw/book/list.php?type=15；
右下圖為《文化桃園》第 16 季春季號：名家看桃園—林文義。

149

臺灣出版與閱讀

覺聯想到的是畫冊、作品集或影像側寫，文化

版品，每年由本局遴選出 10 位藝術家，並進

局確實配合大大小小不同的展演活動，留存多

行訪談與出版專書，至今已編纂成 40 冊藝術

樣寶貴的藝術合輯，但作品本身不會說話，即

家專書，內容包羅萬象，編輯收錄水彩、書

便具有高鑑賞能力的藝術家，也未必能「看圖

藝、水墨、油畫、或如木藝、雕刻、雕塑等

說故事」，因此用文字來解讀作品，並且認識

技藝大師，樣樣均備，包括游禮海、賴傳鑑、

了解創作者，便成為了文化局推展藝術普及的

黃群英等大師級藝術家皆含於內。相較於《桃

目標之一。

園之美》每冊介紹 2、30 位藝術家，以豐富度

是以，桃園自升格後，從 2015 年起著手

為主，《桃園藝術亮點》每冊介紹單一作者，

進行藝術家普查，橫跨各藝術領域，踏查上百

以內容深度為考量，讓讀者隨著書籍脈絡的編

位藝術家，深度訪問其創作理念及心路歷程等

輯，一同悠遊藝術家的創作世界。

等，相較於作品集多以「創作品」為主，該叢

另外，桃園近年積極建設文化場館，因應

書訪查研究是以「人」為核心。本局也將成果

桃園橫山書法藝術館開館在即，特規劃出版

編輯成《桃園之美》藝術家叢書，各冊分類為

《典藏論叢：2019 桃園市立美術館水墨類典

不同創作媒材，包含水墨類、書篆類、西畫

藏研究專刊》，首刊以書法類典藏品為研究主

類、膠彩類、雕塑工藝類、應媒攝影類，內容

軸；同年桃美館出版《2018-2019 桃園市立美

除有藝術家介紹，更重要的是從中窺見其創作

術館年報》，為桃園第一本美術館年報，首刊

理念及想法，輔以部分作品呈現，可謂之圖文

分為構築、書藝、地景、視野、蒐藏、論述、

並茂，對桃園藝術文化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出

育藝、形塑等八個篇章，記錄桃美館創設以來

版作品。

兢兢業業克服的種種挑戰及逐步落實的各項

此外，本局自 2015 年起規劃出版《桃園

里程碑。

藝術亮點》叢書，該系列亦是以人為主體的出

《2017 桃園藝術亮點》叢書新書發表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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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記載了眷村文化的日常，以及本局推動地
方文化館，與該等基地展現文創的豐碩成果。
同時因應眷村文化節 18 周年，在 2018 年本局
出版了《我村、我家：桃園眷村文化節 18 週
年》，該書描述眷村文化保存及社區營造的發
展歷程和介紹，在在展現了桃園致力歷史記憶
再造，以及文化創生的重生風貌。而 2015 年
出版的《龜山：眷味家香》，則以「飲食文化」
作為主軸，貫穿眷村記憶並串起世代間情感的
連結，巧妙地以生動的方式傳承眷村文化，達
到有效記錄及推廣。
《2018–2019 桃園市立美術館年報》書封。

桃園之光—文學巨擘鍾肇政
人稱「鍾老」的鍾肇政先生是桃園龍潭客

博物館文學與文創精神

家人，畢生致力於文學創作，鍾老將對鄉土的

而由本局所屬木藝生態博物館，則以博物

情懷訴諸於文字，終其一生著作等身。直至

館學的角度書寫出版《大溪好時光》，該書以

2020 年這位文學巨擘殞落，方掀起了文學巨

深入淺出方式介紹大溪在地文化；而除了文字

浪，吹起了一陣復古風潮，讓更多新生代重新

圖書，本局也拍攝了「我的老家是博物館」紀

關注起鍾肇政先生的文學作品。談起鍾老的著

錄片，以影像紀錄的形式，呈現大溪警察局宿

作，不只有膾炙人口的《魯冰花》，其 1950

舍群原住戶的故事。

年代開始創作《濁流三部曲》，更開啟了臺灣

「眷村文化」亦是桃園重要的文化特色，

文學的「大河小說」（或稱系列小說）創作類

本局長期辦理文化資產修復，其中「眷村鐵三

型。所謂大河小說乃以時間為脈絡，具濃厚歷

角」—中壢馬祖新村、大溪太武新村、龜山憲

史意涵，以家族或時代為主的故事，鍾老後續

光二村，已逐一開放使用，並積極推展空間活

創作的《臺灣人三部曲》、《高山三部曲》也

化及跨域串聯，希冀透過社區總體營造的精

都屬於大河小說。爰此，本局所屬市立圖書館

神，傳承眷村文化。同時，本局分別於 2015

於 2020 年 7 月辦理「鍾肇政作品讀書會」系

年及 2016 年出版《桃園眷村文創潮間帶：首

列活動，除了緬懷鍾老對文學貢獻，也讓民眾

部曲》及《桃園眷村文創潮間帶：二部曲》，

得以深入解讀其作品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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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 2015 年，在重視文學及喜愛閱讀的
鄭文燦市長推動下，本局所屬市立圖書館首辦
「鍾肇政文學獎」，第一屆副標為「大河長流」，
磅礡氣勢，初來乍到，高額獎金吸引諸多文學好
手參加，徵件內容包括短片小說、散文、報導

文學、新詩、兒童文學等項目。而後 2016 年「詠
望春風」、2017 年「在花季裡寫同調」、2018 年
「文學顯影」、2019 年「丹桂飄香掛心腸」、
2020 年「日常拾筆」，直至 2021 年「島敘法」，
各屆文學獎各具特色，且屢獲高品質作品參賽，
使鍾肇政文學獎成了臺灣文學創作競賽的重要
指標之一；同時，因鍾老係臺灣歷史小說及大
河小說先驅，遂於 2017 年加入了每兩年一次的
長篇小說獎，所以除了歷年得獎作品集，更有
多本長篇小說作品。

桃園文學出版大放異彩
本局所屬機關桃園市立圖書館，在鄭文燦市
長大力支持下，於 2015 年起開辦「桃園市立圖
書館文學閱讀推廣活動補助」申請案，近年累積
近 40 件補助出版作品，包括純文學、口述歷史、
散文記事、兒童文學、繪本等。其中林央敏先生
所著《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更是詳錄桃園文
學的演進過程，內容從桃園地理人文談起，並從
史前、清代、日治時期、戰後到民主時期不同年
代，爬梳了桃園文學脈絡，已成為考究桃園文學
議題的重要參考書；而於 2012 年搬遷至桃園，
自稱以「桃園新住民」觀察國門之都的陳銘磻先
生，陸續申請出版了《國門之都》
、
《大漢溪紀行》
等桃園地景文學作品，透過散文敘事風格，帶讀

年度

出版作品

2015

大河長流：2015 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6

詠望春風：2016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7

在花季裡寫同調：2017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文學顯影：2018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18

血樟腦：2017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得獎作品集
追音：2017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得獎作品集

2019

丹桂飄香掛心腸：2019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日常拾筆：2020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得獎作品集

2020

再見雪之國：2019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 . 長篇小說得獎作品集
春靜：2019 桃園鍾肇政文學獎長篇小說得獎作品集

2021

徵件中

備註：長篇小說得獎每兩年收件一次，當年徵件會於隔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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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鍾肇政文學獎頒獎典禮。

2021 年鍾肇政文學獎「島敘法」徵件中。

者透過文字領略桃園地景風光；另外，在小學春

許水富、馮輝岳、劉正偉、謝鴻文等人，每一件

風化雨 40 幾年，被稱作「愛說故事的爺爺」的

作品都彰顯桃園的文學涵養，其中書寫桃園故事

傅林統校長，是桃園在地重要的兒童文學作家，

及日常的作品，如向鴻全先生的《何處是兒時的

其申請出版的《兒童文學風向儀》是兒童文學研

家》、馮輝岳先生的《我在崗背的日子》或謝鴻

究及評論的指引參考書，而《真假魔法變變變》
、

文先生彙整圖文並茂的《桃園作家日常》小品

《妙妙妙！開心國》更是小朋友愛不釋手的奇幻

等，都能看見桃園人愛鄉、愛土地的精神。

故事，然而傅校長在 2020 年辭世，諸多桃園兒
童文學家備感不捨，但在感慨生命無常外，也感
念本著作能及時出版以永久留存。和實體文化資

口述歷史—記憶中的桃園

產不同，寫作人才的寶藏藏在作家的腦海中，是

本文破題便提到文化的定義，除了藝術文

以本局將繼續推動並鼓勵作家們寫作出版，才能

學，歷史記憶的脈絡也是文化形成的一部份，因

使文學亙古流傳。

此除了透過藝術及文學將文化具象化，產出作品

此外，這幾年在大力倡導文學推廣及寫作

或經美化或經闡譯，然而無形文化資產的歷史記

的氛圍下，桃園風氣興起，更是喚起了寫作老手

憶，也是重要的資源，但記憶無法像電子檔案複

及輩出新手的「文學魂」，除了本局的機關出版

製傳送，僅能透過口耳相傳再以文字圖片等媒介

品及補助出版品，也有許多桃園在地作家文思泉

轉譯紀錄，為此，口述歷史也成文化局的重要議

湧發表著作，而為歡慶這豐收的文學成果，本局

題。從 2014 年到 2017 年，本局申請國家人權博

特於 2020 年舉辦桃園作家新書出版聯合發表會，

物館籌備處補助辦理人權歷史口述訪談計畫，以

以「文學的秋收」為名，邀請 8 位傑出作家共

《重生與愛》為名，紀錄並整理編輯桃園早年政

襄盛舉，包括向鴻全、林央敏、邱傑、陳銘磻、

治受難者與其家屬或相關人物受難的遭遇，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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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54

出版文學作品
兒童文學風向儀

作者
傅林統

定睛凝望 . 歌我桃園

傅林統

桃園文學的星空

謝鴻文

異域故事集

撒光漢

散步桃花園—客家女婿的繪本手記

施政廷

跟著繪本旅行趣
國門之都—桃園再發現之人文地景紀行

曾新蔘
陳銘磻

桃園即景詩

林央敏

我在彼岸 我在此岸

邱晞傑

真假魔法變變變

傅林統

桃園新都心—青埔的躍升與崛起

古蒙仁

一條博愛的路 : 桃園博愛老街文史紀錄

陳維

風箏：一齣客家兒童劇的創作

SHOW 影劇團

陸上怪獸警報

唐澄暐

異域照片集
文創風潮下的木藝家

撒光漢
林日揚

木雕藝師游禮海—雕琢生命智慧的大溪瑰寶

陳銘磻

家鄉即景詩

林央敏

智慧信差

傅林統

賭鬼的後代

張慶惠

穿枝破葉一粒星
收藏一撮牛尾毛

邱晞傑
林央敏

大漢溪紀行—大漢溪桃園流域的人文生態錄

陳銘磻

妙妙妙！開心國

傅林統

父親的牛屎曬穀場
桃園文學的前世今生

馮輝岳
林央敏

家在桃園

傅林統

〈18 後〉書籍創作出版企劃

陳毅

給孩子的電影筆紀
我扛著我的詩上山下海

耶魯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許水富

我在崗背的日子

馮輝岳

何處是兒時的家

向鴻全

桃園作家日常

謝鴻文

原創精粹
閱讀臺灣

2016 年 11 月 10 日《重生與愛 3》新書發表會。

2020 年 12 月 6 日桃園作家新書出版聯合發表會。

版 4 冊，受訪超過百位相關人物，書中也附載了

學》，邀集跨領域學者研討桃園地方文獻並集結

受訪者所提供的筆記手稿、日記、信件、獄中家

成冊，彙編 11 篇桃園學的研究論文，成為研究

書、照片等資料。該口述歷史，除了使讀者從不

歷史的珍貴參考文獻。本局出版品的知識深度跨

同面貌閱讀歷史的資源，也成為歷史考究的重要

度增加，使一般民眾或學者專家，在瀏覽本局出

史料。

版品中均能有所獲，更讓「每書均有其讀者」，

不僅配合中央計畫，為了可以完善桃園的

使文化更易融入閱讀生活。

無形資產紀錄及文化事務發展，本局從 2016 年
創刊發行《桃園文獻》，該刊物以一刊一專題的
方式，蒐集桃園在地史料、文獻，收錄範圍囊括

起承轉合—數位閱讀的興起

與桃園相關之學術論著、口述歷史、田野調查、

因應數位閱讀潮流，本篇所提本局出版品：

圖像文獻史料、新知介紹、書評等。至 2021 年

《文化桃園》、《桃園文獻》、《桃園之美》、《桃

3 月已經推行出刊 11 期，從創刊的主題「開發

園文獻》、《桃園眷村文創潮間帶：首部曲》、《桃

與經濟」，後續介紹了桃園學上的政治與族群、

園眷村文創潮間帶：二部曲》、《經緯桃園—

交通變遷、宗教與信仰、學校教育、類文學史，

2018 桃園學》等，均同步以電子版形式掛載於

這些累積的考察資料，終極目標乃研究桃園在地

本局或本市網站，讓更多讀者得以取用及閱讀桃

知識，建構「桃園學」，讓桃園真正成為一門學

園文化相關出版品。相較於過往提及歷史文獻，

問。

往往聯想為專業用書或艱澀的學問而讓人卻步，
此外，本局配合部分活動出版的小刊物，

透過近年本局出版品，讓所有讀者皆能將文化咀

也記載桃園文化脈絡，如 2017 年出版的《櫻花

嚼吸收，使文化涵養成為市民日常，更為桃園文

色的記憶》，描述中壢警察局日式宿舍群的故

化記憶在這片城市亙古扎根，我們期許文化滋養

事；或 2018 年出版的《經緯桃園——2018 桃園

豐富桃園，而桃園也將持續豐富我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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