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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語文運動是 t„台灣人反壓迫運動 ê 過程形成--ê，現此時，台灣社會面對

「Chi-na化」ê危機，「華語漢字霸權」mä成功 teh主導台灣社會發展方向 ê思考。

T„這個困境內底，台語文運動 beh 思考 ka-t„ t„這個社會 ê定位，tiõh-ài kap這個社

會 ê問題結合，徹底檢討運動，mä tiõh重新引動少年性命 ê熱情，用「脫漢」kap

「文字權」ê進步訴求，引導台灣社會來面對時代 ê挑戰。 

語言 kap 文字是 beh 服務人 ê存在，台語文運動是手段˜是目的，台語文運

動 tiõh-ài建立這個認知基礎，確定運動 ê立場 kap性質，對台灣人解放(tháu-pàng)

運動，chiah 會形成正面 koh 有效 ê進步力量。 

 

關鍵詞： 台語文、民族、階級、台灣人反抗運動、學生台灣語文促進會、T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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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語文運動 Ê 社會意義  

 

1 .台語文運動 tú tiõh 困境  

台語文運動發展到 ta°，雖 bóng面對 ê現實環境比過去 khah 開放，˜ -koh tú--

著(tiõh) ê困境 bë比過去 khah 簡單。 

2000年 kap 2001年中華民國總統 kap立法委員 2 pái 選舉，台灣人 100冬反抗

力量累積--出-來 ê政治力----民進黨，得著總統 häm國會第 1大黨 ê政治勢力，大

部份台灣人心理上 lóng bë輸得著消 tháu，台語文運動者 mä käng款用 chiâ°大 ê期

待，beh 迎接「變天」。 

續--落-來，台灣人執政者 ê語言政策，看 bë出「進步」ê思考 kap氣魄，社

會上，過去 50年 ê『國語政策』，造 chiâ°「華語」ê強勢地位，這個強勢地位˜ -tä° 

t„官方 ê機關 kap場合，民間社會 ê生活語言，t„「國語世代」變做社會主力了後，

mä tãuh-tãuh-á teh替代「台語」t„民間 ê地位，準講 chit-má開始 ê母語教育辦會成

功，mä無可能改變「華語」ê主導地位。 

T„台語文運動 kh¬-á內底，用羅馬字 ah 是漢字？羅馬字是文字 ah 是音標？

Toh 1套音標系統 khah「正確」？Beh 用台語台文教 siá°-mih內容？⋯⋯chiah-ê問

題，對運動 Energy ê累積，ah是對改革體制 ê khang-khòe，lóng顛倒造 chiâ° chiâ°

大 ê損傷。這 kóa主張 lóng kap本身對「台語文運動」ê認知有關係。 

台語文運動 beh 繼續推(chhui) sak--落-去，訴求 ê對象、強調 ê觀點 kap本身

ê內涵，lóng直接關係這個運動續接 ê方向，che koh 關係台灣社會 ê未來：進步

ah是倒退 lu；行向現代化 ah是退 t¡g Chi-na舊思想 ê暗影；各階級 koh khah 平等，

ah是繼續「人食人」。 

台語文運動確實 kap台灣社會 käng款，面對 chiâ°大 ê困境，若無反省歷史 ê

經驗，徹底檢討運動 ê kha步，提出新 ê運動內涵，就無才(châi) tiäu面對這個時

代 ê挑戰。 

2.台語文運動 ê時代地位  

2.1 壓迫 kap 反抗 

外來統治者 beh 順利統治殖民地，上重要 mä上基本--ê ˜是暴力，是消滅殖

民地人民 ê歷史 kap 語言；beh 達到這個效果，上有效 ê辦法就是控制教育、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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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kap宗教，來 kä被殖民者做長(t£g)期 koh 徹底 ê「思想洗腦」，扭曲被殖民者 ê

歷史觀、世界觀 kap價值觀，造 chiâ°被殖民者「同意」接受統治 kap剝削。 

過去 100冬，台灣人就 tú著這款悲慘 ê歷史經驗。2個外來政權──日本 kap 

Chi-na國，用暴力鎮壓、資源壟斷 kap思想洗腦穩固 in統治台灣 ê基礎。這個目

的真成功，mê-kak就是用「思想洗腦」這個手段，成功扭曲台灣人 ê價值觀，消

滅台灣人 ê反抗意識。 

有壓迫就會有反抗；beh 反抗，上直接 ê訴求，就是「lán kap in是無 käng國

--ê」；lán kap in toh 位無 kâng？上直接感受--著-ê就是「講 ê話無 kâng」，̃ -tä° án-ne，

lán ê話 koh h³ in 禁止。Ù i 日本統治到 Chi-na統治，「台灣文化」「台語」「台灣

人」⋯⋯chiah-ê訴求，t„過去台灣人反抗運動 ê過程，一直是動員群眾 ê口號。 

台灣人反抗運動動員群眾來挑戰統治體制，t„政治運動，迫統治者一再開放

政治參與 ê空間，到爭取著台灣人民直接選舉 ROC總統 ê權利；t„勞工運動，勞

動權 ê爭取 kap抗爭，到經濟政策 ê制定 bë-sái無 Care勞工力量 ê反彈；ti女權運

動，社會性別觀念 ê改變，到女性參政名額 ê保障；t„原住民運動，族群文化 ê

保存得著社會 ê重視；t„環保運動，生態、土地、資源再利用、非核家園 chiah-ê

訴求，連上保守 ê政客都˜敢 hoah反對。 

這 kóa「進步」雖 bóng是真形式、真表面--ê，˜ -koh，上無，t„「進步」ê智

識份子 kap運動團體內底，chiah-ê進步 ê觀點已經 chiâ°做共識，ah是用來證明 ka-t„

是「進步份子」ê Mark。 

2.2 台語文運動無得著公平 ê回應 

Ah台語文運動--leh？T„政治面，「語言」政策 kan-ta°停 t„義務教育排 1禮拜 1

點鐘「鄉土語言課程」，語言政策 kap資源分配 iáu 是以華語做主體，其他各族群

ê母語分配--著-ê比較--起-來，根本是「län-chiáu 比雞腿」。 

T„政治場，除去選舉場選票 ê考慮，連台灣人認定 ê政治領導者，開會、演

講 ah是接受記者訪問，華語一定是正式 kap優先使用 ê語言，像今年新聞放送 ê

陳水扁總統新年講話，就 lóng講華語(李登輝時代 koh有台語版)。 

T„學術界、學術研討會 kap教室，母語 iû-gôan非正式(˜ -koh 有共識) hông排

斥，連中央研究院 ê「台文音標」討論會，使用台語 käng款受限制。 

T„社會面，ùi 1996年民進黨 ê新世代公開批判「Hö-ló沙文主義」開始，堅持

母語 soah變做 teh 破害「族群和諧」。這種攻擊 thiau 故意扭曲母語運動 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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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是用公平 kap負責任 ê態度來面對客觀 ê政治 kap社會事實。1 新世代核心

成員，主要是外省人 kap新潮流這個雙重身份。 

媒體表現--出-來-ê koh khah 明顯，母語 ê節目 kap新聞雖 bóng有增加，˜ -koh 

ùi「量」來看，華語 iáu 是佔控制地位，ùi「質」來看，mä無發展出 kap 華語節

目無 kâng ê特色 kap品質。媒體根本無反映社會/市場 ê需要。Giâ「台灣人媒體」

khâng-pán--ê mä無 khah 進步，民視、TNT電台、自由時報、台灣日報、教會公報⋯⋯

lóng無正港考慮著這個 mê-kak(當然，in會講 in mä tiõh符合市場 kap現實需要)。 

民間 ê宗教 kap信仰 mä käng款，特別 beh 強調，連台灣民間信仰 mä受著華

語漢字 ê損害，和尚、道士 kap菜姑唸經做法事，華語已經 tãuh-tãuh-á kä台語替

代--去-a(böe-sái單純用 hiah-ê是漢文化來解說)。 

台灣其他族群 ê族群/母語運動，mä kä in kap體制/華語漢字霸權 ê矛盾，看

作是 in kap Hö-ló族群 ê矛盾，部份運動者甚至公開批判 Hö-ló運動者。 

T„進步智識份子 ah是大部份運動 kh¬-á，使用台語是「有時 chün」有需要，

in 大部份 mä會尊重講台語 ê權利(kan-ta°是尊重˜是認同)，in 開會、討論、思考

lóng是使用華語漢字，台語台文對 in無實際 mä無必要。T„ 1-kóa冊讀無透 ah是

理念無一致 ê「假左派」面頭前講台語，koh 會 h³人 tah『民粹』2『台獨法西斯』

『族群主義者』ê Mark。 

2.3  主流青年改革者無重視台語文運動 

80年代尾期到 90 年代初期，各大學就成立真 chë台語文研究社、台灣文化

研究社 kap 台灣研究社，chiah-ê社團內底大部份 koh 有成立 Hö-ló組、Hak-fa組

kap原住民組(尾--á chiah koh 獨立做客家社 kap原住民社團)。 

Chiah-ê 社團有進行聯合，t„ 1992 年 5--月正式成立學生台灣語文促進會，

hit-chün促進會 ê成員關心--ê ̃ -tä°台語文 kap台灣文化 ê議題，mä sì-kòe參與其他

運動，像 Ä u-ngé反五輕、參與農村體驗營3⋯⋯，90 年代台北街頭 tãk 場抗爭，

mä lóng看會著 in ê kha-jiah。4 5 

                                                 
1 請參考〈Siá°-mih  Hö-ló沙文主義?〉，《TGB通訊》第 13期，2000/10，學生台灣語文促進會，

http://home.pchome.com.tw/mysite/stgb/ 
2 『』內底請用華語念。 
3 請參考〈農村生活筆記〉，楊允言，《台文 BÓNG 報》第 52~59期 
4 請參考〈90 年代以來校園台語文運動概況〉，學生台灣語文促進會，發表 t„第 7屆台灣新生代
論文研討會，1995/07，台灣文化基金會，http://203.64.42.21/iug/Ungian/Chokphin/90/90.htm 

5 特別說明：T„ hit個時代，有關心社會、參與實踐 ê青年人，lóng會真積極mä真肯定一切「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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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會成員 Loonng真早 chìn前就提出「脫華」kap「文字權」ê觀點，6來回

應社會狀況，mä反省運動 ê性質。這個觀點，到 ta° iû-gôan teh影響學生台語文

運動思考 kap實踐 ê方向。 

2001年出版 ê《學運世代》(何榮幸, 時報出版社)，訪問所謂 ê「學運世代」，

主要是 80年代尾期到 90 年代中期 ê學生運動者，這本冊訪問 ê對象，是 lán 社

會普遍認為是相對khah進步ê改革參與者，̃ -koh kui本冊內底˜ -tä°無訪問hit-chün 

ê學生台語文運動者，訪問 ê內容 mä無人講著「台語」「台文」「台灣文化」ê問

題。主流社會 ah是這 kóa青年改革者 kap運動者，無 kä chiah-ê議題看作是重要

kap進步--ê，˜ -tä°無 h³ 80~90年代學生台語文運動 kap運動 ê參與者應該 ài有 ê

尊重，mä無 koh khah 誠懇來面對台灣社會問題 ê基本矛盾。 

2.4 台語文運動 ài 調整 kha步 

總--ê講--來，「台語」「台灣文化」t„台灣人反抗運動 ê過程，是對抗統治者/

壓迫者上基本 ê動員基礎(˜是上主要--ê)，˜ -koh 時代一直 teh 轉變，特別是，接

受華語漢字教育大 hàn ê世代，已經 chiâ°做這個社會 ê主力，若是對體制有不滿，

mä bë直接注意著華語相對各族母語 ê特權 kap霸權地位，koh khah 免講會考慮著

台語 häm台文對台灣人運動 ê基本意義。 

主流青年改革者 kap運動者 t„這個社會 ê影響力會愈來愈重要，in對「台語

文」愈來愈無重視，有--ê甚至 kä「台語文工作者」當作是反動--ê，這個趨勢˜ -tä°

會對「台語文」主張 ê訴求形成限制，koh 會影響台灣社會未來 ê走向，運動 ê

工作者 bë-tàng無 Care這個情形。 

T„現實環境內底，台語文運動無得著公平 ê 回應，che 是事實，˜ -koh 運動

beh 進展，bë-tàng kan-ta°怪罪外界環境，顛倒需要反省運動經驗，koh 再 chhöe著

運動 ê定位 kap方向。 

過去 ê運動口號需要調整，ài檢討歷史 kap運動經驗，反省現實條件，提升

運動 ê Vision，提出新 ê運動內涵，回應社會發展 ê趨勢，kap其他進步運動結合，

t„這個時代 h³運動進步 ê kha步繼續踏進前。 

3. 台語文運動者 ê時代任務  

                                                                                                                                            
壓迫」運動，hit-chün，無論是社會 ah是校園 ê運動，各種運動 ê界線無 pun kah像 chit-má hiah
明，kan-ta°是選擇 ê實踐陣地無 kâng niä-tiä°。Beh強調--ê，是學生台語文運動者無 kiu t„台語文
ê kh¬-á，in mä真積極參與其他社會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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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台語文」是手段˜ 是目的 

Beh 討論 chìn前，lán ài先確定前提： 文字是 teh服務語言--ê，語言是 beh 服

務人 ê思想 kap存在(追求公平正義 kap獨立自主 mä是為著這個目的)，文字 kap

語言本身是人 kap社會關係 ê 1部份，in ˜是獨立 ê主體。 

「台語」、「台灣人」、「台灣文化」t„台灣人反抗運動過程內底，是群眾動員

重要 ê訴求口號，che反映--ê是台灣人一直 hông壓迫，「語言」是 pun lín kap góan

上簡單 ê工具，壓制語言 mä是外來壓迫者 beh 壓制反抗上要緊 ê khang-khòe。 

T„反抗過程，反抗者 mä會意識著母語 hông壓迫，ùi chia koh 會意識--著：反

抗 ê意識 beh 形成，語言有 chiâ°重要 ê影響。強調語言 ê時，mä koh會意識--著：

符合母語書寫記錄 ê文字 käng款是 bë-tàng無處理--ê。 

台語文運動是台灣人 t„反抗 ê過程形成--ê，是台灣人 hông壓迫 kap剝削，是

台灣人受著無公平 ê對待，chiah 會 beh 反抗(外來)統治者/體制。 

Lán tiõh-ài用歷史發展 kap社會關係 ê角度來討論台語文運動。 

「語言」是 1個族群 ah是民族自我認同 ê重要條件，mä是 chih接外界、形

成世界觀 ê重要工具。 

中世紀 ê歐洲，beh 吸收智識 ài使用教會 ê拉丁文，到 Martin Luther、Dante、

Shakespeare⋯⋯chiah-ê智識份子覺醒，ùi ka-t„族群 kap 社會 ê立場出發，使用 ka-t„

族群 ê母語 kap符合母語 ê文字寫作，反抗教會 kap 拉丁文 ê霸權，chiâ°做 in民

族國家 ê基礎，mä引動世界文明 ê進展。 

台灣歷史發展過程，智識階層一直無法 t³徹底脫離「漢文化」ê 意識，kap

第 3 世界民族解放運動比較，mä一直 teh接受外來統治者 ê「同化」，像日本時代

ê「皇民化」kap中華民國 ê「國語政策」。 

台灣 ê智識階層 kap群眾 ná像活 t„無 kâng ê世界，智識階層用統治者 ê語言

häm文字吸收世界文明，同時 mä接受統治者 ê價值觀 kap Logic；群眾欠缺智識

kap曠闊 ê世界觀，用生活 ê經驗 kap 情緒 teh面對世界變化。結果智識份子 kap

群眾總--是真 oh結相 óa，形成普遍 koh 有效 ê意識 häm行動，這個情形到 ta° iáu

無改變。Tì覺著這個問題 ê智識份子 iáu佔真 chió數。 

1930年代台灣 ê智識份子 ê論戰(hit-chün iáu是日本 teh統治)，反省「華語文

                                                                                                                                            
6 請參考〈脫華 kap 建國〉，《TGB通訊》第 10期，2000/07，學生台灣語文促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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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字」，ùi主張「華語白話字」到「台語白話字」，無繼續反省到「台語羅馬字」

chiah koh khah 符合大多數人民大眾使用。7 Che kap hit時 chün社會主觀 kap客觀

條件有關係，˜ -koh iáu 是無脫離智識份子式 ê思考。雖 bóng 歷史 ê發展 kan-ta°

到 chia，總--是，30年代 ê智識份子反省著 kap群眾 ê關係--a，續接 ê智識份子顛

倒直接接受華語漢字。 

社會 ài有新思想來影響佔大多數 ê人民大眾，形成進步 ê意識 kap有效 ê行

動，挑戰舊價值觀 kap統治體制，chiah 有才 tiäu kä社會推 sak kah koh khah 進步。

Beh 產生新思想，ài ùi本身 ê價值認知出發，去理解世界其他民族 ê歷史經驗 häm

累積 ê智識，吸收來做 ka-t„ ê思想，母語 kap符合母語使用 ê文字是各族群/民族

接受 chiah-ê世界觀 ê重要工具。 

使用華語漢字 käng款會 tàng了解世界文明，˜ -koh tiõh-ài接受華語漢字 ê解

說權 kap選擇權，˜是直接用台灣社會 ê歷史經驗 kap價值認知來理解世界變化，

mä無法 t³轉變做符合台灣 beh 反省歷史、檢討現在 kap討論未來 ê思想。 

Ù i這個立場來討論，台語文運動 beh 追求--ê，是台灣社會 ê進步 kap現代化，

建立 lán ê歷史主體性 kap社會自主性；「台語文運動」是追求社會進步 ê手段，

本身˜是獨立 ê主體。 

3 .2 「台語文運動」ài 堅持「脫漢」鬥爭 

反省歷史 ê經驗 kap 社會 ê現實條件，台灣 beh 建立主體性 kap 現代化 ê精

神，tiõh-ài先徹底「脫漢」，Chi-na思想會阻擋台灣 ê進步 kap發展。 

中華民國這個政權，50 年來配合「華語漢字」這個霸權，kä台灣社會 ê進

步意識束縛 tiâu--leh，用國家暴力 kap教育、媒體、宗教 chiah-ê「思想洗腦」ê手

段，beh 消滅台灣人 ê歷史觀 kap反壓迫 ê反抗意識，鞏固統治 ê基礎。In mä確

實得著這個效果。 

現此時華語確實是社會通用 ê語言，˜ -koh che是國家暴力強制造成--ê，˜是

社會自然發展 ê結果。強制 ê『國語政策』˜ -tä°限制人民使用母語，消滅人民 ê

歷史觀，koh teh 消滅人民 ê創造能力，這種創造力是社會進步 ê動力，i ê基礎是

人民 ê歷史 kap生活經驗累積--來-ê，限制母語 ê使用會 kä人民 häm chiah-ê經驗

切 t¤g，kä這種自主力束--死。 

                                                 
7 請參考〈日据時代台灣左派及台語文運動〉，胡民祥，《台灣學生》20，台灣學生社 1998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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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字筆劃 chë，phái° õh phái°記；本身 ê使用 kap解說 koh 有清楚 ê階級性；

漢字˜是 teh記音，顛倒造 chiâ°文字 teh束縛語言 ê發展；漢字無法 t³適應拼音文

字，會限制 lán吸收世界文明；漢字 ê意思表達無精確，˜ -tä°會造 chiâ°溝通困擾,

加強使用無方便，mä koh khah加強漢字使用 ê階級性。Chiah-ê問題 lóng會阻擋

lán吸收世界文明，影響 lán建立世界觀 kap現代化精神。8 

越南、日本 kap韓國 häm台灣地理上 óa，kap lán ê互動 mä真 bä，käng款長

期受 Chi-na文化影響，˜ -koh in脫漢、廢漢字 ê經驗 kap結果，是台灣 ài去斟酌

理解--ê。9 

日本統治台灣 ê時代，日語 mä是外來統治者 ê強勢語言，是壓迫者 ê語言，

˜ -koh，上無，che是台灣近代化建設 ê精神 kap物質基礎。10 Ah華語--leh？ 

華語漢字 kap in代表 ê Chi-na舊思想，對台灣 beh 脫離壓迫 kap建立現代化，

是 chiâ°大 ê阻擋，lán若 beh 追求進步文明，tiõh-ài kap這個阻礙徹底鬥爭；有真

chë推 sak 台語 ê人，in 主張「台語是中原古漢音」，ah 是用台語 kap 台文 teh 宣

傳/表達 Chi-na思想，用台語 kap台文 teh教 Chi-na古詩文，che顛倒是 teh阻擋台

灣 ê現代化，台語文運動對這種主張，käng款 bë-tàng t„情感上妥協；推 sak台語

文運動，是 beh 建立台灣 ê主體性 kap現代化，˜是 beh 服務「漢文化」！ 

Kä「台語文」限定 t„傳統文化 ê層次會有死角，beh 提醒--ê是，(1) Beh 走 chhöe

主體，傳統 bë-tàng放棄，he是根本，˜ -koh koh khah 要緊--ê是創新，是建立新 ê

文化觀 kap文化內涵；(2) À i明確 kä台灣主體 kap受 Chi-na價值觀影響 ê部份切

清楚，˜ -thang teh hoah 追求台灣文化，soah顛倒 kä Chi-na思想 häm價值觀藏 t„內

底；(3)受壓迫者無需要遵守「和平」「理性」「包容」ê責任，對壓迫台灣在地各

族群 ê華語漢字霸權(到 chit-má koh 是)，beh kä包容 siá°-mih？被壓迫者 kap壓迫

者是對立--ê，lán ˜免 thiau-kang表示「有風度」，ài了解「台語文運動」民族解放

ê意義，mä ài清楚矛盾 t„ toh位(是華語漢字霸權 teh壓迫台灣在地各族群)，bë-tàng

妥協！ 

                                                                                                                                            
月出版發行，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o/ou-bin-siong/chouphai-taigi.htm 

8 請參考〈廢漢字 chiah有 chai-tiau獨立〉，《海翁》，蔣為文，台笠出版社，1996年 6--月，
http://home.kimo.com.tw/de-han/taiwan/chuliau/huihan/index.htm 

9 請參考〈漢字文化圈的脫漢運動〉，蔣為文，t„ 3th North America Taiwan Studies Conference，1997
年 5月 29~6月初 1，http://home.kimo.com.tw/de-han/desino/thoat/thoathan.htm 

10 請參考〈從水文學史觀看台灣近代化〉，《台灣近代化與日本》，黃文雄，一橋出版社，2000年
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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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台語文運動」ài 爭取人民 ê「文字權」 

台灣 ê智識份子，大部份是用華語漢字來接受世界智識--ê，lán 留學歐洲美

國 ê人 kám無夠 chë？西方現代化 ê精神，nah會無引動明顯 kap整體 ê進步？ 

台灣 ê智識份子吸收智識 kap文明，使用 ê工具是華語漢字，華語漢字 ê價

值觀 chiâ°做 in ê思考模式，去歐洲、美國，吸收--ê是西方現代化 ê形式，˜是精

神，˜是西方智識份子結合人民，反抗壓迫 häm霸權 ê歷史關懷 kap 經驗，當然

無法 t³引動現代化 ê步調。 

台灣 ê智識份子受 Chi-na舊思想洗腦，Care--ê是統治者/權力者 ê重視 kap 肯

定，就算積極 teh鼓吹改革，mä是相信改革 ê基礎是智識 kap精英，in ˜知 iá°人

類文明 ê進步，是人民大眾 kap舊體制鬥爭 ê結果。11 In這款認知，當然 bë主動

認同「台語文運動」ê理念。 

Lán beh 反抗舊體制、脫離舊時代，動力既然是人民 ê自主力量 kap進步意識，

「語言權」kap「文字權」就 chiâ°要緊--a，che 是「智識權」、「思想權」kap「發

言權」ê基礎。若無，人民 kan-ta°會 tàng tòe t„智識份子後 piah，不滿 ê情緒無法

t³產生有效 kap一致 ê行動，án-ne beh án-chóa°形成具體 ê力量，來反抗造 chiâ°壓

迫、阻擋進步 ê體制？ 

我 t„台北樹林 á南亞台染工會 ê經驗，會 tàng加強說明這個論點。台染工會

ê工會幹部意識真強，固定有讀冊會，chìn前 teh讀〈僱傭勞動與資本〉12。‹ -koh

若鼓勵 in出會刊，kä讀冊會 ê感想、工作 ê觀察 kap生活 ê問題用文章表達--出-

來，in kui個面就 ná苦瓜--leh。漢字 tãk字 in都 bat，〈僱傭勞動與資本〉這種連

一般大學生都讀無 ê冊，in讀 kah真認真。若 beh giãh 筆寫文章，kä心內 ê想法

用漢字表現--出-來，比叫 in用華語演講 koh khah 艱苦。 

「寫文章是 ài 訓練--ê！」「寫--落，就會愈寫愈好！」一般智識份子 lóng會

án-ne kä勞動人民鼓勵，in無法 t³理解勞動人民是 án-chóa°寫 bë出文章。台語到

華語 ài經過 1-pái 轉換，華語到漢字 koh tiõh 1-pái 轉換，智識份子 kap實際 ê勞動

社會生活脫節，koh 經過長期 ê華語漢字訓練，chiah 會認為寫文章 chiâ°簡單。 這

個經驗，koh khah 證明解放「文字權」對勞動人民是真要緊--ê。 

另外，lán一直 teh hoah「族群平等」，̃ -koh 台灣在地各族群 ê文化 beh án-chóa°

                                                 
11 請參考〈台灣人的解放〉，《基礎讀本》，楊碧川，台灣組合，2001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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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 kap生 thòa°？當然是透過語言 kap文化！華語 kap漢字 kám有才 tiäu kä chiah-ê

內涵反映--出-來？Ah是，是用華語 kap漢字 ê Logic teh 處理別人 ê文化？華語漢

字 ê霸權地位，顛倒 koh khah 壓制別人 ê文化內涵，kám ˜是？文化若受 Chi-na

化扭曲，就會 kap ka-t„生活、土地 häm歷史 ê經驗切 t¤g，文化 ê再生 mä tiõh使

用華語漢字，ùi文化基礎產生 ê創造力 kap自主性就會死--去。Á n-ne kám正港有

「族群平等」？華語漢字霸權 kám ˜是 teh消滅別人 ê文化？Kám ˜是 teh消滅人

民 ê力量 kap文化 ê多元性，加強保守 kap封建 ê舊體制 kap舊思想？13  

3 .4 智識份子 ê限制 

Ù i語言 kap文化來看，50外冬來，lán lóng活 t„華語漢字 ê體制內底，大部份

人正式 kap世界接觸 ê時，使用 ê工具就是華語漢字。 

任何民族 ah 是階級 ê解放運動，起頭 lóng是被壓迫群眾情緒 ê消 thàu，是

自發--ê，簡單講，就是 bë爽起 týh-län，beh 形成反抗體制 ê革命 ah是改革，智識

份子 ê角色是 Key-point。 

智識份子比群眾 khah 有機會吸收 Information、經驗 kap智識，形成 kap群眾

無 kâng ê Vision。‹ -koh 歷史經驗 mä h³ lán知 iá°，推 sak人類文明進步 ê重要力量

是智識份子(˜是主體力量)，反對進步 kap改革 ê重要力量 mä是智識份子(特別是

被壓迫民族 ê智識份子)。14 

台灣 ê智識份子 beh 吸收世界文明，tiõh-ài接受外來統治者 ê教育、語言 häm

文字，15 chiah 會得著智識權 kap發言權；簡單講，一般台灣人 beh chiâ°做智識份

子，上基本 ê條件，就是 ài比其他人民大眾 khah gâu使用外來統治者 ê語言 häm

文字，相對其他「˜ -bat 字」ê 勞動群眾，che 就是特權，就是既得利益。‹ -koh

真罕得有智識份子會承認這個事實。 

Ù i語言 kap文化 ê立場來看，beh 解放人民 ê力量，kám ˜是 ài先解放人民 ê

「語言權」kap「文字權」？Beh 解放人民 ê「語言權」kap「文字權」，ah是 beh h³

台灣社會行向「現代化」，kám ˜是 ài先「廢漢字」？ 

台灣 ê智識份子有 jöa chë人理解這個道理？「進步」ê社會運動者有 jöa chë

                                                                                                                                            
12 〈僱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中國北京，1995年 6--月 
13 我無 kä所謂 ê「外省族群」ah是「新住民」當作台灣主體族群。 
14 請參考〈民族解放的新世紀〉，《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史》，楊碧川，一橋出版社，2000年 8--月 
15 接受外來統治者 ê教育、語言 häm 文字 ê時，同時間 mä就接受外來統治者 ê價值觀 häm 思考

ê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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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確實了解 án-chóa° chiah 是正港 kap人民 khiä做夥？「台派/本土派」有 jöa chë

人有明確 ê語言 kap文字意識？「獨派」koh 有 jöa chë人願意放棄「智識份子」ê

特權？台語文運動者 koh 有 jöa chë人意識著運動本身 ê意義？ 

大部份智識份子都無意識著這個 mê-kak--a，人民大眾 nah 會理解「語言」「文

字」ê意義？大部份智識份子都無 teh積極實踐這個理念--a，人民大眾 beh nah 有

才 tiäu「覺醒」？ 

4.反省現此時 ê台語文運動  

4.1 母語教育 ê開放是形式--ê 

受過去『國語政策』ê限制 kap 束縛，台灣各族母語 kap 文化 ê性命 lóng面

對「絕種」ê危機，éng過採取『國語政策』壓制台灣人民 ê政權，到 ta° iáu teh

決定台灣 ê命運，˜是換台灣人 höa°政權，i ê性命就結束--a。 

Chit-má母語教育 beh 開辦--a，kap 過去比較，當然是 teh行向相對 khah 進步

ê趨勢，˜ -koh kap 台語文運動實際 ê ¢g望，iáu koh 離 1大 chat，若無夠敏感，顛

倒造 chiâ°既有利益 kap價值 koh khah 穩固。 

教育部雖 bóng真早就宣佈 beh 開辦「母語教育」，̃ -koh 一直 teh chhiân時間，

liam-mi hoah民間意見 ài先整合，liam-mi koh 講拼音系統 phái°定案，liam-mi koh 利

用華語拼音案出來 lä-kiáu。16 像母語師資認證考試，ùi舊年拖到今年，辦理考試

ê過程 kap辦法，台語文運動者 mä無法 t³表示滿意。 

母語 kap記錄母語 ê文字應當是各族群接觸世界上基本 mä上重要 ê工具，1

禮拜 1節「母語」語言課(40分鐘)，對母語 ê回復 kám有實際 ê幫助？其他時間

iáu 是用華語來教英語、數學、社會、自然，這種母語課程就算會 tàng順利進行，

上好 ê情形，是 tãk-ê生活上使用母語 ê時間增加，˜ -koh 接觸智識 ê工具 iáu 是

華語，就算台語變做第 2官方語，華語 ê霸權地位 kám會改變？華語 ê霸權地位

kám會受著清算？ 

母語 beh 活--落-去，文字 ê配合 chiâ°重要。教育部 beh 辦母語教育，文字方

案一直 bòai決定，án-ne kám有負責任？驚 siu°早 kä gín-á教母語拼音，害 in õh英

語 ê時 siu°困擾？Ah是，母語教育根本就免考慮「文字化」？ 

Koh有，母語教育 hiah-n„要緊，表示過去華語教育 kap Chi-na價值觀確實 teh

                                                 
16 「漢語拼音」kap「通用拼音」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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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制母語 kap 台灣主體，án-ne講--來，這 2 種教育內容是互相補充 ah 是互相衝

突--ê？ 

這 kóa問題，中華民國體制 kám會處理？民進黨 kám beh 處理？台灣人政權

kám敢處理？ 

華語漢字 kap Chi-na價值觀是這個體制/政權 ê性命基礎，i bë主動結束 ka-t„ ê

性命，若講這個體制有可能是中立--ê，這個體制有可能會公平處理語言政策 kap

階級利益，一定是 teh講 hàm-k¯。Che ˜是價值判斷，che是無可能改變 ê事實。 

4.2 運動對體制 ê態度 

Chiah chë年來，chiâ° chë台語文團體就一直 teh 爭取「統治者」採用 ka-t„ ê

方案，堅持無 kâng拼音系統 ê人 mä一直 teh相 thâi，教育部宣佈 beh 辦理母語師

資認證考試了後，koh 有團體隨就開「母語師資訓練班」kap「師資考試保證班」。 

「運動」ê意義是反壓迫，「運動」ài用批判 ê態度面對「政治」、「政客」kap

「體制」，特別是台灣 iáu-koh 受殖民體制/代理政權 teh統治。若無這種批判力，

顛倒是 tòe t„「政治」後 piah，「運動」就無「進步」ê意義--a。 

這 pái 母語教育 kap 母語師資考試，對母語運動當然是有幫助--ê，台語文運

動工作者下(hë)氣力落--去，h³這個改革 ê方向會 tàng óa tùi運動 ê目標來，che是

有需要--ê。‹ -koh 這種改革無可能改變體制 ê本質，無可能改變「華語漢字」這

個霸權，運動者 bë-tàng放棄這種判斷 kap批判，運動 ê事工 mä bë-tàng tòe體制 teh 

long-long-sçh，ài維持運動本身 ê自主 kap獨立。 

政客為著選票 kap權力，隨時會 tàng改變立場，in hoah--出-來 ê口號 mä罕

得正港去推 sak，運動者 ài有明確 ê運動觀，bë-tàng順政客 kap官僚 ê Logic思考

問題。像台聯提出「台語做第 2 官方語」ê議題，台語文運動者 kám 需要 kä in

鼓勵 kap肯定？Nah會˜是政客來認同運動者 ê堅持？Nah會無反省 in mä是華語

漢字 ê既得利益者？Nah 會˜是直接要求廢除『國語』？Nah 會無講著羅馬字 ê

法定地位？ 

台語文界 chit-má kám ˜是 kä大部份資源 kap精神，lóng lok落舊體制 ê改良

khang-khòe？運動界對這個現象 ài khah 敏感去警醒。幾 lö 年前，Loonng kap 

Chü-kèng17就主張成立「台語學校」，mài 期待教育體制會有根本性 ê改革，運動者

                                                 
17 Loonng過去是交大台研社，Chü-kèng是成大台語社，lóng是早期學生台灣語文促進會重要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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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ka-t„ ê理念來 chhòng學校、培養人才，對運動 ê推展會 koh khah 有意義。客觀

環境 ê限制、運動者主觀意願無夠，這個主張雖 bóng chiâ°有意義，˜ -koh 無引起

khah 正式 ê討論 kap重視。 

Lán lóng了解，改變體制 ê主體力量，一定是相對體制 ê民間力量。台語文

運動應該加強向民間社會訴求，特別是無「文字權」ê勞動人民，運動 ê群眾基

礎 chiah 會曠闊，改變體制 ê力量 chiah 真正會形成。若無 koh khah積極向人民做

訴求，h³ in理解「台語文」ê意義，koh h³「台語文」t„ in生活中 chiâ°做實際 koh

有 l³用 ê工具，這個「進步」會變做是 teh phah 空拳。 

影響體制改革 ê方向 kap進展是需要--ê，̃ -koh 運動 bë-tàng違背基本 ê原則，

運動 ê步調 bë-tàng tòe政客 kap官僚 teh走，運動 beh 維持進步 ê意義，就一定 ài

堅持向人民大眾做訴求 ê方向，對體制、政客 kap官僚，bë-tàng放棄批判 ê態度

kap立場，˜是 teh kä in討骨頭來 chh¡g，包括理念 beh 落實 mä käng款。 

台語文運動 beh 推 sak，真 chë事工 lóng需要進行，母語師資訓練、教材編

寫、文學創作、觀念推廣、加強電腦使用環境、申請 Unicode、整理文獻資料、

出版刊物、翻譯⋯⋯chiah-ê事工 ê累積 koh ài有 khah chë人繼續投入，˜ -koh 運動

bë-tàng無思想 kap理論 ê討論，無明確 ê思想，beh nah 會有基本 ê原則 kap立場，

無原則 kap立場，實踐 ê方向(戰略 kap戰術)就 bë清楚，mä無法 t³用實踐來檢驗

理論，用具體 ê條件來調整運動 ê kha步。 

台語文運動 chit-má就需要討論這個定位問題，這個關係 ài確定，chiah 有才

tiäu 處理運動對政治 kap社會 ê態度，運動追求獨立自主 kap公平正義 ê意義 chiah

會明確表現--出-來。 

4.3  校園進步社團 ê狀況 
Beh 挑戰舊體制、舊思想，推動社會進步，少年人 ê熱情 kap 性命力是主要

ê動力，「台語文運動」有需要 koh khah 實際來了解 chit-má校園 ê情形。 

Kap過去做比較，大學校園內底，學生 chit-má使用台語 ê機會加(ke)真 chiãp，

使用 ê人數 mä比過去增加 chiâ° chë，心理上對台語本底扭曲 ê價值認知，mä改

善 chiâ° chë，用「正常」ê Logic來想，「台語文」社團 ê生存空間應該加真大 chiah 

tiõh。事實 tú-á好 tò-péng。 

Chit-má 大學校園內底，對既有體制上有熱情、批判力 kap 行動力--ê，是所

謂 ê「左派青年」，西方左派理論是 in思想 kap行動 ê指導，chiâ°重視勞工、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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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ê議題，強調社會實踐 kap參與，mä有組織性 ê社團聯合，平常時 á真重視

理論 ê對話，不時會選擇校園 kap社會議題舉辦活動 ah是發動抗議。 

In吸收智識 kap思考討論 ê主要語言是華語，強調 ài ùi經濟結構來討論台灣

社會 ê問題。這 t„n 所謂「左派學生」，有 Chi-na立場--ê，有 bòai 談統獨/民族問

題--ê，mä有 khiä t„台灣主體立場--ê。 

In大部份對「台語文」kap「台語文運動」無真重視，有完全排斥 kap批判 ê

立場，有人甚至批判「台語文運動」是『福佬沙文主義』、『種族主義』、『國族主

義』，是『右派』；chiah-ê學生內底，同意台語文運動「文字權」觀點--ê mä ˜是

chió數。 

In行出校園去 kap群眾對話 ê時，使用台語 ê機會 chiâ° chë，雖 bóng「智識

份子」kap「群眾」語言使用慣勢確實無 kâng，̃ -koh in無注意著這個問題，koh khah

罕得 tì覺著群眾 h³華語 kap漢字束縛 tiâu--leh。 

左派訴求--ê是勞動人民 ê利益 kap力量，台灣勞動人民 ê生活語言˜是華語，

思考 ê Logic mä ˜是使用華語漢字，若有認真面對台灣社會 ê客觀歷史發展 kap

社會狀況，關係「語言權」kap「文字權」ê問題，無可能選擇閃避 ah 是反對 ê

立場。 

我手頭有 1份傳單----1995 年 4--月 ê《反金權政治特刊》，發刊 ê「反金權學生

聯盟」是各大學左派學生社團組成--ê。這份刊物頭頁 ê聯合聲明，使用 ê文字形

式是有標調 ê漢羅字體。18 

左派學生 kap台語文學生 ê立場會 sái ˜是互相排斥--ê，爭取勞動人民 ê利益

kap語言權、文字權 ê tháu-pàng，理念是一致--ê，《反金權政治特刊》就是清楚 ê

證明，2-pêng lóng需要 koh khah 徹底理解運動 ê mê-kak，增加對話 kap合作。 

最近幾年來，各大學校園成立 chiâ° chë「台灣文學社」，chiah-ê社團討論「台

灣文學」是使用華語漢字，無意識著台語 kap 羅馬字 ê問題，討論 ê內容 mä無

kä「台灣文學」定義清楚，有--ê 連「華人文學」mä kh¢g 入來「台灣文學」teh

討論。Bat beh kap in對話，˜ -koh 無得著正式 ê回應。 

台語文相關社團 ê部份，大部份社團參與者 ê思考 kap興趣是歌謠、民俗、

                                                 
18 這份傳單刊頭標示 ê「反金權學生聯盟」，加盟社團有中興法商青年社 kap 台研社、輔大黑水
溝、東吳蘇菲亞 kap 黑水溝、台大勞工社 kap 建國俱樂部、實踐台研社、世新群際動態、北醫
北極星、中原民間校園、政大修曼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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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文化、歌 á戲⋯⋯chiah-ê方面，會關心社會、民主自由 kap 政策議題--ê mä 

bë chió，˜ -koh 這方面 ê討論，kap 語言、文化是 thiah--開-ê，對人民處境 ê討論

khah chió。體制語言政策 kap 社會氣氛改變了後，來接觸這 kóa社團 ê學生有增

加，˜ -koh 除去台大台語文社，其他學校社團 ê維持 iáu 是真食力。 

Mä有真 chë學生參與台語文活動了後，就積極 teh寫作，寫作 ê內容˜ -tä°文

學，政治評論、社會觀察、法律觀念 kap訪問記錄 lóng有。19這個現象有 tãuh-tãuh-á 

teh增加。 

有 chió數學生用民族運動 kap階級運動 ê立場 teh討論 kap堅持台語文運動，

討論 ê議題 khah 闊面 khah 深入，khah 積極 kap其他學校 ê社團交流對話(˜ -tä°台

文社團)，mä khah 主動參與校園外口運動團體 ê活動。 

TGB學生台灣語文促進會 ê積極參與者，一直有意識 beh kä chiah-ê力量 khêng

相 óa，針對台灣社會 ê狀況進行對話。 

4.4 學生台語文運動 ê反省 
Kap校園內底其他有進步意識 ê學生做比較，台語文社團 ê熱情 kap行動力

明顯輸--人，mä bë積極 kap 其他社團做議題 ê結合 häm意識 ê影響。Kap社會 ê

聯繫關係 mä真弱，會主動去參與台語文 ah是其他運動團體 ê活動--ê真 chió。 

頂 1-iân 學生台語文運動者 t„ hit-chün ê時代氣氛內底，表現--出-來 hit款積極

ê熱情、闊面 ê社會實踐、思考 ê Vision kap理論思想 ê深度，lóng是 chit-má學生

社團 ê參與者 tòe bë著--ê，這 kóa差別 chiok明顯--ê，時代環境 ê轉變有 chiâ°大 ê

影響，現實條件 häm個人成長經驗 mä有關係。 

社會情勢 teh轉變，校園無比社會 khah 進步，挑戰既有體制 ê熱情愈來愈減；

同時，社會上 ê運動團體欠缺對體制 ê批判力，mä會影響校園學生參與 kap 討論

ê熱情 häm Vision。T„台語文運動 ê kh¬-á，這個現象特別明顯。 

Beh 改變這個情形，需要有意識 ê運動者，用明確 ê運動思想、組織性 ê思

考 kap有計畫 ê步調，提出進步 ê觀點，配合事工進行，同時，注重 kap其他運

動 ê進步精神做結合，充實運動 ê內涵，kä少年人 ê熱情引動--出-來，chiah 有可

能突破運動 ê困境，提升台語文運動 ê Energy。 

這種組織性 ê做法，1方面會 tàng kä經驗 häm累積 ê資源 kap成果傳承 h³後

piah ê人，1方面形成聯合 ê力量，1方面會 tàng增加 kap校園外口 ê chih接，h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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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ê Vision khah 闊面。 

5.結論  

時代轉變 ê步調愈來愈緊，台灣「Chi-na化」ê趨勢愈來愈迫，台語文運動

beh 改變運動 kap台灣社會 ê困境，tiõh-ài加強 kap改變宣傳 ê手段，˜ -koh 前提

是：ài理解社會環境 ê改變，mä ài用台灣社會整體 ê發展來曠闊運動 ê內涵 häm 

Vision，回應歷史 mä回應社會 ê現實狀況，總結歷史經驗，提出符合時代條件 ê

運動訴求，維持運動 ê進步意義。 

若無建立核心 ê思想做行動落實 ê指導，運動無可能形成具體 koh 有效 ê行

動！ 

台語文運動 ài建立基本 ê綱領做行動 ê原則： 

(1)「台語文」是追求台灣人解放 ê手段，˜是目的。 

(2)「台語文運動」ài堅持「脫漢」ê立場，台灣 beh 形成現代化精神，tiõh-ài 

kap阻擋 ê Chi-na思想徹底鬥爭。 

(3)「台語文運動」是 beh 爭取人民大眾 ê「語言權」kap「文字權」，解放人

民大眾 ê思想，chiah 有才 tiäu 產生進步 ê社會自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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