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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翻地覆－
資本主義 vs. 氣候危機
導讀

林彥伶經濟學系副教授

「融化之前來看一眼冰」，很諷刺也很
警世的一句。作者娜歐蜜以13章的大篇幅
提醒人們要更積極去面對氣候問題，因為
人類正在改變氣候，所有的生物都面臨死
亡或變種，我們應該要做的不只是戴上口
罩或無奈而已。解決這個問題的首要是石
油與天然氣，絕對不能以現在的形式繼續
存在，但我們往往受制於政治、物質、與
文化的枷鎖，很難衝破這個挑戰。書中另
一句很諷刺的話：「我們住在什麼都有限
的地球，卻過得好像什麼都無限。」
事實上，氣候變遷的背後存在政治意
涵，使得一些特定的族群拒絕面對它。這
些拒絕派認為，氣候變遷議題就像是一個
木馬病毒，用來殲滅資本主義，真正的目
的是要達到全球所得重分配。柴契爾夫人
的前財政大臣Nigel Lawson就說「綠色是新
的紅色」，十分富含政治意味。娜歐蜜提
醒讀者，真實的氣候變遷會因為政治意涵
而形成一場災難。
書中提到許多的自由貿易協定干預了氣
候危機共識，讓貿易凌駕於環境意識之
上，因為貿易法規並不允許任何因應氣候
變遷的措施（會造成市場不自由），貿易
與氣候存在相互牴觸的誓言。尤其跨國生
產的企業雇用廉價勞工造成二氧化碳的大
量排放，例如中國低廉的勞動力吸引大量
的工廠進入，成為世界工廠，但實為世界
煙囪，每年為全球「貢獻」三分之二的二
氧化碳排放。
汙染者付費是緩解氣候變遷的建議之
一，例如菸草商必須負擔人們去戒菸的費
用或課富人稅（因為財富較高的人通常會
有比較多的旅遊、開車、搭船，而這些交
通皆會排放二氧化碳）。另外，對抗氣候
變遷的「堵路運動」也正在各地抵抗著追
求暴利的野蠻主義，雖然仍有許多的失
敗，但娜歐蜜認為勝利一定會愈來愈多。
本書引用了非常豐富的數據資料、案例，
以及作者本身的故事作連結，提醒更多世
人正視氣候問題，並加入努力的行列。

校友動態
◎開發打擊樂器 屏科大機械系已獲專利
本校機電系系友王栢村，現任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由王栢村所帶領的
振動噪音實驗室，成功開發多款特殊打擊樂
器，已有多款獲臺灣、美國及中國的專利。
學生時期就彈吉他，還作詞作曲的王栢
村，因為喜愛音樂，40歲時開始學鋼琴，如
今帶領機械系學生投入樂器開發已經6年。
此次發表的樂器不僅聲音美妙，可以演奏獨
立曲目，樂器的形狀也是五花八門，包括如
王字形狀的珍漾琴、迴力鏢的鐵磬、黃澄澄
圓盤是古鈸、波浪形狀的和弦鐵琴、長型水
管樣的不鏽鋼管等，除了滿足聽覺，視覺上
也是享受。
王栢村表示，理想目標是將「珍漾琴」等
樂器推上國家音樂廳演奏，並向專業級國際
化發展。此外，也盼能成為幼童音樂啟蒙樂
器，讓珍漾琴更為普及。（文／校友服務暨
資源發展處提供）

智慧財產權Q & A
試試看你答對幾題：
1.（ ）大賣場、百貨公司為了提供良好
消費環境，播放流行音樂CD，請問是否要
取得授權？
（1）不需要，因為買的是正版CD，所以
可以公開播放。
（2）需要喔！在公共場所播放CD音
樂，會涉及「公開演出」，必須分別得到
音樂著作及錄音著作財產權人的同意或授
權才可以。
2.（ ）唱片公司委託小布寫一首歌，在
沒有約定著作權歸屬的情形下，請問誰享
有這首歌的著作權？
（1）小布，但唱片公司可以利用這首歌。
（2）唱片公司。
答案：1.（2）、2. ( 1 )

66校慶
文／周雨萱整理報導
攝影／盧逸峰
文字／劉蕙萍
照片／何瑋健、盧逸峰

日評審：《流》20 年來難得傑作
為慶祝66週年校慶，本校邀臺灣第三位榮獲日本通俗文學最高榮譽
「直木賞」的臺裔作家東山彰良（本名王震緒）於3月29日蒞校以「在成
為作家之前」為題演講。本報摘錄演講精華，並邀活動主辦人日文系副
教授彭春陽及日文系助理教授內田康解析其作品。

東山彰良（右一）蒞校演講，本校師生
紛紛排隊索取簽名。（攝影／盧逸峰）

成為作家之前

東山彰良於演講中，娓娓道來自己成為作家之前的故事，在臺北出
生、日本長大的他，每年都會返臺過暑假，即使旅居日本，但與臺灣的
淵源未曾斷過。他認為自己與外界認知的作家不同，自小不愛讀書，小
學時喜歡打棒球，國中時則喜愛看電影。他指出，「旅行」是其相當重
要的創作來源，自大學起開始愛上旅行的他，曾為籌措寒暑假去東南亞
的旅費兼職打工。
他分享，自福岡西南學院大學經濟學研究系畢業後，曾短暫工作一
年，但「由於工作得來的太容易反而不懂得珍惜」，之後回母校攻讀碩
士，進而考取中國東北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學位。當時，因為妻
子有孕返回日本，他一邊在餐廳洗碗打工，一邊撰寫論文，並不時擔任
翻譯，以協助警方完成非法移民的訊問、調查等以維持家中生計。由於
小兒子的出生，東山家中生計更為困難，與論文奮戰的時候意外寫起小
說，發現寫小說時能讓情緒沉澱下來，讓他逐漸體會寫小說的樂趣，便
開啟作家生涯。
起初他的創作類型以較單純的、娛樂性質高的小說為主，且為避免日
本讀者以為其作品內容僅侷限臺灣或中國歷史，特別取了「東山彰良」
的日本名作為筆名，其中「東山」兩字是因父親為山東人的倒寫，至於
「彰」則是因雙親曾在彰化教書。
他於2003年出版第一本小說作品《逃亡作法 - TURD ON THE
RUN》，初試啼聲便拿下「這本推理小說真厲害！」小說獎銀賞肯
定。自此投入小說創作，包括與岸本齊史合作的NARUTO（火影忍
者）輕小說等。2015年以長篇小說《流》一舉摘下日本通俗文學最高榮

譽－直木賞，而聲名大噪。雖獲得直木賞肯定，但以家庭為重的東山認
為：「仍會以兼職為主創作，繼續在大學教書，在閒暇時間寫自己真正
想寫的作品。」

講座Ｑ＆Ａ
彭春陽：請問東山老師在《流》一書的開頭即引用父親的詩句，請問父
親對您有何影響？
東山彰良：有段時間與父親關係較不親，讓母親十分擔心。直到那一年
工作面臨是否辭職的抉擇，母親認為我在逃避，但父親卻允許了！自此
之後，與父親關係開始變好，他的認同讓我感到心情輕鬆。若那時沒有
父親允許，也沒有如今成為小說家的我，非常感謝父親！
內田康：請問您每篇作品、文章長短不一，推敲出一篇文章約需花多少
時間呢？
東山彰良：視小說種類而定，舉延伸小說為例，因為已有漫畫、電影為
本，所以出版社在多方面要求較自己的原創小說嚴格！在我獲得直木賞
前，不知道是幸或不幸，以往有非常充裕時間可寫出讓自己滿意的作
品，但有名氣之後，可以推敲的時間變少，較擔心作品完整度不夠。
現場觀眾：想請教東山老師，您認為兼職作家與全職作家在作品表現上
有什麼不同的特色？
東山彰良：我在大學任教，與全職作家相比，有更多時間可以接觸年輕
人的想法，從中獲得我未曾擁有過的經驗，對寫作有莫大幫助。如：我
未有使用手機的習慣，學生玩手機讓我好奇他們關心什麼事物。

聽眾回饋
化學系教授王三郎
因好奇東山彰良而去參加講座，對於他分享成
為作家之前的遭遇感到心有戚戚焉，在未成
名、受到肯定之前，都得先有所忍耐。他平實
地描述生活與心路歷程，如同讀傳記般，了解
到作家也是人，也會有生活與興趣間的掙扎。

日文系助理教授廖育卿
《流》一書中的歷史皆從其父親或資料中得
知，他由異文化角度看待我們熟悉的歷史，非
常有趣。演講中他以自身遭遇鼓勵聽眾不要怕
失敗，不需因為別人的評價對自己的信念動
搖，找到自己興趣並堅持才是最重要的。

日文系助理教授李文茹
東山彰良的演說十分幽默、引人入勝，整場演
講仿佛看一場電影般。他以自身經歷鼓勵立志
成為作家的年輕人不輕言放棄。另外，會中內
田康老師針對小說技法、火影忍者輕小說等提
問，有助於更加了解其作品背景，收穫良多。

日文碩一陳寧人
作家這個職業雖然看似光鮮亮麗，其實和我們
一樣會經歷很多事情。如他曾為生活兼任翻譯
或照顧小孩邊兼顧寫作，但也因這些經驗，成
為創作靈感來源。很高興有機會聽其演講，不
僅認識書本的他，而是真真切切的東山先生。

亞洲所碩三陳如玲
東山先生這一路上走來並不順遂，在寫作之餘
還需一邊寫作論文、照顧家庭，非常辛苦，我
自己也是一邊當助理一邊寫作論文，常常也覺
得辛苦所以很能感同身受，聽完演講後深深覺
得做好時間分配十分重要。

日文系副教授彭春陽
一、請解析東山彰良的成長背景、作品風格及
其創作取材。
彭春陽（以下簡稱彭）：東山彰良作品以推理
小說、輕小說為主。其父親王孝廉原在臺灣教
書，5歲時東山彰良因父親前往廣島留學而移
居日本，約8歲時曾短暫返臺就讀南門國小，9
歲又因其父親至福岡的大學教書而舉家遷往福
岡定居。其父親王孝廉是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權
威學者，同時是詩人，筆名王璇，母親也從事
教職，家庭較單純，他從小便在這樣的環境耳
濡目染下長大。
成長過程中，旅遊對其影響深遠，大學時期
自福岡搭船去韓國旅遊，撿別人撕下丟棄的導
遊書內頁，按圖索驥隨興觀光；前往馬來西亞
的經歷更慘，遺失護照等所有隨身物品，所幸
獲當地民宿老闆相助。他曾說因為人生的小意
外反而使旅程更加豐富，這些都成為他創作的
原點。我認為他十分隨興、應變能力很強，做
事前不喜歡事先規劃，喜歡邊走邊調整步伐。
他「流」著中國大陸血、拿臺灣護照、在日
本長大，認同可說是介於三者之間，如同其筆
名一般。而且他本身就是漂「流」的人，而旅
遊即為一種漂流，去尋找自己的原點。
內田康（以下簡稱內）：東山彰良的小說類型
起初是以娛樂性質為主，但10年多來寫作方式
逐漸改變，現在除了娛樂性質外，也兼具文學
性。我認為或許與他喜愛南美文學有關，尤其
以他最愛的兩本小說Jorge Mario Pedro Vargas
Llosa的《世界末日之戰》與Cormac McCarthy
的《長路》影響他最為深遠。此兩本皆非娛樂
小說，而東山作品《Black Rider》文學性質相
對較重。直木賞評審宮部美幸也曾表示《Black
Rider》是更好的作品。我認為是由於為科幻
小說，讀者可能較難接受它的世界觀。
二、東山彰良曾表示自己無論在臺灣或日本都
被當成外國人，此背景是否影響其作品？
內：東山先生曾說過，自己不太在意國籍，而
我在閱讀其作品時也未曾感受到有何影響。我
認為書名取為《流》，除了彭老師提到漂
「流」的意思之外，亦有血統的「流」之意。
彭：端看讀者如何解釋流一字，「流」可是其
祖父的「流」離顛沛，也可是現代人的「流」
浪他鄉、旅途當中的漂「流」，又或是血統的
「流」。血統會影響一個人的思維，但東山也
強調多次，雖然他在臺灣被當日本人、在日本
被當臺灣人，但他其實已經不太介意。且長期

成為作家之後

直木賞簡介：

日文系助理教授內田康

他將自己視為「旅人」，不太在意血統，因為
「旅人」本身就會尋找適合自己的去處。
三、.東山彰良於去年獲得直木賞後，在日本
小說文壇地位是否有何提升或產生何種影響？
彭：他獲獎後知名度提高，作品亦賣得更
好。他運氣較不好的是，與直木獎同時頒發的
芥川獎，得主是一位搞笑藝人，以致媒體聚焦
在芥川獎上因此該本小說迅速地銷售破百萬
本，相較《流》未能立即大賣。這次《流》將
在臺灣出中譯版，但我認為中國大陸目前尚未
有中譯版原因在於，作者在此書中，對當年國
共內戰歷史，皆以旁觀者角度批判兩黨。
四、請解析東山彰良《流》的內容。
彭：東山是希望替他祖父留下紀錄，開始撰
寫此書。故事以祖父被殺事件為主軸，主角
因此想盡辦法追查真兇。內容夾雜青春愛情
情節、考場槍手事件、黑道鬥毆等並穿插狐
仙、碟仙等故事，最後安排令人出乎意料的結
果。他在撰寫此書前，與祖父較少交集，原欲
以祖父為第一主角，後因年代與自己相隔太
遠，改以父親為第一主角。他將書中主角年紀
設定為小父親10歲、大他10歲，如此便能放入
父親的故事，亦能將自己的經驗融入故事。他
曾表示，因此書讓他與父親關係更加緊密！
五、請解析《流》與臺灣歷史脈動之關聯。
彭：本書以國共內戰延續到國民黨統治臺
灣、戒嚴時期等歷史，作為故事時代背景。作
者站在日本觀點看兩岸之間的關係。其中，故
事中主角於1984年赴山東的情節，是作者站在
日本或臺灣觀點，諷刺當時中國大陸的封閉及
停滯。他也以批判角度且幽默地口吻，描述戒
嚴時期的灰暗臺灣。
六、請分享對於《流》最印象深刻之情節？
彭：我本身是外省家庭，且恰巧與書中主角葉
秋生走過的歷史軌跡重疊，所以書中描寫70年
代中華商場、眷村生活、憲兵抓麻將聚賭、玩
碟仙等，使曾走過這段歷史的我們讀起來相當
懷念，勾起兒時記憶。
內：個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在小說的最後，主
角追查殺人兇手到中國大陸的情節，書中有句
話說道：「我們可以不流血，但不流血到底可
以證明什麼。」我認為這句話除了是對國共內
戰歷史的看法外，也有雙重含義，並非肯定需
要「流血」，但因時代背景下總有不得不「流
血」的時候。
七、《流》一書中有許多日本讀者不熟悉的語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言如中文、臺語等，東山運用何種方式讓讀者
身歷其境？
彭：作者考量對臺灣不熟悉的日本讀者，對
豬血糕、豆花、臭豆腐等典型小吃都加註說
明，將臺灣庶民文化描寫得淋漓盡致，讓未到
過臺灣的日本讀者，身歷其境。
內：我本身看得懂中文，所以與看不懂中文的
日本讀者感受有些不同，作者在書中有兩種表
現方式，一是先寫中文，並以日文小字標出中
文讀音，另一種則是先寫中文，再以小字標出
日文意思。我個人對此寫法十分有興趣，此寫
法其實也非首次出現在作品中。
八、請解析東山彰良之NARUTO系列輕小說
內容、核心概念及其創作背景？

日本文壇最具重要性的獎項為芥川賞與直木賞。
直木賞全名為直木三十五賞，是文藝春秋創辦人
菊池寬為紀念友人直木三十五，於 1935 年與芥
川獎同時設立的文學獎項，每年頒發兩次。直木
賞是針對通俗文學，芥川賞則是以純文學新人作
家為主，得獎者可獲懷錶一隻及 100 萬日元獎金。

內：東山彰良的4本《火影忍者》輕小說作
品，主要的契機是，他曾參加一位小說家演講
會認識該書出版社集英社職員，進而有機會為
該出版社撰寫延伸小說，如：《魔人偵探》延
伸小說。此類小說與一般小說不同，須尊重原
創的世界觀、角色設定，再添上作家自己的想
像力，更須尊重原先的讀者群。如：風格文藝
性太強可能使讀者無法接受。我認為他的《魔
人偵探》、《流》、《火影忍者》作品皆以復
仇為核心內容。
東山彰良的《火影忍者》作品中，我喜歡
《超骨氣忍傳》，這本書除了與《流》相
似，可看見作家對於戰爭與和平的思想外，亦
有如愚公移山等中國相關意涵。

給畢業生的禮物-生涯方向的追尋
某天，3位從小到大的好朋友相約在一間咖
啡館，分享著各自的生活與近況。這3位好朋
友分別是夢想家、理想家與堅持家，夢想家是
默默無名的自由畫家，到處旅行，看盡各國美
景，欣賞世界不同的藝術作品，同時盡情地揮
灑自己對繪畫的熱情與執著。而理想家已經成
家，是位金融公司主管，每天朝九晚五，過著
十年如一日的生活。堅持家是保險業務員，每
天拼命與客戶談生意，如此努力與堅持，冠軍
銷售王的寶座非他莫屬，深受眾人肯定。
聊到一半，3個人都以羨慕眼神望向彼
此，夢想家說：「我真羨慕你們，一個生活安
定，一個成就滿滿，我多希望有著固定收入和
他人的肯定，女朋友才不會一直囉嗦。」理想
家搖搖頭接著說：「我才羨慕你們，我對生活
失去熱情和自由，只剩下重複不斷的生活與數
字，還要背負起養兒育女的責任。」堅持家聽
完兩人的話嘆了一口氣，什麼話都沒說。夢想
家和理想家疑惑地看著他說：「你不但有如此
成就，還有好老婆，為何嘆氣？」堅持家說：
「我害怕窮苦所以堅持努力工作，也害怕孤單
所以結婚，現在什麼都有，但生活好像失去方
向與目標，有時甚至感到空虛。」理想家深刻
地點點頭：「你就是缺少夢想。」此時，3人
都為自己人生選擇感到懊惱。突然，理想家
說：「既然如此，為何不一起創業，互補我們
失去的那一部分。」夢想家和堅持家聽完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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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手叫好。幾年後，他們創立品牌，成立設計
公司，並成功闖出一番事業，而3人也補足內
心的缺憾，並一起享受成功後的甜美果實。
大家不妨從上述故事中的夢想家、理想家與
堅持家的角度出發。首先，「夢想」是指「我
想要做什麼工作」。先不論自己的能力，是否
曾對某些職業有所憧憬呢?若還不清楚自己的
夢想在哪裡，或許可透過修課、打工、社團或
志工服務的活動，了解自己感興趣的領域。
「理想」是「對未來生活重視的部分」。你
選擇的行業類別直接或間接影響生活各層
面，包含經濟水平、成就、家人認同等。不妨
思考夢想中的工作，能否符合對未來生活理想
的想像。如：你想成為空姐，除了薪資待遇不
錯、嚐遍世界美食、看盡世界美景，但工時
長、上下班時間不固定，且父母期待你常陪伴
他們。此時如何在夢想與理想間取得平衡？或
許可調整夢想，從空姐轉為地勤，也能和家人
溝通取得共識。當你能取得平衡時，即能避免
故事中理想家與夢想家，互相羨慕又懊悔的情
形發生。
最後，「堅持」是把鑰匙，帶你通往夢想與
理想。為自己堅持並享受過程中每一刻的啟發
與成長，將它轉化為動力與能量。相信有堅持
家帶領著夢想與理想，必能朝向美好的未來前
進。相信十年後再回頭看，你會感激自己在過
程中的嘗試與努力，並對自己會心一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