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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菅芒花》詩刊的編成，ui編輯內容、出版形式來看，

類似「善冊」的印刷風格、發行通路，在在說明無以詩社

來號名的菅芒花「詩社」十足寒酸的文化位置。另外，創

刊初期的三本詩刊，加上「休刊期」四本《菅芒花台語文

學》，一直 kau 2000 年 9月出版詩刊革新號四期，攏總十

一本刊物內底，toh有六期分別以賴和、郭秋生、許丙丁、

林宗源、林央敏、莊柏林做專題，抑是做封面來介紹台語

文學的源流，表現出「地區」刊物編輯守門視野的文學史

深度。就台語文學運動的全幅圖來看，《菅芒花》詩刊 kah

《蕃薯》詩刊無共款的所在，簡單講 toh 是後者具備全國

性社團的規模，也因此 ui《菅芒花》詩刊接續後者在地湠

根的例，會使看出大社會文化結構、資本體制對社區、社

群（community）可能的妨害 kah抵制。本論文至少欲講二

項代誌：首先，作為一個學習團體，菅芒花台語文學會、

讀書會 ti-e 創作素養（literacy）的訓練上，ui 所發表的詩

作、論述來看，有啥麼集體風格抑是內部差異存在，chit

點 koh kah主事者甚至整個文學潮流有啥麼關係？koh 來，

《菅芒花》詩刊作為一本運動刊物，ti 美學觀念、國族文



 
學論述上以及人際權力頂懸，參整個台語文學界有一定的

同形結構關係（homology）；這 toh牽涉著第二點筆者想欲

講的，社團內部龍猴虎豹成員、兄姊文友之間，觀念、立

場所劃出來的「文類」界線，反倒轉來會使證明當前台語

文學所面對的問題。 

 
關鍵字：社群、文化生產場域、《菅芒花詩刊》、邊緣媒體、

慢熟作家世代、華語文學、創作素養 

 
一、前言 

 
《菅芒花》詩刊的編成，ui創刊（1997.06.15）到旦，主要是以鄉城

台語文讀書會（1996.04-2001.03）、後來的菅芒花台語文學會（1998.05-）

chit二個組織來運作，編輯部、社（會）址設ti永康、台南市大府城文化

圈內面，成員多數ma出身自府城抑是有相關地緣關係。Ui刊物的編輯

內容、出版形式來看，類似「善冊」的印刷風格、發行通路，在在說明

無以詩社來號名的菅芒花「詩社」十足寒酸的文化位置1。另一方面，

創刊初期的三本詩刊，加上「休刊期」四本《菅芒花台語文學》，一直

kau 2000 年 9 月出版詩刊革新號四期，攏總十一本刊物內底，toh算無

定期發行，却有六期分別以賴和、郭秋生、許丙丁、林宗源、林央敏、

莊柏林做專題，抑是做封面來介紹台語文學的源流，表現出「地區」刊

物編輯守門視野的文學史深度。就台語文學運動的全幅圖來看，《菅芒

花》詩刊kah《蕃薯》詩刊無共款的所在，簡單講toh是後者具備全國性

社團的規模，也因此ui《菅芒花》詩刊接續後者在地湠根的例，會使看

出大社會文化結構、資本體制對社區、社群（community）可能的妨害

kah抵制。 
                                                 
1
 《菅芒花》詩刊早期並無強調「詩社」的組織，除了ti少數場合個別成員捌以「菅芒花

詩社」自稱，主要是以「鄉城台語文讀書會」的名義作號召；晚期更加是如此，「菅芒

花台語文學會」成作in推sak台灣語文的正式組織，chit點是kah蕃薯詩社khah無仝的所在。 



 
此外比較重要的是，社群理論的邊界（boundary）觀念――咱若是

提原住民文學kah台語文學來做比較，toh會使更加清楚了解chit個問

題。基本上，原住民文學參台語文學社群攏是邊線相對鮮明的實體，無

論是文類美學的層次，抑是作家世代外顯的（文化）政治主張，攏清楚

標示原住民文學kah台語文學的門戶。2比如講原住民文學的身分論定義
3，既然是以原住民「身分」來箍文類界線，開發出來的文學範疇當然

無法度含蓋所有的山海「題材」，以及當前原住民作家現實上無能創寫

的Holo話、客語等隘義台語文學；原住民文學的身分論定義toh親像戰

後的「台灣文學」，一開始是以「本省籍作家作品」的名號乎主流社群

所理解、接受的，講白就是一種身分論定義；後來「鄉土文學」、「本土

文學」的稱號才慢慢取而代之、終其尾來「正名」。（施俊州 2005a）這

亦是講弱勢、邊緣社群的運動策略必須先劃好家己的文化邊界，往往m

是啥麼「沙文主義」，界線甚至會使講是主流社群（文類）排除異己的

結果。筆者想強調的是，邊界、門戶的文化核心意義自然是排除

（exclusion）、收編兼而有之，邊緣社群的文化抵抗訴求的其實是G. C. 

Spivak和Stuart Hall所論稱的「策略性本質論」4。因此，當咱回頭來看

1989-91 年間台語文學陣營夯「台灣文學正宗」大旗所激出來的台灣文

                                                 
2
 目前個人的研究興趣主要設定ti原住民文學kah台語文學chit二個文學社群的比較研究，

基本上chit二個文學社群會使講誠無仝ma誠肖仝的經驗實體，比如講 2004年 10 月《菅芒

花》詩刊的總編輯方耀乾先生ti國家台灣文學館主辦的「台灣羅馬字國際研討會」發表一

篇論文〈台語白話文學e起源kah發展：一個學界疏忽去e存在〉，內底除了針對台語文學

做論述，其中一節ma針對海峽兩岸的文學史版本，比較in對chit二個 1980年代「新興」文

類書寫的質kah量；chit種比較研究是誠有意義的，由此可見兩者微妙的參照關係。Chit方

面筆者猶是初學者，請方家先進多多指教。有關個人對原住民文學的初步界定，請參考

拙文〈新興文類，晚熟的世代〉，《台灣文學館通訊》7（2005.04），頁 18-23。 
3
 原住民文學的身分論定義，是指原住民文學作為一個獨立文類，主要是以作家的原住民

身分來做判定，m管文學作品是m是處理原住民題材。原住民文學的身分論定義目前是學

界的共識，冊面第一個做chit款主張的是葉石濤，見 1991年 11 月 17 日文學台灣雜誌社主

辦的一場座談會紀錄〈傾聽原聲：台灣原住民文學討論會〉，《文學台灣》4（1992.09.25），

頁 69-94。 
4
有關策略性的本質論（strategic essentialism）的概述，見Stephen Morton,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London: Routledge, 2003), p75. Spivak講，策略性的本質論是配合事態發展出來的「策

略」、m是「理論」；也就是說，策略性本質論是因應特定脈絡取向的，be使提來作為終

極解決壓迫、剝削的政治方案。 



 
學新定義論戰5，鬧鬧熱熱的觀念糾紛所體現的toh是主流社群欠缺歷史

脈絡的思考，khap be著toh tan一頂大沙文主義的帽仔，顯見文學詮釋集

團文學史視野的幻古性。 

文學社群的邊緣戰鬥、語言分殊邏輯帶出來的跨世紀景觀，暴露出

台灣文學幾落世紀權力折衝的結構；戰後本土化現象，敢 m 是台灣主

體現實基礎回應外來力場宰制的必然發展 kah基調？因此，台語文學參

華語文學論述的微觀比較會使借助 Pierre Bourdieu 的場域理論。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文化生產場域（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理論

建立在量化的社會學基礎，想欲證明一向 hong批評作質性（qualitive）、

印象式的文學研究，ma 會使架構 ka 不離仔「科學」，以彌合量化、質

性研究的兩難；透過十九世紀第三波畫界革新風潮代表 Édouard 

Manet、象徵派頹廢詩人 Baudelaire 的例歸納、演繹唯美風格生成的歷

史和藝術品味（taste）背後的知識權力本質。Bourdieu為文化生產場域

規劃出文化位置 kah位置之間的辯證組織，he是動態的「文壇」、文學

範疇肖透、肖接接的區域，藝術自律原則參他律原則互相影響的結構關

係，當然可以提來觀察文學社群的競爭甚至內耗。（Bourdieu1993:30-73） 

本論文希望徛ti社群參場域理論的基礎，來看《菅芒花》詩刊（鄉

城台語文讀書會、菅芒花台語文學會，甚至後來的府城台語讀書會）的

文學實踐kah運動內涵。當然，社群理論、場域理論只是本論文的視野

背景、參考座標，咱並無想欲ti文章內底交代傷濟理論的來龍去脈；筆

者希望集中來分析《菅芒花》詩刊的創作成績kah文學論述特徵。Ti下

面各節，咱至少欲講二項代誌：首先，作為一個學習團體，菅芒花台語

                                                 
5
 1989、1991年分別發生二次台語文學論戰：廖咸浩ti《台大評論》夏季號發表〈「台語

文學」的商榷〉（1989），並且tiam淡大「文學與美學」研討會（06.17）宣讀，06.16《自

立》副刊節錄該文先行發表，引起台語文運動者洪惟仁、林央敏、宋澤萊等人的批駁；

koh來是林央敏發表〈回歸台灣文學的面腔〉（1991）ti《自立》副刊（09.6-7），引起仝

款是本土陣營的李喬、彭瑞金、鍾肇政的質疑。論戰的詳細過程，請參考林央敏《台語

文學運動史論》（台北：前衛，1996）。其實，chit次「二合一」的台語文學論戰，包括

至少三個代表性文學社群的競爭，一來符合Pierre Bourdieu 文化生產場域結構理論，ma

應合P. Hoggett「競爭的社群」（Contested Communities）理論，會使講是台灣本土文化政

治交鋒的典型。 



 
文學會、讀書會ti-e創作素養（literacy）的訓練上，ui所發表的詩作、論

述來看，有啥麼集體風格抑是內部差異存在，chit點koh kah主事者甚至

整個文學潮流有啥麼關係？koh來，《菅芒花》詩刊作為一本運動刊物，

ti美學觀念、國族文學論述上，以及人際權力頂懸，參整個台語文學界

有一定的同形結構關係（homology）；這toh牽涉著第二點筆者想欲講

的，社團內部龍猴虎豹成員、兄姊文友之間，觀念、立場所劃出來的「文

類」界線，反倒轉來會使證明當前台語文學6所面對的問題。 

 

二、學習團體 kah文學社群 
 
文學作為一種感知形式，對社群、國族「想像」的建構，有關鍵性

「象徵」的功能，亦是講意義⁄認同（identity）模式，對文本結構、社

會結構交錯詮釋的信度（validity）有一定的參考性。7咱tiaN leh講文學

「反映」人生、反映社會，toh kah chia個思想有淡薄仔關係；文學社會

學的方法，亦是ti chit個理論基礎才建立的。 

社會學的社區主義（communitarianism）概念，落實在台灣原住民

族部落主義的草根實踐有誠好的理論啟發；共款，咱ma會使提來解讀

台語文學社群的運動經驗：綜觀蕃薯詩社（1991）以降台語文學社團、

刊物的歷史實踐，台語文學作為一種多數族群的少數論述，抑是停留ti

「社區營造」的型態上；本論文欲舉的例toh是《菅芒花》詩刊8。 

《菅芒花》詩刊的運動經驗是一種「社區營造」，chit種提法有二個

                                                 
6
 筆者個人認為「台語文學」chit個詞還是目前運動操作誠好的選擇，因為語言有伊的區

別性，會使提來判定文類的界線。若是講台語文學kah台灣文學的關係，無論是林宗源的

「等同論」，抑是林央敏的「代表論」，咱攏會使提來參方耀乾ti《菅芒花台語文學》創

刊號（1999.01）所主張的「建構論」做比較。 
7
 有關社群（民族∕國家）的建構，咱參考下面二項文獻：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London: Verso, 1991)；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8
 本文有關《菅芒花》社群in所出的刊物有下列文字標示上的設定：前三本冊型詩刊以冊

名做標示，比如創刊號：《菅芒花開》，抑是《菅芒花》詩刊創刊號；《菅芒花台語文

學》1-4 期；革新號以《菅芒花詩刊》做標示，比如《菅芒花詩刊》革新號第 4期；有時

陣，以「《菅芒花》詩刊」指稱到目前為止的十一本刊物。 



 
切入點。下面咱分作二部份來討論：首先咱 ka《菅芒花》詩刊看作一

個「學習團體」，討論重點 khng ti文學素養（literacy）的學習 kah 累積，

尤其是寫作 chit方面的成績。第二，鄉城台語文讀書會、菅芒花台語文

學會所出的刊物，到目前為止表現的抑是小眾媒體的性質，這是整個台

語文學界的困境，一方面是主流華語文化長期壓制的結果，一方面是文

學隊伍拄起步、從事台語文學的寫手猶無濟，發表的作品難免「習作」

風格；可喜的是《菅芒花》詩刊漸漸脫離地方性、走向全台串連的編輯

內容，又 koh啟示台語文學的前途。 

 
（一）台語文學習團體 

《菅芒花》詩刊的「社區營造」事工，ti早期出的三本詩刊toh表現

了誠具體；會使講《菅芒花開》（1997.06）、《心悶》（1997.12）、《阿福

兮風吹》（1998.07）三本冊（詩刊），toh是黃勁連、施炳華二位先仔調

教之下，鄉城台語文讀書會（1996.04-2001.03）成員兄姊初試啼聲的代

表作，咱講這是草根文化營造的具體表現。華語文壇的先進大德可能看

be上目，m過在地草根的生命力千萬m-thang小看，菅芒花白無芳9！畢

竟，chia-e新作者攏是在無稿費、無掌聲的環境之下，搰力寫、拼命做，

精神可嘉；重點是台語文學的未來性、刊物的延續性，以及作家擋久的

創作力，會使形成顛覆主流的氣勢。 

邊緣、小眾的刊物如《菅芒花》， ti菅芒花台語文學會成立

（1998.05.09）進前，也就是以讀書會作運作主體的時期，toh形成或是

招納了第一代作家群。黃勁連、施炳華二位指導老師的第一代徒弟翼股

一焦，一不做、二不休，成立台語文學會、創刊《菅芒花台語文學》雜

誌（1999.01-2001.10）、發行《菅芒花詩刊》革新號（2000.09-）、推出

                                                 
9
 《菅芒花》詩刊一開始toh提點許丙丁對台語文學的貢獻，創刊號《菅芒花開》推出「許

丙丁小集」（小專題：無論介性文章），刊〈菅芒花〉歌詞：「菅芒花白無香，冷風來

搖動，無虛華無美夢，啥人相痛疼。世間人錦上添花，無人來探望，只有月娘清白光明，

照阮的迷夢。⋯⋯」菅芒花意象本身toh是邊緣台語文學的寫照；施炳華的〈菅芒花詩刊

發刊詞〉ma以此作訴求。 



 
人物專輯，個個做頭、獨當一面，四界推sak台語（文學），接續台語文

學跨世紀新人輩出的歷史趨力、展現跨區域文學社群做運動兼創作的可

能10。 

Ui〈台南市菅芒花台語文學會簡介〉chit篇大事記11來看toh足清楚；

菅芒花台語文學會自成立以來，接be少民間抑是官方、半官方的工課，

贊助單位包括市教育局、文化中心、圖書館、台南市文化基金會、社教

館，民眾服務社、社區大學、扶輪社、學校機關等等；活動項目有歌謠

之宴、褒歌之夜、現代詩朗誦，台語班、師資培訓班、兒童夏令營、文

學體驗營、台語開講，什什細細，無離台語文推sak的草根儀式。社區

營造作為一種文化儀式、文化的再現（representation），表義（signify）、

展現出來的是民間力量累積、文化養成、傳播的社會意義（meaning）。 

《菅芒花》詩刊成員所做 chiah濟活動，娛樂性、語言教育先按下，

咱舉有關文學教育的事項做例，來證明 chit種社會性「意義」的建構（營

造）功能。 

根據年表 12，有關台語文學教育，成員內底有做的包括方耀乾

（1958-）、藍淑貞（1946-）、許正勳（1946-）等人。許正勳除了南北走

chong教台語，ma加減接受邀請做台語文學的演說、講課。若是藍淑貞，

ti宋澤萊主訪、撰寫的〈訪藍淑貞〉chit篇文章內底，有講著藍淑貞ti女

青年會社區學苑擔任台語文學課程的講師；特別的是 1999 年藍氏開風

氣之先，ti台南高商開設台灣（語）文學的選修課――這toh予筆者想著

                                                 
10
 台語文學跨世紀新人浮頭的現象，會使以陳金順主編的《台語詩新人選》（台南：真

平企業，2003）作標記。Ui入選詩人的屬性，咱會使講chit本新人選體現二項文學史意義：

台語新作家慢熟世代的成長，以及台文寫作新手的集合串連。 
11
 〈台南市菅芒花台語文學會簡介〉刊ti《菅芒花詩刊》革新號 1，無署名。 
12
 本文所參考的作家年表分屬兩位成員作家：許正勳、方耀乾，攏刊ti in所出版的詩集。

作家專訪（論介）有四篇：宋澤萊採訪，〈訪藍淑貞〉，《台灣e文藝》創刊號（2001.02），

頁 254-71；黃彩如等採訪，〈台語文學的疊磚仔師：專訪方耀乾老師〉，《菅芒花台語

文學》4（2001.10），頁 142-55；蔡靖儀、吳秋君採訪撰文，〈台語文學的耕耘者：訪與

論方耀乾〉，收ti方耀乾的詩集《將台南種佇詩裡》（台南：市立圖書館，2002），頁 154-75；

孫玲採訪，〈行入母語田園的內心世界：董峰政專訪〉，許正勳主編《通用出發、母語

起飛（創刊號）》（台南：台南市台灣語通用協會，2004），頁 11-21。以下無koh針對參

考文章做注解。 



 
成員內底，王宗傑（1950-）是台南一中國文老師，伊如何講解國文課

本所收錄的賴和小說、如何解破賴和台語、華文透濫的語言風格和

（ham）文化處境，如何ti中國文學、華語文學為主流的課程綱要內底

安插台灣文學、台灣話文傳統的位置？chia攏是筆者無了解而且好玄的

事項，畢竟文學教育是（學生）語言教育的延伸、根本。因為資料不足，

筆者ma無親身做田野調查，以上幾位的文學講授實況、效果如何暫且

存疑。 

成員之一的周定邦（1957-）在刊ti最新一期《菅芒花詩刊》革新號

4期（2005.07）的回顧性文章13講著，菅芒花台語文學會接辦台南社教

館、台南市社區大學台語文學學程、研習班的工課；社教館台語文學研

習班攏總接二期（1999-2001），社區大學的台語文學學程自 2000 年夠

旦猶leh進行，頂頭所提起的成員頭兄大姊――藍淑貞、許正勳、方耀

乾攏是箇中要角。Chit二項因為是khah長期性、常態化的工課，「營造」

效果、栽培文學讀寫素養的成績toh khah顯目，咱若是掀《菅芒花》詩

刊尾手幾期toh會使證明chit點。比如講《菅芒花詩刊》革新號 2 期

（2002.12）「林宗源專號」，除了延續以往編排的內容走向kah風格，特

殊的是「台語最新詩代」chit欄有收八個寫台語詩的新手，因為各人的

簡介攏刊ti作品進前，而且in提筆寫作的因緣攏交代誠清楚，予咱誠方

便toh會使根據chia-e人脈初步poe出其中的意義。 

根據了解，「台語最新詩代」專欄收八個人攏m是成員，咱ka分作二

組：胡長松（1973-）、吳麗卿（1956-）、福爾卡庫（1958-）、林淑鈴（1964-）

四個人不但m是成員，而且參尾手四個無仝的是in攏m是社區大學的學

員；也就是講，chhun-e四個，呂絹鳳（1951-）、程鐵翼（1964-）、胡明

珠（1949-）、曾譯瑤（1967-）攏是社區大學學員，個人簡介ma指名道

姓講目前攏toe方耀乾leh學台語、寫文學，iah方耀乾所教的課名就號作

                                                 
13
周定邦，〈風佇秋天掖種：介紹《菅芒花詩刊》《菅芒花台語文學》〉，收ti《菅芒花

詩刊》革新號 4 期（2005.07），頁 96-129。這是該期「台語文學雜誌專輯」中的一篇；

chit個專輯誠有參考價值，其他四篇作者kah論述的刊物分別是：林芷琪∕《蕃薯詩刊》、

林央敏∕《茄苳》、廖瑞明∕《台文BONG報》、陳金順∕《島鄉台語文學》。 



 
「台語文學欣賞與創作」14。當然課程名稱並無法度證明授課者教學的

能力kah內涵，ma無保證學生一時寫作有成（嚴格來講，四位學員的詩

攏有改進的空間），方耀乾敢有能力、膽識教文學？創作是筆者本身khah

重視的面向，「喙講父母話、手寫台灣文」一直是台語界長期標榜的口

號kah精神，但m是爸爸、媽媽講啥麼話照抄toh是藝術、toh是創作，toh

是夠格的文學，台灣主體意識確立的是國族文學的未來性、m是某一篇

小說、某一首詩「文學性」的證據；文學作為第一藝術，內容、主題，

以及主題、內容的社經、時代基礎先mai講，其中牽涉著各種文類的成

規（convention）、反成規，比如小說的敘述觀點、人稱問題等統稱「技

巧」的me-kak；toh算汝欲「反技巧」，ma愛先有技巧的先前認知，反成

規愛先有成規的概念。 

認真生活、體會人性以外，上重要的是讀別人的作品，汝要去讀陳

雷、陳明仁的小說、詩，林央敏的《胭脂淚》（2002），胡民祥、黃勁連

的散文，甚至在當前文學情勢之下，台語文學作為華語文學的競爭文

類，汝要去讀華語文學的經典作品、了解華語文壇的主流作家，以取得

攻錯的支點。這 toh牽連著筆者所講的「文學教育」，方耀乾敢有資格、

敢有歷史膽識教文學？啥麼是詩、啥麼又 koh是創作？老大問題，一言

難盡，在此簡單舉《菅芒花》成員的詩作例，ui一粒石頭看一個世界： 

一雙破鞋⁄一雙跤⁄一首患難的歌 

（〈22號作品〉，方耀乾 2002：118） 

 
彼條白色的布條⁄摧死一個年代 

（〈五妃廟落日〉，方耀乾 2002：33） 

 
蟬⁄親像走唱的藝人⁄唱出一季的平仄 

                                                 
14
 根據創作年表，除了社區大學的文學課程，本身是台南女子技術學院助理教授的方耀

乾，自 1998 年以來ti南女院所開的文學課程有「現代詩導讀」、「台語文學」、「台灣

文學」、「西洋文學概論」、「性∕別與台灣文學」等。因為是常態性課程，文學教育

的效果照理推斷會khah懸，比如方耀乾曾經將學生的台、華語創作輯作《我們的第一次》，

由學校出版組印行toh是例。 



 
（〈蟬、禪〉，藍淑貞 2005：79） 

以上干那挽句而已，成員內底，王宗傑早期有幾首詩韻味 be-bai，陳正

雄尾期詩作進步誠濟，包括周定邦的七字仔長篇《義戰噍吧哖》（2001），

就算是舊文類，攏會使提來說明文學創意 kah藝術性。當然，在本截的

論題上，方耀乾的文學膽識 kah學識、創作的深度攏是成員內底上出色

的；咱會使 ui 伊的論文看出伊對台語文學、台灣文學史的認知，ui 伊

長篇歷史題材詩作確認伊對詩文類的掌握能力，而且 chit寡條件在在可

以提來驗證方耀乾接編《菅芒花台語文學》、《菅芒花詩刊》革新號的風

格、走向。 

言歸正傳，其實方耀乾早就 leh教文學矣；自 1998 年 ti台南女子技

術學院開「現代詩導讀」以後，隔年相紲開設「台語文學」、「台灣文學」

課程，2000 年指導學生創立「台語研究社」，2002 年新設「性⁄別與台

灣文學」選修課，在外接社區大學語言學程召集人、傳授台語文學的欣

賞 kah創作，以個人亦以《菅芒花》同仁身分發散教學相拱的影響力。

本小截 ui「台語最新詩代」chit 欄特別企劃來論述《菅芒花》詩刊作為

學習團體的性質，只是一個起點；前文有講著，黃勁連、施炳華指導的

鄉城台語文讀書會才是 chit個性質的起源，也因此培養出《菅芒花》詩

刊的第一代作家，咱希望 ti本文後面幾截繼續補充。筆者在此欲加講的

是，「台語最新詩代」四個社區大學學員，除了程鐵翼，攏無看著 in繼

續 ti尾手二期詩刊發表作品，這是 khah可惜的；此外，程鐵翼是外省

第二代，目前 ti台南市社區大學做社區專員，伊寫台語是值得咱持續觀

察的對象，「外省人」書寫台語文學的經驗亦是值得探討的議題。 

 
（二）邊緣媒體、「小眾」藝術 

本文話頭講著《菅芒花》詩刊類似「善冊」的發行風格――家己寫

家己看，無 toh用送的，若親像 in所標榜的菅芒白無芳，在在說明 chit

個文學團體寒酸的文化位置。簡單講，in 的刊物是邊緣媒體、「小眾」

藝術。 



 
邊緣、小眾，甚至「弱勢」，一來是《菅芒花》的性質，二來 ma是

所有台語文雜誌、出版品共同的現狀 kah命運。黃勁連捌 ti-e回答有關

台語文學流通性無夠、讀者群小眾的問題時表示：華語作家，無管統獨，

濟濟認為台語文學無人看、看無所以應該繼續以華語書寫，chit種看法

是倒果為因的偏見： 

有些人認為用華語寫文章才是大眾文學，用台語寫則是小眾文藝，

這是誤解。若注意看整個台灣文學史發展，日本時代或者更早明清

時代，台灣人都是聽台灣歌謠……民間文學的來龍去脈很清楚，甚

麼叫民間文學？就是台語文學；民間文學的流通產生很大影響，歌

謠是民間文化，是大眾文學、不是小眾文學。……結果國民黨來台

實施華語政策、消滅台語，台語才漸漸失去舞台，沒人教才會失傳，

變成小眾文學，實際上古早是大眾文學。15

黃勁連看出台語文學邊緣、弱勢的現狀背後權力的因果；因此濟濟華語

作家以多元主義做包裝的講法是一種宰制論述。 

雖然徛 ti民間文學、流行歌謠傳統現身說法，黃勁連的觀點猶是適

用台語新文學，而且輕輕鬆鬆三兩句 toh透露出攸關台語文學前景的訊

息：廣大的民間、大眾，是台語文學未來的寄託，也是台語文學運動推

sak 的理據 kah 基礎。台語母話族群佔多數，holo、客家人攏比新住民

khah濟，無理由會使舞 lin的「國語」小說、be使寫阮的「方言」詩；

多數族群的文化，煞變作「少數論述」，真正是天下奇蹟、世間的怪譚。 

因此，徛在承認弱勢台語文現狀的基礎，台語文學運動者開門批判

外部強勢的華語體制，門關起 ma愛反省家己的觀點、家己的作品，是

m 是有夠額作為邊緣戰鬥的武器，提來挑戰、顛覆主流社群的偏見文

化。這 toh是筆者欲 ti chiah ui內部檢視《菅芒花》詩刊脫離地方性、

漸漸行向全台串連，進一步形成跨區域文學社群的觀察點。 

首先，《菅芒花》詩刊的邊緣、「小眾」，也是整個台語文學的邊緣

                                                 
15
施俊州採訪記錄，〈是台語文學，也是台灣文學：專訪黃勁連〉，《台灣文學館通訊》

7（2005.04），頁 38。 



 
kah「小眾」，表現在台語作家、運動者對「民間文學」的堅持上toh誠

明顯。Toh若親像原住民文學社群出自主體性的因由回歸、整理民族神

話、傳說以及樂舞傳統仝款，台語作家往往ma有一個共識，認為四、

五百年來流傳ti民間社會的傳統藝術形式、出自資本（商業）邏輯產生

的流行歌謠傳統，攏是現代台語文學的肥底。16啥麼是民間文學，若mai

牽拖傷濟學術定義，講白chit個「民間」toh是正式、官方體制、主流文

化機關以外的文化領域（field），因此若是正式、官方體制、主流文化

機關所排除、看be上目的文類（genre）toh是民間文學、民間文化。誠

拄好，《菅芒花》詩刊的產婆，黃勁連和施炳華二個人攏是chit方面的翹

楚、堅持者，in直接間接調教、影響出來的《菅芒花》成員目光、手路

加減攏有khap著民間文學，ti意見表述上ma誠堅持老祖先的舊傳統，寫

詩的方式ma toe黃勁連行歌謠風、因韻起句的書寫風格。 

《菅芒花台語文學》第三期（2000.01）刊朱丁順口述、周定邦採錄

的〈楊榮失妻記〉，是一首恆春民謠，註明唱五空小調：演述楊榮死某

晟囝、出外討趁，一年thang天十二個月心酸的故事。內容mai論，筆者

重視chit篇，是因為伊不但是典型的民間文學，而且是一篇活化石。咱

知也，周定邦是《菅芒花》成員內底會唸會唱會寫、創作型的七字仔作

家，出版有長篇七字唸歌《義戰噍吧哖》（2001）、《台灣風雲榜》（2003），

尤其是頭前hit本有真深的田野調查作底，是舊矸仔袋味全新豆油的創作

形式；重點是，周定邦先後拜二位國寶級說唱藝人為師，一位是土庫人

吳天羅老先生，另外一位toh是toa-ti恆春網沙的朱丁順，周定邦分別有

寫〈乾杯〉、〈日記〉二首詩17交代伊參朱丁順kah已經過身的吳老先生的

師生緣。Toh是藉師仔徒弟情緣，周定邦將in老師朱丁順腦中喙內的〈楊

榮失妻記〉記落來，發表ti in的同人雜誌、成作《菅芒花》系列刊物值

得期待的編輯方向；畢竟朱老先生健在，身為學生，周定邦有義務加做

一寡田野工課，對老師、對台語文化、對家己的天賦異稟ma才有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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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老師mai算，有關民間文學《菅芒花》成員bak上深的應該是董峰政kah周定邦。 
17
〈日記：數念天羅伯〉刊ti《菅芒花台語文學》4（2001.10），頁 51-2；〈乾杯〉刊ti《菅

芒花詩刊》革新號 2（2002.12），頁 208-9。 



 
18

仝一期的《菅芒花台語文學》紲尾有二個單元、三篇文本：洪淑瑗

的〈由搖囝歌來論天下父母晟囝的心情〉、劉英孜〈結婚時講好話：由

賀語看民間對婚姻的向望〉，以及成員董峰政（1954-）改寫的〈有 kah

無〉。冊面有交代，前二篇論文是方耀乾的學生期末寫的報告，洪淑瑗、

劉英孜攏是選修台南女子技術學院「台語文學」課程的學生囝仔，主編

方耀乾一兼二顧將台語文學課學生的文章登出來，一來可見方耀乾的

「台語文學」課程兼採民間文學的內涵，二來佐證頂一截筆者所講的，

《菅芒花》成員藉文學教育、藉出版刊物營造文學社區、栽培寫作新手

的功能 kah可能性；《菅芒花台語文學》四期（2001.10）有一篇〈台語

文學的疊磚仔師：專訪方耀乾老師〉，由女子技術學院七位學生聯名發

表，仝款會使用 chit個標準、chit個角度來定位。 

Koh來董峰政的〈有kah無〉是一篇台語笑詼，筆者有二點說明：第

一，張春凰ti-e介紹台語散文作家的時陣，ka董峰政號作「民間文學的

拭金師」19，chit種定位符合董峰政個人出版別集的走向20，ma符合董峰

政自頭發表ti《菅芒花》詩刊文本的內涵；比如講，《菅芒花》詩刊創刊

號《菅芒花開》（1997.06）刊伊一篇運用諺語的智慧講解服務業的短文
21，俗語鬥句、流利，可見伊常民文化的底蒂。當然，身為鄉城台語文

讀書會創會會長，獎掖斯文之外ma舉筆寫現代詩，khah特別是關懷認

同、書寫血跡地的素材，〈蕃薯厝 5號〉（革新號 1期）、〈永遠的在地人〉

（革新號 2 期）二首，牽粘地理空間kah認同的辯證關係，值得參考；

連同筆者無處（無冊）看的《蕃薯厝的詩集》，作者是m是有意以故鄉

永康埔羌頭蕃薯厝作中心，發展出一個自足的文學世界toh不得而知。

第二點筆者的說明，就是〈有kah無〉chit篇笑詼的內容：全篇以大官虎、

財團大頭家、烏道代表、大學教授的自況，摳洗有力人士表裡不一的人

                                                 
18
 根據了解，周定邦曾經收錄朱丁順唸唱口述資料，有書面ma有錄音，後來提交傳統藝

術中心申請出版補助被退回。 
19
 張春凰，《台語文學概論》（台北：前衛，2001），頁 320-2。 
20
 董峰政個人出版情形，參看周定邦前引文，頁 103；張春凰前引文，頁 320。 
21
 董峰政，〈台灣諺語佇「服務業」兮啟示〉，《菅芒花開》（1997.06.15），頁 125-6。 



 
格、作為，笑詼本身充滿批判、諷刺的力頭，借助的toh是民間文學形

式kah常民、低層社會的邊緣文化位置。 

一般 leh 論述民間文學，抑是台語文學的時陣，攏強調民間文學或

是台語本身是民族的傳統、民族的文化主體性，khah少 ui邊緣的文化

位置來解說文學社群為啥麼 hiah-nih 堅持家己的主張、hiah-nih 熱衷家

己的美學傳統？以上，筆者主要 ui 黃勁連有關小眾⁄大眾的論題起步，

推論台語文化、台語文學長期 ku-ti 強勢國語政策、殖民體制、高層士

大夫傳統的陰影 kah「不見」（absence）當中，ti 別人所編派的歷史、

中產階級論述版本當中缺席，其實火種無 hoa 活 ti 曠闊庶民社會的事

實，也就是講台語文學是大眾文學、台語文化自早夠旦猶釘根在多數族

群的社會基礎，至少台語的文化形式（包括文學）有大眾化的潛能參未

來。 

下面，咱欲 ui文化位置的理論角度，來解說邊緣社群可能的文化策

略，作為觀察《菅芒花》詩刊，以及整個台語文學社群的一個參考視角，

以此做簡單的結論。 

法國（文化）社會學家Pierre Bourdieu ti〈文化生產場域〉chit篇文

章，為文化生產場域規劃出文化位置kah位置之間的辯證組織，he是動

態的「文壇」、文學範疇肖透濫、肖接接的區域，藝術自律原則參他律

原則互相影響的結構關係，當然會使提來觀察文學社群，甚至個人之間

的競爭和內耗。Bourdieu有畫兩個圖來解說由文化位置（文類、社群等）

組成的文化權力結構空間。第一個圖有三個場域層次，由大而小，小的

包ti大的內底：階級關係場域（the field of class relations）、權力場域（the 

field of power），上小的文學、藝術場域（literary and artistic field）包ti

前二個範圍之內。22

第二個圖 toh khah複雜，其實就是將文學藝術場域單獨抽出來、具

體畫出十九世紀後半期法國文學的權力關係圖，以此來說明文類、文學

                                                 
22
 Pierre Bourdieu,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or: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in 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Cambridge: Polity, Pr., 1993), p38. 



 
思潮、運動流派所徛的文化位置，以及 chia-e 文化位置之間的結構關

係。因為圖 khah複雜，咱簡單介紹其中的內涵：編派文化位置的標準，

主要是根據文化施為者（agent）所表現出來的自律（autonomy）、他律

（heteronomy）程度、名聲冊封（consecration）的程度懸低來判斷。他

律原則，主要是指藝術文類受市場、讀者影響 khah 大的文化現象；若

是自律原則相對 toh 表示文類 khah 無市場利益，讀者無處看、看無，

甚至無人欲看（no audience）。名聲的冊封，簡單講指的是作品經典化、

作家是 m 是有紅的情形；名聲冊封的程度懸表示文化施為者（作品、

作家、文類、流派）khah 受中產階級、智識份子讀者群、學院的體制

化（institutionalized）或是特殊品味的關愛；相對的，通俗藝術、無名

的作家、hong 看 be 上目的文類所徛攏是名聲冊封程度 khah 低的文化

位置。（Bourdieu1993：49） 

當然 Bourdieu 所規劃的文學藝術場域圖幅是一個變動的空間

（space），提來引用是欲看台語文學，包括《菅芒花》詩刊所營造的文

化社群邊緣、小眾的位置。《菅芒花》詩刊所徛的文化位置 kah 伊的性

質有關；ti某一種程度上，伊所徛的 chit個文化位置 ma會影響伊的運

動策略 kah美學走向。徛 ti本截論題頂懸，《菅芒花》詩刊藉主流文化

機構、知識階層普遍看 be上目的常民形式，堅持予人鄙相的語言媒體，

一往情深的熱度，本身 toh有伊的先鋒性；這是一種大膽的論斷，咱會

使提 Bourdieu的話尾來做推論： 

社會性藝術（social art）雖然將藝術、文學生產參（社會）外

部功能縛做伙（外部功能拄拄好是為藝術而藝術的鼓吹者所反

對的），m-ku伊參為藝術而藝術仝款，攏有一個激進的性質，

toh是強烈反對科層結構（hierarchy）宰制原則，ma強烈排斥

宰制原則所承認的資產階級藝術。（Bourdieu1993：273） 

Bourdieu針對十九世紀末法國文化場域現況發言，認為相對左派的社會

性藝術參為藝術而藝術的前衛派（avant-garde）共同保有反對資產階級

文化的美學主張，主要 toh 是 ui 兩者仝款是邊緣的文化位置來論述。



 
Bourdieu 予咱一個誠好的啟示：《菅芒花》詩刊，以及整個台語文學社

群，徛在目前相對邊緣、無人看顧的文化位置，in的自律性自然會予 in

更加堅持家己的美學主張甚至政治立場，一來咱會使 ui 策略性本質論

來看待，二來 ma會使 ui前衛、先鋒的角度，來判斷台語文學作為一個

自律自足文類的特質。 

 

三、跨區域媒體以及作家群 
 
頭前筆者 ui khah闊腹的面向談論《菅芒花》詩刊的社區營造，以及

在強勢華語體制下的文化位置。現此時，本截希望 ui 成員、作者 chit

個角度，來看《菅芒花》詩刊由府城地區行向整個台語文學界的編輯風

格。 

首先 ui1999 年 11 月方耀乾接編《菅芒花台語文學》以後，一直到

《菅芒花詩刊》革新號，一路看來，咱認為《菅芒花》文學社群參後來

成立的台灣新本土社（2001.01-）有誠深的因緣；這 toh 是筆者所論稱

《菅芒花》詩刊跨區域的媒體走向。Chit 部分咱會提起一寡非成員作

家，m過無扑算針對 chia-e非成員作家的作品來論述。第二小截，筆者

將《菅芒花》的成員定位作「慢熟的作家世代」，Chit 部分著會針對具

體作品分析 chit陣大器晚成的台語新世代「老」作家的創作經驗 kah風

格。 

要澄清一點，chiah「跨區域」的講法，m是講早期《菅芒花》詩刊

攏無外稿，ma m是講《菅芒花》詩刊早期無全國性的骨格。事實上，

黃勁連主編的《菅芒花開》（1997.06）、《心悶》（1997.12）、《阿福的風

吹》（1998.07）chit三本冊型詩刊（台江出版），有濟濟所在看會著《蕃

薯詩刊》（1991-96）的影跡，逐期 ma攏有登前蕃薯詩社成員的作品，

只是所刊詩篇以新世代同仁的處女作為主；ui主編黃勁連接紲的守門風

格來看，講前三本《菅芒花》詩刊是《蕃薯詩刊》的延伸 ma無不可。 

 



 
（一）超越地方的文學社群 

筆者認為《菅芒花》詩刊自頭到尾 khah 有意義的變遷，值得咱提

來討論的有二項：一來是 chit陣新世代同仁 ti創作方面的成長，透過參

加南瀛、府城文學獎的競選，ma 透過地方文化機關募集縣市作家作品

的管道出冊，漸漸取得作家、詩人的名分；《菅芒花》成員在做頭的黃

勁連漸漸放手的過程，翅股漸漸焦、演變到後來甚至各自單飛，留落下

的是一部一部新世代成員個人的新詩別集。 

第二項值得思考的演變是菅芒花台語文學會，kah台灣新本土社的合

流。在筆者個人草編的〈台語文學運動年表〉23頂面，有一段簡單的記

事，抽出來作話頭： 

 
2001.01.13台灣新本土社借台南鄉城文教基金會場所舉行成立

大會，同月 15日發行《台灣e文藝》創刊號，並且發表〈新本

土主義宣言〉，創刊社員總共 34人。創辦人：王世勛，首任社

長：楊照陽，總編輯：胡長松（華語），主編：方耀乾（台語）、

吳尚任（客語）。前衛出版社發行。24

2001.01.31-02.04第五屆南鯤鯓台語文學營。 

2001.02純文學刊物《海翁台語文學》雙月刊（2001-，13期起

改作月刊）創刊，發行機關開朗雜誌有限公司，由總編輯黃勁

連撰寫創刊詞〈台灣儂兮文藝復興〉。 

 
若是欲解讀以上的年表，逐家首先想著的可能是：戰後台語文學行到

chit跤兜跨世紀面向是啥？這深 koh闊的問題，本文無法度處理；其中

有一個現象，筆者認為是跨世紀台語文學運動面向誠重要的部份，值得

tiam-chia討論――新世代筆隊伍的熟紅。 

                                                 
23
 〈台語文學運動年表〉是筆者個人讀冊的筆記，因為是草稿、猶無夠完整，所以歹勢

提出來hong看。 
24
 創社社員的人數是根據《台灣e文藝》版權頁頂懸的名單計算的，蕃薯頭攏無算在內，

其實in ma是成員。 



 
新世代筆隊伍的熟紅chit種判斷，等於講《菅芒花》詩刊成員世代

的獨立自主，tiam整個台語文學界m是孤立的現象，而且台語新世代之

間的連結亦是chit個現象的延伸kah佐證。當然新世代的獨立自主、轉大

人，無表示台語文學前後世代分裂；一來，新世代的影響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25m是無，二來新世代作家抑是ti前輩掩護、照顧之下繼續

創作、成長，前後世代作家猶是繼續徛做伙，才是跨世紀台語文學界的

事實。 

由此轉來頭前的討論，筆者主要是ui《菅芒花》詩刊來看頂面年表

的事條（entry）。咱講鄉城台語文讀書會的指導老師黃勁連編完三本詩

刊了後，將編輯的擔頭交予方耀乾，咱以後所看著的《菅芒花台語文

學》、《菅芒花詩刊》革新號，攏是以方耀乾為核心的成員所編的26；到

菅芒花台語文學會成立，黃勁連接第一任理事長（1998.05- 2000.05）了

後，卸任隔年koh接編《海翁台語文學》，漸漸淡出台語文學會。中間變

化誠大，《菅芒花》成員個個出第一本冊，行出在室帆，第二本、第三

本紲落去，展現新世代創作的活力。另一面，黃勁連接《海翁》總編輯，

繼續leh發揮伊的影響力；王宗傑、陳泰然、藍淑貞掛名編審委員，方

耀乾後來ma成作《海翁》的顧問，喙水be-bai的周定邦ma一直leh幫贊

《海翁》做雜誌錄音的工作，可以講成員個個參黃勁連老師牽kah恆恆；

仝系統的南鯤鯓台語文學營、鹿耳門台灣文學營、土城台灣文史營，包

括連紲舉辦幾落年的鹽分地帶文學營，以及今年拄舉辦的第一屆海翁台

灣文學營（2005.07.02-05），甚至教羅系統的世界台語文化營場所，攏

會使看著in雞母chhoa雞仔囝的影跡。 

濟濟運動實踐，m管是編冊、發表文章，抑是辦文學營，台語文學

界攏是老的牽少年的、少年挺老的；雪中送炭的代誌無人做，台語人只

                                                 
25
「影響的焦慮」是理論家Harold Bloom借Sigmund Freud的心理分析理論所發展出來的概念，

主要用來描述後輩作家對前行代的關係，其中牽涉後輩作家的心理防衛機制，造成文本

的誤讀（misreading）以及典範的變遷。（Abrams1993：239-41） 
26
 《菅芒花台語文學》第 4期的主編是周定邦；除了方耀乾，參與《菅芒花詩刊》革新

號編輯的猶有陳正雄、周定邦等人。 



 
好攬做伙 kheh 燒。跨區域、跨年閣的大方向如此，新世代的串連、跨

區交流卻是跨世紀大方向堪得思考的面貌之一，尤其是觀察本成地方性

khah強的《菅芒花》詩刊誠好的角度。周定邦 ti前引 hit篇回顧性文章，

有一段文句簡單描述《菅芒花》詩刊 bai-bai 女轉姑娘仔的事略： 

菅芒花即个學會本身毋是單純咧推展台語文學爾爾，伊kah

其他的社團仝款，同時有擔任語言運動的性質，毋擱伊所發

行的刊物《菅芒花詩刊》是行文學的路線，尤其是開始發行

革新號了後伊的定位就擱卡清楚：干礁刊詩kah詩論。初期伊

是一份地方性的同仁刊物，到革新號，方耀乾接總編輯了後，

大量邀請會外的詩人投稿，才成做全國性的刊物。佇九○年

代下半葉……培養上濟青年輩的台語詩人……27

周定邦紲尾有列舉《菅芒花》詩刊的主要作家，其中學會成員除外，有

列出四個人：林宗源（1935-）、李勤岸（1951-）、陳金順（1966-）、陳

潔民（1970-），這顯然是無夠的， 

若是koh參考主編方耀乾的自述28，方氏所列的非成員主要作家koh加二

位：胡長松（1973-）、王貞文（1965-）。综合判斷：筆者首先認為二位

核心成員所列舉的主要作家，至少愛koh加胡民祥（1943-）、莊柏林

（1932-）二個人，也是講咱若是ui前行代ti詩刊發表的質量來看，會使

普普了解前蕃薯詩社成員，對chit本少年輩所辦的刊物關愛、支持的程

度。第二點筆者的判斷是：二位核心成員所列的主要作家名單，除了林

宗源、李勤岸，攏是青尺仔青尺的新世代，而且攏是台灣新本土社成員

（陳潔民除外）；這點予咱一個啟示，世紀交關新世代作家的聚集是一

個顯性的歷史經驗。 

先mai管邀稿或是投稿，ma mai考慮文章是轉載，或是一稿兩投、三

                                                 
27
周定邦，前引文，頁 111-2。周定邦chia-e文字，誠濟攏延續方耀乾的講法。（方耀乾 2004a：

50） 
28
 方耀乾，〈新世代、新風景：九十年代的台語文學刊物kah台語詩新人群〉，《台語文

學的觀察與省思》（台南：復文，2004），頁 50；原來刊ti《海翁》21（2003.09），頁

4-24。 



 
投（台文刊物普遍無稿費，舊作重刊、轉載、一稿數投攏是被允准的），

莊柏林、胡民祥二位先輩攏是be使kang忽略的；畢竟，以發表的次數、

篇數以及言論內涵來講，in攏是前行代內面自頭到尾上支持《菅芒花》

chit本刊物的。出錢、出力的mai計較，若是認真ka統計、深入ka審查，

創作型的蕃薯頭（fathers）內底，李勤岸、林央敏（1955-）分別出現三

期kah四期，m是上濟，m-ko二位寫無濟，咱攏會使提理由來ka合理解

釋：ti《菅芒花》創刊以來chit段期間，除了大約仔一年時間（2000-1），

李勤岸攏ti美國讀冊、無toh教冊，無閑leh外邦編台文刊物，而且自第一

改出現ti革新號第一期以來，發表的篇數濟、koh有特殊風格，實驗性的

「水chhiang詩」系列（革新號 4）、「阿爸中風」系列七首（革新號 3），

攏會使看出蕃薯頭寫無煞的創作力；若是林央敏，自創刊號《菅芒花開》

寫一首應景的〈鹿耳門海風〉差不多消失去，不過m-thang因此小看chit

粒蕃薯頭，1999-2002 年chit段期間，林央敏當leh拼硬仔、寫台灣文學

史第一部史詩29，這會當解釋為何革新號二期（2002.12）節錄《胭脂淚》

第六卷第五節〈二二八血歌〉、革新號第三期推出「林央敏專號」的來

龍去脈；頭洗落順紲，《菅芒花詩刊》革新號第四期，林央敏放手發表

四篇次的詩、文章kah譯作。 

此外宋澤萊（1952-）、陳雷（1939-）攏出現過一遍，尚且宋澤萊的

部分（革新號 2）是Nobelu文學獎得主、波蘭裔美國作家C. Milosz詩作

的台譯三首；其實寫小說的陳雷詩質be-bai，語言操作端莊、定著，寫

死亡有溫情、有批判，ma有難捨割捨的豁達，可見蕃薯頭作家值人學

習的自覺筆力。30話講倒轉來，前輩作家雖然濟濟無積極替《菅芒花》

寫稿，m過提真平企業出版的「台語文學大系」14本 14個已經初步典

律化的名單來對，猶有六個人無ti詩刊目次看過名；當然無發表，無代

表無支持、無重視，各人有各人的刊物、事業愛舞，而且《菅芒花》本

                                                 
29
 請參考林央敏，〈我的史詩因緣〉（自序），《胭脂淚》（台南：真平企業，2002），

無編頁次。 
30
 陳雷所發表的兩首詩〈阮二姊〉、〈看金字塔，我m免死〉，攏刊ti《菅芒花詩刊》革

新號 4（2005.07）。 



 
身的區域性、主編的交陪範圍ma愛考慮，咱kan會使講，以上有講著名

的蕃薯頭，加上許丙丁、黃勁連，應該是參《菅芒花》詩刊khah有緣，

抑是講「全國性」刊物m是hiah-nih全國？ 

「全國性」刊物確實是一種比較性的講法，伊代表的是台語文學場

域內部區域社群的交流、hoaN界（transgression）或者聯盟，同時存在

對內、對外合作對抗的意義；比如講台灣新本土社成立、出刊《台灣e

文藝》，發表枕頭文本〈台灣新本土主義宣言〉31，ui內容來ka看，針對

性至少有二個：強勢、「墮落」的華語文學界，以及以華語文學、日本

時代台灣文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本土學術界，也是講，台灣新本土社

如果代表整個台語文學場域，an-ne台語文學社群的邊線toh有雙沿32；

若是ui台語（文學）運動場域內部來看，koh有二個層次會使參考：1）

以文學創作為號召的台灣新本土社，所展現的論述、實踐內涵，難道無

呼應台語運動、台語文學運動之間分殊的生態；2）台灣新本土社既然

以新世代作為運作主體，自然會發展出屬於家己的文化、美學主張，久

來難道be發展出世代之間的差異？針對chit二個命題，因為牽涉複雜的

資料kah田野調查，本文無才調處理，而且台語文學界內部的世代差異

並無明顯，ma無chhun華語文學hiah-ni嚴重33，筆者只是ka當作持續觀察

台語文學發展的參考點而已。 

在以上論述的脈絡頂面，《菅芒花》詩刊後期的編輯方向，咱 toh會

使 ka伊定位作「新世代作家的跨區域文學實踐」；周定邦、方耀乾所講

的「全國性」toh 會使做以上理解。新世代跨區交流、聯盟，無表示後

期的《菅芒花》詩刊無老輩牽成；ma m是講新世代的作品是《菅芒花》

詩刊後期上主要的內涵；筆者的意思是，ti學習團體刊物《菅芒花》自

早「三代同堂」的基礎上，後期有發展出新世代熟紅、獨立的現象，而

                                                 
31
 〈台灣新本土主義宣言〉全文刊ti《台灣e文藝》創刊號（2001.02），頁 30-89。 
32
 台語文學社群的二條邊線是：台語文學和華語文學之間對抗的界線，二來是台語文學

界和獨派學術界、文學界之間競合辯證的界線。 
33
 1980、90年代華語文壇的世代變遷，會使ui書林版《台灣新世代詩人大系（上、下）》

（1990）以及希代版新世代小說大系（1989）二套冊看出一寡影跡。 



 
且 chit種現象是表現 ti跨區域交流頂頭，有伊的未來性，會使成作台語

文學成長的證據。 

世紀尾 2000 年熱人八月，落南參加第二十二屆鹽分地帶文學

營進前，有一日欲暗仔接著宋澤萊老師e電話，這是伊第二擺

敲電話互我，頭擺是三冬前伊主編e《台灣新文學》欲刊登台

語詩〈詩寫浪淘沙〉，敲電話來鼓勵我；即回伊講欲呼一陣少

年仔組織新e文學社團，以自本《台灣新文學》e寫手做班底，

另外召集近年來浮出台語文壇e新手，欲置新世紀為台灣e文藝

復興好好仔撦拼一下；九月初九置台中照陽兄借來e場所，召

集籌備會，彼工日頭光真猛，逐家位台中車站行兩三公里，無

顧大粒和細粒汗，一行數十名，內底有文壇e前輩，kah阮即陣

新鳥仔；會中投票選照陽兄做第一任社長，嘛決定勤岸兄提議

e《台灣e文藝》，成做新刊物的名稱，長松志願擔當義工總編

輯。34

以上陳金順發表 ti《菅芒花詩刊》革新號第三期的散文〈淡薄仔春

光〉，liau-liau-a 說出台灣新本土社籌備、成立的往事――伊的散文有胡

民祥的風格，描景、寫物有人事的見解，浪漫溫情泉出本土歷史內裡。 

篇中雖然無交代《菅芒花》成員參與新本土社籌備的情形，m過根

據了解，hit 工有參加籌備會的台語文學會會員，至少有方耀乾、周定

邦、許正勳三個人；《台灣 e文藝》1-5期版權頁名單 ma寫足清楚，前

前後後，菅芒花台語文學會會員，成作台灣新本土社社員的有方耀乾、

王宗傑、王寶星、周定邦、許正勳、陳正雄、藍淑貞、曾明泉（1956-）、

董峰政九個人，比例無算少，會使講《菅芒花》核心成員攏加入。雖然

咱 m 知台灣新本土社借菅芒花台語文學會大本營――鄉城文教基金會

場所舉辦成立大會的詳細原因，照常識判斷，應該是南北二路台文運動

友志、大細條蕃薯平常時的交誼、如今出自理想的串連，致使中、南部

地區台語文學社群絞做伙，加上張春凰所屬的新竹地區，在某年某月某

                                                 
34
 陳金順，〈淡薄仔春光〉，《菅芒花詩刊》革新號 3（2004.04），頁 190。 



 
日的台南府城，成就台語文學社團有史以來結合二沿世代的「全國性」

規模。 

因此返頭檢視後期的《菅芒花》詩刊（請參考本文附錄〈《菅芒花

詩刊》、《菅芒花台語文學》各期作者名單〉），咱 toh會更加清楚 chit本

刊物的變化：新世代台語作家跨區域的文學實踐。伴隨新世代作品質量

的提升、寫手人數的增加，台語文新世代面貌愈來愈清楚，he 是一陣

文藝青年 kah慢（晚）熟的作家世代肖牽肖接的筆隊伍，肖招肖 chhoa

行入前行代漸漸經典化的二十一世紀，在漸漸飄零四散的《菅芒花》詩

刊。 

 
（二）慢（晚）熟的作家世代 

讀書會兮的成員，來自南部地區各地，有賣風吹的朋友，有逐

工佇菜市仔、灶跤為三頓咧無閒兮家庭煮婦……。雖然無共款

兮職業，不過攏有一份對台灣土地兮疼痛，致使逐家有緣鬥陣

做伙研究，而且將迄份創造兮才華，隨著個人兮感情來表達。

一首一首兮作品，就在一次一次兮課程 kah 聚會中間來產

生……雖然有需要 koh進一步稽考、斟酌，但是每一個作者攏

展現了上真、上水兮生命力…… 

                  ――顏惠山，〈菅芒花台語文學創刊詞〉， 

《菅芒花台語文學》創刊號：2 

華語文學長久以來是壓制台語寫作的強勢文類，是無啥好質疑的一

個見解；論者攏ui政策面、國語體制的殖民性來論述，但是誠少人有去

解釋抑是歸納華語文學的殖民性所致使的一個現象――慢熟的作家世

代。咱講台語文學、原住民文學，甚至是戰後將近二十年間的本土華語

文學35，ti創生的過程攏是「無正常的」，因為chit三種文類ti起步之初攏

欠缺面貌清楚的文藝青年。啥麼是「文藝青年」？筆者個人的用法，是

                                                 
35
 Hit時陣，本土華語文學有一個通用名稱，叫作「本省籍作家作品」，鍾肇政 1965年所

編《本省籍作家作品選集》toh是原台籍（本省籍）作家成作一個相對獨立、自足文學社

群的標誌；hit當時，拄起磅的本土刊物有《台灣文藝》（1964-）、《笠》（1964-）二本。 



 
指正常的教育環境之下，隨著各人天資培養出文學興趣、進一步櫸筆寫

作的文學世代。 

原住民作家chit部分，ti〈新興文類，晚熟的世代〉chit篇文章，筆

者已經講了算清楚。若是拙文有關戰後初期本省籍華語作家部份，筆者

tiam-chia做一個補充：客籍大老鍾肇政 1965 年所編的二套冊《本省籍

作家作品選集》、《台灣省青年文學叢書》各十本，不但標示本省籍文學

社群的形成，而且是後來正名的「台灣文學」漸漸行向正常化的第一步，

其中上明顯的證據是本省籍文藝青年梯隊的出現。後壁chit套十個青年

作家免講36，具體舉人名：原住民作家周英雄（谷灣•打鹿勒：1931-）、

客家籍作家林柏燕（1936-），大學考無tiau立志寫作的季季（1945-）、

後來從事台語創作的林宗源、陳恆嘉（1944-）、黃勁連，分別創辦林白

出版社、雲門舞集的林佛兒（1941-）、林懷民（1947-），《現代文學》

作者群陳若曦（1938-）、歐陽子（1939-），逐家攏誠熟而且chit-ma koh

誠銃的黃春明（1939-）、七等生（1939-）等等，攏是青-青燒-燒、拄出

烘爐的文藝青年；若是講當初台灣文學無正常的所在，toh是chit陣少年

仔以外，一陣hong稱作「跨越語言一代」的作家――ti華語書寫頂頭，

in攏是慢熟的作家世代。 

時勢行到頂世紀台語文學成立的八○、九○年代，咱若是認真ka分

析，台語文學大約有兩種作家：第一種，khah早曾經是華語文學的文藝

青年，後來轉做台語運動、寫台語文學的慢熟作家；前衛版《台語詩六

家選》（1990）收錄的六粒蕃薯頭做代表，以創作年齡嚴格來講，除了

向陽(1955-)，其他五位攏是台文慢熟世代。第二種，toh是以早khah無

華語文學的書寫經驗，九○年代才來出phiaN、覺悟寫台文的慢熟世代；

                                                 
36
 《台灣省青年文學叢書》十本冊作者、書名分別是：鄭清文（1932-）《簸箕谷》、呂

梅黛（1939-）《不是鳳凰》、魏畹枝《永恆的祝福》、黃娟（1934-）《小貝殼》、陳天

嵐（1939-）《滄波天外天》、李喬（1934-）《飄然曠野》、鍾鐵民（1941-）《石罅中的

小花》、鄭煥（1925-）《長崗嶺的怪石》、劉慕沙（1935-）《春心》、劉靜娟（1940-）

《追尋》。另外，有關《本省籍作家作品選集》的概述，可以參考陳恆嘉〈夜寒星光冷：

五○至六○年代省籍小說家的出現〉，收入陳義芝主編《台灣現代小說史综論》（台北：

聯經，1998），頁 223-44。 



 
《菅芒花》詩刊成員，大部分攏屬於chit種作家。《菅芒花》成員內面khah

特殊的，應該是許正勳參方耀乾，1946 年次的許正勳雖然ti八○年代前

葉，toh開始對外發表華語散文，以及政論性文章37，1996 年ma出版第

一本華語散文集《園丁心橋》（南縣文化中心），m-ku以創作年齡來看，

伊猶原是華語文學的慢熟世代；若是方耀乾（1959-），雖然高中時代捌

發表過文章，自早ma雅好文學，算是文藝青年，可惜煞來放棄寫作，

1991 年才koh來學台語文，97 年寫第一首台語詩〈上無路用的人〉，98

年第一次發表〈病院的路那會跡爾遠〉（《台南女子技術學院校刊》114），

1999 年以後連紲出版四本詩集，量濟優質、koh寫深度論文，成作台語

文學社群後起之秀。 

《菅芒花》詩刊的核心成員屬台語文學的慢熟作家，無啥疑問；等

於講 in攏是強勢華語體制的受害者，天才 toh愛家己揣出路，因緣際會

拄著台語文藝復興，才有 hit個機會取得台語作家、詩人的冠冕。以下

本文欲針對七位《菅芒花》成員的作品做論述，希望用短短的段落交代

chit 陣慢啼的大隻雞發聲的重點，以及筆者個人認為 khah 可取的詩風

演變。Ti-chia 先做一個文學史的反省：1930 年代，台灣話文運動者推

sak「鄉土文學」的理由之一――掃盲，ti 戰後強制實施華語教育成果

展現的今旦日，會使講已經無存在，m-ko 台語文盲、台語文學書寫素

養的文盲，猶原是現此時嚴硬的現實，這 toh是筆者將鄉城台語文讀書

會、菅芒花台語文學會，甚至後來的府城台語文讀書會，看作是掃除文

學書寫素養「文盲」的學習團體重要的動機、角度。 

另外一方面，下面所篩選的七位《菅芒花》成員，攏是大專以上高

學歷出身，除了周定邦曾經是學土木、起販厝的生理人，chhun的六位

講奇無奇攏是 ti學校教文科的老師，這 toh予咱思考文學的出路是啥？

文學的處境又如何？台語文學敢親像《菅芒花》的贊助者顏惠山，以及

咱濟濟台文界友志所講的，白紙烏字寫 kah chak-chak的文學真正有法

度超越階級？文學小眾通人知！咱愛思考是藝術文類的展開，toh是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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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正勳的華語政論後來結集出版，冊名號作《不是新聞》（台北：百合文化，2003）。 



 
ti「文學」頂頭看「文化」；he有可能是黃勁連、路寒袖，抑是莊柏林

所推 sak的歌詩路線，ma有可能是文筆無輸「純」作家的名導演吳念

真、林正勝 in所寫的電影劇本，以及 in寫的電影劇本進一步創造出來

的台語「藝術」、台語「文化」。 

歹聽話先講頭前，在此筆者先交代個人認為《菅芒花》成員詩作 khah

有問題的二個所在――其實，這 ma是整個台語詩書寫，尤其是初學者

寫詩普遍的缺點，提出來互相參考求進步：因韻起句，以及擬人修辭的

濫用。因韻起句無一定是歌謠體，但是歌謠體往往是因韻起句。事實上，

因韻起句抑是歌謠體，攏會使寫出好詩，不過若是傷靠勢 chit二種體裁

或是書寫方法，不知不覺寫詩煞變作 leh toe 便套公式、填箍仔爾爾。

關係 chit點，因為牽涉著詩 kah歌，抑是講詩歌、歌詩之辨，問題誠複

雜，希望另文討論乎詳細。擬人法、明喻（simile）修辭的使用誠普遍，

不過是 m是有成作活跳跳、有創意的比喻，逐家 saN-kap勉勵；往往虫

鳥花草、大自然現象，有性命、無性命的攏 ka比如作人，A親像 B，B 

koh 親像 C，an-ni 寫詩誠輕可 ma 傷貧惰――大量引用 chit 二種辭格

（figures）的兒童文學無好寫的一個原因，toh是喻依（vehicle）、喻旨

（tenor）欲鬥乎會 sui、鬥乎有創意，需要詩人、作家的天才以及深入

的觀察體悟。 

 
1.Ti族群之間轉踅的溫情：藍淑貞（1946-） 

藍淑貞，屏東縣里港人，1957 年搬來台南；南師、高師大國文系

畢業，研究所暑期班結業，台南高商老師退休。最近幾年創辦、經營紅

樹林台語文推展協會（2000-），印囝仔冊、灌錄囝仔歌、辦囝仔活動，

對兒童文學教育有一定貢獻。 

藍淑貞的詩風溫情浪漫，伊個人欣賞情思緜遠、優雅的詩句，寫詩

力求用字淺白、意境幽深，重要的是愛hong看有；38社會關懷之外，女

性議題詩作往往出自切身經驗、阿母的身世（不幸的婚姻），無toh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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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澤萊採訪，〈訪藍淑貞〉，《台灣e文藝》創刊號（2001.02），頁 260。 



 
時事、新聞事件來鋪排發揮（這ma是成員普遍採取的手法），詩寫溫情、

寫批判，有道德的懸度。 

彭瑞金、宋澤萊、林央敏、陳明仁、方耀乾等人攏為伊寫過評、寫

過序，評價攏誠懸；張春凰的《台語文學概論》有專節介紹（2001：

179-81），會使參考。比如彭瑞金以「台語文學驚艷」來表示伊對chit

位高師大同班同學寫台語詩的驚喜，林央敏認為〈思念阿母〉、〈想我細

漢的時〉兩首「已入上境」，宋澤萊講藍淑貞寫乎翁婿的五首詩是「台

語情詩傳世之作」，方耀乾歸納藍淑貞詩作主題的「四枝拄」，並且提寫

散文的張春凰、寫小說的楊嘉芬來比pheng三位女性作家的貢獻；若是

陳明仁toh khah無仝，ui創作的角度來ka「添妝」、來ka看，有呵咾、有

提點，褒中帶貶，筆者基本上ma誠認同。39

以上幾位作家、學者的論述，差不多含蓋了藍淑貞創作的面向，筆

者無欲針對in所提起的詩作、詩風內涵koh做討論，咱攏誠同意，讀者

會使各自索引參考；尤其幾落位攏有講著的〈阿母的豬仔囝〉40確實

be-bai，若是學頂面幾位前輩的春秋筆法，筆者ka稱作台語詩「女性主

義典範之作」，ma是藍淑貞寫阿母的詩內面予人上感動的一首。〈一張

相片〉ma是女性關懷詩作，寫一個失蹤的查某囡仔，揣轉來已經chhun

一堆白骨： 

一張大大大的相片 

雙手一直摸  一直摸 

摸著平平的目睭 

    哪會 be振動 

摸著平平的鼻 

                                                 
39
 有關藍淑貞的評論參考以下篇章：彭瑞金〈臺灣文學驚豔〉，收ti藍淑貞詩集《思念》

（台南：藝術中心，2000）；宋澤萊〈春天的詩〉，收ti藍淑貞詩集《台灣圓仔花》（高

雄：春暉，2005）；林央敏的論評附ti〈思念阿母〉詩後，《思念》（台南：藝術中心，

2000），頁 5；陳明仁〈共淑貞姊的詩集添妝〉，附錄ti《思念》（台南：藝術中心，2000）；

方耀乾〈上嫷的圓仔花〉，收ti《台灣圓仔花》（高雄：春暉，2005）。 
40
 〈阿母的豬仔囝〉收ti《台灣圓仔花》（高雄：春暉，2005），頁 117-8。以下引論諸

位詩人作品，攏會使ti in的詩集或是《菅芒花》詩刊揣著，除非必要無koh特別標注。 



 
    哪會 be喘氣 

摸著平平的嘴 

    哪會 be食物（藍淑貞 2005：41-2） 

字句簡單，做人老母的失子 hit種悲苦、動作寫 kah誠活，會使講是「用

字淺白」ma是詩的證據。〈五柳枝〉寫台灣人創造經濟奇蹟的過程勤勤

儉儉的日常面，筆淺言深，讀者可能會無注意詩第一段，將阿媽的思想

起（民謠調名）參五柳枝 chit道什菜羹牽做伙，來講記憶內面 hit種「滋

味」，意象的經營誠特別，這 toh予咱想著伊其他 khah鬥搭的詩句：「四

個人八支跤⁄化做一蕊水蓮花」（〈工人悲歌〉）寫八掌溪事件，四位來犧

牲的塗水工，親像全台灣人的祭品，有救贖的意思；「愛是上嫷的化妝

品」（〈愛〉）是 be-bai 的暗喻；〈阿母的畫妝〉：「諺語做飯⁄用七字仔抹

粉⁄用囡仔歌點胭脂」寫出民間文學透過阿母來傳承，是藍氏切身經驗

化作詩的例句；〈檳榔西施〉ma有類似意象：「愛慾做餡⁄糊死亡的石灰」，

「情色」「檳榔葉⁄包甲青翠仔青翠」，寫啥讀 toh 知；藍淑貞若會當順

chit個方向思考、繼續經營，詩風會 koh khah完美。 

藍淑貞捌講伊踏出台語文書寫的第一步，kah in阿母過身有關係：

「民國 83 年，我參加台南市第四期台語師資班了後，了解台語的嫷，

尤其佇阮阿母過身的時，為著卜予阿母看有、聽有，我決定卜用台語來

寫祭文。」（《思念》自序）chit篇〈祭母文〉發表 ti《菅芒花》詩刊創

刊號《菅芒花開》，內面除了交代 in阿母拖磨的一生，ma有講 in二兄

做空軍飛官來失事的代誌；若 koh 參考〈竹籬笆的春天〉chit篇散文（《菅

芒花文學》2），in 阿母為著閃避 m 成翁、揹一堆囝仔，偷偷仔搬來台

南、toa-ti眷村的經過 toh誠清楚；ma是因為早年 chit段竹籬仔內的經

驗，予藍淑貞比別人對「外省人」koh khah有感情參理解。〈老兵〉、〈新

台灣人的悲歌〉toh 是伊關懷外省族群的代表作。〈老兵〉起句五 choa 

be-bai：「迄支歷史的筆⁄寫差了一格⁄一代的悲歌⁄半世紀的重擔⁄攏落佇伊

的肩胛頭」，可惜尾溜無 khah新的寫法、ma無 khah青 chhioh的角度；

後壁 chit首〈新台灣人的悲歌〉ui鄧媽媽予菜市仔頭家詈「滾回你們大



 
陸去」寫起，最後寫入去台灣歷史「迄當時⁄漳泉拼、閩粵拼⁄卜走跤骨

疼⁄不走無性命的時代」，結論是：故鄉中國對 in外省人來講已經是「一

個生份的所在」，規首詩比較 khah完整，表現出 ti族群之間轉踅的溫情。

當然族群問題 m是個案有法度完全解說的，he牽涉著社會學普遍（the 

general）參特殊（the particular）的辯證，不過壓迫確實存在，值得咱

共同思考。 

藍淑貞 chit方面的詩無濟，ma無比其他主題詩作 khah好，m過參

另外一位成員程鐵翼仝款，in的族群書寫是會使予咱期待的。 

 
2.海口之子許正勳（1946-） 

許正勳，七股大潭寮（台潭村）人，鹽分地帶作家，目前 toa台南

市。輔仁大學外文系畢業，主修德文；政大教育研究所暑期班結業。新

興國中英語老師退休。1997 年開始從事台文創作；2001 年參牽手黃金

汾、好友顏金男等成立府城台語文推展協會；2003 年起擔任台南市台

灣語通用協會會長，隔年創刊號《通用出發、母語起飛》發行，是原《菅

芒花》成員教授台語上拼勢的其中一位。 

台灣文學史有一個一再回返（reversion）的現象：日本時代華語新

文學初代作家誠濟攏有漢學底，賴和、陳虛谷、楊守愚濟濟攏是有成就

的古典詩人；戰後台語文學起磅的初期，文學運動的骨幹 ma是由一陣

名聲斐然的華語作家來組成，林宗源、黃勁連、李勤岸、宋澤萊、林央

敏、向陽，濟濟 ti寫台語文進前攏是頂下港有出名的詩人、小說家。許

正勳本人一開始 ma是行華語路線的，1980 年代初葉開始寫散文、寫政

論，1996 年寫作有成、出版第一本華語散文集《園丁心橋》（第三屆南

瀛文學新人獎），內面有海口之子的身世、有遊記、寫做兵生活的「煙

波手記」、ma有英語老師教冊的反省，其中有關鄉土、舊文化、囝仔時

代的題材，往往 koh出現 ti後來的台語書寫頂頭，〈弄新娘〉、〈火車鈎

甘蔗〉、〈黃麻骨〉、〈削蔗根〉等台語詩攏有對應的華語散文可以參考；

當然這是二種文類的再創作，kah單純翻譯無仝。 



 
許正勳是慢熟作家的典型，無啥疑問，伊家己 ma有自覺；《園丁心

橋》的〈自序〉講了誠清楚：「我於偶然的機緣聚合，卅八歲才嘗試寫

作，先從政論起始，應悔出手遲！驀然憶及前人詩句：『猶有最高枝，

何妨出手遲。』遲遲出手，如果能夠更增一份圓熟之美，遲，又何妨？」

（許正勳 1996：10）台語詩〈學鵁鴒〉（學八哥鳥）亦有一番家己滾爽

笑的說法：「大學主修是德語⁄教冊學堂講英語⁄助講徛台攏嘛用母語∥歲

頭食甲五十二⁄喙講父母話⁄手寫台語詩⁄心情足歡喜⁄生活誠趣味」（許正

勳 1999：101-2）自我解嘲之外，有一份對家己的自信，ma將批判的箭

頭指向生產語言壓迫的外來體制。幫伊寫序的施炳華講伊是「大隻雞慢

啼」，返頭舉林龍山做例，講伊安呢無算慢： 

阮「鄉城台語讀書會」兮成員，有一个林龍山老先生，食到七

十一歲，才開始學台語，二個月了後，寫出伊生平頭一篇文章

――台語文，即碼嘛咧寫台語詩，這敢不是大代誌？比較起

來，正勳猶不是「大隻雞慢啼」呢！41

進前筆者講黃石輝、郭秋生in推sak台語掃盲的理念、歷史情境，ti戰後

已經無hiah-nih現實迫切，意思是希望ka咱的目光指向文學讀寫素養的

「掃盲」――個人認為華語根本無法度擔當chit個任務。林龍山、許正

勳台語詩的文學性、詩質如何先mai講，若比較許正勳的華語散文、台

語詩的語言表現，咱toh感覺伊的華語散文誠「中文」，koh chhap一屑仔

文藝腔，m是誠自然；筆者的解說是，華文成作原台籍族群的書寫工具，

欠缺日常生活的現實性，老輩作家必須靠「我比別人khah扑拼」、chhu

向端的的華語文化，才有可能寫出kah人會比並的「中國文學」，而且往

往koh陷入華文成辭套語的堆積。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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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炳華，〈大隻雞慢啼〉，許正勳《阮若看著三輦車》（新營：文化中心，1999），頁

6。 
42
原住民作家游霸士‧橈給赫（1943-03）早期的小說ma有類似情形（後來改善誠濟），這

ti強調顛覆「漢語」的原住民文學內底是khah罕見的。個人讀葉石濤的小說ma有發現著，

kah戰後本省籍第一代作家比起，葉老的小說語言比較khah無透著台語詞，算起伊的華文

算誠「純」，不過因為個人的才氣，葉老的文字風格誠自然、無習作硬性的氣味。反正，



 
這自然是無公平的，因此咱首先愛肯定母語文學的合理性；ti 華語

文學、台語文學互相競爭的情境之下，好的作品自然是台語文學取得合

法性的保證。先有 chit種基本認捌，返頭來評價許正勳，甚至所有《菅

芒花》成員的作品才有意義。 

筆者基本上徛在求全、khah揀食的角度來看，認為許正勳的台語詩

有二項創作風格：諺語套辭入詩，以及因韻起句的歌謠體；詩內涵傾向

七股風物、海墘生活的書寫――形式兼內容，雙雙表現出海口之子「硬

頸」、m 認命的精神。〈最後的潟湖〉、〈永遠的白鴒鷥〉（紀念盧修一），

對失落事物的m甘數念，其中的田園鄉愁會使提來和原住民文學的黃昏

意識肖驗證43。〈唯國中亂起〉有為人師尊恨鐵m成鋼的懊惱，以及長期

對教育體制不滿之情；〈娘kah嫺〉具備文化主體性思考；〈曝鹽〉、〈摸

海仔〉寫實鹽分地帶的日常生活，其實ma是懷古傷今的路數。許正勳

的政治立場堅強、人格個性顯明，政治詩〈ROC是啥乜〉、〈ROC看做

ROG〉，透過英文字母的解說摳洗統派主張、摳洗台灣社會，批判性可

以參考；若是二首m是政治詩的政治詩〈文霸〉、〈賣心〉toh小可情緒化

一屑仔。 

諺語套辭入詩，是許正勳台語詩的特色，有好有 bai；bai的免講，

好的筆者提來做結論――語言成規（convention）的認捌。啥麼是「語

言成規」？ti-chia咱指的是文類特徵的經驗性（emperical）約定；文學

作品的創意，往往 toh 是在經驗性約定的文類成規內面走揣出路的結

果。許正勳有幾首詩，對台語文類成規的擴展有所幫助：〈布袋戲〉、〈喝

布〉、〈弄新娘〉、〈賣蝒蟲藥仔〉、〈司公喙〉，講白 toh 是透過行話、切

口、諺語營造出文學的常民性。因為行話、切口、諺語本身是常民百業

的語言成規，ka khng入去現代文學篇章內底，文類界線自然會成長、

曠闊，陳明仁的〈送一個人出山〉、楊雲萍的日語詩〈巷上盛夏〉，賴和

小說〈富戶人的歷史〉、洪醒夫的鄉土經典〈散戲〉，以及林宜澐的華語

                                                                                                        
筆者的意思是，m是以華語作日常語的本省籍作家欲寫華語文學，先天toh比別人khah不利；

這toh是咱講華語作為文化霸權體制的原因所在。 
43
「最後」、「永遠」的修辭，隴是原住民文學「黃昏意識」的符徵（signifier）。 



 
小說〈你的現場作品 No.1〉攏是這類語言實驗的優良紀錄。 

 
3.我的童年，我的歌：王宗傑（1950-） 

王宗傑，北門人，鹽分地帶作家，筆路充滿海墘生活的色彩。師範

大學國文系畢業，台南一中國文先生退休。參許正勳仝款，攏曾經從事

教師人權運動，對相關議題有一定的認捌 kah思考，〈一位物理老師〉、

〈跳樓教育〉攏是教育立場轉換作詩的代表作；相對，〈學校邊兮

KTV〉、〈半暝〉二首，除了表達素樸的道德觀，〈向望〉條列自己的教

育理想，手法、角度攏不比前二首詩懸。 

本文頭前曾經提出一個命題：身為明星高中的國文老師，王宗傑如

何講解國文課本所收錄的賴和小說、如何解破賴和台灣話文、華文肖透

濫的語言風格 kah文化處境，如何 ti中國文學、華語文學為主流的課程

綱要內底安插台灣文學、台灣話文傳統的位置？筆者提出 chit個命題的

背後雖然有一個求全責望的假設，而且教育問題是結構性體制的產物，

m過既然是當事者，對圈內事項自己的位置、角色 ma愛有相當的反省

才是。 

自從開始用母語寫作以後，我才感覺語言e遭受禁制，可能是

ho我失去熱情e主要原因；因為有足濟性命中e事件，ti被迫轉

換作另外一種叫「國語」e話語表達e時，無形中失去了對性命

和土地的親切感，造成自我放棄e現象。44

雖然是王宗傑個人自我的反省kah解說，其中「自我放棄」的現象事實

上ma是慢熟的作家世代共有的話語――ti藍淑貞、方耀乾自述篇章45裡

攏找會著類似的「後知後覺」，一來證明華語文化霸權的存在；二來，

國文課、英文課長期有語言教育無文學教育、有課本無（本土人文）歷

史的教育型態，才是基礎以上學校機關知識生產過程最大的問題；做過

文科老師的人攏在劫難逃自我批判的彀中，只是程度上的差異爾。仝

                                                 
44
 王宗傑，〈《鹽鄉情》自序〉，《鹽鄉情》（台南：圖書館，2001），無編頁次。 
45
 請參閱藍淑貞〈《思念》自序〉；方耀乾〈詩佇病床頂兮阿母兮面裡〉，收ti氏著《阮

阿母是太空人》（新營：文化中心，1999）。 



 
款，台語文學運動，如果kan有語言教育、無文學（歷史）教育ma是枉

然；王宗傑的一首詩〈故鄉兮詩人〉toh是上好的證言。 

Kah 藍淑貞從事台語創作起頭的動機（為著寫祭文予阿母聽）類似，

王宗傑對母語寫作有一番新體悟是來自舉辦國小同窗會的「實用」因

緣，〈想我細漢兮同窗〉（1993）chit首在室帆應該是 chit次自覺體悟的

結晶物。chit 首詩 m-na 予王宗傑成作《菅芒花》世代上早寫台語詩的

一位，詩的內涵本身 ma 為伊個人寫作的風格做了示範，筆者 ka 歸納

作二個走向：囝仔時代追憶的鄉愁，以及鄉土地理空間的描畫、重建。

前者標示田園鄉愁對失落的過去、敗德城市的反制姿態，〈想我細漢兮

同窗〉、〈牛車路〉、〈路燈〉hit種自頭講起的筆路上清楚；〈想我細漢兮

同窗〉、〈牛車路〉尚且將在鄉地名一個仔一個接連做伙，七股空間的描

畫因此成作北鹽分地帶相對具體的文本地圖。 

若是講藍淑貞的台語詩真正如宋澤萊（2005）所說充滿四季的「色

彩」，an-ne王宗傑的懷舊詩 toh是空間的想像，而且 chit種地理空間的

規劃 m-na是以自然風物作餡做皮，主要是靠海墘人文色彩，鄉愁作比

例尺，所繪出來的心靈地圖。 

一尾咧五尾啦⁄五尾咧十三⁄十三咧十七算二一⁄二五咧二九咧三

二⁄三二咧三七共四一⁄四一四六咧算四九⁄四九五三咧五十八⁄

五八咧六十二六二⁄六七咧七十一⁄七一七六八十咧八五⁄八五啦

八五哩算九十⁄九十咧九七算汝連三⁄連二咧連二咧連八……

（〈點魚仔歌〉） 

鄉愁比例尺的大細規劃情緒深淺的地景、人情，正面數念做塭仔、點魚

若唸歌的阿爸、阿兄（〈最後兮蚵 te〉、〈Koh 再扲我兮手〉），以反面摳

洗、苦勸的姿勢批判都市中產階級、外部頭來的人上位觀光的心態（〈行

過七股〉、〈聽無請恁莫受氣〉），攏透露情溢乎辭的書寫本色；相對的，

〈阿母咧睏的土地〉短章卻有超越仝類詩作深情謀篇的功力：觀海望斗

的墓地 toh是「阿母即世儂唯一兮土地」，toh是一世人 m知啥麼是所有

權、啥麼是房地產、增值稅的阿母 chit世人最後亦是永遠的歸宿。 



 
整體來講，《鹽鄉情》是一首童年鄉情之歌；看起親像歌謠體的文

風卻有超越 toe 韻鬥句體式的表現，早期〈北門嶼之歌〉（《心悶》）意

象深冷、有洞見，khah慢的〈版本〉、〈孤單〉之作 ma表達對人世理性

的思考。個人認為王宗傑的詩 m 是上乗、不過深情，如果文學理論是

「法」，法不外乎人情，同理心會使是閱讀的起點 ma是終點。 

 
4詠物不俗的曾明泉（1956-）.  

九二一地動發生了後的隔年，《菅芒花台語文學》第 3 期

（2000.01.01）推出「921地動詩專集」，收錄九位成員的十篇「限題」

詩作46，其中筆者個人感覺表現khah突出的是一篇叫作〈九二一學〉的

組詩（4首），作者曾明泉。 

曾明泉，下營人。南師專、高師大國文系畢業，文化大學哲研所碩

士、博士，目前 ti台南護理專科學校任教。Kah其他六個人仝款，攏是

台灣新本土社社員。無個人詩結集的曾明泉作品無濟，攏總出現過三

期：《菅芒花台語文學》3、《菅芒花詩刊》革新號 1（2000.09.03）、《菅

芒花台語文學》4（2001.10.01）。曾明泉個人詩觀不得而知，若 ui chit

三期刊物所刊詩作來看，詩風冷澈，理性思考是特點，詩行短 chiN 往

往掠著物象核心，成作詠物、寫物的範例，是咱特別 ka伊推薦的原因。 

佇悲慘的九二一地震事件裡，阮發現濟濟的學問，試寫即首詩

（〈九二一學〉題詞） 

地動詩不外乎批判、肯定，批判人禍的罪魁、肯定天地不仁運命

中人性的光輝、土地的未來。〈九二一學〉主要是取批判一路，題詞所

稱的「學問」toh是作者冷觀敗德事項的角度，組詩〈新聞學〉、〈環保

學〉、〈建築學〉、〈政治學〉分別針對新聞報導、建設公司偷工減料，以

及巡災區練跤花的政治人物發言；〈政治學〉洩漏作者個人犬儒的心態、

〈建築學〉倒摳生理人趁錢無愛人命的失德作為，筆法平平，欠缺特殊

                                                 
46
 Chit九位成員分別是：許正勳、蔡享哲、藍淑貞、林龍山、黃金汾、葉秀惠、曾明泉、

周定邦、方耀乾。 



 
的眼界；相對，〈新聞學〉、〈環保學〉二首處理物象手法 toh khah成功。 

〈新聞學〉其實是 leh 寫報紙，以擬人法將報紙 ti事件中的角色寫

出：「啥講阮⁄干礁有⁄一工的性命∥啥講阮⁄干礁值⁄十箍銀爾爾∥佇嫷嫷

嫷的樓壁裡⁄有阮⁄編輯的故事⁄有阮⁄行入九二一歷史的⁄悲慘證據」，題目

若改作〈報紙〉，寫物詩的形 toh誠完備；〈環保學〉ui資源回收的角度

看沙拉油桶起厝的夭壽失德：「一奇一奇⁄堆疊⁄堅固的傳說⁄攬抱⁄擎天的

神話」，字句洞觀建築（業）「論述」的虛幻性，二來 ma會使做人類文

明 Babel 塔意象的延伸閱讀，參周定邦的「空殼的沙拉油桶⁄空殼的厝⁄

空殼的⁄人」（〈離開地獄〉），攏驗證社會、家庭「美滿論述」的破滅。 

〈停電〉 

世界 

雄雄沉落來 

轉去 

中世紀的黑暗時代 

 
手電仔火 

微微的人文主義 

Chhoa 阮行出 

光明的未來47

擬人法、明喻修辭，以及 chia所討論的寫物法，攏是詩創作的基礎

學分，而且想欲發揮修辭的效果，往往需要特出的眼界（觀察力），或

是深闊的學識。曾明泉的〈停電〉toh是將物項（停電）提升到「詩想」、

不止是手法的例；簡單講，詩所描寫的對象（喻旨）kah 提來說明 chit

個對象（停電）的喻依（西方文藝復興的歷史）之間，除了鬥搭，上重

要的愛形成一個相對完整的主題概念，才是詩成作詩的充分要件。筆者

進前舉方耀乾的〈五妃廟落日〉做例，ma是仝款道理：「彼條白色的布

條⁄摧死一個年代」二行台語詩拄一 tolaku 華語詩 koh 有找，除了本身

                                                 
47
 曾明泉，〈停電〉，《菅芒花詩刊》革新號 1（2000.09），頁 115。 



 
是一個誠好的暗喻（有人會 ka認定作換喻，抑是借喻：「年代」代「五

妃」），重點是二句話說出一個完整的主題概念，而且是詩人慧眼內的歷

史意象，所以成作台語詩挽句的首選。 

寫物的手法會使是一首詩的一部分，ma 會使是一首詩集中寫一個

物，成作所謂的詠物詩抑是寫物詩。寫物詩除了比喻愛鬥會 ba，重點

是咱頂懸所講的完整的概念、詩想；若無，鬥搭的寫物詩題目遮起來煞

變作誠好的謎猜，畢竟 m 是文學所欲追求的正範，末流煞變作遊戲之

作。《菅芒花台語文學》第 3期刊吳仲堯的〈臆一字〉toh是例：「頂懸

的喙⁄若定定亂放屁⁄下跤的喙⁄著漏屎走袂離」臆一字，讀者自行猜測；

仝款，《心悶》（1997.12）所收陳泰然〈一个連體嬰仔：時鐘〉，以及曾

明泉的〈鬧鐘〉、〈齒膏〉、〈盆栽〉，嚴格來講攏只是及格之作，作家千

萬不可因此自得自滿。 

 
5.台灣唸歌界的貓王：周定邦（1958-） 

周定邦，將軍鄉青鯤鯓人，四歲搬來府城，算早離枝的鹽分地帶作

家，目前 toa-ti烏橋邊運河岸。台北工專土木工程科畢業，長期從事起

厝賣厝的工課、擔任建設公司負責人多年，〈起厝兮工儂〉、〈Lam-a-khong

的對話〉等台語詩算是伊出業在業以及階級、族群觀念的部份反映；先

後拜在吳天羅、朱丁順說唱大師門下，成作入室弟子，〈藥方ㄧ帖〉、〈路

燈〉、〈來流浪啦！月琴！〉，以及數念二位先生的〈日記〉、〈乾杯〉等

等詩作，字韻之間攏自然流露對說唱文化、藝人凋零身世的情思參不

滿，比如仝類的詩作〈琴聲若起〉，雖然 m是處理了誠完美的篇章，可

是文本內面熱帶恬靜的意象：三台山跤南風稻浪、日頭雨，海墘白波恬

聲 m知 leh叫，抑是 leh笑，攏不言而自明說出 m知是作者個人抑是作

者的老師（字面並無講明朱丁順）的一種自憐或是同病相憐。 

論真來講作家的身世，起厝、說唱二種差天差地的生涯，聚集在一

個人身上，其中關鍵因素應該是周定邦的失業，以及失業陰差陽錯引

chhoa伊行入去台語文的花園。頂世紀末房地產崩盤予作家慼心放撒本



 
行本色的建築事業，〈引頭路〉詩中中年失業的覺悟深沉：「共（彼个）

生份的家己⁄……寄（出）去探聽⁄行情」，「彼个⁄頭毛愈來愈少⁄骨頭愈來

愈酥⁄目珠愈來愈花⁄面肉愈來愈liap⁄喙齒愈來愈phaN⁄嚨喉愈來愈sau⁄頭

殼愈來愈無頭神⁄跤手愈來愈無才調⁄心肝愈來愈無自信」的家己，「毋知

咁就⁄拆單買⁄自尊」？根據許正勳的講法48，1997 年選舉場的台語歌詩

之宴予觀眾周定邦行出走揣自信的第一步，從此拜師學藝、學台語寫台

文、參加讀書會，後來成作菅芒花台語文學會風格sang氣的一名「武將」

――比較朱周二位師父師仔的唱腔便明：朱丁順起落完美，有滄桑之

感；周定邦粗魯有味，有鱸鰻氣，二種江湖味一種人生的感懷。 

《義戰噍吧哖》長篇七字仔史詩相對予筆者評價khah懸，基本上是

看ti台語「文化」（不止文學）的創作性chit點；外表雖然是書面七字史

「詩」，本色卻是廟口野台頂的「表演」，需要一般文人作家所無的综合

性才華。《義戰噍吧哖》的成功，在作者將舊文體安插ti近代史新題材上，

也是講將一個政治正確性題材以「藝術」手法來處理。筆者所稱的「藝

術」，是指西方浪遊詩人口傳的敘事詩文學化（文字化）的過程，抑是

手路；啥麼是史詩（epic）？根據西方的敘事（narrative）傳統，簡單

講toh是佚名長篇口傳敘事詩的文字化，後來文人作家跟toe chit種文體

慣習創作的一種文類，內面往往要有故事、（英雄）人物以及對白；toh

算無現代小說所要求的對白規劃，文本內底ma要具備人物多音的聲

口，不是干那chhun作者代言的聲嗽爾爾。49若用chit個標準來判斷，《義

戰噍吧哖》屬於史詩無疑，揹一枝月琴將長篇唸歌唱出來的周定邦，作

為新一代創作型唸唱作家，表現出唸歌「貓王」的屈勢ma會使予人肯

定的。 

Toh算讀者看 be起七字固定的文體，周定邦成作一位台語「現代」

文學作家的地位或是潛力，ma是會當予人肯定的。咱舉《義戰噍吧哖》

的姊妹品――布袋戲劇本《噍吧哖風雲》第三幕的一段來解說： 
                                                 
48
 許正勳，〈用母語叫醒台灣魂：序周定邦詩集《義戰噍吧哖》〉，周定邦著《義戰噍

吧哖》（台南：台灣說唱藝術工作室，2001）。 
49
 M. H. Abrams,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Orlando:Harcourt Brace, 1993), pp53-6. 



 
游榮：（吟詩調）一天過了又一天，身軀無洗全全銑（sian），跳落

溪仔底洗三遍，毒（thau）死烏仔魚數萬千。相識（sio-bat）

無？ 

內白：不識（m-bat）。 

游榮：你踮（tiam）台灣在（ti）咧蹛（le-toa），你若不識（m-bat）

游榮我，包你囡仔飼（chhi）袂（be）大，生活鬱卒（ut-chut）

袂快活。 

內白：喔，你叫做楊榮，啊不(m)那個（hit-e）死某的？ 

游榮：呸！呸！臭耳聾擱摮（gau，善於）彎話。死某的那個（hit-e）

叫楊榮，平平攏是「榮」，不過（m-ko）伊規日（kui-jit，整

天）閒閒（eng），我是為著三頓（saN-tng，三餐）真無閒。 

內白：按呢不煞（m-soah，豈不）有眼不識（put-sek）阿里山。 

游榮：到今（kau-taN）你才知。50

布袋戲劇本《噍吧哖風雲》參考史詩唸歌《義戰噍吧哖》的架構來「改

編」，第三幕 chit段「游榮走訪張旺」戲文，應該是對應唸歌第三章〈莩

芛〉；其中除了人物身世資料有所參考以外，兩者差別誠大，會使講是

改寫――二種文類的獨立創作。讀者可能會僥疑：嚴肅的余清芳抗日事

件，ti七字仔唸歌轉換作劇本，哪會變 kah小可好笑？其實，下一段張

旺（重三）有關「大帝降筆」的自白 ma 仝款表現出笑詼的一面；chit

種手法主要是為著營造戲劇效果，因為游榮、張旺二位攏是丑角，才會

有戲文楊榮鬥游榮的「虛構」。 

布袋戲《噍吧哖風雲》會演 be演是一回事，目前 ma m是周定邦的

專業、專長；劇本本身 toh 是一種文學，文字冊面效果如何「讀」toh

知。若是講 mai 提戲劇的當行本色來看伊的劇本，咱往另一個方向來

想：劇本《噍吧哖風雲》koh 轉換作未來的現代小說《義戰噍吧哖》，

絕對比唸歌變作布袋戲 khah 簡單，以現有劇本的文字風格改寫應該無

                                                 
50
 周定邦布袋戲劇本《噍吧哖風雲》，《高雄縣傳統戲劇優良劇本徵選集》（岡山：文

化局，2003），頁 13-14。 



 
問題；只是戰爭的場面到時陣 toh be使像劇本 an-ne，請請裁裁 ka唸過

準煞。 

以上主要是以周定邦hit支月琴來論周定邦，肯定伊行七字仔唸歌創

作的路數。下面咱用誠簡單的字句來回顧伊的新詩寫作成績kah方向：

簡單講，歌謠體是周定邦早期作品的主要風格，前二本詩集《起厝兮工

儂》（1999）、《斑芝花開》（2001）濟濟詩篇攏有因韻toe句的遺風，〈起

厝兮工儂〉融合建築業行話的修辭、表現工人樂暢的生活態度，是少數

超越歌謠體形式限制的好作品；第二本《斑芝花開》收be少會使看出周

定邦leh轉變的作品，〈亂鐘仔〉是寫物詩的代表作，取法角度已經m是

素樸的擬人修辭，透過鬧鐘仔chit個物比喻台灣戰後史，基本上是一個

典型的全幅暗喻（extensive metaphor）；〈另類藝術〉結合廣告詞、民謠

倒摳現代女性妝扮的流風，手法會使提來kah〈看台灣文化出山〉參照。

〈看台灣文化出山〉收ti第三本詩集《Ilha Formosa》51，chit本今年（2005）

欲出的最新台語詩集，標示周氏筆法的第三度轉變，〈柴山營區刣人事

件〉、〈施明德hong掠著彼一工〉、〈水薸塭仔公園熱--人的早起時〉是chit

次風格演變的代表作，概括來講toh是白話散文寫詩的筆法變遷，應該

出自詩人對歌謠體舊形式的自覺反省。集內另外收錄一首〈藥方一帖〉

是可圈可點之作，專治台灣人的「歷史失憶症」；有人可能會提蔣渭水

的〈臨床講義〉52斷定〈藥方一帖〉m是創作，筆者個人看法是：一來

曾經是「台灣歷史文盲」53的周定邦無讀遐濟冊，二來〈藥方一帖〉是

說唱藝人在業的反映、文辭有伊家己的stailu，講人用抄的，恐驚失之

影響研究（influence study）的盲點。 

 
6.長、短篇攏是歷史：方耀乾（1959-） 

                                                 
51
 《Ilha Formosa》是周定邦今年（2005）交予台南縣文化局出版的台語詩集，敬請期待。 
52
蔣渭水的日文稿〈臨床講義〉原來發表ti台灣文化協會《會報》第一號（1921.11.28）；

本文參考的華語譯本收ti林瑞明著《台灣文學的歷史考察》（台北：允晨，1996），頁 218-20。 
53
 周定邦自稱曾經是「台灣歷史的文盲」，見《義戰噍吧哖》自序〈予虎頭山頂的台灣

魂〉。 



 
方耀乾，1958 年（身分證登記 1959 年）12月出世ti安定鄉海寮村，

一個鹽分地帶和糖分地帶肖接接的所在。文化大學英文系畢業，仝校西

洋文學研究所碩士；現任台南女子技術學院助理教授，成功大學台文所

博士班研究生。高中時代立志從事文學創作，發表第一篇散文〈詩詞中

的夢境〉ti《南市青年》，是典型的文藝青年；不過，讀大學了後，創作

之夢煞來扑斷，退而求其次，自我定位作一位文學研究者、文學的觀眾。
54Ma因為an-ne，方耀乾九○年代重新踏步行，採取母語寫作策略，兼採

創作、評論二路，而且攏表現出水準以上的成績，成作台語文學社群新

世代的代表人物。 

進前有講著菅芒花台語文學會成立了後，《菅芒花》詩刊（包括 4

期《菅芒花台語文學》、4 期《菅芒花詩刊》革新號）的整個表現 kah

主編方耀乾的角色有誠深的關係，其間包括《菅芒花》核心成員納入台

灣新本土社以及《台灣 e文藝》的文化運作，標示《菅芒花》成員、刊

物整個的熟紅，個個獨當一面、出版詩集一如前述以外，ti刊物編輯方

面，林宗源、林央敏、莊柏林三位先輩專訪的企劃尤其看會著方耀乾個

人的洞見。在此，有關《菅芒花》詩刊從事台語文學論述，筆者想欲做

一個簡單的報告，提示一個 khah 少人注意著的面向，其實 kah 主編方

耀乾個人的文學史觀有 poe be 離的因緣。 

阮兮主張是：（一）講母語、用母語寫作是天賦兮人權亦是袂

使閃避兮義務。（二）未來兮台灣文學是用台灣語文書寫兮文

學。（三）文學創作會使是橫兮移植、縱兮繼承，不過，一定

是釘根佇現此時兮土地、人民kah社會兮文學。（四）文學應該

包容所有兮創作形式kah內容，不過，無贊成無病烏白哼、

chhit-tho物、應酬、相扶相褒、故弄玄虛兮文學。55

薄薄四十五頁的《菅芒花台語文學》創刊號（1999.01）以許丙丁肖

                                                 
54
 請參考方耀乾，《阮阿母是太空人》（新營：文化中心，1999）自序〈詩佇病床頂兮

阿母兮面裡〉。 
55
 方耀乾，〈阮兮四個宗旨kah四個主張〉，刊《菅芒花台語文學》創刊號（1999.01），

頁 6。 



 
像作封面，冊內除了施炳華的創刊賀詞以「接續台語文學兮香火」為題、

重引黃石輝、連橫的台灣話文主張，筆者個人認為上重要的文件是主編

方耀乾具名所寫的〈阮兮四個宗旨 kah四個主張〉。首先，「阮兮四個宗

旨」完全接收南鯤鯓台語文學營、鹿耳門台灣文學營創營的 4點宗旨，

會使看出整個台南地區的台文場域 kah黃勁連的淵源，暫且 mai 論；若

是「阮兮主張」chit部分，個人認為將「台灣文學就是台語文學」的命

題定位在「未來」、強調「橫兮移植」kah「縱兮繼承」、包容多元創作，

會使講凸顯了台語文學運動的「建構論」策略 kah新的文學史識意義。

chit部分是方耀乾個人的創見，亦是《菅芒花》詩刊 ti未來的台灣文學

史應該予人提出討論、定位的，因為牽涉戰後華語現代詩運動，以及九

○年代台語文學定位的意理之爭，咱希望以後用專文做 khah 深入的討

論。 

總講一句，深沉的歷史感、語言社會性向度的認捌是方氏作為台語

文學研究者的基本視野；舊年（2004）伊發表的〈台灣白話文學e起源

kap發展〉56chit篇論文toh是證據。論文集中leh牽引台灣四百冬來白話字

文學傳統的線索，尤其是 1985 年《台灣府城教會報》創刊以後，白話

字文學成作台灣新文學起點的文學史判斷，一來呼應呂興昌、蔣為文二

位所發表的類同意見57，二來ma提出原住民文學kah台語文學受兩岸主

流文學史版本收編、挪用（appropriate）甚至消音的比較性看法，攏成

作後來者做進一步研究誠好的肥底。 

在筆者來看，三位先生新的文學史見解，確實有顛覆現有文學史版

本的力頭，予一向以中國話文（華語）作中心的新文學史書寫整個翻盤

的可能，同時會引起統獨二派、兩岸三方見仁見智的排斥或者批判，咱

愛poe乎清楚的癥結、thau乎開的盲點至少有二項：第一，啥麼是文學？

                                                 
56
 方耀乾〈台灣白話文學e起源kap發展：一e學術界疏忽去e存在〉，收ti《2004 台灣羅馬

字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1》（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2004），頁 9.1-17。 
57
 相關論述請參考呂興昌〈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料〉，氏著《台灣詩人研究論文集》

（台南：文化中心，1995），頁 435-62；蔣為文，〈羅馬字是台灣新文學e開基祖：台灣

文學史的再詮釋〉，收ti《2004 台灣羅馬字國際研討會論文集 1》（台南：國家台灣文學

館，2004），頁 8.1-14。 



 
文學kah歷史的界線，抑是兩者策略性聯盟、交纏的限度到佗liah？《台

灣府城教會報》早期的報導性文本敢是自覺性文學，有法度成作台灣自

覺性新文學運動的開基祖？咱的答案當然攏是肯定的，m過因為牽涉複

雜的理論辯證，咱kan提出chia-e命題予諸位友志先進做參考；筆者想欲

簡單解釋的是，白話字新文學的肯認造成台灣新文學史重寫問題，其中

上明顯、迫近的一項，toh是賴和新文學之父的定位如何排解？筆者個

人的判斷成清楚：十九世紀晚期以後的白話字文學實踐，根本無損新文

學之父賴和的歷史地位，咱基本上m是ui賴和文學的台語操作（語言）

chit點來論述58，咱主要是看重賴和小說的藝術性、文學性，toh算賴仁

聲（1898-70）、鄭溪泮（1896-51）分別ti 1920 年代中期寫出準長篇作

品，賴和小說的對話設計自然而然讓被縱屬主體（the subaltern）、低層

人民自由發聲的創意，兼顧我族反撥殖民者現代性壓迫的主體論述，在

在栽穩台灣新文學之父歷史神龕的四支柱，咱借游勝冠的研究成績，簡

單用二、三句話作結：游氏論文破解賴和小說「反封建」的學界成見，

透過梳理賴和「眾聲喧嘩」的敘述設計，證明小說家固守台灣本土性、

主體性的社會美學。59Chit種見解基本上kah文學語言媒介並無絕對關

係，he關係文學的創作本位，亦是民族小說家的天才。 

由此返頭來看台語文學的創作本位問題，咱有求於方耀乾的m是評

論家方耀乾的成績，卻是詩人方耀乾的創作實踐，雖然文學研究chit部

分對現此時的台語文學誠重要，而且研究論文ma會使看出一個人的（文

學）天份。台語詩人方耀乾的創作懸度當然kang肯定，ti chit個前提之

下，咱欲ui佗一個角度證成方詩人方耀乾？有關方耀乾的創作，一般論

者已經有誠權威的欽定，比如張春凰根據方氏的第一本詩集《阮阿母是

太空人》（1999）認為伊的詩句簡單，「內容e深度gah形式e變化是方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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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賴和論述，會使參考胡民祥、方耀乾刊ti《菅芒花台語文學》2（1999.04）的二篇論

文；尤其是胡民祥hit篇（〈賴和文學語言的辯證〉），集中梳理賴和小說台灣、中國話

文肖濫的文字風格以及變遷，值得參考。 
59
相關論述見游勝冠《殖民進步主義與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文化抗爭》（清華大學中文系

博士論文，2000）第三章。 



 
乾di台語詩界e的一個變革」（2001：231）。郭楓代表府城文學獎評審提

出評審意見：《將台南種佇詩裡》（2002）「是一本有深度的作品。相當

程度地體現出來：詩，這一文學門類的哲學維度和藝術美感」（2002：

138），並且歸納詩集的三大特色60，掠詩為證，呵咾伊的長篇歷史題材

的藝術處理；因為第三本詩集《白鴒鷥之歌》（2001）kah《將台南種佇

詩裡》原底toh是一本拆作二本印，血脈連通、風格一致，基本上攏適

用論家的說法，筆者ma攏誠認同，因此無ti-chia一首一首詩來重新解

釋、介紹，主要咱認為方耀乾後期詩作有一個khah有發展性的路向，而

且是作家自覺性的發願： 

我轉來矣！我欲透過書寫鄉土 kah人民來認識家己，來 kah家

己的內心對話，來強化 hong 生份化的鄉土感情，進一步來吸

納鄉土奶水養飼我白死殺無根的文學體質。我欲透過閱讀歷

史，洄溯跤踏的土地，透過生活，接觸樸實的百姓，將我的文

學座標釘根佇遮。（〈《白鴒鷥之歌》自序：佇南瀛的星空犁出

一蕊一蕊的詩〉） 

詩人的自覺性發願發展出來的，自然是鄉土浪漫，以及歷史寫實，

甚至現代主義詩作的歷史版本61；筆者個人認為khah有發展性的是伊歷

史題材的長篇寫作，以〈我是台窩灣擺擺〉、〈五條港哀歌〉、〈轉來赤崁

樓〉、〈Kah沈光文夜談〉――亦是《將台南種佇詩裡》第一輯「府城的

回廊」、第二輯「台南文人堂」諸篇歷史書寫作代表，其中〈我是台窩

灣擺擺〉、〈轉來赤崁樓〉多少攏有khap著族群認同議題，而且以原住民

（平埔族：予漢人的祖先消滅去的漢人祖先）作為書寫挪用的支點，後

續的創作能量以及族群觀點（位置）值得咱期待kah觀察；相對，文人

作家系列（「台南文人堂」諸篇）除了〈Kah沈光文夜談〉、〈連雅堂拍

                                                 
60
 三大特色是：歷史文化的認知、社會土地的關懷、建構母與詩藝；見郭楓〈歷史認知

與詩藝建構：結集成冊現代詩評審報告〉，附錄ti方耀乾的詩集《將台南種佇詩裡》（台

南：圖書館，2002），頁 137-43。 
61
 方耀乾自稱伊的作品是浪漫主義、寫實主義，以及現代主義的實驗，見黃彩如等 2001：

149-50。 



 
開我的目睭〉有新觀點以外，分別寫楊逵、郭水潭、吳新榮的三篇手法

並無成功，往往直接典引前輩作家的詩章，而且無成作新而獨立的典

故、意象是敗筆。其實，咱讀者有所期待的，是方耀乾超越歷史長篇的

史詩藍圖。 

方耀乾的歷史感以及才華絕對有法度負擔長篇史詩的構圖；此外，

伊的歷史感、特殊觀物方式落實 ti短篇絕句，其實 ma是伊的強項，〈福

爾摩莎短歌〉系列便是。若 mai考慮夫妻的真情至性，〈福爾摩莎短歌〉

的意象經營無輸《予牽手的情話》（1999），其中有常民生活樣態的社會

認知，本身 toh 是方耀乾鄉土浪漫的變體「理性」，若是將短句觀物的

筆法用 ti 歷史題材，toh是前引〈五妃廟落日〉鷹爪掠雞式的絕妙字句；

進一步 ka想，方耀乾的具體詩（concrete poem）實驗若 ka in還原作一

般詩 choa，其實 ma是短歌 ma是情話，寫予台灣國族、南瀛鄉土。 

 
7.生態、地誌書寫：陳正雄（1962-） 

陳正雄，柳營人。師範大學公訓系畢業，現任台南一中教師；曾經

指導校刊編輯，矯正中學生小作家軟膏 lo-so 的筆路，引 chhoa 校園一

代文風。雖然如此，陳正雄個人寫作風格並無限制 ti批判一路，曾經是

山友的伊顛倒用深情、浪漫的方式，處理個人參山相逢「無緣」的經驗， 

寫盡台灣百岳千古一世的形上骨骼、倆看無厭的物我關係。 

浪漫之外，〈雪山行〉起句無輸海拔三千公尺的氣勢：「啥人赫爾猖

狂⁄佇亞熱帶的台灣⁄敢用雪來號名」？「千山萬水⁄只為見汝一面⁄汝無言

相對⁄用三千公尺的姿勢⁄Kah 溫度零下的冷淡」；面對山無話無句肖對

待，詩人採取的是外表冷岸其實內燒的姿勢：隨在伊風，東西南北來（尾

句）。〈雪山行〉詩的筆路大概可以作為陳正雄寫山題材文字風格的代

表，面山謙卑的形上思考（詩內容）除外，定著、端莊的語言形式是 m

是 kah伊的閱讀經驗有所牽連，不得而知： 

自細漢就真愛讀詩、背詩，尤其是唐詩三百首、千家詩攏記甲

熟熟熟，後來接觸著現代詩，雖然無外了解，嘛加減看一寡仔。



 
毋過，從來就毋捌想過家己會曉寫詩，閣會當出詩集，特別是

用家己的母語寫作，這對我來講是一件誠意外、誠歡喜、誠有

意義的代誌。（〈《風中的菅芒》自序〉） 

陳正雄自早讀古典詩的經驗，是 m 是有內化作伊台語詩定著、端莊的

文字風格 m 是咱上關心的；筆者由此延伸出一個有關整個台語文學走

向的議題，簡單借二、三句話 tiam-chia拋磚引玉：八○台語文學運動集

體發起以來，一向攏以現代文學、民間文學作為論述工具或是目標，此

外恐驚 koh有一塊文學板塊――漢語古典文學，是台語文學運動者應該

進一步思考的――是 m 是愛回復日本時代以往台語文讀音傳授台灣本

土古典文學的教學方式，然後成作台語現代文學肥底的問題。 

回歸正題。筆者以為陳正雄既然以「山水」生態、鄉土想像為題

材大宗，其中除了表現一定的環保義理kah認同意識，咱是m是會使為

過去、未來伊的台語詩揣出一個可能的定位？筆者個人認為地誌書寫

（topography）62是chit個定位的一種選擇――he一來是伊詩作經驗性的

歸納，二來是筆者對陳正雄個人的建議。 

〈《風中的菅芒》自序〉講了誠清楚，陳正雄一直 leh思考到底欲寫

啥、寫予啥看，結論是：原來「台灣的山川草木」是伊想欲寫的物件，

「故鄉的鄉親序大」是伊選擇的讀者。看起無啥問題的自述，其實有一

個咱思考的重要起點：文學作品中的鄉土（比如講柳營）往往是台語作

家腦中國家的代稱；意思是，國家（台灣）往往是作家鄉土想像的理想

抑是符指（the signified），作家實際所寫其實是以（小）鄉土、區域人

文、自然色彩作基礎的地誌詩。以下簡單以陳正雄詩中的形上思考、歷

史思維來說明地誌詩的要件。 

陳正雄的形上思考往往表現ti非地誌書寫詩作，〈世紀幻想曲〉、〈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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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地誌書寫，參考曾珍珍〈從神話構思到歷史銘刻：讀楊牧以現代、陳黎以後現代

詩筆書寫立霧溪〉，刊《地誌書寫與城鄉想像：第二屆花蓮文學研討會論文集》（花蓮：

文化局，2000），頁 31-51。曾珍珍ui西方濟濟地誌詩定義當中抽出一條：「以詩的方式

描寫某一特定地理區域的景觀特色，兼集風土人情」（31），而且強調：「地誌書寫的

活動背後隱藏著權力的建構與抵制，書寫的角度絕對受到書寫者主體位置、政治立場和

認知情境的影響」（49）。 



 
情五重奏(一)(二)〉、〈石頭〉等詩，kah山岳書寫系列仝款，往往ti物象

寫實之外透露出超越表象的悠遠思維；比如〈石頭〉（《菅芒花詩刊》革

新號 2），ui冊桌仔頂一粒抾轉來作鎮尺的石頭思想起hit粒石頭的「山盟

海誓」，厚厚的生態意識對照出「冊的淺薄⁄燈的虛偽」。咱以為chit類非

地誌書寫的形上思考，會使提來補充陳正雄目前猶leh發展的府城書寫

系列――〈府城進行曲〉、〈安平素描系列〉，甚至濟濟以故鄉柳營作寫

實對象的作品，亦是講讀者有求於陳氏的地誌詩版本，是將府城書寫的

歷史想像擴大，加深人事物象的形而上思考，開發出具備處理族群、信

仰、性別，甚至階級差異深度的台語詩，he已經m是一般的登山詩、旅

遊詩，一般的山水畫、生態書寫，ma m是un豆油式的古蹟巡禮，甚至

已經超越《台灣e文藝》第五期專題所標榜的風景詩定義63。 

 
四、結論 

 
會當出版這本詩集，愛感謝真濟的人，感謝我的父母，in教我

跡爾嫷的話，予我誠簡單就會當講出我的感情；感謝施炳華、

黃勁連兩位老師，當初牽我行入台語的花園，才有今日的成

果；感謝菅芒花所有的兄姊，in對台語文的付出 kah堅持，一

直予我誠感佩，就算風吹四散，亦是佇仝款的土地，掖仝款的

種，開仝款的花…… 

                         ――陳正雄，〈《風中的菅芒》自序〉 

Ui 鄉城台語文讀書會，到菅芒花台語文學會運作至今，《菅芒花》

詩刊的成績是 hong 看會著的；白紙烏字十一本刊物，加上核心成員個

人 chit幾年出版的詩別集，現此時一直到未來攏會成作台語文學研究不

可欠缺的資料。 

個人一直認為，一本小眾刊物欲有力量、欲有久久長長的影響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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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e文藝》5（2002.06）推出「台語風景詩」專題，胡長松ti編輯的話〈風景與寫實〉

主要是ui人事景物細節描寫（寫實）的角度論述風景詩。 



 
除了資金、人才條件之外，「戲棚跤現象」ma是參考的原則――徛久 toh

是汝的；所以筆者一直攏認為，《菅芒花》詩刊無定期出刊 m是上大的

問題，重點是刊物有延續無。講 khah白咧，如果無 chit十一本《菅芒

花》詩刊，敢有筆者 chit篇論文？Ti台語文學猶是小眾、個人詩集大部

分猶訴諸非商業出版機制的情境下，讀者群的設定是理想，也是一種迷

思，創作本身抑是刊物發行本身 toh是意義，應該是弱勢文類、邊緣（區

域）社群文化實踐進可攻、退可守的策略，重要的是愛延續，假以時日，

文學社群自我證成，自足、自律的個性才會形成。這也是台語文學「未

來」欲成作台灣文學主流的起頭工。 

Ti chit個論題之下，咱 toh想欲問：《菅芒花》詩刊敢會繼續出落去？

關係 chit個問題，《蕃薯詩刊》「無小通知」toh 來停刊，會使做咱思考

的借鏡。 

《蕃薯詩刊》踮台語文學史上來講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刊物，是

第一份純台語文學的刊物，伊出七期就停刊去，並毋是講按呢

就是一個結束，奚嘛是一個開始。由迄個刊物出來的有be少人

咧從事台語文學推動。比如講林央敏、陳明仁in的詩攏寫了成

讚，嘛成立推動台語文的組織，創辦台語文刊物，in攏會使講

是專業的。64

《蕃薯詩刊》（1991.08-1996.06）是 1990 年代台語文學上重要的標誌，

性質基本上會使定位作台語文學創作意理的夯頭65。蕃薯詩社本身toh

是戰後第一代台文創作者的第一次結社，表現出全國性台語文學運動、

甚至海內外聯盟的屈勢，可惜出刊七期來停刊，其中內幕咱m知，不過

離be開資金、內部意見be合等等台文刊物普遍存在的困境kah原因。如

果方耀乾所概述的，《蕃薯詩刊》停刊、成員出外生湠的情形是事實，

                                                 
64
 方耀乾訪問、呂絹鳳紀錄，〈大寒凍be死的日日春：林宗源專訪〉，《菅芒花詩刊》

革新號 2（2002.12），頁 12。引文部分是方耀乾問話的摘錄。 
65
 方耀乾曾經以《蕃薯詩刊》作標號，將 1990年代定位作「台語文學的運動性質開始降

溫，文學性質開始提昇的年代」（方耀乾 2004：45），見氏著〈新世代、新風景：九十

年代的台語文學刊物kah台語詩新人群〉，收入《台語文學的觀察與省思》（台南：復文，

2004），頁 45-70。 



 
an-ne其中上好的代表恐驚m是陳明仁的《台文Bong報》、ma m是林央敏

的《茄苳》，兩者攏有相對獨立、特出的運作模式，顛倒是《蕃薯詩刊》

主編黃勁連chhoa隊的《菅芒花》詩刊看會著《蕃薯詩刊》深厚的影跡，

尤其前三期延續《蕃薯詩刊》冊型的編輯風格、內容現拄現toh是《蕃

薯詩刊》的復（koh）活。 

《蕃薯詩刊》內部資金週轉、人際關係等等問題，仝款繼續「遺傳」

到《菅芒花》詩刊，其實ma是整個台文界甚至整個台灣文壇、包括華

語文學界普遍的現狀，所以稱作「文化生產的場域」、文化競爭（鬥爭）

的場所，只是台語文學猶是細塊盤仔，魚脯煞全全頭66。種種內幕，留

予研究者做田野調查，ti個人粗淺的研究內面，提示三個宏觀的對照系

作為觀察台語文學的基礎：學者⁄創作者、語言運動者⁄創作者，紲來才

是創作者之間文學見解、名聲爭奪的差異（difference）。基本上，chit

三個參照系是相對m是絕對的區分，而且兼顧台語文學社群內外的結構

關係；若具體提來看《菅芒花》詩刊，咱做一個主觀的判斷，目前《菅

芒花》成員之間的交際關係屬於第二項差異：「語言運動者⁄創作者」的

競爭結構。這欲如何解說？筆者的看法是，《菅芒花》核心成員的語言

運動性攏比創作性khah懸，除了方耀乾具備實腹的學者、語言運動者、

創作者的身分kah視野（horizons），成員之間比較khah欠缺文學創作觀

念的共識抑是仝性（identity），雖然個個攏認為伊寫的詩篇是不可等閒

看待的創作版本。 

當然，這是一種khah嚴硬的判斷，就文學事論文學事的一種看法；《菅

芒花》核心成員作為漸漸成欉的創作者，彼此的文學見解容有無仝的所

在，可是ti運動實踐頂表現出的往往是語言運動性的面向――比如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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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定曾經以後輩身分針對台語標音系統之爭提出個人的不滿參感性訴求：「寫到遮，

已經天光矣⋯⋯。雄雄一陣冷風對窗仔外吹來，感覺非常孤單無伴⋯⋯」（49），見氏

著散文〈我對台語文字kah音標整合的看法〉，《菅芒花台語文學》2（1999.04），頁 47-9。

2005年世界台語文化營台灣字（教羅）系統kah TLPA系統之間的整合，是台語標音之爭

正面的發展。 



 
用出發、母語起飛》chit本冊型刊物67的創刊toh是例；有時也以文學「創

作」做偽裝――如果m是自覺性的偽裝，an-ne toh表示《菅芒花》詩刊

的文學教育是失敗的，久年來大多數成員猶是欠缺文學創作概念的認

捌，這toh比標音之爭koh khah予人操煩的代誌。徛ti贊成社區營造的立

場，無一定愛ka調性扭kah hia懸；筆者的意思是，《菅芒花》詩刊作為

一個起初的學習團體，自然有伊在地對抗全區域的文化意義，徛ti普遍

文學「藝術」的立場發言，講《菅芒花》成員的創作性猶無夠額，恐驚

會hong批評作精英主義的偏見。不過筆者的評述是善意的，主要看著目

前菅芒花台語文學會「風吹四散」、家無成家的情形，予人想起王宗傑

ti《菅芒花》詩刊第二期《心悶》（1997.12）發表的一篇七字仔詩〈臺

語讀冊來作伴〉（45-7），內面所描寫的「我家門後有山坡」hit種家和萬

事興的甜蜜景象，he敢是《菅芒花》詩刊，甚至整個台語文學界永遠的

鄉愁咧？個性溫文親切的陳正雄講了好，「感謝菅芒花所有的兄姊，in

對台語文的付出kah堅持，一直予我誠感佩，就算風吹四散，亦是佇仝

款的土地，掖仝款的種，開仝款的花……」外人論理之外，ma是祝福

二字爾爾。 

《菅芒花》詩刊（台語文學界）到底是花開鬧熱的創作園地，抑是

寂寞、荒涼的人際戰場？Ui 殘酷的文學史定律來看，ui 方耀乾、陳正

雄相對善意的話語來 ka 聽，然後反面來思考，濟濟有耳、有眼的台語

文作家，一來對自己未來的名聲參歷史地位千萬 m-thang傷樂觀，二來

有關《菅芒花》詩刊的未來以及現狀，不知不覺咱 toh悲觀起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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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用出發、母語起飛》是一本冊型刊物，由原菅芒花台語文學成員董峰政、許正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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