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圖／林蔓禎

紀州庵
臺北城南的文學新基地

都會區的老巷弄、老街衢，經過歲月

的鑿斧與累積，往往蘊含豐富的在地文化

與歷史，滿載許多老故事與舊回憶，在臺

北市這樣的地方很多，位處中正區的同安

街即為一例。相較於大稻埕、艋舺以在地

▲ 「紀州庵」是臺北市第一個以文學為主題的藝文
空間。

元素為基礎，陸續注入新創產業帶動能量，

發展出臺味十足的嶄新風貌；位處城市南

方的中正區，不僅是多數中央政府機關與

博愛特區所在地，也因地理位置涵蓋臺北

府城大部分區域，更與臺大、師大等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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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街、同安街、牯嶺街⋯等文教區毗鄰

而居，堪稱臺北市文學重鎮。比起大稻埕

的熱情、活力，這裡多了一份沉靜的文學

氣味。

老巷弄裡的文學秘密花園

本期造訪的紀州庵即位於城南一隅。

捷運古亭站 2號出口，循著深棕色指標，

沿著同安街往水源快速道路方向前行。約

莫十分鐘腳程，在靠近街道盡頭，越過一

面城牆，一個仿如城市秘境的日式建築豁

然出現，驚詫之餘，更多了份怡然舒適的

自在感。這裡就是同安街 107號「紀州

庵」。

矗立於綠蔭之間，由十幾株老樹群群

環繞的是紀州庵古蹟；一旁的三層樓建築

為紀州庵新館；周圍則是紀州庵文學公園；

此三處園區構成紀州庵的三大部分。與接

道末端接壤處即水源快速道路，登上天橋

往下眺望，紀州庵全貌盡收眼底。不遠處

的新店溪仍在，但隨著時代變遷，築起的

堤防與車道早已取代百年前的河岸風貌。

新店溪畔的河岸料理亭

爬梳紀州庵的歷史，起源於清朝末

年隨日本總督來台發展的日本紀州平松家

族，於西元 1917年在「川端町」(今金門

街到廈門街之間，汀州路以南到新店溪畔

一帶 )創建「紀州庵」料理屋支店 (本店

位於「若竹町」，今長沙街、貴陽街附近 )。

「紀州」為日本地名，位置約在今大阪南

方紀伊半島和歌山縣一帶；「庵」意為茅

草蓋頂的房子，取名「紀州庵」應是平松

家族為了懷念家鄉的緣故。

初期的紀州庵支店是一座二層茅草屋

頂的木造料理屋，稱為「本館」，外觀古

樸簡約，著名的香魚料理是季節限定，遠

近馳名。隨著經營情況好轉，本館增建為

樓高三層，地面層為鋼筋水泥建造、二樓

和三樓為木造的空間。並且為擴大營業規

模，陸續新建了長形宴會大廳「離屋」及

做為貴賓室的「別館」，加上「本館」，

形成「紀州庵料理屋支店」三大區塊。除

了紀州庵，當時的新店溪畔還有「樂水」、

「清月」、「新茶屋」等多家水岸料理屋，

帶動起一股水岸美景與精緻料理的風潮，

入夜時分門庭若市、杯輄交錯，形成特殊

的飲宴形態。

▲ 新館 (左 )與舊館 (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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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一世紀前的新店溪畔，華燈初上，

「夜晚是紀州庵最熱鬧的時分，來客絡繹

不絕地搭乘人力車到達，從堤岸入口進入

紀州庵；先登記再決定乘船遊賞或入內用

餐⋯」紀州庵亦擁有「屋形船」四艘 (每

艘可搭載乘客 30人 )，「來客可於船上飲

宴，並一邊捕撈鮮魚做料理，服務生與藝

妓也會隨船服務，待客船返回紀州庵後，

客人下船再入內洗浴、繼續飲宴。」

短短百餘字，道盡當時水景料理亭的

無限旖妮風華。

戰火摧折與回祿之災

太平洋戰爭期間，紀州庵成為傷患的

臨時安置所；1945年戰爭結束，紀州庵又

成了日方的暫時居處；隨著臺灣光復，紀

州庵被國民政府接收，劃分為省府員工眷

舍，也就是作家王文興筆下，小說《家變》

裡述及的場景。然而，1996與 1998年的

兩場大火，紀州庵的本館與別館皆付之一

炬，僅存的離屋也遭嚴重毀損。

2002年底開始，在臺大城鄉所師生、

「同安文化森林促進會」、「城南水岸文

化協會」的奔走下，從發起「保護老樹」

到「臺北市市定古蹟」的延續，最初單純

的環保理念與使命感凝聚了社區意識，也

取得市府與里民的認同。2004年 1月，

臺北市政府評定「紀州庵」為市定古蹟；

2011年 6月起委託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

基金會經營；2013年 1月，臺北市政府文

▲ 紀州庵「文創書店」陳列精選的文學讀物與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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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局啟動紀州庵古蹟修復工程；2014年 5

月，「紀州庵」古蹟修復完成，正式開幕。

紀州庵的古蹟再造，不僅部分還原了

當年臺北市繁華富裕的生活面貌、接續了

重要的常民文化與歷史，也為周邊社區與

民眾建立起一條深刻的連結。

「文學森林」的脈絡與想像

「紀州庵」是臺北市第一個以文學為

主題的藝文空間。自 2011年 5月台灣文

學發展基金會開始進駐，同時參與新館的

內裝設計概念與呈現方式，2011年 12月

24日新館正式開館並啟用，採複合式經

營模式：一樓的「人文茶館」為餐飲空間，

以「作家私房菜」吸引讀者透過家常料理，

親近大師風采。「文創書店」陳列精選的

文學讀物與文創商品，一旁的「藝文展示」

區域提供藝術工作者發表作品的空間。二

樓和三樓則分別為「藝文空間」與「人文

講堂」，做為落實各式文學展演與活動推

廣的場地。

定位為「紀州庵文學森林」，緣起

於該地保有極高的文化涵養純度，周邊幾

家文學出版社「洪範」、「爾雅」、「文

學出版社」⋯；以及文學刊物《藍星》、

《文學雜誌》、《中外文學》⋯皆在此發

跡、生根、茁壯；多位文學前輩如余光中、

王文興⋯亦曾以此地為藍本，做為創作的

文本與素材。文學森林的定調，使同安街

的文學脈絡更加深化、意象更為鮮明，由

社區萌芽的文學種苗也逐漸向外伸展、蔓

延，更與經營團隊的專業文學屬性有加乘

的效果。

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行政企畫經理邱

怡瑄表示：「從最早的停車場預定地、為

老樹發聲，到臺大城鄉所進行的調查，挖

掘出一些故事⋯；我們也輾轉找到原本創

辦紀州庵的日本平松家族，填補上之前遺

漏的一段歷史。為因應附近文學的脈絡、

強化與在地文化的交流，居民與文化局逐

▲ 修復後的紀州庵古蹟，保有離屋原本的「大廣間」
格局，是國內少見的日式建築類型。

▲ 紀州庵文學茶館，創造文學與飲食的跨界文化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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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產生共識：在古蹟保留下來以後，應該

還有後續發展與再利用的價值。

答案是肯定的。透過這些過程，才有

現在完整的紀州庵。雖然紀州庵所屬行政

區域是河堤里，「但我們期許未來紀州庵

所營造出來的不僅僅是河堤里，能提供的

也不是只給河堤里而已，而是要有更高的

高度、廣度與深度。

在地文史與議題的探索及挖掘

如今，停車場的功能仍部分保留，但

修復後的古蹟、增加的綠地與藝文空間則

回饋給更多民眾。從經營團隊的角度考量，

必須關注的面向不僅只於文學的推廣，提

供「公共服務」是另一要項，「我們所有

成員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藉由這個地方活

絡這個街區？什麼樣的活動可以吸引、帶

動人潮，還能緊扣文學主題，找到符合民

眾需求與館方宗旨的方向？

從開館第一年的慘澹經營，到逐漸累

積出知名度後達到損益兩平，紀州庵的每

個提案都會因應民眾反映做修正，找到更

多適合的議題充分發揮，並結合在地資源，

讓民眾有更多的參與。

除了文學，「在地文史的挖掘」是另

一個著力的重點，譬如 2015年舉辦的「萬

新鐵路展」(1921~1965年，萬華到新店，

臺灣第一條消失的鐵路支線 )，結合文學、

生活與校園三個層面，邀請退休的老臺鐵

人現身說法分享當年生活的點滴，成功串

連起民眾的記憶；文學層面則由小野等幾

位對萬新鐵路有記憶的作家講述對這條鐵

路的回憶；以及由動畫工作坊帶領學童參

與，請小朋友想像自己坐在行進中的火車

裡面，看著車窗外經過的風景，把它畫下

來，做成一個小動畫，形成一幅再創作的

作品。此活動涵蓋作家的、居民的與學生

的不同面向，是展覽最有意義的地方。

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總幹事陳蕙慧表

示，紀州庵希望做的是社區的、當代的、

古典的、國際的相關議題與活動，涵納館

方的精神與宗旨，邀請有口碑的老師講授

人文思想課程；並且鼓勵在地耆老、長者

以口述歷史或紀錄片方式，為自己及家族

進行一趟溯源之旅。

城南文學地景藝術行動

「藝術浸潤空間」是另一個結合在地

議題與新銳藝術家發揮才華的場域，以同

安街為起點，往四周延伸至廈門街、金門

街、晉江街、汀州路⋯，透過藝術形式結

合在地文化進行巷弄的地景改造。藉由壁

畫創作、裝置藝術、街道家具等藝術表現，

將作家與文學的故事傳達出來，讓藝術家

創造出新的作品，並帶動整體公共空間的

美化與人文風貌的展現。沿著同安街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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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來可以發現幾處特殊的景觀，例如吳騏

從余光中的詩作〈月光曲〉、〈踢踢踏〉

發想，描繪出帶有奇幻色彩的畫作；林家

麒模擬林海音家客廳，呈現出「林海音家

的客廳就等於半個文壇⋯」那種文人之間

相濡以沫的溫暖情調。

「施洛德花園」則是另類的「里民活

動中心」。原本半廢棄的閒置空間，在趙

文愷、陳建智、蔡宜婷、朱淑宛等多位藝

術工作者的精心布置下，二手家具、生動

的彩繪、別具風格的木屋⋯，這裡搖身一

變成為可以沉思、談心、閱讀的城市角落，

更為當地凝聚起向心力與社區認同意識。

文學與飲食的跨界文化場域    

2017年正值紀州庵成立 100周年，

走過百年風華，這一座有故事的老屋已蛻

變為文化古蹟，更承載著許多鄉愁及歷

史記憶。為迎接百周年慶，館方將再度邀

清平松家族第三代來台見證這歷史性的時

刻，並且共同研發新創菜色，從文學的觀

點與飲食緊密連結，呈現更多元的風貌。

譬如曾舉辦過的「作家廚房」活動，結合

當月主題設計適合的甜點；如配合新書出

版，將內容美食場景重現於作家廚房中；

不僅注重食材、美味與烹調方式，相關特

色也很重要，以此延續紀州庵「料理」的

精神。    

此外，「同安街的故事」延續自

2016年「同安街」主題展，2017年將出

版專刊，「從常民的、美食的、作家的不

同角度演繹及解讀同安街，並製作短片

『同安街一日表情』，觀察並紀錄同安街

一天的變化。

邱怡瑄強調：「紀州庵想傳遞的是生

態的、人文的資源，尤其人文的資源更需

代代相傳；有些源頭活水可以不斷更新、

持續蔓流或加入，不僅提供養分，也支持

我們繼續前進，讓文字的發展可以在臺北

市、在這裡繼續生根⋯

紀州庵的特色在「文學」，「從文學

的角度出發，緊扣文學脈絡與主題，萬變

不離其宗，核心依舊圍繞在文學及文學的

精神上面⋯」掌握文學的氣氛與風格，卻

又不偏離大眾文學的口味。紀州庵的重現

與再造，已然賦予臺北老巷弄更多層次的

文化景致與樣貌。

▲ 以同安街為起點巷弄壁畫創作，將作家與文學的故事
傳達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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