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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寫給
所有人的歷史」
的故事
陳建守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一、緣起

為什麼北港在南部，南港在北部？這是

出自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網站

（http://gushi.tw/）中一篇文章的內容，作
者是翁佳音和曹銘宗。該文原收錄在《大灣

大員福爾摩沙：從葡萄牙航海日誌、荷西地

圖、清日文獻尋找臺灣地名真相》，透過網

站的重新編輯和搭配相應的圖片，這篇文章

仿若具備了另一種面貌，一種有別於傳統紙

本出版的風貌，在網路上以新的方式重新呈

現。另一位「故事」網站的知名寫手胡川

安，由他執筆寫就關於日本料理的系列文

章，則是以食物、旅行為主軸切入講解一段

歷史，比如說在〈日式豬排飯的小歷史〉這

篇文章中，胡川安透過天皇頒布的肉食解禁

所造成的社會反應與政治餘波，如何影響人

們飲食習慣的改變；亦即，一紙政治上的

命令如何改變舌尖上的日本。我們日常生

活食用的豬排和日本料理，背後竟然有一

則又一則的故事可以講述，小餐桌竟也隱

含了大歷史。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創辦於

2014年的夏天，創辦人涂豐恩一開始找了
3位朋友共同設想一個類似共筆部落格的網
站，最初想要做的是介紹各自的研究興趣和

閱讀心得。這 4人原初的想法是，每個人每
個月輪值一篇文章，有個簡單的網站，每週

都可以刊登新的文章。自己寫作之餘，也向

身邊的人約稿。至於讀者看完會有什麼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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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這個網站後續要如何經營，都不在這 4
人的考慮之內。這個聽起來極為平淡的故

事，就是「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的起

點。爾後，這 4人各奔東西，有人到了美國
唸書、當訪問學人，創辦人涂豐恩則到了

日本進行資料蒐集的工作。網站該叫什麼

名字、宗旨是什麼，大家都放在心中，卻

沒有真正的討論。就連網站的雛形都還不

見蹤影。

「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的網站最

後誕生在日本的膠囊旅館中，涂豐恩找了另

外一位資工系的友人，就在他每天洗澡和睡

覺的膠囊旅館中把網站架好。為什麼叫「故

事」？這是讀者經常提問的問題。這項名稱

是出自於涂豐恩的堅持。因為，「故事」是

由一群喜歡故事的人創立的，目標是透過有

趣的、有創意的方式，結合新媒體的運用，

讓歷史走進日常生活之中，提供適合所有人

閱讀、且值得信賴的知識。涂豐恩堅持「故

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這個名字，因為一

方面他希望用說「故事」的方式把歷史或是

對過去的記憶表達出來，另一方面就是他覺

得歷史其實就是很多「故事」所組成的，所

以後來大家就贊成將網站的名字定為「故

事」。「故事」的宗旨在於「認識過去，理

解現在，想像未來。」網站並不是新聞媒體

或時事評論網站，但也不是只有無關緊要的

陳年往事。「故事」的創辦者們認為，當人

們的腳步越走越快，社會越是顯得喧囂，我

們越需要沉靜下來，回顧這世界變化的軌

跡。思索歷史，不只可以理解過去，也能夠

將當下看得更加透徹，更能夠開啟對於未來

的想像。

網站上線後，每天固定刊登一篇新的文

章，以三千字左右的篇幅，講一個故事，

可以是食物的歷史、男人的戀愛史、鬼的歷

史，也可以是「國父們」的歷史。網站初期

沒有接受任何贊助，沒有廣告收益，全憑創

辦者們和一群愛好寫作的作者全心全意的

投入。透過臉書的資訊傳播，「故事」達到

了每月平均 1百萬人次的點閱率，在臉書上
粉絲以每月 1千人的速度持續成長。這樣的
成長，讓「故事」的團隊有點驚訝，同時覺

得要對讀者更加負責，籌組工作室或公司的

念頭開始萌生。在一次訪談中，創辦人涂豐

恩提到，「故事」之所有會有現在的規模，

主要歸因於三個因素：一項是 2014年發生
的「311太陽花學運」。當時，部落格文章
是以個人的書寫為主，後來各方人馬開始集

結起來，使得個人部落格往共同寫作（共

筆）的形式轉型。第二項原因是「2011年
高中歷史課綱『微調』的紛爭」，課綱事件

似乎讓整個臺灣對歷史有一個渴求，臺灣複

雜的歷史，成為討論的沃土。當時「故事」

有很多文章刊登出來後，讀者的反應極有共

鳴。第三項是臉書的演算法對依賴臉書的新

媒體還算友善，臉書的分享，其實就像滾雪

球效應一樣，可以不斷地增加觸及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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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立公司

2011年的夏天，創辦人涂豐恩回到臺
灣，跟另外兩位共同創辦人到處籌款，正式

創辦了一間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在此同

時，「故事」也開始從事線下的活動，與

聯經出版公司和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籌辦

「故事講堂」，與東吳大學歷史系籌劃寫作

工作坊。在同年 10月，「故事」將閱讀、
出版和書籍的部分獨立成「說書 Speaking 
of Books」。「 說 書 Speaking of Books」
（http://sobooks.tw/）主要從事的是書評、
新書介紹和閱讀的業務，正如網站的宣言

所云：「如果閱讀是生活的態度，那書評

絕對是優雅的試煉。」「說書 Speaking of 
Books」所產出的書評，面向的對象是一般
的社會大眾。書評就如同一張入場券，邀

請讀者一同審視知識。書評訴說著作者的意

圖、寫作的策略和傳遞的訊息，直指書本內

中的誤解和謬誤，同時又訴說書本透露的專

注與創見。「說書」編輯團隊想像中的書

評，是既能介紹書本的內容，也能提供閱讀

的脈絡，同時有評者個人的詰問與反思。書

評可以豐富研究者與寫作者的對話，但也能

面向一般對於知識與文化有興趣的讀者。

「說書 Speaking of Books」創辦迄今，累積
超過 110篇書評，是臺灣目前唯一以人文社
會科學書籍作為評介對象的網路平臺。2011
年的夏天，「故事」開始第一次對讀者的集

資募款，1月底結束有超過 1百位讀者贊助

「故事」的募資計畫。同一時間，「故事」

和「說書」的網站進行改版完成，在版面設

計上以適合文字閱讀的清爽版面為目標，希

望讀者可以有更舒適的閱讀體驗。這是「故

事」和「說書」對自己的期許，也是對讀者

的回饋。此外，「故事」和「說書」也受到

許多學術界師長的幫助，例如得到財團法人

曹永和文教基金會的補助，今年 1月到 12
月底也跟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合作，共同推

廣經典閱讀到校園以外的場域。

三、網站的內容核心

「故事」是一個想立足臺灣，放眼世界

的新媒體，在內容上曾經進行過「臺北故

事」專題，從天龍國到天龍之路的誕生、日

治時期的臺北廳長以迄「新」北投的出現都

在寫作的範圍內。從「孤女的願望」到明

星咖啡館的都市記憶，甚至是流行音樂史

中的臺北故事，都成為「臺北故事」專題的

內容。離臺灣不遠的東南亞，是臺灣日常生

活中俯拾皆是的國度。東南亞的食物、移工

和外籍配偶，都在臺灣的大街小巷中穿梭不

已。「故事」因此策劃「不只是誰的他方：

東南亞故事」專題。從移工到新住民，從出

國旅行到南向政策，臺灣與鄰近的東南亞關

係密切，在網站上讀者可以找到泰國、越

南、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故事。臺灣都市和

東南亞的專題，是未來「故事」將持續經營

的重要部分。「說書」的出發點同樣是想推



數

位

歷

史

1
1
1

是立基於學院既有的研究成果，重新改寫成

可讀性強的文章。就以網站專欄人氣作家

金老ㄕ（金哲毅）為例，他從辛亥鼎革的

《國父們：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一路寫

到北洋政府的《繼承者們：被遺忘的中國近

代史 3》，所使用的史料都是學院派研究者
熟悉的資料，並沒有使用什麼獨門的少見史

料。若是用學院內的眼光進行檢視，金老

ㄕ所提出的論點，其實不是什麼嶄新的看

法。然而，金老ㄕ講述的歷史的口吻是吸引

人的，他的重要性在於將中國近代史散落一

地的紛繁線頭，透過他的消化與整理，串接

在同一個針眼之上。金老ㄕ在文章中透過安

排虛擬的人物進行對話，表述他所要傳遞給

讀者的道理。這樣的敘事技巧在小說中尚屬

初階，但對於一般的讀者來說已經大呼過

癮。從網站上刊登的文章，一直到集結出版

成書，金老ㄕ吸引讀者的魅力始終不墜。簡

單地說，「故事」所刊登的文章，對於歷史

知識意在推廣，而非史學上的新發現或新詮

釋。

四、願景

在今年啟動的募資平臺上，故事的願

景是這樣寫的：「打造臺灣的人文知識新

媒體。」新媒體的「新」在於閱讀載具的

改變，過去我們倚傍紙本媒體獲取知識，

報紙、書本和雜誌可能是最大宗的資訊流

通管道。如今，我們進入所謂的網路時

廣臺灣的出版業，現在的書評全部都是臺灣

的出版品，特別是以兩年內的新書為最大

宗。當年度的新書除了以書評引介之外，亦

會以「新書快讀」的方式，包裝成一則一

則的故事，介紹給讀者認識。在特輯的部

分，既有的成果是「文革五十週年特輯」、

「司馬遼太郎紀念專輯」和「莎翁冥歲四百

週年紀念特輯」等。在專欄的部分，有針對

臺灣自產和翻譯出版的小說進行評介的專

欄，亦有針對修繕圖書和翻譯國外前沿書評

的欄位。「說書」所有的努力都在於營造全

民閱讀的氛圍，以及書評作為知識這張航海

圖上定位的功能。在過多的和流逝的書本

中，「說書」希望能延長每一本書籍的出版

生命，讓每一本書籍都能夠到達愛書人的手

中。除了評介新書之外，「說書」也歡迎

「舊籍新評」、「經典重讀」，與外語書的

評論。無論是「故事」或「說書」都無意成

為言論的一言堂，而是成為開放的園地，希

望能得到讀者的投稿，更希望有更多人文社

會科學知識的新媒體一同加入，成為「知識

共和國」的一員。

除了專題、特輯和作者專欄之外，「故

事」在內容上紛繁多樣，現有的內容除了非

洲和大洋洲這兩大板塊的相關文章付之闕

如之外，讀者幾乎都可以利用關鍵字找到

內容。「故事」在歷史知識的生產上，是

企圖以有趣的方式，講述遙遠的過去。通俗

化的歷史不代表淺薄化的知識。「故事」所

生產的文章，重點不在於知識的原創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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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地方的歷史有所思考。歷史應該是作為生

活的一種方式，不必然要多麼專業，每個人

都能從對歷史的想像中，再去增加自己的視

野。

最後，就以涂豐恩在〈每一個好故事，

都有他的讀者〉所言作為本文的結束語。在

這篇文章中，涂豐恩講到網路世界就是條河

流，人們每踏進去一次，它就變成另一個模

樣。在這樣的宇宙裡，昨天的真知灼見，明

天可能已是老生常談。「故事」所要做的是

在「我們想要說的」跟「讀者想要看的」之

間，找到一個交叉點。相較於印刷媒體，新

媒體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能夠容納長短不

同、性質各異的文章。唯一不變的是，讀者

的品味和要求是新舊媒體戮力以赴的目標。

網路閱讀的文章不必然要輕薄短小，長篇大

論的文章還是會有它的讀者。就如同學問只

有好壞，沒有新舊。「故事」要做的是，為

每一個好故事，找到適合的讀者；為每一個

喜愛閱讀的讀者，寫下一篇好的故事；為每

一個有故事的人，提供一個可以說故事的舞

臺。

代，我們的生活中有 Facebook、Twitter、
Instagram等媒體。我們遇到問題，不像 11
世紀的人去翻百科全書或辭典，而是去詢問

Wikipedia 或 Google。Wikipedia 或 Google
之所以方便，就在於給探問者一個確定的答

案，這個答案不一定完全正確，甚至可能是

錯誤的。搜尋Wikipedia或 Google的人不
會因為這項答案，開啟另外一片探求知識的

天地。理由在於搜尋者已經從Wikipedia或
Google得到確切的答案（無論對錯），這
極有可能養成追求知識的怠惰性。

然而，眾多的資訊要轉換成知識是這樣

單一的過程嗎？就如同一位英國史家 Peter 
Burke所云，資訊要轉變成得以使用的知識
得歷經四項過程。首先是聚集資訊，接下來

是分析資訊，最後則是傳播和使用。這四項

過程並非次序井然的遞嬗過程，而是交互流

動的現象。在「故事」或「說書」網站上所

刊登的文章，都是要解決一個問題、介紹一

個主題，但並非給讀者這項課題最終的答

案。網站像是一個車站，每則故事都是一班

列車，載著讀者前往過去，穿梭在過去、現

在和未來之間。「故事」和「說書」的團隊

知道，不是每位讀者都會成為學院內的專業

史家，而是提供一個認識這個世界的多樣窗

口。在一次演講中，涂豐恩提到，「故事」

要做的是提倡「略懂」的美學，即對各式各

樣的歷史都能了解一些，不用成為專業歷史

家，但可以保有興趣。例如有天到英國旅行

時，讀者可能因為知曉的英國史知識，對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