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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此行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至 17 日期間，赴日本大阪及東京參加客家文學日

譯推廣活動，包括國際學術研討會講座、書店簽書、店頭宣傳及上架、記者會、

推廣活動講座等，提高臺灣客家文學在國際能見度；考察日本在文學推廣方面的

館舍、歷史建物活化改建為文創中心推動文創產業情形，並與客家社團溝通交流，

做為本會研擬相關計畫及業務推動之參考。 

 

本次考察計畫主要分為三大行程： 

 

一、107 年 12 月 13 日至 14 日前往大阪，與客家社團交流，參訪川端康成文

學館，並出席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合作舉辦的「2018 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講

座暨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 

 

二、107 年 12 月 14 日傍晚自大阪搭乘新幹線至東京，與客家社團交流；場

勘簽書活動、記者會會場動線；場勘東京三省堂書店、八重洲書店店頭宣傳及日

譯作品上架情形，以及訪視東方書店店頭宣傳及上架情形。 

 

三、107 年 12 月 15 日至 16 日參訪東洋文庫博物館、參加三省堂書店簽書活

動、KDDI HALL 宣傳記者會；訪視八重洲書店店頭宣傳及上架情形；參加在臺

灣文化中心舉辦的推廣活動講座，與臺日作家及學術界交流；考察東京中央郵便

局歷史建物活化改建 KITTE 中心，了解東京文創產業推動情形。 

 

藉由本次考察與大阪及東京客家社團互動交流，連結海外客家與臺灣故鄉之

情誼；將臺灣客家文學作品日譯，在東京具指標性的書店鋪貨上架販售，讓喜愛

臺灣的日本友人透過文學深入瞭解客家族群及客家文化。以客家文學為媒介，辦

理記者會，透過知名代言人帶動媒體報導，提高曝光度，強化臺灣客家美食與日

本相似處，帶動日本赴臺三線客庄觀光旅遊人潮，落實「浪漫臺三線旗艦計畫」，

提高臺灣在國際能見度。 

 

 

 

 

#客家社團、客家文學、日譯、臺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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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一、 客家文學作品翻譯及海外推廣計畫－東京推廣活動 

  為推動臺灣客家文學走入國際、累積臺灣客家於全球文化之聲量，

本會辦理「客家文學作品翻譯及海外推廣計畫－東京推廣活動」，規劃

完成客家文學作家鍾肇政、李喬、曾貴海、利玉芳及甘耀明等 5 位之

作品翻譯日文各 1 件，分別為《歌德激情書》、《藍彩霞的春天》、《曾

貴海詩選》、《利玉芳詩選》、《冬將軍的夏天》。 

  本計畫包括將上開客籍作家 5 本作品日譯外，先於臺灣長榮大學

辦理「2018 客家文學日譯新書發表會暨學術研討會」、在日本東京東方

書店及八重洲書店書籍中心（Book Center）辦理店頭宣傳及上架販售；

並邀請臺日作家及專家學者，針對臺灣客家文學，於東京臺北駐日經

濟文化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辦理「臺日作家談客家文學」、「臺日作家

談創作觀」等二場主題推廣活動，進行對話及交流。 

 

二、 客家文學日譯作品海外宣傳推廣 

  強化「客家文學作品翻譯及海外推廣計畫」在東京推廣活動的媒

體曝光能量，辦理簽書活動、代言人及記者會，注入「客家美食」、「臺

三線觀光」等議題操作，將臺灣客家「粢粑」與日本「麻糬」類似美

食話題加以連結，拉近彼此的距離。 

  本案以臺灣客家文學為主題，增進大眾對於客籍文學家及客家文

學作品之認識，有效提升臺灣客家在日本知名度，並與國際接軌；亦

提升臺灣客家文學作品翻譯及推廣效益，鼓勵客家文學海外行銷及出

版，讓臺灣客家文學走入國際社會，和非華文地區之文學愛好者分享

客家文藝復興之浪漫韻味，深化客家文化國際能見度及促進國際交

流。 

 

三、 交流及考察目的 

  本次出國計畫的目的，主要是透過客家文學為媒介，串連臺日，

將臺灣客家文學推廣給日本讀者認識，以及讓喜愛臺灣文化的日本人

深入瞭解客家，藉以分享客家文化的豐厚底蘊，了解彼此異同之處，

相互欣賞。透過本次的各項推廣活動，歡迎日本友人到訪臺灣浪漫臺

三線、靚靚六堆及花東地區，體驗客庄的景色及品嘗客家美食。 

  因此，與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合辦客家文學講座，讓學術界、

文化界認識；將 5 本日譯作品在東京主要書店上架販售及店頭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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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辦理宣傳記者會，以代言人高橋真麻的知名度，帶動普羅大眾認識

臺灣客家。此外，也舉辦了 2 場推廣活動，開放當地客家鄉親及日本

民眾報名參加，除與客籍作家面對面交流，也讓日本文學界及學術界

共同參與座談。 

  本案規劃亦同時參訪川端康成文學館及東洋文庫博物館，了解日

本文學推廣及重要文學賞辦理情形，並安排考察東京中央郵便局歷史

建物改建為 KITTE 中心，瞭解東京在文創產業推廣情形。 
 

貳、 出國人員及行程安排 

     本次赴日本大阪及東京，由本會范副主任委員佐銘帶領傳播行銷處黃

副處長綠琬及主任委員室陳科員姿沁等 3 員，自 107 年 12 月 13 日至 17

日共計 5 天，參加於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辦理的「2018 臺灣客家與日本

客家講座暨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客家文學作品翻譯及海外

推廣計畫－東京推廣活動、客家文學海外宣傳推廣記者會、訪視客家文學

作品日譯在書店上架及宣傳情形，並考察日本著名文學推廣館舍－川端康

成文學館及東洋文庫博物館、東京中央郵便局歷史建物活化改建為 KITTE

中心。行程摘要如下： 

 

一、 主題一：大阪客家社團交流 

  第一天范副主委等一行人抵達大阪已近傍晚，邀請臺北駐大阪經

濟文化辦事處及日本關西崇正會幹部，就近安排於住宿的格蘭比亞大

飯店餐會，瞭解大阪客家社團運作情形，並溝通交流。 

 

二、 主題二：參訪日本文學推廣、臺日作家講座、訪視書店宣傳、東京客

家社團交流 

  第二天上午范副主委等人參訪位於大阪府茨木市川端康成文學館，

下午前往位於大阪府吹田市千里萬博公園內的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參加「2018 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講座暨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

會」，出席第一場：「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講座，結束後即搭乘

新幹線前往東京，晚上與東京崇正公會社團幹部交換僑界意見。 

  黃副處長上午至三省堂書店神保町本店場勘簽書會動線、店頭宣

傳及書籍上架情形後，再到 KDDI HALL 記者會會場，場勘場地配置及

動線。下午至八重洲書店書籍中心及東方書店，訪視書店宣傳及上架

情形，晚上與范副主委一行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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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題三：作家簽書及訪視書店宣傳、東京推廣活動記者會、臺日作家

座談會及新書發表會 

  第三天一整天行程安排緊湊，為本次出國考察的重頭戲，除了參

加三省堂書店神保町本店簽書活動、KDDI HALL 東京宣傳記者會外，

並全程參與在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舉辦的臺日作家

座談會及新書發表會。 

 

四、 主題四：訪視書店宣傳、參訪日本文學推廣、考察東京文創推動、臺

日作家及學術界交流 

  第四天安排訪視八重洲書店書籍中心店頭宣傳及上架情形，參訪

東洋文庫博物館；下午客籍作家及家眷參加第二場推廣活動，本會出

差人員赴東京中央郵便局歷史建物改建為 KITTE 中心，考察東京文創

產業推動情形。 

  二場主題推廣活動圓滿完成，當天晚上由本會安排餐會，邀請參

與講座的日本作家及專家學者、客籍作家及家眷共同出席，把握彼此

認識及交流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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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考察計畫行程表 

 

日期 行程主題 行程安排 

12月 13日 

（週四） 

 

大阪客家社團交流 

下午：臺灣桃園→日本大阪、 

   臺灣松山→日本東京 

晚上：宴請日本關西崇正會、臺北駐大阪  

經濟文化辦事處 

12月 14日 

（週五） 

 

 

參訪日本文學推廣、 

臺日作家講座、 

訪視書店宣傳、 

東京客家社團交流 

上午：參訪川端康成文學館、三省堂書店

神保町門市及東京記者會現場會

勘 

下午：參加「2018 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講

座暨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

會」、八重洲書店現場會勘、訪視東

方書店宣傳及上架情形 

晚上：宴請東京崇正公會、客籍作家群 

12月 15日 

（週六） 

作家簽書及訪視書店

宣傳、 

東京推廣活動記者會、 

臺日作家座談會及新

書發表會 

上午：三省堂書店簽書及訪視店頭宣傳、

參加客家文學日譯作品東京宣傳

記者會 

下午：參加臺日作家座談會及新書發表會

開幕式 

晚上：客籍作家及家眷交流 

12月 16日 

（週日） 

訪視書店宣傳、 

參訪日本文學推廣、 

考察東京文創推動、 

臺日作家及學術界 

交流 

上午：訪視東京八重洲書店宣傳及上架情

形、參訪東洋文庫博物館 

下午：考察東京中央郵便局改建 KITTE 中

心文創產業推動情形 

晚上：臺日作家及學術界交流餐會 

12月 17日 

（週一） 

 

返程 

 

日本東京→臺灣松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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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 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講座暨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議程 

 

「2018 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講座 

日期：107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五） 

12:30-13:00 報到 

13:00-13:15 綜合主持人：河合洋尚（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教授） 

貴賓致詞：范佐銘（客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關雄二（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館長） 

          劉宏成（日本關西崇正會幹事長） 

13:15-15:00 第一場：「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座談會 

臺灣客籍文學作家利玉芳女士、甘耀明先生 

（座談者每位分享 20 分鐘、開放提問 20 分鐘/中日同步口譯） 

日譯作家池上貞子教授（跡見學園女子大學名譽教授） 

15:00-15:20 茶敘／客籍文學作家簽書會 

15:20-16:50 第二場：「客家與我」旅日經驗專題演講 

演講者：張茂勳顧問（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名譽會長） 

與談人：周子秋（日本關東崇正會現任會長） 

        陳來幸（兵庫縣立大學教授） 

16:50-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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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客家文學作品翻譯及海外推廣計畫－東京推廣活動流程表 

 

第一場 臺日作家談客家文學 

 

日期：107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13:00-17:00 

會場：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 

司儀：岡村央棟（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會長） 

時 間 議程 人員 

13:00-13:30 報到及入場 

 

13:30-14:00 

開幕式 

貴賓致詞 客家委員會副主委范佐銘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化表處代表謝長廷 

（紀念合影） 

 

 

14:00-15:40 

作家介紹作品 主持人 主講人 

《藍彩霞的春天》  

下村作次郎 

日本天理大學 

名譽教授 

李喬（小說家） 

錄影播放 5 分鐘 

《曾貴海詩選》 *曾貴梅（詩人） 

《利玉芳詩選》 利玉芳（詩人） 

《冬將軍來的夏天》 甘耀明（小說家） 

15:40-15:50 中場休息時間 

 

15:50-16:20 

講題 主持人 主講人 

蜂飼耳 

談客家小說 

末岡實 

日本費利斯女學院 

大學名譽教授 

蜂飼耳 

（詩人、作家） 

 

 

16:20-16:50 

講題 主持人 主講人 

浜江順子 

談曾貴海詩 

池田功 

日本明治大學教授 

國際石川啄木學會 

會長 

浜江順子 

（詩人） 

杉木真維子 

談利玉芳詩 

杉木真維子 

（詩人） 

16:50 交流時間 

 

*曾貴海醫師行前感冒未癒，故未出席，由女兒代表寒喧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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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場 臺日作家談創作觀 

 

日期：107 年 12 月 16 日（星期日）13:00-17:00 

會場：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 

司儀：岡村央棟（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會長） 

時 間 議程 人員 

13:00-13:30 報到及入場 

 

 

13:30-15:00 

講題 主持人 主講人 

 

我的創作觀 

下村作次郎 

日本天理大學 

名譽教授 

*曾貴海（詩人） 

利玉芳（詩人） 

甘耀明（小說家） 

15:00-15:20 中場休息時間 

 

 

15:20-15:50 

講題 主持人 主講人 

日本作家的小說 

寫法 

池田功 

日本明治大學教授 

國際石川啄木學會 

會長 

鈴木文彥 

日本《文藝春秋》

前總編輯、 

文藝春秋社 

常務理事 

 

 

15:50-16:20 

講題 主持人 主講人 

我的創作觀 末岡實 

日本費利斯女學院 

大學名譽教授 

杉木真維子 

（詩人） 

16:20-16:50 閉幕式 臺灣文化中心朱主任文清 

16:50 交流時間 

18:00 晚宴 

 

*曾貴海醫師行前感冒未癒，故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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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察活動紀要 

一、 大阪客家社團交流 

客家文學推廣活動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由客家委員會范副主任委員佐銘

率主任委員室陳科員姿沁共 2 人搭乘長榮航空 BR130 班機，於 13 日下午抵

達大阪關西機場，由臺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黃代理副處長水益與該處僑務組

蔡秘書季穎前來接機並協助前往入住飯店；另一方面由中央通訊社帶隊參與本次

客家文學推廣活動的客籍作家利玉芳女士、甘耀明先生及家眷等一行人亦驅車前

往大阪格蘭比亞飯店會合。 

由於抵達飯店時間已晚，范副主委於下榻飯店內餐廳安排宴請臺北駐大阪經

濟文化辦事處黃代理副處長水益及旅日客籍鄉親，包含日本關西崇正會榮譽會長

陳荊芳、會長城年德及副會長劉宏成等人皆應邀出席，藉著本次餐會瞭解近來大

阪客家社團運作情形，也表示本會對海外鄉親的關切之情，並感謝海外鄉親們對

此次行程諸多協助；同時讓作家及親友們與海外鄉親增進彼此的認識與交流。 

同日，傳播行銷處黃副處長綠琬則自行搭乘長榮航空 BR 2176 班機於 13 日

傍晚抵達東京，為確保本次推廣活動圓滿，翌日前往 12 月 15 日舉辦客籍作家簽

書活動─三省堂書店、辦理「2018 台灣客家文學作家記者會」─KDDI HALL 進行

實地現勘，並訪視了八重洲書店書籍中心與東方書店書籍上架及宣傳情形。 

 

圖 1 與關西崇正會交流情形 

 

 

范副主委（左二）與日本關西崇正會榮譽會長陳荊芳（左三）、會長城

年德（左一）及作家甘耀明（右二）等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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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代理副處長黃水益（右三）、日本關西崇正

會副會長劉宏成（右二）與中央通訊社社長張瑞昌（左一）等人合影 

  

范副主委致贈客家等路予日本關

西崇正會榮譽會長陳荊芳 

范副主委致贈客家等路予日本關

西崇正會會長城 年德（徐年德）  

  

范副主委致贈客家等路予日本關

西崇正會幹事長劉宏成 

范副主委致贈客家等路予黃代理

副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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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參訪日本文學推廣、臺日作家講座、訪視書店宣傳、東京客家社團交

流 

（一） 參訪川端康成文學館 

12 月 14 日一早於飯店簡單用過早餐後，范副主委率本次訪日客籍作

家及眷屬一行人驅車前往位於大阪府茨木市的「川端康成文學館」參訪。 

川端康成（1899-1972）是世界著名的文學家，出生於大阪天滿宮附近，

3 歲失去雙親後在大阪府三島郡川村大字宿久庄的祖父母家（現在的茨木市

宿久庄）生活到 16 歲。從茨木市內的舊制中學畢業後離開去了東京。 

川端康成文學館建立於 1985 年，由大阪府茨木市市民文化部文化振興

課負責維運，紀念以《伊豆的舞孃》、《雪國》等作品活躍於日本文壇，

並於 1968 年成為日本首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的川端康成，讚頌他將日本

文學推向世界文壇的傑出貢獻。該館的展設主題與材料以「川端康成的生

平事蹟」、「川端文學及其舞臺」，及「川端康成文學走廊」為主。文學

館成立的宗旨是讓更多居民了解在茨木市出生的作家－川端康成的文學作

品。館內並設有畫廊，在川端先生的誕辰月 6 月則會舉行「誕辰月紀念企

畫展覽」，以及舉辦藝術家展覽會等。 

川端康成文學館除了展出川端先生的著作、遺物、書信、草稿和墨跡

外，還長年展示川端祖父母舊家模型、照片、早期著作、影片等相關物品

約 400 件。該館亦模擬川端先生位於鎌倉的書房，提供觀展遊客入內留影，

體驗日本文壇大師進行寫作的空間氛圍；本次同行的客籍作家們皆感興趣

地進入展示間留影。值得一提的是，在展示間裡擺放了一隻黑貓玩偶，進

一步詢問導覽員今井瞳良先生表示，因日本另一位文學大師夏木漱石著有

《我是貓》一書，在書房內擺放黑貓是為了致敬夏目先生，產生「我們都

是貓」的趣味與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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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參訪川端康成文學館 

 

        

川端康成文學館外觀 

  

位於川端康成文學館旁的石碑 位於川端康成文學館旁茨木市民

憲章 

 

館內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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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端康成文學館宣傳摺頁 川端康成簡介及簡年表 

  

川端康成文學館展出項目 川端康成文學館展出項目及平面圖 

 

 

模擬川端康成在鎌倉時使用的書房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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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副主委致贈客家等路予導覽人員今井先生 

 

一行人在川端康成文學館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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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在川端康成文學館大廳內藝術家武石永「爽韻」漆繪壁畫前留影 

 

 

 

 

 

 

 

 

 

  

※川端康成文學館 

地址：大阪府茨木市上中条 2-11-25 

開放時間：星期一、星期三至星期日

09:00-17:00 

休館日：星期二，節假日第二天，12 月

28 日～翌年 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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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加「2018 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講座 

2017 年 12 月客家委員會所屬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客發中心）與日

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及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共同簽署 6 年合作交流協定，開啟

臺日雙方推動客家文化的交流合作，該年亦共同舉辦「2017 博物館與客家研究

國際研討會」，邀請來自臺灣、美國、日本、泰國、馬來西亞與香港的學者共同

對話，參與非常踴躍，也即將出版《博物館與客家研究》專書。2018 年 12 月，

由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主辦，客發中心與國立交通大學客家學院共同協辦

「2018 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講座暨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本會應

邀出席參加第一場「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座談會。 

12 月 14 日下午由范副主委率隊，代表客家委員會前往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

館參加「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座談會」。本次同行的兩位客籍作家，利玉芳

女士及甘耀明先生，於座談會上向與會的學者專家闡述文學創作概念。除此之外，

甘耀明先生亦分享上午參觀川端康成文學館的心得；利玉芳女士於現場朗讀了數

則本次的翻譯詩作，並提到與池上老師之間溝通經驗，讓人感受到作家、譯者對

於作品理解及譯者翻譯細膩度，將影響譯本是否合宜地傳達作者的創作概念。 

由於國立民族學博物館館長吉田憲司因公不克參與第一天座談會，因此本日

研討會由副館長關雄二代表參加並致詞。范副主委於研討會開始前，在臺北駐大

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世丙、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名譽會長張茂勳與本

會所屬客發中心何主任陪同下，一同拜訪關副館長。 

范副主委在座談會致詞時首先感謝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臺北駐大阪辦事處、

全日本崇正總會、日本關西崇正會、日本關東崇正會、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

會等社團，讓本次活動順利展開。范副主委亦表示客家委員會為推動臺灣客家文

學走向國際，陸續將經典客家文學作品譯介給非華文地區的讀者，讓世界看見臺

灣文學、看見臺灣客家。2018 年是本會向海外推廣客家文學作品重要的一年，

除了出版李喬《藍彩霞的春天》西班牙文版外，也特別以「客家文學的珠玉」為

主題，選出鍾肇政《歌德激情書》、李喬《藍彩霞的春天》、曾貴海《曾貴海詩

選》、利玉芳《利玉芳詩選》、甘耀明《冬將軍來的夏天》等 5 部客家文學作

品，翻譯成日文版，將臺灣客家文學推廣至日本。目的是藉著這 5 部客家文學的

著作譯本的出版，讓更多海外讀者、非華文地區的朋友更加認識客家族群與客家

文化的豐富多采。 

關副館長於開場致詞時除表示感謝今天蒞臨的所有貴賓，他也提到：「2017

年 5 月時，李主委及何主任一同前來拜訪，表示希望進行有關客家的學術交流。

之後雙方也簽訂了合作協議，並進行兩天的學術研討會，雖然本來我對『客家』

二字的意義並不了解，但也從交流過程中慢慢學習到，『客家』其實是一種文化

認同，並且是在全球各地皆有許多客家文化。」關副館長提到因為這樣的交流，



 

16 
 

才瞭解到原來在他長期研究的南美洲地區，例如秘魯的首都利馬（Lima）也有許

多客家鄉親，認識到了「客家」這樣一種文化認同後再至秘魯，有了原來「研究

了四十年的秘魯有著從未注意過的一面」的感想，對關副館長而言，與本會進行

的學術交流是非常有意思的。 

     圖 3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外觀 以迎接農曆「豬年」到來布置館內，十

分親切 

 

以「豬年」為主題的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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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及紀念商品販售中心 

 

5 部翻譯客家文學作品於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展示與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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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副主委（右二）、中華民國留日京都華僑總會名譽會長張茂勳（右三）、臺

北駐大阪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李世丙（右一）與本會所屬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主

任何金樑（右四）等人一同拜訪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副館長關雄二（左二） 

 

 

范副主委致贈客家等路予關副館長 范副主委致贈客家等路予河合副教授 

  

范副主委致贈客家等路予李處長 范副主委致贈客家等路予日譯文學作

家池上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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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出席「2018 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講座暨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 

 

 
 

「2018 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講座暨客

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現場 

范副主委代表本會致詞 

 

 

「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座談會 茶敘時間范副主委和與會者交流 

 

第一場：「客家文學與客家族群文化」座談會與談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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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臺灣客家與日本客家講座暨客家族群和全球現象國際研討會」出席

貴賓合影 

 

 

  （三）訪視東方書店宣傳及上架情形 

      

     神保町店街區位於東京都，類似臺北市重慶南路書店街，在此街區，

許多頗具特色的書店林立，不管是新書或二手書都可找到，也有許多蒐羅

不同主題的專門書店，例如，矢口書店為戲劇、電影愛好者尋寶的好去處；

古賀書店則為音樂、曲譜的專營店；另有結合咖啡店可以坐下來看書的複

合式書店，為愛書人的好去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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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神保町街區書店街 

 

 

神保町為東京都著名的書街 

  

矢口書店專營戲劇、電影圖書 神保町街上複合式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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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賣音樂、曲譜的古賀書店 神保町街區的二手書店 

 

 

       本次客家文學日譯作品，在東京上架販售的書店之一－東方書店，

即位於神保町街區內，主要販售中文及韓語詞典、教科書、參考書等種類

的圖書，為日本國內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相關圖書專營書店。 

      5 位客家文學家的日譯作品在一進入東方書店的正中央平臺，位置

相當明顯，利於吸引讀者翻閱購買。本會黃副處長與林水福老師翻譯團隊

一同訪視東方書店店頭宣傳及鋪貨上架情形，並代表本會李主任委員致贈

禮物予營業部店賣課課長田原陽介，表達感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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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訪視東方書店店頭宣傳及上架情形 

 

  

東方書店全棟外觀 專營中國圖書的東方書店 

  

本會黃副處長代表本會致贈東方書

店營業部店賣課課長田原陽介 

東方書店店頭宣傳及鋪貨上架情形 



 

24 
 

 

黃副處長和林水福翻譯團隊於東方書店店頭宣傳前合影 

   

 （四）東京客家社團交流 

 

為促進客家社團與本會及客家作家交流，特別安排餐會，邀請東京崇

正公會幹部與會，讓彼此認識，期間交流熱絡，有助連結與臺灣之情誼。 

 

圖 7 與東京崇正公會交流情形 

 

 

東京崇正公會會長劉南強（中，站立者）向與會人員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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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副主委（右排中）與東京客家鄉親、作家甘耀明（左排上）合影 

 

 

三、 作家簽書及訪視書店宣傳、東京宣傳記者會、臺日作家座談會 

 

（一） 三省堂書店神保町本店簽書活動、訪視店頭宣傳及上架情形 

 

在三省堂書店神保町本店辦理簽書活動，由作家甘耀明、詩人利玉

芳於書店現場簽書，每位作家親手簽名各 5 本書籍，不克前來東京的作家，

包括：鍾肇政、李喬及曾貴海等人在臺灣也預先簽妥，由三省堂書店立即

將總計 25 本簽書封膜，上架販售，幸運的讀者將有意外的驚喜，為一議題

行銷活動，帶動書籍買氣。 

除了作家現場簽書活動，於三省堂書店神保町本店有整體配套的宣

傳，「臺灣客家文學書籍代表的作家」專櫃展售、全店懸掛式海報，以及店

內三處電子看板（書店正門、電梯口、後門）輪播宣傳。 

透過中央通訊社駐東京特派員楊明珠採訪，發布新聞稿，讓宣傳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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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可以在日本媒體曝光，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也讓臺灣媒體跟著報

導，提高本會將客家文學作品日譯的宣傳能量。 

 

    圖 8 三省堂書店簽書活動及訪視宣傳、上架情形 

 

  

二位作家於三省堂書店神保町

本店為日譯作品簽名 

作家甘耀明、利玉芳完成簽書後合

影 

  

三省堂書店神保町本店店內以

專櫃展售客家文學作品 

於書店內以懸掛式海報宣傳，相當

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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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店一樓皆以懸掛式海報宣傳 

  

店內宣傳電子看板 1 店內宣傳電子看板 2 

  

店內宣傳電子看板 3 作家甘耀明簽書後於專櫃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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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利玉芳簽書後於專櫃前拍

照留念 

作家李喬預先簽書，由二位女兒代

表出席，於專櫃前合影 

 
 

范副主委（左二）、中央社張社

長（右一）與作家們合影 

范副主委感謝三省堂書店課長比嘉

榮協助宣傳及上架販售 

  

電子看板前合影 范副主委接受中央通訊社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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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副主委與作家及家眷於電子宣傳看板前合影 

 

於三省堂書店神保町本店門口前合影 

 

（二） 東京推廣活動記者會 

    

  為強化客家文學作品日譯的宣傳效益，特別在東京 KDDI HALL 舉辦

推廣活動記者會，由日本共同 PR 承辦，邀請日本知名藝人高橋真麻擔任

活動代言人，成功吸引日本媒體參加記者會及報導。到場媒體共 25 家，

相關新聞露出共 101 則，包含日本媒體報紙 6 則、日本媒體網路新聞 78

則(含 BW 露出)、臺灣媒體網路新聞 16 則、臺灣媒體報紙 1 則，成效顯著。 

  記者會辦理前一日，本會黃副處長由日本共同 PR 工作人員陪同到

KDDI HALL 會勘記者會場地及行進動線，確保記者會活動順利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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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KDDI HALL 推廣活動記者會行前會勘 

 

  

KDDI HALL 記者會會前現場會勘 記者會場地行前會勘 

 

 

     旅日棒球家王貞治不克前來，特別送花籃到 KDDI HALL 記者會現場

祝賀，令大家驚喜萬分！ 

 

圖 10 王貞治送花申賀記者會成功 

 

 

旅日棒球家王貞治特別致送花籃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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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東京推廣活動記者會 

 

 

東京推廣活動記者會現場 

  

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副代表

郭仲熙致詞 

記者會現場備有同步口譯 

  
本會范副主委致詞 作家甘耀明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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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利玉芳致詞 播放李喬致意影片 

 

 

     為吸引媒體到場，並與客家文化產生連結，由活動代言人高橋真麻穿

著具客家文化意象之油桐花布和服、手持臺灣美濃紙傘登場；此和服選用

本會開發具專利的條紋油桐圖紋，素雅大方，油桐花語是純潔、柔情且詩

意，代表客家族群「勤與真」的生命活力，並融入時尚的線條表現及流行

趨勢色彩。 

     和服為日本資深和服專業設計師手繪設計，設計理念為一方描繪有條

紋的環狀油桐花，一方描繪無條紋的環狀油桐花，形成日本一種知名的傳

統花紋，透過兩個油桐花環連繫、代表友好之意，並以些微金箔點綴以增

加華麗感；經由東京都工藝染色共同組合的協助，透過日本傳統手繪友禪

再現客家傳統的花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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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2 代言人高橋真麻著油桐和服、手持美濃紙傘出場 

 

 
代言人高橋真麻著手繪桐花和服、美濃紙傘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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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范副主委代表本會授予高橋真麻「客家文化振興大使」就任證書 

 

授任客家文化振興大使的高橋真麻，隨後即吟誦詩人曾貴海醫師、

利玉芳之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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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橋真麻發表 2019 年新年抱負，拿出事先書寫的春聯「平穩無事」 

 

高橋真麻與甘耀明、利玉芳二位作家對談交流，並論及客家美食及

臺三線觀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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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副主委、郭副代表、張社長、高橋真麻及作家、家眷合影 

 

推廣活動記者會後，媒體聯訪范副主委及高橋真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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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副主委致贈禮物予郭副代表 范副主委致贈禮物予臺灣文化

中心主任朱文清 

 

 

范副主委致贈禮物予口譯池田茜

藍小姐 

記者會承辦單位共同 PR（Kyodi 

PR）社長谷铁也出席記者會及

交換名片 

 

 

（三） 「臺日作家座談會及新書發表會」推廣活動 

 

客家文學是臺灣文學領域中非常具有特色及文化內涵的代表文學， 

107 年本會以「客家文學的珠玉」系列，將 5 位客籍作家作品翻譯成日語，

於 107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16 日（星期日），在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

表處臺灣文化中心舉辦「臺日作家座談會及新書發表會」，以「臺日作家

談客家文學」與「臺日作家談創作觀」2 場主題活動，帶動臺日文學界及

學術界彼此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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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臺灣文化中心「臺日作家座談會及新書發表會」 

 

  

謝代表與范副主委及張社長交換

意見 

范副主委代表本會致贈客家等

路予謝代表 

 

謝代表、范副主委與作家甘耀明、利玉芳合影 



 

39 
 

 

在臺灣文化中心辦理 2 場主題推廣活動 

  

推廣活動印製各式手冊 現場立式旗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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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 

謝長廷蒞臨致詞 

范副主委代表本會致詞 

  

日本國際客家文化協會會長岡村

央棟擔任座談會主持人 

東京崇正公會會長劉南強報到 

  

現場備有通譯同步口譯 詩人曾貴海醫師女兒女婿及孫

女全家到場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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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會貴賓、客籍作家及家眷、講座主持人及與談人合影 

 

謝代表、范副主委及林水福教授仔細閱讀推廣活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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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活動講座，現場參與踴躍 

 

作家李喬不克出席，以影片向與會者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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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場講座由主持人下村作次郎介紹作家及作品 

 

詩人利玉芳為書迷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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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甘耀明為書迷簽書 

  

作家甘耀明為書迷簽書 范副主委陪同謝代表參觀臺文中心展

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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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岡實主持蜂飼耳論客家小說 

 

池田功主持詩人浜江順子（中）、杉本真維子（左）論曾貴海及利玉

芳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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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甘耀明與日本文筆家鈴木文

彥合影 

日本作家蜂飼耳接受客家電視

採訪 

  

詩人利玉芳與民眾合影 二位作家與客家鄉親合影 

  

講座主持人下村作次郎 日本作家杉本真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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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作家蜂飼耳 講座主持人池田功 

  

日本作家浜江順子 講座主持人末岡實 

  
日本文筆家鈴木文彥 范副主委與中央通訊社特派員

楊明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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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朱主任、謝代表、范副主委 

 

左起：林水福教授、范副主委、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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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出國考察人員於臺灣文化中心前合影，左起：副處長黃綠琬、

副主任委員范佐銘、科員陳姿沁 

 

四、 訪視書店宣傳、參訪日本文學推廣、考察東京文創推動、臺日作家及

學術界交流 

（一） 訪視八重洲書店書籍中心宣傳及上架情形 

 

八重洲書店書籍中心（Yaesu Book Center）位於東京都中心，於 1978

年 9 月 18 日開業，當時是日本最大的書店。因爲地理位置原因，主要客

群以商務人員很多，所以店內的商務書籍藏書數量堪稱日本第一，商務種

類書籍的銷售排行榜在業界占有一席之地。 

 

圖 14 訪視八重洲書店書籍中心宣傳及上架情形 

 

  

八重洲書店書籍中心 八重洲書店已有 40 年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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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學日譯作品上架展售 客家文學日譯作品在八重洲書

店書籍中心店頭鋪貨宣傳 

  

范副主委致贈禮物予八重洲書店

店長佐藤広人 

林水福教授與范副主委及作家

家眷合影 

 

范副主委、八重洲書店店長、林水福教授等全體人員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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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八重洲書店書籍中心門口全體合影 

 

（二） 參訪東洋文庫博物館 

 

東洋文庫博物館由三菱第三代主人岩崎久彌先生設立於 1924 年，以

研究亞洲的歷史、文化、宗教藝術等為主，收藏以東亞為標的的書籍約

100 多萬冊，其中包括 5 件國寶與 7 件重要文化財。是全日本在「東洋學」

領域中最古老，規模也最大的研究型圖書館，並設有研究部門、圖書館、

閱覽室與博物館等，是全球五大東洋學研究圖書館之一。 

根據 2018 年 6 月 24 日中央社記者楊明珠報導，這座文庫在東洋學領

域是日本最古、最大的研究圖書館，2011 年增設博物館，被喻為智慧寶庫，



 

52 
 

藏書豐富宛如電影「哈利波特的世界」。100 萬冊藏書中，漢籍書（中文

書）占 4 成、洋書 3 成、和書（日本書）2 成，其他是亞洲與非洲語言的

書籍。 

有著「智慧寶庫」之稱的東洋文庫博物館設立的目的是希望讓更多

人對亞洲各地的歷史、文化有興趣，除了書籍，有一部分運用科技，以電

子書的概念做展示。 

 

 

 

 

 

 

 

 

圖 15 參訪東洋文庫博物館 

 

  

東洋文庫博物館外觀 東洋文庫沿革 

※東洋文庫博物館 

地址：東京都文京區本駒込

2-28-21 

閱覽室開放時間：09: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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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文庫簡介 博物館內長廊設計優雅呈現光

影 

  

創立者岩崎久彌簡介 古地圖特展 

  

特展室呈列的文物 1 特展室呈列的文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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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測量家伊能忠敬介紹 以東洋文庫典藏文物所開發的

文創商品 1 

  

以東洋文庫典藏文物所開發的文

創商品 2 

以東洋文庫典藏文物所開發的

文創商品 3 

 

本次出國考察人員在「モリソン書庫」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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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モリソン書庫」感受書籍之美，彷彿電影「哈利波特的世界」 

 

一行人於東洋文庫博物館前合影 

 

（三） 考察東京中央郵便局改建 KITTE 中心文創產業推動 

 

位於 JR 東京車站丸之內南口前的 KITTE 中心，過去是東京中央郵便

局，今日則有零售商店及辦公室進駐。KITTE 中心擁有超過 100 間店家的

購物與用餐複合型設施，提供多國語言服務的旅遊資訊中心，還有東京中

央郵便局，以及鐵道迷喜愛的屋頂露臺。 

2013 年 3 月 21 日開幕的「KITTE」是日本郵局首次開設的商業設施。

「KITTE」這個名稱，則是取自於「郵票（Kitte）」跟「來（Kite）」的日

文發音。由日本中央郵便局保存、改建一部分舊東京中央郵便局大樓，並

結合新建部分完成了 JP Tower，而 KITTE 正位於 JP Tower 從地下 1 樓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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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的 7 個樓層。包含食品販賣店、一般商品店鋪及美食餐飲店等總共約

100 家店鋪進駐於此，販售傳統美味、當地人氣美食，以及在這裡才能買

到的限定商品。 

  KITTE 中心 4 樓有依過去風貌重現的舊東京中央郵便局局長室，可以

一窺昭和時代（1926～1989 年）的局長室樣貌。此外，從位於 6 樓的屋頂

庭園可俯瞰東京車站，對於鐵道迷與攝影迷來說，是可拍出特殊角度照片

的絕佳地點。 

此次考察發現難能可貴的是，KITTE 中心部分文創商店仍以「郵局」

的概念發想許多別具特色的商品，與過去為日本東京中央郵便局的歷史建

物功能扣連，充滿無限創意，不禁令人莞爾！ 

 

圖 16 考察東京 KITTE 中心文創產業推動情形 

 

 

 

位於東京車站丸之內南口對面的

KITTE 中心 

KITTE 中心 1 樓仍保留郵局的

功能，門外設有郵筒 

  

1樓郵局入口設有各項服務的簡易

查詢機 

KITTE 中心 1 樓仍保留辦理郵

匯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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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日本知名團體「嵐」為活動代言 郵局紀念品販售區入口 

  

日本中央郵便局吉祥物 民眾郵件寄送處理區 

  

以東京車站為圖騰開發的手提袋 東京中央郵便局相關文創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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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TE 中心頗具特色的文創商店 1 KITTE 中心頗具特色的文創商

店 2 

  

以「郵筒」為概念發想的各式文創

商品 1 

以「郵筒」為概念發想的各式

文創商品 2 

  

以「郵筒」為概念發想的各式文創

商品 3 

以「郵筒」為概念發想的各式

文創商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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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TTE 中心 4 樓一隅仍保留過去日本中央郵便局局長室 

 

由 KITTE 中心 6 樓屋頂花園俯瞰東京車站 

 

（四） 臺日作家及學術界交流 

 

為感謝 2 場推廣活動參與的日本文學界及學術界，本會特別舉辦交

流餐會，提供與本次客家文學作品日譯的臺灣客籍作家進一步面對面交流

的機會，彼此相談甚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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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臺日作家及學術界交流 

 

 

臺日作家交流餐會開始，范副主委代表本會簡單致詞，由岡村央棟

會長協助同步口譯 

 
臺日作家及學術界進行交流 

 

講座主持人（座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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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水福教授翻譯工作團隊 

  

詩人利玉芳與岡村央棟會長交換

意見 

臺灣文化中心朱主任（右二）

蒞臨交流餐會 

 

肆、 考察及參訪心得 

 一、多元行銷，強化對臺灣客家文學印象 

   透過多元化宣傳、報導，舉辦大阪臺日學術界研討會及東京臺日文學家交

流座談會等推廣活動，深化日本民眾對於臺灣文學的印象，將新聞影音及文

字圖片內容露出，帶動國際認識擁有豐厚文化底蘊的客家文學，提升臺灣客

家文學作品翻譯與推廣效益。 

 

 二、知名活動代言人，媒體報導露出效果加乘 

   東京推廣活動記者會，以日本知名藝人高橋真麻為代言人，成功吸引媒體

爭相採訪報導，到場媒體媒體共 25 家，相關新聞露出共 101 則，包含日本媒

體報紙 6 則、日本媒體網路新聞 78 則（含 BW 露出）、台灣媒體網路新聞 16

則、台灣媒體報紙 1 則，成功發揮「出口轉內銷」之宣傳效益及廣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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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以文學為題引入客家美食及臺三線觀光，帶動附加效益 

   在推廣活動記者會中，作家與活動代言人交流對談，以客家文學為話題，

將客家美食及臺三線旅遊自然而然的引入，藉由媒體報導也讓各界認識客家

美食及臺三線客庄觀光，並擴及南部六堆及東部客庄，認識臺灣客家。 

 

 四、文學館舍文物典藏推廣，珍貴資產得以永續傳揚 

   本次出國考察行程雖然緊湊，惟仍規劃參訪川端康成文學館及東洋文庫博

物館，期能扣連文學推廣主題，瞭解日本在文學保存及推廣方式，細微之處

講究用心，亦能在典藏的文物中發想開發相關創意商品，值得參考。 

 

 五、歷史建物活化，賦予文創新生命 

   以東京中央郵便局歷史建物活化改建為 KITTE 中心，仍保留原來以「郵

局」為主軸的設計，包括：購物中心以「KITTE」（即日文「切手」之發音，

中文為「郵票」之意）命名；4 樓保留原郵便局局長室空間，想像當年局長在

此辦公情形；此外，購物中心的有許多商店，以郵筒或郵票意象為創意發想，

所研發的文創商品，凸顯建物原有功能之意象，獨具巧思，令人印象深刻。 

  

伍、 建議事項 

一、 立即可行建議 

 （一）客家文學作品翻譯其他語種，擴大國際間認識臺灣客家 

    目前本會業以西班牙語、日語翻譯客籍文學家作品，成效逐漸顯現，

可再擇具代表性及精華之作品，翻譯為其他國家語言，如德語、法語，讓

國際喜愛文學、愛好閱讀的讀者，藉由作品認識臺灣、認識客家。 

 

  （二）追蹤翻譯作品之販售情形，做為檢討改進之依據 

    應就已鋪貨上架的書籍追蹤其販售情形，如書店能夠瞭解及蒐集讀者

顧客反映之意見尤佳，除加強推廣宣傳外，日後辦理相關客家文學翻譯案

可據以檢討改進。 

 

 （三）持續以重點藝文主題行銷，提高臺灣客家國際能見度 

     以客家文學為出發，此外，如客家音樂或其他藝文主題，亦可接續推

動，音樂無國界，跨越語言的藩籬，或許可列為接下來推動的重點，逐步

提高臺灣客家在國際的能見度。 

 

  （四）串連客家名人故居，形成旅遊節點帶動觀光人潮 

     透過參訪川端康成文學館及東洋文庫博物館等之營運情形，本會將與

地方政府加強合作及輔導，將臺三線客家名人故居加以活化運用，形成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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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旅遊節點，並納入沿線的人文地產景等元素規劃遊程，帶動客庄觀光

人潮。 

 

 二、中長期建議 

  （一）深化文學地景主題遊程，與作品產生密切扣連 

     根據「2017 Visa 旅遊意向調查」發現，45.3% 的台灣民眾海外旅行

偏好自助旅行，而偏好自助行的比例更在 2017 年首度超越跟團旅遊（28.1%）。

除了國人自由行比例逐年提高，許多國外旅客出國也逐漸不再以團體旅遊

為導向，反而偏愛有趣冒險的自由行程，自行規劃遊程更成為放鬆身心的

樂趣所在。 

     由於國外自由行風氣盛起，出國民眾不再只以國家、地區、景點作為

行程規劃主軸，為了掌握特定消費族群，各國紛紛推出「主題遊程」以符

合遊客們的目的，例如以鐵道、坐禪、參加特定藝術祭、音樂祭等為主題

的遊程。 

     藉由客籍文學家的知名度，本會在行銷浪漫臺三線遊程時，亦可藉由

文學作品中所提到的鄉土風情景點，以深度「文學地景」主題遊程規劃路

線、場景、風景，串連成豐富有趣的慢遊行程，更讓遊客在臺三線上自然

而然接觸到客家文學，產生與作品在地的親密性。 

 

  （二）持續推動客家與國際文化交流，始能累積成果 

     由於臺灣與日本關係友好，地緣親近，本次客家文學日譯推廣活動達

到相當不錯的成果與新聞露出。應讓本次活動成果持續累積，若未來持續

翻譯本次客籍文學家的經典作品，並且參與日本藝文活動、國際書展等文

化交流，將使「客家文學的珠玉」系列更為豐富充實，也讓日譯推廣成為

本會海外推動客家文化主軸之一。 

     除此之外，客家文學有其深厚底蘊，未來，本會持續將客家文學作品

譯為其他語種推廣客家文化，提高臺灣客家文學在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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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附錄 

一、 客家文學作品之譯者、顧問及作品簡要說明 

 

作家 作品 字數/首 譯者 
客家文

化顧問 
編審 

團隊 

審查 

委員 

本會 

審查 

委員 

鍾 

肇 

政 

 

《歌德激情書》 

(「ゲーテ激情の

書 客家文学

的珠玉 1」， 

未知谷社出版) 

原著約

15 萬字 

永井 

江理子 
彭瑞金 歐薇蘋 陳明姿 陳志文 

作品以赤子之

心的文學之

筆，編織歌德自

少到老幾段最

親密熾列、迴腸

盪氣的愛情故

事，和幾個歌德

生命中最刻骨

銘心的永恆女

性。 

李 

喬 

 

《藍彩霞的春

天》 

(「藍彩霞の春 

客家文学的珠

玉 2」， 

未知谷社出版) 
原著約

15 萬字 

明田川 

聰士 
李喬 林憲宏 陳明姿 黃翠娥 作品是國內第

一部正面全程

描述雛妓的長

篇小說，具體化

了作者的反抗

理論，描述女主

角從凌辱中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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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反抗，終至於

殺人無悔的行

徑。 

甘 

耀 

明 

 

《冬將軍來的

夏天》 

(「冬将軍が来た

夏」，白水社出

版) 

原著約

14 萬字 

白水紀

子 
甘耀明 蔡嘉琪 陳明姿 何思慎 

死是有責任

的。我們如何在

一個吃人的世

界活下去？當

你墜落，有沒有

能承接住你的

一雙手？一部

關於愛與死亡

的療癒小說。 

曾 

貴 

海 

 

《曾貴海詩選》 

(「曾貴海詩選 

客家文学的珠

玉 3」，未知谷社

出版) 

 

 

 

 

101 首

詩 

橫路啟

子 
曾貴海 管美燕 朱秋而 葉淑華 

由《曾貴海詩

選》、《夜合》、

《湖濱沉思》、

《色變》、《文學

台灣》、《孤島的

旅程》等詩集及

尚未發表的新

作中挑選適合

作品。 

利 

玉 

芳 

《利玉芳詩選》 

(「利玉芳詩選 

客家文学的珠

 

 

113 首

池上貞

子 
利玉芳 蘇鈺甯 朱秋而 賴錦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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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 4」，未知谷社

出版) 

詩 

由《活的滋

味》、《貓》、《向

日葵》、《淡飲洛

神花的早晨》、

《夢會轉彎》、

《台灣詩人選

集─利玉芳集》

等詩集挑選適

合作品。 

  

 二、東京推廣活動記者會到場媒體及海外媒體投放內容 

 

（一） 到場媒體 

  記者會實際到場媒體媒體共 25 家，列舉部分媒體名片，詳細如下表： 

 

 
類別 公司名稱 媒體名稱 部門 

1 電視 TBS テレビ TBS 芸能情報ステーション 

2 電視 台湾テレビ TTV NEWS 
 

3 新聞 日本経済新聞社 日本経済新聞 編集局 文化部 

4 新聞 読売新聞社 読売新聞 文化部 

5 新聞 産経新聞社 サンケイスポーツ 文化報道部 

6 新聞 報知新聞社 スポーツ報知 文化社会部 

7 新聞 
デイリースポーツ東

京本社 
デイリースポーツ 編集局東京報道部 

8 新聞 株式会社読書人 週刊読書人 編集部 

9 新聞 交通新聞社 交通新聞 編集委員 

10 新聞 臺灣新聞社 臺灣新聞 
 

11 新聞 自由時報 自由時報 
 

12 新聞 日刊現代 日刊ゲンダイ 企画編集部 部長 

13 新聞 中央通訊社 中央通訊社 新聞部 

14 通信社 共同通信社 共同通信 編集局国際報道室 

15 通信社 時事通信社  時事通信 文化特信部 

16 雑誌 小学館 女性セブ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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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雑誌 光文社 女性自身 編集部 

18 雑誌 
台北駐日経済文化

代表処 
台湾週報 広報部  

19 雑誌 桜出版   
 

20 網路 日本テレビ 
WEB 日テレ

NEWS24  

21 網路 テレビ朝日 WEB テレ朝 news 
 

22 網路 
公益財団法人ニッポ

ンドットコム 
ニッポンドッドコム 繁体字編集部 

23 網路 サイゾー au-EZ ウェブ増刊号 
 

24 自由播報員 
 

月刊な～るほど・

ザ・台湾  

25 自由播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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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海外媒體投放內容 

 

  本案除記者會日本媒體當地宣傳外，另透過中央通訊社與美國商業新

聞社之合作，發布海外媒體公關稿件，強化活動宣傳效益，提高客家文學

能見度，發布時間為記者會前一週（12 月 7 日）及記者會當天（12 月 13

日），投放清單多元，包括日本大型媒體，如朝日新聞、日經新聞、朝日

電視、每日放送等及駐日國際通訊社，如道瓊、路透社、時事通訊社、越

南通訊社等；發布內容如下： 

 

１．Hakka Authors to Share Their Literary Creations in Japan 

 
(Japanese edition of literary works by Hakka authors) 

 

TAIPEI, Taiwan -- Taiwan’s Hakka Affairs Council will hold a press conference in Tokyo 

on Dec. 15 to promote five literary works by notable Hakka novelists and poets. 

 

Novels and poetry collections by five Hakka authors, including Chung Chao-cheng (鍾

肇政), Li Qiao (李喬), Tseng Kui-hai (曾貴海), Li Yu-fang (利玉芳), and Gan Yao-ming 

(甘耀明), have been translated into Japanese language and published earlier this 

June in Japan.  

 

To promote these literary works, Tseng, Li Yu-fang, and Gan, as well as Deputy 

Minister Fan Tso-ming (范佐銘) of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 will attend the press 

conference, which will also invite Japanese anchor Takahashi Maasa to recommend 

the Japanese edition of Hakka literature as well as Hakka culture to the Japanes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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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the press conference, the three authors will first participate in a forum titled 

“Hakka Literature and Hakka Culture” held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in 

Osaka on Dec. 14. 

 

Following the press conference, they will also explore Hakka literature and share 

their views on literary creation in the two forums held at the Taiwan Cultural Center 

in Tokyo on Dec. 15 and 16.  

 

Hakka literature of Japanese edition: 

 “Love Stories of Goethe (歌德激情書)” by Chung Chao-cheng  

 (translated by Nagai Eriko) 

 “The Spring of Lan Caixia (藍彩霞的春天)” by Li Qiao 

 (translated by Aketagawa Satoshi) 

 “The Collected Poems of Tseng Kui-hai (曾貴海詩選)” by Tseng Kui-hai 

 (translated by Yokoji Keiko ) 

 “The Collected Poems of Li Yu-Fang (利玉芳詩選)” by Li Yu-Fang  

 (translated by Ikegami Sadako) 

 “The Summer When Russian Winter Comes (冬將軍來的夏天 )” by Gan 

Yao-ming 

 (translated by Shirouzu Noriko) 

 

“Hakka Literature and Hakka Culture”  

Date: December 14, 2018 

Time: 13:00~17:00 

Venue: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Address: 10-1 Senribanpakukoen, Suita, Osaka Prefecture 565-8511, Japan 

*Free admission 

 

“Taiwan-Japan Authors Forum and Book Launch”  

Date: December 15-16, 2018 

Time: 13:00~17:00 

Venue: Taiwan Cultural Center in Tokyo 

Address: 2F, No.1-1-12 Toranomon, Minano-ku, Tokyo 105-0001, Japan 

*Free admission, registration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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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Notable Japanese Announcer Promotes Hakka Culture, Literature in 

Japan 

 

(Deputy Minister Fan Tso-ming of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 (the third from the left) 

represents the Council to present a certificate to Japanese announcer Maasa Takahashi 

(the fourth from the left), who serves as the Hakka Cultural Ambassador, on Dec. 15 

in Tokyo. Takahashi wrote a spring couplet “Stable and Peace” to express hopeful 

thoughts for the coming year.) 

 

TAIPEI, Taiwan -- Taiwan’s Hakka Affairs Council has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on Dec. 

15 in Tokyo to promote five Hakka literary works that have been published earlier 

this June in Japan. 

 

The five books include “Love Stories of Goethe (歌德激情書)” by Chung Chao-cheng 

(鍾肇政), “The Spring of Lan Caixia (藍彩霞的春天)” by Li Qiao (李喬), “The 

Collected Poems of Tseng Kui-hai (曾貴海詩選)” by Tseng Kui-hai (曾貴海), “The 

Collected Poems of Li Yu-fang (利玉芳詩選)” by Li Yu-fang, and “The Summer When 

Russian Winter Comes (冬將軍來的夏天)” by Gan Yao-ming. 

 

The Council has invited Maasa Takahashi, a Japanese freelance announcer and formal 

anchor of Fuji TV, to serve as the Hakka Cultural Ambassador to promote Hakka 

culture and literature. 

 

The press conference, which was attended by Li Yu-fang, Gan, and Li Qiao’s s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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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ghter, marked the first large promotional event to promote Hakka literature in 

Japan.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Takahashi, who dressed in Japanese kimono printed 

with Hakka flora pattern, read two Hakka poems by Tseng and Li in Japanese, 

expressing meanings of the poems through her beautiful voice. 

 

After the press conference, Takahashi, who has visited Taiwan for 20 times, also 

shared her travel experiences. She said that Taiwan has a rich variety of delicious 

food and “power spots.” It is also a Japanese-friendly and safe country for female 

solo travelers. 

 

During the event, Deputy Minister Fan Tso-ming (范佐銘) of the Hakka Affairs 

Council represented the Council to present a certificate to Takahashi to thank her for 

introducing Hakka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o the Japanese public and strengthen 

Taiwan-Japan friendship ties. He hoped that such cultural exchange will bring more 

Japanese to visit Taiwan to learn more about Hakka culture. 

 

To help Japanese readers gain more understanding about Hakka literature, exhibition 

that features Hakka literary works, posters, large digital signage, and book signing 

session will be held at the flagship store and some of the branch stores of Books 

Sanseido in Tokyo through Dec. 20. 

 

 三、臺日媒體報導情形 

本案相關露出明細分為日本媒體報紙 6則、日本媒體網路新聞 78則(含BW

露出)、台灣媒體網路新聞 16 則、台灣媒體報紙 1 則四部分，總露出則數共 101

則，清單如下，露出畫面及 BW 官方報告如後： 

 

日本媒體報紙 (共 6 筆) 

編號 日期 媒體別 標題 

1 2018/12/16 日刊スポーツ 高橋真麻 台湾文化振興大使 

2 2018/12/16 デイリースポーツ ニュースバザール 15 日 高橋真麻 

3 2018/12/16 スポーツ報知 ミニ＆ミディ 15 日 高橋真麻 

4 2018/12/20 デイリースポーツ 
高橋真麻 台湾客家文化振興大使に

就任  

5 2018/12/20 デイリースポーツ 大阪 
ニュースバザール 15 日 高橋真麻 

(轉載 12/16 デイリースポー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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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18/12/20 デイリースポーツ 福岡 
ニュースバザール 15 日 高橋真麻 

(轉載 12/16 デイリースポーツ) 

日本媒體網路新聞 (共 78 筆) 

編號 日期 媒體別 標題 

1 2018/12/15 日テレ News24 
高橋真麻、年内結婚「あきらめていませ

ん」 

 
http://www.news24.jp/articles/2018/12/15/08411894.html 

2 2018/12/15 livedoor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年内結婚「あきらめていませ

ん」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45791/ 

3 2018/12/15 サンケイスポーツ 
高橋真麻、結婚はフィフティフィフティ「年

内？まだわからない」 

 
https://www.sanspo.com/geino/news/20181215/geo18121514370023-n1.html 

4 2018/12/15 iza! 
高橋真麻、結婚はフィフティフィフティ「年

内？まだわからない」 

 
https://www.iza.ne.jp/kiji/entertainments/news/181215/ent18121514510007-n1.html 

5 2018/12/15 Yahoo!Japan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結婚はフィフティフィフティ「年

内？まだわからない」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15-00000534-sanspo-ent 

6 2018/12/15 livedoor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結婚はフィフティフィフティ「年

内？まだわからない」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44588/ 

7 2018/12/15 goo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結婚はフィフティフィフティ「年

内？まだわからない」 

 
https://news.goo.ne.jp/article/sanspo/entertainment/sanspo-geo1812150023.html 

8 2018/12/15 Gunosy 
高橋真麻、結婚はフィフティフィフティ「年

内？まだわからない」 

 
https://gunosy.com/articles/amdt7 

9 2018/12/15 dmenu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結婚はフィフティフィフティ「年

内？まだわからない」 

 
https://topics.smt.docomo.ne.jp/article/sanspo/entertainment/sanspo-geo1812150023 

10 2018/12/15 msn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結婚はフィフティフィフティ「年

http://www.news24.jp/articles/2018/12/15/08411894.html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45791/
https://www.sanspo.com/geino/news/20181215/geo18121514370023-n1.html
https://www.iza.ne.jp/kiji/entertainments/news/181215/ent18121514510007-n1.html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15-00000534-sanspo-ent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44588/
https://news.goo.ne.jp/article/sanspo/entertainment/sanspo-geo1812150023.html
https://gunosy.com/articles/amdt7
https://topics.smt.docomo.ne.jp/article/sanspo/entertainment/sanspo-geo181215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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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まだわからない」 

 
https://goo.gl/rQUnYi 

11 2018/12/15 デイリースポーツ 
高橋真麻 生野陽子アナの第１子妊娠を祝

福…フジテレビ時代の後輩に「良かった」 

 
https://www.daily.co.jp/gossip/2018/12/15/0011907554.shtml 

12 2018/12/15 Yahoo!Japan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 生野陽子アナの第１子妊娠を祝

福…フジテレビ時代の後輩に「良かった」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15-00000074-dal-ent 

13 2018/12/15 livedoor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 生野陽子アナの第１子妊娠を祝

福…フジテレビ時代の後輩に「良かった」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44985/ 

14 2018/12/15 goo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 生野陽子アナの第１子妊娠を祝

福…フジテレビ時代の後輩に「良かった」 

 
https://news.goo.ne.jp/article/dailysports/entertainment/20181215074.html  

15 2018/12/15 Gunosy 
高橋真麻 生野陽子アナの第１子妊娠を祝

福…フジテレビ時代の後輩に「良かった」 

 
https://gunosy.com/articles/acY4b 

16 2018/12/15 msn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 生野陽子アナの第１子妊娠を祝

福…フジテレビ時代の後輩に「良かった」 

 
https://goo.gl/smWcEc 

17 2018/12/15 RBB TODAY 高橋真麻が台湾客家文化振興大使に！ 

 
https://www.rbbtoday.com/article/2018/12/15/165975.html 

18 2018/12/15 Infoseek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が台湾客家文化振興大使に！ 

 
https://news.infoseek.co.jp/article/rbbtoday_165975/  

19 2018/12/15 livedoor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が台湾客家文化振興大使に！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45793/ 

20 2018/12/15 BIGLOBE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が台湾客家文化振興大使に！ 

 
https://news.biglobe.ne.jp/entertainment/1215/rbb_181215_3731744464.html  

21 2018/12/15 ニコニコ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が台湾客家文化振興大使に！ 

 
https://news.nicovideo.jp/watch/nw4367294 

22 2018/12/15 Gunosy 高橋真麻が台湾客家文化振興大使に！ 

 
https://gunosy.com/articles/acY4b 

23 2018/12/16 サンケイスポーツ 
高橋真麻、生野アナにエール「ママアナウ

ンサーとしても活躍して」 

https://goo.gl/rQUnYi
https://www.daily.co.jp/gossip/2018/12/15/0011907554.shtml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15-00000074-dal-ent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44985/
https://news.goo.ne.jp/article/dailysports/entertainment/20181215074.html
https://gunosy.com/articles/acY4b
https://goo.gl/smWcEc
https://www.rbbtoday.com/article/2018/12/15/165975.html
https://news.infoseek.co.jp/article/rbbtoday_165975/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45793/
https://news.biglobe.ne.jp/entertainment/1215/rbb_181215_3731744464.html
https://news.nicovideo.jp/watch/nw4367294
https://gunosy.com/articles/acY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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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anspo.com/geino/news/20181216/geo18121605010003-n1.html 

24 2018/12/16 Yahoo!Japan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生野アナにエール「ママアナウ

ンサーとしても活躍して」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16-00000002-sanspo-ent 

25 2018/12/16 livedoor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生野アナにエール「ママアナウ

ンサーとしても活躍して」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46453/ 

26 2018/12/16 goo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生野アナにエール「ママアナウ

ンサーとしても活躍して」 

 
https://news.goo.ne.jp/article/sanspo/entertainment/sanspo-geo1812160003.html 

27 2018/12/16 Gunosy 
高橋真麻、生野アナにエール「ママアナウン

サーとしても活躍して」 

 
https://gunosy.com/articles/Rid8A 

28 2018/12/16 dmenu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生野アナにエール「ママアナウン

サーとしても活躍して」 

 
https://topics.smt.docomo.ne.jp/article/sanspo/entertainment/sanspo-geo1812160003 

29 2018/12/16 日刊スポーツ 
高橋真麻、今年の漢字は「平」平成は私の

青春時代 

 
https://www.nikkansports.com/entertainment/news/201812160000077.html  

30 2018/12/16 Yahoo!Japan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今年の漢字は「平」平成は私の

青春時代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16-00420128-nksports-ent 

31 2018/12/16 goo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今年の漢字は「平」平成は私の

青春時代 

 
https://news.goo.ne.jp/article/nikkangeinou/entertainment/p-et-tp0-181216-0128.html 

32 2018/12/16  @nifty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今年の漢字は「平」平成は私の

青春時代 

 
https://news.nifty.com/article/entame/showbizd/12168-12160128/ 

33 2018/12/16 BIGLOBE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今年の漢字は「平」平成は私の

青春時代 

 
https://news.biglobe.ne.jp/entertainment/1216/nsp_181216_8058542350.html  

34 2018/12/16 Gunosy 
高橋真麻、今年の漢字は「平」平成は私の

青春時代 

 
https://gunosy.com/articles/RS8G0 

https://www.sanspo.com/geino/news/20181216/geo18121605010003-n1.html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16-00000002-sanspo-ent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46453/
https://news.goo.ne.jp/article/sanspo/entertainment/sanspo-geo1812160003.html
https://gunosy.com/articles/Rid8A
https://topics.smt.docomo.ne.jp/article/sanspo/entertainment/sanspo-geo1812160003
https://www.nikkansports.com/entertainment/news/201812160000077.html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16-00420128-nksports-ent
https://news.goo.ne.jp/article/nikkangeinou/entertainment/p-et-tp0-181216-0128.html
https://news.nifty.com/article/entame/showbizd/12168-12160128/
https://news.biglobe.ne.jp/entertainment/1216/nsp_181216_8058542350.html
https://gunosy.com/articles/RS8G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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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2018/12/16 朝日新聞デジタル 
高橋真麻、今年の漢字は「平」平成は私の

青春時代 

 
https://www.asahi.com/and_M/interest/entertainment/Cpettp01812160128.html  

36 2018/12/16 フォーカス台湾 
高橋真麻さん、日台文化融合の着物姿披露 

客家人作家の翻訳作品を PR 

 
http://japan.cna.com.tw/news/asoc/201812160001.aspx  

37 2018/12/16 Yahoo!Japan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さん、日台文化融合の着物姿披露 

客家人作家の翻訳作品を PR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16-00000001-ftaiwan-cn 

38 2018/12/16 excite 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さん、日台文化融合の着物姿披露 

客家人作家の翻訳作品を PR 

 
https://www.excite.co.jp/news/article/Jpcna_CNA_20181216_201812160001/ 

39 2018/12/16 livedoorニュース 
高橋真麻さん、日台文化融合の着物姿披露 

客家人作家の翻訳作品を PR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47808/ 

40 2018/12/17 フォーカス台湾 
客家人作家、日本で翻訳作品を PR 「客家

文学を知ってもらえれば」 

 
http://japan.cna.com.tw/news/asoc/201812170004.aspx  

41 2018/12/17 Yahoo!Japan ニュース 
客家人作家、日本で翻訳作品を PR 「客家

文学を知ってもらえれば」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17-00000004-ftaiwan-cn 

42 2018/12/17 livedoorニュース 
客家人作家、日本で翻訳作品を PR 「客家

文学を知ってもらえれば」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53069/ 

43 2018/12/17 excite ニュース 
客家人作家、日本で翻訳作品を PR 「客家

文学を知ってもらえれば」 

 
https://www.excite.co.jp/news/article/Jpcna_CNA_20181217_201812170004/ 

44 2018/12/17 Business Wire 客家人作家が日本で文学作品を紹介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81217005901/ja/ 

45 2018/12/17 時事ドットコム 客家人作家が日本で文学作品を紹介 

 
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181217005901&g=bw 

46 2018/12/17 財経新聞 客家人作家が日本で文学作品を紹介 

 
https://www.zaikei.co.jp/releases/731816/ 

47 2018/12/17 StartHome 客家人作家が日本で文学作品を紹介 

https://www.asahi.com/and_M/interest/entertainment/Cpettp01812160128.html
http://japan.cna.com.tw/news/asoc/201812160001.aspx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16-00000001-ftaiwan-cn
https://www.excite.co.jp/news/article/Jpcna_CNA_20181216_201812160001/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47808/
http://japan.cna.com.tw/news/asoc/201812170004.aspx
https://headlines.yahoo.co.jp/hl?a=20181217-00000004-ftaiwan-cn
http://news.livedoor.com/article/detail/15753069/
https://www.excite.co.jp/news/article/Jpcna_CNA_20181217_201812170004/
https://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81217005901/ja/
https://www.jiji.com/jc/article?k=20181217005901&g=bw
https://www.zaikei.co.jp/releases/73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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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home.kingsoft.jp/news/pr/businesswire/20181217005901.html  

48-63 2018/12/7 
Business Wire(1) 

轉發 

Hakka Authors to Share Their Literary Creations in 

Japan 

 
由 Business Wire轉發至日本地區媒體，轉載媒體共 16家，不重複瀏覽量為 2,750萬次 

64-78 2018/12/15 
Business Wire(2) 

轉發 

Notable Japanese Announcer Promotes Hakka Culture, 

Literature in Japan 

 
由 Business Wire轉發至日本地區媒體，轉載媒體共 15家，不重複瀏覽量為 2,750萬次 

台灣媒體網路新聞 (共 16 筆) 

編號 日期 媒體別 標題 

1 2018/12/15 中央社 
高橋真麻任客家文化大使 穿桐花和服撐紙傘登

場 

 
https://www.cna.com.tw/news/acul/201812150141.aspx  

2 2018/12/15 Yahoo奇摩新聞 
高橋真麻任客家文化大使 穿桐花和服撐紙傘登

場 

 
https://goo.gl/5gJF3Q 

3 2018/12/15 Yahoo奇摩新聞 
高橋真麻任客家文化大使 穿客家風和服登場 

(圖) 

 
https://goo.gl/rQZhNs 

4 2018/12/15 新頭殼 newtalk 
高橋真麻任客家文化大使 穿桐花和服撐紙傘登

場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12-15/181143 

5 2018/12/15 聯合新聞網 UDN 高橋真麻任客家文化大使 穿桐花和服撐紙傘登場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3539137 

6 2018/12/15 Pchome 
高橋真麻任客家文化大使 穿桐花和服撐紙傘登

場 

 

http://news.pchome.com.tw/internation/cna/20181215/index-1544863850 

9391918011_2.html 

7 2018/12/15 芋傳媒 
高橋真麻任客家文化大使 穿桐花和服撐紙傘登

場 

 
https://taronews.tw/2018/12/15/203914/ 

8 2018/12/15 自由時報 客家文學進軍日本 5 本代表作率先搶灘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43568 

http://home.kingsoft.jp/news/pr/businesswire/20181217005901.html
https://www.cna.com.tw/news/acul/201812150141.aspx
https://goo.gl/5gJF3Q
https://goo.gl/rQZhNs
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8-12-15/181143
https://udn.com/news/story/7314/3539137
http://news.pchome.com.tw/internation/cna/20181215/index-1544863850
https://taronews.tw/2018/12/15/203914/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643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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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018/12/15 sina Taiwan 高橋真麻任客家文化大使 穿客家風和服登場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215/29268164.html 

10 2018/12/15 台灣新聞 推廣客家文化  高橋真麻獲邀任客家文化大使 

 
http://blog.taiwannews.jp/?p=49365 

11 2018/12/15 客家電視 客委會推出 5 部日譯本作品 東京辦見面會 

 
http://www.hakkatv.org.tw/news/175522 

12 2018/12/15 客家電視 台灣文學表達多元觀點 日本文學界肯定 

 
http://www.hakkatv.org.tw/news/175523 

13 2018/12/16 中央社 客家文學 5 作品 日本初試啼聲 

 
https://www.cna.com.tw/news/video/4332291.aspx 

14 2018/12/16 msn 影音 客家文學 5 作品 日本初試啼聲 

 
https://goo.gl/bEZfwa 

15 2018/12/16 台視新聞 客家文學進軍日本 5 本代表作率先出版 

 
https://www.ttv.com.tw/news/view/10712150025500N/568 

16 2018/12/16 客家電視 客委會赴日推廣客家文學 多元觀點引共鳴 

 
http://www.hakkatv.org.tw/news/175546 

台灣媒體報紙 (共 1 筆) 

編號 日期 媒體別 標題 

1 2018/12/16 自由時報 
精選 5位名家作品翻譯上架 

我客家文學 正式進軍日本 

 

https://news.sina.com.tw/article/20181215/29268164.html
http://blog.taiwannews.jp/?p=49365
http://www.hakkatv.org.tw/news/175522
http://www.hakkatv.org.tw/news/175523
https://www.cna.com.tw/news/video/4332291.aspx
https://goo.gl/bEZfwa
https://www.ttv.com.tw/news/view/10712150025500N/568
http://www.hakkatv.org.tw/news/175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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