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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座落於臺中市西區樂群街的「臺中文學館」，原為日治時期警察宿舍群，市府將之登

錄為歷史建築後，經過活化再利用，闢建而成文學博物館，構築而成舊城區裡新的文化地

景。建物內外包含文學公園，採取新舊併呈的規劃，透過展示、陳列、文學意象造景與數

位互動裝置設計，呈現大臺中文學發展的軌跡與臺灣文學的風貌，雖建構於日式木造建築

裡外，但卻嘗試塗抹濃厚的臺灣本土化色彩。基於此，或可嘗試將臺中文學館視為後殖民

敘事文本，解讀其展示內容所亟欲重構的，即是日本殖民與戰後國府戒嚴體制類同再殖

民時期的文學發展歷史記憶；透過如是揉雜性場域所欲實踐的，是企圖掌握再現文化（文

學）的詮釋權，提供族群辨識的鮮明印記。本文將借取博物館人類學與後殖民敘事的相關

研究論述，援以為閱讀策略與途徑，並藉由文獻歸納分析同時進行田野調查，試圖檢視類

博物館性質的臺中文學館，所具有的角色功能與相關議題。

關鍵詞：臺中文學館、文學博物館、後殖民、文化地景、歷史建築

洪鵬程＊

Peng-Cheng Hung



�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

Abstract
The Taichung Literature Museum, located Lequn Street, West District, Taichung City, 

was originally a police dormitory in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riod. After the city government 

registered it as a historical building, it was revitalized and re-used, and it was set up as a literary 

museum to create a new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old city. This museum contains an outside 

park; it adopts new and old planning. Through a very diverse range of exhibits, displays, literary 

imagery and digital interactive device design, it shows the development of Taichung area 

literature and the styl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lthough this building was constructed with 

Japanese wooden architecture, a strong, local Taiwanese atmosphere has also been created.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attempts to consider the Taichung Literature Museum as a post-colonial 

narrative text, to interpret the contents of its display, which express the historical memory of the 

literary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and post-war state.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is 

multi-integration field, we seek to grasp the right of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appearance of culture 

and literature, and provide a vivid imprint of ethnic identification. We adapt the relevant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of museum anthropology and the post-colonial narrative to support the analysis 

strategy and approach. A field investigation was further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quasi-museum 

characters of the Taichung Literature Museum.

Key words:  Taichung Literature Museum, literature museum, post-colonial, cultural landscape, 

historical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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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現今「臺中文學館」包含臺中文學公園的範圍，原為日治時期社區型警察宿舍群，座

落於臺中市西區樂群街與自立街街區，比鄰第五市場與柳川河畔。一眾日式建築歷經超過

�0 年的歲月，早已傾圮殘破、人去屋空，本已預計拆除整地興建為停車場，然經民意代

表奔走爭取與市府的支持，登錄為歷史建築後，取捨屋宇、修葺牆瓦，將如是文化資產透

過活化再利用，闢建而成文學博物館，設計構築而成臺中市舊城區裡新的文化地景。

修建完成的臺中文學館，其館舍建物內外與文學公園，採取新舊併呈的規劃，在易於

親近的開放式空間布局之外，強調維持日式建築外觀與架構，也適度地保留街區的地貌與

紋理，使得原有景觀所蘊含的地景文化與歷史脈絡，並未湮沒或突兀地遭到抹除，因而，

在新世紀裡屬於該區域的舊城氛圍，亦未全然消弭。民眾藉由免費參觀或休憩活動，置身

於臺中文學館所布置的場域裡，感染懷舊風情之餘，同時也能夠透過展示、陳列、文學意

象造景與數位互動裝置，認識大臺中地區文學發展的軌跡與臺灣文學的風貌。

如是設計，雖建構於代表殖民符碼的日式木造建築裡外，但試圖再現的，卻是積極塗

抹濃厚而清晰的臺灣本土文化（文學）色彩。基於此，或可嘗試將臺中文學館視之為後殖

民敘事的複數文本，除了殖民歷史真實具體化的地景可供閱讀之外，進一步可以解讀其展

示內容所亟欲重構的，即是日本殖民與戰後國府戒嚴體制類同再殖民時期的文學發展歷史

記憶；透過如是揉雜性場域所欲實踐的，是雙重後殖民意識的敘事策略，也是嘗試掌握再

現臺灣文化（文學）詮釋權的作為，並且提供族群辨識的鮮明印記。

本文將借取博物館人類學與後殖民敘事的相關論述視角，援以為閱讀策略與途徑，並

藉由文獻的歸納分析同時進行田野調查，試圖檢視類博物館性質的臺中文學館，所具有的

角色功能與相關議題。

貳、博物館人類學的翻轉

依據「國際文學博物館委員會」(ICLM) 對「文學博物館」的定義，是為：「以文學

史、文學傳記、文學創作者為主題定位的博物館或作（曲）家故居」(ICLM, �0��)。觀察



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

近年來的相關研究論述也將臺灣各地目前設有的文學博物館，酌分成：作家故居紀念館、

作家主題博物館、文學作品博物館與綜合文學博物館等四種類型（蔡振家、陳佳利、李

捷葳，�0�0；陳佳利，�0��；姚明俐，�0��），而各類文學館設置訴求的目的則是諸如：

緬懷作家風範、展現臺灣文學意識、發展社區營造與地方觀光、建構國家及地方文學史等

（陳佳利，�0��），不一而足。

準此，則臺中文學館館舍內外運用各種媒材，展示臺中（臺灣）文學發展歷程以及

作家生平事蹟、作品以為館場主題，試圖建構地方（國家）文學史並展現臺灣文學意識的

定位與實踐，大抵符合上述定義，屬於綜合文學博物館類型，當可以「類博物館」性質的

「文學博物館」名之。

博物館的功能性能夠也理應呈現的是文化的本質、社會文化與生態的關係，是人類

及其活動結果的鏡映。而文化是活潑動態的，滾動式地相應於客觀環境的遞嬗變異。觀察

文學活動包含作家的創作、作品的出版與文學思潮的湧動，同樣也相應於社會的變遷，也

同樣是文化的圖像與表徵。若是進一步藉助人類學全貌觀的研究視野與模式，以及對於泛

文化的透視、去除文化偏見、解答人文、科學與生態之間種種辯證關係的能力（王嵩山，

����），與博物館的保存、展示和社會教育方式相互結合，則當是能提供認識文化（文

學）的良善途徑，有助於整體社會文化的提升，深耕人文素養。

自 �0 世紀的 ���0 年代開始，由於法國「生態博物館」(ecomuseum) 觀念興起的影

響，關於博物館的定位與本質便掀起了廣泛的討論，及至 ���0 年代，遂激盪而出「新博

物館學」(new museology) 的思潮，從而逐漸改變了傳統博物館僅具收藏與展示功能的樣

貌，跳脫過往既定印象與局限，進一步能反映外在客觀環境發展的需求，同時強化與社會

文化真實面緊密的連結與互動（呂理政，����），讓博物館不再僅是大雅之堂，幽深而難

窺其堂奧。

現代博物館的設立與運作，已經積極朝向於去建構與人群或社區環境密切結合的方向

發展，甚至主動邀請居（住）民參與、管理、導覽等，融入於日常生活之中，結合過去、

現在與未來，貼合自然與人文，甚至是跨領域學門整合的展演，營造「活生生」的博物

館。由此，博物館的展示模式產生蛻變，其趨勢是力求展示內容背後所蘊含的社會關係網

絡與歷史真實，能夠全面而清晰地呈現，主張「以人的環境或人的觀點來呈現自然」，達

致「museum of man」的目的（許功明，����）。這樣的改變，使得博物館不再只是「保存

過去」的冰冷時間膠囊，應由人文關懷的現實角度出發，觀照眼下具體生活的真實，而非

僅是布建客觀科學知識的索求場域與管道而已。

 當今世界變動快速翻騰，世界各地工業化、都市化的腳步似乎未有停歇，就傳播論

而言，除了資訊受到嚴格箝制或基礎建設相對薄弱的國度外，網路的便捷與行動裝置的普

及，已使得資訊的分享與取得，早已突破舊有的藩籬，文化論述難以再倚賴霸權形成大敘

述 (grand narrative)，進而掌控話語權而無法挑戰，因而，文化相對論受到重視與強調，所

呈現的面貌更是複調多元。

全球化趨勢籠罩下，在文化同質化與異質化之間緊張的互動關係裡，博物館也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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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試跨越博物館門檻，以更多元開放的心態將文化資產呈獻給社會大眾；而當「新博物館

學」已將傳統博物館的功能性，從「擁有」轉為「詮釋」之際（楊翎，�00�），臺灣也在

接續「社區總體營造」的在地住民空間演繹之後，又推行了「地方文化館計畫」，以相應

社會教育模式的推陳出新、觀光休閒娛樂的大眾生活消費所需，以及地方政府與地方族

群對保留延續在地特色的高漲意識，致使眾多類博物館性質的地方文化館、文學博物館相

繼出現，並且解構了傳統博物館概念，採取多樣混雜的創新作法，而「臺中文學館」的創

設，堪稱是鮮明的實例。

臺中文學館扮演「新博物館學」趨勢下的角色，在具備鮮明多元文化的臺中（臺灣）

舞臺上，所要詮釋的，是臺中（臺灣）文學的發展歷程；所要凸顯的，是臺灣本土文化色

彩；藉以所要重構的，是有別於紙本紀錄的臺灣本土歷史記憶，同時，也是後殖民意識的

展現。如是角色塑造與劇本編寫的樣貌，一如姚明俐 (�0��) 指出臺南市的「葉石濤文學

紀念館」，即是官方建構臺灣國族認同的具體實踐，藉由作家活動記錄與其創作，「超越博

物館展品的靜態與文學的抽象本質」，與歷史及臺灣的集體記憶等相結合。

恰如王嵩山 (�0��) 認為博物館的展示，是經由被建構的，在不同的建構過程中隱含

不同的權力、知識與終極關懷系統。博物館在展示的實踐裡，其多樣性的意涵之一，便是

族群辨識議題。而展示 (exhibition) 是一種公開 (publicly)、為了達致某種目的、具有意識

性 (consciousness) 的行為，因而，自有其意識形態的作用。

相關臺中文學館的前行研究中，或針對歷史建築活化再利用的議題，討論文化資產本

身的價值所在與保存的功能，並探討對周邊的影響效益（巫珮瑄，�0��）；或是聚焦於文

學館佈展運作與行銷方式，予以歸納整理並進行 SWOT 的環境分析，同時見出在其在佈

展運用上囿於原建築空間，與展示內容不易了解的問題，提供未來類似個案作為反思與參

考依據（黃千芸，�0��）。

而林家豪 (�0��) 則立於觀察官方文化治理的視角，除了探究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的

真實性與當代價值之外，並認為文學館在空間權力變動與異質化的展現過程中，具備了文

化、歷史和空間美學等面向的發展，蘊含歷史價值與知識系統，將扮演建構社會和文學意

識的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論文內容包含對市府文化局長、市議員與建築設計師的訪談，

實有諸多值得參酌思考的資訊。

另外，施長安 (�00�) 以後殖民視角觀察臺北市四四南村保存計畫的空間政治脈絡，

提出「空間 = 認同政治」為臺灣後殖民社會的歷史結構，透過對歷史建築的保存、挪用

與詮釋，是具有政治性的意圖與象徵。而楊翎 (�0��) 踏查紐西蘭歷史最悠久的兩座博物

館，試圖以之為後（去）殖民敘事文本加以解讀，見其透過圖像和物質去喚起毛利文化的

本體性，促成在「想像」與「再現」的建構過程中，逐步形塑「共同體」的族群認同。不

僅是重拾族群共同記憶，更是尋求主體的重構 (reconstruction)。

類此文獻相關於空間政治、後殖民、重構、族群辨識、國族認同等議題的討論，均足

資為導引本文對臺中文學館的觀察與參考，並且提供具有價值的概念，裨益於思考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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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敘事載體與地景閱讀

���� 年興建完成的樂群街警察宿舍群，是日治時期遺留至今的歷史建物，具有獨特

的文化風格與歷史淵源。基於永續保存歷史建築的理念，臺中市政府文化局於 �00� 年將

其登錄為歷史建築，摒除其他開發計畫，並以「臺中文學館」為定位，�0�0 年 � 月進行

修復與活化再利用，至 �0�� 年完工，於當年 � 月 �� 日各館舍全面開放。

臺中文學館的設置包含常設館、主題館、兒童文學區、研習講堂、主題餐廳，以及館

舍外圍的臺中文學公園。參照文學館導覽折頁的簡介，館舍以展覽、研習與推廣文學為主

要用途，透過多元的展示方式及數位互動體驗，達到文學教育與文化休閒之目的，同時也

是舊城區裡重構、再現的文化地景。

根據建築師謝文泰接受「見學館」訪問 (�0��) 時，自陳當初的設計理念是「我想打

破文學館作為文學忠烈祠的恐怖迷思」。而具體做法即是拿掉圍牆，讓文學館融入周遭地

景與市民生活，透過開放性公園引領民眾進入文學場域，在第五市場對街建立令人親近的

入口意象，期盼透過這個歷史建築將「公共性、文學性跟都市關係連結在一起」，見其設

計立意在公共性、都市關係，甚至是整體園區規劃上，均頗為貼合現代博物館朝向於積極

與人群或社區環境緊密結合的發展方向。

相異於同以「文學」為名、也是歷史建築活化利用，兼具博物館與圖書館功能的臺南

市「國立臺灣文學館」，臺中文學館並無館藏文物或典冊，其主要的功能，朝向於提供民

眾一個認識臺中（臺灣）文學的「窗口」與途徑，同時也是市民休憩的場所，誠然是一處

易於接近、深具包容性的公共空間。鄰近住民即使不為文學而來，亦可日涉園以成趣，流

連悠游於其中。

實際走訪文學館將會發現，不管是經由館舍旁的樂群街，或是途經緊鄰文學公園的自

立街、柳川東街，一般民眾路過大有可能會錯過，如下圖所示： 

樂群街方向 自立街方向

足見文學館當初在館舍與公園的設計規劃上，相當程度地保留街區的地貌，似乎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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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周遭環境所形成的街景裡，在視覺上顯得和諧自然，加以樹木蓊鬱蒼翠，並怡然自得，

靜謐而安詳，頗有大隱於市的況味。翻修闢建的結果，不至於標新立異而突兀地抹除原有

的地景文化與歷史脈絡，見其用心。

歷史建築即是文化資產，同時也是文化地景，而文化地景亦即是文本，承載著尺度不

一的區域、族群，以至於國家的歷史發展脈絡與文化變遷樣貌，甚至尤有甚者，能夠代表

住民自我身分認同與族群意識趨向的依歸，因此往往是蘊含豐富的敘事載體。藉由對文化

地景的解讀，猶如查閱彼時、當地社會發展真實內蘊的文本紀錄。

日式建築的警察宿舍經過修復與再利用，雖已令歷史建築「活化」而能與現代社會並

存，與住民對話，同時也等待發掘與閱讀，更進一步能呈現歷史空間文化形式中的人文意

義，聯結空間場域與歷史意義的詮釋。然而，若嘗試加以深究，作為敘事載體的臺中文學

館，實是含有多層次內容的文化地景。除了日治時期警察宿舍本身是兼具空間維度及敘事

性的載體之外，經由詮釋與建構（活化再利用），已經附加了不同的地景意義，甚至是解

放性的力量，包含了設計操作中鋪陳的地方意象、意識形態，以及政治、族群認同（康旻

杰，�0��）。原來的地景，已經悄然轉換了敘事的方式，同時也內含了不同的故事性。承

載著過往，但也不停蛻變向前，相應於文化是活潑滾動的演進真實。

巧合的是，日治時期居住於此的警察，是殖民統治政權最具體的代表，是苛政體系

最末端的執行者。殖民體制佈建綿密的警察制度，與臺灣住民日常生活的關係異常緊密，

臺民口中的「大人」，於臺灣文學作品中常有負面形象的摹寫，扮演著壓迫凌虐臺民的角

色，屢見惡形惡狀與跋扈行徑，作家透過文學創作，藉以傳遞的，是反抗殖民統治的批判

意識：日本警察手握執法的權柄，抱持種族沙文意識的偏差優越感，顯露其帝國殖民者醜

惡姿態。文學作品無非是為了直指「內臺一如」政策的荒謬與虛假，凸顯殖民體制的偏頗

與箝制。已經列入教科書而眾所皆知的賴和〈一桿秤仔〉，小說故事編排的人物與情節，

即是顯著的例子。

修復、保存警察宿舍建築，重構的是殖民時期的歷史記憶，是文化地景的第一層意

義；置入文學意象，畫出文學發展歷史軌跡，或美學或批判，是第二層意涵；而構築於夾

層的，則是表徵臺灣本土文學（文化）論述的話語權，主導詮釋臺灣文學的本土化系譜，

標記族群辨識所由之徑。地景的文化主體性，敘事載體的故事性，似乎是可以不斷地被建

構的，正也說明了影響歷史的遞嬗與社會的變遷，其成因同樣也是複雜多變的。設若族群

議題在不同政黨輪替執政之際，始終未能消弭，則繼之而來對於地景的詮釋與敘事體的後

設敘述，也將有許多的可能性。

文化地景伴隨社會變遷，敘事載體漸次容受不同故事，不停地烙印、粉刷此時此刻，

在歷史流光裡敘說著層層疊疊的不同意象。文化內蘊正在累積，歷史正被寫就，而且持續

蘸墨翻頁。正如象徵殖民符碼的日式建築警察宿舍，是先驗性地存在的地景，而臺中文學

館的文學性敘事，則是後設的語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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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文學館的文學性敘事，則是植基於由廖振富與楊翠兩位教授所編著、臺中市文

化局出版的《臺中文學史》，也可見出時任市長的林佳龍與文化局長王志誠（詩人路寒

袖）對臺中文學館展示內容主題的用心著墨。而《臺中文學史》(�0��：��) 緒論中即清楚

說明：「本書之撰寫方向與內容設計，除兼顧學術性、普及性之外，也考慮與未來（文學

館）之展示規劃主題配合，進行各種相關議題之探討，諸如地景、性別、族群文學、兒童

文學等。」

《臺中文學史》雖是區域文學史，但在呈現臺中文學發展歷程之外，也透過多元議

題探討，同時表現了臺灣文學悲情與抗爭的姿態。因而，援此規劃臺中文學館的展示主

題，則除了透過不同媒材，陳列展示眾多臺中文學作家生平事蹟與作品之外，臺灣本土

文學的發展歷程亦為主軸。從清領、日治及至二二八事件，歷經國府實施戒嚴的白色恐

怖時期，以迄於今，採取歷時性的觀照，亟欲建構的是臺灣文學的主體性，凸顯的是鮮

明的臺灣本土化色彩，翻轉在地文學（文化）在過往殖民歷史中被視為他者 (the other)

的視角，以及文化位階的落差；追索傳統依存的在地、接續斷裂的記憶，展現的是後殖

民敘事的意圖。 

如是敘述策略，建構臺中文學館蘊含歷史敘事與知識系統，展示面向兼具文學和社會

意識，刻印了空間權力變動的痕跡，也具有成為後殖民敘事文本的可能性。

肆、後殖民敘事文本的形塑

回首來時路，臺灣社會在卸脫日本 �0 年的殖民束縛後，卻又因國府在國共對抗失利

後「播遷」來臺，於政治和文化上對日本殖民遺風與臺灣本土文化，藉由框定戒嚴體制

予以敵視及囿限。若取用「壓迫」以為殖民的概念，則國府在戒嚴期間對本土文化、語

言形成壓迫與戕害，類同於「再殖民」或「內部殖民」的階段（陳芳明，�00�；李英明，

�00�；Young，�00�；Dirlik，�0��），也使得臺灣社會的後殖民敘事與批判，被迫擱置與

延後。

而在戒嚴體制下，國府並且同時架構了以大中華文化為霸權論述，建構「中國」的國

族想像，國族主義遂成為壓抑臺灣本土社會、文化的工具，「想像的共同體」造成臺灣社

會逐漸形成臺灣地域意識與大中國民族意識的互相拉扯，也漸次出現後殖民主義意識中自

我／他者的視角，本省人（臺灣人）與外省人之間所謂的族群矛盾與省籍情結，也逐漸浮

上了檯面。及至 ���� 年解嚴、�000 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伴隨本土化運動迭起以後，臺灣

社會始能真正審視日本殖民與國府戒嚴體制類同再殖民的歷史烙印（陳芳明，�00�）。

國府所架構的霸權文化論述，以大中華文化為依歸，緬懷的是黃河岸與長江水，同時

也讓擔任「文化載具」的博物館成為「大敘述」的載體與政策工具。故宮博物院即是最為

鮮明的代表典型，館內的陳列與展示，正如以「故宮」為名的意識型態象徵。

雖然，從 �� 世紀以來博物館就擔任詮釋、表徵統治者觀點和價值體系的機構（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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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政，����），但是，當博物館經歷翻轉為而以人為主體，並得以掌握展示與再現的話語

權，進行解構、去中心化、重建族群記憶等工作時，博物館理應放棄大敘述，將專業學術

的主流論述化為文化多元性概念，拋棄權威性格與國家機器的掌握，注重地方文化傳統，

並主張地方參與及認同（張譽騰，�000）；而博物館人類學的文化批評與反省理論，於此

際更能裨益落實文化公民權的定義與內涵，並在文化政治場域裡，以具體的場館為載體，

或可成為「敘事文本」的同時，進一步建立族群共同體意識。

隨著現代博物館的轉型，以及開放性多元文化社會意識下，眾多類博物館也改變了

傳統的運作機制與意識形態，朝向尊重、呈現本土文化的價值、智慧與優越感的觀點，以

及表現方式與語言（徐純，�00�）。在如是時空背景下，加上後殖民文學理論與史觀的移

入，也造就臺灣社會形成了「後殖民」與「本土化」互文的特殊現象。

雖然後殖民主義在進入臺灣以後，與後現代主義一樣也產生了異化的現象，所形成

的臺灣後殖民論述也並不就等同於本土化論述，但邱貴芬 (�00�) 指出，後殖民論述之所

以能與臺灣本土論述相互結合，乃是因為後殖民強調殖民地文化與殖民勢力文化的差異，

這與「本土派」長期致力於抵拒國民政府撤退來臺後的高壓統治模式，並且區辨本土文

化（文學）的自主性與本體性，自有其脈絡相通之處。於是乎，強調本土化的作為，包含

族群辨識、國家認同、臺灣史觀與文學史觀的解釋權等，便自然汲取後殖民主義的相關論

述，可以同時在文化主體性的追尋，甚至是強調臺灣文學自主性發展的兩者思辨中，援以

成為合適的推演理論，並且隱然具有催化作用。

所以，臺中文學館除了研習講堂不定期舉辦相關文學推廣的活動之外，文學館欲達成

導覽折頁中所謂「文學教育」的目的，應屬常設館與主題館內，多元展示所傳遞的內容與

訊息，展演的是臺中地方文化色彩，與臺灣文學自主發展歷程。

然而，細究其展示實踐過程裡，確然內含了政治性的權力運作，凸顯了族群關懷的

特定意識型態。文學館作為敘事文本所欲傳遞的後殖民意識，是瓦解透過殖民語言、文本

形式與（大中華）文化領域中知識的編碼與想像，擺脫過往的文化控制與精神制約（宋國

誠，�00�），甚至是反抗與批判。開館首輪的主題展，即以楊逵作品與其人其事為展示主

題，作家歷經日本殖民與國府戒嚴體制，卻都曾身陷囹圄，終其一生從事反抗運動，以肉

身印證兩個階段殖民階段統治階層的壓迫。由此觀之，則文學館作為敘事體，正是如此意

圖鮮明地展現了塑形與建構。

易言之，臺中文學館的展示與陳列（如下列圖示）所形成的再現 (representation)，是

一種文化文本的形式表現，也是標記文化主體性的訴求；而同時文學館作為敘事載體，也

是在進行文學主體性的重構 (reconstruction)，是重拾族群共同記憶、凝聚族群意識，將之

視為後殖民敘事文本加以解讀，勢將能夠獲致多層次的感受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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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臺中文學館雖以「臺中」為名，但也正一如葉石濤文學紀念館以「臺南」文學

為基礎，投射而出的，卻正是「臺灣」文學的本質，呈現的是官方（市府）博物館所欲建

構的國族想像與文化認同（姚明俐，�0��）。但也由於官方具有主導詮釋權的政治力量，

隸屬於文化局的臺中文學館未必能夠獨立超然，其敘述體所承載的主題，或將因為政黨輪

替與族群議題等諸多因素，致令在場館裡進行的敘事與閱讀，形式與內容或許終將有所變

異，縱使臺灣社會正朝向更多元、更開放的方向邁進，此時此刻也將會是「曾幾何時」。

然而，時間的長河，必然奔流不止，桑田滄海，也屬必然。

值得強調的是，日本殖民臺灣時期保留至今的建物，本身即是殖民歷史紀錄的文本，

將如是建物活化再利用時，藉由歷數臺灣文學發展進程的諸多議題，並賦予文學意象，同

時拉長歷史縱深，進一步批判戰後國府類同再殖民對臺灣文化（文學）的壓迫與箝制，其

中試圖瓦解國府中心／邊緣劃界、顛覆文化霸權敘述的用心，是清楚而鮮明的，而臺中文

學館扮演這樣的功能角色，是可以成立的。

因而，臺中文學館所實踐的後殖民敘事，其所指涉的，則分明是複調多元，卻也層次

分明。而文學館進行的後殖民敘事，不僅是透過重構臺灣文學發展的歷史記憶，掌握歷史

詮釋的話語權，也成為解構殖民歷史與政治的論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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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臺灣有許多日治時期保存至今的歷史建築，這些空間除了文化與歷史的底蘊外，與周

邊環境所構成的地貌紋理及社會脈絡，更是值得探索追尋；經過修復再利用成類博物館性

質的設立，除了維護文化的意義和歷史價值之外，則需要社會與公眾參與，「活化」始有

意義。

然而，文學所欲傳遞的意象與文字藝術的真善美，誠然是必須經由一定質量的閱讀

與反芻，始能領略，透過文學博物館的展示與陳列，則恐難以一窺堂奧。因而絕大多數以

「文學」為名的類博物館，在功能實踐上，則是設法運用相關作家的文物與創作，提供

具備想像力的詮釋與溝通途徑，以期使參觀民眾能「漫遊於生命與思想書寫之境」（王嵩

山，�00�：��），藉由聯想而嘗試以斑窺豹。

一如臺中文學館著重以臺中（臺灣）文學發展的時間序列、空間分布與議題探討為常

設展覽的主軸，而屬於文字藝術美學所經營的文學意象卻略顯模糊，反而充滿鮮明的後殖

民語彙，並具有成為後殖民敘事文本可供閱讀的可能性。誠然，至今臺灣學界對於後殖民

理論與批判的討論，不管是針對臺灣歷史進程或文學史發展，始終是言人人殊，但實也各

取所需，言之成理。如果抱持正面的態度，同樣都可以透過辯證與反省，提供更開放性的

思考。也正因為如此，或許終究也無礙於本文所推斷的可能性。

值此積極推動臺中市舊城區文化歷史復興，規劃文化資產修復工程，並且獲得文化部

「再造歷史現場旗艦計畫」的經費浥注，戮力期使舊城區風華再現之際，漫步柳川水岸景

觀步道造訪臺中文學館時，也許本文的視角，可以提供一個不同的走讀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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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86，��-��。

張譽騰 (�000)。當代博物館探索。臺北市：南天。

許功明 (����)。博物館與原住民。臺北市：南天。

陳佳利 (�0��)。博物館中的文學風景─臺灣文學博物館的發展脈絡與展示內涵之研究。博

物館學季刊，25(�)，��-��。

陳芳明 (�00�)。後殖民臺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臺北市：麥田。

黃千芸 (�0��)。臺中文學館發展與行銷策略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興大

學，臺中市。

楊翎 (�00�)。全球化與大英博物館。博物館學季刊，18(�)，��-��。

廖振富、楊翠 (�0��)。臺中文學史。臺中市：臺中市政府文化局。

蔡振家、陳佳利、李捷葳 (�0�0)。博物館中的文學聲景─試析聲音元素在文學展示中的角

色與功能。博物館學季刊，24(�)，��-���。

Arif Dirlik 著，馮奕達譯 (�0��)。殖民之後？：臺灣困境、「中國」霸權與全球化。新北

市：衛城。

Robert J. C. Young 著，周素鳳、陳巨擘譯 (�00�)。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導引。臺北市：巨

流。

見學館／談建築／臺中文學館。〈建築少俠謝文泰，獨特設計文筆活絡老城姿態〉

http://www.housearch.net/to/read?id=�0��（瀏覽日期：�0��/��/��）

ICLM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Literary Museums), �0��.

      http://icom.museum/whowe-are/the-committees/international-committees/international-

committee/internationalcommittee-for-literary-museums.html .（瀏覽日期：�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