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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跨界與在地的思維與實踐

進入花甲之年後，身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交叉感與迫切感。交

叉感來自於一方面隨著年齡增長，明顯感覺到體力與心力下滑；另

一方面隨著閱世愈深、閱讀愈廣，覺得可以寫作的範圍與題材愈

寬，想要出版的書愈多，外界各種邀約也愈頻繁。以往行事雖然未

必心想事成，但有幸大抵依照計畫進行，如今卻須多所考慮，量

力而為，甚至自我設限，一下一上，遂成交叉。同時出現的則是時

不我予的迫切感：想寫、想做的東西那麼多，身心的承受力卻不如

前，而且只會愈來愈走下坡。然而研究與寫作畢竟不能因為急切而

草率行事，覺察到強烈的交叉感與迫切感，也只得學習坦然面對，

接受當下的身心狀態，一步一腳印往前行去，隨時把握一期一會的

因緣，以個人所學所寫與人結緣。也因為如此，心中急切之情逐漸

緩和，本書就是這種生命狀態下的產物之一。

《跨界思維與在地實踐：亞美文學研究的多重視角》是我繼

2008 年《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臺北：允晨文化）之

後的另一本亞美文學研究之作，持續運用臺灣學者的利基與發言位

置，力求從論述、導讀、訪談三個不同面向，呈現亞美文學研究在

跨越國家、地理、語言的界限之後，在多重視角下所展現的多元現

象，希望這種多元呈現的方式能吸引更多人來關注此一領域。

第一輯「論述亞美」收錄四篇學術論文。筆者曾屢次呼籲我國

學者拓展亞美文學研究的視野，多鑽研華美文學之外的其他亞裔美

國文學作品，〈戰爭 • 真相 • 和解：析論高蘭的《猴橋》〉是個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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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書〈階級 • 族裔 • 再現：析論卜婁杉的《美國在我心》〉一文對菲

美作家的研究之後，在這方面的另一次嘗試。本文討論越南裔美國

作家高蘭（Lan Cao）的成名作《猴橋》（Monkey Bridge），剖析書

中人物如何面對戰爭記憶，尋求真相，努力和解。應黃寬重先生之

邀，此篇 2010 年以英文版“Crossing Bridges into the Pasts: Reading 
Lan Cao’s Monkey Bridge”刊登於《長庚人文社會學報》，為我國較

早的越美文學研究，並承蒙原作者聯繫，收入她個人的研究檔案。

此番為了納入本書，改寫成中文並補充資料。到目前為止，我國的

越美文學研究屈指可數，存在著很大的開拓空間。晚近越美學者／ 
小說家阮越清（Viet Thanh Nguyen）以長篇小說《同情者》（The 
Sympathizer, 2015 〔臺北：馬可孛羅，2018〕）獲得 2016 年美國普立

茲獎，短篇小說集《流亡者》（The Refugees, 2017 〔臺北：馬可孛羅，

2018〕）也頗有可觀之處，成為亞美文學一大亮點，再加上他論述能

力強，積極介入美國族裔與移民等議題，儼然成為具代表性的亞美

公共知識分子，當能吸引更多人關注越美人士的處境及其文學與文

化生產。

〈說故事 • 創新生：析論湯亭亭的《第五和平書》〉的英文版

“Life, Writing, and Peace: Reading Maxine Hong Kingston’s The Fifth 
Book of Peace”獲得費雪金（Shelley Fisher Fishkin）教授青睞，刊

登於 2009 年 2 月《跨國美國研究學報》（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American Studies）創刊號，至 2019 年 3 月總計有 2671 人次點閱，

並有不少人下載。中文版以正體字與簡體字版刊登於海峽兩岸的

期刊與文集。此文綜合了個人自 1990 年起對於湯亭亭的研究，兩

次訪談，以及兩度參與她帶領的退伍軍人寫作坊（Veterans Writing 
Workshop）的經驗，討論她如何結合自己的寫作專長及其越南裔師

父一行禪師的正念禪（Mindfulness），來面對自己生命中的苦厄，

協助自戰爭歸來的美國退伍軍人，並寫下自己版本的和平書，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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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戰爭的老兵」（veterans of war）為「和平的老兵」（veterans of 
peace）。由於兩度參與寫作坊的經驗頗為難得，我曾以散文〈火 • 戰

火 • 心之火—湯亭亭的和平書寫與實踐之一〉以及〈老兵 • 書寫 •

和平—湯亭亭的和平書寫與實踐之二〉發表於 2006 年法鼓文化

《人生》雜誌，得到一些法師與讀者的注意，第二篇並成為越戰退伍

軍人／作家／僧人湯瑪斯《正念戰役—從軍人到禪師的療癒之旅》

（Claude Anshin Thomas, At Hell’s Gate: A Soldier’s Journey from War to 
Peace, 2004〔臺北：法鼓文化，2007〕）中譯版的導讀。三文展現了

個人試圖兼顧學術與社會、研究與修行的努力，彼此參照當更能了

解湯亭亭的心路歷程、良苦用心、具體實踐、豐碩成果。亞洲佛教

的不同傳承，如中日韓的禪宗、達賴喇嘛的藏傳佛教、一行禪師的

正念禪，在歐美各地都有許多追隨者，因此從身心靈的角度切入，

探討亞美研究裡文學藝術與終極關懷的互涉，或可另闢蹊徑，開出

亮麗的花朵。

亞美文學研究主要集中於小說，詩歌研究相對稀缺，此情況

在歐美與亞洲皆然。但是詩歌畢竟是亞洲與英美文學傳統的重要文

類，不宜因為困難而裹足不前。我先前曾運用中西比較文學的背

景，撰寫長文〈「憶我埃崙如蜷伏」—天使島悲歌的銘刻與再現〉

討論中英對照、兼具文史價值的《埃崙詩集》，也撰有〈「疑義相與

析」：林永得 • 跨越邊界 • 文化再創〉，探究第三代夏威夷華美詩人

林永得（Wing Tek Lum）在《疑義相與析》（Expounding the Double 
Points）中如何中為英用、古為今用，轉化中國古典詩歌成為自己的

詩藝。本書第一輯的〈創傷 • 攝影 • 詩作：析論林永得的《南京大屠

殺詩抄》〉與第二輯的〈文史入詩：詩人林永得的挪用與創新〉可謂

姊妹作。我多次在不同地方與林永得見面，也曾在夏威夷、西雅圖

與他進行訪談。惜墨如金的他 1997 年讀到張純如的《南京浩劫》（Iris 
Chang,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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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體字版書名為《被遺忘的大屠殺》〔臺北：天下文化，1997〕）義

憤填膺，開始以此為題發表詩作，並隨著蒐集資料增加，一寫再

寫。筆者承蒙不棄，不時接到詩人提供的最新作品。我一路追蹤他

的詩作，並在臺北、高雄、南京、東京、夏威夷、舊金山、西雅

圖等地，聆聽他面對不同觀眾演講，朗誦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血淚之

作，頗有所感。我曾數度問他，這系列詩作何時結集出版，總因他

仍在撰寫，未能得到明確答案。因此，就時序而言，〈文史入詩：詩

人林永得的挪用與創新〉在前，有如南京大屠殺系列詩作的「追蹤

報導」，意在連結《疑義相與析》與當時尚不知何年何月能出版的

《南京大屠殺詩抄》。此文是應張錦忠之邀，為馬來西亞歷史悠久的

文學刊物《蕉風》的「林永得專輯」所撰。該專輯出版於 2011 年 12
月，包括了編者引言、詩人的英文摘要、中文前言、英文詩作、中

文譯詩、筆者的論文以及與詩人的訪談，由東南亞出發，為華文世

界引介這位身在美國卻心繫中國歷史、亞洲戰爭記憶、人類公理正

義的華美詩人，可視為鑽研《南京大屠殺詩抄》的暖身之作，因性

質之故收錄於本書第二輯。

〈創傷 • 攝影 • 詩作：析論林永得的《南京大屠殺詩抄》〉則是

在詩集千呼萬喚始於 2012 年出來後所寫的長文，分別以中文、英

文、日文（北島義信教授日譯）發表，是個人第一篇以三語呈現的

論文，而以中文版篇幅最長，論證最細。該詩集前後撰寫十五年，

多達一○四首，參考數十種著作，加上詩人在南京的實地考察，將

心中的義憤與人道關懷，以多種不同題材、技巧與敘事觀點發而為

詩，不僅透露出以詩歌面對此一慘絕人寰的悲劇實難周全處理，而

且如此多元的詩歌再現對研究者也是重大挑戰。筆者根據該詩集的

註釋，揀選涉及攝影之處，一一察考史料，找出相關照片，從影像

的角度切入，結合創傷論述、詩文解讀、視覺研究，析論詩人的技

巧與用心。由於題材悲慘嚴肅，處理起來心情特別沉重，卻不能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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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而退，遂鼓起勇氣面對，只期透過詩作與照片的互文性解讀，重

新省視此一歷史事件，不讓當今無知短視的政客與別有用心的黨派

之見，掩飾了歷史真相。希望藉由一再地重探與反思，以示不忘前

事，用意一如筆者 2016 年走訪波蘭奧斯維茲集中營時，所見牆上銘

刻的西哲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的警語：「遺忘歷史的人注

定要重蹈覆轍」（“The one who does not remember history is bound to 
live through it again.”）。

〈黃金血淚，浪子情懷：張錯的美國華人歷史之詩文再現〉是藉

詩人、學者、政大西語系學長張錯教授七十壽慶文集的機緣（孫紹

誼、周序樺編，《由文入藝：中西跨文化書寫—張錯教授榮退紀念

文集》〔臺北：書林，2017〕），針對他有關美國華工的一書三詩（《黃

金淚》與〈石泉 • 懷奧明〉、〈天使島〉、〈浮遊地獄篇〉）所撰的長文。

此文剖析自稱「浪子」的離散華人張錯，如何以「史料性的文學特

寫」與現代詩，呈現百年前美國華人移民面對的種種艱難險阻、歧

視虐待、不公不義，以及今日的回憶、反思與詩文再現。此文之新

意在於從華美文學（而非中國文學或臺灣文學）的角度來閱讀張錯，

並點出美國之外，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的另一在地淵源，涉及 1980
年代臺灣的歷史情境與文化生態。《由文入藝》收錄了此文以及我的

長篇訪談〈文武兼修，道藝並進：張錯教授訪談錄〉。張錯學長在訪

談中一一回答我的問題，甚至示範擒拿術，手到擒來，令人甘拜下

風，為我三十餘年訪談生涯中唯一動口又動手之作。兩篇並讀，當

可對其人其詩其文有更深的體認。

或謂第一輯所處理的主題多涉及歷史、創傷與苦難，實非筆者

有意為之。尋根究底，可能因為年事愈長，對婆娑世界之苦感受愈

深，總希望世人能透過文學來抗拒遺忘，提升覺知，從歷史中汲取

教訓，從苦難中淬煉智慧，不要重複以往的錯誤，與歷史進行協商

並和解，以期引進更和平美好的未來。此一用心與好友李有成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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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強調的「文學的淑世功能」應可相通。

第二輯「導讀亞美」收錄的是比較「接地氣」的文字，旨在引

介臺灣於亞美研究領域的若干成果，讓人更留意在地的成績，除了

前文提到的〈文史入詩〉之外，計有兩篇期刊專號與論文集的緒論，

兩篇翻譯文集的序言，一本學術專書的序言，以及一本亞美短篇小

說的序言。〈創造傳統與華美文學：華美文學專題緒論〉是為「創

造傳統與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論文刊登於《歐美研究》季刊所撰

的專題緒論。該會議為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繼「文化屬性與華裔

美國文學」（1993）、「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1995）之後所舉

辦的第三屆以中文為會議語言的華美文學研討會。前兩次會議成品

《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1995）與《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

（1997）為華文世界此一領域最早的學術論文集，頗受矚目。此次會

議則順應當時臺灣強調期刊論文的學風，將匿名審查的論文刊登於

《歐美研究》。該文說明會議的背景與意義，介紹所刊各文，並針對

「創造」、尤其「傳統」之意加以闡發，並對臺灣的華美／亞美文學

研究有所期許。

經過三次中文研討會，國內相關研究風氣與學術社群已然形

成，於是中研院歐美所舉辦多次以英文為會議語言的國際會議，建

立了我國在亞美與亞英文學研究領域的國際名聲，直到 2013 年才再

度舉行中文研討會「他者與亞美文學」，距離 1993 年首次會議不覺

已二十年。這些年間臺灣不僅在此領域累積相當成果，在華文世界

居於前導地位，在國際學界也建立起一定的聲譽，而且出現不少臺

灣學界對此領域的後設論述與學術評價。〈臺灣的亞美文學研究：《他

者與亞美文學》及其脈絡化意義〉便將筆者籌劃的「他者與亞美文學」

研討會與主編的同名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歐美所，2015）置於此

脈絡下，既回顧蓽路藍縷的過程，也提供圈內人的見證與反省，期

待後來者能在此基礎上繼續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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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研究的翻譯、越界與扣連〉與〈流汗播種，歡喜收割〉

分別為《全球屬性 • 在地聲音》上下冊的序言（臺北：允晨文化， 
2012-2013）。此大型翻譯計畫緣起於 2009 年 7 月南京大學舉行的

美國華裔文學國際研討會（林永得因參加該會得以走訪南京大屠

殺紀念館與拉貝紀念館）。當時亞美研究的領頭羊期刊《亞美學

刊》（Amerasia Journal）即將邁入四十年，正值美國學界風氣改

換，具有國際視野的美國學者，如曾任美國研究學會會長的艾理

特（Emory Elliott）與費雪金等人，都大力提倡美國研究的國際轉

向（international turn），美國的亞美研究也強調亞洲轉向（Asian 
turn）。會議期間，擔任《亞美學刊》主編三十年的梁志英（Russell 
C. Leung）和我商量如何讓美國多年的亞美研究成果能與華文世界分

享，談笑之間定下進行這個空前的亞美研究大型翻譯計畫。雙方決

議秉持三個基本原則（學術專業，優良譯者，完整呈現），由他負責

選文、聯繫作者、取得版權，由我負責組織翻譯團隊與出版事宜。

此計畫於他而言是使該刊的研究成果能跨越語言界限，進入與亞美

研究關係密切的華文世界；於我而言則是動員我國學者累積多年的

亞美研究能量，引入該刊的代表作，開拓讀者的眼界，培育我國與

華文世界的文化資本，強化我國學界在此領域的話語權。此翻譯計

畫的參與者大抵為此領域中學有專長並具有翻譯經驗的學者兼譯

者，我戲稱他們為「夢幻團隊」（Dream Team）。編者與譯者都秉著

奉獻的精神，義務從事此事，前後歷時數載才完成，為筆者所策劃

與執行的最大規模翻譯計畫，期間與編者、作者、譯者、校對者、

出版者多方聯繫，箇中艱辛不足為外人道。總之，透過主編之間的

協商，譯者與作者的交流，編者與譯者的互動，譯者的翻譯與註

解，校對者與出版者的審慎行事，使中文讀者有機會透過這些忠實

可靠的譯文，閱讀涉及美國不同亞裔人士的多元文本（文學作品、

文學評論、文化理論、歷史、法律、政治、社會學、性別研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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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離散……），並且省卻查察背景資料的繁瑣工夫。上冊序言〈亞

美研究的翻譯、越界與扣連〉強調此翻譯計畫的宗旨與效應，下冊

序言〈流汗播種，歡喜收割〉則綜覽此大型計畫成果，說明其意義，

也表達了大功告成之後的欣喜之情。

余生也「早」，在學術養成階段尚未躬逢族裔文學、弱勢文學、

後殖民研究之盛，亞美文學研究只能靠自修，故自稱「半路出家」，

卻希望為年輕學者與學子打造出能夠悠遊其中的環境，最具體的行

動就是研討會與學術出版，有幸獲得志同道合的學者共襄盛舉，共

同成就相關學術生態。馮品佳教授是這些學者中的佼佼者，自 1995
年參加第二屆華美文學研討會，此後無會不與，多年勤於研究與著

述，不僅有中英文論述發表於國內外期刊，英文專書《再現離散：

閱讀華裔美國女性小說》（Diasporic Representations: Reading Chinese 
American Women’s Fiction 〔Berlin: LIT, 2010〕）獲得中央研究院第一

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所譯林露德長篇小說《木魚歌》

也於海峽兩岸出版（Ruthanne Lum McCunn, Wooden Fish Songs 〔北

京：吉林出版集團，2012；臺北：書林，2014〕）。她於 2013 年出版 
《她的傳統：華裔美國女性文學》（臺北：書林），從女性與離散的

角度切入華美文學，並視其為一獨立傳統。〈書寫離散，析論華美，

解讀女性：序馮品佳《她的傳統：華裔美國女性文學》〉便是為她的

首部華美文學中文專著所寫的序言，旨在彰顯該書的論點、特色與

貢獻。

前文提到筆者以〈階級 • 族裔 • 再現〉一文解讀菲美作家、

知識分子、工運人士卜婁杉的經典之作《美國在我心》（Carlos 
Bulosan, America Is in the Heart）。其實，卜婁杉早年便以短篇小說

於美國文壇嶄露頭角，可惜臺灣學界既少研究菲美文學者（所幸晚

近已有陳淑卿、傅士珍等人投入），更乏文學譯作，以致社會大眾

無緣閱讀。卜婁杉短篇小說集《老爸的笑聲》（The Laughter of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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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her 〔桃園：逗點文創結社，2013〕）的譯者陳夏民為傅士珍教授

在東華大學的學生，畢業後自營出版社，在老師的建議下選擇出版

這本書，讓華文世界的讀者在原作出版七十年後，終於有機會透過

中譯接觸到菲美文學經典作家的代表作品。筆者樂於見到學術研究

的外溢效應以翻譯的形式出現，因此在 2017 年《老爸的笑聲》再

版、以小開本印行以招廣徠之際，欣然答應譯者／出版者之邀，撰

寫〈卜婁杉的笑聲：陳夏民譯《老爸的笑聲》導讀〉，介紹作家與

作品在亞美文學中的地位，以及此時此地在華文世界翻譯與出版該

書的意義，以示支持。

第三輯「訪談亞美」收錄清華大學外文研究所吳貞儀同學為了

碩士論文〈利基想像的政治：殖民性的問題與臺灣的亞美文學研究 
（1981-2010）〉（“Politics of Niche Imagination: The Question of Coloniality 
and Asian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in Taiwan, 1981-2010”，2013，王

智明指導）所進行的訪談〈亞美文學研究在臺灣：單德興訪談錄〉，

讓我有機會暢談亞美文學研究在臺灣發展的情況與意義。她的論文

觀點與我的立場和認知雖有出入，但其訪談卻是做足了準備，我藉

由問答回顧了亞美文學研究在臺灣的建制化，反思此學術現象所具

有的意義，也期待能開展出具有臺灣在地特色的外國文學研究。前

文提到我進入此領域是「半路出家」，但因緣際會，隨著亞美文學

研究逐漸進入臺灣的學術建制，不少年輕學子在大學或研究所階段

都有機會修習相關課程，甚至撰寫學位論文。他們接受正統訓練與

晚近學術思潮的影響，學術生態與我們那時當然不能同日而語，因

此代際差異就成為不可避免、甚而值得歡迎的現象，從這篇訪談就

可看出一些端伲。

文學史或文學研究常有分期的作法，此舉雖屬武斷，常有「抽

刀斷水」之嘆，但也有其方便、甚至必要之處。回顧臺灣的外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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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可有不同的分期方式，依據學術風潮（不同理論）或時代（如

十年為期）為其中之二，然而不同風潮、年代之間也難以截然劃分。

此處野人獻曝，提供另一個以世代分期的方式，以供參考。臺灣的

英美文學學者自 1945 年起，大致可分為四代。第一代如英千里、

梁實秋、黎烈文、夏濟安等在中國大陸即已任教大學、甚至享有盛

名，在國共內戰中隨中華民國政府來臺，驚魂甫定，在資源欠缺的

情況下，以從事教學為主。身為箇中翹楚的梁實秋除了完成翻譯莎

士比亞全集的大業之外，還撰寫英國文學史，夏濟安則透過教學、

寫作與編輯刊物教育出一批作家與學者，影響深遠。第二代學者如

朱立民、顏元叔等，由臺灣赴國外取得英美文學博士學位，返國後

大力引介新批評（New Criticism），改革我國的外國文學教育，在國

際外交節節敗退之際，秉持書生救國之心，結合中文系與外文系學

者，推動比較文學，包括創立中英文學術刊物，成立學會，開設比

較文學博士班，召開全國與國際比較文學會議等，對內致力於學術

生根，提倡以中文撰寫論文，厚植文學與文化資本，對外力圖與國

際接軌，將臺灣置於國際學術版圖上。第三代學者（筆者可算其中

之一）立於前一代學者殫精竭慮打下的基礎上，益加與國際接軌，

於國內、外取得英美文學或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對西方現當代文學

與文化理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與掌握，並運用於學術論述。至於與

政府學術資源的關係，先是以出版的研究成果申請國科會獎助，後

則配合獎助辦法的更迭，改為研究計畫導向。固然資源投入與成果

產出的質、量是否必定優於先前的獎助方式待考，然而研究資源比

早先優渥則是不爭的事實，也塑造出更豐富多元的學術生態。第四

代學者於國內、外取得博士學位，由於資訊科技的發達與政府資源

的挹注，在許多方面可說與國際同步。然而面對國際化的要求，全

球競爭的日益激烈，加上政府與學校對外重視國際排名，對內實行

方便管理的量化考評，固然衝出了研究數量，但輕薄短小之譏不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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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聞，嚴格的同儕審查制度造成許多壓力，「重研究、輕教學」的考

評方式也可能埋下學界與教育界「短多長空」的隱憂。由於國際化

的目標與個人學術生涯的考量，學者往往致力於將研究成果以外文

投稿國際期刊，此舉雖然增加了臺灣在國際學界的曝光率，但學術

的專業化與國際化，也可能造成學院與社會益發疏離。因此，如何

努力跨界並維持在地關懷，值得深思並付諸實踐。

我在 2018 年 12 月《華美的饗宴：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座談

會上，特別挪用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才具」（T. S. Eliot, “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之說，來闡釋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指出

此傳統一如其他傳統，並非理所當然、原本如此，而是逐步形塑、

創造出來的。此一「創造之傳統」與「傳統之創造」，有賴於許多

個別的學者閉門讀書，埋首書寫，並且群策群力，切磋琢磨，日積

月累方能冒現。因此，在積極國際化的同時，也宜努力「耕耘自己

的園地」（“cultivate our own garden”），正如朱敬一院士在《給青年

知識追求者的十封信》（臺北：聯經，2018 全新版）中所指出的：

「本土化與國際化不是兩個互為對立的主張」（139）。臺灣的英美文

學學者多年穿梭於東西之間，對於廖咸浩在〈情理之間、常變之

交、天人之際〉一文中的說法當別有會心：「在後殖民理論的啟發

之後，研究西學已不再是亦步亦趨的一昧以西方為師，而必須根植

於在地的土壤，因為西學已屬於全球而非西方禁臠，而在地正是全

球性的體現與落實。故研究德勒茲（或任何西學）就必須以互補研

究（complementary study）的方式將中西傳統互相燭照、彼此激發，

甚至開發出更超前於新物質主義的思維」（《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

19.3 (2018.6): 92-93）。謹此寄語年輕學者，在以外文向國際進軍之

際，也能多留意腳下這片土地，以中文分享學術經驗與研究心得，

共同厚植我國與華文世界的學術與文化資本。至於年過花甲的我，

發願但求在有生之年能繼續「善用資源，廣結善緣，源源不斷，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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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相續」，為我國與華文世界的文學與文化盡一份個人微薄的心力。

總之，本書所收錄的論文、導讀與訪談，為一位臺灣的英美文

學與比較文學學者，處於東西交集與中英雙語的情境下，從自己的

學術專長與生命關懷出發，以多元方式介入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的

部分成果，以期達到廖咸浩所提到的目標：「對生命嚴肅看待，並

時時詰問現實、回顧傳統，才能在切身問題中找到對個人及社會具

相干性而又能介入國際學術圈的議題」（94）。盼望更多志同道合之

士加入此一行列。

2019 年 1 月 10 日

臺北南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