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閱讀的變遷 

 

張子樟 



畢昇 
(約970~1051) 

畢昇在宋慶曆年間（1041年－1048

年）發明在膠泥上刻字，一字一印
，用火燒硬後，便成活字。 



 

 

 

 

 

 

谷騰堡(Gutenberg, 1398~1468)  

的貢獻: 
1  印刷革命帶動社會革命 

2  在歐洲文藝復興、宗教革 

    命、啟蒙時代和科學革命 

    扮演重要角色。 

3  為現代知識經濟和知識傳 

    播奠定基礎。 

4  帶動檢索系統的精進。 

 

 



  

         海明威的 

            「冰山理論」 



冰山理論 
海明威曾在《午後之死》一書中寫道：
「如果一位作家對於他想寫的東西心
裏有數，那麼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
東西，讀者呢，只要作者寫的真實，
會強烈地感覺到他所省略的地方，好
像作者已經寫出來似的。冰山在海裏
移動很莊嚴宏偉，這是因為它只有八
分之一露在水面上。」 



是作者的八分之一? 

還是讀者的八分之一? 



 當前的「閱讀」現況 

狹義的「閱讀」：傳統的印刷媒介  

廣義的「閱讀」：透過電子媒體和
印刷媒體，觀賞與聆聽周遭的各項
訊息。  

–平面媒體：報紙、雜誌、書籍、
傳單等。(reading→reader) 

 

 



 

-電腦的應用、電影的欣賞：動用 

  聽覺與視覺。(viewing→viewer  

  or  audience) 

-收聽廣播：透過雙耳的心靈閱讀。 

                      (listening) 

-收聽音樂和欣賞名畫：多樣媒體 

 的應用，欣賞者除了動動眼睛與 

 雙耳外，  還得專注用心，才能  

 達到閱讀的最高境界。 

 



Vincent van Gogh, Still Life of Shoes, 1886  

an Gogh, Still Life of Shoes, 1886  



 

 
梵谷盡力描繪出農鞋的象徵意義，
如「從鞋具磨損的內部那黑洞洞的
敞口中，凝聚著勞動步履的艱辛。
這硬梆梆、沈甸甸的破舊農鞋裡，
聚積著那寒風料峭中邁動在一望無
際的永遠單調的田壟上的步履的堅
韌和滯緩。鞋皮上粘著濕潤而肥沃
的泥土，暮色降臨，這雙農鞋在田
野小徑上踽踽獨行。在這鞋具裡，
迴響著大地無聲的召喚， 



顯示著大地對成熟穀物的寧靜的饋
贈，表徵著大地在冬閒的荒蕪田野
裡朦朧的冬眠，這器具浸透著對麵
包的穩靠性的無怨無艾的焦慮，以
及那戰勝了貧困的無言的喜悅，隱
含著分娩陣痛時的哆嗦，死亡逼近
時的顫慄。這器具其屬於大地,它在
農婦的世界裡得到保存，正是由於
這種歸屬關係，器具本身才得以出
現而自持，保持著原樣。 

 





Edvard Munch, The Scream 

吶喊是孟克最為人所熟知的作品
。這幅作品同時也是孟克自己在
繪畫創作上的一種嘗試，比較接
近表現主義的作品。但是孟克從
不相信、也不接受主義或教條，
他認為主宰創作的重要因素，是
畫家內在的情感。 
 



畫中人物如同存在主義小說的主角
，對所存在的環境似乎除了吶喊找
不到出口。畫面呈現出高度的透視
技法，碼頭伸向風景的深處，而畫
中的風景又被海上路地與空中波浪
般的線條所掌控，吶喊的人物全身
震顫著，背景中有兩個刻意被拉長
的人物，從前方面面走來。 



 
 
 
 
 
 
 
 
 

吶喊的主人彷佛受到驚嚇面色
慘黃，如同一具骷髏。畫中的
色彩代表畫家當時的心理狀態
：空中強烈的紅與黃、風景中
的藍、黃與綠，色彩與線條所
產生的動感透露出不安。 

 



           

 
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 1899~1986) 

 :〈巴別圖書館〉 
  
在這個世界裡，宇宙即為圖書館，
或者說，他們存在於一間宇宙大的
圖書館內。這個是由許許多六角形
的空間組合起來的巨大世界，每個
空間有四面是書牆，另外兩面則是
連接到別的空間的通道，通道內有
著無限向上或向下的螺旋梯， 

 



 
 
 
在這些空間的中央還有個巨大的通
風管，周圍只圍繞著矮小的柵欄，
而每個六角形空間內總是會橫向繞
行漂浮著兩個天體水果，持續散發
出微弱的不穩定光線，人類就出生
於此，在此旅行、尋找，然後死亡
。屍體會從通風管被丟下去，然後
在這無限落下的風中腐化、分解。 

 

 





 

 

 

 



 

 

 



黎智英:〈中國夢〉 
 





中國有超過七億人每天通訊購物
付費交通運輸銀行交易辦理政府
手續等，都在活躍使用智能手機
中進行。手機使用的無論是阿里
巴巴、百度、騰訊或微信等等網
絡巨無霸都是政府手中半官方機
構，各人使用手機留下的電子足
跡將會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地牢
牢掌握在政府手中。 



我說將會是因為中國政府正在建
造「社會信用制度」，評量不僅
是個人信用，最後還包括個人的
家庭，社會動態和政治言行。這
是利用智能科技Big Data發揮
George Orwell所說的Big Brother

功能；人民的一舉一動在政府眼
中無所遁形的電子極權專政。 



世界數位圖書館 



 

 

2009.4.21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 

(巴黎)正式啟用 

免費提供使用珍貴的圖書、地圖
、手抄本、影片、照片等 

可用阿拉伯文、中文、英文、法
文、德文、葡萄牙文搜尋。 



 
書格 



美國國會圖書館 





大都會博物館 



大英圖書館 



大英圖書館 



芝加哥美術館 

 



日新月異、圖像為主、
文字為輔的機械文明的

主要功能: 
 

瞬間檢索、通訊 

或文物保存 



George Steiner 

(1929~) 

“The Future of 

    Reading”  

〈閱讀的未來〉 

  (1985) 

        



 

 傳統閱讀必備的「奢侈品」 

 
1 寧靜的空間 

2 家庭生活、時間和注意力 

 



九十年代的閱讀行為 

百分之八十的識字青少年閱讀時 

   1 背景伴隨著吵雜声(音樂,如重 

      金屬搖滾音樂) 

   2 知覺範圍角落裡要有電視螢幕 

      閃爍 

三十年後呢? 



史坦納的閱讀藝術類型: 

1 為消遣、為瞬間娛樂的大量且毫無章 

   法的閱讀 

2 為訊息(information)而閱讀 

   ＝知識文學(literature of knowledge) 

   通過微電路、矽晶片和鐳射影碟,「召    

   喚」它出現在螢募上。 

   網頁瀏覽器的檢索功能? 

 



 

 

 

 

 

 
3  寺院內隱士般的閱讀。他响往 
  黑暗時代在寺院內專注於整理 
  、謄寫與保存重量級大書的那 
  類閱讀。僧侶們在微弱燭光下 
  孜孜不倦的整理古籍。 
 

 



                     

 

 

                  

               純文學閱讀 
 

                    英國散文狄昆西(Thomas   

                De Quincey)的動力文學   

         (literature of power): 

          小說、戲劇和詩歌等 

 
1 適度的篩選與帶動 

2 過程:欣賞、反芻、深思、積澱 



 

 

 

 

 

 

閱讀的場域與內容 
 

1 消遣(娛樂)閱讀 

2 訊息閱讀:無法避免 

3 純文學閱讀 

 

＃三種閱讀如何互動? 



 

                    

                  露伊絲、羅森布萊特 

                 (Louise Rosenblatt) 

              閱讀的三種功能: 

 

1 提供樂趣 

2 增進了解 

3 獲得訊息與意義 



 

 

 

 

 

 

羅森布萊特把所有的閱讀處
理過程放置在介於「審美」
(aesthetic)和「輸出」
(efferent)之間。 

 



 

 

 

 

 

 

 

 
羅森布萊特認為在以往的閱讀教
學中，讀者對文本的理解依賴教
師或評論者的解讀，是一種以獲
取資訊為主要目的的閱讀方式，
她稱之為輸出式閱讀 (efferent 

reading)。 這種閱讀也是用來蒐集
事實、數字以及其他形式的真實
訊息(如說明書、教科書和其他手
冊)。 

 



她提倡的審美式閱讀更加注
重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被激發
出來的來自個人的閱讀體驗
、情感、態度與想法，並允
許讀者從文本和文本內創造
意義，關注讀者在閱讀活動
中所獲得的生命體驗。 



她有一句最能代表讀者與文
本的密切關係的名言：「文
本在讀者出現並給予它生命
之前，只不過是在紙頁上的
墨水而已。」 
 



浦萊（Georges Poulet）說
：「書是物，書在桌上，在
書架上，在書店的櫥窗裡，
等待人們將它從物質的、靜
止的狀態中擺脫出來。」 



 

 

 

 

 

 

 

 

現代檢索工具使用方便的結果
難免會形塑出某種特殊的「新
人類」：只知在不同的檢索利
器中得到充分告知和瞬間滿足
，不想在細讀文學經典作品後
反思與積澱過程中，逐漸提昇
自我的精神層次。 



 

對文字閱讀的期許 



 

 

 

Doris Lessing 
(1919~2013) 

2007年獲頒 
諾貝爾文學獎  

 

“An Evening with Doris Lessing” 

   (Published in the Partisan Review,  

    Winter 1998) 



 

 

 

 

 

 

 

 

 

 

「有一種現象我稱之為受過教育的野蠻人
（the Educated Barbarian)。有這樣一種
人，他曾上過學或唸過大學好多年，由於
成績優秀得 過獎，到頭來什麼也沒讀過，
對歷史一無所知，尤其毫無好奇心。許多
我的年 輕朋友都像這個様子。他們都是十
足討人喜歡的孩子。我們一起玩得很高興
。 我們閒聊，一齊去購物，談論我們的朋
友，但只要稍微提到任何與文學有關的 ，
他們的眼睛便變得呆滯無神。」 

 



她接著又說：「在英國，有高學
歷的『野蠻人』越來越多。這些
野蠻人懂得最先進的科技知識，
能操作最複雜的機器，卻缺乏情
感，缺乏情趣，缺乏寛容博愛的
精神。造成他們『野蠻』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不讀文學作品。」 
 



 

 

 

 

 

 

 

 

「回顧我當年虛擲的青春年華裡
，我記得那些未有特殊文釆的人
們。他們甚至缺少良好教育，但
他們認為閲讀《戰爭與和平》是
理所當然的。他們不會說:『這
好難!這太長啦!我不認識太長的
字。』他們就是閱讀。那時候人
們就是這様子。」 





在座的每一位是: 

1 受過教育的野蠻人? 

2 受過教育的文明人? 

3 受過教育的文化人? 



 

 
十六世紀散文大家培根 

（Francis Bacon) 

〈論讀書〉(‘Of  Studies’) ： 

「......有些書可淺嘗輒止，有些
書可囫圇吞棗，但有少量書則須細
細咀嚼，慢慢消化；換言之，有些
書可只讀其章節，有些書可大致瀏
覽，有少量書則須通篇細讀並認真
領悟......。」 





                  

                     

                      

                     

 

                      

 

                      

                     Robert Frost 

                     (1874~1963) 

                   

                  “The Road not Taken”  

                   ……  

兩條路分叉在樹林裡，而我…… 
我選擇了足跡稀少的一條， 
使得一切因而不同。 
 



龍蝦族(聾瞎族)? 



父母與教師如何幫助孩子成為
更理想的讀者？ 
1 讓孩子讀他們想讀的; 

2 好好使用圖書館； 

3 幫助孩子尋找喜愛的作者； 

4 父母與教師要同時讀童書； 

5 在他們面前讀你自己的書。 

 





 

為何我們的未來得仰賴於圖
書館、閱讀和白日夢： 
 
「使用我們的想像力，並提
供給他們去使用他們自己的
想像力，是一種對所有公民
的義務。」 



http://www.1945.com.tw/mod/product/index.php?REQUEST_ID=cGFnZT1kZXRhaWwmUElEPTc=
http://www.1945.com.tw/mod/product/index.php?REQUEST_ID=cGFnZT1kZXRhaWwmUElEPTg1Mw==
http://www.1945.com.tw/mod/product/index.php?REQUEST_ID=cGFnZT1kZXRhaWwmUElEPTg1OQ==
http://www.1945.com.tw/mod/product/index.php?REQUEST_ID=cGFnZT1kZXRhaWwmUElEPTI3NA==


「千萬不可以把閱讀當
成家務或責任送給孩子，
而應該當做一份珍貴的
禮物送給他們。」 



 1 短篇小說的本質不在短,而在它有味道。 

    品嘗味道需要時問，也許還需要智慧。 

 2 短篇小說涉及了生活或人性當中最核心  

    的內容。 

 3 短篇小說的真諦:去粗取精，去偽存真。 

 4 短篇小說一開始就做減法。那些被減去 

    的部分成了我們的日子，需要我們去 

   「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