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喬・斯圖爾特

畫家、版畫家，裝置藝術家。出身美國華盛頓州，26
年前來到日本。感覺京都是適合創作活動的理想地方。

奧索比・錫高

出身馬利。在中國學了 6 年建築後來到日本，原本計
畫在京都完成研究，再做 1、2 年的實習後便返國，結
果一待就待了 21 年。

羅伯特・耶林

陶磁器美術研究者，出身美國紐澤西州，1984 年來到
日本。寫過數本有關陶磁器的著作，建了關於日本陶磁
器的世界最大英文資料庫。長年生活在靜岡，15 個月
前搬到了京都。

我們靜靜坐在法然院的外側長廊，眺望著洋溢跨越時空魅力的中庭，亮晃晃的秋天陽光與和煦
的微風，這裡很有京都風情，除了我們至少長相根本不像日本人的“外國人”……。雖說住在
日本的泰半外國人，都認為東京才是自己的活動據點，但覺得全世界沒有像京都這麼棒的地方
的外國人，也不在少數。JQR 為了探究其原因，於是去問了住在京都的三位外籍人士。

JQR ：絕大多數外國人都會選擇東京作為居住
地，為何各位卻選擇了京都？

：我之所以決定搬到京都，是出自於文
化上以及工作上的理由。就像棒球卡收藏家對
所有棒球選手之如數家珍，我對陶磁器的涉獵
也是包羅萬象。陶磁器原本都是自九州至名古
屋的日本西部在從事生產，被稱作日本六古窯
的陶磁產地便在日本西部。從京都搭列車只需
一個小時，就可以去到信樂、丹波、越前、備
前的窯口。能夠更接近我所深愛的藝術，光是
這點就讓住在京都有了意義。

：我這人喜歡大都市，也喜歡到東京和大阪
去走走。但京都卻留存有一種田園鄉間的風情，
它的四週有群山圍繞，市區正中央還有河川穿
過。我也喜歡大自然，而京都這地方對慢跑和
觀察野鳥而言，是再適合不過了。當我還在 10
歲左右時，經常一個人去釣虹鱒，而現在每當
像這樣坐在京都的傳統庭園，便可以找回當時
的那種感覺。

：我之所以喜歡京都，是因為這個城市的
大小剛剛好適合人居。在東京，不是距離太遠，
就是人太多寸步難行，經常沒辦法照著自己的
意思來行動。但在京都，就和東京不一樣了，
很簡單就能決定是要騎腳踏車，還是要搭公車。
京都的整個街道佈局很好懂，可以完全照自己
的想法去行動。倘若想參觀歷史名勝古蹟也很
近，如果想去現代化的場所，則隨處都有流行
雅緻的咖啡座可去，行動上很方便。

：就如同佛羅倫斯之類的歷史城市，京都也
是座活生生的美術館。而且就像今早我到這裡
來的時候，騎腳踏車從城市的一頭到另一頭，
花不到 20 分鐘。這裡有百貨公司也有網際網路，
對跨國的生活來說，也不會有任何不便，我們
外國人在這裡絕不會過得很孤立。

：常聽到日本人說京都有很多規矩，京都
人不容易親近，但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對外國
人來說，反而是有一定的規矩，生活起來才方
便。京都人總是會主動告訴外國人，各種的傳
統規矩以及日本文化。但是來自其他地區的日
本人，多半都不敢主動發問，這有點像是自己
給自己築起了藩籬。況且京都人在面對外國人
的時候，也是具有不能夠拘泥於傳統規矩的通
融性的！

：不過，那個「距離」對我來說反而是有幫助
的。究竟要不要保持距離，可以視當時的感覺
來決定。我大概是在京都住得太久了，偶爾回
到美國，碰到每個人都喜歡對大事小事發表自
己的意見，讓我忍不住想對他們說，「為什麼我
一定得聽你的想法？」

：大笑！
：我有個朋友住在滋賀縣的鄉下，他也是一

位藝術家，但是在那個地方，一天當中大概有
五次，附近的居民會過來坐在長椅上，和他聊
他的畫。我朋友本身是很喜歡來自周遭的這種
關心，但換作是我，如果像那樣動不動就有人
來拜訪，恐怕根本沒有辦法工作。在京都，我
工作的時候就不會有任何人來打擾，可是只要
我想和誰碰面，人馬上就可以過來。對我而言，
這種不會太黏也不會太冷淡的關係，可說是恰
恰好的。

：因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不曾遭受轟
炸的緣故，京都擁有一種在其他都市中找不到
的魅力。

JQR ：是什麼樣的魅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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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在彎彎曲曲的小巷裡迷了路，總
是會有些新的發現。會遇見一些從古早以前就
一直存在於那裡的事物。當京都人談到「戰爭」，
他們說的是 1400 年代的應仁之亂。在這同時
京都也是個十分現代化的都市。譬如要找一個
最新型的機器，雖然不像在秋葉原一樣，通通
都集中在一個區域，但只要用心去找，一定還
是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的。

JQR ：京都的確是一座深具魅力與歷史的城市。
但就算如此，也可以趁放假日時來尋幽探勝啊。
每天都生活在京都，會帶來什麼不同的影響嗎？

：何不就當作是一輩子都是放假日呢？
：大笑！

：每天早上睜開眼睛，感覺自己的生活
方式和自己的工作之間沒有衝突，是件很不錯
的事。生活在美麗的環境中，早上起來時不要
看時鐘，可以在夢裡醒來，你不覺得是一件很
棒的事嗎？在京都逛一逛，會發現無數饒富趣
味的文化。和東京不一樣，在這裡沒辦法將所
有自己喜歡的搖滾樂團的演唱會一網打盡，但
是這裡有許多的傳統與文化，那是永恆的。想
也知道，女神卡卡再過個 10 年恐怕就會被世
人給遺忘了，但是迷人的音樂「雅樂」，在今後
的 1000 年裡，還是會一直在神社中被演奏的。

：大笑！
：譬如像松江那樣美麗迷人的城市，在

日本全國所在多有。但是京都卻像是一個將所
有這些城市集合起來的地方。而且要去哪裡都
很方便，像我現在根本連車都沒在開了。

：京都是一座結合了古代與現代建築的都
市，當中有不計其數的問題與解決方案。京都
是一個永遠有很多東西可以學的地方。 像我在
教的兩堂建築課，有一堂就是京都建築，雖然
我不知道這個為什麼是由我在教…

：大笑！
：在夏季課程中，北自北海道南至沖繩，

全國都有學生來聽。要連絡到負責課程的老師
很容易，他們也隨時願意為學生勻出時間來。
不像東京人都很忙，要在短時間中取得連絡並

安排見面，就不是那麼
簡單的事了。在京都的
話，通常都可能勻出一
點時間來的，即使只是
短短 1、2 個小時。

：在 京 都， 大 家 一 直
都過得很從容自在呢。

：一 點 也 沒 錯。
自曼哈頓來訪的友人說，

「我絕對沒辦法住在京都，這是一個到了晚上就
靜悄悄了無人跡的小城！」他說的的確一點也
沒錯啊！

：它雖然是座大都市，卻同時擁有寧靜，這
樣均衡的環境對創作活動來說是最好不過了。

：比起東京來，京都的確是讓每個人的
創造性更得到了發揮。

JQR ：三位從事的都是與創作領域相關的工作，
這會不會就是各位如此適應京都生活的原因
呢？還是說，就算是技術人員或從事金融工作
的人，也可以在京都生活得很愜意？

：這麼說來，我過去研究的是營建工程，
所以我認為，自己的專業是什麼，倒不是那麼
重要的問題。因為即使人在京都，也是隨時可
以和東京取得聯繫的。

：我想技術人員應該不會選擇京都作為首要
據點吧。倘若是對日本哪些特殊的東西抱有興
趣，或在這裡有指導的機會，那是另當別論。
對我們藝術家或是建築師而言，事實上一開始
就是從亞洲獲得了靈感，那也成為了我們在京
都安頓下來的原因。住在京都對我們來說，我
覺得是最自然不過的選擇。

：就跟他所說的一樣，在京處處都有與
自然的交會，那是創造力的根源，它刺激了我
們的靈感。

：即使只是不經意的觀看，也必然會發現來
自大自然觸發的樣貌！從屋簷，從步道，有時
甚至是從飄落的銀杏葉中，看到超現代的圖案。
大自然隨時就在身邊，以各種方式被詮釋被擷
取。

JQR ：那為什麼不選擇住在鄉下呢？

：你說得是沒錯，但如果住在鄉下，就
不會有機會接觸到來到這城市的各種人了。 每
年從日本國內外，都有 4 千萬名以上的觀光客
造訪京都。所以說，在京都，你可以同時找到
來自自然與人兩方面的刺激。

：我剛才也說過了，我那位住在遠離都市塵囂，
選擇了和鄰居坐在長椅上聊天的生活的友人，
他十分滿意那樣的生活形態。像你這樣來自東
京的客人，恐怕會感覺京都幾乎就像地方性的
鄉下小城吧。簡單說，我就是覺得京都是兩者
間最佳的組合方式！住在京都就好比開車一樣，
想要提高車速就不妨踩下油門，若想要悠閒過
生活，就可以踩下煞車。

：一點都沒錯！！

JQR ：與 20 年前相比，京都有改變嗎？

：京都是一座十分有機性的都市，永遠不
斷的從內部產生變化，而不單純只是從外部擷
取了什麼東西進來，人們直接接觸著「活的歷
史」。相信你也聽過，京都人會說「我們家在這
一百年裡，一直都是和同一家小店買豆腐」，或
者是「我們家好幾代都是這家店的常客」，這對
京都人來說是很一般的。

：有許多商店都改裝成咖啡座和精品店了，
這在以前是沒有的。 

：不過，京都以咖啡座為中心的文化可是
有非常古老的傳統的唷。這裡有很多的學校和

大學，許多思想家都曾住在京都。
：而且京都過去一直都很前衛，許多文

化因子都是誕生自此地，達到了革新性的發展。 
京都一方面非常具有傳統，同時又非常的前衛，
許多先進企業都是從京都誕生的！

：譬如京瓷、任天堂…
：傳統雖然是個好東西，但停滯下來就

不好了。沒有人想要一個像化石一樣的城市，
要永遠維持創造力是很重要的。

JQR ：我懂了，因為各位的說明，我同意住在
京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不過應該也會有什麼
比較負面，比較陰暗的一面吧？

：大笑！
：的確，觀光季巔峰時的人潮真是夠人

受的了！有一天晚上，趁著散步想說走到某間
寺廟去賞個紅葉，結果寺院裡開來巴士，被一
大群觀光客擠得水泄不通，簡直就像身在新宿
車站裡啊！

：大笑！！
：京都人的忍耐力都很高，雖說那應該算

一項美德，但常常讓我不曉得該怎麼回應才好。
舉例來說，年輕的時候我經常在家裡辦派對，
到了第二天早上，鄰居總會笑咪咪的跟我說，「昨
晚玩得很開心吧」，於是我下一次開派對時就邀
請了他。但事後有人跟我解釋說，那位鄰居是
在跟我抱怨！

：你知道「KY」這個詞嗎？
：　不曉得，什麼意思啊？

： 就 是「 不 懂 得 讀 空 氣（Kuuki ga 
Yomenai）」，也就是不會察言觀色的意思，專

指那種對周遭的反
應很遲鈍的人。「讀
空氣」是日語中一般
的 表 現 方 式， 但 在
京 都， 我 覺 得 要 掌
握它真正的意思更
是特別的難！

：一 點 也 沒
錯！

：另 外 一 個 明
顯傾向就是，不知是否為了維持高級形象，我
覺得京都無論什麼東西都比別的地方貴一點。
那種隨便哪裡都有賣的東西，只要打上「京都製」
或是「京都風」，價錢就會賣得比較高！

：就是這樣！
：雖然剛剛也說過了，但其實我們大家都

曾助長這樣的傾向。有一家餐廳在菜單上寫著
「百年間使用同一家店的豆腐」，並以此為賣點。

就算那個豆腐賣得比其他任何豆腐都貴！
：比方說「麩嘉」嗎？

：沒錯！我認識店家的人，但時時還是會
很驚訝為什麼光是賣個麩就可以變成有錢人。

：因為那不是普通的麩，可是麩嘉的麩
啊！
全員 ：大笑！

：有時會很想吃只有在母國才吃得到的食物，
想吃得不得了。譬如說天然酵母麵包或是某些
特別的乳酪。不過老實說，我還滿慶幸京都沒
在賣的，因為我現在都肥成這樣了。

：大笑！
：不過我很喜歡吃日本的食品和料理，所以

住在京都真的是很幸福。
：對我來說京都最大的缺點，就是吃不

到好吃的壽司！
：醋漬秋刀魚壽司很贊啊！

JQR ：我這下明白京都是個多麼美好的地方了，
那麼對各位來說，有沒有什麼旅遊指南沒有介
紹過的很棒的景點，或是雜誌沒有介紹過的秘
密景點呢？

：我家最棒啦！
：大笑！

：之所以會這麼說，是因為我家是一棟
古老的民宅，有著美麗的庭院，還有不計其數
的傑出藝術品裝飾在其中，所以我都很少出門
的！不過我也很喜歡那種小型美術館，譬如說
北村或是野村美術館，小小一間，展示物多半
都以茶道具為主。要談日本文化，不談茶道簡
直不知該從何談起。像是醬油壺和筷架，這些
都是從茶道衍生出來的。

：京都四面環山，當中有許多不知名的小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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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頂經常都會有座小小的祠堂。當我想為精神
充電的時候，就會去散步順便登山，常可以發
現很美，饒富趣味的靜謐場所。

：想看看傳統的京都時，我都會去那種小畫
廊或是安靜的庭園、寺廟。15 年前的一次經歷，
讓我改變了觀看這些名勝古蹟的方式。當時有
個朋友要搬去北海道，他說他想再看一次那些
著名的景點，於是我們就選擇早一點，一般觀
光客們還沒到的時間去了龍安寺，我們各自在
外側長廊坐下，拍了照片。不久載著觀光客的
巴士到了，我心想，不能再寧靜的參觀了。但
是當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石庭時，我發現自己居
然完全忘了周遭的嘈雜與人群。所以我還是會
去那些著名的寺院，只要將注意力集中在想要
觀看的東西，想要好好品味的東西上，哪怕待
在那兒幾個小時都不會無聊，這真的是很日本
式的經驗呢。

：我還喜歡泡在咖啡座裡。就算在「町屋」
旁邊古色古香的角落，還是可以找到咖啡座。
京都的咖啡座總是那麼的靜謐祥和，和吵雜的
巴黎咖啡座很不一樣。

：我啊，我想和朋友聚聚時，都會到鬧區的
時尚酒吧，喝喝當地自釀的啤酒談談天。 主要
是在酒吧，認識的人越來越多。

JQR ：各位有考慮要回故鄉嗎？

：所謂的故鄉，就是自己安居的地方，
所以說現在京都就是我的故鄉。我沒有想過要

「回到」哪裡去，因為我永遠是在向前走。
：的確，「故鄉」這個字很難定義。你出生

的地方可以叫做故鄉，度過人生大半時光的地
方也可以叫做故鄉。至於我，我的家在京都，
這裡有我的家人和工作。我現在做著我喜歡的

工作，過著十分愜意的生活。這樣說來，京都
應該可以算是我的故鄉吧？或者說是第二故
鄉？

：我最近為了演講而去了聖地牙哥，但
那裡已經不再是我所認識的 70 年代的聖地牙
哥了！

：我懂！母國的東西，例如人與人之間的
親密，常常會讓我覺得悲哀。但只要回馬利一
個禮拜，就讓我感覺受夠了！

：大笑！
：沒錯，所謂的故鄉終究只是相對的。我太

太就說她想去某個別的國家住上 2、3 年，但
我想到時受到文化震撼，想要回京都的多半會
是我！在京都待了 26 年，這裡幾乎已成了我
的故鄉了！

處處都
有自然

京都的大
小最適合人居

在京都的
生活就像一場

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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