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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林文月生平經歷與文學因緣 

 

    林文月在上海日本租界出生，原籍台灣彰化人。戰後渡台，後就讀且任教台

大，退休後旅居美國。如此繁複的生命歷程，不僅影響她的文學關懷，也塑造她

的散文風格。本章擬從林文月個人生命史出發，分析她生命各階段的重要事件、

際遇對其內心世界與創作所造成的影響。觀察她一路行來的足跡，探討其今日創

作思想及創作風格形成的原因，以此作為進一步分析其作品的基礎。 

 

第一節  童年上海居：國族認同迷思 

   上海童年的生活，提供林文月充分學習日文的機會，為她往後的日本譯作奠

定重要根基。她的文學啟蒙自小就開始，受到飽讀詩書的母親及個人蘊涵的關係 

，童年時便十分喜愛閱讀。但是特殊的身份，使她在小小的年紀就感受到國族認

同的問題。許多童年泛黃而黯淡的記憶，之所以能鮮明保存下來，乃在於這種認

同的困擾在童年時期伴隨著她一起成長，1上海童年的歲月，是林文月生命中風

格非常鮮明且韻味特殊的一段。 

 

一、日本化的啟蒙教育 

    林文月，是個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卻不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而是在上

海長大的，在台灣唸小學時被同學稱為「半山仔」。2她的父親林伯奏原是出生於

彰化縣附一個很小的鄉村──溪州劉姓之家，後來為北斗鎮林家所領養，遂冠林

姓。林文月 1933 年出生在上海閘北日本租界區，在當時那是個四分五裂的地方，

＜說童年＞中曾自述： 

                                                 
1 陳芳明，《深山夜讀》，台北：聯合文學出版社，2001 年 3 月初版，頁 199-200。 
2 林文月說她小學六年級由上海來到台灣的「老松國小」就讀，那時候，本省人喜歡叫外省人為

「阿山仔」，表示來自唐山，同學們便管叫她「半山仔」。林文月，《讀中文系的人‧說童年》，  
  台北：洪範書店，1978 年 9 月初版，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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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上海。我們家八個兄弟姐妹當中，除了弟弟因避民國二十六年的 

『上海事變』而於東京出生外，其餘七人都誕生於上海。雙親很早便從臺 

灣遷居於上海。抗戰結束以前，父親一直任職於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 

的上海支店，所以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先後都在上海市江灣路的家生長。

3 

 

上海江灣路，是她童年記憶所繫的主要空間。上海事變時，為避亂曾舉家遷

居於日本東京，但年餘又回去，直到抗戰勝利翌年二月始返台。林文月住的是日

本租界閘北地區，該地區的九所日本小學中，因臺胞子女沒有朝鮮人多，因此無

有像專為朝鮮人而設的小學。當時的台灣人，依據馬關條約，也算是日本人。八

歲時，林文月小學一年級之啟蒙教育，便是按學區劃分進入了為日本居民的子弟

而設的小學──「第一國民學校」。 

    僅就讀一年，隔年便因學生人數增多，林文月重新被分配到新成立的「第八

國民學校」，亦是與日本學童共同上學。那時候，由於她住家鄰近的台灣人不多，

全校只有她和四妹及後來入學讀半年的弟弟是台灣人。小學五年級以前的教育，

全是在那所日本小學接受的。 

    林文月從小接受日本教育，與日本孩童一起生活成長，語言習慣都頗為日本

化： 

 

我們在家裡大部份是講日本話，跟父母偶爾講極有限的臺灣話，和姨娘

(上海人稱女傭為姨娘)則全部講上海話；可是在外面，我們絕不說臺灣

話和上海話。4 

 

不僅講的是日本話，思考的方式是日本式，寫的文章當然也用日文。在上海時期，

                                                 
3 前揭書，頁 26。  
4 前揭書，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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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文月的母語是日本話，居家外出時則講上海話，這種日式的生活一直維持至戰

爭結束時的小學五年級。 

 

二、母親的薰陶及個人的蘊涵 

林文月是《台灣通史》的作者連橫的外孫女，很多人會以為林文月的寫作啟 

蒙應是來自於外祖父的家學淵源，林文月對此曾加以說明解釋：「外祖父在我四

歲時便去世了，他對我並沒有太多直接的影響，我也是透過文字才認識、了解他。」

5談起童稚時和外祖父的相處，林文月認為三、四歲的印象、記憶不一定是真正

的經驗，如果當時她再長個十歲，的確會受到更深的影響。而林文月喜歡文學，

乃是個性使然，若說是遺傳，她覺得應該是讀過很多中國文學的母親啟發了她。

6  

    連橫育有三女一子，林文月的母親連夏甸排行最長。連夏甸年輕時，曾在台

北大稻埕的天主教會學校靜修女子中學讀過書。那一所女子中學，在當時是相當

開明摩登的，和另一間頗有傳統的第三高女，大概可謂日據時代台灣女子所能接

受最高教育的學府。7 林文月的母親早年讀了甚多的古詩文詞，文采也相當不錯 

，林文月的舅舅連震東對家姐的文學才具欣賞肯定，進而勉勵林文月： 

 

你外公的文才，是傳給了你母親；你母親當年的文筆很不錯，可惜長年的家

庭生活，拖累了她，沒有讓她發揮；所幸，你又繼承了這一份遺傳。你要好

好珍惜自己的才學和機會啊。8 

 

更進一步說，外祖父連橫曾將一些線裝書贈與林文月的母親，舉凡《詩經集傳》、

                                                 
5 林芝，《望向高峰－－速寫現代散文作家》，台北：幼獅文化公司，1992 年 12 月初版，頁 105。 
6 林麗如，＜文筆、譯筆與彩筆－－專訪林文月教授＞，《文訊雜誌》，第 201 期，2002 年 6 月，

頁 86。 
7 林文月，《擬古‧往事》，台北：洪範書店，1993 年 9 月初版，頁 73。 
8 林文月，《作品‧我的舅舅》，台北：九歌出版社，1993 年 7 月初版，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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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註爾雅》、《孫子十家註》、《亭林詩文集》、《煙霞萬古樓詩集》、《仲瞿詩錄》

及《壯悔堂文集》。9而後，雅好古典詩文的母親衰老時，又將這些珍貴的書冊送

給林文月，所以當許多人喜歡追問林文月是否是外祖父連橫啟蒙了她的寫作，她

總歸功於母親的薰陶與啟發。 

    從小就嗜愛讀書的林文月，最愛嗅著印刷精美的書香味。小學一年級時半天 

的課程，通常十一點半放學，她幾乎每天都在歸途上溜進學校附近北四川路上的 

一爿書店，名叫「內山書店」。天天在那書店消磨半個鐘頭看不花錢的書籍，入 

迷地讀著帶圖的伊索寓言等書，這對林文月日後的寫作產生什麼影響？林文月 

一語道破： 

 

      在這平凡的生活裏，從過去到現在，一直都與書本有密切的關聯，我讀書

又教書，看書也寫書。是甚麼原因使我變成這樣子呢？我不明白。只有一

點可能：在我幼小好奇的那段日子裏，如果那書店裏的母子不允許我白看

他們的書，甚至把我攆出店外，我可能會對書的興趣大減，甚至不喜歡書

和書店也未可知。10 

 

「內山書店」裡那一對看似母子的異國男女，對喜歡放學後看免費書的林文月， 

日後得以在大學執教，間亦寫一些文章，影響不可說不大。11 

 小學五年級時，對日抗戰勝利，由於林文月就讀上海日本租界區的國小，隨 

著大批日本同學紛紛地遣返回鄉，她失學了。那時天天無所事事的她，竟日蜷縮

在哥哥的書房裏，偷覽他的日本朋友留贈的許多書籍。她還記得讀了一套「岩波

文庫」的袖珍版書，包括夏目漱石《我是貓》等作品，還有許多世界名著日譯本，

如《基度山恩仇記》、《三劍客》、《悲慘世界》、《罪與罰》、《茶花女》等，林文月

的閱讀天地已由童話和少年讀物構築的世界擴展至世界名著的豐厚領域，也對她

                                                 
9 林文月，《午後書房‧三月曝書》，台北：洪範書店，1986 年 2 月初版，頁 5。 
10 林文月，《遙遠‧記憶中的一爿書店》，台北：洪範書店，1981 年 4 月初版，頁 25。 
11 林文月，《交談‧幻化人生》，台北：九歌出版社，1988 年 2 月初版，頁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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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後走上翻譯之路產生了啟蒙作用。12 

 

三、國族認同的迷思 

    林文月的童年散文內容時常重複，讓人不禁好奇尋思，這代表什麼重要的訊

息，使她必須一再書寫而後快？她不是以炒冷飯式的重說，而是以更深一層的挖

掘方式來表達她的童年。由於林文月特殊的身份及成長經歷，使她對童年時期產

生特殊的情結，其中尤以「國族的迷思」最特殊並伴隨著她一路成長。 

    薩依德在＜創造、回憶與地方＞一文曾提到：「回憶及其再現，這些與認同、

國族主義、權力和權威等問題密切相關。」
13林文月童年生活中，身份的質疑和

國族意識的模糊，一直令她深感迷惑，也一直不斷地在她散文的文本中出現。自

小接受日本化的教育，父母則因林文月尚幼小，也沒有灌輸她認識台灣如何割讓

給日本的歷史，所以她根本無由了解何以自己與其他的同學有差異： 

 

日本小學生往返學校都排隊走路。我們經常會在路途上遇見中國孩童；雙

方總是仇敵似的，往往一方叫喊：「小東洋鬼子！小東洋鬼子！」，另一方

又叫喊：「支那仔！支那仔！」。氣氛緊張時，甚而會互相撿地上的小石子

亂扔。我也曾經跟著喊過「支那仔」，也曾經對中國孩子投過石子。因為

我那時以為自己也是日本孩子。14 

 

就讀第八國民學校時的林文月，是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當時內心最高的榮

譽莫過於能擔任班長一職，且只有最優良的學生才有資格勝任。她的同班好友植

田玲子，是位品性學業皆讓人佩服的模範生，時常都當班長。品學也很出色的林

                                                 
12 莊宜文，＜在沒有疆域的國度──林文月的閱讀天地＞，《聯合報》，第 41 版，1997 年 12 月

23 日。 
13 薩依德著、單德興譯，《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錄》，台北：立緒文化公司，2000 年 10 月初版，

頁 9。 
14 林文月，《讀中文系的人‧說童年》，頁 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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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月百思不解自己為什麼無法如願：「我的成績也跟植田玲子在伯仲之間，但是

只能偶爾做副班長。我認為老師有點不公平，但是想不出原因何在？」15 

有一次林文月在上學途中，行經公園前看見一個日本兵，踢打一個懷孕的中

國女人，口裡還不斷地啐她：「馬鹿野郎！」當時林文月同行的男童都歡呼萬歲，

跟著日本兵一起罵，身旁的女童也跟著齊呼，後來林文月不知道自己為何也加入

歡呼和拍手的行列。成長後回想起這段往事，她才恍然發現「支那人都是壞的。

日本皇軍是代天行道。學校的老師如此教育我們，而我以為自己當然也是日本小

孩。」16 

抗戰期間，類似如此輕蔑「支那」人的情形，在一些作家的文本中亦時有見。

例如鍾理和寫於 1959 年的《原鄉人》，曾生動描寫了日據時代日本人與中國人對

台灣孩子上的不同「人種學」課。在日本老師關於「支那人」的種種故事中，帶

有蔑視意味的「支那」這個名稱取代了「中國」，並被塑造成一個令人感到羞恥

的「他者」，因而逐步形成了這樣的想像：「支那代表衰老破敗；支那代表鴉片鬼，

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代表怯懦，不負責等等。」然而，在中國民間百姓，如自

己的奶奶、父親和兄弟那裡，關於自己的祖國，鍾理和則聽到不同的敘事和產生

不同的想像。17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騎兵隊駐紮在學校，林文月上課的情形也就不太能夠正

常，操場上常有軍隊的演習活動，甚至有密集頻繁的空襲警報，有時一天之內要

跑兩次防空洞。在防空壕裏，除了學童，總有幾個軍人，小學生們很喜歡跟阿兵

哥交談，林文月回憶道： 

 

一次，年輕的二等兵問大家的籍貫。「我是東京人。」「我是大阪。」「熊

本。」大家自告奮勇地報告。「你呢？」他問我。我有些遲疑吞吐地回答：

                                                 
15 林文月，《擬古‧江灣路憶往》，頁 51。 
16 前揭書，頁 54。 
17 黎湘萍，＜戰後台灣文學的文化想像＞，收錄於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 

五十年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論文集》，台北：文建會，2000 年 6 月初版，頁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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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臺灣人。」那二等兵先是一楞，大概一時弄不清楚臺灣在日本的甚

麼地方吧；隨後，彷彿又若有所悟，卻變得異常冷漠，不再理睬我。18 

 

當時的林文月困惑自己為什麼跟大家不太一樣呢？亦不能清楚理解「台灣人」與

「東京人」、「大阪人」、「熊本人」有何不同？她覺得羞恥、屈辱、憤怒，但是她

一點反應也不敢有。 

民國三十四年八月，日本天皇在無線電臺廣播中宣佈無條件投降。不久，台

灣人就轉變身份為中國人，日租界裡的台灣居民將日本的太陽旗焚燒掉，門前改

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林文月一家人不必像左鄰右舍的日本人那樣慌張

遷走，這時她覺悟到自己突然變成「支那人」了。而支那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凶狠

起來，年幼十二歲的林文月從窗口看著支那人瘋狂掠奪的行為：「從前看不起支

那人的日本人，一個個低聲下氣，連討饒都不敢，全家人蜷縮在一隅，眼睜睜看

著自家的財物被人搬走。」19而這些局勢的突然轉變，她當時並不明白，只能從

父母口中略知：「我們不再是日本人，我們現在是中國人了；我們沒有打敗戰，

我們是勝利了。」20其實，林文月並不明白這個天大的變化，年幼的她，真的來

不及明白這個道理。這些似懂非懂的國家、民族、台灣人、日本人、支那人……

等，一直是林文月童年記憶中最難以理解的一部份。即使林文月意識到自己與「普

通中國人」應該有所差異，但囿於當時的年齡及思想，她並無法清楚理解自己身

為中國人的「特殊性」何在。 

    林文月的童年和許多人一樣，有不少甜蜜的往事，只是較別人多了一種複雜

的徬徨感，乃因她生在一個變動的時代裡，而她的家又處在幾個比較特殊的空間

裡，時空不湊巧的交疊，在她幼小的心田裡抹上了一層淺灰色的暗影，那種滋味

實在不好受，直到年長後仍舊無法忘卻。 

 

                                                 
18 林文月，《擬古‧江灣路憶往》，頁 58-59。 
19 前揭書，頁 63。 
20 林文月，《讀中文系的人‧說童年》，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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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少女渡台期：語言中途轉換 

台灣光復，林文月從「異鄉」回到「故鄉」，公路旁的大王椰，早已取代北

四川路上的法國梧桐。21離開了上海，林文月面臨了語言轉換的現實困境，但她

努力學習中文，甚至以中文創作。同時，在繪畫的學習上，也奠定深固的基礎。

林文月於青少年階段已顯露了寫作、繪畫的才華與熱忱。 

 

一、尋求認同 

    抗戰勝利，住在日本租界的台灣人忽焉由日本人變回中國人，身分處境頗為

尷尬。待日本人陸續撤離上海返歸其國後，上海當地的流氓之徒竟伺機逼迫台灣

居民，包含林文月他們一家人被責備是日本人的走狗。她的父親林伯奏曾經為日

本公民，並且在日本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任職多年，對於驟變為中國公民的身份 

，覺得難自處於那個大環境之中，翌年民國三十五年的二月，倉皇舉家乘船遷回

台灣。22 

    林文月對台灣這陌生的故鄉是充滿新鮮興奮的：基隆碼頭岸上的人全講台灣

話、基隆至台北沿途的青翠山巒、路邊成排的大王椰，耳目所及的一切，對於生

長在上海的她來說，都是前所未見的，極具吸引力。林文月自我寬慰道：「『這就

是我的家鄉嗎？』『這是我的家鄉！』我心裏反覆不停地自問自答。我終於回到

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回到一個與別人都無差別的環境。最高興的事，莫過

於此。」23 由於童年在上海的國族迷思，讓她來台後急欲尋得一個和別人無差別

的環境。 

 

 

 

                                                 
21 林文月，《午後書房‧關於秋天》，頁 44。 
22 林文月，《回首‧回家》，台北：洪範書店，2004 年 2 月初版，頁 80。 
23 林文月，《讀中文系的人‧說童年》，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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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語言的隔閡與跨越 

    少女時期林文月希望揮別童年在上海日本租界居住時身份不明的尷尬，能與

大家一樣。來台後，她當真不再與別人都無差別了嗎？事實卻未見得如此。渡台

時的林文月理當讀小學六年級，但當時只有萬華的「老松國小」還有六年級班，

於是她每天都得長途步行去就讀。「路程遠，已令我疲倦厭煩，而陌生的環境，

語言的隔閡，更使怕羞的我視上學為畏途。」24 

下課同學間的談話，林文月聽不懂台灣話，即使他們講日本話，帶有濃重台

灣的口音，同樣讓林文月聽得似懂非懂。雖然林文月會講上海話，由於接受的是

日本教育，所以她不會說國語，也不認識多少中國字。光復初期的本省籍國文老

師，多數是前一天去學國語，隔天便來校教學生。由於老師本身的國語生澀不流

利，上課只好都是用台灣話解釋國語，那時連ㄅㄆㄇㄈ都不認得的林文月，學習

起國語更是困難，程度明顯落後班上的其他同學： 

 

上學不久就逢考試，這真教人難堪。我回家請求母親讓我休學，母親說甚

麼都不答應，百般勸慰我。猶記得第一次在「老松國小」考國文，成績是

三十分，我從來沒有考過這樣低的分數。25      

 

    林文月在上海讀小學時，文筆很好，文章常被張貼供大家閱讀。但是來到台

灣後的小學六年級，語言的隔閡，她忽然退回到不會寫文章的狀況了，這是相當

令她沮喪的事。但是，這並不是林文月個人的困擾，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周圍的

每個人的身上，這是台灣光復之初，許多人的悲喜交集的深刻經驗。26 

    深知克服語言隔閡之重要，林文月非常努力地跨越障礙。她不但從注音符號

的認識開始學起，還加緊從頭認識中國的歷史、地理，以及其他相關的文化習俗

                                                 
24 前揭書，頁 33。 
25 前揭書，頁 34。 
26 林文月，《遙遠‧後記》，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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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本知識。經過一年的刻苦勵學，林文月已能從習得的極有限的中國文字來表

達自己的感情思想。同時，她也跟著大家學習帶有北部腔調的台灣話，逐漸地拉

近和其他同學的差距，這時她才感覺自己真正融入了大家生活的環境裡。 

    不久北二女中(今中山女中)初中秋季班新生招考，林文月獲得錄取： 

 

記得在投考北二女初中時的作文題目是「我的家庭」。當時想：這樣平凡

的題目，非藉不同凡響的開場白不足以引人注意，便捨敘述常習，而改由

寫景之句落筆。監考先生果然有些好奇，他在我背後駐足片刻，不久又帶

了兩三位別的先生來圍觀，他們甚至在那裏交換意見，表示讚賞。27 

 

林文月從一開始的不識國字，到最後能在國文作文中將文字拿捏地游刃有餘，證

明了語言上，她已從日文書寫跨越到中文語言。 

    由於轉換環境，林文月在複雜徬徨的心情下，克服了語言和文字的障礙。「那

時候，最大的困難是不知如何面對不同的民族背景和文化習俗。」這不但沒有限

制她的書寫，反而使她日後創作上融合了不同的風貌，在文學上大放異采。28  

 

三、繪畫與寫作的啟蒙 

    林文月從小就喜愛文學與繪畫，對個性內向的她而言，獨自躲在房內，不論

是看書寫文章或信筆塗鴉，都最自在而且充實。她自認在寫作與繪畫之間，初時

是比較偏好繪畫，尤其是人物畫。初中時執迷於繪畫，以為自己將來會是一個浪

跡天涯的女畫家，她說：「父親第一次到外國經商旅歸時，送我的便是有藍紅兩

色自畫像的馬蒂斯畫集。那一本畫冊，也是當時我唯一的珍藏。其餘的畫，是在

學校圖書館及繪畫老師的宿舍中看見的。」29沒有正式拜師習畫過，只是基於幼

                                                 
27 前揭書，頁 185。 
28 林芝，《望向高峰－－速寫現代散文作家》，頁 106。 
29 林文月，《擬古‧往事》，頁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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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師長的鼓勵與讚賞，加上在學校美術課堂上習得的繪畫原理，林文月於繪畫素

描上展現過人的天賦，時常趕畫電影明星的像片送同學。北二女中高三的那年，

繁忙的升學壓力下，林文月是少數高三生仍參加課外活動的。她在美術老師楊蒙

中的指導下，舉凡石膏像的肌肉結構、光影明暗的把握，均精確習得，爾後復加

多年的自我摸索，方始豁然開朗。 

投考大學時，林文月以素描最高成績考取師大(當時稱師範學院)美術系，楊

老師的啟發與指導，應是最大的原因。30由於同時考取了臺大中文系，猶豫取捨

之際，楊老師以自己的經驗建議她唸中文系，就這樣與美術系擦肩而過，但與美

術緣份卻從未斷過：「我當年考取台大中文系同時，也考上師大美術系，因為沒

有去念美術，所以保留了美好的想像空間。」31
以時間斷限而言，林文月年少時

偏愛繪西洋畫；結婚生子後，覺得西畫費時且佔空間，故一度改學國畫，尤偏愛

工筆仕女圖。32對繪畫的興趣，林文月展現在文學作品中，日後的散文集及日本

譯作，多可見她細膩的畫作及插圖。33繪畫帶給林文月的快樂，正如＜人生不樂

復何如＞她提到：「繪畫時候的執著與喜悅，有時更超過文字斟酌的成就感。」34 

 文學與繪畫，一直都是林文月從小的最愛。追溯她寫散文的年代，最早是在

小學時期：「每回作文比賽，我的文章都可以張貼在布告欄上供大家閱讀。依稀

還記得假裝若無其事走過那布告欄下竊聽同學們讚賞時按捺不住的興奮心情。」

35個性好強的她，總覺得愈是有人誇獎、欣賞，就該寫得愈好。 

回想過去，在學生時代對自己寫作影響最深遠的，她推崇的是高中時的導

師蔡夢周先生，和念台大中文時的系主任臺靜農先生。36 蔡夢周老師是林文月就

讀北二女中的導師兼國文老師，有很深厚豐富的國學底蘊。他當時除了要求學生

                                                 
30 林文月，《交談‧我的三種文筆》，頁 100-101。 
31 錢欽青，＜傾聽 林文月 郭思敏 流動的安靜之美＞，《聯合報》，E7 版，2006 年 3 月 3 日。 
32 林文月，《回首‧龍坡丈室憶往》，頁 124。 
33 林文月的畫作散見於其散文集：《作品》、《擬古》和《回首》，與日本翻譯文學：《和泉式部日 

記》、《伊勢物語》及《十三夜：樋口一葉小說選》。 
34 林文月，《作品‧人生不樂復何如》，頁 19。 
35 林文月，《遙遠‧後記》，頁 183。 
36 林文月，《作品‧人生不樂復何如》，頁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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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牢記背誦古文，尚教導學生寫純正的作文，並且痛恨西化的文句。何謂純正的

作文？林文月回憶重述蔡老師當年之言：「中國人不說『人們』。『人』就是『人』，

包括個人，也包括許多人。」37中文裏哪有「人們」這種複數型的用法？也正由

於蔡老師對學生寫作文有如此的嚴格要求堅持，日後林文月的文字裡，留有很多

的戒懼、很多堅持，還有很多考慮。蔡夢周老師的啟發對林文月寫文章形成一種

極大的鼓勵，在高中時期，她就曾經用一個筆名，偷偷向報章雜誌投稿。即使退

稿的滋味非常苦澀，但是一旦作品被刊登披露，那種喜悅和興奮，讓林文月甜蜜

難忘。 

    個人的閱讀經歷，亦是一把開啟林文月寫作之門的鑰匙。初中時，學校的圖

書館，藏書雖稱不上豐富，但林文月班上閱讀風氣熾盛，每有同學歸還圖書，便

馬上通知其他人去借，一本書就這樣在班上流來流去，《飄》、《鄧肯女士》、《戰

爭與和平》、《約翰克利斯朵夫》、《貝多芬傳》……，都是在初中就接觸的翻譯名

著。中國文學經典名作如《紅樓夢》、《西遊記》等，反倒是高中以後才接觸的。

38 中學六年，雖然處在「反共抗俄」的政治氛圍裡，但學校的圖書館仍可以借到

高爾基、魯迅、周作人的一部分著作。這些課外書，使林文月年少時代擁有遼闊

的閱讀天地。    

 

第三節  中文系陶養：文學啟發與人格涵養 

   對林文月來說，她的人生似乎決定於一念之差──改念中文系。但走上這條

路後，接觸的古典學術越多，她便越發覺中文系的美好。林文月將這些文學滋養

進一步消化、吸收，成為自己日後散文反芻吐納的文字珠玉。唸中文系期間，林

文月也開始接觸翻譯工作。以下依時間之順序討論之。 

 

                                                 
37 前揭書，頁 14。 
38 莊宜文，＜在沒有疆域的國度──林文月的閱讀天地＞，《聯合報》，第 41 版，1997 年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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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讀中文系的因緣 

    1952 年，林文月考入了台大中文系，那一年中文系的錄取僅十一人。高三

那年，就讀北二女中且擔任班長的林文月，負責收集班上同學的考大學的報名

表。原本也是填考台大外文系的她，看到全班僅一人外，其餘皆填報台大外文系，

基於一時莫名的反叛心理，她索性將報名表上的「外」字，刮下改填「中」字，

後來她的名字就出現在台大中文系的榜單上，締結了和中文系的美好因緣。 

    當時她同時獲得錄取台大中文系與師大藝術系(當時稱「師範學院」)，猶豫

取捨間，在師長的鼓勵下，選擇了唸台大中文系。「命運有時就是這般不可思議。

既選擇讀中文系，便註定我這一生要拿起文筆放下彩筆。」39但她對繪畫仍是難

以忘情的，除了眾人熟知的人物素描外，工筆的仕女畫也是林文月鮮為人知的才

華。繪畫對她的文筆影響，若以林文月日後所教的「陶謝詩」為喻，素描是她陶

淵明的一面，仕女圖是她的謝靈運一面。她的散文時有陶令的疏朗韻致，而平安

文學的譯筆則頗多謝客的緻密華美。40 

    「人的一生往往決定於一念之間，對我來說，則又似乎是決定於一念之差。」

41林文月不但不後悔讀中文系，還很高興修完連同中文研究所一共七年的中文系

所課程。無庸置疑的，中文系溫柔敦厚、典雅深摯的教育，對林文月日後的寫作

有深刻的影響。 

 

二、古典學術的養成 

    曾經徘徊在外文系、藝術系和中文系三叉口的林文月，讀完一年中文系後，

就萌生想轉回外文系的念頭，遂鼓起勇氣去見當時的系主任臺靜農先生： 

 

                                                 
39 林文月，《交談‧我的三種文筆》，頁 111。 
40 柯慶明，＜我所不知道的林文月先生──為「林文月教授手稿資料展」而作＞，台大圖書館 
  ＜台大近代明家手稿－－林文月＞，http：//www.ntu.edu.tw/manuscript/wang/home.html 
41 林文月，《讀中文系的人‧後記》，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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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囁嚅而道來見系主任的原委，並請求他簽名同意我轉系。臺先生坐在一 

張老舊的書桌前，那上面似乎堆積了高高低低許多公文一類東西。他看了

看我的成績單，只簡略的說：「你讀的很好嘛，不要轉系了。」我羞澀地

臉紅一陣之後，也想不出第二句該堅持的話。42 

 

在臺靜農先生的鼓勵下，林文月雖然系沒有轉成，但卻也更踏穩且持續中文

系的這條路。中文系豐富的古典學術課程，如：臺靜農的楚辭、屈萬里的詩經、

鄭騫的陶謝詩、許世瑛的聲韻學、董同龢的西洋漢學名著選讀等等，均提供林文

月豐盈的文學的養份，也啟迪她日後的文學創作。 

    林文月曾自言：「我向來無大志，多半是命運決定了我。而且是在我未選擇

之前，命運就選擇了我。」43她在中文研究所報考亦是如此。大學畢業後，林文

月一心想當助教，臺靜農先生極力勸勉她務必報考研究所，看見師長對自己如此

呵護關切，在考前兩週日夜苦讀下，不負師長的期望，如願考取。 

    在中文系所研讀了七年，主要的學習方向是古典文學，師長們的教導與指

引，林文月更能認識自己並發揮所長。大學時代，她的寫作方向主要是論文，抒

情寫志的創作只能偶一為之。鄭騫先生指導她學士論文《曹氏父子及其詩》及碩

士論文《謝靈運及其詩》，透過學術論文的訓練，她更懂得論文的寫作當有別於

創作，宜力求冷靜客觀。三曹之後，再讀謝靈運，使林文月漸漸走上了六朝文學

研究之路，誠如她的自言其學士論文：「五萬餘字的畢業論文，那實在是我個人

後來走向學術研究領域的第一步，也是刺激我培養獨立思考的墊腳石。 」44 

    自入中文系開始，古典文學的陶養，便一直持續吸收，反觀現代文學方面，

因時局受限而涉獵不廣。在林文月就讀中文系及其後考入中文研究所的五 0 年代 

，正是政府大力查禁中國三十年代文藝書籍，以及俄國若干作家作品之時。周作

                                                 
42 林文月，《午後書房‧臺先生和他的書房》，頁 20。 
43 蔡詩萍採訪、王妙如整理，＜命運眷顧＋個人才具：專訪林文月＞，《中國時報》，第 37 版， 

2000 年 3 月 21 日。 
44 林文月，《澄輝集‧序言》，台北：文星書店，1967 年 6 月初版。筆者本論文引用台北：洪範

書店，1983 年 2 月重刊初版，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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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魯迅、郭沫若等作家，在當時都是不可觸碰的禁忌，因而中文系所也未敢開

設現代文學課程，終日所接觸的科目盡是經史子集。 

偶然間，在大學研究所的書櫃底層，林文月發現了一整套的《小說月報》。

於古典研讀之餘，這些現代文學作品的閱讀，引發了她個人的寫作興趣。45 林文

月唸大學時，台大外文系在整個台灣文藝風潮中或是西方文學觀念的引進上，都

扮演了極重要的角色。相較之下，和她前後期的一些外文系出身的作家，如陳若

曦、王文興、白先勇、歐陽子等人，比較無包袱，更有機會接觸現代文學，甚至

創作。當時外文系夏濟安先生主持的《文學雜誌》，提供了外文系的學生一塊自

由創作的園地。身為中文系的林文月，因系上唯一能作的是清代以前的古典學術

研究，所以在《文學雜誌》發表的全為古典研究的論文。往後，她的散文作品辭

語典雅，正是長期潛心研讀古典文學的成果。對她來說，作家沒有一個「真正」

的師承問題，她表示：「讀書、寫作不可能只受單一影響，更不可能完全不受影

響。」46 

 

三、散文的灌溉 

    大學時期的系主任臺靜農先生，可說是影響林文月寫作啟蒙最直接且深遠的

人。年輕時的臺靜農先生是個頗富盛名的小說家，林文月在唸大學時，曾將自己

寫作的散文和小說請臺先生過目。臺先生認為林文月的生活環境太過單純，比較

適宜於散文寫作： 

 

      記得大概是在大三的時候吧，我寫了一篇取材於農村背景的短篇小說，請

臺先生過目指正。兩天後，我滿懷希望地去聽取意見，詎料他直截了當告

訴我：「內容構想都不錯，只是裏面的村夫村婦都像受過大學教育的人。」 

                                                 
45 林文月，《作品‧人生不樂復何如》，頁 13。 
46 林麗如，＜文筆、譯筆與彩筆－－專訪林文月教授＞，《文訊雜誌》，第 201 期，2002 年 6 月， 

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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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猛然醒悟，這是自己寫小說的致命傷。47 

 

林文月很快認清了自己的寫作位置，深知自己成長過程順遂、生活環境優

渥，像是生長在溫室中的植物，對於外面人世的風雨苦難世界，只憑想像與同情。

未嘗有過深刻的體驗，無病呻吟如何能寫出有深度的作品？從此她便決心不寫小

說。 

    然而，林文月並未陷入自怨自艾的困境裡，也未就此放下創作文筆，相對地， 

臺靜農先生經常鼓勵她多寫散文──自己內心的世界。而她年少喜歡炫耀華藻麗 

詞的文風，也在臺先生的一句規勸：「文章還是澀一點好。」而逐漸收斂。林文 

月放棄小說的疆域，一心一意灌溉散文的領土。不能偽裝的個性，雖然讓她寫不 

成好小說，但另一方面，卻日漸培育出她獨特的散文風格。 

    

四、翻譯的初始 

    大學時代的林文月和來自嘉義貧困農家的同班同學班上鄭清茂，同因特殊的

教育背景而自然兼備了中、日雙語文的能力。臺靜農先生對於他們倆這方面特殊

的條件相當關心，總是鼓勵他們善加運用日文根基，多從事翻譯方面的寫作。 

    當時東方出版社的社長游彌堅先生正計劃出版兩大系統的少年讀物－－世

界名人傳記及世界名著。那些書都需由日文專家改寫成適合少年閱讀的筆調。游

先生請鄭清茂翻譯，以為工讀。由於所譯內容龐大，鄭清茂便邀林文月參與。對

於已有日文根柢的林文月而言，迻譯起來並不算困難，於是便利用課餘之暇逐本

譯出。從大學即將畢業時到研究所時期，她共翻譯了《聖女貞德》、《居禮夫人》、

《南丁格爾》、《茶花女》、《小婦人》等五種偉人傳記或著名少年讀物，都是以女

性為主角的書，或女作家的著作。後來的《基度山恩仇記》，因鄭清茂要出國深

造，才由她接手繼續完成。48 

                                                 
47 林文月，《讀中文系的人‧後記》，頁 214-215。 
48 林文月，《讀中文系的人‧我怎麼開始翻譯「源氏物語」》，頁 175。 



 29

林文月初嘗譯書的經驗，將放置多年的日文，與她研讀的中文兩相結合，頗

具意義，也是她日後翻譯日本文學的一種試煉，她曾云：「那些經驗，實在是我

日後譯註日本古典文學鉅著《源氏物語》、《枕草子》等的重要奠基訓練。」49 

 

第四節  在台大任教：三種不同的文筆 

 民國四十七年在台大任教以來，林文月握筆寫作的方向始終有三：其一是學

術論文，多側重在古典文學，尤其是中國中世紀時期的研究；其二是散文創作，

感物吟志，隨興而寫；其三是翻譯，以日文原著為主要對象，小說、散文類居多。

論文、創作與翻譯一直都是林文月同時並進的寫作方向，這三者不但不構成抵觸

矛盾，反而適度地調整了林文月的生活情調。50她說：「完成一篇論文後，往往急

欲轉換心境，其中一途，便是寫抒發感思的散文。」51又表示：「我另有一個轉換

心境的方法，便即是翻譯。倘若一篇論文剛完成，又無甚創作意念，或者自覺近

來所寫的作品重複太多，令己生厭，不如去找別人的文章來閱讀，研究他人如何

構思經營。我讀文章的速度極緩慢，常常是一邊讀一邊揣摩作者運筆布局的道

理。其實，最好的細讀方法，便是去翻譯。」52以下便依循發展順序，分別由學

術評論、散文創作、翻譯加以探討。 

 

一、嚴謹學術之筆 

林文月從幼年時期便喜愛寫文章自娛，怎料第一本散文遊記《京都一年》的

出版，反倒是在學術論著《謝靈運及其詩》(1966)和《澄輝集》(1967)之後，足見

她學術起筆之早。林文月寫作賞析古典的論文始於大學時代，許多當時發表於《文

學雜誌》的論文，後來多數收入《澄輝集》之中。53歷經六載時間，1978 年終於

                                                 
49 林文月，《作品‧人生不樂復何如》，頁 15。 
50 林文月，《午後書房‧後記》，頁 201。 
51 林芝，《望向高峰－－速寫現代散文作家》，頁 118。 
52 前揭書，頁 118-119。 
53 林文月，《山水與古典‧前記》，台北：純文學出版社，1976 年 10 月初版。筆者本論文引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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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源氏物語》譯註出版，這六年忙碌時間中，她並未因這大部頭的翻譯而懈怠

了其他兩種寫作，她仍然寫了若干的論文，出版了學術論著《山水與古典》(1976)，

以及兩本文人的傳記：《謝靈運傳》(1977)與《青山青史──連雅堂傳》(1977)。  

《山水與古典》是林文月發表十三篇有關中國古典詩文及文人的短論，以認

真嚴肅的態度，但卻比較輕鬆的筆調呈現。《謝靈運傳》與《青山青史──連雅

堂傳》是以似長篇散文之筆所寫的傳記。1979 年至 1989 年間相繼發表於各類書

刊的論文，部分文章收入在 1989 年出版的《中古文學論叢》一書中，討論南北

朝時代文風及詩人與其作品。撰寫學術論文，林文月始終秉持「重視作品本身」

的基本態度，強調以嚴謹認真的態度去比較版本、考證文字，才能建立一套充實

又獨立的思考體系。 

 

二、恬淡創作之筆 

    1958 年研究所畢業後，林文月留任母校執教，她的生活始終沒有離開過校

園。研究所畢業的前一年，她和師大藝術系出身的郭豫倫結婚，生了一對子女。

然而教書、寫論文、結婚、復又生兒育女，忙碌生活的羈絆，使她遠離創作幾達

十年之久。 

    1969 年秋季，林文月獲國科會遴選，以副教授的身份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

科學研究所研究中日比較文學，她所擬的研究題目是《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

影響》。遊學一年後，在臺靜農等師長們的支持下，破格通過台大中文系的升等

論文關卡，在當時的中文系而言，是史無前例的一大突破，有個自由廣闊的研究

領域，也讓林文月個人日後的視野和研究發展，有了很大的改變與鼓勵。 

    林文月從小就熱愛寫作，但真正有計劃地創作乃從《京都一年》一書開始。

重拾散文創作之筆，實因林文月赴京都前，林海音邀約她為自己所辦的《純文學

月刊》撰稿：「寫點兒比較輕鬆有趣的文章嘛！別總是寫老氣橫秋的論文。」54林

                                                                                                                                            
北：三民書局，1996 年 6 月重排初版，頁 2。 

54 林文月，《回首‧兩代友情》，頁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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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音的快人快語之中，自有一種鼓勵推動之意。於是林文月每月撰寫一篇以京都

為主題的種種節令行事、古剎名苑等隨筆，逐篇刊登於《純文學》。 

返國後，那些篇章集結成為林文月的第一本散文集──《京都一年》(1970)。

她認為《京都一年》可算是國科會給她去日本研究而產生的副產品，是她生命中

的一個重要的分水嶺。在此之前，她是一個中文系的教員及學者，因學校風氣不

鼓勵創作而很少寫東西，雖偶爾寫些東西，也從未想過要發表。但到了京都之後，

所寫的中日比較文學的論文，不但為日後翻譯《源氏物語》埋下前因，也因《京

都一年》一書，讓她重拾創作之筆，改變了她的生活。爾後，林文月始終維持兼

及學術論著與自由創作並行的寫作習慣，不再停留於單寫嚴肅的論文了。《讀中

文系的人》、《遙遠》、《午後書房》和《交談》等書的相繼問世，字裡行間盡流露

林文月的靈心善感與溫柔敦厚的情懷。  

 

三、典範翻譯之筆 

林文月的思想啟蒙是從接觸日本文化開始，小學時代幾乎是在上海虹口的 

日本租界地渡過。但是論及她與日本文學接觸的關鍵，當屬日後的京都人文科學

研究所遊學的那一年。 

當林文月赴京都進行《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的研究時，平安時

期的《源氏物語》也在這部論文的研究範圍內，林文月首次注意到這本書與中國

文化的深厚關係。民國六十一年，她應邀參加日本筆會主辦「日本文化研究國際

會議」，以日文寫成了一篇研究論文，探討＜長恨歌＞對《源氏物語》第一帖＜

桐壺＞的影響，題目是《桐壺と長恨歌》。回到國內後，又將這篇論文翻譯成中

文的論文《源氏物語桐壺與長恨歌》。此時遇到了棘手問題，對國人來說，＜長

恨歌＞大家琅琅上口，然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卻甚少有人讀過。為了方便

讀者，民國六十二年四月，林文月以近萬字試譯了《源氏物語》的首帖＜桐壺＞，

並刊登在由台大外文系主辦的《中外文學》。受到《中外文學》的編輯與讀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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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三鼓勵，林文月持續費時近六年時間，才將五十四帖百餘萬言日本古典巨帙

《源氏物語》譯竟。 

翻譯過程中，林文月為了有助於讀者閱覽時的欣賞與了解，在每帖譯文後加

上附註，對原文的知識背景、地名人名物稱、詩歌典故，均作了說明。《源氏物

語》此譯本，可說是身為譯者的林文月自己的評注本，十分具有學術價值，此譯

著也於 1994 年榮獲「第十九屆國家文藝獎翻譯成就獎」。林海音稱許她過人的魄

力與持續的認真，矻矻不息、字斟句酌，完成了中國第一部中文全文翻譯的《源

氏物語》。當時台灣看到的《源氏物語》只是摘譯，而大陸豐子愷的翻譯也未完

全出版，林文月對台灣的翻譯卓越貢獻讓人稱揚。55不同於豐子愷採古典白話小

說的詞彙句法，林文月以現代白話文翻譯更能自由表現日文的情調，但和歌仍採

古典的譯法，故不失古典的韻味。大陸翻譯界表示，五十至七十年代台灣的日本

文學翻譯出版中，最值得提到，且收穫最多的，當推林文月的《源氏物語》。56 

林文月對文學的翻譯看法為：「文學的翻譯，不僅要正確地傳達原著的內容，

同時也應該保持原著字裏行間所流露的韻味才是。」57為了翻譯《源氏物語》這

部鉅作，她以極嚴謹的態度去閱讀它，仔細推敲其中的結構與修辭，這與她之前

的閱讀經驗截然不同，究竟這對她的散文創作有無影響？林文月表示：「直接的

影響我不敢說一定有，但間接的影響應該有。」58。往後她又陸續翻譯了《枕草

子》(1989)、《和泉式部日記》(1993)等日本文學著作。其中《枕草子》是散文隨

筆，散文非故事性的內容，在文字的挑戰上就顯得更大。 

林文月在揀選翻譯對象時，深受自己中文系出身的影響，這和臺靜農老師的

鼓勵有很深的淵源：「一個中文系出身的人，只要視野寬廣，具備外語能力，是

                                                 
55 林海音，《剪影話文壇》，台北：純文學出版社，1984 年 8 月初版，頁 132。 
56 王向遠，《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北京：北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年 3 月初版， 

頁 396。 
57 林文月，《讀中文系的人‧我怎麼開始翻譯《源氏物語》》，頁 177-178。 
58 蔡詩萍採訪、王妙如整理，＜命運眷顧＋個人才具：專訪林文月＞，《中國時報》，第 37 

版，2000 年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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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從另一個角度去觀察傳統文學或現代文學的許多問題的。」59曾有人問她為

何專挑困難的大部頭古典文學，不多譯現代的短小日文作品？她表示係出於一種

使命感，日本古典文學裡，大量引用了中國文學，如《源氏物語》和《枕草子》

皆與唐代中國的古典文學有很大的關係，而她是學中文的，對出處典故比較熟

悉，適合這傳譯的任務，至於現代日本作品，有別人譯就可以了。60 

論文、創作與翻譯這三種不同的文筆，讓林文月的寫作興趣趨於廣泛，給予

她較大的思考角度和空間，且其後之所作，往往更能突破框架囿限。  

 

第五節  旅居海外期：多面向的寫譯進程 

1993 年的夏天，林文月自台大中文系教職退休，同年 8 月赴美國舊金山和家

人團聚。她在出國前，整理出《擬古》、《作品》及譯作《和泉式部日記》三本作

品出版，作為退休的紀念。旅美期間，她的生活仍以閱讀、寫作、翻譯為重心。

1993 年任美國加州史丹佛大學的客座教授，同年又獲聘台大中文系榮譽教授。

1995 年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客座教授。1999 年又任捷克查理斯大學客座

教授。 

林文月讀書的形態隨著退休而作了些調整，她表示：「過去當學生時，看書

為了考試、寫論文；身為教授之後，則是為了教學或研究。很長的一段時間，讀

書總因為帶著目的而感到壓力，是一種沉重的快樂。退休之後便無所為而為，可

以隨心所欲的閱讀。」61或許正是這樣的豐富的閱讀源泉，在散文創作上，林文

月並未因退休後而銳減，反而在創作數量及體裁的變化，展現更充沛的力道。這

段期間，不論寫作或翻譯，她仍秉持一貫認真嚴謹的精神，闡揚生命「真、善、

美」的一面，交出了一張漂亮的成績單。 

翻譯方面，林文月說：「退休之後較少做學術的研究了，想把比較少人做的

                                                 
59 林文月，《回首‧懷念臺先生》，頁 134。 
60 黃秀慧，＜三個「我」──林文月的文學心情＞，《聯合報》，第 37 版，1994 年 5 月 16 日。 
61 莊宜文，＜在沒有疆域的國度──林文月的閱讀天地＞，《聯合報》，第 41 版，1997 年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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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學譯介出來。」62憑著一股希望為台灣盡點力的使命感，林文月於 1993 年

譯註完成日本古典女性文學《和泉式部日記》，這對她個人譯作別具意義－－日

本平安王朝三大古典女作家作品《源氏物語》、《枕草子》與《和泉式部日記》都

由林文月手中分別譯竟出版。其後 1997 年推出《伊勢物語》，2004 年則出版了《十

三夜：樋口一葉小說選》。 

創作方面，林文月於 1993 退休那年的 7 月及 9 月，陸續出版了散文集《作

品》和《擬古》。1998 年時，＜秋陽似酒風已寒＞一文，入選九歌版《八十七年

散文選》，且贏得年度散文獎的榮冠。631999 年出版了散文集《飲膳札記》，並獲

得「第三屆台北文學獎及時報文學獎」。2002 年出版了散文精選集《新世紀散文

家：林文月精選集》。2004 年的春天更一口氣相繼推出《回首》與《人物速寫》

兩本散文集。。2005 年 1 月起，林文月先於在《聯合文學》發表了＜陳獨秀自傳

稿〉，道出陳獨秀與臺靜農二人傾心學術、彼此推心置腹引為知己的情形。64往後

一年多中，在《聯合文學》連綴「人與書」系列的文章，這些作品已於 2006 年

8 月結集成《寫我的書》。 

從將創作、翻譯與學術研究融合在一起的《擬古》開始，經超越美食文章格

局的《飲膳札記》、接近小說結構的《人物速寫》，到書寫與書相關的記憶的《寫

我的書》，林文月不斷嘗試不同的寫作風格，不斷嘗試新的文字實驗，足見她一

貫策勵自己求進步的展現，可見林文月散文創作的進程一直持續不輟。 

 

結   語 

    城市往往成為作家心靈或筆下的某種地標和象徵，上海、台北、京都、美國

加州，都是林文月的城市生活。上海──台北，是她兒時的記憶。上海的生活，

                                                 
62 王蘭芬，＜林文月譯作不輟和樋口一葉對話＞，《民生報》，A13 版，2004 年 4 月 17 日。 
63 王開平，＜如此遙遠，如此美好──訪散文家林文月＞，《聯合報》，第 41 版，1999 年 4 月 26 

日。 
64 林文月 2005 年 1 月發表＜手跡情誼：靜農師珍藏的陳獨秀先生自傳稿＞，《聯合文學》，第 243 

期，頁 11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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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國族認同的困惑，但林文月對它的感情，書寫中仍是甜蜜難忘的。台北──京

都，是林文月中文學習與創作的重要象徵。台北，是林文月最能感受親密、最認

同的地方。台大中文系對她的啟發，不僅是文學上的，也是人格的教養。京都，

近一年的遊學生活，林文月不諱言帶有強烈的懷念之情，甚至日後創作與翻譯上

的發展，也是於此釀成。台北──美國，從求學到教學，林文月作了四十年的「台

大人」，在她的文章中，散發著溫州街學者風範的輝光，令人可感可敬。而今退

休到了美國，日子比較清靜，散文的創作不但不停輟，甚至迭有新作發表，體裁

往往有出人意表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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