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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客家文學是客家族群在台灣時空下的生活紀錄與心靈軌跡，同時也是台

灣文化表徵之一。三百年以來的台灣文學史裡，客籍作家不只從不缺席。客家文

學透過各類作品展現客家族群的生活經驗與所感所思，書寫內容反映了時代變遷、

風土人情與族群心聲，從中可以看到客家族群的精神文化與生命價值，同時也建

構了客家族群視野與集體認同。越到今日，我們越能發現客家文學是台灣文學重

要類型之一，各類型作品隱現客家族群的經驗智慧、美感認知以及生命態度，同

時也展現在以「客家」做為一種觀點、視野下，客家文學與土地、時代、社會脈

絡互動的風格特色。 

二、研究題目及意義 

（一）研究題目—〈台灣當代客家文學音檔建置與風格研究—客語詩篇〉 

客家先賢的黃遵憲在〈雜感詩〉中寫道：「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

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斕斑」，這是主張文學創作應「我手

寫我口」之第一人，其後民國初年胡適提倡「白話文運動」，日治時期「台灣新

文學之父」賴和也主張「筆尖」與「嘴尖」合一。此「我手寫我口」的傳統表現

在客家文學中，最為集中的表現就是「客語詩」。本計畫以「台灣當代客家文學

音檔建置與風格研究—客語詩篇」為題進行研究，目的即在探討當代客語詩的語

言風格及其書寫主題特色表現，並擬以文字配合標音及朗讀方式為作品留下文字

及聲音紀錄。客語文學以客語書寫成是其一大色，但若雖有文字而無從得知其客

語朗讀之法，殊為可惜。詩歌貴在吟誦，以聲音展現出詩歌文學的「聲情」之美，

直接唸唱可以讓人實際體會文字記錄所未竟的聲音情感表現。為傳承客語文學，

本進行研究計畫將所蒐錄客語詩歌作品字內容一一進行拼音標注及朗誦音檔錄

製，如此一來可保存客語原音以利未來建置客語文獻典藏資料庫，二來也有助於

客家語言文化的傳承。 

（二）研究意義及預期成果 

1. 揭示客語詩歌的語言風格以顯見客家文學之美 

在「客家的」與「文學的」雙層基礎下的「客家文學」才是道道地地可以展

現「客家」之真又可展現「文學」之美，日後也才可能成為躋身世界族群文學之

林的「客家文學」。客語文學不只重在「客語」二字，同時也展現文學美感與結

構經營之美，若能將文學理論應用到客家文學的深究，必能彰顯客家文學作品不

朽的價值所在。越是經過不同角度的探討，越可使「客家文學」更具形象化。各

家作品各具「語言風格」特色，張德明則指出：「語言風格是指語言體系本身的

特點和語言運用中各種特點的綜合表現，它既包括語言的民族風格、功能風格及

語體風格，也包括語言的時代風格、流派風格、個人風格、語體風格和表現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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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語言特徵亦風格形成決定因素之一，以客語書

寫客家人事物確能符合「我手寫我口」的文學語言走向，也是最具客家語言風格

的書寫方式，因此本計畫擬就此主題進行探究。 

2. 歸納客語詩歌的主題特色以探討客家族群文化精神特質 

客家文學作品以客家人常用的語言、文字寫成，展現了「信息文化」的外部

特色；所書寫的內容則側面透顯客家族群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以及「制

度文化」等多面向的深刻內涵，因此是探究客家族群文化精神特質重要的一環，

例如鍾肇政就曾特別提到吳濁流作品內容發揮了客家人的「硬頸」精神，是客家

精神的具體呈現。葉石濤也指出：「客家文學中呈現的時代風格、族群意識與生

活探索，由日治時期的日文寫作到華文寫作，歷經鄉土文學淬練，一再標榜客家

文學與時代互應的潮流。2」 本文旨在探究台灣當代客家文學展現哪些類型的主

題風格，主題風格的形成是作家創作趨於成熟與作品精彩出色的標誌所在，其中

所展現的時代、地域族群風格及文化精神更是探討核心所在。 

3. 整理現代客語文學創作成果以有助於客家新詩史或客家文學史的建構 

以族群文學而言，客家文學透顯族群的思維與集體認同；以地域文學來看，

又充分展現區域文學的特點與形象色彩。客語文學可說是道地的客家文學，因為

不管作者、作品內容或寫作語言皆具備了道地的「客家元素」。本文第一要旨即

在整理當前所見客語現代詩作家作品，期能從中看到客語文學創作的時代潮流、

主題趨向以及文學藝術表現。此研究的意義在於整理當代客語詩作家及作品，為

日後建構客語新詩史、客家文學史或客家文學知識體系進行奠基工作，同時也有

助於台灣文學史中有關客家文學定位的探討。 

 

三、研究範疇與方法 

（一）研究範疇 

本文以已出版的客語詩選集或作家個人客語詩專集作為語料來源，歸納其中

從事客語詩歌創作之作家及作品，並考慮「地域」因素而由「北部」、「中部」、「南

部」及「東部」客語作家中挑選作品進行探討。 

（二）研究方法 

A. 「音檔建置」部分 

1. 資料蒐集及整理：本文首先蒐集當代客語詩歌內容以作為語料的根據，對照

各版本內容以求用字正確無誤，並作為下一步拼音及唸誦錄音的文字根據。其次

蒐求語料相關研究文獻。將客語詩歌朗誦音檔建置完成，之後可將此音檔語料庫

應用到詩歌語言特色的探究上。 

2. 拼音標注：客語音檔的建置目的是保存原音原貌以供後人學習或研究，若有

音標系統及音檔的輔助可以輔助教學，使學習者能更正確的掌握語音的精確度。

                                                 
1
 張德明：《語言風格學》（高雄：麗文文化，1995 年），頁 30。 

2
葉石濤（1987）《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出版，春暉出版社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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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客語詩歌文字語料做逐句的客語拼音標注以利語音的準確表達，初步擬依

據教育部「台灣客家語拼音方案」音標符號來標記，以此輔助客語學習與認證能

力之所需。文字語料進行客語音標標注工作。 

3. 原音錄製與存檔：請計畫發音人，用流利的海陸客家話為此音檔典藏計畫錄

音以利母語傳承。 

4. 音檔數位化典藏：將蒐集語料的客語錄音轉成mp3格式的數位音檔，再整合所

有語料，將文字、拼音及音檔資料製成數位資料以利長久儲存典藏及應用研究。 

B. 「文本分析」部分 

1. 蒐集、描寫、分析法：針對單篇客語詩作品進行創作背景及內容的分析、比

較，結合語言學與文學相關理論進行探討。 

2. 歸納、比較法：將相關文獻依類型分門別類，之後再從事「內容分析」。客家

文學除了文學創作的審美功能外，還發揮族群認同發展的社會功能，為了更

深入認識客家文學，也須精確掌握影響文學發展的內外因素。 

 

四、文獻回顧與探討 

（一）關於「客家文學」及「客語文學」的定義探討 

學者所論「客家文學」界定的標準不外以下三項（李喬、許素蘭、劉慧真 2004）： 

１. 作品內容：作品主題含有「客家人意識」，即書寫內容為客家人或客家社會

的生活方式、行為模式、思考模式及價值觀等的作品。 

2. 作者身份：作家籍貫為客家籍的人士。 

3. 寫作語言：用客家生活語言書寫的作品。 

歸納此三項標準，一為「作者血緣論」，二為「作品主題論」，三為「書寫語

言論」，各有偏重角度。林柏燕（1987）亦言：「客家文學」應以「客家意識」為

指標，而「客家語言」的使用為第二要素。部分學者主張以客家語寫成的文學才

是道地的客家文學，客語即文學兼具以上三項客家元素。 

(二) 關於「當代」文學時間斷限及作品分期的探討 

與傳統古代對舉時，「現代」也包括了「當代」，因此有時也合稱為「現當代」。

然而就台灣歷史而言，1945 年台灣光復後，台灣殖民時代正式結束，文學上只

能用日語書寫的禁錮打破，此則可作為台灣當代文學的開始。 

若以 1945 年以後為「當代」，則「當代文學」也可以說與「戰後文學」重疊。

前衞出版社《台灣作家全集》曾將戰後台灣作家再分為三個世代，本文依此來為

客家文學作家歸類： 

1. 戰後第一代：作者大約生於 1900 至 1920 年代左右，作品發表於 1940 年代

中~1950 年代中，此一時期的作家如：小說家吳濁流3（1900）、鍾理和（1915）、

鍾肇政（1925）、鄭喚（1925）及詩人杜潘芳格（1927）等。 

                                                 
3
（吳濁流出生年代早，但寫作現代文學晚，故列為戰後第一代。其實吳濁流可歸為跨世代、跨
古典與現代、跨語言的文學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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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戰後第二代：作者約生於 30、40 年代，作品發表於 1950 年代末~1960 年代

前半，這一時期的作家如：林鍾隆（1930）、李喬 （1934）、黃娟（1934）、

鍾鐵民（1941）及詩人、葉日松（1936）、曾貴海（1946）等。 

3. 戰後第三代：作者約生於 40、50 年代後期至 60 年前半，是嬰兒潮世代，作

品發表於 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這一時期的作家如：鍾延豪（1953）、吳錦

發（1954）、藍博洲（1960）及詩人利玉芳（1952）、黃子堯（1957）、張芳慈

（1964）等。 

4. 新生代作家：作者於 60 年代後半至 70 年出生），作者發表 80 年代至今，例

如：甘耀明（1972）、）、邱一帆（1971）等。 

    我們可以由此台灣文學史脈絡來看客語文學的發展4。這方面的探討，詳見

本人發表論文【附錄一】--〈台灣客家文學文獻整理芻議--以桃竹苗客家現代文

學為例〉。 

(三) 關於「客語文學」主題及語言風格特色的探討 

由「書寫客家」到「客家書寫」卻是台灣客家文學不同於其他地區客家文學

的一大特色之一。針對「客語文學」這一主題的專門性探討文章是本文主要參考

依據。李梁淑（2008）有〈當代客語詩文創作的幾個面向（1988~2007）〉，其中

可以看到，以客語書寫客家人事物確能符合「我手寫我口」的文學語言走向，也

是最具客家語言風格的書寫方式，只不過由於現代客語書寫尚不普及，因此目前

客語書寫主要仍以詩歌類為主。 

 

五、計畫主要架構 

（一）研究架構 

 

當代客家文學   客語詩   客語詩語言風格   音韻風格  音韻 

節律 

                                             詞彙風格    物象詞 

特徵詞 

                                             句法風格  構詞 

造句 

  客語詩書寫主題   族群書寫 

                 鄉土書寫 

                         地景書寫 

             歷史書寫 

                 社會書寫 

                 女性書寫 

                                                 
4
 部分考參考國家文學館〈台灣文學網-文學史大事紀〉，網址：http：
//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s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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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內容說明 

1. 「客語詩語言風格」部分 

在「音韻風格」方面，自古以來凡為詩歌者，莫不以聲韻表現為第一要務。

詩歌除了內容表達以外，「節奏」與「韻律」最能彰顯音韻和諧之美，能使詩句

展現抑揚頓挫曲折變化之妙，這是詩歌的形式美與音樂美表現，不容忽略。本專

題計畫擬探討客語詩歌在聲韻平仄等方面的音韻表現，以及在句式長短方面的

「節奏」表現，探討詩歌的押韻、節律奏是否能影響詩歌的「聲情」音響效果。 

在「詞彙風格」方面則以詞彙為單位做觀察，歸納客語詩中所運用的「客語

方言特徵詞」具有哪些特色。 

2. 「客語詩主題風格」部分 

  「主題風格」方面先就「時間」這一主題來探討：一言及「當代」，就涉及

此一時代不同於其他時代的主題風格特色，因此我們可以由「時代風格」與「主

題類型」先觀察當代客家文學整體特色所在，先了解客家文學主題背景，而後正

式研究再將集中焦點在「客語詩歌」主題的探討上。 

葉石濤5論台灣文學時曾以十年為一期，共分為五期，並撮取出各時期的文

學主流風格，此種分法為後來研究者所追隨。其後陳芳明則以殖民觀點將台灣文

學史先分為六期6，二者比較如下： 

葉石濤（1987） 陳芳明（1999） 

40 年代
7
： 流淚撒種、歡呼收割 歷史過渡期：1945－1949 

50 年代： 理想主義的挫折與頹廢 反共文學期：1949－1960  

60 年代： 無根與放逐 現代主義期：1960－1970  

70 年代： 鄉土乎？人性乎？ 鄉土文學期：1970－1979  

80 年代： 邁向更自由、寬容與多元 思想解放期：1979－1987（解嚴） 

 多元蓬勃期：1987 年以後 

在此台灣文學脈絡下各世代的客家文學各有其特殊表現，這些表現也影響了

各時代客語文學的表現，因此要先掌握台灣文學中客家文學的發展脈絡，有了時

代背景的了解之後再正式進入客語文學主題探討，由此方可見客語文學的縱深。 

 

六、研究成果 

  本文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兩方面： 

（一）客語詩音檔建置 

   這部分主要是為選錄客語詩人作品，以「文字」、「標音」及「音檔」三位

一體的方式來呈現客語詩歌語言及內容涵之美。原本擬訂選錄範圍為已出版客語

                                                 
5
葉石濤論台灣文學時《台灣文學史綱》 

6
 《聯合文學》發表＜第一章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 ＞ 

7
 「三 O 年代」在台灣指民國 30 年至民 39 年。在歐美則指西 1930 至 1939 年。本文依一般台灣
文學研究文獻所見，採前者，即以民國紀年方式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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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之作家作品各三至五首，或雖未出版客語詩集，但在客語文學獎得獎的作家

作品各一至三首，但由於作品量龐大，本研究補助經費不足支撐譯稿者及錄音人

大量費用，因此最後僅選錄女作家群所書寫的客語詩，因為「女性書寫」是本研

究中「主題風格」探討的重要子題。設定選錄製作音檔的標準為： 

1. 已出版客語詩集專書之女作家作品：各作家選錄 5 首客語詩，包括女詩人杜

潘芳格、利玉芳、張芳慈、江秀鳯、羅秀玲等作家作品，共計 25 首客語詩。 

2. 未出版客語詩集專書，但作品發表於客文學期刊，或詩歌文學比賽得獎之女

作家作品：各作家依發表情形多寡各選錄 2 至 3 首客語詩。選錄 3 首作品之

作者包括劉慧真、徐碧美、邱湘雲、鍾麗美、彭歲玲等 5 人，共計 15 首客語

詩。選錄 2 首作品者之作者包括劉惠月、艾琳娜、吳瑞琪、鄭雅怡、林昀樺、

涂瑞儀、左春香、陳美燕、林櫻蕙、陳子祺等 10 人，共計 20 首客語詩。 

  依此原則，挑選作者的知名代表作，為之製作文字、標音檔，並請發音人一

一為其朗誦而製成客語音檔並製成存檔保存。共選錄六十首客語詩，文字及拼音

檔詳見【附錄三】--〈當代台灣客家 文學音檔建置 與風格研究—客語詩篇〉。

朗讀音檔則詳如見所附光碟內容。 

（二）客語詩風格研究 

上文「研究架構」已交代本文探討客語詩風格主要由「語言風格」及「主題風格」

兩方面來進行。「語言風格」方面包括「語音風格」及「詞彙風格」兩方

面，這部分的研究成果可參見已發表的論文，詳見文末【附錄二】本人發

表文論文--〈台灣當代客語詩歌風格研究〉。 

至於「主題風格」方面，本文集中在「客家地景書寫」及「客家女性書寫」

兩方面研究結果如下： 

3. 地景書寫 

臺灣「地景文學」為根植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人、事、物變遷做了最佳的見

證與記錄。「地景文學」包括「自然地景」與「人文地景」兩方面，由「地

景文學」可以看到文學與土地的緊密連結，展現人與地互動所形成的特殊「地

方意象」與「地方感」，同時也加強了人們對地方意識的凝聚及地方認同感。

客家文學作家以有情眼光關懷生長所在的土地與人群，以自己母語發聲所寫

出的「客語地景詩」是作者與母土及人群的對話，其中寓有了客家「語言」

與「文學」藝術的雙重美感，閱讀客家文學地景是一場時空之旅，在作家模

山範水下更形塑建構了族群與地域的認同感，同時也可看到作家創作「地景

文學」時所賦予土地的文化意義。從中找出應景的客語地景詩以探討其中所

呈現的特殊意象風格。「客語文學地景詩」就「族群文學」而言建構了客家

族群的特殊視野與集體認同；就「區域文學」而言則展現族群與地域互動的

文學風格特色。此「文學地景詩」融合自然景觀與文化歷史記憶，將「文學

地景化」，也將「地景文學化」，「客語地景詩」可鐫刻於當地，進一步能

結合旅遊觀光，讓「文學地景」成為記憶本土地景的嶄新形式。 

4. 女性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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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作品對於客家文化社會中女性地位之關注不乏其作8。客家婦女是客家

文化特殊的一環，傳統客家社會中，客家婦女是以具有「四頭四尾」的傳統美德

的賢淑形象現身，長久以來，每當論及客家女性，皆會以「家頭教尾」、「田頭地

尾」、「灶頭鑊尾」、「針頭線尾」，此「四頭四尾」集養育、農務、廚事、衣飾於

一身的多重形象肯定、讚譽客家女性的犧牲奉獻以及勤敏能幹；許多客籍男性作

家作品中所描繪彩畫的，亦是客家女性勤儉、剛毅、內歛、典雅的特質。作家筆

下的女性往往具有堅忍不屈、勤勞能幹或大地之母等形象，然而不少都是男性敘

述者筆下所描繪的客家婦女形象，其實早期客家婦女在家庭中是沒有名字、沒有

地位的人，對客家女性的描寫多是男性以「他者」角度所為的「書寫女性」之作。 

早期客家女性作者不多，解嚴前後台灣文學中客籍女性作家漸浮出枱面，女

性的自我覺醒也漸得以張揚。這時出現不少女性作家，她們以「自我」眼光從事

「女性書寫」，早期台灣文學中的「女性文學」是六Ｏ年代以台灣為題材的小說，

具有「溫柔婉約、細膩溫馨」的感人力量，寫的是親情、愛情、婚姻，不脫男女、

家庭範疇，充滿溫婉，真摯的色彩，其中以女性角度觀照女人切身遭遇，透顯出

作家內心所具的女性意識。然而女性書寫未必皆屬閨秀文章，女性作家字裡行有

由傳統走向現代間欲掙脫解脫束縛的渴望，有身份角色的回視（如杜潘芳格〈子

宮〉）、內在心靈幽嘆（如杜利玉芳《嫁》）以及社會地位的省思（如張典婉《台

灣客家女性》），也有些由注重對自身轉向對社會生活的關懷。「女性書寫」是透

過女性主體的視角，企圖破除傳統的刻板印象以及父權社會體制的規範，將過去

刻意壓抑女性的自我意識凝結聚焦，讓客家女性有機會從自身角度出發開展，聽

見自己的聲音，找到真正的自主性9。 

  客家文學，或說客語文學主題十分多元，並不止於上述。由於研究時間所限，

本年度研究主要集中在「地景書寫」及「女性書寫」兩大主題方面。相關研究成

果也已發表於研討會上，詳見【附錄二】及【附錄三】。 

 

七、結語 

文學是時代之鏡：映照屬於這個年代的光影。客家文學是台灣文學重要類型

之一。客家文學可歸為族群文學的一類，同時兼負著「傳承客家語言」、「記錄客

家文化」及展現客家文學藝術之美的使命，作品中所展現的台灣客家精神更有助

客家族群認同之建構。 

台灣當代客家文學書寫主題記錄此時、此地、此人，展現了台灣客家文學的

的時代性、主體性、本土性、多元性、當代性與在地性。八○、九○年代後的台

灣「客語文學」，說明台灣客家文學有了新的風貌，由「書寫客家」到「客家書

                                                 
8
如張典婉（2001）有〈台灣文學中客家女性角色與社會發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
文）、陳美滿（2008）有〈李喬短篇小說之女性人物研究〉（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教學碩士論
文）、劉秀靜（2011）有〈從女性主義觀點詮釋呂赫若小說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國立臺南大學國
語文學系碩士論文）等。 
9
 林惠珊（2009）〈客家文學中的女性形象與主體敘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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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以客家母語承載客家族群的思維文化其實是台灣客家文學作品不同於其他

世界客家的一大特色，值得後繼創作者繼續投入更多的努力。 

「客語文學」如同「台語文學」、「原民文學」一般，它們共同建構起台灣文

學的立體樣貌，這方面有待更多的研究者投以更多的關注。客語文學可歸為族群

文學的一類，同時也兼負著「傳承客家語言」、「記錄客家文化」及「展現客家文

學藝術之美的使命」，更有助「客家族群認同」之建構。 

經過二、三十年以來的披荊斬棘後，客語文學內容關懷的層面及視野也漸趨

多元而豐富，其中展現了客家語言、客家文學與客家文化的側寫特色。回顧過去，

展望未來，期許日後研究者能強化客語文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能與其他類型文

學相互激盪以與台灣文學一起脈動。本計畫將透過整理相關文獻及內容分析找出

客語文學的特殊性，進一步建構客語文學研究資料的系統架構，由此提升客家文

學創作與研究的高度，厚植客家知識體系，最終則期能有益於客家文化的永續發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