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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臺灣第一個小誌（zine）市集現身臺北的 2013 年，適值臺灣出版業進入產值

狂瀉的年代，逆勢成長的意義更形特殊。本研究探討小誌這種由創作者自行製作、

發行、流通，且標榜不商業、不專業、小型發行的出版品，如何由西方 1990 年

代的蓬勃脈絡引進臺灣、並且產生出獨特的在地化性格，甚至反過來吸引國外小

誌作者飛來臺灣共同參與。本研究追溯臺灣小誌不到二十年急速形成歷程，利用

小誌相關的發言文獻、十三位參與者的訪談之考察，以三個階段勾勒臺灣的小誌

發展史：（一）臺灣小誌的兩個源流脈絡：一是 2000 年代受西方影響的龐克店出

現大量的龐克小誌，二是當時盛行創意市集開始出現小誌攤位，這兩點影響 2010

年小誌市集的成立以及讀者成為小誌作者的動機；（二）2010 年代市集成立後的

風格化：這個時代開始出現風格特殊的書店也開始販售小誌，後期別於大型的小

誌市集，在都市角落又生長出新的小誌活動，臺灣小誌逐漸發展出在地化的活動

樣態；（三）臺灣小誌形成的獨特美學：後將分作圖文小誌、龐克小誌、合輯小

誌三個區塊來分析其異色於一般出版的形式與內容的特質，以及本來是圈外的小

誌出版如何做大，從臺灣島內的流通輸出國外，甚至游擊於出版體系。小誌作為

最小單位的出版品，以最貼近作者的意圖所誕生的創作反應了臺灣文壇之外的美

學價值。 

 

 

關鍵字：小誌、出版現象、次文化、龐克、另類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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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ust as Taiwan's publishing industry entered a slump, Taiwan's first zine market 

appeared in Taipei in 2013, making this growth's bucking of the trend even more 

significan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how zines — publications that creators produce, 

publish and circulate themselves, boasted as non-commercial, non-professional and 

published on a small scale —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Taiwan from the West where they 

flourished in the 1990s, how they have produced a unique localized character, and have 

in turn even drawn foreign zine authors to fly to Taiwan to participate. This research 

trace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spanning less than twenty years of the fast formation of 

Taiwan's zines, using documented statements related to zines and interviews with 

thirteen participants, to outlin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aiwan's zines in three 

stages: first, Taiwanese zine's two origins: the first was the appearance of large numbers 

of punk zines in punk stores in the 2000s under western influence, the second were the 

zine stands that started appearing on the creative markets that were prevalent at the time; 

these two contexts influenced the establishment of zine markets in the 2010s and 

became the motivation for readers to become zine authors. Second, the stylization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kets in the 2010s: the bookstores with particular styles that 

appeared at this time also started selling zines, and in later stages new zine activities, 

different from the large-scale zine markets, spawned in the corners of the city, and 

Taiwanese zines gradually developed localized forms of activities. Third, the unique 

aesthetic formed by Taiwanese zines: this research then distinguishes image and text 

zines, punk zines, and compilation zine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that set them 

apart from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ordinary publishing, as well as how the publication 

of zines originally outside established circles expanded, circulating from inside Taiwan 

to abroad, and even engaged in an attack on the publishing system. Zines are 

publications by the smallest unit, and as creative works born out of the intentions closest 

to those of the authors, reflect aesthetic values outside of Taiwan's literary circles. 

 

 

Keywords：zine、Publishing Phenomenon、Subculture、Punk、Alternative  

Aesthe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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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如果可以草莽率性，誰想要一本正經。1 

 

    2018 年 10 月秋季，位在松菸文創園區的製菸廠 2 樓，上百名年輕人聚集

在走廊排票等待入場。依照現場工作人員的指示，朝向還看不見的入口前進。

約莫半分鐘，轉兩個彎後一望，確實看到一道木質邊框的大門，中間卻違和地

塞滿一顆巨型脹飽的鋁箔銀氣球。我面對直徑高過一般人身高的球體，忍不住

懷疑自己剛剛是否聽錯方向，才遇上電腦遊戲中會出現的阻礙前進的大球。一

旁的工作人員善意地指著方形門框和大圓球所夾出的縫隙，向參觀者示意歡迎

入場。不管是誰只要想進場都必須要保持蹲姿，以肩與大球相撲使力擠入狹窄

的洞縫。待成功穿越後起身，發現自己來到一處視覺繽紛的偌大空間，地面路

線鋪著藍白相間的塑料布，現場超過一百個攤位。他們不使用常見桌椅，而是

以多個紙箱疊合組成一個攤位。聽覺被攤主與參觀者錯落的談話聲和具有風格

的背景音樂佔據，眼球游移於四周懸掛張貼的各種海報和布料，最後停留一處

攤位上，走近後翻開桌面上所擺放的刊物。 

    它們顛覆一般對書的想像。頁數過薄，開本也異常地小。封面封底印上簡

單塗抹幾團色塊和敲打幾行文字，內頁無視常規書本的行文和排版，能強烈感

受到作者對於該刊物擁有高度的決定權力，例如寫不到百字率性跳頁，以荒唐

的圖片搭配短文都是作者的自由。由於一本可能是一般小說五分之一的厚度，

裝訂基本不會走傳統的膠裝，反而大開設計的自由度，騎馬釘、線裝、歐姆

釘、透明夾鏈袋等意料之外都可能是適合的材料。走到下一攤，接觸到不同作

                                                      
1 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活動標語。引自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Fair，臉書專頁關於，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pg/taipeiartbookfair/about/?ref=page_internal，擷取日期 2019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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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刊物又重新衝擊一次，每攤的小本書極具個性且不易重複，內容和形式像

是以押花裝飾、粗糙影印、不尋常的色調、孔版印刷而形成錯位、扭曲纏繞筆

觸的漫畫、不到百字的微型小說等創作，雖然它們南轅北轍，但共通點是這些

刊物絕不會在連鎖書店販售。這種極富作者性格的少量出版品稱為「zine」，在

臺灣又翻作「小誌」。   

 

研究動機 

 

    上述這個場合發生於 2018 年第三屆「草率季：臺北藝術書展 Taipei Art Book 

Fair」，它是目前臺灣最大的藝術書暨小誌市集，兩天近乎 180 個國內外的藝術創

作者，橫跨 14 個國家2，創作風格相當多元又爆發性。身為刊物，小誌可以說是

出版的最小單位，全權由作者創作、發行和流通，出版管道還無法登上一般連鎖

書店等體制內大通路，連一人出版社都稱不上。小誌之小卻能在規模之大的草率

季佔有一席之地，這是一個奇怪的文化現象，為什麼本來流傳於出版體制之外的

小誌能創造出國內外小誌作者都願意遠赴前來的盛況？小誌生態的背後並沒有

一個強大且穩定的出版體系來支持，運作方式由分散各地的獨立個人與團體創作，

其發表窗口也沒有相對應的投稿單位，全權由作者自己選擇時機和地點公告大眾。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公告大眾的地方通常是小誌市集，但小誌市集的相關資訊也

沒有一個有力的大媒體宣傳平臺，基本由圈內人的口耳相傳來散開消息。 

    小誌讀者參與小誌市集時，除了能一次大量接觸到各種新奇古怪的小誌，比

起一般書展由各家出版社促銷該社出版品，看見作者的機會是落在一天限定店長

和講座，小誌讀者是能在攤位與小誌作者實際地面對面說話。小誌市集的氣氛是

作者傾向看到前來的讀者就會主動闡述自己小誌的發想，基本很歡迎讀者的對於

                                                      
2 江昭倫，〈無須正經！臺北草率季藝術書展 14 國創作者力挺〉，Rti 中央廣播電臺，2018 年

10 月 11 日。取自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2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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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誌創作過程的提問。這個文化感受並不像街頭的貨品推銷員單純為了販賣，而

是一個人因為對出版的滿溢熱情，想讓更多人的感受他的內心世界而採取的分享

行為。就算與作者聊天甚歡，不購買小誌本身也不會讓作者有太強烈的失落感，

因為小誌本身就不是商業性強烈的刊物。與小誌作者的聊天中，讀者能更清楚地

了解其思路和設計小巧思，兩個本來是陌生人的對話不再僅限於表面上問候，小

誌的存在成為了作者和讀者彼此生命經驗交會的媒介。 

  相較於一般到書店或網路書城購書的經驗，購買小誌的時空記憶顯得特別鮮

明。由於小誌的流通並非上網一查或是長期大範圍地存在於書店，與小誌的相遇

本來就有一定難度。小誌的流通可粗分兩種管道：小誌市集與風格特殊的書店。 

值得注意的是，此類型的書店不是與連鎖書店區隔而出的「獨立書店」，他們雖

然也是獨立於連鎖的書店，但他們不會傾向如臺灣獨立書店聯盟的結盟3，而是

將自己特殊化各自散落在都市。他們的選書也不限於一般臺灣書市，而是廣收主

流市場之外的少量又特殊的出版品，因此站在出版邊緣的小誌成為他們的主力商

品。在小誌市集中，遇到該小誌通常代表遇到小誌作者本人兼任攤主。每本小誌

的誕生背後都有強烈到要出版的創作動力，這與出版體制內接受作者投稿是有差

異的，該類作者基本不干涉出版社對於作品的出版設計，但小誌作者能百分之百

地決定作品的形式和決定投入多少成本。雖然小誌作者要負擔印刷成本和設計出

版品的心力，卻也同時是小誌作者樂此不疲地繼續投入小誌創作的原因：不被他

者侷限的高度發聲自由。 

 

概念釋義與問題意識 

 

  在 1997 年紐約大學文化史學者史蒂芬‧達康比（Stephen Duncombe）出版

世界上第一本小誌的學術刊物《地下筆記：小誌與次文化政治》（Notes from 

                                                      
3 田園城市訪談筆記 2019 年 6 月 14 日和 mangasick 訪談筆記 2019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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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round: Zines and 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Culture）。由於小誌型態多變，以

形式的層面來定義小誌並不切實際，容易遇到跳脫框架的例外，因此達康比將小

誌定義焦點於它的核心精神：不商業、不專業、小型發行量的雜誌。4小誌基於人

人都可以創作的精神，所以不需要特定出版或設計等專業背景；少量發行造就無

法做大商業性的結果，自然小誌與商業色彩較淡。另外，Duncombe 點出小誌的

生產是由作者一手包辦。在不依附在體制的情形之下，小誌作者可以隨心所欲，

即使不重視商業無所謂。 

  小誌源於 1930 年代美國，距今 2019 年已有 80 年的歷史。本來是科幻小說

書迷相互分享科幻小說和評論的刊物5，因此粉絲（fan）之間的行為是小誌文化

的起源，小誌其實在一個大型的文化脈絡下衍伸出來的次文化。 

 

在 1970 年代中期，另一支影響現代小誌是龐克搖滾樂的粉絲，龐克搖滾

樂被主流忽視，於是他們開始印同人誌來述說他們的音樂和文化現象。6 

 

1970 年代小誌轉換本來依附的大型文化脈絡從科幻小說移至龐克搖滾。比起純

粹喜歡科幻的熱情創作，龐克搖滾的小誌具有更加強烈存在意志，它會批判主流

音樂甚至開始以書寫建構出龐克音樂的場景。80 年代後，fan 字的脫落代表小誌

離開依附在一個大型文化之下粉絲行為，小誌文化正式走上獨立之路，由自己成

為一個新出版品的文化現象。7由此可見，小誌不光只是一種出版品的形態，它的

生成過程是脫離大型文化的出版精神。同理，小誌作者不將作品發表成書或是報

紙刊登，而帶有反叛意味地選擇在既有的出版體制外自行形塑出另一套交流模式。 

                                                      
4 Duncombe, Stephen. Notes from Underground: Zines and 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Culture.，

London: Verso, 1997. p.6. 
5 Duncombe, Stephen. Notes from Underground: Zines and 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Culture.，

London: Verso, 1997. p.6. 
6 Duncombe, Stephen. Notes from Underground: Zines and 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Culture.，

London: Verso, 1997. p.7. 
7 Duncombe, Stephen. Notes from Underground: Zines and 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Culture.，

London: Verso, 1997. p.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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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有意梳理臺灣小誌的發展脈絡以及對應於時代的意義，分別從 2000 年

代以後的小誌歷史與小誌獨特美學的視角來切入。透過一場場市集提供的發表機

會和讓讀者了解小誌的魅力，臺灣小誌累積越來越多創作者，漸漸出現自己模樣。

在小誌圈中，作者與讀者的距離非常接近，作者與作者也容易成為朋友，使得小

誌活動更具魅力。為了參加小誌市集和活動，小誌作者致力創作新的小誌來與大

家見面，其中也發展出體制內出版品無法達成的特質。本文希望藉由研究小誌，

使得在次文化活躍的臺灣小誌能有更清晰的面貌出現於大眾之前。 

以下將問題意識分作三點討論： 

 

一、 國外小誌文化如何進入臺灣 

 

  zine，非常明顯來自國外的詞彙，意味臺灣小誌文化的源頭並非本土生成， 

是源於西方影響。在哪個時期西方小誌文化如何被傳入臺灣，進而促成 2010 年

代蓬勃的臺灣小誌文化？小誌的製作容易，簡單影印釘書機一夾就可以完成，這

個衝擊對於讀者的感染性強，從未看過這個刊物形式的讀者遇到刺激後，未來很

可能就會切換身分變身成小誌作者，再以自己的小誌向身旁朋友分享，感染更多

人加入小誌創作。這個途徑尤其常見於小誌市集，2018 年我訪問草率季現場十

多位攤主何時第一次接觸到小誌，答案紛紛指向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

市集，原本是一個參觀者後來也開始做小誌成為攤主，相信在每次草率季眾多的

參觀者中也會有一部分成為臺灣小誌的後繼新血。 

 

二、 小誌如何在臺灣市場流通 

 

    按出版社創作者的來源調查，具有規模性的出版社傾向邀請有一定知名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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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或是有成績的作者來合作出書。8由於大型出版社需要養活眾多的專業工作

人才，能成功出版的書勢必需要能在市場中獲利的潛力來使出版社長年營運。「一

本書的背後是一個龐大的生態鏈，不是某一個人就可以扛生死。9」出版業少有一

人事業，因此需要妥善考慮行銷手法和收益之間的平衡。這個與小誌文化形成一

個有趣的對比，小誌基本由個人和小團體自負盈虧，出版少量因此也不會有扛生

死的巨大壓力。 

  然而，出版少量也意味著無法大量複製，總體營業額不高，小誌可以說從一

開始就不以商業為重。在此釐清即使商業為輔，也不代表小誌不需要交易，事實

上正好相反。雖然小誌作者對於創作的熱情強烈到願意出版成實體，但並非印五

十本後免費發放給週遭的親朋好友，小誌需求耐心欣賞它的獨特的小眾讀者。如

何讓小誌遇上對的讀者？市集正是一個有效的場合集合對小誌有興趣的陌生人；

擺放到書店讓讀者發現，透過交易將小誌傳播到更遠的地方。 

  在一般出版業中，即是編輯遇上能力表現優秀的作者，也可能礙於市場需求，

而放棄合作出書的機會。10這樣一來，既定的出版市場缺乏給予部分創作者進入

的門徑，但他們的創作欲並非就此嘎然息止。在臺灣創作的發表場域不限於出版

業，小誌即是體制外的出版空間，只要影印機再加上簡單幾枚釘書針，一本小誌

就誕生了。小誌出版後需要有他者翻閱，因此人與人面對面的市集活動成為非常

合適小誌流通的交流模式。但是，市集並非一年 365 天開張，小誌市集短至一天

長至兩天，書店寄售成為市集之外的長期支援，也讓錯過市集的讀者有再收藏的

可能性。 

                                                      
8 「大型出版社以邀稿居多。主要是因為大型出版社如高寶及時報等，為了維持市場的競爭

性，在作者的挑選上會選擇主動出擊尋找知名較高、具有市場性和話題性的作者。」轉引自楊

玲，《為什麼書賣這麼貴?臺灣出版行銷指南》，臺北市：新銳文創，2011，頁 14。 
9 轉引自虹風，《馴字的人 : 寒冬未盡的紙本書出版紀事》，新北市：小寫創意，2017，頁 92。 
10 「有的小說，故事的哏鋪得很多，結局的收束也很精彩，但是書已經一路讀到第一百頁，事

都還沒有發生事情，如果我是大多數的讀者，一定會覺得這個作者很囉嗦。像這樣原因，就曾

經讓我忍痛捨掉一些好書。所以現在最可惜的是，具備耐心的讀者在書市是少數，否則對一個

有能力在故事上開枝散葉，又能夠收合結尾的作者，特別是 debutnovelists（編按:書市的新人小

說家），照理說應該要給他機會的。」轉引自虹風，《馴字的人 : 寒冬未盡的紙本書出版紀

事》，新北市：小寫創意，2017，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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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別於一般出版，小誌的存在意義與美學 

 

   「我想做 zine 的渴望已經快要爆炸！11」 

 

這是小誌作者小寶對於 zine 的真實告白。從此可以看到小誌作者難以壓抑創作

慾望，這群小誌作者從何而來？他們不用是文學科系的學生，也不用是文學獎長

勝得主，亦不用是出版圈內人，小誌並不是專業人士的刊物。只要有勇敢出版的

動力，人人都可以創作小誌。這群小誌作者所創作的小誌與一般出版品有什麼差

異？本文將會訪問多名小誌作者，分析該小誌之於體制內出版品的獨到之處，梳

理出臺灣小誌的生長型態。 

文獻回顧 

 

    以研究對象來說，小誌（zine）一詞源自西方後期臺灣出現翻譯，因此本研

究文獻回顧將分做兩部分，第一部分將回顧英美與小誌相關的學術論文與書目來

爬梳小誌的定義以及西方小誌的發展脈絡。相較臺灣於 2010 年才出現明顯的小

誌文化，西方早於千囍年前已經開始發展，因此也將整理西方當代對小誌進入圖

書館體制的討論，來借鏡臺灣小誌資料庫的建立；第二部分回顧本研究前與小誌

相關的 8 篇碩士論文，整理他們研究過去小誌的方法和成果。 

 

一、 英美小誌研究：三種分析取徑 

 

    在西方，小誌的學術研究從 1990 年代開始至今。目前這些研究專書或是期

刊尚未有中譯版本，因此臺灣關於西方小誌的研究引入是缺乏的。由於歐美發展

                                                      
11 黃冠寧，〈不然你來當小寶：我的 zine 的渴望已經快要爆炸〉，《新活水》第 3 期，2018 年 1

月，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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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誌的脈絡較長，其研究和討論的內容超前臺灣小誌現階段的發展，例如小誌如

何進入圖書館館藏、將小誌帶入教室後研究青少年的交流、長年發行小誌最後收

錄成書的出版現狀等文化現象。本研究認為臺灣小誌對於西方的小誌的現況應予

認識和連結。以下將西方文獻回顧分作三段：第一段回顧 90 年代的 zine 的定義

和爬梳其歷史發展；第二段討論小誌是主流文化外的邊緣聲音，圖書館應保存其

文化；第三段以小誌來觀察青少年、酷兒、女性等族群的影響力，小誌具有強烈

與人連結的出版特質。 

 

（一）90 年代 zine 與龐克文化的研究：《地下筆記：小誌與次文化政治》為西方

第一本關於 zine 出版的專書，由史蒂芬‧達康比於 1997 年發表。在此書中達康

比定義 zine 且爬梳歷史源自 1930 年代的科幻同人誌12，這項成就為日後 zine 研

究文章時常引用的源頭。對他來說，zine 與龐克反叛文化和密不可分。雖然是極

具意義的第一本小誌專書，但放在臺灣脈絡來看，即使龐克小誌的影響確實存在，

但龐克文化在臺灣並非受到如西方的熱烈討論，其相關小誌數目也從未佔據小誌

創作圈，因此該書的脈絡與臺灣的狀態是疏離的。 

    另外，此書距今二十多年，Duncombe 在結論時推測在網路時代的來臨下，

zine 的未來型態有可能跳脫紙本，變身成 e-zine 活躍於網路傳播。13事實上，在

網路社群流行的臺灣當代，紙本小誌仍然是主流，甚至因為存於紙本形式，小誌

市集才有舉辦的意義。 

 

（二） zine 進入圖書館館藏的研究：2004 年，茱莉‧伯特（Julie Bartel）是一名

資深小誌作者（zinester）兼圖書館員，她認為 zine 是與年輕世代的重要交流出

版品，因此圖書館應收藏 zine。由於 zine 的發行不像一般書本容易購得，並且因

                                                      
12 Duncombe, Stephen. Notes from Underground: Zines and 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Culture.，

London: Verso, 1997. p.6. 
13 Duncombe, Stephen. Notes from Underground: Zines and the Politics of Alternative Culture.，

London: Verso, 1997. p.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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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便宜和簡單裝訂，收藏和管理方面對圖書館是一個大挑戰。14她帶出 zine 和

圖書館的關係討論，並且整理出美國館藏 zine 的圖書館名單，以及闡述其運作模

式。 

    羅威那‧康（Rowena Koh）認為公共圖書館應保存最廣泛的資料。zine 的內

容時常包含最純粹的個人觀點和訊息，包含未經社會過濾而爭議性的話題，是社

會真實聲音的反應。15然而 zine 的購得不易，且容易消失或停刊，難以全面性購

入。康建議可以在年度小誌活動（zinefest）取得和建立小誌作者的網絡。由於 zine

的形式不光是一本刊物，可能含雜貼紙、活頁紙等附屬物，材質脆弱，圖書館很

可能將 zine 歸納為特殊收藏物，導致一般讀者不易發現或借出，康點出這種分類

方式會使 zine 的流動性降低。另外，zine 的主題和不穩定的出版特質讓他們難以

是用於編目系統，小誌作者可能對 zine 進入制度化有疑慮。 

   大衛‧考區（David Tkach） 和卡洛琳‧漢克（Carolyn Hank）檢視學術圖書

館館藏 zine 的情形，以全球北美研究圖書館協會（ARL）和加拿大研究圖書館協

會（CARL）為觀察對象。zine 表達邊緣的聲音，館藏 zine 有助於圖書館的實質

中立性。16此研究指出當代北美運動透過 zine 傳達訊息，代表日後運動的學術研

究是必須要將 zine 當作原始資料，但當前 ARL 其中 105 個大學圖書館和 CARL

的 27 個大學圖書館分別只有 23％（29 間學校）和 14％（4 間學校）有 zine 的館

藏17，是時間延續90年代圖書館員的呼籲，10年代的當代去鼓吹圖書館館藏zine。 

    回歸臺灣小誌場景，目前臺灣政府和大學圖書館尚未館藏小誌的紀錄，但民

                                                      
14 Barte,Julie l. From A to zine : building a winning zine collection in your library,Chicago :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2004 
15 Rowena Koh, Alternative literature in libraries: the unseen zine, Collection Building, Vol. 27 Issue: 

2, 2008,p.48. 
16 David Tkach & Carolyn Hank，Before Blogs, There Were Zines: Berman, Danky, and the Political 

Case for Zine Collecting in North American Academic Libraries ,Serials Review ,Volume 40, 2014 - 

Issue  

p. 15,Published online: 12 May 2014. 
17 David Tkach & Carolyn Hank，Before Blogs, There Were Zines: Berman, Danky, and the Political 

Case for Zine Collecting in North American Academic Libraries ,Serials Review ,Volume 40, 2014 - 

Issue  

p. 16 ,Published online: 12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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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團體例如草率季和 mangasick 紛紛有動作，當代的小誌已經逐漸進入資料庫。 

 

（三）小誌與社群連結的文化現象研究：萊尼‧艾弗林（Lynne Alvine）和琳達‧

堀倫（Linda E Cullum）指出青少年透過 zine 與人群建立連結表達想法，利於討

論性別認同，學習方面因為發行 zine 使青少年語言表達獲得更好的能力。18蘇珊‧

戴伯（Susan Driver）認為 zine 的存在有助於跨性別者去述說他們的故事，zine 是

安全的場所讓他們去討論該如何面對家人、兒童等他人。19 

   《The Future Generation: The Zine-Book for Subculture Parents, Kids, Friends & 

Others》由 Atomic Book Company 於 2007 年出版成書，收錄區娜‧馬丁（China 

Martens）這名龐克的年輕母親至 1990 發行 14 期的育兒 zine《The Future 

Generation》。發行時間長到跨度女兒從出生轉至少女，China Martens 透過 zine 書

寫個人的問題和行動。 

二、 臺灣小誌研究：圍繞文本與散點訪談 

  三本小誌的書有兩本來自 2014 年由田園城市文化翻譯出版的《girls ZINE：

動手做，與 ZINE 同樂》和《girls ZINE 寫給女孩的 zine 指南》，原為日本一套

兩冊的書。書中登場的小誌作者皆為女性，閱讀此書對小誌的想法會偏向是可愛

手做的交流小物。雖然此套書能成功地讓臺灣讀者一下吸收到大量日本小誌作者

的資訊，但事實上臺灣小誌除了此類女孩小誌，也有隨性、粗糙的複印黑白小誌，

小誌其實具有任何型式的可能性。另外，同年問世《ZINE，我的獨立出版：設計、

製作、發行由我決定》作者為臺灣人古曉茵，介紹自己的小誌收藏，並散點訪問

二十名臺灣小誌作者和他們的小誌。可惜的是，雖然保留這些已經邁入絕版的小

誌的基本資訊，並未進一步的討論為何選擇這些小誌，它們又是如何在臺灣小誌

生態中發酵影響力。 

                                                      
18 Alvine,Lynne. Cullum, E,Linda.Breaking the cycle : gender, literacy, and learning,Portsmouth, NH : 

Boynton,1999 
19 Driver, Susan.Queer youth cultures, Albany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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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於 2009 年開始出現第一篇關於小誌的學術研究。累計至 2018 目前為止

碩士論文共有八篇，其研究者有七位為出身於藝術或設計相關研究所，另一位為

文教事業經營研究所，目前尚未有文學科系將小誌作為研究主題。臺灣小誌雖然

以圖像居多，但其文字小誌風格獨特，寫作內容顛覆一般出版品，值得成為臺灣

文學不可或缺既生猛又怪奇的一環。 

  臺灣碩士論文回顧以研究方法區分成兩段：第一段共有五篇碩論，研究者同

時身兼創作者，論文後半段圍繞在自身作品的闡釋；第二段共三篇碩論，以訪問

多名小誌作者為研究方法。 

（一）創作者自我分析的研究：陳盈孜碩士論文《擬童式繪畫手法應用於 Zine 之

研究》專注於擬童式 zine 和兒童繪本的差異，並分析兩者的構圖和筆法表現。陳

盈蓁碩士論文《書報攤》以自身作品介紹和解釋為主，分別圍繞於繪本《哈巴狗

的旅行》，以及三本 zine《消費者日記》、《你眼中的我》、《下雨天》，最後作成展

覽。陳婉娟碩士論文《「獸圖 Zine」插畫創作─氣候變遷下動物異象傳達》以《獸

圖 Zine》這本作品為中心，並創作四個相關系列刊物，表達對於氣候的關懷。楊

佳穎碩士論文《立「誌」做自己：認同生成的 N 堂課》將梳理人的「認同」為主

線，並以後殖民與女性主義作為研究框架，研究者自身創作四本小找尋自己的認

同。陳憶菁碩士論文《「Zine」獨立刊物之研究與創作》指出小誌的銷售通路、創

作表現與題材、發行數量的特色，並比較「Magazine」與「Zine」兩者不同之處，

論文後半段創作八本小誌並舉辦小誌展覽。 

  此類小誌論文研究者通常身兼創作者，其論文圍繞在作品意圖的闡釋上。雖

然可以清楚知道研究者的創作心理，但研究論點缺乏對於小誌圈的大環境認識。 

 

（二）散點訪談小誌作者的分析：黃莉潔碩士論文《臺灣 ZINE 獨立出版創作與

發展之研究》撇開過往分析單一作者的模式，訪問七名創作者和分析他們的作品

裝幀與內容。黃思慈碩士論文《Zine,微型刊物的創作與出版歷程》觀察小誌的形

式和裝幀，以訪談創作者進行研究。汪永宜碩士論文《手作書 Zine 之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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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小誌創作。 

  三名研究者採取訪問多名小誌作者試圖拚湊臺灣小誌圈生態，但小誌圈其實

不只是作者散點發表作品，作者他們的背後其實代表一個社群的活動。小誌活動

需要網路和人際流動消息才能興盛，作者相互的聯絡網是小誌訪談中應該被重視

的面相。另外，小誌的產生不單只是對創作者純粹滿足自身的發表欲，因此訪談

詢問作者個人創作的意涵外，研究者應去梳理其發表的時空是否呼應其相關社會

背景。 

    對比歐美和臺灣，臺灣當前的學術研究顯然有二個不足，一方面尚未將小誌

現象視作世界小誌的一環，缺少引介歐美觀點來審視臺灣小誌的發展階段；另一

方面未被視為臺灣出版現象的一環，在出版市場寒冬的 2010 年代臺灣小誌卻開

始興盛的文化現象應該要被重視。最後小誌的研究方法，由於小誌不是體制內日

光下的出版物，需要採以訪問小誌作者才能問到相關情報。因此，臺灣小誌研究

中以訪談作為方法雖然不可或缺，但不可忽略小誌作者的社群聯絡網，以及小誌

和產業等業界的互動性。  

    回顧臺灣有關小誌的文獻發現對於小誌文本和小誌作者往往單純連結成作

品和創作者關係，忽略小誌背後暗藏社群間的交流連結性，缺乏通論性的歷史研

究。本研究探討小誌在臺灣市場如何流通，小誌的出版現象並非憑藉零散各地的

作者自主啟動，活動必須有他人參與才能成行，因此討論小誌需以臺灣小誌作者

社群作為切點觀察。小誌是出版的實踐，社群成員間應有一套符合屬於自己的閱

讀品味，再依循這個文化背景繼續創作小誌。 

 

研究方法與論文架構 

 

  回歸臺灣第一個小誌市集的誕生年：2013 年 6 月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

刊物市集，在此之前臺灣已經有一批小誌作者群游擊於數個綜合型的創作市集，

在 2013 年集結力量凝聚出臺灣小誌市集的第一步；同年的臺灣書市，卻處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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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出版業寒冬。20寒冬的理由可以分作兩點：第一是臺灣出版環境雖然有 500、

600 億元的產值，卻有近乎 8000 多家出版社競爭；第二是閱讀習慣改變和網路

普及，據統計大眾一年購書花費不超過 1500 元。21按出版寒冬的邏輯來看，臺灣

讀者每年新書的選擇其實非常多，卻不願買書，但對照小誌的發展卻出現了相反

的情況，第一即使市面上新書數量充沛卻還是有一群作者想要自費出版，代表出

版體制無法滿足他們的出版慾望，所以他們跳出來創作小誌；第二相較於一般書

本動輒一兩百頁的厚度，小誌雖然沒有既定的頁數限制也絕少能突破百頁，卻有

一群讀者願意購買，且小誌市集年年增加，意味作者和讀者數目正在逐年上升。 

    為何同樣是紙本刊物，小誌的盛況和出版業書市的困境卻有截然不同的處境？

以售價和內容分量來看，購買一般出版品顯得比小誌超值許多，但事實上在出版

業陷入寒冬時，臺灣小誌卻開始浮上檯面並逐年擴大供需。 

    以 2018 年臺北來看，與小誌的相關活動從 1 月臺北國際書展青年創意出版

區「MAKE A ZINE 2」開始；2 月由中華文化總會和田田圈工作室主辦「誌世代 

My Zine//誌同道合」為期兩天的工作坊；3 月 3 日至 4 日於 RETRO 印刷 JAM 和

ZINE DAY OSAKA 臺日合作舉辦「ZINE DAY TAIWAN 2」；4 月 4 日至 5 日中

華文化總會於牯嶺街舉辦「春日曬書市集」特別設立獨立小誌區；8 月於棲仙舉

辦「2018 天下第一小誌交換大會」；10 月 Waiting Room 主辦「Room Service 2018」；

10 月「草率季」等。全年平均兩個月就有一次小誌活動或市集，觀察主辦方能發

現不只是小誌圈內人在籌備，國家和體制內的力量也在幫忙推行小誌。本文在此

釐清上述活動並非整年小誌活動的全部列舉，別忘了小誌的產生可能來自於任何

人，他不需要有職業性的創作和出版背景，小誌的業餘性使得人人都可以創作，

同理小誌活動亦是如此，除了在租借大型活動場地外，也會隨時游擊地在咖啡廳、

                                                      
20 「出版業進入前所未有的變動中：截至 2015 年為止，出版業總產值較十年前下滑，僅剩一

半，文化紙媒退場、實體書店持續關閉……在這些訪談裡 我們所關注的『出版業寒冬』，似乎

進入了另一個階段的黑暗期。」轉引自虹風，《馴字的人 : 寒冬未盡的紙本書出版紀事》，新北

市：小寫創意，2017，頁 12。 
21 楊玲，《為什麼書賣這麼貴?臺灣出版行銷指南》，臺北市:新銳文創，2011，頁 9。 

doi:10.6342/NTU201903727



14 
 

書店或藝術空間等都市角落舉辦聚會。本文透過第二章到第四章的章節安排，由

順序分別建立起臺灣小誌場域的討論架構。訪談對象總共 13 名，有 4 名是小誌

活動發起者，3 名是小誌相關店家老闆，最後 6 名為小誌作者。訪談時間從 2018

年 9 月到 2019 年 6 月，各次訪談均依〈學術倫理守則〉取得受訪者之「知情同

意」，並獲受訪者同意使用本名或代碼發表。 

    首先，我們知道 2010 年代是臺灣小誌開始蓬勃的時期，在此之前的 2000 年

代勢必有可以依循的文化脈絡，來了解西方的小誌文化來到臺灣的傳播路徑。移

轉到亞洲的臺灣後，小誌文化又是如何本土化來開展它的文化影響？臺灣小誌文

化並不是直接複製西方經驗，也會新生成臺灣特色的小誌文化，它也將成為世界

小誌文化作者的一環。這正是本文在第二章 ZINE 類起源與歷史：世界－臺灣－

世界探討的重點。  

  本文以訪談小誌作者和活動主辦方為研究方法，藉此來勾勒出過去臺灣小誌

的歷史軌跡。基於小誌並沒有正式的引入管道，因此以訪談推論目前最早於 2005

年西門町龐克店解放之聲，店內設有龐克小誌書櫃，喜愛聽獨立音樂的客人閱讀

後打開小誌文化的認同，開始到創意市集擺攤；2013 年臺灣第一個小誌市集成

立，催生更多小誌作者，也影響 2016 年臺灣最大藝術書市集的攤主邀請名單。

這些看似個別發生的小誌事件其實彼此有所串聯。小誌的傳播並非散點無方向地

各地冒出，而是透過層層人脈才逐漸累積出小誌圈的生長模樣，因此談論小誌不

可忽略其社群性。 

    在我們知道臺灣小誌市集的形成脈絡後，小誌市集即使是每年舉辦但也並非

長態設展，市集的效力頂多兩天，其他日子小誌的曝光就由書店接任。第二章點

出 2013 年是臺灣小誌發聲的指標性年代，同時意味著 2010 年代小誌文化已經從

認知小誌為何物的階段進入推廣期，書店做為文化的先鋒者，小誌的寄賣也於

2013 年前後出現。在已經實踐多年的老牌小誌市集後，2017 年出現新形態的小

誌活動和南部的小誌市集。小誌的核心價值是獨特和不斷地求新，這些都是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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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ZINE 小型流通場域：推廣期要討論的重點。  

   小誌的印量基本在十本於百本，是不容易取得商業利益的出版品。本來在活

動想成為攤主不過支付百元租金就可以短期間曝光，卻出現穩固開店的空間來經

營小誌。本研究以訪問為方法，了解書店與小誌的互惠關係。    

    最後，瞭解臺灣小誌的流通分布後，回歸小誌文本來看，到底小誌做到什麼

一般出版品無法完成的挑戰性?在第四章 ZINE 類美學， 第一節作品小誌指的

是以個人創作為主，內容圖文的作品型刊物；第二類龐克小誌延續西方龐克樂迷

的文化；第三類合輯小誌以收錄各種文體的多期小誌。不管是哪一種小誌，其背

後都有所屬的社群在支撐。 

    當小誌市集已經逐年擴大和增多時，即使小誌作者因為小誌沒有 ISBN 碼無

法有效地進行統計數量，也能知道這個次文化越漸成長，需要正視這股對於創作

和出版的熱情所造成的時代意義。據英國雜誌《經濟學人》於 2016 年發布 2013

的世界出版統計，以出版量平均每一百萬人口數來看，全球排名分別是英國第一，

臺灣和斯洛伐克共享第二，平均一百萬人有 1831 本出版。22關於這個數據，雖然

臺灣在亞洲人口數佔比小，但出版品密度之高，代表臺灣言論和出版風氣相對下

非常自由。在馬來西亞、印尼等政治保守的國家，小誌的功用是宣傳無政府主義、

龐克文化等啟蒙刊物23，但在臺灣如此自由的出版環境下，小誌還可以逐年發揮

影響力，臺灣小誌絕對是需要被關注的文化現象

                                                      
22 The Economist，臉書粉絲專頁，2016 年 2 月 18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TheEconomist/photos/a.10150279872209060/10153962595359060/?type=

3&theater 
23 愁城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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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臺灣 zine 類起源與歷史： 

世界－臺灣－世界 

    在臺灣，小誌並沒有一個正式引入的文化源頭，而且小誌作者群龐多，行蹤

比一般出版作者隱密。經過訪談調查後依時間分做三個階段，依序以三節作為章

節安排。目前追蹤到最早出現小誌是 90 年代淘兒唱片行引進的西方龐克小誌，

開啟了臺灣 2000 年代後龐克店解放之聲的小誌收藏。 

    第一階段，視 2000 年代是臺灣小誌醞釀溫床。由於龐克店書櫃擺放龐克小

誌，客人接觸後起心動念成為臺灣小誌作者；關於小誌的初期流通，因為時空尚

未出現小誌市集，寄售於書店的風氣也未成立，意料之外是餐飲店成為小誌與讀

者相遇的場景；2000 年代臺灣創意市集盛行，此類市集綜合吃食、服裝、手工藝

等商品，經過多次擺攤經驗後，一群刊物攤主慢慢結識，且思考小誌如何有效地

找到讀者，最後促成小誌邁入聲量起飛的新階段──臺灣第一個小誌市集嶄新登

場。2000 年代的小誌尚伏流於都市角落，安靜地居留在龐克店和餐飲店的一個

位置等待被來客發現；低調地在琳瑯滿目的創意市集暫居零星攤位。這個階段「小

誌」還不是廣泛的精準稱呼，而是被視作「獨立刊物」的一部分，但隨著小誌作

者們彼此認識和對刊物日漸熟悉後，小誌的獨出一格的出版精神逐漸脫離於獨立

刊物的範疇。本文認為小誌的「小」意味著出版更加零碎化的趨向，作者不等待

文本累積成一般出版品的份量和厚度就亟欲出版。表面來看輕、薄、小雖然是大

部分小誌形式的特質，但以核心精神來看，小誌之所以小是對出版即使零碎化都

無所謂的率性，出版品不該只有一般書的模樣，文本的出版也不必長久等待，小

誌作者對出版的熱情形成出版零碎化的文化現象。 

  第二階段以 2013 年作為指標年，那年出現臺灣第一個小誌市集「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它的誕生來自於上一節提到的創意市集所繼承而

來。在大型且行之有年的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之下，位於邊緣的刊物攤位們逐漸

形成一個圈子。小誌市集的目的是希望找到受眾和提高喜愛出版的同好相聚的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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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是市集活動卻不以商業性為重，會場除了交易小誌，還

會常設獨立樂團表演，主辦也會積極提倡與政治的相關行動，使得小誌市集的內

容更加多元豐富。這個階段小誌已經朝向普及化，在它的主場開始吸納其他次文

化的加入。由於人人可以創作小誌，小誌具有廣泛的題材和內容。本文認為小誌

文化的多元性不限定於刊物本身，其活動亦有強大的包容性與其他文化並融。在

兼容不同文化差異的同時，亦在強化自身獨特的魅力。 

    第三階段是 2016 年後小誌活動與國際連結，本文以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和 Zineday Taiwan 為例來討論臺灣小誌的多元性已經有外國小誌作者的注

入，分析臺灣小誌市集如何壯大自己。小誌身為最小出版刊物，它不一定精緻，

甚至隨作者的意可能做工粗糙，卻能造就吸引臺灣與國外小誌作者的跨國性活動。

本文認為小誌文化雖然看似一團散沙，但其文化的影響性不可小覷。 

    本文透過第二章想關注的是，自第一階段延續 90 年代西方龐克影響，2000

年代小誌崛起但尚未累積足夠聲量，到第二階段 2010 年代前期臺灣小誌確實開

始蓬勃，後期甚至連結世界小誌作者。從三個階段的發展過程可以發現，隨著小

誌文化逐漸脫離本來依附的西方龐克、創意市集等大型文化後，小誌的能量愈漸

拉升，擁有獨立的市集後還成功發展成國外小誌願意主動飛到臺灣曝光。本文以

臺灣小誌在這二十多年的發展中，了解小誌的「小」其伏流程度已經從臺灣延伸

至世界。 

 

第一節 2000 年代的小誌場景 

 

    訪問愁城陳韋綸、mangasick 店長老 B、《毒草》路熙早期接觸小誌的源頭，

2005 年開店於西門町的龐克店「解放之聲」1多次不約而同地被提及。上述在 2010

年代活躍的小誌相關人士的共通點在高中或大學時期喜歡上龐克等獨立音樂，後

                                                      
1 《毒草》創作者路熙；mangasick 店長老 B；愁城成員陳偉倫都是解放之聲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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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成為龐克店解放之聲的客人。店內有一區書櫃擺放四五十多本黑白粗糙印刷的

薄刊物，那些是解放之聲老闆的龐克小誌收藏，影響陳韋綸、路熙等偏向創作龐

克小誌，採黑白簡單印刷，內頁是綜合音樂評論、漫畫、插圖等複數文體的小雜

誌樣態。 

    2010 年代前，寄賣小誌的書店尚未普遍。小誌作者選擇咖啡店、酒吧等餐飲

店寄賣小誌。在 2013 年臺灣第一個刊物市集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

尚未成立之前，臺灣小誌作者遊走於販賣手工藝、甜點、服飾等創意市集，其中

CAMPO 生活狂歡藝術節和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最常被提及。透過在牯嶺街市集

擺攤而聚集小誌作者，甚至促使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誕生。 

    本節將分做三個方向討論，第一，是龐克店解放之聲對於臺灣小誌作者的啟

蒙；第二，以《京都塑膠人》為例，梳理出在刊物市集和小誌書店出現小誌作者

前遊走餐飲店的流通模式；第三，小誌在創意市集：CAMPO 生活狂歡藝術節、

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來看在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之前早期小誌

受到的挑戰。 

 

一、 龐克小誌啟蒙地：龐克店解放之聲 

 

伯威： 

以前很常去西門町的解放之聲，坐在紅色沙發上，看一兩個小時的龐克

小誌。現在每次在做小誌的時候，都會想到那些龐克小誌帶給我的啟

發。 

這是《毒草》新的一刊，主題是「殺人兒童」，跟你分享！ 

                            路熙2 

《毒草》創刊於 2011 年，當年路熙年僅高三，是解放之聲的常客。他回憶 

                                                      
2 解放之聲老闆提供的小紙條，翻拍時間 2019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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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2009、2010 年開始常去解放之聲。3《毒草》繼承龐克小誌黑白影印，內容有

漫畫、訪問、食譜等雜文並茂的形式。這封小短信是路熙轉交 2019 年《毒草》

第十期主題是「殺人兒童」時附贈給解放之聲老闆伯威，可知店家與小誌作者淵

源不淺。店主伯威在 2005 年一開店就將小誌擺在店內書櫃，大約四五十本，一

大部分是外國龐克音樂人來到店內贈送或是寄賣自己的小誌。4 

 

圖 1 《毒草》第十期「殺人兒童」 

資料來源：毒草 Toxic Weeds，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9 年 6 月 13 日 

 

  90 年代中期，解放之聲老闆伯威在復興高工念設計時喜歡上龐克。他常去

逛唱片行，其中 1992 年於西門町開張的淘兒唱片行5引進小誌《MAXIMUM 

ROCKNROLL》。6這本雖然別於一般小誌還要大，開本約 A4 大小，但使用類似

                                                      
3 路熙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5 日。 
4 解放之聲訪談筆記，2019 年 6 月 21 日。 
5 張鐵志，〈[公民總主筆]淘兒唱片、臺北，與我的音樂之路（107 年 5 月）〉，《臺北畫刊 107 年

5 月第 604 期》2018 年 5 月 28 日，取自 https://www.travel.taipei/zh-tw/featured/details/17329 
6 “Maximumrocknroll originated as punk radio show on Berkeley's KPFA in the late 1970s, but it is in 
its zine form that MRR exerted its greatest influence and became as close to an institution as punk 
ideology allows.” Maximumrocknroll ,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aximumrockn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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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的粗糙紙張，黑白印刷的頁面上佈滿許多方塊專欄，刊載許多樂團和唱片發

行等音樂資訊。它是匯集龐克文化的平臺，每期出版成一本濃縮報導各地的龐克

場景報告，售價 3美元，相當平價。據伯威回憶，即使臺灣淘兒唱片行進口價為

臺幣 350 元，但距離解嚴沒多久，市面上關於西方龐克知識的接收管道和譯作稀

少，他渴求吸收更多龐克文化，最後還是買下該本，從此開啟日後收藏小誌的興

趣。 

    2000 年後網路逐漸普及和成熟，在網路上很容易找到龐克相關的國外廠牌

（Distro）來訂購唱片和小誌。7這是龐克文化下的一種增加生存性所衍伸出的交

易模式，原本作者出版一種小誌和一張唱片，但只賣一本小誌或是一張唱片的單

獨性商品是很困難去吸引到大批受眾，因此通常在表演場地，作者間會互相交換

手上的資源，例如以 10 本（片）換 10 本（片），與不同對象交換幾回後種類多

達可以開一個小唱片行。雖然種類變多不一定有可觀的收入，並且小誌也賺不到

多少錢，但增加賺錢的勝率才可能回收成本，再投入下一段創作和生產。解放之

聲的唱片和小誌部分由伯威上網搜尋訂購。在此補充，在臺灣龐克店販賣唱片和

小誌並不常見，主力是販賣龐克服飾。在解放之聲數十年的經驗來看，比起服飾

的銷售，小誌的營利根本不成比例，每年能賣出的本數是個位數。在獲利低的情

況卻能提供一處安放龐克小誌的區域，解放之聲確實是重要的小誌場所。 

    在西門町開店時期，店內的書櫃展示四、五十多本的小誌供客人翻閱。店主

和客人的關係像朋友，客人主動有興趣閱讀的話，伯威會和他們聊小誌和龐克音

樂。在這種小誌推廣的過程中，高三生的路熙創作黑白印刷的《毒草》；未來成

立共力社的陳韋綸在大學時期店內遇見人生第一本小誌《profane existence》。店

內除了小誌，也有《GARO》、《BURST》等臺灣當時少見日本次文化雜誌，未來

成立 mangasick 的店長老 B第二次來到店時拖了一只登機箱，裡面放著滿滿自藏

的特色漫畫向伯威分享。當時伯威和她提議有這麼多漫畫可以試著開一間店，他

                                                      
7 解放之聲訪談筆記，2019 年 6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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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比起龐克族群，漫畫的受眾是一百倍大，若是解放之聲這間店都能活得下去，

那她的店就有理由做得起來。2013年 mangasick 開張，日後成為臺灣小誌重要的

販售和推廣場所。 

    解放之聲目前位於臺北信義安和站附近，過去西門時期吸引許多學生前往，

締結不少日後臺灣小誌的重要作者與推手的緣分。目前店內空間有限不再有紅沙

發供客人盡情地閱讀小誌，但店內仍有一區小誌書架。每年都會有國內外龐克表

演者來訪，他們會帶上自己的小誌或是朋友的小誌贈與解放之聲，或是請他寄賣，

但寄賣也不是很正式地擬定規則，抱持著有賣出再通知就好的互信和隨興。即使

小誌的收益不多，它的存在仍是解放之聲想營造出的龐克風景。 

 

二、 寄賣於餐飲店：以《京都塑膠人》為例 

 

  在 2013 臺灣第一個小誌市集「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出現

以前，其主辦者之一邱璽民最早接觸到類似小誌的概念在 2002 年，當時他大二

於誠品書店看到《MISC》。8他發覺這個形式和內容蠻有趣，畢製也做了相似調

性的獨立刊物。他回溯記憶，推估大約 2005、2006 年出現「獨立刊物」這個名

詞。他說明那時還沒有出現「zine」這個詞，也沒發現市集上有類似的出版

品。9在 2008 年，他出版第一本小誌《京都塑膠人》，採一般影印機黑白印刷，

                                                      
8 「臺灣第一本非主流另類時尚雜誌終於出籠了！這對臺灣時尚圈及出版界來說都是一件令人

興奮的事。misc. 札誌是由服裝造型師曾瓊鶯、及曾在 ELLE 雜誌，現任 marie claire 雜誌的美

術指導 Nick 和時尚攝影師胡世山 3 個好朋友合辦。（略）misc. 札誌由滾石文化協力發行，全

省誠品書店獨賣。」佚名，〈misc 札誌 創刊派對〉，2002 年 9 月 23 日，取自

https://www.igotmail.com.tw/home/615?fbclid=IwAR0AJs4fO7j46_MNvBABHxKJ3HCNfUSDf2TeF

xKBm3ixGGod5EPPWfYNiGA 

「書的封面有一行小小的字寫著：經驗式時尚雜誌，對於“經驗式”這個形容詞能夠這樣坦然的

出現，心裡免不了有些忌妒，怎樣的空間與讀者群，讓這本雜誌書存活下來。（略）每一頁都是

全彩的圖片加上精簡的文字，就是一本扎誌。“精簡”在這裡不是口號，舉例如下：『永遠 18 歲

的時尚名模＿大強＿31 歲，男女木製人臺是他的心頭好。』一目了然。（略）無印良品是唯一

的廣告，就在封底，酷吧！」文心，〈Misc.扎誌 04：cup of tea 心頭好〉，2010 年 11 月 5 日，

取 https://bookinheart.blogspot.com/2005/11/misc04cup-of-

tea.html?fbclid=IwAR2jC9RHDoeouZ5Sbsh7SsBpG7fhDHI75-qgErid4bP9GJI7bSaKLgy9R48 
9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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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出版 50 本。 

 

尖銳、幽默、次文化、緊扣社會現象，這些都是「京都塑膠人」的風

格，它的內容包含主觀式的次文化設計及社會觀點評論，展現出了平民

百姓的正義。璽民對臺灣的現況十分憂心，也因此希望以 zine 介入社

會：「我們似乎還有些疑惑，似乎死到臨頭還不願意跟大眾走在隊伍之

中；我們不是只有正面的文創刊物，我們不是文藝青年，更不是默不作

聲的利益分贓者，我們是再平常不過的一般民眾，我們有對有錯，有事

想做。」10 

 

上述引文中，可以注意邱璽民認為小誌是一般民眾就可以發聲的刊物，並且要以

出版小誌發表觀點來參與社會。《京都塑膠人》取名來源是邱璽民在做工地監工

時，他發覺工人時常會自嘲：「你們都是人，我們就都是塑膠。」11身而為人，卻

自喻成沒有生命且廉價的塑膠，透漏出他們對自身在這個社會下不被重視的局面。

這裡的小誌所對抗的是溫馴的文創商品，它應是庶民生活的呈現。 

    2008 年左右還沒有專門的小誌市集，小誌寄賣的文化尚未流行。這 50 本全

部寄賣於中壢的 Voice。Voice 是一間賣唱片為主業，並融合咖啡廳和酒吧特質的

店，主要於晚上營業。邱璽民在當地求學時認識老闆，沒事就會到 Voice 聊天，

還曾與老闆討論刊物名。為什麼《京都塑膠人》會於 Voice 販售？因為想不到其

他可以賣的地方，Voice 老闆提議在店內販售。特別的是，這也是 Voice 第一次

賣刊物。邱璽民回憶當時定價 100 或是 200 元，不是讓人太負擔的價格。讀者客

群基本都是 Voice 店內的來客，並且店主會積極向客人介紹刊物。小誌在人與人

的會面中開始擴散它的交流性。 

                                                      
10 蔡綉敏，〈【amaZINE─小誌游擊美學】自由的靈魂：京都塑膠人邱璽民〉，方格子：紙飛機生

活誌，2017-03-16，取自 https://vocus.cc/airplain/33337 
11 蕭如君、汪正翔，〈沒大事，做小誌 一場獨立刊物同樂會〉，中時電子報，2013 年 09 月 09

日，取自 https://magazine.chinatimes.com/renlai/20130909004588-3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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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過來，或許我們跌的他媽的歪七扭八的， 

但是我們得到了太多的幫助。 

中壢 VOICE、和平咖啡、BARTENDER、 

波黑美亞、多鬆、舊香居、小白兔等等。12 

 

第二期《京都塑膠人》拓點販售，店家 BARTENDER 主動詢問寄賣事宜；和平

咖啡是 voice 的朋友；波黑美亞咖啡食堂有辦一個塑膠人的展覽，結緣也有小誌

寄賣。這些店以賣咖啡、酒精飲品為為主，也有配置簡餐，固定時間都會有客人

上門，增加小誌的曝光率，而且部分老闆認為自己是餐飲店非書店，不向小誌作

者三七分帳，而是純然免費提供平臺，這也鼓勵了小誌的流通。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上述店家，寄售地點開始出現書店：舊香居。邱璽民

認為小誌畢竟也是一種出版品，可以的話當然也想去書店賣賣看，這個心態反應

出小誌作者希望能被正視成書。雖然小誌出版不如一般出版品嚴謹且大規模，但

它依舊想被發現，藉由書店找到更多的讀者。小誌寄賣書店的現象，會在第三章

後續討論和分析。 

  以《京都塑膠人》來看，第二期印量是 50 本至 100 本；第三期大概是 200

至 250 本，截至 2019 年目前一出版到六期，也曾出版第五點五期。從 2008 年算

起也發行長達 11 年，印量也逐漸變大，這代表小誌的讀者基數增加。另外，至

《京都塑膠人》第二期以後邱璽民不再一人獨挑大樑。身旁朋友感受到出版小誌

的好玩性，邱璽民邀請他們一起創作，因此編輯部基本人數會有三個人。「塑膠

人其實不屬於我一個人的東西，之後自己要出什麼也不會使用這個名詞」13《京

都塑膠人》從一人出版走向多人平臺來容納更多聲音。小誌不論在讀者，以及作

者群的擴大下，流通管道也從散點店家轉移到市集擺攤，作者直接面對面讀者。 

                                                      
12 KPM 京都塑膠人，〈2010 給塑膠人們〉，2012 年 2 月 6 日，取自

http://kyotoplasticman.blogspot.com/2012/02/2010.html 
13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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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小誌在創意市集：CAMPO 生活狂歡藝術節、牯嶺街書香創

意市集 

「2006 出來的時候還蠻紅的，文青最喜歡的活動，刊物在那邊其實蠻難

賣。書是最不顯眼的，跟商品衣服比起來，一看起來蠻弱勢的。」14 

 

這是邱璽民回憶西門町的 CAMPO 生活狂歡藝術節15的描述。當時「小誌」或是

「zine」還稱不上是流行的詞彙，人們常用「獨立刊物」來稱呼特殊刊物。16即使

年輕人聚集的創意市集，身為次文化的刊物還是在邊緣位置。 

     至於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17，邱璽民於第三屆（2003 年）開始擺攤，他描

述參加多年下來的觀察，其中提到「牯嶺街後來拆成兩塊，2/3 是手作；1/3 後面

是刊物，10 到 15 攤之間。」18雖然刊物的攤位數規模不大，但已經可以發現本

來散狀分布在市集的商品型態逐漸分化，刊物攤開始聚集。刊物的攤主間會相互

打聲招呼認識，對於刊物是否受歡迎，他補充：「不會去想成本怎樣，就去玩一

下19。」小誌作者不會在意成本，因為小誌即是自由抒發的任何創作，本來就不

在既定的出版管道自然商業色彩較淡，但是小誌作者很重視小誌與他人的交流，

因此攤主們會互相認識，進而想規劃一個單純以小誌為主角的市集，讓讀者們更

容易看見他們。 

 

                                                      
14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15「2005 年，陳靜亭就開始經營創意市集，訴求「有吃有玩的擺攤人生」。當年她參與的

「CAMPO 生活狂歡藝術節」，是臺灣第一個原創市集，吸引超過 10 萬名年輕人和設計師參

與，希望透過「擺攤」，讓更多人體驗「生活即藝術」的樂趣，創意人的價值也能在這個環境中

被肯定。」陳冠中，〈跨國創意市集先行者 帶隊出國擺攤 一圓設計人品牌夢〉，Cheers 快樂工

作人雜誌 145 期，2012 年 10 月 1 日，取自 http://www.campobag.com/cultural/detail/id/276 
16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17 「2000 年，臺北市中正區龍福里辦公處，鄭里長珍珍與社區夥伴共同發起，以『臺灣第一舊

書街』為號召，一年一度，舉辦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回味由牯嶺街起源的舊書文化風華。」 

URS，〈【臺北城南口】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臺北村落之聲，2012 年，擷取時間 2019 年 5 月

27 日，取自 http://www.urstaipei.net/archive/archives/5615 
18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19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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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從「Not Big Issue」談起：2013 年後臺灣小誌市

集的誕生 

 

  2013 年 6 月 8 日至 9 日，在臺北大安區安東街上的髮廊「行者」20地下室聚

集了一群小誌作者。他們各自有一個小型攤位，數目約莫十幾組。即使悶熱與地

下室不通風，在市集中攤主和客人沒有停止對於刊物的熱烈交流。攤主與攤主間

本來認識，不是這兩天為了商業販賣才頭一次在會場相見。這個週末的市集即是

臺灣第一屆專賣刊物的市集「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一連舉辦四

屆到 2016 年，2019 年復興第五屆。 

    本節將爬梳「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的創立起源和它相較其

他市集不可被取代的特殊價值，以下會分列三點方向討論：第一，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是由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慢慢獨立而成；第二，小誌市集

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市集是一種商業模式，而對小誌來說，市集的形式只是

一種聚集創作者與讀者的手段，並非最終意義；第三，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

刊物市集於 2017 年和 2018 年停止舉辦，2019 年復興小誌市集的意義與臺灣小

誌生態圈的意義。 

 

一、 從創意市集新生的「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的主辦者為搖擺少女21和邱璽民。兩方都

                                                      
20 「《行者》說的是佛道的修行者，又稱修行人，以修行的心重新出發，重新向這個世界做學

習，而不是用贖罪的心態去面對社會公益。我們訂下了 "藝文" . "公益" . "教育" 三大宗旨,以"

藥引"作為自己的定位,讓"互助"的藥性得以在所有人的心中揮發 !」 
21 開始活動於 2011 年 11 月 4 日的兩人團體，見搖擺少女，臉書專頁關於，擷取時間 2019 年 5

月 27 日。 

「她們的刊物以詩文創作為主，第一本詩集甚至是純手工製作，連裁紙也是親手操刀，共製作

一百本。以森林為主要概念，每本第一頁都黏上花或葉。第二本刊物是今年初新北市政府推廣

藝術家到金瓜石駐村，她們進駐約一個月，深入當地真實的生活並進行詩文創作。」蕭如君、

汪正翔，〈沒大事，做小誌 一場獨立刊物同樂會〉，中時電子報，2013 年 09 月 09 日，取自

https://magazine.chinatimes.com/renlai/20130909004588-3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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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的攤主，在市集結識成為朋友： 

 

後來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有做起來，真正所謂刊物聚集起來的重要

場景，在那邊認識搖擺少女，之後才促成想辦書作為主體的市集。22 

 

2013 年，搖擺少女邀請牯嶺街市集的攤友們一起舉辦一個專門給獨立刊物的市

集23，這個市集要有別於過去臺灣總是包羅萬象的創意市集。 

 

搖擺少女：「有一次去二手市集擺攤，發現大家不太願意在我們這攤停

留，更別說是購買刊物，反而願意花比我們刊物貴三倍的錢買二手衣

服。之後和其它獨立刊物的同伴抱怨，才會決定發起一場專屬獨立刊物

的市集。這次活動出乎意料地熱鬧，上門的人都很專注在紙本上，我們

看了當然開心。活動結束後，我們還把刊物貼滿一面牆，讓路過的人可

以去翻閱，像是個小型展覽。」24 

 

此段引文中，當時稱小誌作者為獨立刊物的同伴，可以推斷小誌在 2013 年並非

常用詞彙，獨立刊物的概念包括小誌，而小誌的意義和準確被使用的時機仍然待

浮出水面。除了牯嶺街書香市集之外，雖然不可考文中二手市集是哪一場活動，

但也顯示刊物在一般市集不太容易受到歡迎的狀態，因此一個專門辦給刊物的市

集才能成功準確地吸引到喜歡刊物的受眾。 

    2013 年搖擺少女的提議吸引到一群攤主答應實踐，但後來因為各種生活上

的規劃和忙碌，不少人逐漸中離活動籌畫，最後剩下搖擺少女和邱璽民共同執行。

其他攤主則在 2013 年第一屆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時參與擺攤，順

利地讓第一屆刊物市集快速地找到作者群來擺攤，因此攤主之間幾乎都是認識，

                                                      
22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23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24 蕭如君、汪正翔，〈沒大事，做小誌 一場獨立刊物同樂會〉，中時電子報，2013 年 09 月 09

日，取自 https://magazine.chinatimes.com/renlai/20130909004588-3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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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然也是朋友的朋友的裙帶關係。 

    另外，此次市集的宣傳方式也是依賴人脈去張貼海報和發酷卡，張貼發放的

場所即是前一節《京都塑膠人》流通的咖啡廳。25從以上來看，Not Big Issue 小

誌 / 獨立刊物市集的主辦方和攤主並非單純繳交攤位費的行政關係而已，並且

參加的客人基本也是對刊物有所接觸才會注意到這個活動的宣傳。這是一個偏向

封閉的社群活動，此階段還是很需要有一定相關人脈才會得知市集的消息。 

    牯嶺街書香創意市集地點在戶外；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地點

則是一間地下室。為何不選擇常見的戶外大空間或是典型的室內活動場地？邱璽

民表示先前看過好幾個場地，但考慮租金和場地的風格後，他表示： 

 

「行者的桌椅蠻有趣的，到處撿一推，場地費又不貴。（他們）是一群看

起來很兇但心地蠻好的人，頭髮很長，全身刺青。朋友去剪頭髮認識

的，是一起做《塑膠人》的朋友。」26 

 

那是一個氛圍感十分強烈的空間，說是設計感、藝文氣息、頹廢感..等，

似乎都沒有辦法很完整的去形容他，後來我才發現那是由人所帶來的氣

味；一個好空間，最重要還是賦與他靈魂的那群人，他們就是一群酷到

不能在酷的好好人，當他們一字排開，他們是理髮界的幻影旅團。27 

 

行者所擁有特殊風格的家具和空間經營的精神，都與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

刊物市集主流不一樣的次文化氣質相符，順利地在同一場地一連舉辦四屆（2013

到 2016）。關於行者地下室，邱璽民說明它本來就會開放活動申請，其中大部分

活動都是展覽，市集是個案。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的時間固定在

                                                      
25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26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27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4 年 5 月 19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hotos/a.172806799543575/300497413441179/?type=1&theat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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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舉辦，是考量與過去小誌作者們只能在年底的牯嶺街市集大相見一次，但一

年的時間單位實在有點漫長28，希望能提供作者們多聚集一次的理由，增加作者

社群間的交流頻率。 

    由於小誌的發行量不大，實質能回收的利潤也不高。「大家做這個東西沒想

過要賺錢，就是蠻爽的，就是一種抒發管道。」29市集雖然是商業模式，但也不

過是小誌流通的一種方法，更重要的是透過市集，小誌作者紛紛聚集，透過紙本

翻閱來觀看其他人的最新創作，使得這個社群互相刺激創作力。 

 

二、 小誌市集：聽音樂聊社會的朋友聚會 

 

   走入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從耳朵就接受到現場不斷放送的廣

播，會場的空地竟然還有安排獨立樂團表演。另外，主辦方也有布置「小誌沙龍」

展出臺灣與國外的特殊刊物。這些活動乍看對小誌市集本身沒有經濟幫助，卻是

小誌市集多年來願意堅持的經營特色，以下將分做三點來討論屬於小誌市集在商

業之外所珍視的價值。 

（一）重情感且隨性的派對氣氛：以下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的側

寫。 

由於成立方式較為隨性，所以不如同一般的書展正式嚴謹；除了四五十

攤攤位販售自製的刊物之外，也會有地下樂團的表演、一整天的ＤＪ廣

播現場 LIVE 節目、一些零星的食物攤位、以及常常莫名其妙出現的免

費啤酒。現場氣氛自由，常常可以看到不認識的人活絡的交談著，有時

                                                      
28 「因為之前是牯嶺街市集，一開始那邊也都會有獨立刊物的攤位，可是因為他一年只辦一

次，我們幾個認識的一群人是覺得有點少，因為平常偶爾聯絡，而且也到那個時候全部的人才

有辦法都一起出現，可能一年一次有點太久了，所以我當初辦小誌的時候，有刻意跟牯嶺街區

隔半年，這樣大家就可以半年就發表一次或見一次。」邱璽民訪談。Lu Ming Ying，〈交流場所

小誌市集 什麼事小誌市集？從何而來？〉，《專題報導與企劃課程 小誌 zine》，2016 年 9 月 2

日，取自 https://issuu.com/lumingying/docs/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z，頁 2 
29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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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甚至會有人醉倒在現場。30 

相較一般市集講求提供販賣的活動機能，隨性、樂團、食物啤酒，以及人們交談

的景象更是小誌市集被看重的特點，它是讓一群喜歡刊物的人抽空相聚的理由。

它確實是一個市集，商業性面不可說不談，但金錢交易也不過是其中一種攤主和

讀者的相處模式。 

    這個市集離不開音樂和酒精，兩者都是朋友相見時分享的派對性物質。小誌

圈重視友誼尤其在 2016 年第四屆特別顯著。主辦方邱璽民為了祝賀在市集幫忙

主持廣播的小肆新婚，將主題訂為「家有囍事」，酷卡趣味十足地印成喜帖。該

屆攤主們都別有婚禮招待的紅色胸花，在第一天市集結束的晚上，邱璽民叫了一

桌菜席邀請攤主們共食同樂，他說：「這個風格就是很小誌的風格。大部分的攤

位都是朋友。」31小誌的開始雖然是作者們四散獨立創作，出版後卻成為連結作

者彼此的重要媒介。大家秉持熱愛出版做小誌，藉由閱讀對方的小誌從陌生人相

識，進而形成多年的小誌市集如此情感深厚的現象。 

 

圖 2 第四屆活動酷卡 

資料來源：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6 年 5 月 4 日  

                                                      
30〈獨冊 2016 - ZINE issue 本與冊的日常雜談 & Not Big Issue 小誌〉，臺北村落之聲，2016 年

9 月 2 日，取自 https://www.urstaipei.net/article/20085 
31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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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廣小誌文化與關心社會議題：2013 年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

集會場有布置一區小誌沙龍32，開放臺灣小誌作者報名擺放自身的出版品，另外

也放上主辦方收集的國外小誌和臺灣特色刊物供來客翻閱。33例如，1984 年創刊

歷經多次被查禁的《民主時代周刊》第 198期，封面寫有「我替臺灣人打你！鄭

南榕為何在二全大會打朱高正」34；2007 年停刊的免費音樂雜誌《大聲誌》於 2006

年的再見特輯，封面大大印上前總統馬英九精神略渙散的攝影，主題是 2006 年

獨立音樂總回顧。35主辦方選擇的這些刊物背後具有強烈關懷政治的精神，也可

以看見小誌和獨立音樂的愛好者，以次文化創作在主流之外發聲。邱璽民表示當

初第一次辦小誌市集「怕大家一下就逛完了，國外的活動就隨便給人翻，希望丟

在那邊讓人翻36」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身為臺灣第一個刊物市集，

使得平時潛在網路社群的讀者們現身。小誌沙龍的設立讓更多讀者成功地認識小

誌這種人人都可以出版的新媒介，也連結小誌與其他議題的關聯性，共同都是遊

走體制之外的存在。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發生於臺北，但創作者來自臺灣各地，

所以主辦從第二屆開始保留三個彰化以南的不收攤位費的攤，邱璽民表示「不希

望因為南北成為一種距離37」，透過免除攤位費來減少攤主北上的交通費和住宿

費等開銷。另外，主辦方在徵選攤主時會考慮小誌的發行時間，優先以一年內的

紙本創作為錄取基準38，來保證每年讀者到訪時都能看到嶄新作品。這兩項規定

                                                      
32「大家好~市集當天，除了會有攤位販售各自的刊物之外，我們還會規劃一區"小誌沙龍" 

那一區除了有主辦單位蒐藏的國內外各種小誌展示翻閱之外，也歡迎一些我們可能遺漏到的臺

灣優秀刊物來報名展示區喔~」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3 年 5 月 7

日，取

https://www.facebook.com/search/top/?q=%E5%B0%8F%E8%AA%8C%E6%B2%99%E9%BE%8D

&epa=SEARCH_BOX 
33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3 年 5 月 19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search/top/?q=not%20big%20issue%20%E5%B0%8F%E8%AA%8C%E6

%B2%99%E9%BE%8D&epa=SEARCH_BOX 
34 鄭南榕主編，《民主時代周刊》，自由時代雜誌社，第 198 期，1987 年 11 月 14 日。 
35 吳逸駿主編，《大聲誌》，再見特輯，2006 年 11 月 12 日。 
36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37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38 蔡綉敏，〈【amaZINE─小誌游擊美學】自由的靈魂：京都塑膠人邱璽民〉，方格子：紙飛機生

活誌，2017 年 3 月 16 日，取自 https://vocus.cc/airplain/3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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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小誌市集消解本來限縮於臺北創作者的區域限制，容納更多臺灣本土小誌被發

現的可能性，小誌市集的存在也是不斷催促小誌作者持續出版的動力來源。 

  2014 年 3 月臺灣社會爆發太陽花學運39，後續民間發起割闌尾計畫40試圖罷

免不適任的委員，小誌市集做了以下反應： 

 

【第二屆隱藏攤位公布/ 割闌尾計劃！】 

你今天割闌尾了嗎？ 

闌尾是人體的退化器官， 

當闌尾發炎敗壞時，足以危及人的生命。 

人會如此，國家也是如此。 

現在，需要全民幫國家割闌尾，以挽救國家的生命。 

小誌現場填寫割闌尾及廢除公投法第三十條連署書！ 

現場有小天使為您服務絕對步驟簡單， 

馬上割，馬上好！41 

 

這是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為了響應活動在活動兩天歡迎參加者進

行聯署。由此可見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不單是創作者的集會，亦

是人民參與政治的空間。在第二屆兩天結束後，主辦預估該次參加人數破千

人，連署的參與數目也跟著受到熱烈回響。42 

（三）熱鬧的聽覺：獨立音樂與現場廣播：2013 年第一屆 Not Big Issue 小誌 / 

                                                      
39 維基百科，條目太陽花學運，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19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A%E9%99%BD%E8%8A%B1%E5%AD%B8%E9%81%8

B 
40 維基百科，條目割闌尾計畫，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19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9%B2%E9%97%8C%E5%B0%BE%E8%A8%88%E7%95%AB 
41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4 年 6 月 5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 
42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4 年 6 月 9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hotos/a.172806799543575/313525802138340/?type=1&theat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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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刊物市集的第二天，留有一頭長髮的音樂人黃阿仁43在會場一處空地拉張椅

子後，開始演奏吉他。邱璽民回想黃阿仁在第一天參加後說很喜歡小誌市集的氣

氛，於是主動詢問隔天是否可以在此地表演44，開啟了往後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少不了音樂和聲音的氣氛營造之路。 

  2014 年第二屆活動時，邱璽民找上朋友 Eazy Shen45跟鄭光顯和陳民官的

Acoustic Guitar Duo 雙人民謠組合46來音樂演出；第三屆邀請臺北的實驗民謠樂

隊落差草原 WWWW / Prairie WWWW47、吼叫類型樂團媽媽大吼 Bighole!mama48

和臺灣土產搖滾樂隊拍謝少年49；第四屆臺灣高雄似 Dub 團最後大浪。50歸結音

樂類型來看，吉他民謠、實驗性民謠、搖滾、混音等風格多元，如同小誌創作沒

有既定的類型框架，獨立音樂的元素豐富了小誌市集本來就龐雜的性格。關於表

演場地，由於空間有限主辦方無法提供一個正式的舞臺，很符合小誌的隨興地騰

出一個空地就開始表演。樂團會自己帶設備，例如桌子大的音箱。登場樂團並沒

有正式的經濟收益，靠著與主辦方的交情和認同活動前來參與，在第三屆起邱璽

民會包紅包答謝樂團。51樂團表演時，本來就人潮擁擠的會場動線整個卡住。邱

璽民笑著表示曾來表演的樂團沒多久都出國。這些獨立音樂和小誌都有遊走體制

外的精神，彼此受眾相合。 

                                                      
43 網路上沒有公眾帳戶可查。相關表演影像來自：邱璽民攝影，〈倒著跑音樂祭/黃阿仁-怨

靈.AVI〉，youtube，2012 年 1 月 31 日。 
44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45 2013 新加坡 Freshmusic Awards - 最佳新人；2017 金音創作獎 - 最佳創作歌手。Easy 

Shen，臉書粉絲專頁關於頁面，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19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pg/Easy.Shen/about/?ref=page_internal 
46 鄭光顯在獨立樂團非人物種（Inhuman）擔任主唱和吉他手。陳民官，〈關於 Fengson 

Green〉，streetvoice 街聲，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19 日，取自

https://streetvoice.com/fengsongreen/about/ 
47 Sui 和小玉，〈用吉他尬大聲專訪系列：落差草原 WWWW 的絕美土地吟詠〉，redbull，2015

年 7 月 31 日，取自 https://www.redbull.com/tw-zh/hardriff-interview-wwww 
48 媽媽大吼 Bighole!mama，臉書粉絲專頁關於頁面，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19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pg/bigholemama/about/?ref=page_internal 
49 拍謝少年 Sorry Youth，臉書粉絲專頁關於頁面，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19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pg/sorryyouthtw/about/?ref=page_internal 
50 最後大浪 The Last Wave 官網，擷錄時間 2019 年 6 月 19 日，取自

https://thelastwave.bandcamp.com/ 
51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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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場除了音樂演出，還設有一張桌子擺放麥克風，那是牆破 RADIO 的 DJ 小

肆與米奇鰻，他們的現場廣播夾敘笑聲，歡快地介紹攤主和熱絡現場氣氛。即使

是頭一次接觸小誌的初學者，在漫漫刊物中也能藉由他們的對話來接軌小誌文化。 

    在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不只是視覺上被琳瑯滿目的刊物衝

擊，聽覺上也是滿滿刺激。曾有中國交換生匿名反應認為現場太過擁擠吵雜，希

望主辦能專注於市集活動，而不是讓樂團音量蓋過攤主和客人的交流。52主辦的

回應是只要未來能邀請到樂團，就不打算放棄在小誌會場進行表演。由此可見，

走入小誌市集即是來到一處混亂的體驗，不尋常的刊物和生猛實驗性的獨立音樂，

小誌市集不願只是單純商業販售，商業不過是其中一個特質，更重要的是小誌市

集聚集了一群期待顛覆既定傳統的人們。 

 

三、對於「新」的追求 

 

   2016 年第四屆後，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一連暫停兩年舉辦。 

 

停下來是因為覺得我對刊物開始有點麻痺，看一眼就知道好不好已經有

一個職業倦怠，就知道你要講什麼和知道你是哪個風格，再選下去會有

盲點。好像也沒辦法給攤位新的形式，第三屆辦完就沒有想辦了。53 

 

一直在想，怎樣才能讓小誌這個活動更有現場 live 感， 

就好像看表演一樣，錯過了就不會有另一次一樣的感受。54 

 

對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來說，一個市集的成立並不只是在每年表

                                                      
52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5 年 6 月 2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hotos/a.172806799543575/489736947850557/?type=3&theate

r 
53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54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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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間去喬定場地、工作人員以及招募攤商等行政事項，核心價值是每屆如何再

為攤主和客人帶來新的感受。身為一個市集，主辦方卻被抽象的理想抱負所止步

是件奇怪的事，暫辦市集意味著減少商業交易的機會。何況觀察四屆小誌市集的

攤位數以來，從 2013 年第一屆「臺灣小誌市集」10 攤55；第二屆「紙本群島」

28 攤56；第三屆「靈魂複印本」46 攤57 ；第四屆「家有囍事」46 攤58，規模最後

擴增到三個場地，除了行者本有的地下室空間外，再增鄰近店家樓下咖啡和 COW 

Records。從攤位數呈現正成長可以發現，小誌的創作者是逐年增加，四年經營下

來小誌市場逐漸出現一定需求量，市集理應可以繼續發展下去，主辦卻選擇擱置

兩年的商業機會。 

    其實，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從來沒有收過門票，攤位費兩日

不超過一千元59，相較於其他市集攤位租金並不貴，因此場地費等活動開銷沒辦

法單純以攤位費打平成本。那為何在無法獲得有效收益下仍舊持續舉辦？邱璽民

表示因為自己也有擺攤有收入，所以相抵成本下他認為也沒賠什麼錢所以繼續辦

下去60。第三屆由於當時有賣官方會場刊物《靈魂複印本》，一本 250 元銷量不錯

而有小賺回來。另外，會場的攤位不全然都是刊物，也會有賣冰淇淋和香腸等食

                                                      
55 第一屆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並沒有製作攤位列表，經 2013 年相關動態

數數為 10 攤。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19 日。 
56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4 年 5 月 2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hotos/a.172806799543575/295322420625345/?type=3&theate

r 
57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5 年 4 月 14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hotos/a.172806799543575/466763480147904/?type=3&theate

r 
58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6 年 5 月 4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hotos/a.172806799543575/633794750111442/?type=3&theate

r 
59 第二屆兩天五百元。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4 年 4 月 17 日，取

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hotos/a.172806799543575/290531294437791/?type=1&theate

r 

第三屆兩天八百元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5 年 4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hotos/a.172806799543575/460762884081297/?type=1&theate

r 

第五屆大攤兩天一千元，小攤兩天五百。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9

年 3 月 5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osts/1266149146875996/ 
60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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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項，這看似違反當初創立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單純刊物市集

的創立初衷，但其實這些食物攤主本身都是有做刊物，對主辦來說只是這些創作

者多一個技能，堅持還是不會讓太多不是刊物的人進來。61 

  總結來看，舉辦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對於主辦方並非是一項

好賺的商業收入，超乎商業層面地在乎市集本身能再為臺灣小誌帶來怎麼樣的新

感受，「新」是一種刺激，而小誌非常需要這個元素，因為小誌的特質即是與主

流體制衝擊的媒介，若是流於形式或保守穩定，小誌就將不是小誌。為此，小誌

市集很難簡單沿用既定形式，即使是獨立音樂表演，也要為所有的參加者呈現實

驗性爆發的作品，小誌本身也需要每年的更新活水才有意義。 

 

嗨～大家好久不見了， 

今年六月有空的話來聚一下吧。 

2019 第五屆 NOT BIG ISSUE 小誌獨立刊物市集，跟六年前第一屆的日

期一樣的 6/8-6/9 號，我們夏天見啦。62 

                                                      
61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62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動態，2019 年 1 月 23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hotos/a.302141416610112/1237754883048756/?type=3&theat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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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019 第五屆攤主名單:主題” F·R·I·E·N·D·S” 

資料來源：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9 年 6 月 6 日 

 

2019 年 1 月 23 日，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久違地公告第五屆

復活的動態。停辦的兩年臉書並沒有沉寂，不定期更新臺灣社會與政治關懷的貼

文，邱璽民表示想關心議題就盡量用手上的資源去使用來讓更多人看見。63這則

貼文以親暱朋友般的口吻向大家提起小誌市集的回歸，比起商業，其同樂成分至

2013 年創立以來始終保持著相同的調性，維持攤主間的友誼仍然是市集成立的

基礎。 

 

「原本今年卡在一個想做但又沒有新的東西可以做的狀態，後來去參加

waiting room64，好像活動就是要這樣辦下去，情感比較濃烈。可能是在

擺攤的認識的很多，很喜歡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感覺，還被主辦人嗆活動

                                                      
63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64 位於臺北市中山區，一間服飾兼賣小誌的音樂選品店。店長 Ahblue 是臺灣獨立樂團透明雜

誌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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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這樣辦的，就是想看那些厲害的創作者很難得再次聚在一起的感

覺。」65 

 

2018 年 10 月 6 日和 7 日，waiting room 舉辦第一屆 Room Service 藝術市集，綜

合出版品、音樂、飲食等多元攤位，共計 38 攤66。邱璽民在會場中遇到很多攤

主朋友，他表示還是很喜歡與創作者共同相處的氣氛，因此再度興起籌備 2019

年第五屆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的念頭。特別的是第五屆沒有安排

樂團表演，將這次舞臺聚焦於小誌作者67，最後誕生新活動「大隊接 zine」。如

同諧音「接力」，其規則是攤主事先報名響應，兩天會由牆破 RADIO 的小肆和

米奇鰻主持，在現場隨機抽出攤主登上舞臺，展開計時 20 分鐘的接龍創作賽，

會後主辦將會集結大家的成果印製為本屆的紀念刊物。2019 年 6 月 8 日當天現

場準備好長桌和一盒美術用品，被小肆和米奇鰻唱名的攤主看過前位隊友的創

作後趕緊動筆，通常 20 分鐘能畫出平均 3 頁的分鏡，紙張底色有白、綠、黃、

灰、淺藍等不限定規格，畫筆顏色更是由創作者隨機發揮。68攤主進行創作

時，其他客人會跟著圍觀，過程像是正在變成讀者，廣播兩人組也會穿插攤主

介紹，偶爾突發訪問攤主炒熱現場氣氛。每一位創作者的畫風都強烈地彰顯各

自性格，相異程度讓人忍不住為主辦日後該如何調整印刷色調煩惱，但這即是

小誌市集縮影，簡單的筆和紙張就能創作小誌，不管哪一種線條都是在增添多

元性。 

 

                                                      
65 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66 集結本地數十組含括音樂、書刊出版、品牌與創作組織、獨立店舖、飲食等各型態自主單位

共聚一堂，於臺北 4am Station 展場進行為期兩天圍繞於特色出版的展售活動。Waiting Room 

主辦，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am-station/room-

service-2018/299270454190753/ 
67 邱璽民：「這次舞臺想留給創作者，大隊接 zine。創作者接力創作，規定是呼應上一個創作

者，一個人的時間 20 至 30 分鐘。」邱璽民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11 日。 
68 研究者觀察，2019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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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大隊接 ZINE 

資料來源：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9 年 6 月 9 日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無疑為臺灣小誌作者提供一個良善的發

揮舞臺，它的存在刺激小誌作者的參與心，其實也催生臺灣第一個且擷至 2019

年來看國內目前規模最大的藝術書市集——草率季。2016 年由藝術團體

superadd69為邱璽民和草率季創辦者黃偉倫牽線，他們相約行者門口的公園討論，

內容包括以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的身分提供攤主名單，使得 2016

年第一屆草率季成功地找尋適合的攤主群。 

第三節  2016 年以後連結國際的小誌活動 

    2016 年 5 月 21 日和 22 日，第四屆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落幕

後，並暫停市集兩年，但臺灣小誌的市集並沒有隨之停歇，分別在臺北 2016 年

秋季和 2017 年春季新立兩個與小誌相關的市集：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和

ZINE DAY Taiwan。 

  兩者的共通點是國際小誌的攤位數占比提高，市集明顯定位將臺灣刊物創作

者與國際接軌，促進彼此交流。雖然 2015 年第三屆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

                                                      
69 「嗨我們是 SUPER ADD （中文名：超級注意力不集中） 是一個做裝置藝術的組織，主要

活動是不定期舉辦「Super ADD 裝置趴」；另外也會繼續做沒有組織的事 例如胡搞瞎搞搞破

壞、搬運大型裝置在街上晃來晃去、躲蟑螂、玩家用桌球喝酒遊戲、中二魔導士的野兔祭壇

⋯⋯不知不覺就已經 6 年了，竟然做了不少作品與展覽還有活動，嗯大海真是一望無際啊」

Super Add，臉書專頁關於，擷取時間 2019 年 5 月 28 日，

https://www.facebook.com/pg/superadd.art/about/?ref=page_in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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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市集也有來自美國、日本、韓國、香港、中國的小誌70，其市集性質偏向是臺

灣國內小誌作者的重要聚會。 

  2016 年 10 月 21 日和 22 日於北投的空場藝術聚出現臺灣第一個藝術書市集

「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綜合小誌、獨立書店、出版社等攤位數直達 50

個71，與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累積四屆的 46 攤相近，發展到 2018

年第三屆攤位數更是突破 160 攤。2016 年活動兩天共有 16 組音樂表演72，與小

誌相關的刊物市集與音樂仍有關聯性；除了佔地 170 坪的市集之外，主辦方還準

備兩項「讀者客房服務」──真人有聲書 LIVE 和假手代翻書 LIVE 圖書放映室73，

即使參加者在會場角落片刻休息時，也可以沉浸在滿滿出版品的氣氛之中。2017

年 2 月 25 日和 26 日，來自日本大阪レトロ印刷 JAM 的臺灣分店 RETRO 印刷

JAM 發生了「ZINE DAY Taiwan 2017」，兩天攤位部分有異，共計 49 攤。值得注

意的是會場不是一般的活動租賃空間，而是於 RETRO 印刷 JAM 二樓，第一次

前來的參加者也能透過活動認識影印店。 

                                                      
70 張宗舜和邱璽民對談，〈獨冊 2016 - ZINE issue 本與冊的日常雜談 & Not Big Issue 小誌〉，

臺北村落之聲，2016 年 9 月 2 日，取自 https://www.urstaipei.net/article/20085 
71 草率季 Art Book Fair & More_[海綿做的・2016] 官方網站，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22 日，取

自 http://polymer.tw/2016/10/01/%E8%8D%89%E7%8E%87%E5%AD%A3-art-book-fair-sponge/ 
72 草率季 Art Book Fair & More_[海綿做的・2016] ，臉書活動頁面。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20

日，取自 https://reurl.cc/MKe1k 
73 草率季 Art Book Fair & More_[海綿做的・2016] 官方網站，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22 日，取

自 http://polymer.tw/2016/10/01/%E8%8D%89%E7%8E%87%E5%AD%A3-art-book-fair-spo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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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第一屆草率季「讀者客房服務」：真人有聲書 LIVE 

資料來源：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臉書專頁，2016 年 10 月 21 日 

 

    本節將以這兩個活動做討論，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和 ZINE DAY 

Taiwa 兩者都是主辦者有意營造臺灣小誌與外國小誌並容的活動，使得臺灣小誌

市集逐漸不再只是圈內人才知道的資訊，做大小誌圈與出版、藝術等圈等連結，

來梳理臺灣小誌幾年來從本土走入世界後的模樣。 

 

一、臺灣與國際大串聯：2016 年創立的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如果可以草莽率性，誰想要一本正經。74 

 

這句話是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的核心標語，三年來會場氣氛也真顛覆了一

                                                      
74 草率季 Art Book Fair & More_[海綿做的・2016] 官方網站，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22 日，取

自 http://polymer.tw/2016/10/01/%E8%8D%89%E7%8E%87%E5%AD%A3-art-book-fair-spo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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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展覽正經、有秩序的既定想像。首先，攤位擺放的刊物不論是小誌或是藝術書

都生猛地衝擊讀者的視覺喊美學；再來是會場布置也別有用心，2016 年主題是

無理頭的「海綿 Sponge」，會場裝飾即是出現不規則的彩色海綿和平常洗碗的單

面菜瓜布的黃海綿；2017 年「草藥 Herb」會場散落數盆植栽這回主辦提供木料

和繽紛色系的大小不等的物流籃供攤主自己拼組攤位的各種可能性，活動結束後

方便拆解來回收再利用；2018 年「宇宙大爆炸 Bang Bang Bang」主辦提供許多

紙箱，再度挑戰攤主對攤位的創意設計。這些隨手可見的平常元素率性地在草率

季登場而不突兀，就如標語所說，從會場布置就能感受到草莽率性，更不用說主

角藝術書和小誌等紙本刊物，絕對是更自由奔放。 

    以下將分做三點分析草率季的誕生原因以及對臺灣小誌的意義，首先繼承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的臺灣小誌攤主名單，並加入國際創作者活

水；再者，展現臺北城市風格的 Art Book Fair：重視每屆主題性和一貫草率的氣

質；最後，小誌資料庫計畫：Zine Archive。歸結三點來討論，以草率的態度做為

行動的核心並非突然爆出的年輕人亂搞，而是臺灣在舉辦特色刊物願意堅持的精

神，率性且真誠地邀請更多創作者參與其中。 

 

（一）繼承臺灣小誌市集攤主名單，加入國際創作者活水：黃偉倫參加過 2015 年

第三屆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這個經驗影響了日後草率季的舉辦

方向。 

 

從市集變成藝術書市集的集會來說，璽民那個精神已經是藝術書很應該

嘗試的精神。重點不是他的攤位數，重點還是所有出現的刊物和出版人

的精神和原創性。75 

 

在他思索草率季要成為哪一種參展攤位時，「好像小誌反而是最重要的一塊」76，

                                                      
75 黃偉倫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76 編輯室，〈Not Big Issue X 草率季 Art Book Fair & More 策展人對談 邱璽民 vs 黃偉倫對談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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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小誌能為藝術家的精神具現化成紙本刊物，這正是草率季想呈現的樣貌。 

  空場藝文展演空間創立於 2013 年77，為藝術家團體舉辦多場實驗性展覽、畢

業展、open studio，即是一個喜歡跨界合作且探索不同可能性的組織78。然而 

運行過程中內部逐漸出現分歧一度興辦活動驟減，意外在 2016 年 2 月臺南大地

震後，藝術家成員紛紛為了募集臺南古蹟修復費用而主動義賣作品，此等行動能

量重新團結空場，此年也正是第一屆草率季的誕生年。另外，空場的租約即將到

期，在房東不願續約的情形之下想把握最後能做大事的機會79，兩個月後的 10 月

下旬，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正式問世。 

  在 2016 年第一屆草率季前，黃偉倫表示他們注意到國外藝術家常用 zine 的

形式表現自己，藝術家往往透過個展讓人們知道作品，印製成 zine 即使在展覽結

束也能有一個紙本收藏80。若是舉辦藝術書市集，不但能吸引喜歡小誌或是喜歡

藝術家出版物的族群，連本來喜歡看展覽的人也會前來參加，能將不同群體的愛

好者串連在同一個平臺，這無疑是在逐漸創造最大公倍數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空場主辦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但第一屆攤主並

不是以空場藝術家為主，黃偉倫回憶那時他們並沒有太多時間投入製作，因為第

一屆籌辦時間非常匆忙。在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開始前兩個月，他和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主辦者之一邱璽民透過藝術團體 superadd 認識，

從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參加過的攤主名單中邀約參加第一屆草率

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誌市集〉，《我的雜誌，我的世界 ZINE 世代與他們新中的那口井》，新活水，2018 年 1 月，臺

北，頁 62。 
77 「空場」藝術聚落為「空間的藝術場域」縮寫，由一群充滿抱負的藝術家成立，「空」代表

著包容性，英文名 Polymer 也代表著「聚合物」。劉怡均，〈一場空？北投「空場」最終展明登

場 訴臺灣藝術產業困境〉，臺灣英文新聞，2018 年 11 月 2 日，取自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news/3566421 
78 黃偉倫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79 黃偉倫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80 黃偉倫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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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飛來飛去是常見，但我們生在臺灣。能見度並不是很高，要飛過

來臺灣會是一種考量，要怎麼讓飛來臺灣成為一個吸引力? 81 

 

至於國外的攤主，黃偉倫和空場團隊本有相識或是正在注意的創作者，以寫電子

郵件的方式邀請他們來臺灣。由於是新創的第一屆沒有歷屆資料，短時間不容易

打動國外藝術家願意自費飛到亞洲臺灣；在 2017 年第二屆，因為留有第一屆的

資料和照片更具把 Art Book Fair 做好的實力與證據82，該年國外攤位數成功超過

50 攤，2018 年甚至突破 80 攤，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的口碑已經逐漸壯

大。 

 

以規模來說，草率季確實是第一個最大的、邀請國別最多元的，但這件

事並不是最重要的，也不會去區分是市集或是書展不太重要，可能對公

部門和長輩來說品質是有差，但藝術書市集本來就要掌握前衛、很嘗試

性、接地氣，區分不是這麼重要。83 

 

據黃偉倫提供的統計人數，第一年約 2300 人；第二年約 3500 人；第三年約 5600

人。84不論場地或是與會人數的規模之大已經不能視作藝術家聚會，但草率季的

營收在第一、第二年每年赤字幾十萬，第三年打平，原因是第三年有政府補助。

前幾次向政府部門申請時未過。黃偉倫提起亞洲第一個藝術書市集 Tokyo Art 

Book Fair 於 2009 年開始舉辦，當時也沒有一個成熟的場地，也請不到官方補助，

官方會認為 artbook fair 不就是一般市集，作品也像是年輕人亂畫。在第三、第四

年市政府才知道 Tokyo Art Book Fair 是很次文化的刊物呈現，所以開始幫忙喬美

                                                      
81 黃偉倫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82 黃偉倫：「過去（空場）做過一些展覽，只能這樣介紹。有第一年案例後就可以跟他們說有

誰參加過，場地長怎樣，第二年的紀錄和照片就更豐富，未來就容易讓人參加。」黃偉倫訪談

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83 黃偉倫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84 黃偉倫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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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館場地，相關補助才漸漸穩定下來。85回看臺灣草率季案例，屬於次文化刊物

的小誌和藝術書的閱讀體驗並非一般出版物讓人熟悉，形式和內容往往衝撞既定

美學的框架，並且光是接觸該類刊物不能只是簡單地走進一間連鎖書店或網路書

城，需要知道相關市集活動才能了解門路。次文化與年輕人族群高度重疊，作風

穩定的政府組織難以一時消化他們對於臺灣文化的助益，但事實上，次文化的小

誌和藝術書成功地讓臺灣走向世界。  

 

（二）展現臺北城市風格的 Art Book Fair： 

 

第二年的時候，比較認真考慮：至少做出亞洲，秀出臺北風格，把一些

前衛的作品例如藝廊、國外的藝廊也一起邀請過來。讓臺灣出版人也能

被國外人注意到，原來臺北有這些人在創作，所以才會用大場地。86 

 

2016 年草率季的地點是北投佔地 170 坪的空場藝術聚落87；2017 年移至松菸北

向製菸工廠，2018 年於松菸製菸廠 2 樓使用 380 坪展覽空間88，三年的佔地面積

大，企圖容納臺灣和國外創作者的決心也相當明顯。2017 年離開空場是因為無

法再續約租賃，在尋找新場地時曾經考慮空總新創基地，但當時空總被規定該空

間不能舉辦交易活動而作罷，最後找上松菸，場地可以容納一百多個攤位。比起

空場，松菸與市民距離更加拉近，容易出現好奇的過路客來參加。因此在預算可

以接受下，且松菸有空檔，剛好是秋季，從此定調草率季都在秋天舉辦。另外，

第二屆草率季是 10 月 13 日到 15 日，黃偉倫補充有與 Tokyo Art Book Fair 商量

好舉辦時間（2017 年 10 月 5 日到 10 月 8 日），希望國外創作者參加完 Tokyo Art 

                                                      
85 黃偉倫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86 黃偉倫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87 BIOS monthly，〈草率季 ART BOOK FAIR & SPONGE  最狂最不可思議的大型藝術書刊市

集本週末登場〉，2016 年 10 月 18 日，取自 http://www.biosmonthly.com/collection_topic/8133 
88 2018 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 bang bang bang! 宇宙大爆炸 藝術書刊市集，臉書活動頁

面，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21 日，取自 https://reurl.cc/Vbd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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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 Fair，增加對草率季的參加動力。89 

    關於場地，從本來的藝術家場域空場跳到與市民空間的松菸有影響到草率季

的氣氛嗎？ 

黃偉倫表示： 

場地沒有太大的差別。本來空間風格就很一般人覺得很破爛，比較廉價

的材質，雜亂的呈現。會走進來的人還是喜歡。 

   

黃偉倫：「這麼多元的身份背景一起去做這樣的 fair，所以出來的東西蠻

像臺北，混雜很多不一樣的生活，混砸很不一樣的⋯比較雜亂，但也很

有生命力，這種生命力，還蠻嚇到其他國家來參加的人。」90 

 

即使移至展覽常用的場地，草率季依舊保持多元紛亂的並蓄精神，會場材料緊扣

符合常民精神的簡易木料、木棧板、蜂巢紙板、巨大紙捲、物流箱、紙箱等素材，

而非趨於精緻的展現。2017 年草率季邀請國內外約 110 組個人團體參與擺攤；

2018 年達到 180 組創作者，國籍更是橫跨 14 國91，如同黃偉倫所說參加者的背

景相當多元，他認為與臺北這座城市的調性有相似的混雜度，且具生命性能使得

外國創作者留下深刻印象。這個特質向世界呈現臺灣藝術書市集的模樣，讓草率

季在世界藝術書市集佔有不可取的一席。 

 

（三） 小誌資料庫計畫：Zine Archive： 

 

Zine Book 常常面臨印製數量稀少、缺少 ISBN 與 ISSN 條碼歸檔，而導

致絕版，難以被妥善保存等難題。為了改善這樣的現況，我們決定建置

                                                      
89 「跟東京 artbook fair 有溝通好時間，讓大家從東京後來臺灣。」黃偉倫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90 江昭倫，〈無須正經！臺北草率季藝術書展 14 國創作者力挺〉，Rti 中央廣播電臺，2018 年

10 月 11 日。取自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27923 
91 江昭倫，〈無須正經！臺北草率季藝術書展 14 國創作者力挺〉，Rti 中央廣播電臺，2018 年

10 月 11 日。取自 https://www.rti.org.tw/news/view/id/42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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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平臺，公開募集 Zine Books 以及 Zine Maker 進駐，縝密的搜集資

料並公開在網路上，提供給民眾使用。92 

 

Zine Archive 是 2018 年由草率季主辦者黃偉倫與刊物團體麻石93主理人潘思翰創

辦，將 2018 第三屆草率季成功募集到的小誌存入 PrintFile 無酸保存套和線上登

錄94，2019 年目標是登錄 250 本小誌。95草率季身為臺灣最大藝術書市集，以官

方的力量號召讓創作者有基本信賴。黃偉倫表示藉由這個資料庫可以比較完整看

到臺灣做 zine 的獨特風格。小誌因為量少，賣完通常即絕版，有這個線上平臺後

能讓新人知道原來有這本書的存在，若有興趣還能有門路聯絡到作者。 

創作者如何看待草率季這個場域？黃偉倫認為可以分成兩個層次：比較成熟的藝

術家和出版者在會場的聚焦重點是哪一個運送人或書店可以帶他們的書；更年輕

一點的獨立出版或小誌作者則想在會場一次認識全部攤位的人，快速跟自己同樣

喜好的人聚在一起，或許在發展下去可以給哪家書店來賣，設想書店應該會很喜

歡哪些東西。96草率季的定位即是一個巨大的資訊交流平臺，經歷三年下來，也

自然地進而啟動了保存小誌等刊物的 Zine Archive 計畫。 

 

「zine 作為精神就是讓一般人很容易做出來，表達自己。品質反而不是

去看國外有什麼水準，而是臺灣有沒有更多人願意嘗試，做獨特敘事，

就是一個最重要的事情。」97 

 

臺灣的創作者表現自己，同時也在形塑屬於臺灣的小誌風格。綜觀小誌市集即是

                                                      
92 Zinearchive 官方網站，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22 日，取自 http://zinearchive.org/ 
93 麻石，2016 年成立的刊物發行團體，主要聚焦於設計、藝術以及生活，並嘗試與各路人馬

合作，共同雕塑紙本的新樣貌。麻石，臉書粉絲專頁關於，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22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pg/hi.granite/about/?ref=page_internal 
94 「大家放心，草率季期間募集到的 Zine Book，都已經使用進行存放，在宇宙大爆炸之前，

它們會一直好好的。」Zinearchive，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8 年 10 月 24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pg/zinearchive.org/posts/ 
95 Zinearchive 官方網站，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22 日，取自 http://zinearchive.org/ 
96 黃偉倫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97 黃偉倫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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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量機會去感受當前臺灣小誌的創作生態，但小誌人人都可以創作的優點一

刀兩面地容易淪為流行，削減創作者彼此的獨特性。雖然美國與日本等國比臺灣

更早發展小誌文化，但有些小誌是即使參照成熟的地區也無法取代，那即是只有

臺灣能創作出的獨特敘事。2018 年成立 Zine Archive，也代表臺灣的獨特敘事已

經在小誌發展上看到影子。 

 

二、 臺日小誌作者聚會：2017 年成立的 ZINE DAY TAIWAN 

 

    2017 年春天，在 RETRO 印刷 JAM 二樓舉辦第一屆 ZINE DAY TAIWAN，

截至 2019 年目前已經舉辦三屆。RETRO 印刷 JAM 成立於 2016 年，為日本大阪

レトロ印刷 JAM 的臺灣分店，主打「RISO 印刷（孔版印刷）」和絹印。值得注

意的是，RISO 印刷為近年來臺灣小誌作者愛用的印刷方法98，2018 年中華文化

總會主辦的「誌同道合 - 獨立出版工作坊99」和同年臺北國際書展青年創意出版

區「MAKE A ZINE 2」100都有安排孔版印刷的環節，可見孔版印刷在臺灣小誌的

影響力不小。因此，以孔版印刷店空間的 ZINE DAY TAIWAN 勢必讓更多臺灣小

誌作者接觸此類印刷，在日後輸出時大增選擇孔版印刷的機會。 

    ZINE DAY TAIWAN 的主辦單位是 Mayumi Kummagai 和 MON，兩人在 2015

年秋季於レトロ印刷 JAM 開始常年舉辦 ZINE DAY OSAKA101，並於 2017 春季

年向 RETRO 印刷 JAM 租用場地102，將活動成功拓展到臺灣。 

  MON 希望讓小誌活動維持在一個小規模103，可知 ZINE DAY TAIWAN 的未

                                                      
98 研究者觀察。 
99 活動時間 2018 年 2 月 23 日到 24 日，取自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801290433111067340426 
100 臺北國際書展官方網站，〈青年創意出版區：「做本 ZINE2」〉2018 年 1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tibe.org.tw/tw/show_detail/17/28/140 
101 「5 years ago, RETRO PRINT OSAKA moved and open the work space, then we 

consult them to rent the space and the 1st ZINE DAY OSAKA was hold in 

fall 2015.」MON 訪談筆記，2019 年 2 月 28 日。 
102 「After the 1st ZINE DAY OSAKA, RETRO PRINT TAIWAN opened, then we could 

have ZINE DAY TAIWAN.」MON 訪談筆記，2019 年 2 月 28 日。 
103 MON 訪談筆記，2019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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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規模不會如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和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

逐年擴大的跡象，參與者不會過多而無法好好仔細閱讀每本小誌的窘境。這個運

作思維與臺灣原生的前兩個小誌市集相當迥異，小誌爆炸般的多元現象一直是臺

灣小誌市集想呈現的模樣，但 ZINE DAY TAIWAN 卻回歸小誌的閱讀體驗，正因

為多元，反而要把握市集兩天的機會細緻地閱讀它們。 

  為了便利地舉辦工作坊，影印店為活動場地是非常合適的選擇。由於活動不

以營利為主，花費並不能從兩天市集中全部回收。雖然不容易脫離赤字，但 MON

表示整體開銷仍舊還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並且希望能年年舉辦下去。104雖然 ZINE 

DAY 找上根本不是大型的展覽用地，工作坊也是為了單純地推廣小誌創作，看

似小場地小企畫的活動，攤主卻是多國籍的參與。ZINE DAY OSAKA 2 有 8 位

來自臺灣的小誌作者，在 2018 年 ZINE DAY OSAKA 4 攤主一組來自德國，三組

來自巴西，一組來自印尼。105即使 ZINE DAY TAIWAN 從日本遠來臺灣舉辦，來

自日本的攤主也有 8 位。小誌作者對於推廣更多讀者的熱情，在 ZINE DAY 強烈

地展現出來。雖然是參與市集不能說無關商業，但能為了熱情而投入更大的成本

去進行交流，絕對是小誌作者的特殊之處。

                                                      
104 「Since we are not seek profits, we are traveling here and it is joy to have the event. Of course we 

can not pay all expenses, so we carefully calculate the plans, still entry fees for ZINE DAY is not 

expensive（because we think people should be able to participate easily）.」MON 訪談筆記，2019

年 2 月 28 日。 
105 MON 訪談筆記，2019 年 2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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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zine 長期駐店與流動的衍伸：從書店到

新興活動 

 

  即使小誌市集再熱鬧盛大，時間長度最多維持兩天。一旦結束活動，大量的

小誌又只能各自回歸作者手中。小誌本來通路少又神秘，若能長期曝光，對應的

定點販賣必須被發展出來，但小誌印量少且作者能投入的成本有限，形式和內容

也不易被大眾一時消化接受，種種條件下不可能有大通路書店願意進貨小誌。即

使獨立書店可以按照個別店主的想法自由排列書架，但小誌通常不會放在面擺位

置。這章提到的兩家獨立書店特別之處是選書都由老闆自己尋找通路，熱衷引進

無法在連鎖書店買到的出版品，小誌成為了這類書店的主角之一。 

    前一章提到 2000 年代小誌出現在餐飲店，在零星獨立書店探頭。這一章旨

在調查 2010 年代寄賣空間的轉變，小誌寄賣的風氣變得興盛。原因是有幾間書

店開始進貨上百種的小誌，讀者甚至還為尋找小誌前來書店。本文選擇兩間書店

做為訪談對象，田園城市和 Mangasick。理由是他們約早在 2013 年接受小誌寄

賣，於 2019 年仍然維持營業。兩者共同引入大量日本文化元素的書本和小誌，

不同之處分別是對於小誌的美學差異，這也是此類書店的魅力，不可能有第二間

獨立書店和自己店進貨相似，各自營造出獨特的選書口味，增加不同種小誌成功

遇到讀者的機率。 

    較早發跡的小誌市集規模越辦越大型，在逐漸形成一個固定模式的過程中，

2017 年別開生面出現市集之外的小誌活動形式，跳脫金錢交易回到最原始的以

物易物，以小誌易小誌，為小誌活動再注入活水。另外，小誌活動好發於臺北，

2018 年中南部也出現小誌市集。本文將以這兩項小誌活動主辦者做為訪談對象，

來討論小誌活動為何可以再創新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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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推廣插圖和設計系小誌：田園城市書店 

 

    田園城市本身是一間出版社兼書店，出版於 1994 年開始，書店於 2004 年開

張。田園城市社長陳炳槮喜愛出版十多年常跑日本，他注意到一些區域性小書店、

二手書店、設計工作室會出一些少量的刊物。即使是日本一般小書店，通常也會

有小展覽場，小個展會出小冊子供翻閱或購買。內容和形式很有趣，陳炳槮說明

那個時候還沒有一個名字去命名。當時他思索怎麼讓臺灣創作者知道這個東西，

它是就算展覽期間結束後依舊可以表現創作者的風格，讓人繼續知道他在做什麼

創作，那就是紙本的優點。這種刊物並不是作品集的正經出版，而是年輕創作者

所能製作小小的、不要太大壓力的但有創作代表，將它當平臺介面，把自己介紹

出去。 

  2009 年以觀摩者的身分到第一屆 Tokyo Art Book Fair，收購多本特殊裝幀的

刊物，他補充在那之後出現以「zine」稱呼部分特殊刊物。後來，田園城市也參

與第四屆 Tokyo Art Book Fair 攤位租兩個攤位來擺放臺灣小誌，設想創作者就不

用親自過去各別遠去租攤位，讓田園城市成為臺灣小誌能被看見的平臺1。 

 

一、 插畫師動員：以 2013 百元 zine 和 2016 百元 zine 為例 

 

我們約定好，以一百元的售價，限制創作成本， 

讓紙本創作沒有華麗的印刷技術做裝飾， 

單純地只留下讓人熱血沸騰的創意理念。 

  

就像是回到創作時最簡單的狀態。 

  

                                                      
1 屆數不詳。田園城市訪談筆記，2019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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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來參觀百元 zine 的你也發現了， 

其實在我們這個時代，任何人都可以出版自己的想法。 

包括你和我！2 

 

2013 年 9 月，臺北田園城市書店舉辦「百元 zine」，邀請 30 名臺灣插畫家和素

人藝術家創作小誌一起辦展覽。將 30 名畫風迥異的創作者融於聯展絕對是挑戰，

但這正是小誌多元並存的精神，不管是專業或是素人都能創作小誌。就算第一次

接觸小誌的人，面對多量的小誌品項也不會被單一小誌的形式給侷限住。定價一

百元一方面提升讀者購買小誌的親切度；另方面也是減低創作者對於作品過於精

緻的追求，具體實踐人人都可以簡單創作小誌的行動。 

  由於創作者得自己裝訂和印刷小誌，衡量時間等成本後現場每本小誌量約是

在 20 到 50 本內。3小誌的限量性鼓勵人們對它的收藏動力，且展覽中的小誌更

是屬於期間內才看得到的作品。田園城市約 2013 年前開放創作者寄賣小誌4，百

元 zine 後兩年內寄賣量上升，實為小誌的書店穩定通路打開一扇窗口。 

2013 年 7 月舉辦百元 zine；2013 年 11 月「Zine Zine Fair In Taipei」；2014 年 2 月

「ZINE 世代‧ 小誌革命」，沉寂兩年後 2016 年再推出「百元 zine」。第二屆保

留一百元的規則，創新的地方有二，一是再添規定全部單色印刷；二是 2013 年

參展人為全部臺灣創作者，2016 年為臺灣和日本小誌作者。為何三年後決定辦

第二屆？陳炳槮認為每一個類似的主題都必須要有分眾，可以輕鬆地去再舉辦小

誌展，但角度得不一樣去超越以前的經驗。 

 

   「展覽訴諸對象、訊息。不能永遠都是嘉年華式的，不然東西會疲憊。5」2013

                                                      
2 百元 zine，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3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100zine2013/photos/a.176269902547773/176269909214439/?type=3&thea

ter 
3 百元 zine，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3 年 9 月 13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100zine2013/photos/a.176269902547773/207689986072431/?type=3&thea

ter 
4 田園城市訪談筆記，2019 年 6 月 14 日。 
5 田園城市訪談筆記，2019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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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小誌的普及性已經打開，但他認為小誌的進化度並沒有隨之拉高。小誌活動

變得到處都有，北、中、南陸續登場，同樣創作者也受到數個同樣調性的活動邀

約。這樣下去，小誌活動怕只會停留在同溫層，攤主互相買賣就會失去意義，理

應要往外擴大，因此 2016 年百元 zine 加入日本小誌作者，單色創作的規定一方

面挑戰創作者，一方面也跟讀者宣告即使一種顏色也能完成一本小誌。 

 

二、 引入日本小誌文化：出版《girls ZINE》系列 

 

2014 年田園城市翻譯日本一套兩本關於小誌的介紹書：《girls ZINE：動手 

做，與 ZINE 同樂》與《girls ZINE 寫給女孩的 zine 指南》。從書名來看，zine 與

女孩有高度關聯性；內容介紹多名日本境內的女性小誌作者，整體編排視覺是偏

可愛、少女的設計，其中也有篇章提供如何做一本小誌的教學，看起來就像是一

堂美術課的擷取片段。陳炳槮表示當時日本相關書籍不多，現象普遍比例是女孩

子，且這套多元性比較強也比較有系統，所以將它來引進臺灣。 

 

圖 6《girls ZINE：動手做，與 ZINE 同樂》與 

《girls ZINE 寫給女孩的 zine 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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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田園城市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4 年 2 月 20 日 

    陳炳槮注意到在日本很多政府企業會發放 freepaper，或是沒有壓力、不設

限印量不多的觀光特色小刊，不像在臺灣看到很商業的刊物。在接受到這些概

念後，決定在臺灣推廣，甚至翻譯成書。以人人都可以創作小誌的同樂性和可

行性的角度來打開介紹面，這時創作者需要有一個的平臺去宣揚自己的小誌，

如此一來本來的粉絲也會慢慢了解小誌。 

 

三、 書店商業的必要：小誌是生活風格 

 

  走進田園城市生活風格書店，入口處左邊有三個白色報架專門面擺數十本

小誌，另外一區的推置數十個物流籃的書櫃，其中有幾籃分別單獨擺放一個小

誌作者的刊物和衍生商品，店內也會舉辦小誌作者的展覽。書店和市集不同之

處在於需要長期有效的商業收益才能運作，陳炳槮提到一本小誌若是一個月能

賣到十本已經是很好的表現。總體來看書店擺設，小誌佔據不小的位置但並不

是田園城市的主要利益，那為何一間書店需要小誌？ 

    田園城市在 1994 年先有出版社，2004 年有實體書店。陳炳槮表示出版的

時候就在想通路在哪裡，網路上的商城就是固定幾家，實體書店也不一定能符

合自家書的擺放位置，有一間書店可以展現自己的想法是最好。書店身為刊物

的平臺需要有獨樹一格的精神內涵和氣氛，客人就會慢慢來。田園城市的出版

品與設計與藝術相關，與小誌作者本身的喜好領域接近。田園城市講求生活風

格，不單獨講藝術、美學、高端、廉價，田園城市想呈現出是多元，因此小誌

正是非常合適的存在。 

 

既然是一個平臺，我來幫大家找。自己喜歡，別人也喜歡，就是一個分

享概念。在什麼角度做什麼事情，不會只是商業，商機隱藏在背後的。6 

                                                      
6 田園城市訪談筆記，2019 年 6 月 14 日。 

doi:10.6342/NTU201903727



54 
 

 

小誌量少，不可能同時間鋪售很多書店。即使店內有販售小誌例如 mangasick、

朋丁、荒花等等特殊書店，彼此間也不會一起進相同小誌，因為不一樣的選書才

是他們設店的核心精神7，多樣且通路有限的小誌使田園城市這間書店更具特殊

性。2016 年後，由於小誌普及性打開，田園城市不再像過去強力推廣小誌，但平

臺還在，現階段是穩定自己的位置，過濾店內想販售的小誌。 

 

「這些品項的精神跟你賣的東西能量、體型是不耐久的，我不是賣冰箱

的。我們這些東西是不被必需的生活消耗品，我一念完就是消耗品。 

你有時候想到可以常來，來的時候發現很多元就可以選一個。 

做一間 zine 相關書店讓它有趣多一點才會帶動購買慾，要能夠多元才能

買多。」8 

 

談論小誌通常會關注創作者對於出版的熱情，但不能避談其商業性，畢竟至少要

不虧本才能再產出下一本。即使小誌的收益不高，但書店也得考慮讓書成功賣出

的方式。為了避免部分小誌定價過高製造與讀者的隔閡9，陳炳槮提到近年來小

誌的定價越來越高，定價本來由創作者決定，但田園城市有時會適時地與作者討

論定價，增加小誌售出的可能性。「小誌是介紹自己的介面，物以稀為貴沒錯，

但小誌他是少，不是稀。」10小誌的精神與商業行為本身是相衝的，雖然小誌可

貴於創作者的自由性，定價和內容全權由自己控制，理想上不用管書店和讀者是

否願意買單，但對書店來說，刊物要流通才是最佳的狀態。目前田園城市小誌來

自韓國、日本、香港等地區，書店本身也會逛日本網站找尋新貨，後來日本創作

                                                      
7 「有能力的就是要各自做不一樣，不然就跟連鎖一樣，跟所謂 zine 的精神不一樣。每一家書

店都有的話就不要印了。」田園城市訪談筆記，2019 年 6 月 14 日。 
8 田園城市訪談筆記，2019 年 6 月 14 日。 
9 「要互相賞析（後）做到交易，總不會沒有交易還罵你。」田園城市訪談筆記，2019 年 6 月

14 日。 
10 田園城市訪談筆記，2019 年 6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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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會一個一個地介紹來寄賣。由於店內空間有限，半年後為售出的小誌會退還

創作者，專門來田園城市找小誌的讀者也將不斷接觸到新小誌。 

 

第二節 實驗小誌可能性的書店：Mangasick 

 

Mangasick 漫畫私倉另類的選書，雖使其在出版領域鶴立雞群，卻始終

無法打進主流市場。老 B 與黃尖認為，臺灣小眾文化市場尚未發展成

熟，無法效仿日本及歐美國家去扶植一項具不確定性的產業。即使如

此，他們所追求的並非符合所有人的胃口，而是撫平部分人心中無法被

滿足的缺憾。11 

 

2013 年，在公館一間地下室開張另類漫畫店「Mangasick」，裡面沒有像一般連鎖

店販賣主流漫畫，店內選書是勤跑日本書店收購的日文特殊漫畫、畫冊等刊物和

非主流的臺灣漫畫譯本，還有小誌可供購買或內閱。老 B 補充最早開放小誌寄賣

時並不會以「小誌」、「zine」來稱呼，而是以「自費出版」和「原創」的詞彙來

使用，一是小誌本來就屬於自費出版的一環；二是認為小誌的概念和精神尚未被

普遍認知。12 

   在 2011、2012 的大學時期，老 B 於當時還在師大商圈的小唱片行 waiting room

買到人生中第一本小誌《毒草》。老 B 本身會到日本尋找另類漫畫，因此看到《毒

草》直覺很帥立刻買下，很驚訝原來臺灣有人做出非常具有 zine 性格的東西。 

    由於在大學喜歡上獨立音樂，受到影響下店長老 B 曾去過龐克店解放之聲、

boven 雜誌圖書館、waiting room、書店下北沢世代、小白兔唱片行等販售刊物與

                                                      
11 陳玟凝、謝汶穎，〈Mangasick 漫畫私倉 敲響「另類漫畫」的鐘聲〉，生命力新聞， 取自

https://vita.tw/mangasick%E6%BC%AB%E7%95%AB%E7%A7%81%E5%80%89-

%E6%95%B2%E9%9F%BF-%E5%8F%A6%E9%A1%9E%E6%BC%AB%E7%95%AB-

%E7%9A%84%E9%90%98%E8%81%B2-aea2d102d124，2018 年 10 月 20 日。 
12 Mangasick 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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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相關的店家。據老 B 回憶，那時位在士林的 boven 老闆偶爾會從國外帶回來

獨立刊物，或是收藏國內少見的音樂雜誌。13走訪這些特色店家成為 2013 年開設

Mangasick 的養分，Mangasick 的存在是挑戰主流，專門販賣另類刊物，至 2019

年成為小誌重要的流通場所。 

 

一、 小誌觀測站：2014 到 2016 年小誌與同人誌社群的撞擊 

 

    在 2010 年代認識「小誌」之前，老 B 於 2000 年代國中時期就接觸自費出

版的另一種刊物「同人誌」。雖然同樣外觀都是薄本，臺灣同人誌承接日本漫畫

脈絡，二次創作既有的角色發行成漫畫或是小說。後期同人場出現原創本，漫畫

語言和角色特質雖然還是屬於日本漫畫系統，但是整體角色已經是新創。老 B 提

到部分創作者可能不了解 zine 的精神，自覺原創本也可以稱呼為 zine。她指出

zine 和同人誌的差異在於 zine 並不是附在動漫之下的出版品，zine 更強調個人創

意的表現，重視形式；同人誌重視內容，其印刷形式和開本已經有固定的公式，

也出現同人誌專門的影印店，例如千葉快速影印社。 

 

「我們也覺得應該給臺灣創作者發表原創作品的空間。傳統的通路像是

同人誌販售會，還是比較聚焦於二次創作，那偏門的、個性強烈的原創

作品與獨立刊物，就能以我們的店當作基地吧。」14 

 

在 2012 年 Mangasick 開店一年前於臉書建立粉絲專頁，不定期張貼漫畫資訊和

評論來經營受眾15，因此 2013 年開店後就陸續有人拿同人誌和小誌作品自費出

                                                      
13 Mangasick 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7 日。 
14 Yulin，〈次文化原創漫畫的基地——Mangasick 漫畫私倉，前進歪斜的航道，是為了成為開出

歧異花朵的沃土〉，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2016 年 1 月 7 日，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3813 
15 「三、四年前開始看 Mangasick 頁面的朋友，應該會發現我們有一個過渡期。沒在辦展，販

售商品極少的情況下，我們幾乎都是在寫各種導讀、評論、情報分享，期望積沙成塔，讓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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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物來談寄賣。由於 Mangasick 販售漫畫、zine 和同人誌等次文化作品，客群會

吸引到平時會逛同人場以及學習設計相關的學生前來，但這兩個文化背景對刊物

的理解並不太一樣。當同人場的讀者翻閱店內小誌，接收到的是明明是插畫本但

風格卻不是習慣非日美漫的繪畫風格，印刷黑白又比同人誌偏薄、開本小，價格

卻沒有比較低而開始對小誌困惑，甚至在 2014、2015 年以「文青同人誌」稱呼

小誌，認為它比一般同人誌還貴。16 

    「文青同人誌」一詞，那幾年有幾場店外的講座中老 B 會積極想釐清這個名

詞的內涵，首先她想先知道文青的意義是什麼，不希望店內刊物簡單地被標籤化。

老 B 認為前期開店會造成這種衝突是因為臺灣百分之八、九十的同人誌會輸出

相同規格和開本。相對同人圈，設計圈的客人直接翻閱同人誌也不太理解這種刊

物的好，因此兩個族群是不了解彼此，價值觀的衝突就會很明顯地並存在

Mangasick 店，位處在兩種文化的交接點使得店長老 B 認為 mangasick 所帶來的

路線很重要。 

 

在臺灣，最先開始做 zine 的人是設計師和視覺文化相關的工作者，他們

的「玩」自然會長成那個樣子，但後來開始想做 zine 的人似乎誤以為

zine 必須凸顯出設計面的獨特性，而且甚至會模仿特定插畫家畫風，主

動放棄 zine 的操作自由度。這種人一多，也會有越來越多人以為「zine

是我做不出來的東西，是專家做的東西。」17 

 

這是 2016 年春天 Mangasick 舉辦「我們活在 ZINE（與其他）的地獄裡」展覽的

「點誌－－我們的獨立刊物觀察」座談會節錄，邀請日本三間特色書店 TACO ché、

                                                      
對我們想推的風格產生一點印象，甚至親切感，認同感。」Mangasick，臉書粉絲專頁，2019

年 1 月 29 日。 
16 Mangasick 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7 日。 
17 Mangasick，〈燒毀文青同人誌－－寫於「我們活在 ZINE（與其他）的地獄裡」展後〉，2016

年 3 月 1 日，取自 http://mangasick.blogspot.com/2016/03/zi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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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OTAME、火星之庭店長來臺短講時《京都塑膠人》創作者邱璽民對於 zine 在

臺灣的觀察。邱璽民為 2013 年臺灣第一個刊物市集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

物市集的主辦者，mangasick 為 2014 年第二屆攤主之一。從以上 

得知，臺灣除了龐克小誌的樂迷文化，還有設計圈發展出以圖像為主的小誌，

Mangasick 明顯是後者的小誌場域。TACO ché 的中山小姐:「zine 也許就是：掌

握一定程度的操作訣竅與製作技巧後，進一步刪除『非這樣不可』之類的主觀想

法以及習慣所得的產物。」18雖然小誌的精神是人人都可以創作，如前一節田園

城市於 2013 到 2016 年致力推廣小誌，但之所以不斷推廣和短講也代表臺灣小誌

的模樣並非真的達到人人可以創作的階段，就像邱璽民所說，2016 年來看臺灣

小誌陷入一個類專家刊物的窘境。即使小誌自由，但創作者卻選擇服膺所謂流行

的小誌樣態而失去本來的核心價值，這也符合田園城市認為臺灣小誌出現進化度

不深的觀察。 

 

「我不會只挑好看的東西，因為創作者創作到一個階段，就會觸碰到內

心比較黑暗的東西。而當我賣這些創作時，會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有價

值：有了這家店，讓這些書可以放在店裡，讓讀者可以看到，達成與讀

者的溝通。一旦創作者到了這個小園地，會發現世界上很多人跟他做一

樣的事。」19 

 

近年來，同人場的創作者們也開始擷取 zine 的概念，對於刊物的包裝更加有主題

性來顯示出書的性格，也會為作品改變裝幀，這多多少少是受到 zine 的影響。同

樣，設計圈的人也會出現同人圈創作的題材，兩邊的人是相互學習，同人誌與 zine

的邊界愈見模糊。《不慌不忙的電影宅》，這本是以創作者主觀擷取電影來編輯的

                                                      
18 Mangasick，〈燒毀文青同人誌－－寫於「我們活在 ZINE（與其他）的地獄裡」展後〉，2016

年 3 月 1 日，取自 http://mangasick.blogspot.com/2016/03/zine.html 
19 蘇于修，〈Mangasick：漫畫私倉，餵飽內心黑暗面〉，Cheers 雜誌第 191 期，2016-08-01， 

取自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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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書，其中他們的視點又偏向同人的女性向的萌點，並且內頁中安排語讀者互動

的小遊戲，這本可以說是同人誌也可以稱為 zine，是兼具兩種身分的刊物。   

    Mangasick 目前店內分做三區：展覽區、販賣區和內閱區。小誌的蹤跡出現

在販賣區和內閱區，尤其在販賣區本數驚人，偶爾會登上展覽區。關於寄賣小誌，

老Ｂ提到 Taco ché 老闆曾說過基本寄賣她都不會拒絕，因此店內的書櫃滿滿都

是小誌，得客人一本本勤勞地挖掘。在 Taco ché 的尋書經驗，老Ｂ發現不少是很

偏門的獨立創作，會忍不住懷疑老闆是否沒挑過書，因為實在太多很怪的刊物。

老Ｂ認為日本書店很多，創作者數量也多也成熟，相對下通路也成熟，自然有分

化，遵循這個脈絡的人就會來。回到臺灣來看，由於小誌文化不論創作端和書店

端都尚在成長中，部分剛開始做小誌的人會沒有特定目標地在每間小誌販售書店

問寄賣，有些甚至沒來過店內。創作者不清楚寄賣書店的風格，也代表不了解自

己作品的受眾，臺灣小誌的流通管道也正待更成熟的分化。  

 

二、小誌成為展覽的延伸 

 

Mangasick 一直想打造的獨立展覽空間得到實現的機會。不同於一般藝

廊聚焦於美術科班訓練出身者的作品，Mangasick 想推廣的是體制外的

次文化創作，讓大家知道：原來自己的作品也是可以被這樣展示出來

的。20 

 

Mangasick 開店的經驗一部分是借鏡日本的獨立文化怎麼持續和運作，並且嘗

試臺灣店家少見作法，例如在店內舉辦小型展覽。老Ｂ提到在日本不管多小的

書店也常見小空間的展覽，兩三個人看牆上十幾張原畫，想讓臺灣來店內的讀

                                                      
20 Yulin，〈次文化原創漫畫的基地——Mangasick 漫畫私倉，前進歪斜的航道，是為了成為開出

歧異花朵的沃土〉，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網，2016 年 1 月 7 日，取自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33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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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也能感受到這樣的美好。在臺灣辦展覽的創作者身分時常與畫廊藝術相關，

或是學生設計美術展，展覽似乎都是給體制內的人舉辦。老Ｂ提及同人誌、小

誌等體制外的藝術家不少，他們也需要一個合適的地方展出，而 Mangasick 正

是可以發揮的空間。 

   2014 年 3 月開張「ChouYi 周依畫展. ҉. ҉. ҉QQ 秀. ҉. ҉. ҉」21；2017 年丁柏晏個展

「真空中的幽魂」22；2018 年陳澈個展「權宜之計」23和高妍個展「房間日記 

Room Diary」24；2019 年由 Mangasick 邀請 26 位臺灣創作者一起聯展「♫ ♪♫ 

臺灣唱片致敬展『愛的蓋臺』♫ ♪♫」25和「流行涵的生活 ☆ The Life of 

Pophan」26。上述為臺灣小誌作者的展覽，展覽期間販售原畫和「漫畫」本。

此類漫畫的厚度不是一般單行本厚度和開本，也並非同人誌慣用的開本，其漫

畫語言獨出一格，本研究將他們視作小誌。讀者看完展覽後可以藉著收藏小誌

留下展覽的實體品，脈絡與上一節田園城市老闆過去在日本看到的展覽小誌一

樣，小誌成為創作者被記憶的名片。 

 

三、 網店:小誌目錄庫 

 

我們希望能盡量把所有店裡寄賣的臺灣獨立刊物都上架，讓 Mangasick

的網店變成一個臺灣獨立刊物的小目錄！27 

 

                                                      
21 「ChouYi 周依畫展. ҉. ҉. ҉QQ 秀. ҉. ҉. 」，臉書活動頁面，2014 年 3 月 1 日至 18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68429436529204/?active_tab=discussion 
22 「丁柏晏個展「真空中的幽魂」5/27 - 6/27」，臉書活動頁面，2017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27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448826658473048/?active_tab=discussion 
23 「陳澈個展「權宜之計」Che Chen solo」，臉書活動頁面，2018 年 3 月 10 日至 4 月 3 日，取

自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00496520404407/?active_tab=discussion 
24 「Gao Yan / 高妍個展「房間日記 Room Diary」6 / 01 - 6 / 25」，臉書活動頁面，2018 年 6 月

1 日至 25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072692739678795/?active_tab=discussion 
25 「♫ ♪♫ 臺灣唱片致敬展「愛的蓋臺」♫ ♪♫」，臉書活動頁面，2019 年 1 月 4 日至 28 日，取

自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74972899833269/ 
26 「流行涵的生活 ☆ The Life of Pophan 5/10 - 6/3」，臉書活動頁面，2019 年 5 月 10 日至 6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845754302116486/?active_tab=discussion 
27 Mangasick，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8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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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Mangasick 開設網店28，讀者就算半夜四點也能動動手指找到 

臺灣的特殊刊物。由於 Mangasick 寄賣許多臺灣自費刊物，店內空間有限不可能 

將小誌全部面擺，勢必一部分有小誌只能安插在書櫃等待發掘，而網店的成立正

可以解決封面被掩蓋的困境，增加曝光度。另外，小誌等自費出版少見有申請

ISBN，一方面它們本身精神是不想被體制收編。作為怪書、異書或是被主流視為

禁書，要讀者在茫茫書海中找到也富趣味性。小誌的發行不是要求被大家知道它

身在哪裡，透過讀者和特色書店的推薦和口耳相傳下，也使得購買小誌這件事多

了一層魅力。可是，這些書一旦絕版未來根本無人知道它的存在，賣完即隨風而

逝。因此，網店的設立即是書訊的補充，就算小誌不在，讀者也能聯絡作者或是

有方向去借閱。 

網店之前，Mangasick 臉書粉絲專頁時常更新日漫和臺灣刊物書訊，但臉書 

的暗網設計讓網頁無法在瀏覽器上搜尋到，在網店建立後才能容易連結到書訊。

另外，臉書沒辦法便捷地回顧貼文，不能有效地尋找該年該月動態；得有按

Mangasick 讚或是親自到公館 Mangasick 走一趟才能看到書，相較之下網店是一

個單純的商店，不需要真的認識到 Mangasick 就可以透過搜尋作者和書名來連結。

除了網店的購物功能，在長期的累積資訊後它也會成為臺灣小誌的資料庫。 

 

第三節 臺灣 zine 新興活動 

 

     回看臺灣小誌相關市集，2013 年夏天 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

2016 年秋天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2017 年春天 Zineday Taiwan，這三個活

動基本年年舉辦，剛好個別分開季節，小誌作者的出攤機會上升。書店部份，2013

年前後田園城市生活風格書店和 mangasick 開始接受寄賣小誌，陸續 2015 年荒

花書店、2016 年朋丁書店等店內都能看見小誌。以上來看，小誌的流通歷經多年

                                                      
28 Mangasick 網店，取自 https://mangasickxox.waca.store/ 

doi:10.6342/NTU201903727



62 
 

拓展趨於廣泛，小誌市集和活動卻持續不定期地在都市角落冒出新芽，這節將以

小誌交換會和誌小觀園為例，來討論小誌市集近年來的變形。 

 

一、 跳脫市集：2017 成立的小誌交換會 

 

目的：用小誌做免費交流，順便吃喝＋聽音樂，請以輕鬆心情參加! 

 

剪貼｜詩集｜散文｜圖文｜插畫｜攝影｜雜記｜漫畫 

不設有任何形式的門檻，就算只是想讓心血來潮的想法做成一本小刊

物，不管是用什麼方法摺紙、裝訂、幾頁  

只要尚未大量印製，單本製作成本８０元以下 

都歡迎帶來與其他人交換，越不精緻越歡迎哦！29 

 

不需要攤位費用，類型不限，可和朋友們一起報名一攤 

攤位人數 2 人為上限，但作品不限數量，需自備桌子及椅子 

不過，此活動是以免費交換刊物為主 

所以如果賺不到錢，請多見諒30 

 

2017 年 11 月，在臺北麟光捷運站附近的蓮子聚集約 100 人31，他們正參加第一

屆「Zinexchange 小誌交換活動」，現場共有 13 攤，但這並非單純的小誌市集。

                                                      
29 由過去 x 未來 多提無用和宇宙通訊 Space Communications 主辦，Zinexchange 小誌交換活

動，臉書活動頁面，2017 年 11 月 4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13651742622802/ 
30 過去 x 未來 多提無用，Zinexchange 小誌交換活動，臉書活動頁面，2017 年 9 月 26 日，

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FXNP/photos/gm.127387107915932/1595784143822167/?type=3&theate

r 
31 蓮子的空間介紹：「Art/Studio/Music/Recording/Visual/Performance/Design/Creative 

Projects/Event Planning/Meeting」蓮子 Children of Lotus，臉書粉絲專頁關於，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26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pg/childrenoflotus/about/?ref=page_internal  

pampamliu 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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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票端看參加者是否為創作者，創作者帶兩本以上自己的小誌就可免費進場，讀

者則是給付一百元，而現場備有紙和筆隨時歡迎讀者立刻製作小誌變身成作者。 

創作者一本留用給主辦提供的桌子來展示，另一本則是按現場抽籤與對應的創作

者交換小誌。在這裡，金錢並非最主要的交易媒介，帶越多自己的小誌，越能收

集更多小誌。 

    從活動規定看到「不設有任何形式的門檻」、「單本製作成本 80 元以下」的

條件可見主辦想向大家推廣小誌容易製作的特質，而活動時間是 2017 年，小誌

仍然渴求更多的創作者加入。活動主辦方有兩位，分別是過去 x 未來 多提無用

（以下以創作者 pampamliu 稱呼）和宇宙通訊 Space Communications，兩人都是

小誌作者。小誌沒有形式門檻，自然對創作者的技藝沒有一定要求，因此說服大

眾加入創作非常有實踐的可行性。 

 

一開始會想要做這個活動是因為覺得現在小誌市集活動報名費越來越

貴，而且也未必遇得到喜歡自己作品的人，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其實都有

想過動手做自己的刊物，但是在許多小誌露出的場合看到得卻是越發精

緻的作品，這樣的一個幻象使很多人認為做刊物的門檻很高，所以這個

活動希望能夠啟發有想要做些什麼但一直被壓力鬼擋牆的人。 

 

單純喜歡小誌的人也可以看到各式各樣不同主題的刊物，那不是很好

嗎？32 

 

這是 2018 天下第一小誌交換大會的成立宣言。小誌市集雖然有金錢交易但商業

利益並非主要目地，高價的攤位費會勸退新手或是讓人放棄出攤。另外，此文有

提到即使出攤也可能遇不到讀者的窘境，降低小誌市集的交流性；越精緻的小誌

                                                      
32 2018 天下第一小誌交換大會，臉書活動頁面，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27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04040767284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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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新手和有動念創作小誌的人膽怯發表自己的小誌，無疑是減少小誌的多元性。

2017 年活動規定中提到「越不精緻越歡迎」，這個條件暗示在當時小誌已經有越

走越精緻的風向，甚至在 2019 年活動頁面上直接改成「越粗糙越歡迎」，並且附

加「就是不需太高級的」的說明33，可以推論臺灣小誌中仍有一派精緻的小誌仍

會讓人誤認小誌有既定的專業形象。因此小誌交換會的存在即是繼續打破這個框

架，解放小誌不被設限的精神。 

 

圖 7 2018 天下第一小誌交換大會主視覺 

資料來源：２０１８天下第一小誌交換大會臉書活動頁面，2013 年 6 月 10 日 

 

    小誌交換活動從 2017 年第一屆開始有四位駐場 DJ，瓢蟲樂團的神經病阿

姨、兩星半、和 pampamliu 和靈子同學，前三位都玩過臺灣獨立音樂並創作音樂

相關的小誌，後者是刺青師；2018 年 DJ 群有 BB 彈樂團的許珮，何東洪、Bazöoka

樂團的 VIC 和格林威治天文臺。小誌交換活動的現場音樂有從黑膠到非常次文

化的 BL 廣播劇，面向十分多元，照顧到不同領域的小誌作者。由於小誌創作不

求專業，也不是隸屬於特定族群才能製作的作品，因此小誌作者來自四面八方，

                                                      
33 2019 小誌交換 Zinexchange VOL.3，臉書活動頁面，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27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31244577449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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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的連結性不一定很高，透過多樣的背景音樂可以增加小誌作者對於活動的認

同感，也彰顯出小誌場中沒有固定在中心價值的氣質。 

 

二、 中南部發跡：2018 年小搗蛋市集 

 

在一幢古屋的二樓，喜愛搗蛋的小生物正忙著佈置準備，祕密的籌備著

他們的私房市集，並悄悄發出了徵集攤位的訊息！以小誌和紙本為主的

市集，現在就等著妳／妳一起來參加這個奇妙的盛會！！！34  

 

2018 年 9 月，第一屆小搗蛋市集在臺南一間名為搞搞居的香氛店開張，一共聚

集 12 個攤位，其中 10 個是小誌刊物攤。主辦者是蛋君工作室，他們本身是小誌

作者，也是臉書社團小誌振興社的管理員。比起北部已經行之有年的小誌市集，

小搗蛋市集規模雖然不大，但卻是臺灣南部少見的小誌市集。 

    小誌市集最主要目的不是商業營利，而是建立一個小誌社群的交流平臺。即

使活動發生在臺灣最繁榮的臺北，其活動收益能打平成本已經算順利的結果，為

何願意在與小誌文化相對陌生的臺南舉辦？以下是蛋君工作室的看法： 

 

雖然臺北小誌市集很多，但攤位變化不大，很多都是類似的攤。而由於

交通住宿問題南北創作者也很難互相流通，如此一來此類活動不會更加

進步，這都是很難解決的問題。35 

 

蛋君工作室位於臺南，2016 年創作截至 2019 年累積超過 10 本小誌創作，多次

北上參加小誌活動。2018年 4月在臉書成立小誌振興社，截至 2019年已達 1024

                                                      
34 小搗蛋市集，活動時間 2018 年 9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07690576360135/?active_tab=about 
35 蛋君工作室訪談筆記，2019 年 6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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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加入。36他們將小誌推廣分作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成立社團，從社團目的可

知希望能連結臺灣小誌作者共享在城市游擊發生的小誌活動資訊，同時也不定期

更新臺灣小誌的書訊，擴大以往只能在市集面對面或是追蹤特定作者才能知道書

訊的交流層面；第二階段是 2018 年 6 月舉辦小誌講座「音樂雜誌收藏血淚史」

邀請樂評人馬瓜來分享收藏音樂紙本雜誌的熱愛；第三階段即是舉辦小搗蛋市集，

在臺灣南部營造一個小誌作者與讀者見面的實體聚會。 

    2019 年第二屆小搗蛋市集の愛的禮讚增加 50 元門票暨兌換劵，現場支持小

誌攤位。小誌雖然是來源於作者對於出版的熱情，市集的目的是為了推廣小誌和

增加創作者的曝光率，但單方面燃燒作者和平臺對於小誌生態並不健康。即使明

明知道創作小誌難以有大量的商業收益，但沒有讀者的收入支持會降低創作下一

本的動力，就算不考量創作時間和心力，印刷成本是一定要金錢支出的項目，因

此談論小誌無法迴避其商業性。蛋君認為南部的小誌環境不比已經發展一段時間

的臺北成熟，市集考量租金和移動成本，雖然小搗蛋市集表面上有打平金錢成本，

但其實忽略計算籌辦心力和時間，而且現處於推廣期，為了吸引更多人成為小誌

讀者，門票目前很難提高。南部的小誌活動仍需注意其發展。

                                                      
36 小誌振興社，擷取時間 2019 年 7 月 17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2153510958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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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zine 類美學的形成：體制外的發聲行

動 

 

    前兩章我們談到臺灣小誌勢力大起，調查了關於小誌活動與書店流通等的歷

史演變與分布情形，討論了 2000 年起臺灣小誌至今的生態。本章將著重於臺灣

小誌的文本美學表現，分析要點旨在側重兩個觀察點：什麼是小誌與一般出版品

相異的獨有特質？小誌忠實地反應次文化社群的聲音，其乘載的次文化如何影響

社會或挑戰既有的出版體制？ 

  從小誌的內容與形式來看，小誌的種類龐雜到甚至難以定義它的長相，其題

材涉及小說、漫畫、短文、攝影、插畫、評論等等創作類型，甚至在一本小誌就

會綜合複數的表現手法，無法清楚地歸類它的種類。零散又多元的出版特質是小

誌打破以往同一本書主打單一種創作類型的限制，因此本文不以創作類型來分類

小誌。 

   面對廣雜海量的小誌，本章以小誌的背後形成的精神將小誌分做三類：作品

小誌、龐克小誌和合輯小誌。第一節作品小誌，本文的定義是個人視小誌作為創

作的發表平臺，整本書從內容到出版設計都能感受到作者強烈的創作意圖與風格

展現。比起正式精裝的作品集，該類小誌更能看讀出作者如何更自由地發揮出版

的可能性；第二節龐克小誌，由龐克樂迷積極地為自己找一件事來參與龐克文化，

內容除了音樂評論和訪問樂團，也記錄龐克精神下對社會的關懷行動；第三節合

輯小誌由多人創作而成，對比一般出版社編輯部對於稿件的嚴謹篩選和與作者多

次修稿，該類編輯部異常顯得低調，他們歡迎投稿但基本不修改，保留給作者最

大的寫作空間。這三類小誌的基調差異甚大，跳脫其彩稿還是黑白，做工精緻還

是簡單原始的影印釘書機的形式層面來看，其三類背後的核心精神的不同之處更

能明白臺灣小誌的多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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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個人美學的發表臺：作品小誌 

 

   作品小誌，以小誌作為個人作品發表的出版品。它不依靠出版社等體系內的

專業資源來自己挑選紙質和油墨做設計和印刷，內容原汁原味沒有經過任何他者

的審視修改，以及聽從為了迎合市場所應而調整的建議。此類小誌的創作類型從

圖像到文字都有不少例子，基於小誌的自由不受限的特質，小誌作者的專長和興

趣也不被侷限在單一的文體分類，就算率性地爆發多種創作類型綜合在同一本小

誌出版，喜愛小誌文化的讀者也不會感到突兀和冒犯，因為小誌即是最貼近的作

者靈魂的媒介，它的魅力即是乘載著最忠實的創作熱情。 

    本節以小誌作者高妍作為案例分析，選擇原因有二。第一部分，她啟蒙於本

文在第三章第二節提到的特殊書店 Mangasick。小誌作為檯面下的出版品，其流

通管道相較於一般出版品稀少，或是本來就對次文化有所了解才能有門路接觸到，

此事在本文第二章第一節提到龐克店小誌與愛聽音樂的客人的關聯已經受到驗

證，因此小誌作者與書店的關係是談論小誌文化必須注意的一環。別於龐克店解

放之聲的小誌書櫃，Mangasick 透過寄賣來推廣小誌是更積極地扶持臺灣小誌作

者，高妍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小誌作者。值得注意的是，高妍《綠之歌》受到

Mangasick的重視因而由書店發行日文版，反向輸入日本成功得到迴響。 

    第二部分，高妍從事小誌創作以前是同人誌作者。小誌和同人本雖然同樣都

是體制外的出版品，表面來看也是漫畫、插畫、短文的小型刊物，但其區別性於

作者對於刊物是否具有更多高度的創作意圖，在高妍的創作改變軌道的層面上能

獲得驗證。 

    綜合上述，作品小誌在廣大的出版世界中看似以微小的個人力量投下一顆迷

你石子，背後文化其實已經有書店的支持，其流通的範圍也能反攻小誌文化更加

成熟的日本；作品小誌所展現作者對作品的強烈執念到會涉及出版形式，相較於

同人誌固化的出版開本，如今已經能辨識兩者文化的差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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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小誌作者與書店的互利關係：Mangasick 的小誌啟蒙  

 

以一個創作者、觀者，抑或是一個路人，Mangasick 都給予了我許

多不同面向的刺激與學習。從一開始因為他們而開始創作 Zine，到

現在舉辦個展，認識更多人與被更多人認識——種種的改變都始於

我踏入了那家位於臺電大樓旁的地下室，並且深深感動、著迷1。 

 

2014 年，剛從復興美工畢業的高妍第一次走進 mangasick 後發現大量少見的日本

特殊漫畫，其中的衝擊包括小誌文化。於 2015 年出版 zine《房間日記》， 

由一本凸型訂書針裝訂的插畫本和一本車線的攝影集組合而成，並附贈貼紙和在

描圖紙印上黑字的書腰，做工繁複但強烈彰顯作者的意識。當年被 mangasick 選

入「2015 年推薦漫畫‧刊物書單2」中，高妍因為 mangasick 的啟蒙做小誌，書

店再推薦該小誌讓更多讀者注意和購買，彼此形成一個良善的循環。小誌的人際

關係簡單地由作者和書店建立了起來。 

 

圖 8《房間日記》 

資料來源：Gao Yan / 信 plurk 動態牆，2015 年 6 月 15 日 

                                                      
1  Gao Yan，臉書粉絲專頁，2018 年 6 月 25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gaoyann/photos/a.695666530556955/773558946101046/?type=3&theater 
2 Mangasick，〈Mangasick 2015 年推薦漫畫‧刊物書單〉，2015 年 12 月 28 日，取自

https://mangasick.blogspot.com/2015/12/mangasick-2015.html#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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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間日記》出版動機是將喜歡上一個人把想傾訴的做成情書，小誌即是她

的實踐行動。作者的任何創作慾望都能透過小誌百分之百不被干涉地出版，小誌

的出版意義單純是作者的熱情，沒有編輯和出版社等他人或體制的審核與成本考

量，全權由作者自負自費，因此小誌的出版可以視作一種實體的宣言。 

  但在 2016 年出版《荒原》後出版品《1982:毫不重要的一年》、《綠之歌》和

2018同名新刊《房間日記》，高妍不再以「zine」稱呼自己的作品，改用「刊物」。

3以她的觀察，部分創作者誤以為孔版印刷的刊物為 zine。本文分析「刊物」一詞

比起 zine去除次文化的標籤性的中性詞彙，但是本文認為 2016年後高妍的刊物

仍有 zine 強烈向人宣告的精神和出版零碎化的有趣特質，因此視作 zine 的案例

來分析。 

 

圖 9 《綠之歌》 

資料來源：Gao Yan 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8 年 2 月 25 日 

 

    《1982:毫不重要的一年》印量 500本；《綠之歌》600 本；2018年《房間日

                                                      
3 高妍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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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600 本，上述刊物快至半年慢至一年內就能賣完絕版4。從《1982:毫不重要

的一年》開始流通日本東京 TACO ché 和 popotamu 販賣，《綠之歌》甚至由

mangasick改譯日文版。Mangasick本身進口許多日文原文的刊物，雖然讀者買國

外的書不一定是看懂它的語言而看中它的氣氛的編排，店長老 B 表示這樣畢竟

是很可惜的，明明內容很好卻無法仔細地傳達給外國人5。高妍《綠之歌》是講述

與日本搖滾樂團 Happy end 的音樂相遇的漫畫，若是看不懂文字其劇情魅力會大

打折扣。在臺灣，喜歡漫畫文化的人多多少少有看懂日文漫畫的能力， 

但相對日本並非如此，他們是看不懂臺灣漫畫。過去在與 TACO ché 老闆推薦臺

灣刊物書單時，會以能跨越語言的圖像插畫或是設計感很強為主的刊物優先選擇。

老 B 表示閱讀剛從 7-11 印完的《綠之歌》後下定決心，一定要讓日本人看懂臺

灣有人會能畫這種內容，漫畫是語言和畫面的結合的藝術。日文版印製 600本，

一開始只有在 TACO ché和 popotamu 等平常有合作的店販賣。後來在《綠之歌》

日本的 twitter發酵加上 Happy end 團員細野晴臣來臺灣開唱，Mangasick突然收

到很多日本書店主動詢問販售，熱銷程度光是 TACO ché 單店近 200 本。《綠之

歌》中文版和日文版印量直逼 1200 本，為臺灣漫畫小誌大開日本門路。 

 

那一年的《房間日記》像是門縫鑽出的囈語，撞上時間之牆後回彈

到今日的不是行將蒸散的餘音，而是更為密實、巨大無形的獨白。

刻舟求愛：小心而迂迴的痕跡經過反覆聚積後成為一種雕刻，甚至

建築。這種青春特有的矛盾在高妍採用的種種創作策略（如多件組

合式的刊物、語言加密）中展露無遺。6 

                                                      
4 高妍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5 日。 
5 Mangasick 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7 日。 
6 Mangasick，〈【刊物介紹】高妍，《房間日記》（2018）〉，2018 年 6 月 14 日，取自

https://mangasick.blogspot.com/2018/06/2018.html?fbclid=IwAR0RUqIhMsF4iaI4KBo-

_aWs9XWwPkWH_t5EXjbpsBVipuaOowvVm673G_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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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房間日記》 

資料來源：Mangasick 官方網站【刊物介紹】高妍，《房間日記》（2018），2018 年 6 月 14 日 

 

2018 年，高妍在 mangasick 開了首次個展「房間日記 Room Diary」，展覽掛上一

系列藝術微噴版畫供觀賞和購買，並且推出同名新刊物《房間日記》，一本彩色

插畫和一本漫畫本，附上印有盲文的明信片和書盒，符合高妍貫於將作品多零件

化的特質。小誌作為展覽的精神延續，不但收錄展覽全部的畫，同時也是乘載作

者再度凝縮的創作。《房間日記》中左頁印有男女穿梭城市街景、海邊森林等空

間，右頁印上參考現實植物更改一部分花色花型的虛構植物，花語不詳。在頁角

印上一串盲文，這些動作讓讀者一時間無法清楚得知作者意圖，作者也沒有附上

解釋的文字供讀者解謎，做法雖然非常任性，卻也是小誌的規劃全憑作者意志展

現的迷人特點。做小誌不用太在乎讀者，也不用經出版社塞選和溝通，即使作品

是一團謎，還是一本合情合理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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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跳脫同人本後的小誌創作，與產業接軌 

 

在那之前我也會做原創同人誌，但那時不會考慮印刷的事，上傳檔

案給印刷公司就是了。而且在同人的世界裡，會對受眾產生意義或

吸引力的主題大概就是那幾個，大家只是用各自的畫風去加以詮

釋。但接觸到不同類型的獨立刊物之後，會發現自己好像可以用更

有趣的方式去表達我想表達的事情。後來我開始在印刷業打工，這

也讓我更能掌握自己作品的製作7。 

 

在 2014 年底創作小誌之前，高妍其實她有創作同人誌的經驗8。之所以在訪談才

會確定知道她曾經創作同人誌是因為她採用匿名，小誌的作者名是本名的羅馬拼

音。兩者的差異於光是閱讀同人誌無法直接連結到她這個人，這與同人誌文化有

關，同人誌的題材大多附在日本漫畫大脈絡之下，作者透過自己對某一部動漫的

粉紅泡泡般的想像來進行繪製，讀者在乎的亦是既定角色如何再被二創生產；但

小誌從裝幀就沒有固定範例，完全是展現個別作者的美學與想法，內容也跳脫一

個主流文化之下，由作者自己去創造新的小空間。上述引文可以注意高妍在接觸

獨立刊物之前，推論在同人誌時期她對印刷的主動介入並不高。在 2016 年《1982：

毫不重要的一年》時她找上感官印刷，從紙質挑選到裝幀都是與印務討論而成，

不再是將作品電子檔輸出給影印店就簡單結束。《1982：毫不重要的一年》收錄

十多幅零散的海報和一本小開本的彩漫，由書殼和大黑色橡皮圈來包裝。小誌因

為沒有一定要堅固成冊的既定框架，所以零件性高對於讀者也是合情合理的設計。 

 

                                                      
7 Mangasick，〈回音填平風化的房間－－訪高妍〉，2018 年 6 月 22 日，取自

https://mangasick.blogspot.com/2018/06/blog-

post.html?fbclid=IwAR1Zc91YMte4XJxhbtW07WZYF4q9ItGNbiJmWg1bvjHyglYsVZJigBYDaJ0 
8 高妍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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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文化不需要你的認同9。」 

 

2015 年《房間日記》高妍以將作品拆成兩件式一本插畫一本迷你攝影本；《海的

畫報》改成一本插畫和一本漫畫別冊《海上漂流日記》，此插畫和漫畫本合體販

售的作法延用於《1982：毫不重要的一年》、《綠之歌／栞》、2018年版《房間日

記》。高妍表示她企圖在插畫本的包裝下賣漫畫，訪問當下她自認比起插畫，漫

畫仍是她在練習的課題。她坦言插畫在市面上是比較受歡迎的體例，但漫畫是呈

現故事的方法更是她想創作的媒介10。本文認為這個做法相當具有挑戰讀者的實

驗性，在成功販售小誌的同時也保有空間磨練自己的技藝，而此作者高實驗性的

作品無法普遍地在一般出版業界以承受風險來實踐。小誌的成本全由作者自己冒

險吸收，自然可以更貼近作者的意圖去挑戰市場。比起同人誌，小誌的讀者會繼

續定義自己的作品。在小誌中她調整畫風，脫離日漫的痕跡也不會受到習慣日漫

讀者的評價定奪。 

     從她前期的小誌插畫中的人物表現能察覺到她受到日本漫畫的影響11，但

這個特質同時也是一個標籤，在《海的畫報》她試圖避免繪製人臉五官來打破日

漫的畫風，這個實驗讓她的作品不再容易辨識成日漫，讀者對她的識讀直接回歸

到她本身的風格。這個挑戰適合以小誌這種作者意識強烈的媒介，並且薄薄十幾

頁就能出版成冊，不需要累積到一定的產量才能與讀者見到面。 

    投入小誌創作後，即便日後她不再以 zine 而是以刊物稱呼，小誌的存在就如

作者的名片讓她更被外界看見，包括出版產業。她陸續收到雜誌採訪和漫畫插畫

的約稿，例如 2018 年《新活水》的小誌作者採訪和同年 11 月為楊邦尼〈青春小

                                                      
9 高妍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5 日。 
10 高妍訪談筆記，2019 年 3 月 15 日。 
11 「我的作品老是被說像日本漫畫，這無法否認的，我們受日本漫畫的影響極為深刻而且根深

蒂固。我們享受、熱愛漫畫，但同時也被它侷限。為什麼要因為其中一者的偏見而對自己產生

價值上的高低呢？『畫風這種東西，就是最容易被侷限的東西。』我常常這樣想。那如果把臉

拿掉呢？把臉拿掉就沒有人會限定你的空間了。它既不屬於『貼近於人的五官』，也不屬於『任

何畫風』。它會在此時此刻是『屬於自己的風格』。我只是任性的這樣子想，並且奪去他們的五

官。」Gao Yan，臉書粉絲專頁，2019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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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飛去哪裡了？〉和楊隸亞〈女孩們的 ABC 冰〉插畫；日本雜誌《Studio Voice 

VOL.413》中「Flood of Sounds from Asia いまアジアから生まれる音楽」的四幅

插畫；2019 年臺灣紀實漫畫刊《熱帶季風 Vol.3》的漫畫〈安靜的戰地〉等工作

稿。從高妍的案例中驗證小誌是創作者的修鍊場，還沒被出版業注意之前就先將

自己出版，透過小誌讓自己的能力進化同時培養作品的讀者，參與擺攤讓更多人

知道自己，等待業界發現後就能接任工作稿。小誌本來是體制外的創作圈，但其

影響力確實逐漸滲透體制內的出版業。 

 

第二節 音樂與社會關懷：龐克小誌 

 

一九九二最早的版本，是 5.5x8.5 吋大小的影印本，用粗糙的自助影印機

印的。 

我不知道要怎麼裝訂，於是就在每一頁的邊邊打了兩個洞用裝訂圈串起

來。我並未考慮到保存的問題，因而往往在翻閱過一次後就散掉了。12 

 

這是臺灣最早討論龐克文化的專書《龐克的哲學 不只是噪音》的初始版本，它

本來是小誌。此書討論龐克文化與音樂場景，也提到小誌。需要注意的是英文原

版使用「fanzine」而不是「zine」，因此 2005年中譯版不是「小誌」而是「同仁

誌」。2011年臺灣龐克社群共力社以「小誌」來定位他們第一本出版品《這聲音

燃燒機器》，可以說從此之後臺灣龐克的小誌不會再以同仁誌自居。 

    上述引文中，我們可以發現龐克小誌的兩項形式特質：粗糙的黑白影印和簡

單原始的裝訂。這與上一節作品小誌出現一個有趣的對比，作品小誌是作者意圖

展現的專書舞臺；龐克小誌的印製非常廉價且保存性低，代表其內容與當時社會

                                                      
12 克雷格．歐哈拉，《龐克的哲學 不只是噪音》，商周出版，臺北，2005 年 4 月 12 日，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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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連結性強，才會選擇快速方便的黑白影印加入圈內新資訊的流傳。 

  本節以小誌作者陳韋綸為訪談對象，於 2011 年創立共力社發行《這聲音燃

燒機器》，2017 年加入愁城，促使出版小誌《場景報告》。相較於龐克文化在西方

曾經大流行，臺灣龐克在音樂圈內反而偏向邊緣的位置，因此龐克小誌更顯得特

別可貴，值得注意它們在臺灣的發展。 

 

今天四月，我以華語老師身分來到棉蘭，幾個禮拜後我開始嘗試與早先

在 Myspace 上通信的當地 Gedebac gedebuc 接頭（透過班頓的樂隊 Kress 

Kapala 的引介）一來到棉蘭之前，我幾乎對於當地龐克場景毫無認識：

「印尼是全東南亞旁客數量最多的國家！」、「每場表演至少會有 500 多

名觀眾！」──我的了解就這麼多了13！ 

 

這是 2010 年，陳韋綸在網路上找到一份在印尼棉蘭的華語老師職位，辭去一年

《破報》記者職位。14他從大學開始聽龐克音樂，由於東南亞的龐克文化比起臺

灣更加蓬勃，於是他抱著好奇的心態去體驗三個月，回臺後創立共力社。15他回

憶當時有一個交流網站名為 My space16，樂團和個人都可以申請帳號，該網站的

功能主打樂迷和樂團可以交流，他在平臺上面認識位在棉蘭的樂團，抵達棉蘭後

樂團帶他到音樂活動認識更多相關朋友，展開他實際見識小誌文化的敲門磚。 

    過去，陳韋綸在臺灣是透過 2005 年出版的《龐克的哲學17》來知道「小誌」

文化，雖然當時中譯為「同仁誌」，但大學時期在解放之聲也看了許多店內小誌。

在他的記憶中，店內的小誌主要是英文和日語等外國小誌。值得注意的是，當時

                                                      
13 均勢，〈紅綠燈與鄉村 酒鬼和行動者的龐克—印尼棉蘭場景報告〉，《這聲音燃燒機器》第一

期，2010 年 11 月，頁 23。 
14 愁城成員陳韋綸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28 日。 
15 「共力社是一個「集合」─建立在互助、共同參與以及各盡其能的原則之上。共力社不是唱

片廠牌或是表演活動的 promoter，而是以集體的方式，一點一滴實現龐克在臺灣的想像。」共

力社，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7 日，取自 http://gonlishe-news.blogspot.com/ 
16 「Myspace 是一個社群網路服務網站，提供人際互動、使用者自訂的朋友網路、個人檔案頁

面、部落格、群組、相片、音樂和影片的分享與存放。（略） 目前的 Myspace 服務是在 2003

年 7 月開始。」Myspace 條目，擷取時間 2019 年 6 月 5 日，取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Myspace 
17 「2010 前的事情，解放之聲和龐克哲學那本書模模糊糊地認識龐克，那本原本也是一本小

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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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稱呼小誌並非以中文詞彙「小誌」，而是都稱英文單詞的 zine。18 

    由於解放之聲店內擺設基本是外國的小誌，2010 年陳韋綸思考在接觸國外

小誌後十分好奇臺灣有沒有本土的小誌，他補充 2010 年前有臺灣有國外的樂手

玩龐克19，結果在網路上找到一份多人製作的《龐克什麼？！》小誌 PDF 檔，內

容會討論樂團甚至動物權等議題。其中一個作者是樂團 The deported 的 Andy 

O’brien20，後來回美從政為議員。另外，臺灣樂團透雜主唱洪申豪也做過龐克小

誌。明明這些龐克小誌早在十年多年已經存在，但為什麼臺灣龐克小誌的件數依

舊稀少？身為資深龐克樂迷，陳韋綸認為在 2010 年後臺灣龐克變得更少人聽21。

另外，龐克小誌的流通空間也不是一般小誌所聚集的小誌市集，以下是陳韋綸在

印尼的觀察： 

 

第一個接觸的小誌不是誰的家，而是樂團的戶外活動。看到街頭的圖書

館，在表演場地的攤位，兩個電線桿的中間掛很多雜誌，原來書中說的

小誌長這樣。22  

 

龐克小誌最自然出現在音樂表演的現場，同理在臺灣也是如此，但陳韋綸表示印

尼會專門設一個攤位賣不限定同一個樂團的小誌，並且售價很便宜，黑白影印，

內容都是文字，包含樂團的訪問、評論、專欄、場景報告。其中「場景報告」描

述的是樂團、樂迷、小誌文化在特定區域的展現模樣，而陳韋綸深受此影響，日

後也在愁城發行小誌《場景報告》。但在臺灣的狀況比較像是週邊，小誌不會被

特別獨立一個空間。23上述觀察可知，比起其他小誌，龐克小誌的讀者需要更熟

                                                      
18 「沒有，我們都叫 zine，用英文。」愁城成員陳韋綸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28 日。 
19 「那些外國人一定知道 zine 是什麼東西」愁城成員陳韋綸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28 日。 
20 「〈龐克什麼! ?〉（Punk What!縮寫為 PKSM，由中文譯音 Peng Ke Shen Me 而來）一本不算

太長命的小誌訪問樂團」破報，復刊 552 號。 
21 愁城成員陳韋綸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28 日。 
22 愁城成員陳韋綸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28 日。 
23 愁城成員陳韋綸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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稔獨立音樂和現身於表演。接觸到龐克小誌的流通管道雖然必須比一般出版品和

其他作品小誌更集中於音樂場的參與，但也更是樂迷可以彼此現身更加深情感的

文化現象。這點也反映在龐克小誌的內容，以音樂為出發點，再連結到生活層面，

甚至是政治抱負，以下是共力社《這聲音燃燒機器》第一期節錄： 

 

聽音樂對我來說，有點像是瞥過一眼，卻又拒絕完全被聽到的音樂特質

完全影響；因為我思考的是音樂的「本質」而不只是「音樂」。我得坦承

我們的「音樂」不是非常好，甚至歌詞也是。然而音樂是一種媒介，因

此抵抗並不會只憑藉音樂形式。 

我們沒有任何標準，來決定誰可以入團，最重要的是一起搞，以及用安

那其的視角觀察環繞我們每天真實生活的情境，試著克服個人社會背

景，拒絕社會的階級分化，因為那使個人在社會裡頭，有了階層高下的

區別。24 

 

這是共力社成員陳威力訪問印尼硬蕊樂隊 War Error 的貝斯手兼第二主唱 

Syndikatari。上述引文可以分作兩段，第一段是 Syndikatari 的音樂觀，這在龐克

小誌中閱讀到是很合情合理的事情；但延伸至第二段出現安那其（Anarchism）， 

陳韋綸表示在印尼等地，小誌時常作為無政府主義的啟蒙跳板。 

    據他的觀察，在國外小誌盛行以電子檔流通。曾經來訪愁城的東南亞朋友也

習慣遞出一個隨身碟來交換資訊，裡面有政治相關的電影和龐克等資料夾，也有

小誌資料夾，點擊進去即是海量的小誌。在愁城成立以後第一年 2017 有菲律賓

的朋友，第二年有印尼朋友。這兩個人都在當地經營類似愁城的空間，其類型稱

為資訊站（infoshop）： 

 

                                                      
24 陳威利，〈哪裡有壓迫 那裡便持續存在抵抗！印尼硬蕊樂隊 War Error 〉，《這聲音燃燒機

器》第一期，2010 年 11 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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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站（Infoshop）：收集 600 本書籍、500 本小誌（zine）、200 本政治

宣傳冊子（pamphlet）以及 100 部電影。進行移動圖書館進入公共空

間，提供書籍借出與影印，以及翻譯工作。25  

    

這是《這聲音燃燒機器》訪問在印尼首都雅加達成立資訊站 Institut-A，成立於

2009 年。首都本身有垃圾問題和水資源分配等重大議題有待解決，Institut-A 即

使位在高租金的首都仍然努力經營空間，透過書本和小誌等出版品在市民間游擊

地散播資訊，看得出龐克小誌與政治分不開，它的出版即是一種社會實踐。 

    2010 年，陳韋綸回國後想找人一起辦龐克團體，成員都在解放之聲認識。共

力社的定位主要不是做樂團，而是辦活動發行刊物。會決定以刊物作為社團運作

目標，陳韋綸表示他在大學受到龐克文化影響才會做小誌，本身對出版完全沒有

興趣，就是想做小誌，以下是發行活動文宣： 

                                                      
25 均適，〈如何建立安那其集合與空間 訪問 Institut-A〉，《這聲音燃燒機器》第一期，2010 年

11 月，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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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這聲音燃燒機器》發行活動海報 

資料來源：共力社部落格，2010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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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說明】 

首日，我們準備 5 組鬧哄哄的龐克樂隊，沒有舞臺，一切從簡。希望觀

眾如果興致高昂，不如搶下主唱麥克風飆高音，或是提出「龐克是什

麼？」簡直令人尷尬的大質問！ 

 

※現場並準備共力社發行的龐克小誌（zine）第一集要給大家！26 

 

值得注意的是，為了發表此龐克小誌，共力社竟然籌備兩天活動，分別是音樂表

演和紀錄片放映。音樂表演辦在 TCAC 臺北當代藝術中心是忠泰建設旗下 3 層

樓平房，一個藝文場地的免費出租空間。陳韋綸當時選擇該場地是因為空曠，重

點是有器材，麥克風、混音器、監聽喇叭。雖然沒有樂團用的音箱，但抱持跟朋

友借音箱和鼓就可以表演的率性就解決這個挑戰。申請該場地需要寫計劃書，陳

韋綸表示本身跟單位完全沒有私交，他表示雖然單位應該也不太理解什麼是小誌

但蠻給予支持。27第一天發行活動的五個樂團全程免費，都是義氣相挺來表演。

「當時臺灣沒有其他樂團這樣做，即使是龐克樂團也沒這樣做。樂團知道是發行

活動，認識就是支持。」28活動票價與小誌定價一樣是 150 元，購票就給第一期

《這聲音燃燒機器》，概念是以買小誌送表演。 

  為什麼會辦發行活動？「書店不可能進我們的書，我們量不大。」《這聲音

燃燒機器》印量是評估社團成員手上有多少錢，最後決定印製 100 本，絕大部分

都是發行活動上賣出。在 2010 年尚未成熟發展出 mangasick 此類的小誌販售點，

因此他們認為辦活動的場合上，小誌比較好賣掉。對他們來說，辦活動是包含成

功賣出小誌實際目的。 

    小誌的發行活動是否受到國外案例影響？陳韋綸表示他不知道國外會不會

                                                      
26 共力社，〈這聲音燃燒機器！#1〉，2010 年 11 月 1 日，取自 http://gonlishe-

news.blogspot.com/2011/01/1_08.html 
27 愁城成員陳韋綸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28 日。 
28 愁城成員陳韋綸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28 日。 

doi:10.6342/NTU201903727



82 
 

也有發行活動，這些是社團成員想到的。定價部分，共力社以印刷成本乘三倍

來計算，他們的想法是至少賣三分之一就不會虧本。對於發行量少的他們，有

信心賣三十本，最低的底線是不虧本，可是目標是賺到錢。賺錢是為了籌下一

本的經費或是辦活動29。 

   《這聲音燃燒機器》在 2010 年底有參加牯嶺街市集。據陳韋綸觀察，當時

的小書多是以圖文類創作。牯嶺街市集的主辦是南海藝廊的朋友，詢問他並邀

請來擺攤，因此認識毒草路熙和京都塑膠人邱璽民。後年沒有再參加因為效果

不好，反而共力社辦活動比較好賣。另外，發現有些人做的是很精美圖文書，

使用很漂亮彩色也講究紙質。相較之下，共力社的小誌是太直接的黑白影印，

這也反應出龐克小誌跳脫音樂表演的脈絡後，容易顯得格格不入。      

    在 2011，共力社在暑假晚間師大小公園舉辦「垃圾食物火鍋派對」，並且

當天發行《這聲音燃燒機器》第二期，以下是活動文宣： 

 

「豆皮壽司！關東煮！飯糰！更多的便當！我們是坐在垃圾堆上的大富

翁。」 

說是「垃圾」，其實也不過是「超過保存期限」的便當、麵包還有甜甜

圈。每天晚上，超市、麵包店、超商，「依公司規定」丟棄這些「吃了沒

事，卻捨不得花錢買」的食物。所以嚕，當我們發現可以免錢撿食這些

起司麵包還有關東煮的時候，我們就決定：找個空地、把爐火點燃，吆

喝大家一起來吃頓免錢好料的......30 

 

活動發想是發現身邊有樂團朋友會向便利商店拿報廢便當來省錢，於是想透過小

誌來跟大家分享都市生存這件事。陳韋論表示做小誌最大的意義就是在受龐克文

                                                      
29 愁城成員陳韋綸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28 日。 
30 共力社，〈「垃圾」食物火鍋派對，大家來喔！〉，2011 年 8 月 20 日，取自 http://gonlishe-

news.blogspot.com/search/label/z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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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影響下，成為一個是記錄龐克社群樂團樂迷。他說： 

 

「（小誌）不是我自己的創作，而是報導。是我們這個社群有同感的。 

想強調我們的身分是樂迷，但我們也是樂團社群的一份子。我們聽完你

的音樂也是有感受感想。」31 

 

由上述而知，很明顯能看到繼承西方龐克小誌的 Fanzine 文化。樂迷本來是單純

看樂團表演，後來也找事情做，成為龐克小誌的作者。在龐克小誌中，不只訪談

樂團，還可以反向找樂團來演出，甚至成為推廣社會關注的行動首段。 

 

第三節 邊緣聲音集合地：合輯小誌 

 

  合輯小誌，由編輯部和複數作者組成的小誌。本來小誌的精神是由個人和小

團體從創作到出版和流通全程包辦，在合輯小誌中卻出現編輯部這個有趣的發展

現象。編輯是是介於出版社和作者之間的橋樑，在合輯小誌裡他們扮演什麼樣的

角色？與作品小誌來比，編輯部會決定稿件順序與封面設計，各篇作者對於整本

小誌設計的影響並不大；與龐克小誌來說，雖然都是集體創作，但龐克小誌的作

者群亦是編輯部，他們彼此基本認識，一起協力討論形式和出版方式，但合輯小

誌的編輯部，卻有可能根本沒有投下自己的稿件。即使編輯部本身也是其中一個

作者，但作者群也不會一同擬定該小誌風格，而是由編輯部決定。 

  進一步地說，當小誌出現行政職位般的編輯部，是否模糊了小誌與一般出版

品的邊界？或是，小誌的編輯部能做到有別於一般編輯部所做不到的事？以下將

以《短命刊》和《鑽石水溝蓋》作為分析對象，來討論小誌編輯部的特殊之處。 

 

                                                      
31 愁城成員陳韋綸訪談筆記，2019 年 5 月 28 日。 

doi:10.6342/NTU201903727



84 
 

一、慾望書寫的小誌月刊:《短命刊》 

 

關於短命刊。取名短命，如果發行長久那是意料之外，如果短命結束也不

因此覺得可惜。（略）內容以文為主，圖為輔。亂七八糟、光怪陸離、滿

腹牢騷是刊物的刊生志向。歡迎不正經讀者投稿！或來信洽談常駐專欄。

32 

 

圖 12 《短命刊》第一期封面封底 

資料來源：防蟎抗菌新配方。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6 年 7 月 1 日 

 

2016 年 7 月，《短命刊》第一期誕生，小誌的書底大大印上沒有附頁碼的目錄。

作者群採用筆名形式發表，篇名看起來沒有關聯性，用詞卻有「光怪陸離」、「高

潮」、「失業」、「廉價」、「情慾喇滴賽」、「病嬌」、「廢」等少見於陽光之下的怪奇

                                                      
32 防蟎抗菌新配方，臉書粉絲專頁，2016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messmite/photos/a.1167953173252271/1020346564679600/?type=1&theat

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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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帶點負面色彩，其預購期間附贈一本奇妙廢文小冊。這本小誌綜合多位寫手，

風格異色，它的存在絕對是在挑戰文學刊物如何達到更高的怪奇程度。 

  從發刊宣言來看，編輯部主要圍繞此小誌的壽命長短，給人似乎隨時都會停

刊的心理預備，不積極的態度也充分展現小誌創作的隨興感。此外，編輯部特別

說明刊物以文為主卻沒清楚設定文體，基於不設限所以可以期待寫手任何形式的

文字創作。 

  《短命刊》每月發行，首刊是 7 月 7 日，第二刊是 8 月 8 日，接下來期數照

相同規則安排下去，最後停刊於 2017 年 10 月，共發行 13 本。編輯部由防蟎抗

菌新配方一人擔任，負責收稿後編排和美編，封面由她發想或是尋找合適的創作

者製作。編輯部基本不會干預內文，也開放投稿，給予作者群極大的寫作自由，

《短命刊》成為一群匿名性高的寫手群專屬的連載文學刊物。 

 

那些努力的身影讓我覺得非常美麗。 

（儘管可能再努力都還是會失去了那些當下，記錄的當下就在失去。我

時常提醒自己不要一直去想這件事，不然會太過失落。但真實就是如

此，於是當下更加可貴。） 

於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收藏珍惜。 

 

遍地都是窒息式的日常 

於是反射出來的吉光片羽 

才讓人這麼著迷33 

 

這是編輯部防蟎抗菌新配方發行《短命刊》的初衷。起初，發現有些朋友的臉書

貼文寫得很好，決定興辦《短命刊》邀請朋友來寫稿，對象有學生、網友等以她

                                                      
33 防蟎抗菌新配方，臉書粉絲專頁，2016 年 10 月 24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messmite/photos/a.749233551790904/1101111353269787/?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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輻射出去的人際脈絡，寫手年紀小至 18 歲大至 30 歲。《短命刊》的印量每期約

50 本至 100 本，定價從 80 元到後期改為 100 元。防蟎抗菌新配方認為支付稿費

是很重要的形式，即使當時的經濟狀態和小誌營收每篇稿費只能給付一百元和送

該期刊物一本，編輯部和作者仍維持好的互惠合作模式。 

    《短命刊》收錄小說、散文、詩等基本文體，也跳脫常規地收錄臉書私訊的

對話框，甚至文體的界線也能模糊，例如 2017 年 6 月第 12 號〈Shoulder FM〉

專欄中： 

 

【自我介紹】 

這輩子最痛恨的事情 

就是幼稚園某一天 

我安靜看著書 

老師突然說「男生怎麼這麼吵 

男生全部去罰站」 

 

在我看來 這就像是說 

「你是穆斯林 

所以你是恐怖份子 

所以我要把你殺了」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34 

 

作者有方在專欄認為自己寫了「垃圾垃圾的詩35」，雖然不可考他所謂的垃圾詩的

模樣，但本文認為這是作者自認寫了不符合常規的詩所生的形容。這篇〈自我介

                                                      
34 有方，〈Shoulder FM〉，《短命刊》第 12 號，2017 年 6 月，臺北，頁 29。 
35 有方，〈Shoulder FM〉，《短命刊》第 12 號，2017 年 6 月，臺北，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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紹〉單以形式來看是一首詩，但內文平舖直敘並沒有詩使用語言的跳躍性，就像

把一段散文切割成詩的體例。與其認作一首散文詩，本文認為這是作者以直覺將

文句節奏恣意斷行而成的單純短文，不隸屬於特定文體也代表是更自由形式的文

學創作。小誌接受任何形式的投稿出版，文學的模樣自然不受限制。 

 

    像是書的初稿、談戀愛時寫的詩、分手時寫的詩、日本旅遊行程，也有色

情短篇，甚至還有照片幾張來佔版面。36 

 

這是《短命刊》長期專欄「707 号室」王罔市回顧自己的投稿歷程。編輯部除了

不設定文體，也不會設定該期主題，對內容的最低限制即是風格希望「亂七八糟、

光怪陸離、滿腹牢騷37」，因此整本都是怪文的刊物要如何塑造出整體性，又或者

整體性對小誌來說重要嗎？閱讀《短命刊》雖然能感受到編輯部對於各篇多少有

進行美編，但文章彼此的關聯性低，閱讀感受是將多名創作者的作品直接安裝在

紙上，讀者隨時都能翻頁進行各篇的獨立閱讀，就像在輕鬆地吃玉米片38。作者

需要《短命刊》的舞臺登場，編輯部提供一個簡易舞臺，讀者沒負擔地想隨意地

從哪裡入座都可以。 

 

二、任何投稿都刊登的小誌:《鑽石水溝蓋》 

 

  2015 年，一本厚度多達 92 頁的小誌《鑽石水溝蓋》創刊，截至 2019 年目

前發行七期。彩色封面，黑白內頁，特別的是內頁特別厚。每頁都是用 A4 廢紙

                                                      
36 707 号室，2017 年 6 月 29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hereisroom707/?__tn__=%2Cd%2CP-

R&eid=ARCTDiY1x0GpDtMCqkeuUMiVTzc28EVBh6tww74zz_0IXCXHNOyBkpj55Md9w_dFbN

WECLO0QkcT490y 
37 防蟎抗菌新配方，臉書粉絲專頁，2016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messmite/photos/a.1167953173252271/1020346564679600/?type=1&theat

er 
38 防蟎抗菌新配方訪談筆記，2018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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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摺，以空白背面印製而成。 

 

一本來自廢紙的刊物，一本摺紙的藝術， 

一本辯證法的取消，一本紙上的千高原， 

一本篩選機制的補充，一本游擊隊員的退休指南， 

一本金融衍生商品的應用。 

 

內容來自所有人的投稿，不挑不選不修改， 

編輯部提供排版以及摺紙的服務。 

各期投稿者免皆可費領取一本。39 

    

身為編輯部卻不是審查機制，連風格都不去定調，只是被動地收集四面八峰的稿

件，顛覆編輯部的存在意義。全本小誌由複數投稿者決定走向，編輯部的工作退

居成郵件收稿和排版，製作封面，最後自費印刷並發行。 

 

（一）跳脫審稿機制：對編輯部來說，為什麼堅持稿件一律不修不改的原則如此

重要？一般的刊物都會有一套鞏固自身特色的篩選機制，但若沒被選中刊出，是

否意味本身作品不夠好，難道註定沒有其他適合的讀者？因此，編輯部想透過《鑽

石水溝蓋》來對這些機制做一個補充，那些被機制排除的作品其實是有價值的，

它們只是暫時不被需求。40 

  由於任何投稿都能收錄，直白來說也是蠻隨便的印刷成書，因此在創立初期

編輯部身旁的朋友不接受這個草率形式，質疑這本刊物在浪廢紙，討論後決定選

擇已經不被需要的廢紙印刷。然而廢紙看似容易收集，但現實是大多能生產大量

                                                      
39 編輯部，《鑽石水溝蓋》第六期，頁 1，2017 年 7 月。 
40 《鑽石水溝蓋》編輯部採訪筆記，2019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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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紙的單位早和慈濟等相關單位合作回收41，廢紙其實不多。最後編輯部所幸找

到一間普通的影印店和老闆訊問後，從此將店內的廢紙變成《鑽石水溝蓋》的書

頁。一刷大約 30~40 本左右，與大部分小誌少量印完即絕版的特質相反，編輯部

表示只要賣完就會再刷，目前第一期累積至 200 本左右。 

 

（二）模糊的文類：《鑽石水溝蓋》黑白頁面穿插文本和圖像。文字包含散文、

詩、小說、演講稿和難以被歸類文體的短文；圖像有攝影、插畫、漫畫、螢幕截

圖等。稿件篇幅若過長，編輯部的應對方式是分期連載，一定會將稿件完整刊出，

例如從第二期筆名為曹水的〈鑽石水溝蓋投稿〉（1）擁有 7 頁的篇幅，編輯部當

時收稿時其實收到是一百多則，全部一次刊完實在量大所以拆分，一路連載到第

四期。筆名成零的〈法國外籍兵團〉也拆成（上）（中）（下）分別刊在第三、四、

五期，描寫身為臺灣志願兵後來到法國成為外籍兵的真實故事。 

    由於《鑽石水溝蓋》接受任何來源的投稿，並且編輯部於第四期和第五期不

再主動邀請認識的朋友前來投稿，因此此刊物的作者群正式邁向編輯部無法掌握

的領域，連編輯部都不太認識作者們。雖然作者多元，但關於《鑽石水溝蓋》是

否有一個相似的作者取向風格，編輯部指出是「邊緣人」。以曹水的兩則文本舉

例： 

   /無的悖論/ 

 

      請在下欄罰寫 30 遍 

      ┌─────────────┐ 

      ∣                 ∣ 

      ∣                 ∣ 

      ∣                 ∣ 

                                                      
41 陳韋鑑，〈鑽石水溝蓋〉，ARTALKS，臺新銀行文化藝術基金會，2015 年 10 月取自  

http://talks.taishinart.org.tw/event/talks/20151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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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非女神注入者，無法參透的奧妙/ 

 

      感覺神 

      剩下神 

      =神剩 

 

      神剩之光 

 

      閃亮如蝦之眼 

 

      如蝦搬捲曲向後跳躍 

      之眼 

 

      魚食不候，眼爛成泥 

 

      謝絕光淋 

      下次不要再來 

      。 

      全詩蹤43 

 

編輯部形容這些文本是「很像詩的東西」。44第一首〈無的悖論〉相當無厘頭，若

是要劃分文體可歸成圖像詩，但與其說是詩，更像一篇單純符號堆疊而成的遊戲

                                                      
42 曹水，《鑽石水溝蓋》第二期，臺中，2015 年 9 月，頁 134。 
43 曹水，《鑽石水溝蓋》第二期，臺中，2015 年 9 月，頁 137。 
44 《鑽石水溝蓋》編輯部採訪筆記，2019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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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第二首〈非女神注入者，無法參透的奧妙〉採用多個諧音來製造搞笑，詩

意似乎不是作者努力想營造的方向。這些符合詩為短字斷行的形式，內在風格卻

會讓讀者懷疑是詩還是短文，這樣的文本平時會被如何被劃分文體，甚至是被看

見？編輯部進一步問「要拿這個給誰投稿45？」由於《鑽石水溝蓋》不審稿的刊

物存在，所謂邊緣人的創作得以有一個平臺去發表和被閱讀。目前還沒有作者固

定每期都投稿，即使是同一個人也會更換筆名，一般讀者不易發現。 

    哪些讀者是《鑽石水溝蓋》想要瞄準的受眾？編輯部認為讀者就是這些人（每

期的投稿作者們），因為投稿者即可免費得到該期刊物，《鑽石水溝蓋》想服務的

就是這些人。但也由於《鑽石水溝蓋》不積極邀稿和接受隨興投稿，讀者也很難

期望下一期看到什麼。 

 

（三）以封面回擊時事：編輯部雖然對於每期內文只採取幫忙排版的工作，而封

面是編輯部能獨立決斷的空間。第一期封面是以一支筆遮掩短髮女性的眼部，這

個風格延續至第七期，除了第六期外都有人物登場，共同點都是眼部會被橫條遮

掩。第一期的女性是日本女星酒井法子，她的海報掛在《鑽石水溝蓋》創刊會議

的空間，即是位在臺中的藝文團體溪流的所在地。溪流由樂團、文字創作者、藝

術家等多元人物相約組成，《鑽石水溝蓋》和《散落》的編輯部即是曾經的成員。

46之所以會以筆遮掩，編輯部開玩笑地表示是希望能迴避肖像權使用的行動。 

                                                      
45 《鑽石水溝蓋》編輯部採訪筆記，2019 年 4 月 3 日。 
46 《鑽石水溝蓋》編輯部採訪筆記，2019 年 4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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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鑽石水溝蓋》第一期至第六期 

資料來源：筆者攝 

  第二期的封面人物是 2014 年擔任教育部長的吳思華，他的眼部上方有一條

粉紅色橫槓，看似要為他遮掩雙目但失敗地遮成眼皮，橫槓上有五字「書已經硬

了47」；封底寫著「抱歉 眼睛沒遮好 字還打錯了，但是48……」來接續封面書已

經印了的事實。對於此等技術性失誤，編輯部表示： 

 

鑽石水溝蓋第二集的封面照片來自 2015 年發生的高中國文、社會領域課

綱要爭議事件。時任教育部長的吳思華面對人未平息的課綱爭議表示

                                                      
47 編輯部，《鑽石水溝蓋》第二期，臺中，2015 年 9 月，封面。 
48 編輯部，《鑽石水溝蓋》第二期，臺中，2015 年 9 月，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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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已經印了」，新課綱無法暫緩實施。編輯部在這期封面的處理上也發

生了一些技術性失誤，不過書已經印了。也只能這樣了。49 

 

第三期封面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這次眼部準確上橫槓，封底是安倍晉「三」比

出「三」的手勢。編輯部注意到是安倍晉三的「三」支箭的經濟政策50，一連串三

的數字因此成為第三期的適合人選。第四期封面封底共有四名國軍，他們正在脫

帽示意致歉。從封底到封面的橫槓為「然後，他就，4 掉，了51」，這其實包含兩

件時事元素。編輯部對於這期封面的設計理念是： 

 

2016 年四月，發生了在肯亞以及巴拿馬涉及犯罪的臺灣人遣送至中國的

事件。時任法務部長的羅瑩雪對事件關係人的下落表示「然後他就死

（四）掉了」2016 年 6 月海軍陸戰隊兵虐狗致死，並拍下影片，事後為

此錄製道歉影片要求原諒。52 

 

第五期封面是一名男子的側臉，眼部畫上紮實的黑色橫槓，其實是出自電影《重

慶森林》金城武（諧音五）的節錄畫面。封面底部寫「還有兩分鐘我就 25 歲了

53」同樣出自電影臺詞。第六期封面是唯一非人物為主題，是土星的第「六」個

衛星泰坦。編輯部會注意到這顆衛星是因為「他是最像地球的星體，必須寄宿在

地球這個標準上。他很像地球，不是自己54」，關於泰坦與地球相似的網路資料登

                                                      
49 鑽石水溝蓋總編輯，〈不挑不選不修改也能做刊物〉，2018/6/01，講座地點新手書店（臺中市

西區向上北路 129 號）。 
50 「1.寬鬆貨幣政策；2.擴大財政支出；3.結構性經濟改革與成長策略。一般稱為安倍的三支

箭，或是安倍經濟學（Abenomics）」引自王之杰，〈安倍經濟學功過（更新）〉，商周.COM，

2017 年 10 月 23 日，取自 https://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aspx?id=30165&type=Indep 
51 編輯部，《鑽石水溝蓋》第四期，臺中，2016 年 7 月，封底封面。 
52 鑽石水溝蓋總編輯，〈不挑不選不修改也能做刊物〉，2018/6/01，講座地點新手書店（臺中市

西區向上北路 129 號）。 
53 編輯部，《鑽石水溝蓋》第五期，臺中，2016 年 12 月，封底封面。 
54 《鑽石水溝蓋》編輯部採訪筆記，2019 年 4 月 3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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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是 2017 年55，即是第六期的出刊年分。第七期在徵稿時《鑽石水溝蓋》臉書公

告： 

 

Diamond Drain Cover vol.7 will be published in English version!  

大家的投稿以中文為主，不過為了追隨國際化的腳步，這一期的鑽石水

溝蓋將發行英文版 a.k.a English version, very good good! 

（不挑不選不修改，那麼也就不翻譯啦）56 

 

出版後封面是臺灣總統蔡英文，同樣維持橫槓臉部，但上面註記「英文版 English 

Verison57」，打開來一看還是維持中文版本，編輯部製作的封面再一次發揮諧音笑

話的設計。 

    從目前 2019 年截止來看，《鑽石水溝蓋》內文雖然抱著不審稿看似不入世的

自由風格，卻以封面來詼諧諷刺地回擊時事。一本小誌既離世又入世，矛盾的價

值觀卻有趣地被展現出來。

                                                      
55 Nadia Drake，〈土衛六影像揭密，竟與地球極度相似！〉，NATIONAL GEOGRAPHIC 國家地

理，2017 年 1 月 17 日，取自 https://www.natgeomedia.com/environment/article/content-3604.html 
56 編輯部，《鑽石水溝蓋》，臉書，2018 年 2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DiamondDrainCover/photos/a.159291447745235/601044303569945/?type

=3&theater 
57 編輯部，《鑽石水溝蓋》第七期，臺中，2018 年 6 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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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有一天下午，有一個剛上高中和我們關係很好的小妹妹，好奇的坐在位

置上翻開了短命刊和另外一本厭世宗親會的《人生規劃》，但因為時間關

係沒能看完，我借給了她帶回家看，結果她的另一個同班同學看見之

後，愛不釋手，透過這個小妹妹問如何買以及還有沒有其他本可以看。 

 

因為這些書給了她一個教科書以外的世界以及答案，幫她開了一扇窗。1 

 

這是 2017 年，小誌《短命刊》最終號的讀者投書節錄。作者東軍討論臺灣出版業

和書店賣書的困境，以這段引文為結論指出小誌能打開新的閱讀體驗。厭世宗親

會本來是短命刊的專欄作者之一，在接觸小誌文化後自己另創小誌《人生規劃》，

小誌出版門檻低和高度自由容易吸引作者加入創作；小誌的份量輕巧也易閱讀，

引文中透過一個讀者也吸引到新讀者，可見小誌的散播力強。本文旨在調查 2000

年代後臺灣小誌如何在不到二十多年的發展中茁壯成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申論

小誌美學為臺灣再添非典型又生猛的創作。 

    研究動機源於在網路上偶然發現臺北在舉辦小誌活動，接觸更多小誌後注意

到它的形式和內容難以在商業性書市出版，但它卻沒有消反而越來越興盛， 

因此以 2010 年代的臺灣出版環境作為背景反思為何小誌卻開始出版量起飛。在

當代，創作已經不容易拿到實質的金錢回饋，有趣的是這些小誌作者卻願意自費

出版，且積極於親自擺攤尋找讀者，不透過出版社直接建立作者和讀者最直接的

關係。更特別的是，作者與讀者的邊界是模糊游移的，由於小誌很簡單就可以完

成，容易鼓勵讀者的創作慾去成為下一個小誌作者。其文類能生產創作者的速度

之快，絕對是其它依憑專業體制下的出版品所無法達成的感染性。 

                                                      
1 東軍，〈讀者投稿光屋〉，《短命刊》，第 13 期，2017 年 7 月，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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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小誌的流通與在臺灣的歷史發展限於它並沒有正式的出版管道和 ISBN

編號，因此增加它被大眾所知的隱密性。另外，小誌只能依靠個人發揮影響力去

曝光，2010 年代才開始有大型小誌市集的助力下開始浮上檯面，但它的相關資

訊依然傾向在圈內流動。本文目的是梳理臺灣小誌的歷史，綜合多人的訪談和相

關文書來讓小誌以更清晰的面貌被認識，甚至是去重視在自由出版下的臺灣，還

有一群看起來默默但其實基數逐年增多的小誌作者群努力地進行體制外的自由

出版。 

    回到上述《短命刊》的節錄，在結論以小誌的內容作為引文來印證臺灣書市

衰退其實很微妙，一方面它不被認知為正式出版品，也一定有比它更可性度高的

參考資料，但是作為最忠實傳達個人聲音的小誌，其願意拿欄位來討論並且出版

的行動是非常積極的。這種對於出版的積極性熱情，從本文於 2000 年調查小誌

發展以來一直都能在小誌作者和活動主辦方和書店店主身上明顯地感受到，因此

串聯起本來如散沙四散的小誌生態。 

    首先，自 1990 年代以來，小誌文化的觸角透過西方龐克音樂在臺灣的唱片

行落地。進入 2000 年代後，一方面龐克店解放之聲店內的小誌書櫃啟蒙喜歡獨

立音樂的高中聲和大學生，他們開始認識小誌，紛紛成為讀者後在 2010 年代變

身為作者或是書店店主。在小誌寄賣的初期，當時寄賣書店的風氣並未成熟，反

而是透過朋友等人脈網的咖啡廳和酒吧中暫居一角。另一方面，創意市集中出現

一群不顯眼的刊物作者。歷經多次擺攤失利後，決定告別淪為綜合性商品中的其

中一員，指標性地成立臺灣第一個小誌市集。接下來，小誌市集走向國際。小誌

文化從本來世界傳入臺灣，再是從臺灣傳播出去。小誌脫離一般出版，也脫離依

附在一個穩固大型的文化，自己變成獨立的小文化，不再為大文化影響，反而逐

漸茁壯。 

    2010 年代後出現小誌市集，正式進入臺灣小誌劃時代的蓬勃階段。小誌不

只是單純一種新型的出版品，由於它的生產鏈既微小又太忠於個人，卻可以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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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出版品中佔有無法被取代的行動意義：人人可以創作，他們的聲音不需要依附

體制而妥協修改。市集的誕生意味著作者和讀者的數量又往上一個階級，書店寄

賣的現象讓小誌長期曝光和流通。在小誌圈中出現了所謂的中介商，代表就算小

誌不以商業為重，也多少開始能支持圈內的經濟。另外，小誌活動發展出市集之

外的純交換場，在中南部也開始拓點。 

    小誌的美學在於廣納任何文風和文體，甚至不好定義的文字型態；圖像部分

漫畫、插畫、螢幕截圖和攝影等零散出現在同一本小誌也能被讀者安然接受。作

品小誌的印量少至個位數，多至五百本以上都有。它的通路不限定臺灣，在小誌

市集和朋友的推廣上都可能到國外發展。小誌看似隨性、次文化等級，儼然在國

際間為臺灣文化以自己的微小出版提高曝光率。再是，龐克小誌記錄了臺灣少有

為龐克場景的寫作，進而藉由發行活動來吸引人群參與社會議題。最後，合輯小

誌的編輯群一反編輯介入作者的角色，經營小誌成為一個恣意收稿的平臺，為流

於體制外的文字能有一個被看見的去處。 

 臺灣小誌二十多年，由一小群作者滿懷熱情地從創作到出版，他們不需要主

流文化的認同和注意，而是忠於自己的發聲和美學品味。次文化的視覺衝擊和生

猛性讓小誌作家被發掘，並且年年都有小誌大型小型活動，甚至民間已經發起小

誌資料庫的計畫。另一方面，臺灣也接軌國際的小誌生態。次文化從頭到尾都在

取樂於自己，這個特質不斷吸引更多人成為小誌作者，逐漸擴大文化影響力。小

誌是未來臺灣創作人才極可能出道的方式，其文本的力量性不可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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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綉敏，〈【amaZINE─小誌游擊美學】自由的靈魂：京都塑膠人邱璽民〉，方格

子：紙飛機生活誌，2017-03-16，取自 https://vocus.cc/airplain/33337 

鄭南榕主編，《民主時代周刊》，自由時代雜誌社，第 198 期，1987 年 11 月 14

日。 

蕭如君、汪正翔，〈沒大事，做小誌 一場獨立刊物同樂會〉，中時電子報，

2013 年 09 月 09 日，取自

https://magazine.chinatimes.com/renlai/20130909004588-3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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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于修，〈Mangasick：漫畫私倉，餵飽內心黑暗面〉，Cheers 雜誌第 191 期，

2016-08-01，取自 https://www.cheers.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7965 

 

七、圖片來源 

圖 1 《毒草》第十期「殺人兒童」 

資料來源：毒草 Toxic Weeds，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9 年 6 月 13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134468956642003/photos/a.145385752216990/230108

8033313407/?type=3&theater 

圖 2 第四屆活動酷卡 

資料來源：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6 年

5 月 4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hotos/a.172806799543575/633794750111

442/?type=3&theater 

圖 3  2019 第五屆攤主名單:主題” F·R·I·E·N·D·S” 

資料來源：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粉絲專頁動態， 

2019 年 6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hotos/a.172806799543575/133402383008

8527/?type=3&theater 

圖 4 大隊接 ZINE 

資料來源：Not Big Issue 小誌 / 獨立刊物市集，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9 年

6 月 9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otbigissue/photos/a.172806799543575/133596790656

0786/?type=3&theater 

圖 5 第一屆草率季「讀者客房服務」：真人有聲書 LIVE 

資料來源：草率季 Taipei Art Book Fair，臉書專頁，2016 年 10 月 21 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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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artbookfair/photos/a.597889767064124/61177469

9008964/?type=3&theater 

圖 6《girls ZINE：動手做，與 ZINE 同樂》與 

《girls ZINE 寫給女孩的 zine 指南》 

資料來源：田園城市，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4 年 2 月 20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gardencitypublishers/photos/a.116529841744497/65362

0461368763/?type=1&theater 

圖 7 2018 天下第一小誌交換大會主視覺 

資料來源：２０１８天下第一小誌交換大會，臉書活動頁面，2013 年 6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NFXNP/photos/gm.2071543819730571/180917512914

9733/?type=3&theater 

圖 8《房間日記》 

資料來源：Gao Yan / 信 plurk 動態牆，2015 年 6 月 15 日，取自

https://www.plurk.com/p/l169q7 

圖 9 《綠之歌》 

資料來源：Gao Yan，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8 年 2 月 25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gaoyann/photos/ms.c.eJwzszS2tDQyMTcxMDU3szTR

M4PwzcyNLQ0NjCwAZ6wGcQ~-

~-.bps.a.693992390724369/693992467391028/?type=3&theater 

圖 10 《房間日記》 

資料來源：Mangasick 官方網站【刊物介紹】高妍，《房間日記》（2018），

2018 年 6 月 14 日， 

取自

https://mangasick.blogspot.com/2018/06/2018.html?fbclid=IwAR0RUqIhMsF4iaI4

doi:10.6342/NTU201903727

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artbookfair/photos/a.597889767064124/611774699008964/?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artbookfair/photos/a.597889767064124/611774699008964/?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gardencitypublishers/photos/a.116529841744497/653620461368763/?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gardencitypublishers/photos/a.116529841744497/653620461368763/?type=1&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NFXNP/photos/gm.2071543819730571/1809175129149733/?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NFXNP/photos/gm.2071543819730571/1809175129149733/?type=3&theater
https://www.plurk.com/p/l169q7
https://www.facebook.com/gaoyann/photos/ms.c.eJwzszS2tDQyMTcxMDU3szTRM4PwzcyNLQ0NjCwAZ6wGcQ~-~-.bps.a.693992390724369/693992467391028/?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gaoyann/photos/ms.c.eJwzszS2tDQyMTcxMDU3szTRM4PwzcyNLQ0NjCwAZ6wGcQ~-~-.bps.a.693992390724369/693992467391028/?type=3&theater
https://www.facebook.com/gaoyann/photos/ms.c.eJwzszS2tDQyMTcxMDU3szTRM4PwzcyNLQ0NjCwAZ6wGcQ~-~-.bps.a.693992390724369/693992467391028/?type=3&theater
https://mangasick.blogspot.com/2018/06/2018.html?fbclid=IwAR0RUqIhMsF4iaI4KBo-_aWs9XWwP


111 
 

KBo-_aWs9XWwP 

圖 11 《這聲音燃燒機器》發行活動海報 

資料來源：共力社部落格，2010 年 11 月 1 日，取自 http://gonlishe-

news.blogspot.com/2011/01/1_08.html 

圖 12 《短命刊》第一期封面封底 

資料來源：防蟎抗菌新配方。臉書粉絲專頁動態，2016 年 7 月 1 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messmite/photos/a.1167953173252271/102034656467960

0/?type=3&theater 

圖 13 《鑽石水溝蓋》第一期至第六期 

資料來源：筆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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