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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啟志*
 

 

 

摘要 

 

 

本文以瞿筱葳《留味行：她的流亡是我的流浪》一書為研究對象，

此書為作者在祖母過世之後，沿著祖母流亡的路程，進行一次流浪之

旅。在旅途中，作者企圖追尋記憶中祖母的「家常菜」食物系譜，以及

所述及的移動空間，同時召喚記憶中的祖母與之進行對話。本文在此將

指出，作者在空間移動的同時，企圖溝通個人童年回憶，並再現當年祖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二年級學生。本文之完成，感謝二位匿名
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與建議，多方斧正，在此謹致謝忱。 
本文收稿日期：2013 年 6 月 28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3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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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的流亡過程，透過祖母口述歷史的經驗／故事並置的敘述策略中，一

方面完成對祖母的追憶，另一方面藉由梳理家族記憶，進而產生家族認

同，完成家族史之建構，為世代之間的情誼做了深刻的觀照。 

 

 

 

關鍵詞：留味行、味覺想像、空間移動、家族記憶、家族史 

 



 

 

 

 

 

 

 
  

追憶‧魅影‧行旅：《留味行》中的味覺想像與家族史建構   291 
 
 

 

 

 

 

Recollection‧Phantom‧Travel: The sense of 

taste imagin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building in Liou-Wei-Xing 

 

 

 

Tan, Ci-Jhih 

 

 

Abstract 

 

 

Liou-Wei- Xing: Her exileis my wander.（《留味行：她的流亡是

我的流浪》）is a book aboutthe author,Qu Xiao-wei, her wandering 

journeyafter grandmother’s death. On the road, the author attempted to 

trace the memory ofgrandmother's "homemade" food pedigree, as well 

as the moving space, and try to summon her grandmother to make 

dialogues. 

In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while the author moved through 

space, she attempts to communicate one’s childhood memori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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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roducted the process of grandmother’s exile. Through the narrative 

of grandmother’s oral record and the strategy of juxtaposed stories, the 

author completed grandmother’s recollections in book and organized 

family memories as well. Thus, to improve family identification and 

constructs family history, make a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generations. 

 

 

Keywords ： Liou-Wei-Xing （《留味行》）、 the sense of taste 

imagination、space moving、family memories、family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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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啟志 

 

 

一、前言 

 

 

本文以瞿筱葳《留味行：她的流亡是我的流浪》（2011，以下簡稱《留

味行》）一書為研究對象，考察其中關於味覺想像、記憶召喚與家族史建構

等問題。本書之形成相當特別，乃是作者瞿筱葳於 2009 年以「重返祖母逃

難之路」為主題獲得「雲門舞集流浪者計畫」補助，前往中國大陸進行為

期九十天的「流浪計畫」，在旅程結束返台之後所寫成的作品，與此書一同

出版的還有一冊圖文並茂的特別編集：《奶奶的十一道菜》，收錄了十一則

食物故事，詳細紀錄作者奶奶生前的拿手菜，以與《留味行》一書提及記

憶中奶奶的「食譜」進行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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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主要源於作者與徐留雲女士（1917-2007）祖孫之間深刻的情感，

在奶奶往生之後，循著自己童年的回憶，對照奶奶口述歷史中關於民國初

年戰火延燒下的逃亡經歷，踏上流亡／流浪之路，並且嘗試在路途中與奶

奶進行跨越時空的對話，驗證這段關於個人的歷史記憶。洵此，全書可分

為兩條主線與兩個層次──以奶奶的故事與作者的流浪經驗為並行之兩條

主線，輔以「作者回憶中的奶奶」、「奶奶回憶中的過去」兩個層次，共同

串起這段歷史洪流中的家族故事。作者「我」踏上一段驗證記憶之旅，同

時也是追尋自我之旅，過程中透過回憶之召喚，奶奶的「魅影」彷彿隨行

在側，味覺想像與空間記憶串起了今昔之間、陰陽兩界，抒發對逝去親人

的追思，同時完成祖孫之間遺憾的和解。因此，誠如本書序中所言，作者

不是寫景，而是寫情，「是整理與奶奶三十多年的情，試著將這整個情昇華

編織成文，永存起來。」1
 

也正如作者在書中揭露的那樣，此趟旅程的動機為「考察奶奶的故

事」，要去走一趟她七十年前的逃難路線，搞清楚自己平常吃的「家常菜」。

為了與徐留雲女士真正的生命史進行對照，作者三個月的旅程中隨身攜帶

奶奶的口述歷史簡本《留雲遊蹤──瞿媽媽一生的故事》，2也同時收錄成為

《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中徐留雲女士的訪問紀錄，3此可視為

                                                
1 瞿海源：〈序〉，《留味行：她的流亡是我的流浪》（臺北：大雁文化，2011年），頁

5-6。以下所引述之原文，均出自此書，故僅在引文後標明頁碼，不另行加註。 
2 此即為徐留雲女士的逝世紀念冊，在其追思會上分送親朋好友，並未正式出版，作

者將其配上新的圖片，放在個人部落格上。參瞿海源〈序〉，瞿筱葳：《留味行：她

的流亡是我的流浪》，頁 7。網路資料：http://ipaway.org/?cat=5，2013年 6月 28日查

閱。 
3 羅久蓉、游鑑明、瞿海源訪問，羅久蓉等紀錄：《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

（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年），頁 235-318。 

http://ipaway.org/?ca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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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以「女性口述」建構戰爭歷史的一個側面。事實上，近年來學界注重

近代戰爭史與女性史之建構，有別於以往以男性視角出發的歷史撰述，開

始關注女性的聲音，在挑戰「大寫歷史（history）」的動機之下，4女性在歷

史建構中之重要性愈來愈被強調。而在近代，參與戰爭、受到戰火波及的

女性為數不少，徐留雲女士作為近代史上顛沛流離的女性之一，成為重建

「女性視角下的戰爭史」之一隅，其人生經歷也是近代婦女口述歷史的樣

本群體。5詳細觀之，《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書中有關徐留雲女

士幼年故事與戰時逃亡經驗的敘述章節──「家庭背景」、「童年的回憶」、

「婚姻之路」、「大後方生活」等幾章，與《留味行》一書產生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的對照，不同的是，前者可視為相對客觀的史料證據，6後

者則是透過身為孫女的作者「我」之回憶與實地考察，再對照奶奶的口述

歷史之後，所拈出的一條關於個人流亡史、家族史，乃至於民國歷史的記

憶拼圖，此文本出入於經驗、故事與歷史之間，而歷史又銘刻於個人與家

國之間，這些命題幾乎成為近代歷史中難以割裂的內涵。是以，本文在此

將透過分析《留味行》一書，首先建構作者旅途中之味覺系譜，飲食如何

                                                
4 游鑑明：《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臺北：五南，2009年），

頁 74-80。 
5 羅久蓉、游鑑明、瞿海源訪問，羅久蓉等紀錄：《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

錄》，張玉法〈序〉，頁 v-vii。 
6 口述歷史建構時，必需經過一定的證實，從事口訪的人必需將口訪紀錄交給受訪人

過目，甚至可以對不清楚的敘述提出疑問，除了向受訪人求證之外，亦必需自行查

證，對受訪人提到某人、某地、某年或某機構時，一定要查到正確資料，將受訪人所

處時代的制度或人、事、物弄清楚，必要時也可找相關的歷史研究者來檢證。參游鑑

明：《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頁 31-38。但另一方面，「口

述歷史」關乎於個人之記憶與重述，若置入後現代歷史學的觀照下，將可以重新檢視

其「歷史敘事」之特徵。相關論述參本文第四部分「經驗／故事與家族史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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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時間軸線，綰合奶奶與自己對故鄉的眷戀之情，挖掘記憶深處關於「故

鄉」的想像；其次作者也在實際旅程中的空間移動來觸發／安置記憶，在

「流浪」中與過去的親人相遇，重新溝通那份親情，將那親人逝去的傷痛

沈澱下來；最後在作者嘗試拼貼奶奶的人生經驗與故事中，意識到「自我」

為整個家族血脈的締結，故而重新整理家族記憶，形成家族認同，並自女

性視角出發，建構有跡可尋的家族史地圖。換言之，《留味行》一書正是透

過孫女的重述與觀看，再現時空情境，將「記憶、歷史與味道」三者進行

綰合，透過個人記憶的抽繹與家族版圖的劃定，以完成家族史之建構。 

 

 

二、味覺系譜與故鄉想像 

 

 

 飲食暗藏著回憶的機關，洵是可以理解之事：「食物可以說是一種記

憶，提供沒有罪惡感的歷史。讓我們突然之間與外在事物產生連結，和傳

統的宗教信仰、宇宙的深層奧秘有某種形式的重新聯繫。……藉由重新發

掘以前的食譜，眾人正以一種特殊的方式重新回味過去，開創明天會更好

的夢想實現格局。」7食物可以用以懷舊，由菜餚或食物所生發出關於烹飪

者的身份、烹飪當下的時空情境、菜餚之色香味、乃至於品嚐者的味覺反

應等等，在這些描摹之中展現作者對某些人事物的思念或評價。是以，由

                                                
7 廖炳惠：《吃的後現代》（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頁 100。相關

研究亦可參黃宗潔：〈試論當代臺灣家族書寫中的感官記憶〉，《中國學術年刊》第

27期（2005年 9月），頁 205-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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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之品嚐而進入回憶之洪流，是文學作品中可見之筆。 

 《留味行》一書啟動作者流浪的關鍵之一，便是重尋奶奶的「家常菜

味道」： 

 

我可以如此用手指劃過千百回，猜測家中餐桌的某道菜很可能是她

戰時流離之際學會的手藝，但我永遠不會知道她走過的路是什麼樣

貌，我們吃的菜到底是哪一個地方的菜。除非我重新用腳走過，每

一個她到過的城市，穿越每一個她走過的邊境，找到屬於她的味

道，並且把味道留下來。（頁 23） 

 

出於對奶奶的眷戀和挽留，作者意欲依循著奶奶流亡的地圖重新品嚐那些

出現在餐桌上的「家常菜」，以找尋那熟悉的「味道」，並企圖在旅程中觸

摸關於奶奶的點點滴滴。但不同的是，作者採用逆時針的方式踏上旅程，

將奶奶的逃亡路徑反撥，不啻是一種追尋前人腳步，由近及遠的方式來紀

念奶奶：起首從越南出發，自中越邊境雲南河口市進入中國，再一路往西

走，經昆明、騰衝，再往北至貴州苗寨、重慶、宜賓、成都，最後沿長江

而下往東，停留南京、杭州，最後回到奶奶的出生地上海，旅程一步一步

向前，過去的故事也如拼圖一般逐步倒敘展開。記憶中的「味道」是追尋

的目標，沿著「味道」而行，品嚐各地美食，終究是為了找尋奶奶的所在。 

從越南到昆明的路程，作者疑似因水土不服而嘔吐腹瀉不止，河粉與

米線並無喚醒作者印象中的「奶奶食譜」，倒是引發了作者過去病中經驗與

奶奶煮的「鹹粥」滋味： 



 

 

 

 

 

 

 

 

298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24期（2013年 9月） 

 

 

 

 

 

一般時候腹瀉不吃油，光吃米湯，要是稍微好一些了，奶奶會煮上

鹹粥一小鍋，一整天讓我淨吃攪和了蛋汁和青菜的粥。不用冷飯

煮，而是淘了新米在火上燒，燒開了再以小火慢燉，燉到米粒都鬆

鬆軟軟化成糊了，放點切細的青菜，打入新鮮蛋液讓米粥噗噗的潤

熟，加鹽和白胡椒粉，最後撒下剛切好的青蔥，最提胃口。這麼簡

單的一味，好像十年沒吃過了。（頁 65） 

 

儘管記憶已經久遠，卻因為此時身體的病痛而引發想像，懷念的滋味並未

隨著時間的流逝在作者記憶中淡忘，在身體不適的狀況下，對奶奶的依戀

與不捨將更加深長。相較之下，在雲南品嚐的重口味雲南菜，雖是從來沒

吃過的新奇食物，卻與奶奶的「家常菜」味道相去甚遠；騰衝古鎮中的「豆

粉」令作者印象深刻：「豌豆製成細細綿密模樣像堅實一點的豆花，加上數

樣調味料，連吃數日也成了習慣，後來要走最不捨的就是這碗小食。多年

來這是第一次感到身外無事，心中也無事。」（頁 91）也只是由於一種習慣

後的不捨罷了，卻未真正引起作者舌尖的共鳴想像。行至苗寨，品嚐酸辣

米線，並被村人熱情地勸酒喝，但令作者失望的是，一路的旅程下來，所

欲追尋的「奶奶食譜」似乎尚未出現，讓作者不禁捫心自問，這趟旅程的

「初衷」： 

 

出門已經一個月，幾乎都沒有遇見熟悉的味道，我開始不知道這趟

旅行的初衷。在哪裡會遇見記憶，哪裡會遇見奶奶，又在哪裡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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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自己呢。（頁 109） 

 

儘管記憶中的「奶奶食譜」追尋未果，但也著實引發了作者旅程中的新體

悟：「唯一能確定的是，陌生的山寨裡，有一張暫時屬於自己的床，看自己

日漸黝黑的皮膚和逐漸消瘦精實的身體，你彷彿成為新的你。」（頁 109）

但若此行就此終了，想必是相當遺憾。往後，在重慶品嚐正宗道地的麻辣

鍋、成都的花椒佐料時，也僅是稍微解釋了奶奶嗜辛辣佐料的烹調習慣：「旅

行至此，還沒有真正尋到奶奶菜的味道，雖然她是有受到四川辣味的一點

影響，愛放辣椒，但家裡也沒吃那麼辣，尤其不吃花椒。」（頁 133）宣告

了重慶與成都的麻辣也並非記憶中的滋味；宜賓的「燃麵」是最具傳統特

色的小吃，在作者看來：「有點像奶奶做的涼麵，但不似奶奶加了蛋絲雞絲

那麼多料，這是以香辣取勝。」（頁 146）些微相似的視覺體驗與味覺刺激

勾連了記憶中奶奶的手藝，但大體上仍然不同。不過值得好奇的是，這幾

度偶然出現與「奶奶食譜」貌合神離的菜色，是否意味著可能與「奶奶食

譜」愈來愈近？或者「難道這計畫完全是個空想？」（頁 175） 

事實上，由於人的移動會促使飲食的旅遊和交流，因此作為移民的人

們必然可能在吸收不同地區的飲食習慣和烹調方法之後，將飲食展現為一

種文化融合的產物。8作者起初便抱持著這種想法，認為奶奶因自身流亡的

經歷，她的「家常菜」可能吸納了各居留地的特色，故意欲在這趟「流浪」

的每個停駐點裡找尋那「熟悉的味道」。令作者驚訝的是，真正的「奶奶食

譜」其實近在咫尺，正是在奶奶的故鄉江浙一帶： 

                                                
8 廖炳惠：《吃的後現代》，頁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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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張菜色，幾乎有一半都是我家出現的家常菜。爛糊肉絲、蜜糖

蓮藕、油悶筍。一想，我已經踏入了八大菜系中的浙菜，而上海菜

也吸收了浙菜精華，想當然奶奶的菜重現於此，不該奇怪。只是怎

麼走到這裡才發現呢。（頁 177-178） 

 

於是作者恍然大悟，逃難流亡確實使得奶奶手藝中增加了大江南北的調

味，但那也只佔據了味蕾的一部份，真正再現於餐桌上的「家常菜」，其實

正是「懷鄉」的味道：「有川辣有北方麵食的影響，但奶奶的主要食單是一

封家書，不會寫字的她日日做菜與故鄉安靜連結。」（頁 180）換言之，奶

奶是將自己對故鄉上海的眷戀，放入了菜餚中，正是因為流亡而產生追憶，

故用食物與味覺以懷鄉，透過舌尖感受家鄉滋味，日日安撫了流亡／流浪

在外的遊子心。奶奶用食譜懷念上海故鄉，而此時作者藉由菜餚懷念奶奶，

這種對於「家」和「故鄉」的眷戀，讓作者確實體認到，原來奶奶所在之

處就是作者的故鄉，9這也正是作者繞了一大圈後所得到的：「這一回的自以

為聰明讓我老老實實跑一大圈，路程千里，答案老早在家裡。要是老早好

好問問老人家，也就不必猜測半天，還到處尋味了吧。」（頁 181）但昔人

已逝，此中之遺憾自不可言說，故而作者也試圖自我寬慰：「不過也好，這

是奶奶給我的一道謎題，解開了食物味道更有滋味，重新再煮時就有了豐

                                                
9 作者也曾經自己說道：「奶奶在世時，我的故鄉在奶奶身上。」此語茲可對照。參佐

渡守：〈【中時開卷】書 人物──瞿筱葳拼出失落的家史〉，網路資料：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11201111120011

0+11051303+20111112+news,00.html， 2013年 7月 29日查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112011111200110+11051303+20111112+news,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112011111200110+11051303+20111112+news,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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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層次。一邊吃還能一邊說故事給人聽。」（頁 181） 

以今觀之，飲食文學自有一種懷想故鄉之書寫傳統，在1949年國民政

府遷台後的臺灣地區，第一代的外省籍來台人士往往用飲食口味來抒發思

鄉情緒，其中以唐魯孫（1908-1985）、梁實秋（1903-1987）對故鄉北京飲

食的書寫為代表，或如齊如山（1875-1962）、梁容若（1904-1997）等，在

食物中深深牽繫了對故鄉的回望，在味覺記憶的召喚中勾勒故鄉的種種情

景；10而自1990年代林文月（1933-）《飲膳札記》以降，更塑造一種飲食文

學的抒情典範，除了記載每種食物的製作過程之外，亦添加了對人情之緬

懷。11換言之，食物不僅是鄉愁之表徵，更能兼及世故人情之演繹。作為外

省籍來臺第一代移民的徐留雲，正是以「家常菜」的食譜揭示了這股對故

鄉的思念之情，而《留味行》作者瞿筱葳作為外省籍第三代子弟，以追憶

奶奶的動機，踏上這趟返鄉之路，用食物為餌來垂釣「奶奶的味道」，一層

一層揭開記憶的簾幕，透過舌尖品嚐菜餚裡生發出的故鄉滋味，此故鄉不

僅是具體的空間，也是自身心靈的歸屬地，作者在此不僅找到了奶奶的故

鄉，也解答了自己出發時的疑惑：「『一個人如果沒有親人埋在這片土地之

下，就不算這片土地的人。』」（頁51）文中引述馬奎斯的此段話，恐怕也

表現了對於親人驟逝，親情無所歸依的焦慮感受。直至解開「味道」之謎

題，作者彷彿可以明白，因戰亂而東遷的奶奶，透過食譜埋藏對故鄉的思

                                                
10相關論述參徐耀焜：《舌尖與筆尖的對話──台灣當代飲食書寫研究（1949－2004）》

（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 14-28。 
11相關論述參蘇鵲翹：《臺灣當代飲食文學研究：以後現代與後殖民為論述場域》（中

壢：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6年），頁 13-21。 



 

 

 

 

 

 

 

 

30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24期（2013年 9月） 

 

 

 

 

念，這些菜餚成為一種「意義符號鏈」（signifying chain），12如今奶奶雖然

逝世，但她與故鄉卻能藉由飲食而牽繫起來，而自己也藉由「家常菜」與

奶奶形成羈絆。借用哈布瓦赫（Halbwachs, M.）的話來說，「當提到某些

名字時，我們肯定是想到了這些名字超出物質符號本身的象徵意味，而且

想了這些名字牢不可分地附著在其上面的某些東西。」13在此，奶奶透過飲

食表達了對故鄉的認同，作者「我」也透過記憶中的「家常滋味」而表達

對親人所在的歸屬感，在這具體故鄉與抽象情感的雙重認同中，共構了兩

代之間的味覺記憶與故鄉想像。換言之，食物所記載的不僅是味覺，更是

人情，作者透過飲食而重新憶起那熟悉的「味道」，進而勾連出了奶奶的身

影與自身的故鄉認同和想像，某種程度上更起了一股療癒作用，安置／轉

化親人逝去的悲痛，「奶奶的味道」是作者對「家」與「故鄉」的嚮往，此

也成為一種深埋在記憶中難以磨滅的家族記號，在經由不斷複寫與保存之

下，便可發揮情感交流與凝聚家族意識的功能，進而產生對家族的認同感

與歸屬感。14
 

 

 

                                                
12在後現代的語境之下，飲食逐漸成為意識形態、語言、文化、身體、節奏、時間觀念

等與移民相關的議題，成為全球化展演的場所，參廖炳惠：《吃的後現代》，頁 54。 
13[法]莫里哀‧哈布瓦赫（Halbwachs, M.）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 124。 
14曾亞雯：《媽媽的味道？食物口味、飲食實踐與家庭關係》（臺北：世新大學社會發展

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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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空間移動與記憶召喚 

 

 

 作者為本書命名之來由，是將奶奶的名字與食譜味道、旅行移動結合：

「我突然想到，奶奶的名字『留雲』多麼美，多有情。雖然雲無法留住，

味道總可以吧，我的旅行也正是想要尋找並留下味道的一趟旅行，取其『留』

意，就有了『留味行』三個字。不僅留住味道，也用書名記憶奶奶的名字。」

（頁 227）是以，《留味行》一書除了「留住味道」之外，也是透過旅行的

空間移動來召喚「我」的記憶與奶奶的回憶。此次行程雖然是「流浪者計

畫」，卻是一場踏上奶奶當年「流亡」路徑的朝聖之旅，以空間透視今昔之

間的變遷，將照映出作者與奶奶之間超越時空的真摯情感。 

基於對故鄉與奶奶的種種懷想、兩代之間的情感與追憶、以及「來不

及和解」的遺憾，強化了踏上這段旅程的必需性： 

 

也許在途中，會遇見小島上的奶奶，路途上的奶奶，或者是夢中的

奶奶，把夢外的自己放進夢裡走一回。……說穿了眼前就是日子復

日子，你得去走一趟。去找答案，去問自你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

或者，其實是去找到正確的提問，叩問自己心中真正的思念。……

但我找不到理由退卻，因為我曾經犯下了一個錯誤。這個錯誤講出

來也沒人在意，不講更沒人知道。（頁 20） 

但這一次的和解週期還沒完全走完，她就走了。和解還有最後的一

點點尾巴，是她要拿熱牛奶「燙死我」，還要捏我的手背。（頁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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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中作者內心的遺憾自是不言而喻，也正因如此，她踏上「流浪」之旅，

在「計畫與非計畫之間陳述想出走的真實期盼」（頁 34），也許此計畫對他

人來說微不足道，對作者來說卻是「確實感受到時代移轉的齒輪聲音，這

哀傷非我獨有，是我現在才聽到那聲音。」（頁 33）這出自哀悼的「流浪」

動機，或可視為作者對自身的懲罰之意，期盼能在旅程中藉由召喚記憶中

的奶奶與之進行對話，將未竟之言語說出，以祈求和解的完成，並表達對

奶奶的想念。在這過程中，作者也與幾個旅人相遇：情傷的 blue、躲債的

卡奴、一起大啖麻辣鍋的南京姑娘、尋親的阿珊……等等，今昔之間交疊

著徐留雲 70 年前顛簸的際遇：一起逃難的于月寶姊妹、流亡車隊的湯師傅

等人，「汗臭、灰塵、油汙的年輕行腳，常伴著朦朧泛黃的老靈魂，跨越時

空，影像交疊。」15而作者正是在這時空夾縫之中追尋那一閃即逝的身影。 

事實上，奶奶是整趟流浪／行旅中支持作者堅持下去的精神力量，甚

或是一個拯救自己意志與身體的偉大人物，在作者於越南攀爬高峰時，在

相當疲憊的身體狀態下，作者主動召喚奶奶「顯影」來勉勵自己：「奶奶一

定會笑我，何苦呢。傻孩子。誰叫妳不按照我走的路線走就好，爬什麼第

一高峰。」（頁 43）甚至邀請奶奶與自己隨行，「而我也相信，這一路奶奶

是陪著我的。」（頁 44）奶奶不僅是作者路遇困頓時的救星，更可以說是作

者生命中的「吉星和貴人」，作者在騰衝請道士算命，道士指明作者命中有

顆吉星，作者於是自我解讀：「但以往總覺得是奶奶保護著我，她在世我心

                                                
15以上參佐渡守：〈【中時開卷】書人物──瞿筱葳拼出失落的家史〉，網路資料：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11201111120011

0+11051303+20111112+news,00.html，2013年 7月 29日查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112011111200110+11051303+20111112+news,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112011111200110+11051303+20111112+news,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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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有她疼就夠了，她走了我也相信她會看顧我。」（頁 93）此可見其對奶奶

深刻的依戀之情；在苗寨被勸酒時，奶奶的教誨之語言猶在耳：「奶奶就說

女孩子該會喝酒，保持一點酒量，人家勸酒時你可以先推說不想喝、不會

喝、不愛喝，即使推託不掉，一旦開飲了又讓人摸不到底，對方也已經半

醉，為自己爭取到一些空間，再抓緊時間吃點米飯墊胃。」（頁 105-106）

此乃祖母人生經驗的傳承，對作者而言形成隱形的家庭戒律與規訓，也是

一種對長者記憶與認同的方式。 

空間作為一種「記憶所繫之處」，16因不斷地刮除重寫而展現世代累積

之下的空間意義，17是以，隨著行旅之腳步，當作者行至重慶的青年旅社，

企圖找尋爺爺奶奶當年結婚的地點──「中山堂」時，才發現此地已經變成

鋼鐵廠，對此空間的聯想串起了奶奶與自己： 

 

如果資料沒錯，奶奶當時就在這附近本來要住下，又緊急上了輪

船。江水不同，但長江還在，灰濛濛廣闊的江面，還是可以讓人想

像當年情景。把現時廣場上休閒的人們換成慌忙趕著上船的模樣，

就是七十年前的故事，那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距離徐留雲二十一

                                                
16「記憶所繫之處」可以是物質的、象徵的、功能性的，例如公墓、博物館、紀念碑、

紀念日、檔案館、教科書、遺囑、老兵協會、重新整理過的編年著作或回憶錄書寫、

重大事件等等。參[法]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

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年），頁 26-36。 
17一般而言，「地景」（landscape）具有被「刮除重寫」的特徵，經由時間的積累，不斷

地反覆增添新的文字，其在空間關係與時間關係中形成，是個連續發展的動態過程。

參Mike Crang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8年），

頁 27-28。在此借用此概念，但不僅囿限於「地景」，強調的是某個地理空間、人文

空間中均有隨時間不斷進行刮除重寫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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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生日還有一個月。（頁 121） 

 

面臨這樣一個歷史之地，空間成了串接過去與現在的節點，在時間的洗鍊

之下今昔之間的滄桑感就此展開，作者彷彿進入記憶的甬道，與奶奶在時

空交會的電光石火間再度相遇，「我照了一張照片，紀念爺爺奶奶結婚七十

一週年，也見證這一支家族血脈的開始。從此兩人從受女孩歡迎的漂亮上

海男孩子、兇巴巴愛逞強的上海女子蛻變成在戰火中堅強支撐家庭的男女

主人。……我靜靜地站在那裡，好像看見七十年的家族時光流轉，我對自

己點點頭，轉身離去。」（頁 123）歷史與記憶穿越了人們，作者用照片技

術紀錄現今的場景，以作為歷史之比對，即便當年的人事物已蕩然無存，

但重建那些曾經發生在某個人生命史中的故事，又是多麼令人振奮。沿流

亡／流浪地圖而行，岷江口的「弔黃樓」小鎮是爺爺奶奶七十年前居住的

地方，也是父親出生之地，中有名勝景點「劉備祠」，當年是躲空襲警報的

避難居所。在此，奶奶的聲音與爺爺的身影彷彿出現在眼前： 

 

我猜他們就住在山坡腳下的不遠處。即使奶奶講了好多次躲空襲的

往事（包括如何快速打包，要帶哪些物品，如何一手抱娃兒一手拎

飯鍋，還要準備簡單寢具等），我依然毫無想像能力的把空襲警報

與小時候萬安演習躲在桌下的經驗劃上等號。……再往前走，是丞

相祠，諸葛亮南征雲南時曾經在此施發妙計以寡敵眾。爺爺在宜賓

有段時間在丞相祠上班，大抵是各單位都找了地方幹活兒，修飛機

的六工廠選了長江北岸孔明日夜點將的地方。這裡還有一口井，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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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明井，我依著石欄杆坐了一會兒，一對夫妻帶著小孩走過去，荷

花池中的涼亭有一對男女在閒聊，除此之外，沒有遊人。（頁153-154） 

 

地景空間某種程度上承載了關於個人的記憶，18而此記憶經由奶奶之口轉

述，成為作者的童年記憶，現今透過實地考察，作者企圖壓縮那歷史變遷

後的時空改易，但真實建築空間與過去記憶兩者對照之下竟不免有不可復

得之感，作者眼見所及均是現今人們的日常生活，記憶中奶奶口中所述早

已無可再見：「這已經是另一個國家了，所有的記憶都已被抹去。……小人

物的故事早就順江而下，沒有痕跡。」（頁 154-155）甚至引發了作者內心

的徬徨失措：「我來到奶奶提過的建築，感到實在；又因為什麼都沒有留下，

而感到空虛。同時感覺實在與空虛，是很荒謬的。……我很高興，同時很

悲傷，在這裡接近了年輕時的爺爺奶奶，又在下一秒的現實中遠離他們。」

（頁 155）此地究竟是最靠近奶奶的地方，原以為空間的改易不大，故可以

在其中尋覓昔人的蹤跡，但卻因歷史洪流的沖刷而拉開了祖孫之間的距

離，反而更加難以觸及。此時作者內心升起一股五味雜陳的矛盾，借用皮

耶‧諾哈（Pierre Nora）的話來說： 

 

一方面，研究者和被重新觀察的研究對象之間產生關係，帶來脆弱

的幸福感，另一方面要看歷史研究者對於主題的投入程度。歸根究

底，這種歷史的立足點就是它所動員的事物。那是一種細微、無法

                                                
18Tim Cresswell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

社，2006年），頁 138-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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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知、難以形容的關連，是我們心中對於那些已凋零的象徵某種無

法根除的親密依戀。19
 

 

個人與空間產生一種難以言說的紐帶聯繫，在此作者作為一個「觀光客」

與「流浪者」的雙重身份，一面以「旁觀者」的冷漠姿態，凝視那地圖上

的古城的變遷，一面透過自身視線的觀察，將個人的回憶與承載家族記憶

的節點融合，再現歷史空間，體會今昔更替帶來的滄桑之感，面對這既熟

悉又陌生的場景，歷史的嚴肅崇高幾乎消解揉碎於這「此在」的空間裡，

其中的悲涼感油然而生。 

另一方面，作者也歧出奶奶逃難的路線，至爺爺於抗戰爆發時待過的

南京巡禮，企圖與爺爺相遇，找尋他的身影。根據奶奶的口述歷史，爺爺

於七七事變發生前一週離家，從南京、杭州至武漢一路往西，最後才來到

四川，因此「南京是爺爺過渡的地方，也許奶奶知道他當年在這裡待了多

久，但我們沒問，這一段小小的故是就是完全空白。而我已經在南京城內。」

（頁 170）基於對空白歷史的好奇，促成這場空間巡禮的安排。經由作者實

際計算爺爺在南京可能的生活時間與移動經驗，竟有了驚人的發現： 

 

在他那段兩三個月沒有任何記載的路徑途中，大概可以得到這樣的

結論：他在南京包了個工程，完工之後離開南京，民國二十六年底

就發生了大屠殺。爺爺與大災難擦身而過，全身而退，才有了後來

我們所知的故事。……原來，爺爺只要晚一步就會碰上南京大屠殺

                                                
19[法]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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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是幾天幾個禮拜還是幾個月，已經不可考，但是在抗日戰爭中

上千萬的死亡人數中，能夠躲過一劫又一劫都是幸運。（頁 172-173） 

 

在此，作者驗證了奶奶的口述歷史中關於爺爺的記憶與敘述，並且透過實

際的空間參與進而重寫歷史，20儼然成為一個歷史學家：「在這裡，我是偵

探、是說書人、也是唯一的觀眾，旅途越往後面我越沈默，故事太龐大，

與我的連結又如此虛微，不知道如何跟人訴說。」（頁 174）此次南京巡禮

的安排，乃是出於徐留雲女士口述歷史中只有「兩行」的敘述，經由作者

以實地考察的方式，利用歷史事件拼湊了爺爺的個人生命史，也以爺爺的

生命經驗彌補了歷史的罅漏，在這互文交錯之中挖掘出那被模糊的歷史接

縫，還原小人物的生命活動。21作者經由大歷史框架的變動中照見了小人物

的生命情境，歷史事實的板塊填補挪移，進一步探尋了那被忽略的流亡謎

題。 

 記憶需要被不斷地檢閱與保證，以對抗遺忘之來襲，22因此，作者順

                                                
20口述歷史能適度彌補傳統文字史料的不足，亦可驗證文獻資料的可靠程度，某種程度

上檢驗了「歷史」的可信度。是以當歷史成為言說論述的產物時，實地考察也可能成

為製作歷史的一個過程，訪談對象經由個人記憶而建構產生「歷史」，也成為筆下書

寫的材料，於是，「歷史」彷彿可以被重新填補和書寫，進入解構與重構的過程。 
21學者指出，口述歷史不僅可當作「恢復過去史實」的工具，更甚者能觸及廣大範疇中

被扭曲、遺忘的「過去」，提供給我們一種「社會記憶」與「活的歷史」，反映的是

個人的認同、行為、記憶與社會結構的關係，此乃口述歷史的重要價值。參王明珂：

〈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第34卷第3期（1996

年 9 月），頁 147-183。《留味行》作者於此的經歷，與徐留雲女士的口述歷史產生

互文，填補了口述歷史「只有兩行」的空缺，增加了口述歷史的可信度。 
22根據心理學研究，外在刺激可對個體產生瞬間的「感覺記憶」，被個體投以「注意」

後產生「短期記憶」，而「短期記憶」必需經由不斷地「復習」編碼方能進入「長期

記憶」之範疇，以避免遺忘的發生。參張春興：《現代心理學》（臺北：臺灣東華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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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流亡／流浪地圖，最終回到奶奶的出生地──上海，此地召喚的是作者自

身從小到大的回憶：在作者童年時期，「上海」僅是戶口名簿上填入「出生

地」欄位的符號象徵；偶爾聽到家中幾張用來「偽裝上海風麻將時光」時

所播放的白光、周璇唱片，或是幾卷上海戲、越劇、紹興戲的錄音帶的回

憶，便是對「上海」的認識；至年事漸長後才真正瞭解到，上海不是一個

島，而是記載這個家族形成的來龍去脈（頁 185）。是以，當作者在現實時

空中與上海的表舅、大表姐、表姐夫，以及奶奶的親妹妹等人見面，人物

彷彿自記憶中走出，更加真正逐一保證奶奶的回憶與故事。蘇州的姨婆幾

乎是奶奶的復刻：「眼前是姨婆拉著我的手，卻像是見到晚年的奶奶，她的

手她的臉龐她的白髮，極度相像，令人一驚。」（頁 199）作者此行為姨婆

的帶來了奶奶逝世的消息，此也可視為作者自己正式面對並承認此事實的

表現，將內心的哀傷與遺憾逐漸昇華，轉而成為珍惜在世者的祝福之心與

寬慰之情。在這個奶奶少女時期的上海空間裡，作者召喚童年回憶，同時

也尋找奶奶的蹤跡，當作者行至奶奶年輕時候的工作地──位於浦東的「大

中華火柴工廠」，便觸發了作者上網搜尋「古董火柴」的行動，某種程度上

轉嫁了對奶奶的思念之情： 

 

看著破舊的大紅色火柴盒，正中央寫著大大的「上海」二字，正正

宗宗的復古，這復古卻非一種情調，而是一種曾經存在的真實生

命。奶奶的手，可能有綁過這些火柴呢。……我彷彿也看見一位小

女工，她還稚嫩的臉龐因為綁火柴越來越順手而散發著自信，行事

                                                                                                              
2012年 7月重修版第 5次印刷），頁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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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成節奏，她滿足於那個當下。後來每每她相信自己可以獨立掙錢

不受羈絆，不是沒來由的誑語氣話，而是源自這段時間的自食其力

的信心吧。（頁 206-208） 

 

歷史其實正是真實生命的曾經存在，於是作者彷彿也真正感受到奶奶的溫

暖了：「旅途初初開始之時，我也曾經覺得這場旅行的每一站都是一根火

柴，讓我在火光中見到奶奶。」（頁 207）呼應作者啟程時所秉持的：「重新

認識老人以及那整個屬於她的時代，好好地記住，然後說再見。」（頁 24）

不僅是對逝去親人的追尋，也是一場跨越時空的對話，在重新詮釋的過程

中，也逐一安置了對奶奶的情感。 

由以上可知，作者自己在空間移轉中撿拾與奶奶互動的回憶斷片，23逐

一串起關於奶奶的故事，藉由自己在空間中的行動，進而想起奶奶與自己

互動的童年經驗，「這一路我追尋的是她的故事，其實也在追念童年。」（頁

220）作者因祖母亡故而踏上這段旅程，某種程度上也是替奶奶而行，「奶

奶想要自由自在，一輩子不可得，我卻在旅途中享受了三個月的自由，即

使是暫時的，即使是受到旅遊手冊庇蔭的，甚至心裡還有許多擔心，我還

是體會了奶奶口中的期盼自由。」（頁 83）奶奶的記憶與自己的足跡形成疊

影，共享旅途中的空間與經歷，並且透過《留味行》一書紀錄下來，因此，

此書的完成也是適度地滿足奶奶想要自由出走的心願：「現在奶奶已經不

在，家裡沒有人開燈等門，我該跑遠一點，跑累一點，順便把老人家這一

                                                
23[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 9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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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沒有玩夠的都一起玩回本。」（頁 44）而當趟時空旅程終了，作者以文字

轉化旅程之見聞與對親人之情感時，也與奶奶進行了交換的儀式：「書有大

半是在奶奶原來的臥室寫就，她也在這房離世。……一開始她經常入夢，

隨著時間過去越寫越多，我獨自寫到哭寫到笑，她入夢的機率變少了，我

明白時間到了，透過旅行和書寫漸漸長大，有了新的方法記憶過去，奶奶

也放心走了。」（頁 227）此象徵著作者逐步沈澱對親人逝世的不捨，奶奶

彷彿也藉由作者的腳步得以故地重遊，透過作者出入奶奶的記憶時空而重

新認識奶奶及她的歷史，在回憶的引誘與召喚之下，完成了祖孫之間跨越

時空的對話。 

最後，我們可以發現，作者這趟「流浪」之旅，從起先原是「充滿缺

口的流浪人」：「原本害怕路上都是陌生人，走出去才會知道其實都是同路

人。我們心裡都缺了一口，也只有旅行時，容易承認那缺口。給自己也給

缺口足夠的時間閒蕩，就有可能再度勇敢起來。」（頁 89），到逐漸能夠「勇

敢上路」：「旅行的人都習慣告別，是有不捨，但都清楚自己準備好去下一

站了，於是這是清明的告別，是自己決定的告別。」（頁 144），經歷這段記

憶檢閱與情感安頓之後，作者終於體悟，其實親人之間都是旅人，都在準

備告別，「彼此都在流浪。親之再親，都只擦肩而過。」（頁 230）在時間之

流裡，重新踏上旅程並進行書寫，「無非就是想延長這擦肩的細節與感受」

（頁 230），在空間中再現那美好的記憶時分。在此之中，作者不僅是重溫

了自己的童年回憶，也延展了對奶奶的思念，藉以與逝去的親人正式告別，

故一趟旅途下來，內心的遺憾與不捨得以抒發，作者也有了全新的體悟。 

 



 

 

 

 

 

 

 
  

追憶‧魅影‧行旅：《留味行》中的味覺想像與家族史建構   313 
 
 

 

 

四、經驗／故事與家族史建構 

 

 

根據前文揭示，《留味行》一書採用兩條主線並行，一者透過作者的視

線與腳步，藉由味覺想像與空間移動重整關於奶奶的人生經驗，而在此重

述的書寫策略中，不可忽視的是關於徐留雲女士個人生命經驗的另一主

線，此即「奶奶的故事」的形成。就「敘事」的構成而言，原始經驗形成

具有結構意義與情節序列的「故事」，藉由口述傳衍保留下來，在發話端作

為經驗的傳承，在接受端也表現了人類對「聽故事」源源不絕的需求，如

是，「敘事文本」被生動地搬演出來。24在人類學的發展中，許多民族也透

過「口述故事」的方式保留傳統中之個人經驗與集體記憶，或展現某些代

代相傳的家庭記憶。25以此觀之，《留味行》中作者企圖在出入現實與回憶

之間，重述關於祖母徐留雲女士之人生經驗，由於時空帶來的距離感，其

經歷更像是「故事」一般引人入勝，如作者所說： 

 

聲音比影像更驚人，它太擬真的過份。聲音全然複製了聽覺，在沒

防備的時候讓你與另一個時空對撞，來不及閃躲把人整個拖入故

事。但我真的來到故事中了，來到老人曾經走過的地方，用眼睛看

著妳曾看過的景色，耳朵聽著妳曾聽到的聲音。中間橫亙的是時

                                                
24[美]J. Hillis Miller：〈敘事〉，收於 Frank Lentricchia&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

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 87-107。 
25[英]肯‧霍爾斯（Ken Howarth）著，陳瑛譯：《口述歷史》（臺北：播種者文化，2003

年），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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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但如果可以，我們祖孫隔著錄音機來說書，奶奶，請妳再說一

次吧。（頁 57） 

 

透過奶奶之口說，聽到的不只是「聲音」與「故事」，更是一段段個人真實

經驗的歷史場景再現，使我們不僅能「看」到歷史，還能「聽」到「活生

生的歷史」，26而這些老故事組成了作者的童年（頁 220），奶奶作為一個「說

書人」，也自覺嘗試將記憶結構化，變成一種情節詮釋，「故事高潮起伏都

自有安排」（頁 220）。27在此，「故事」形構「歷史」之序列，「歷史」也擁

有了「故事性」，此即後現代歷史學所持。28是以，經驗、故事與歷史之間

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互涉，透過《留味行》中徐留雲女士個人生命經歷的展

演，拼貼出一段以個人經驗建構家族歷史記憶的證據。 

 根據徐留雲女士的口述歷史紀錄，其人生於民國六年，乃是上海浦東

高橋鎮人，在《留味行》中可資對照的生命經歷有：徐留雲少女時期曾經

                                                
26此即為口述歷史之特徵。參張廣智、陳恆著：《口述史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

有限公司，2003年），頁 63。 
27口述歷史之受訪者在述說經驗的過程之中，往往會進入自身的回憶倉庫，選取個人認

同之回憶，將複雜的經驗改變為可以述說，並在時間序列與因果關係上成為一個可以

理解的「故事」，有時可能前後顛倒、有時省略自以為不重要的部分，突出對個人有

意義或有利的地方，或者填補空白或模糊之處。參黃克武：〈語言、記憶與認同：口

述記錄與歷史生產〉，《當代》第 158期（2000年 10月），頁 74-82。 
28在後現代歷史學的論述之下，「歷史」已經不再是屹立不搖的穩固高牆，歷史是一個

「文本」，是一篇篇被擇取建構的敘述話語，不只是故事，也是「敘事」，其與「小

說敘述」之差別在於「真故事」與「假故事」。換言之，歷史往往藉由文學筆法，撰

作者涉入充滿了移情、想像、模擬、解釋，甚至是虛構的情節，從而使歷史充滿意識

形態的操作，以及「說故事的色彩」。是以，歷史是故事的一種，而故事又是過往經

驗的結構化排列，因此此三者之間的幾乎是互相涵攝的。參李紀祥：《時間‧歷史‧

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臺北：麥田出版，2001年），頁 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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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碼頭邊的冰廠以及「大中華火柴工廠」工作；成年後獨自前往重慶尋夫，

開啟了她的流亡經歷；抵達重慶與夫會合後與兩位小姐爭取丈夫；婚後在

戰亂中持家與照顧小孩的大後方生活；隨後因抗戰勝利帶著兩個兒子回上

海；最後與夫分頭來到臺灣定居。徐留雲藉由「說故事」的方式，再現了

她的人生經驗，由於出自向後看的「後見之明」，因此可能出現重新評估或

解釋自己過去所做的決定和行為，賦予過去一種嶄新的意義，可謂是一種

轉移記憶、操作歷史的表現。29同樣的，作者以追尋「故事」的方式進入旅

程，逐步抽絲剝繭，從祖母進入越南說起，最後回到祖母出生的上海，在

此之中，作者藉由空間場景以為銜接，在空間移轉與時間交錯的過程中，

並置「過去之記憶」與「現在之觀看」的話語修辭，完成「我回憶中的奶

奶」、「奶奶回憶中的過去」此二個敘述層次，一幕幕揭開關於奶奶的經驗

／故事。在此之中，作者也嘗試透過「敘事」的文學筆觸，轉化個人編年

史中之事件／事實而成「帶故事的歷史」，呈現某種文學比喻的詩學行為，

同時輔以奶奶身為女性主體的觀看角度，重新書寫了這段歷史。30是以，此

中包含了故事、歷史與女性視角的三重辯證。 

根據研究指出，在近代的中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女性受到戰爭的影

響頗大，其主要可分為以下幾個面向：一、戰火使教育中斷，影響一般人

                                                
29[美]唐諾‧里齊（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臺北：遠

流，1997年），頁 55。 
30美國歷史學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1928—）認為，歷史學家能夠擷取「過去

的蹤跡」，把記載中所含有的資料（data）組織成一種編年史，之後歷史學家在能轉

化這些「原始成分」（如未經加工過的歷史記載、編年史和帶故事性歷史）的基礎上，

將一個帶故事性歷史轉變成一種「敘事」。參[英]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著，

江政寬譯：《後現代歷史學：從卡耳和艾爾頓到羅逖與懷特》（臺北：麥田出版，1999

年），頁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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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婦女受正常的教育；二、戰火使家庭離散，婦女為了獲得男性的幫助和

保護，在匆忙中結婚，缺乏選擇婚姻對象；三、戰火將雙方分隔兩地，易

造成家庭的破碎；四、戰爭使人陷入敵區，需要在教育、思想、生活方式

上做新的調適；五、避災遷徙，增加了學就業與生活調適的困難；六、戰

時物資缺乏，通貨膨脹，降低生活水準。31以此觀之，《留味行》作者的奶

奶徐留雲確實是烽火歲月下的一個婦女縮影，她不識字，其未婚夫於戰爭

發生時離開故鄉上海，故她與好友于月寶在 1939 年自上海啟程往西走尋

夫，自越南搭乘當時法國人所修建的火車進入中國邊境：「到了越南之後她

們是坐火車到昆明的。法國人修了一條窄軌火車，從越南像隻手伸進中國，

也讓邊關古城昆明一躍成為西南國際城市。但滇越鐵路有八成是在險惡的

窮山絕嶺穿行，上百個隧道橋樑，落差千米，火車的速度快不起來，因此

它成為『雲南十八怪』之奇景之一：『火車沒有汽車快，火車不通國內通國

外。』一九一０年完工時中國境內有鐵路的地方就不多，何況是通往國外

的鐵路。」（頁 61-62）此反映出當時國家正被列強入侵的事實，個人空間

移動經驗照見了歷史之發展。而作為一個女性，對戰爭的感受自然不同於

男性：「徐留雲沒有直接目睹戰爭的血腥恐怖，她還是個少女，對國際情勢

的了解也是片面的，她知道的只是如何活命。不識字的她說出來的故事沒

有知識份子的哀愁，也沒有一絲飄渺浪漫。……戰爭在當時她的眼裡，是

直直落下的砲彈、被打下來的日本飛機（飛行員馬上被敵後的鄉間游擊隊

攻擊）、落單的日本兵、或是因為戰爭而損失的正常收入。」（頁 71-72）這

                                                
31羅久蓉、游鑑明、瞿海源訪問，羅久蓉等紀錄：《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問紀錄》，

張玉法〈序〉，頁 x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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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敘述顯然展現了女性視角對戰爭的觀察。 

根據徐留雲的回憶，1932 年一二八事變發生時，正當農曆年節到來，

她的媽媽當時準備了年夜飯，但憂於戰爭發生，故要孩子們和衣而睡，而

她的媽媽則緊張得睡不著覺，於是拿著繃子繡花；長達二十五天的戰火中，

只聽到門外砲彈穿梭，於是街坊們便發明了用濕棉被裹身體以擋砲彈的「手

工防彈衣」，乃是「民間智慧」的發揮；淞滬戰役打得最火熱的時候，日軍

軍艦停靠在浦東長江口碼頭，此地正是徐留雲工作的地點，但當時的她卻

不畏戰役，只管賺錢：「我奶奶一家人眼見天亮了，沒消沒息，太陽大好，

怕冰廠裡冰融了，竟然舉家跑去碼頭挑冰賺錢了。這個碼頭，就是浦東長

江口碼頭，當時日軍軍艦應該就是停靠此岸。戰火就在身邊，他們大辣辣

地走過歷史生死之間。」（頁 71）戰爭雖然對國家造成生命危害，也影響了

日常生活的工作與行動，但徐留雲卻仍勇敢地在兵馬倥傯的戰場走過，「歷

史」在日常生活點滴的逐一拼湊之下形成，被賦予「故事化」的情節起伏，

消解了其嚴肅與崇高性，成為片段零落的敘事話語，此乃女性回憶中的昨

日經驗，恰恰用一種隱喻的方式與正統歷史產生關聯，成為今日被證實的

歷史環節，32其眼光所見，是這些平凡的生活瑣事，國際情勢與政治事務與

己幾不相干。 

在女性口述的生命史中，成年前的少女生活和成年後的婚姻生活是不

可忽視的重要部分，33徐留雲於重慶與未婚夫會合，面臨與二位女子爭夫的

                                                
32相較於男性，女性的歷史記憶是較為斷裂的、非直線式的，往往透過一種對照正統歷

史的隱喻方式來進行連結。參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

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1期（2001年 3月），頁 53-97。 
33游鑑明：《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頁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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窘境，此也正是戰時隨處可見的情況：「戰時淪陷區和大後方是兩個世界，

一別數年誰都不知道會打多久的仗，異地而處，有了新的感情也是自然而

然的。大太太和後方太太分隔數年相安無事，到了打仗勝利要回家了，做

先生的反而煩惱起來。」（頁 117）換言之，「戰爭」對女性的影響首要不是

國破家亡的哀淒，而是無以託付良人的風險，幸虧徐留雲在故鄉上海已得

雙方家長認可，遂能與其夫瞿順卿終成眷屬。結婚之後，夫妻二人在宜賓

（作者父親的出生地）住了六年，在戰亂的局勢之下胼手胝足地撐起婚姻

生活：丈夫修飛機，妻子學包粽子、打毛衣、做鞋子，甚至在 1939 年日本

人轟炸宜賓之後，去機場撿炸彈片賣錢（頁 148）。在徐留雲的回憶裡，「那

是個政府拖欠軍人薪餉，軍眷看著米缸空蕩的時局，天上還不時有敵軍轟

炸，三天兩頭要跑空襲警報。」（頁 150）當時她帶著大兒子去城裡看病的

醫院，便是因戰亂西遷至宜賓的上海同濟大學附屬醫院，不僅是宜賓最好

的醫院，更是戰時中國在大後方重要的醫學研究中心。在此，「歷史」再度

成為這「從歷史中走出的奶奶」的註解，個人的經驗／故事在歷史的軸線

上銘刻下痕跡，同時也從女性視角重新理解歷史事件接軌處之縫隙。是以

作者云：「這麼亂的戰爭中，人們的生活還是依照著日常節奏前進。生活也

許苦一點，命運擺蕩的幅度更大一些，但只是換個方式過日子。結婚生子

買菜吃家鄉味然後再繼續生孩子養孩子。」（頁 149）嚴肅的歷史變遷在女

性的個人記憶中化為平實的家庭生活，卻是更加真實而貼近人生。 

徐留雲夫婦二人遷居臺灣的過程，也是與歷史緊緊相繫的。當時軍方

規定不能洩漏撤退的蹤跡，故徐留雲僅對母親承諾來日要帶他們去臺灣遊

玩，而婆婆則在開船前一刻因掛念家裡而下了船，留下徐留雲一人獨自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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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三個孩子搭船到了臺灣。從此三十一歲的徐留雲在台灣沒有長輩，瞿順

卿夫妻倆成為整個家族的第一代大家長，此也象徵著家族血脈在意義上的

切斷與重新劃定，不妨視為新的家族歷史的開始。作者遵循著流亡／流浪

地圖一路下來，至此方才確定，爺爺和奶奶是整個新家族血脈的奠定：「即

使這個家還很小，他們在此真正長大成人，一起面對往後歷史沖刷下的各

種變化與生離死別。」（頁 123）伴隨作者父親進行口述歷史的建構與訪查

紀錄，作者開始真正認識奶奶的經驗／故事，正式釐清關於家族的來龍去

脈： 

 

老實說，那本像小說的人生故事書，我也是在告別式時才全部細細

讀過。讀了之後，才知道所謂一家人，其實是一種組合。一家人都

來自不同地方，奶奶出生的家，爺爺成長的家，爸爸叔叔姑姑的家，

媽媽的家，都是不一樣的家，我探尋的並非一方在玻璃瓶中的泥

土，而是一連串歷史巧合產生的時空組合。這樣的旅行也很容易地

被冠上尋根的高遠意圖，但事實上又並非如此。每個人都是一棵

樹，有自己的根。（頁 140） 

 

作者開始去問「為什麼來」、「為什麼去」、「為什麼逃」、「又是什麼時候爺

爺奶奶終於接受了這樣的命運」？（頁 142）此拈出的是關於「我來自哪裡」

的疑問，關於個人、家族、國家歷史等謎底將隨著旅程的進行而逐步揭曉，

「你才知道原本以為遙遠的國家歷史其實都是與自己的時空位置只相隔數

個拼圖片。……逐漸知道你是流浪在少數人操縱的歷史版圖之上，權力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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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庶民命運，造成如此大規模的遷徙，讓人無法再返出生地，親人分隔

數十年。」（頁 142）作者透過實地考察、口述歷史與個人回憶之間的互文，

逐漸拼湊出家族歷史與國族變遷的構圖。於是，作者前往南京，透過空間

與出生前七年就過世的爺爺相遇，可視為彌補來不及與真實生活中的爺爺

相處的遺憾，也在上海與奶奶記憶中的故人相遇，用她自己的方式，認識

這段家族的過往，並在逐步逼近後，展開一場關於自我認同（identity）與

凝聚家族意識的過程，儼然具有「家族書寫」的意味。34
 

經歷七十年的歲月洗鍊，落戶於臺北的瞿家，在此土地上展開新生命

的延續，來自外省籍的父親與來自臺灣本地、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的地主階

級之女（作者母親）結合，「政治因素退位，親情介入婚姻」（頁 213），上

海工人與彰化地主有了孫女，此時作者才頓時意識到自己成為連結外省與

本省歷史的臍帶，同時也是雙方家族在這塊土地上產生認同的保證，開啟

了新的家族關係：「而我是連結她們的橋樑，血脈續存，然後透過旅行，穿

越了時空，開始懂過去不能理解的各種家族情緒。」（頁 215）作者於是找

到了自己的根蒂，接受奶奶和阿嬤各自贈與的禮物，「物品流轉新舊記憶」，

進而體認到自己原來正是奶奶和阿嬤血脈延續的託付，是她們的「新故鄉」

所在。至此，作者終於撥開雲霧，將一個家族的系譜輪廓完整地勾勒出來。

故當作者重新思索以往於過年期間，奶奶堅持履行的節慶儀式時，遂可視

                                                
34根據研究者之定義，「家族書寫」乃是「以自身或原生家庭的故事為起點，夾雜真實

與虛構的筆法，透過小說或散文的形式書寫家族故事，並涉及對自身、家庭乃至於國

族等認同問題之思考的文學作品」，是以，這類散文或小說所最終必然由個人的認

同，進而觸及到家族、國族認同問題。參黃宗潔：《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

同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頁 1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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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藉由外在的具體儀俗以建立家族認同的行為： 

 

她在記憶庫中搜尋關於規矩關於儀式的依歸，但終究她太年輕就離

開家族，到了自己長成一個家族的根。「是不是該生出些規矩讓家

族有家族的樣子？」我有時會如此猜測她的心情，規矩真的是「原

來」的規矩嗎？還是奶奶自己變化出來的呢？（頁 222-223） 

 

儀式的制訂與遵守乃是家族向心力凝聚的保證，是確認家庭關係的紐帶，

借用哈布瓦赫（Halbwachs, M.）的話來說： 

 

一方面是，死者崇拜給家庭提供了機會，讓家庭重新確認它的關係

紐帶，定期與對已經過世的親人的記憶交融在一起，重新確認家庭

的統一感與連續感。另一方面是，在每年的同一天，當所有家庭按

照大概一致的儀式，喚起死者或邀請他們與活著的人一起分享食物

的時候，當人們的注意力轉向自然，轉向亡靈的這種存在形式的時

候，他們就參與到了一個信仰的總體中去了。35
 

 

凝聚家族向心力的固定儀式意味對家族的認同，因此奶奶總是對年節儀式

的履行有著堅持，藉儀式以與祖先溝通，「在某種分隔兩界的想像中，看不

見的與看得見的透過一桌酒菜而交會，一年之中的片刻相處。」（頁 223）

                                                
35[法]莫里哀‧哈布瓦赫（Halbwachs, M.）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頁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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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儀式在奶奶逝世後有了新的體認：「因為明白失去是恆常，於是開始退讓

試著不去越界踩線，感情版塊挪移，家族界線重新定義。」（頁 223）昔者

已逝，來者可追，保存節俗的行動不僅是紀念奶奶，更是象徵著整個家族

血脈關係的傳衍，「原本感到儀式的消逝，卻意外在紀錄的當下略懂得儀式

的意義。到底是消逝還是新生？是有還是無？你是來了還是走了？生命來

去總是重新組織我們的記憶，和理性之外的感受。」（頁 224）作者在此正

是透過儀式的保留與親人的消逝，以探問家族的「起源」意義，這些關於

儀式的記憶藉由作者的重述與「根基化」（primordialized）後，將成為探問

家族起源的徑路，當一個「起源」被創造、宣稱之時，前行人物與傳統也

同時被切斷或遺忘，36新的認同力量遂開始衍生。於是，一個關於個人家族

的歷史在作者的建構之下逐步完成，血脈相連的親密感引發的家族認同與

凝聚力，使後人得以進一步透過回溯歷史而建構自我，進而瞭解當下所在

之情境，以鞏固未來家族之存續。 

無獨有偶，每個旅人背後的家族故事都引人入勝，因此，作者在旅途

中在成都遇南京小姐，一場麻辣鍋會友的席間，竟引發了南京小姐的尋根

動機：「這趟旅行只要一提起家族故事，必會引來故事。南京小姐的奶奶是

成都人，文革的時候不知道為了什麼原因，一路避難輾轉到了南京，就定

居下來。……她一邊吃辣，一邊說她要回去再問問看當初到底發生什麼事，

不然老人家慢慢記憶都不清楚了，她們在四川還有親戚，她還去過，應該

再找時間去看看。」（頁 127-128）是以，個人存在乃至於家族存亡的命題，

                                                
36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第 34

卷第 3期（1996年 9月），頁 147-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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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深深地觸發個體產生追尋的欲望，每個人會情不自禁地對家族歷史感

到好奇，偶然在旅途中因某些人事物的影響而產生踏上解謎的旅程，並且

進而建構家族歷史的圖譜，此乃是本書的價值意義所在。37
 

正如同作者所說，奶奶的經驗／故事經由口述歷史的專業整理後，帶

有了小說虛構化的特質，「真的就像小說一樣」（頁 140），作者以奶奶的個

人生命史為觀照，關於民國初年的歷史也彷彿脫離課本上「畫得亂七八糟

的圈圈和直線」，人名事件也不只是分數而已，根據奶奶的口述歷史與個人

回憶，加以自行走訪實地踏查，透過敘事修辭的轉化，重寫了歷史之面目，

「赫然發現奶奶根本就是從歷史走來，不過她的版本跟課本大不相同，幾

乎像鄉野喜劇。」（頁 68-69）而這歷史是自一個女性日常生活的視角觀察

而得：「不管時代如何輪轉，她在意的都是最實際的事情，吃飯賺錢睡覺過

日子，完全就是老百姓的人生。後來讀到許多人講述這段歷史，情狀悲慘

而可怖，但在我奶奶的口述中卻是十足生活感。」（頁 70）於此我們可以發

現，相對於男性言說主體建構關於抗戰與逃難的「集體受難記憶」，38女性

言說主體所見的真實「生活感」，毋寧說是一種日常生活敘事的拼貼，透過

                                                
37評論者也指出，瞿筱葳曾在幾場演講中，講述這段她與奶奶一起旅行的故事，引起聽

眾的共鳴，學生揹起她的「流浪大背包」感受流浪的重量感，也有學生聽完故事當場

痛哭，還有學生興起追尋與紀錄祖父母的念頭。當時瞿筱葳對年輕學子的回應是：

「無論用文字、聲音、影像，乃至於味道……，記錄不限媒介，緣份俱足，就如實去

做吧。」此書若「能觸動讀者內心某一塊角落的感情，那也就夠了。」參佐渡守：〈【中

時開卷】書 人物──瞿筱葳拼出失落的家史〉：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112011111200110+1105130

3+20111112+news,00.html，2013年 7月 29日查閱。 
38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構關係〉，

《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1期（2001年 3月），頁 53-97。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112011111200110+11051303+20111112+news,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112011111200110+11051303+20111112+news,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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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視角，記憶／歷史大多被聚焦在男女交往、婚姻生活、家庭維繫等面

向，此乃女性角色在社會分工下的性別特質，由於其對於家庭與婚姻的重

視，故而其經驗／故事自然帶有一種「家族記憶」的意味，這段經驗／故

事經由重新撰述，也將成為個人家族史建構的基礎。洵此，若結合後現代

歷史學的觀點來看，口述歷史若可謂一種「主觀的過去」，那麼個人記憶的

政治學值得質疑與探索，如是，當言說主體提供的話語論述帶有明顯的女

性「個人意見」（personal opinion）時，將之視為個人家族史建構的證據，

或許比將之視為「普遍知識」更為有意義，39也或可成為後現代歷史敘事學

中可茲考察的一個面向。 

 

 

五、結語：「記憶、歷史與味道」 

 

 

正如作者所云，本書在處理「記憶」、「歷史」與「味道」之間的互文

辯證，味道與空間如何勾連記憶中的人事物？這些人事物又展現了什麼樣

                                                
39黃克武於文章中提到，口述歷史有「普遍知識」或「個人意見」的矛盾之處，由於口

述工作依賴的是受訪者的記憶，或是當事人對自我經驗的知覺，個人認同具有高度的

情境性和變遷性，認同發生變化時，記憶或遺忘的社會機制就對個人的記憶構成決定

性的影響。因此當我們挑選某一個人作為受訪人時，必然牽涉到主事者對歷史意義的

考量，換言之，其口述記錄的生產背後可能受到相當複雜的原因所牽制。參黃克武：

〈語言、記憶與認同：口述記錄與歷史生產〉，《當代》第 158期（2000年 10月），

頁 74-82。本文在此處借用黃克武的說法，旨在說明既然口述歷史乃是個人主觀意見

極高的產物，若自女性視角的觀察而言，將之用以作為建構女性生命史、家族史的證

據，也許會有更突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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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驗／故事／歷史？本文透過梳理兩條主線──奶奶的生平故事與作者

的流浪際遇，以及敘述話語中的兩個層次──「作者回憶中的奶奶」、「奶

奶回憶中的過去」，來觀察作者撰作此書之特色。第二部分「味覺系譜與故

鄉想像」乃是作者跨越時間軸線，追尋回憶中的奶奶食譜，進而引發其關

於故鄉的認識與想像；第三部分「空間移動與記憶召喚」則是作者根據奶

奶的記憶與口述歷史紀錄，前往歷史之地，進而安置其傷逝懷人之情緒；

第四部分「經驗／故事與家族史建構」分析奶奶的經驗／故事，一方面可

視為一種女性視角下的「家族記憶」之形成，另一方面也引導作者釐清家

族歷史的起源，同時找尋自我存在的價值意義，在二者結合之下，產生一

種新的「家族認同」，進而形構家族史之脈絡。一趟旅程下來，作者透過書

寫，展現了對親人的追憶與兩代之間的和解，並起到了自我療癒之效果： 

 

一開始，心中的失落促使我用旅行與書寫收攏一切，找回所有記

憶，整理這段旅程、我對奶奶的情感、以及這橫亙其間的歷史。旅

行，是走出去；寫作，則是走回來。我慢慢一點一滴地從遠處走回

心底，把旅行際遇與食物的味道化成文字，有了新的角度來說說奶

奶的故事。40 

 

一如作者所體認到的那樣，親人的逝去並不是消失，而是因為我們看不見

（頁 229），但他們永遠活在我們的記憶中，以文字、聲音、影像、味道等

                                                
40瞿筱葳：〈《留味行》新書出版這一天〉，網路資料：http://ipaway.org/?p=1570，2013

年 7月 29日查閱。 

http://ipaway.org/?p=1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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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不同的方式存在著。是以，旅行確實不是為了思念，而是為了告別，

透過旅行之後的書寫，完成了自身的淨化與精神之昇華，嚴肅且正式地告

別那已經逝去的人事物，並建立積極向前邁進的力量。 

 



 

 

 

 

 

 

 
  

追憶‧魅影‧行旅：《留味行》中的味覺想像與家族史建構   327 
 
 

 

 

 

引用書目 

 

 

（一）引用專書 

 

[法]皮耶‧諾哈（Pierre Nora）編，戴麗娟譯：《記憶所繫之處》（臺北：行

人文化實驗室，2012 年）。 

[法]莫里哀‧哈布瓦赫（Halbwachs, M.）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

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美]J. Hillis Miller：〈敘事〉，收於 Frank Lentricchia& Thomas McLaughlin 

編，張京媛等譯：《文學批評術語》（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年），

頁 87-107。 

[美]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著，鄭學勤譯：《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

往事再現》（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年）。 

[美]唐諾‧里齊（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

（臺北：遠流，1997 年）。 

[英]肯‧霍爾斯（Ken Howarth）著，陳瑛譯：《口述歷史》（臺北：播種者

文化，2003 年）。 

[英]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著，江政寬譯：《後現代歷史學：從卡耳

和艾爾頓到羅逖與懷特》（臺北：麥田出版，1999 年）。 



 

 

 

 

 

 

 

 

328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24期（2013年 9月）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8

年）。 

Tim Cresswell 著，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

群學出版社，2006 年）。 

李紀祥：《時間‧歷史‧敘事──史學傳統與歷史理論再思》（臺北：麥田出

版，2001 年）。 

徐耀焜：《舌尖與筆尖的對話──台灣當代飲食書寫研究（1949－2004）》（臺

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7 年）。 

張春興：《現代心理學》（臺北：臺灣東華書局，2012 年 7 月重修版第 5 次

印刷）。 

張廣智、陳恆著：《口述史學》（臺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年）。 

游鑑明：《她們的聲音：從近代中國女性的歷史記憶談起》（臺北：五南，

2009 年）。 

廖炳惠：《吃的後現代》（臺北：二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4 年）。 

瞿筱葳：《留味行：她的流亡是我的流浪》（臺北：大雁文化，2011 年 12 月）。 

羅久蓉、游鑑明、瞿海源訪問，羅久蓉等紀錄：《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訪

問紀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2004 年）。 

 

（二）引用論文 

 

1. 期刊論文 



 

 

 

 

 

 

 
  

追憶‧魅影‧行旅：《留味行》中的味覺想像與家族史建構   329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

第 34 卷第 3 期（1996 年 9 月），頁 147-183。 

黃克武：〈語言、記憶與認同：口述記錄與歷史生產〉，《當代》第 158 期（2000

年 10 月），頁 74-82。 

黃宗潔：〈試論當代臺灣家族書寫中的感官記憶〉，《中國學術年刊》第 27

期（2005 年 9 月），頁 205-220。 

趙彥寧：〈戴著草帽到處旅行──試論中國流亡、女性主體、與記憶間的建

構關係〉，《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 41 期（2001 年 3 月），頁 53-97。 

 

2. 學位論文 

 

曾亞雯：《媽媽的味道？食物口味、飲食實踐與家庭關係》（臺北：世新大

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黃宗潔：《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5 年）。  

蘇鵲翹：《臺灣當代飲食文學研究：以後現代與後殖民為論述場域》（中壢：

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06 年）。 

 

（三）網路資料 

 

佐渡守：〈【中時開卷】書 人物──瞿筱葳拼出失落的家史〉，



 

 

 

 

 

 

 

 

33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 24期（2013年 9月）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

112011111200110+11051303+20111112+news,00.html，2013 年 7 月 29

日查閱。 

瞿筱葳：〈《留味行》新書出版這一天〉，http://ipaway.org/?p=1570，2013 年

7 月 29 日查閱。 

瞿筱葳：「ipaway>>奶奶的故事 nanachu」，http://ipaway.org/?cat=5，2013 年

6 月 28 日查閱。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112011111200110+11051303+20111112+news,00.html
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Philology/Philology-Book/0,3427,112011111200110+11051303+20111112+news,00.html
http://ipaway.org/?p=1570
http://ipaway.org/?cat=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