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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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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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年以來1的台灣文學史裡，客籍作家不只從不缺席，甚且表現出色耀眼，

一則台灣文學知名作家當中不少是客籍作家，二則戰後台灣文學的傳統幾乎可

說是由客家人打下的基礎2，其作品不只對台灣文學，甚至對台灣文化精神意識

的形成也有重要影響，如日治時期的 1920 年代，台灣新文學初始興起，此一「搖

籃期3」重要人物——「台灣文學之父」——賴和4即是客籍作家之一。其後「成

熟期」也有呂赫若、龍瑛宗等文壇上重要的客籍作家。到了「戰爭期」，日本殖

民政府皇民化運動浪潮越是洶湧，越見激發台灣文學家的抗議心聲，此時的客

籍作家除了喊出「勇士當為義鬥爭」的賴和創作了〈前進〉、〈辱？！〉、〈惹事〉

等名篇之外、尚有吳濁流也在此時完成《胡太明（亞細亞的孤兒）》等抗議反諷

類的作品。不只日治時期，1945 年以後台灣文壇各階段皆出現不少聞名的客籍

作家及客家文學作品，如戰後第一化的鍾理和、第二代李喬及第三代吳錦發以

及新生代的甘耀明等。 

客家文學透過各類作品展現客家族群的生活經驗與所怠所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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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潘家懿：「自明朝萬曆年間（西元 1573 年－1620 年）開始就有海陸豐客家人渡台謀生。」，見
潘家懿〈海陸豐客家話與臺灣“海陸客”〉，《汕頭大學學報》2 期，（2000 年 5 月），頁 87。 
2
張良澤（1988）《四十五自述──我的文學歷程》，台北：前衞出版社，頁 348。 

3
葉石濤（1987）《台灣文學史綱》將台灣新文學在日治時期的興起分為「搖籃期（1920-1925年）」、
「成熟期（1926-1937年）」及「戰爭期（1937-1945年）」三個時期。見其《台灣文學史綱》，高雄：
文學界出版，春暉出版社發行。  
4
賴和漢詩中自言：「我本客屬人，鄉音逕自忘，戚然傷抱懷，數典愧祖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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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清時代傳下的客家山歌、諺語等民間文學開始，客家文學中以道地

客語寫成的「客語文學」便傳續至今。晚清詩界革命鉅子，同時也是客家先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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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自八Ｏ年代後，由於由於時代氛圍所致，台灣族群意識的覺醒，客家

文化與客家文學的主體性逐漸被提出並彰顯；到了九Ｏ年代，「客家文學」研究

逐漸開展，主張以客語作為現代文學書寫方式的「客語現代文學」開始出現。

即使早先即有客籍作家創作的客家文學，但台灣客家族群真正意識到「客家文

學」的重要卻是在 1987 年台灣宣佈解嚴以後。客家族群於 1988 年發起「還我

母語運動」，此時客家文學便成為參與社會、凝聚認同、拯救客語及復興客家文

化的「運動」之一，此時開始出現全客語的現代詩文作品，如 1988 年羅肇錦以

在「還我母語」運動中所寫的客語現代散文——〈祭告孫中山先生文〉，1989

年後女詩人杜潘芳格寫下客語現代詩如〈平安戲〉、〈出差世〉，1990 年黃子

堯出版台灣第一本客家詩集——《擔竿人生》等
5
。時至今日，尚有不少作家投

入客語文學的創作，他們的作品不只「書寫客家」，且以「客家書寫」，這類

作品展現了不同於一般華語書寫作品的語言風格特色。 

本計畫擬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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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研究的意義、價值

與預期達到的成果歸納為於下。 

 

（二）研究意義及預期成果 

以音檔形式保存客語文學以利客家語言文化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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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純客語小說出現較晚，黃火廷於（2002）有鄉土短篇小說〈出門〉，發表於《六堆風雲雜誌》。
見鍾振斌（2008）〈運轉手作家--黃火廷客語鄉土小說中的客家文化研究〉，高雄師範大學客家
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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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年筆者向客委會申請過「客音古籍典藏（一～三）」計畫，有幸皆能

通過客委會學術計畫獎助，目前已將客語版的「《唐詩三百首（絕句、律詩篇）》、

《昔時賢文》」、「客家山歌」以及「對句哲理諺語」的客語音檔建置完成，為延

續客語的傳承與研究，因此今年擬訂建置「客語詩」文字及聲音檔案的計畫，

目的是希望能以延續先前計畫的精神，以語音典藏方式蒐羅完整資料，完成語

料文獻的漢字書寫及拼音標注。此類音檔若能建置完成，並公開於網頁上以供

查詢，如此可以提供後人應用於檢閱、學習、教學或研究之用，相信此種數位

學習方式將會是客語母語或非母語人士學習客語的最佳利器，一來可使客家語

言文化的傳播達到無遠弗屆的效果，二來也呼應現代應用電腦科技從事語音典

藏的時代潮流之所趨。 

 

1. 揭示客語詩歌的語言風格以顯見客家文學之美 

關於客家文學的定義至今已逐漸凝聚共識，即「客家文學」定義由「客籍作

家文學」→「客語文學」→「客家意識文學（客家主題、以客家立場、客家題材）
6」。客家「還我母語運動」後，客家文學成為推廣客語及客家文化的「運動」之

一，如此努力創造的客家文學不少擔負了文化傳承與推動客語的責任。然而不容

否認，這之中有些作品文字過於淺白，未必真正具有文學之美。黃恆秋（1998）

曾指出：「客家文學」必須具備「文學的」與「客家的」兩大要素，一者須是「文

學的」，指形式上包含詩、小說、散文、戲劇等文體，內容上展現文學之美感。

二者又必須是「客家的」，指的是文學作品必須內含客家意識，描述客家人及其

生活文化，表露客家族群的的精神特色。回顧昨日，再看今日，客家文學不應只

是為了復興客家或提振客語「運動」而刻意作為，有關文學各類主題、書寫技巧

的探究與書寫實踐才是提昇客家文學質與量的重要取徑。切莫忘記：有關客家文

學的的定義最終仍將回歸到「文學」本身的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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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家寧提到：「凡是用文學的方法從事研

究，涉及作品內容、思想、情感、象徵、價值判斷、美的問題的，是「文藝風

格學」；凡是用語言學的觀念和方法進行研究，涉及作品形式、音韻、詞彙、句

                                                 
6
涂瑞儀，2010〈二十年來台灣「客家文學」ke 歷史論述〉，《文學客家》，創刊號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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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是「語言風格學」。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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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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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客家文學是台灣文學中的一個次文類，它

「與時代互應」，是現當代台灣文學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章，因此值得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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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現代文學透過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各種形式作品展現客家的歷

史行跡、族群精神、美感經驗以及文化價值，在在顯現客家文學是台灣文學門

庭裡獨具風格的文學類型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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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竺家寧：《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臺北：五南圖書，2001 年 3 月），頁 27。 

8
 張德明：《語言風格學》（高雄：麗文文化，1995 年），頁 3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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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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範疇與方法 

 

    以下分「研究範疇」及「研究方法」來說明： 

 

（一）研究範疇 

    近年國家圖書館建建構了〈當代客家文學史料系統〉網站，其中列出 100

位客家文學作家，以下依各世代歸類成下表： 

 

表一：〈當代客家文學史料系統〉客家文學作家年代整理 

世代 作者 

清末～民國 近代 丘逢甲 

戰中 賴和、吳濁流、賴江質、龍瑛宗、呂赫若 

戰後第一代 

50 年代（跨語言） 

鍾理和、林海音、詹冰、鄭煥、鍾肇政、黃榮洛、羅浪、

杜潘芳格、楊鏡汀 

戰後第二代 

60 年代 

林外（林鍾隆）、陳城富、范文芳。江上、周伯乃、陳運

棟、李喬、劉慕沙、葉日松、林柏燕、林清泉、黃鼎松、

丘秀芷、陌上桑、張榮彥、余玉照、曾寬、鍾鐵民、馮菊

枝、曾昭旭、謝霜天、六月、沙白、曾信雄、彭欽清、黃

娟、黃永達、黃火廷，龔萬灶 

戰後第三代 

70 年代 

徐仁修、曾貴海、劉洪貞、李永平、彭瑞金、涂春景、張

致遠、傅銀樵、陳雨航、馮輝岳、曾喜城、羅肇錦 

何石松、林少雯、黃森松、吉禾、小野、黃瑞田、宋澤萊、

德亮、利玉芳、陌上塵、彭小妍、鍾延豪、吳錦發、陳寧

貴、杜榮琛、呂紹澄、李源發、林壬雨、王幼華、張捷明、

焦桐、鍾喬、黃恆秋、莊華堂、江昀、鄧榮坤、 

蔡詩萍、吳鳴、梁寒衣、張典婉 

新生代 

80 年代 

藍博洲、雪眸（林國隆）、莊雲惠、羅任玲、張芳慈、張

俐雯、鄒敦怜、鍾怡雯、邱一帆、甘耀明、高翊峰、解昆

樺、羅秀玲、鄭丞鈞 

 

此外，客語詩專門選集則有： 

1. 龔萬灶、黃恆秋編（1995），《客家現代詩選—十七集=苗栗文學家作品集》。

新北市：愛華出版社。 

2. 李喬編（2003），《臺灣客家文學選集 I 散文.新詩》，臺北：前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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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邱一帆編（2010），《客語文學選集》。新北市：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4. 張芳慈編（2016），《落泥：臺灣客語詩選》，臺北：釀出版出版社。 

5. 黃子堯主編（2016），《客家文學詩歌選》，新北市：臺灣客家筆會。 

至於作家個別客語詩集其實也有不少已出版的專書，依出年排列如下 10： 

 

表二：作家客語詩專集 

編號 作者 書名 出版社/出版年 

1.  黃恆秋 擔竿人生 愛華出版社/1990 

2.  杜潘芳格 青鳳蘭波 前衛出版社/1993 

3.  龔萬灶、黃恆

秋編 

客家台語詩選 愛華出版社/1995 

4.  杜潘芳格 芙蓉花的季節 前衛出版社/1997 

5.  黃恆秋 見笑花 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1998 

6.  邱一帆 田螺 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2000 

7.  曾貴海 原鄉‧夜合 春暉出版社/2000 

8.  葉日松 客家現代詩歌選 武陵出版社/2001 

9.  黃恆秋 客家詩篇 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2002 

10.  葉日松 鑊仔肚介飯比麼介都卡

香   

文學街出版社/2002. 

11.  張芳慈 天光日 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4 

12.  邱一帆 油桐花下个思念 華夏書坊/2004 

13.  曾貴海 原鄉‧夜合 台灣羅馬字協會/ 2007 

14.  邱一帆 山肚个暗夜 苗栗縣文化觀光局/2007 

15.  江嵐、謝采諭 詩畫家鄉 苗縣文化觀光局/2007 

16.  黃恆秋 客庄鄉音—客語詩集 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2009 

17.  杜潘芳格 杜潘芳格集 國立台灣文學館/2009 

18.  利玉芳 利玉芳集 國立台灣文學館/2009 

19.  葉日松 挼粄圓 文學街出版社/2009 

20.  利玉芳 夢會轉彎 台南縣政府/2010 

21.  江秀鳳 曾文溪个歌聲 華夏書坊/2010 

22.  葉日松 百年詩選 文學街出版社/2011 

23.  邱一帆 土地、愛戀、客話：客 華夏書坊/2015 

                                                 
10
 參考葉筱妍（2014）〈當代客語詩中的地方書寫及其 GIS 應用〉，屏東科技大學客家文化產業

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頁 113，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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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詩集 

24.  邱一帆主編 文學客家 台灣客家筆會/2010—2015 

25.  張芳慈主編 落泥：台灣客語詩選 釀出版出版社/2016 

26.  邱一帆主編 《客家文學詩歌選》 新北市：台灣客家筆會。 

 

本文以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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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客語文學作家：如黃子堯、馮輝岳、杜潘芳格等。 

中部客語文學作家：如邱一帆、張芳慈、江昀等。 

南部客語文學作家：如曾貴海、利玉芳、羅秀玲等。 

東部客語文學作家：如葉日松等。 

各地方的客語文學作品展現不同的地方風格，例如東部客家文學--葉日松

的客語詩往往以華語夾雜客語漢字的方式書寫,例如有《秀姑巒溪介人生風景》

等歌頌花蓮自然、鄉土之美，展現東部山水及在地人文的純潔明朗色彩。 

 

（二）研究方法 

本計畫包括兩大部分：一是客語讀音原始音檔的錄音典藏，二是詩歌語言

特色的研究探討，其中所運用的方法及步驟略為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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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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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語音」的

學習如果只是跟讀而已，其實容易有所誤差，因此實際的記音、拼音的語音實際

描寫也十分必要，因為有音標系統的輔助才可輔助教學，使學習者能更正確的掌

握語音的精確度。本文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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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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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已覓得詹益雲老師為本計畫的發音人，詹老師客語十分流利，又為

《海陸客家話詞典》實際編纂者，對文字音韻的原理了解得十分透徹，是條件具

足的發音人，能請到詹老師親自為此音檔典藏計畫錄音，殊為難能可貴。 

4. 音檔數位化典藏 

將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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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所有語料以電腦資料形式來儲存於電

腦內。利用數位化技術錄製能有利語珍貴資料的長久保存及應用與研究。 

至於詩歌內容語言特色探討將結合「宏觀」與「微觀」的研究，所運用的

研究方法有以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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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理論以進行探討，例如「語言風格學」理論就是利用語言學的觀念與方

法來分析文學作品的一門科學方法，由文學作品組成的語言素材——語音、

詞彙、語法等方面分析作家運用文學語言所形成的文學風格，例如杜潘芳格、

利玉芳及張芳慈所寫作之客語詩為分析文本，三人先後都加入了「笠詩社」

及「女鯨詩社」，除了表現在公眾領域方面對於土地、家國、女性主題的關

懷，對於母語的復甦及推廣，無論在詩作中或是工作場合皆亦不遺餘力。11。 

2. 歸納、比較法 

本計畫將全面蒐羅目前可見、且已出版的客語詩作，運用「文獻蒐集」法，

先廣泛設定關鍵詞以文獻檢索，由此完成書目彙編，例如杜潘芳格《青鳳蘭

波》有華語詩及客語詩兩部分，其中華語詩 9 首，客語詩 43 首，本計畫將

針對其客語詩進行編目以為後文探討之文本。其次是「歸納分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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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運漢《漢語風格探索》：「…通過

對客觀事物互相對立方面的比較，可以深入一步認識事物不同的本質和特

徵。」12比較作品之間的異、同表現，並區辨現象與本質差異所在。 

 

四、文獻回顧與探討 

 

                                                 
11
林璟瑜（2012）《杜潘芳格、利玉芳、張芳慈客語詞彙風格比較研究》，彰化師大台文所碩士

論文。 
12
 黎運漢：《漢語風格探索》（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年 6 月），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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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計畫「台灣當代客家文學音檔建置與風格研究—客語詩篇」一題，

相關討論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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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客語文學兼具以上三項客家元素，如圖所示： 

 

 

「客語文學」作品以客家語書寫者，由其文字外殼一看即知是道地的客家

文學，因為能以流利客家語言書寫者，一般而言作者多是客家人，且其作品也

或多或少隱涵客家思維，如杜潘芳格客語詩即屬此。 

有關客家文學與客語文學的探討本文主要參考以下研究成果並進行討論： 

 

黃子堯，1993，《客家台灣文學論》。高雄：愛華出版社。 

黃恒秋，1998，《台灣客家文學史概論》。新北市：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彭瑞金，2004，《台灣客家文學發展史概述》。台北：客家委員會。 

王幼華，2006，〈闡釋、發展與推廣－台灣的客家文學〉，發表於「文化創

意產業學術研討會暨高峰論壇」，苗栗：苗栗縣藺草文化館。 

劉煥雲、黃尚煃、張民光，2007，〈台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發展之研究〉。《文

學新鑰》5：51─80。 

潘錦忠，2013，《台灣客家文學之研究－以新文化史的角度為中心》。桃園：

語言—客家 

作者—客家 

作品—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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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黃靖嵐〈客家文學在台灣的出現與發展（1945~2010）〉，台南：國立成功大

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 

 

這些著作論述客家文學的定義、特性與發展，其中黃子堯《客家台灣文學

論》論客家文學包括「本質論」、「技巧論」及「作家論」三部分，就文學的組

成要素進行分類探討，脈絡清楚。以上皆是探討客家文學的重要知識基礎，有

助我們了解並掌握何謂「客家文學」。 

 

(二) 關於「當代」文學時間斷限及作品分期的探討 

文學長河綿綿不斷，然而不同時段有不同的精彩表現，因此為文學發展史

作分期時為常見，雖然分期斷代難免招來過於武斷之嫌，畢竟文學發展並非「你

方唱罷我登場」，而是起伏相續，漸興漸衰，本文以為為凸顯每一時代的風格特

色則仍有其分段敘述之必要。 

所謂「當代」是相對於「現代」及「古代」而言，一般所見中國文學史將

清末鴉片戰爭（1894 年）以前稱為「古代」，1895 鴉片戰爭後至 1919 年稱「近

代」，1919 年五四文學運動後至 1949 年稱「現代
13
」，1949 年中共建國以後至今

稱「當代14」。當與傳統古代對舉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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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對「當代」的時間斷限尚有不同主張，黃錦珠以為台灣文學史中，日

治時期（1895~1945）為「近代」，脫離日治至解嚴前（1945~1987）為「現代」，

1987 年解嚴以後為「當代」。然而本文以為：所謂「現代」不只涉及時間的斷

限，它還包括日治時代日本對台灣「現代化」的各種舉措。而五四（1919 年）

以後的「新文學」即是「現代文學」之始，而台灣現代新文學始 20 年代，其中

多少也受五四新文學及白話運動的影響，因此以為「現代」仍應自五四時期算

起。「當代」則指 1945 年後至今，畢竟這一時代的作家至今日「當代」此時仍

在世，且對當代文壇也仍有舉足輕重的重要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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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高玉（2009）《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文學反思》，台北：秀威出版社，頁 5。 

14
於可訓（2013）《中國當代文學史》，台北：秀威出版社，〈總論〉頁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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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1950 年代中，此一時期的作家如：小說家吳濁流15（1900）、鍾理和（1915）、

鍾肇政（1925）、鄭喚（1925）及詩人杜潘芳格（192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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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時至今日這樣的分期無法涵括後繼年輕的作家，因此本文以為當代作

家尚可分出另一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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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三) 關於「客語文學」主題及語言風格特色的探討 

    針對「客語文學」這一主題的專門性探討文章皆是本文主要參考依據，如

邱一帆（2004）〈台灣客語現代詩創作的意義及其特性〉論及客語創作詩歌的意

義，徐碧霞（2005）《台灣戰後客語詩研究》整理了戰後客語詩發展概況，又如

林櫻蕙（2005）有《現代客語詩之表現形式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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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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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台灣文學書寫語言，大陸學者吳鵾 （2014）指出：獨特的語言風格也

是審美手段的體現。台灣「鄉土文學」時期強調「台語話文文學」的書寫或許有

其意識形態和政治意圖，但「後鄉土文學」時期則有「語碼混用」的「混語」現

象出現，後鄉土文學的這種「混語文學」形式有其獨特的意義：「（它）具有自

身明顯的審美訴求：第一，對現行主流秩序的反思與反抗；第二，對歷史真實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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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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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思考；第三，對在地感的凸顯。」17這種語言刻意經營的模式表現出當代後鄉土

作家「以弱勢、邊緣語種對抗優勢語種的審美企圖」18。 

此外，以客語書寫現代詩的客語詩人有：葉日松、黃子堯、曾貴海、邱一

帆，三芳詩人（杜潘芳格、張芳慈、利玉芳）、江嵐等。有關這些作家作品的相

關探討期刊、論文，如林璟瑜（2012）有《杜潘芳格、利玉芳、張芳慈客語詞

彙風格比較研究》（彰化師大台文所碩士論文）、潘明珠（2012）有〈曾貴海客

家詩研究〉（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系碩士論文）、左春香（2007）有〈葉

日松客語現代詩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 等皆是本

文蒐羅及探討的範圍。 

 

五、計畫主要架構 

  

   本研究擬探討客語文學的語言風格及書寫主題特色，研究架構及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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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內容說明 

1. 「客語詩語言風格」部分 

在「音韻風格」方面，《禮記》〈樂記〉說道：「詩言其志也，歌永其聲也。」

                                                 
17
吳鵾（2014）〈台灣後鄉土文學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現當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160。 

18
吳鵾（2014）〈台灣後鄉土文學研究〉，山東師範大學現當代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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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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詞彙風格」方面則擬以詞彙為單位做觀察，歸納其間用詞類型特

色，並作系統分析，例如「物象詞彙」方面將探討作品取材動物、植物、景物

等物象，其中是否運用了隱喻、象徵等文學技巧。 

   「句法風格」方面則探討詩歌的構詞法及造句法，構詞法如重疊詞、倒序詞、

加綴詞等特殊詞彙運用技巧；造句法則探討詩歌「句法」長短等結構表現。詩

歌除了韻律以外也十分注重「結構」表現，作品若欠缺嚴密結構則表現鬆散無

力，無整體美感可言。簡短的詩若表達不完整則往往詩意晦澀而不能達意；較

長的詩若冗長而無主題則又讀之無味。再者還有句與句之間的連結，段與段之

間的呼應等，詩歌內容與形式如何相互配合，這些都是一首好詩所要探討的關

鍵要素。 

  由於客語和現代華語同屬漢語體系，句法上較無特殊之異，因此本研究對

客語詩的句法方面並未做深入探討。 

 

2. 「客語詩主題風格」部分 

  「主題風格」方面則擬歸納各家作品各項主題上的書寫表現手法，例如在

「族群書寫」、「鄉土記憶書寫」、「地景書寫」及「女性書寫」等方面的表現方

式。經筆者初步觀察，客語詩歌主題總括來看至少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A. 歷史&記憶書寫    

B. 空間&地方＆地景&鄉土書寫 

C. 自然&環保書寫 

D. 災難&創傷書寫 

E. 風俗文化書寫 

F. 飲食書寫 

H. 象書寫 

I.  感官書寫 

J.  動物書寫 

K. 植物書寫 

L. 事物書寫 

M. 人物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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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女性書寫 

就「時間」這一主題而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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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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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二者比較如下： 

 

表三：「台灣文學史」分期比較 

葉石濤（1987） 陳芳明（1999） 

40 年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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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世代的客家文學又有何特殊表現？這些表現也影

響了各時代客語文學的表現。初步所見歸納如下22： 

 

1. 40 年代客家（作家）文學 

這一時期的客家文學名篇有：賴和（1947）《善訟的人的故事》、吳濁流（1947

年）《黎明前的台灣》、詹冰（1943）23〈五月〉詩等。各時期文學作品的

出現皆有其社會背景，此一年代台灣歷經了日本統治、台灣光復（1945）、

結束日本五十年的殖民時期，又歷經了國民政府統治、二二八事件（1947）

及戒嚴令（1949）的頒佈，政治及社會現況變化劇烈，作家們面對時局豈能

不生起身世家國之感？  

                                                 
19
葉石濤論台灣文學時《台灣文學史綱》 

20
 《聯合文學》發表＜第一章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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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邱湘雲（2016）〈當代客家文學書寫主題探究〉，第四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 
23
本名詹益川，一九二一年生，苗栗縣卓蘭人，臺灣現代詩人，為笠詩社創辦人之一，1942 年

與林亨泰、張彥勳、蕭金堆等發起組織「銀鈴會」，創辦《緣草》詩刊。1964 年，詹冰與錦連、
陳千武、林亨泰等人創立笠詩社，並發行《笠詩刊》，並於 1965 年出版第一本詩集《綠血球》。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4%BA%A8%E6%B3%B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BC%B5%E5%BD%A5%E5%8B%B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95%AD%E9%87%91%E5%A0%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A%80%E9%88%B4%E6%9C%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C%A6%E9%80%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9%B3%E5%8D%83%E6%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E%97%E4%BA%A8%E6%B3%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0%E8%A9%A9%E7%A4%BE


18 

 

2. 50 年代客家（作家）文學 

這一時期的客家作家詩歌作品如羅浪（1956）24的〈蘇鐵、山城〉。這一時期

台灣文壇是「現代派文學」時期，台灣三大詩社——《現代詩》季刊（1953）、 

藍星詩社（1954）、創世紀詩刊（1954）皆在此時成立或出版詩刊，吸收西

方「橫的移植」與繼承中國傳統「縱的繼承」的理論皆豐富了台灣現代詩詩

壇，且原本女作家不多，但 1956 年左右，政府為加強反共文學陣容而有「台

灣省婦女寫作協會」成立，並出版了《婦女創作集》，女性作家漸在文壇上

嶄露頭角。 

這一時期葉石濤稱之為「理想主義的挫折和頹廢」時期，在文壇上以「反

共文學」、「現代派文學」為主流之際，客籍作家雖遇挫折而不頹廢，鍾肇

政以〈文友通訊〉維繫台灣本土作家之聲氣，林海音任《聯合報》副刊主

編提拔不少台灣本土作家，皆可見客家文學作家踏實為台灣文學所作的貢

敵獻和努力。。 

3. 60 年代客家（作家）文學 

這一時期的客家作家所寫的詩歌作品有詹冰（1965）〈綠血球〉、杜潘芳格

（1966）〈春天〉等。這一時期有關懷台灣本土的笠詩社成立（1964），吳濁

流（1964）主編之《台灣文藝創刊》，吳濁流（1965）「台灣文學獎」成立、

1967 年《純文學》月刊由林海音成立，在此增加了不少作者發表作品的場

域。 

 台灣文壇於六Ｏ、七Ｏ年代現代詩社林立，其中「笠詩社」最具本土意識，

最能表現鄉土色彩與關懷現實的一面25，如杜潘芳格曾任笠詩社社長，是「跨越

語言一代」的詩人，同時也是也是率先以客語寫作現代詩的第一人，是台灣較

早創作客語現代詩的先行者之一。。鄭炯明曾指出：杜潘芳格的這兩首詩（〈平

安戲〉、〈中元節〉），「現實批判意味很濃，也給人很強烈的感覺。26」據林璟瑜

（2011）所整理，杜潘芳格客語詩集中在《朝晴》、《青鳳蘭波》及《芙蓉花的

季節》三本詩集中，扣除重複收錄者，所作客語詩共計約有 75 首，詩中表現詩

人對於土地、家國、女性及母語等主題的關懷。其詩歌主題包括國族認同、社

會關懷、族群文化以及生命記憶等，關懷層面廣泛。 

4. 70 年代客家（作家）文學 

此一時期的客家文學作品如兒童詩作家馮輝岳（1975）〈小鎮印象〉獲得了

吳濁流文學獎。此一時期為鄉土文學時期，但發生了釣魚台事件（1970）、

                                                 
24
本名羅洁泙，一九二七年生，台灣苗栗市人，一九五三年開始中文寫作，陸續在《南北笛》、

《現代詩》、《笠》發表詩作。」，參莫渝《台灣詩人群像，2007：91）秀威資訊出版社。 
25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本土觀察》（臺北：允晨，1996 年 7 月），頁 76。 

26
鄭炯明等：〈評杜潘芳格「平安戲」、「中元節」〉《笠》第 104 期（臺北：笠詩刊社，1981 年 8

月），頁 73-75。 

http://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l_2.aspx?k=%e8%81%af%e5%90%88%e5%a0%b1%e5%89%af%e5%8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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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退出聯合國（1971）、中日、中美斷交（1979）、美國與中共建交而與中

華民國斷交（1979）等國際重大事件，種都激發了台灣意識。在國內則歷經

了鄉土文學論戰（1977）、美麗島事件（1979），白色恐佈也持續著，例如陳

映真小說《將軍族》遭查禁，但台灣意識更加覺醒。葉石濤此時也在《夏

潮》發表了〈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以揭示台灣文學的主體性，台灣本土（客

籍）作家與台灣主體認同意也在此時越發為台灣文壇所重視。 

5. 80、90 年代以後 

這一時期，1999 年台灣發生九二一大地震。1997真理大學台灣文學系成立，

2003 國立台灣文學館成立，2001 客家委員會成立。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出版於此時。九Ｏ年代以後的台灣文學眾聲喧

嘩，文風由一元到多元。再者，本土文學也得到官方的重視，除了在各大學成

立台灣文學及客家研究系所、成立台灣文學館，同時教育部也自 1998 至今辦了

數屆的「台灣閩客語文學獎」，對推動客語家文學有不助的助力，本土文學到此

時也看到它漸漸由文學的「邊緣」逐漸向「中心」移動，雖然還不至於成為土

流，但母語文學至此以最具族群思維的身份而被大聲提倡，也逐漸在文壇上壯

大了它的聲勢。  

 

  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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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位作家的作品，共計 25 首

客語詩。 

http://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l_2.aspx?k=%e9%99%b3%e6%98%a0%e7%9c%9f
http://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l_2.aspx?k=%e9%99%b3%e6%98%a0%e7%9c%9f
http://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l_2.aspx?k=%e8%91%89%e7%9f%b3%e6%bf%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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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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作家收錄為本研究客語詩音檔製作之作品詳

如下表： 

 

表四：女詩人客語詩音檔建置內容（共選錄 25 位女詩人，60 首詩） 

作者 詩篇名稱 

一、 

杜潘芳格 

1. 平安戲 2. 選舉

合味 

3. 紙人 4. 字紙

籃 

5. 到該

時揭

該

旗，無

根就

無旗 

二、利玉芳 6. 嫁 7. 掛紙 8. 濛紗

煙 

9. 門紅 10. 稈棚 

三、張芳慈 11. 撮把戲 12. 甜粄

味 

13. 粢粑 14. 蜂叼

梨 

15. 夜合

花開

个臨

暗 

四、江秀鳯 

  （江昀） 

16. 木蓮 17. 阿爸

个草

鞋襪 

18. 客家

鹹菜 

19. 烏面

琵鷺 

20. 大坑 

五、羅秀玲 21. 算數簿

仔  

22. 大衿

衫 

23. 櫻 24. 啄咕 25. 鄉愁 

六、劉慧真 26. 二月，含

笑花開

─記三

芝北新

莊 

27. 鳳

林。鳴

蟬 

 

28. 女人

樹 

  

七、徐碧美 29. 花樹手

記 

30. 童年 31. 自從

認識

你 

  

八、邱湘雲 32. 種—寫

分高雄

33. 對話 

 

34. 控訴

煙囪 

  



21 

 

氣爆受

難家屬  

九、鍾麗美 35. 伙房个

故事 

36. 苦楝

樹底

下个

蟬仔 

37. 𠊎帶

你去

散步 

  

十、彭歲玲 38. 心靚食

水都甜 

39. 身影 40. 春天

个花

嫁娘 

  

十一、 

劉惠月 

41. 點一盞

燈 

42. 醢的

記憶 

   

十二、 

鍾林英 

（艾琳娜） 

43. 醉人个

酒 

44. 老兵

牯 

   

十三、 

吳瑞琪 

45. 恁久好

無 

46. 幸福    

十四、 

鄭雅怡 

47. 揚蝶仔

－分鍾

鐵民先

生 

48. 阿太

粽 

   

十五、 

林昀樺 

49. 天頂个

月光 

50. 𠊎兜    

十六、 

涂瑞儀 

51. 墨 52. 門對

仔 

   

十七、 

左春香 

53. 粽擐 54. 紙鷂    

十八、 

陳美燕 

55. 跈阿公

去看戲 

56. 紅色

記憶 

   

十九、 

林櫻蕙 

57. 客家味

緒 

58. 愐起

還細

在庄

下 个

時節 

   

二十、 

陳子祺 

59. 爾有聽

著花開

个聲音

無 

60. 桐花

鳯 

   

 

以上共選錄六十首女詩人客語詩作品並製成音檔保存。需說明的是：一則

http://www.hyread.com.tw/hyreadnew/search_detail_new.jsp?sysid=00448589&dtd_id=3&q_key=文學客家&q_txt1=&q_txt2=&q_txt3=&q_txt4=&q_field1=&q_field2=&q_field3=&q_field4=
http://www.hyread.com.tw/hyreadnew/search_detail_new.jsp?sysid=00448589&dtd_id=3&q_key=文學客家&q_txt1=&q_txt2=&q_txt3=&q_txt4=&q_field1=&q_field2=&q_field3=&q_field4=
http://www.hyread.com.tw/hyreadnew/search_detail_new.jsp?sysid=00448589&dtd_id=3&q_key=文學客家&q_txt1=&q_txt2=&q_txt3=&q_txt4=&q_field1=&q_field2=&q_field3=&q_fiel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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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考量版權問題，因此每位作家至多選擇 5 首詩為代表，以符合「適度引用」

之要求。二則所錄的音乃統一以筆者的母語——海陸客家語來朗誦，因為此音

檔保存也有為保存海陸客家母語，或日後用於海陸客語教學之用意，先由自己

的母語出發，他日若遇經費許可再錄製其他腔調版本。而所呈現的文字當中，

凡遇到四縣腔或大埔腔用字與海陸不同者則採並存的方式：即前文保留作者用

字。其後則以斜線隔開，標注海陸客語用字，由此也可看到客家話中次方言用

字、用詞的特殊性所在。 

    以上所選錄六十首客語詩，文字及拼音檔詳見【附錄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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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至於「主題風格」方面為全文重點，研究結果先概述如下： 

 

◎  客語詩主題風格特色 

一般文學作品內容探討涉及「題材」、「主題」及「母題」三方面，三者

意涵有所不同27：所謂「題材」通常是指「可以構成一個完整故事或情節的素材。」
28，「主題」是指作品所要傳達的中心思想，同時也是作家所要揭示的特定意

旨或情感內涵29，是文章為何而寫的意義所在。至於「母題」則指「在各類文學

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人類的基本行為、精神現象以及人類關於周圍世界的概念，

諸如生死、離別、愛情、時間、空間、季節、海洋、山脈、黑夜等等30。由於「母

題」所探討的是人類共有的課題，往往呈現出較多的客觀性，「主題」則為作

者用心所在往往帶有較強的主觀色彩
31
，為凸顯客家文學的特色，因此以下歸納

當代客家文學主題特色。客家文學書寫主題十分多元，其中「鄉土」是其出發

點（如鍾理和《故鄉四部》），由此衍生的關懷「自然」、「生態」等方面（如葉

日松《秀姑巒溪个人生風景》）的書寫自不待言，於此不多做討論，此處舉客家

詩文中較具特色的主題加以說明： 

 

                                                 
27
陳慶瑩（2009）〈林海音兒童文學創作題材與表現方式探析〉，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在職

專班論文，頁 91-94。 
28
曹順慶等著，《比較文學論》，（台北市：揚智文化，2003 年），頁 272。 

29
蔡尚志，《童話創作的原理與技巧》，（台北市：五南圖書，1996 年），頁 135。 

30
曹順慶等著，《比較文學論》，（台北市：揚智文化，2003 年），頁 272。 

31
 曹順慶等著，《比較文學論》，（台北市：揚智文化，2003 年），頁 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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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史與記憶書寫 

  客家文學見證了台灣這塊土地人民一路走過的歷史與記憶，尤其是戰後第

一代作家，他不僅親身見證了台灣的大歷史。以台灣歷史事件作為書寫主題如

李喬《情歸大地》以 1895 乙未戰爭台灣客家先賢吳湯興等人領導抗日的歷史；

李喬《結義西來庵》以噍吧哖抗日事件為故事主軸，吳濁流《台灣連翹》、鍾政

濤《怒濤》及李喬《埋冤一九四七埋冤》皆以二二八事件為主軸；藍博洲《幌

馬車之歌》是台灣白色恐怖與政治迫害的報導文學之作。以時代大歷史與家族

小歷史雙線綰合的敘事筆調反映個人小歷史其實也是一部大歷史的縮影（邱湘

雲 2011）詩歌方面則有劉慧真〈歷史講義〉等也是以歷史為題。 

  客家文學作品常能扣連在地歷史脈絡，例如，李喬的《寒夜三部曲》以其

童年故鄉為背景，描寫從清朝到日本時期的人民奮鬥史。黃娟《楊梅三部曲》

書寫個人生命史，同時也捕捉了時代的脈動，以台灣近代歷史為素材，呈現台

灣民主議題、女性議題、族群議題等次主題，表達旅美台人對故鄉台灣的關懷

（謝冠偉 2006），為第一部由女性作家完成以台灣為背景的大河小說。客家文

學隨著隨著客家人的經歷的歷史軌跡而發展，並能與時俱進。客語詩歌是否有

類似的表現，則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探討。 

2.族群認同書寫 

楊翠32〈台灣文學星圖〉提及台灣文學「認同」問題時舉龍瑛宗〈植有木瓜

樹的小鎮〉為例，寫出日本殖民時代下殖民地知識份子的認同扭曲與無法找到

安置自我的精神苦悶圖像。也舉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彰顯文化夾縫中台灣

人身份認同與台灣主體意識建構等課題。 

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敘述日本統下的台灣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

國人的身份認同矛盾以及對無所歸依的無助感。論者以為作者的《亞細亞的孤

兒》、《無花果》、《台灣連翹》三部小說呈現作者國族認同的轉折歷程，是由由

「祖國意識」到「孤兒意識」而後衍生「本土意識」、「台灣意識」（莊富傑 2012）。

此外鍾肇政《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高山組曲》雖屬大河小說，但

林美華（2004）綜合探討後也指出：《濁流三部曲》展現的是「民族認同」，《台

灣人三部曲》展現的是「大中華與台灣鄉土的認同」，《高山組曲》則探討「文

化認同與衝突」等主題。客語詩歌的族群表現則有待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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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楊翠（2008）〈台灣文學星圖〉《新活水》雙月刊第 17 期。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B4%B0%E4%BA%9E%E7%9A%84%E5%AD%A4%E5%85%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A%AB%E4%BB%BD%E8%AE%A4%E5%90%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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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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作品對於客家文化社會中女性地位之關注也不乏其作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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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早的客家女性作家如丘秀芷，是台灣戰後當代女性散文史上，本土女性

鄉土書寫第一個世代作家之一（黃慧芬 2011），本土女作家不同於遷台第二代

心繫中國故土的女性作家，因為更能以自我而非他者眼光觀看土生土長的這片

台灣母土，書寫本土女性的在地生活、在地語言文化與情感記憶，文字間流露

真切的土地認同與生命力，也從中建構出自我母性認同的「鄉土回歸」意識。

丘秀芷書寫題材多元而豐富，70 年代所作乃是以女性角度出發的鄉土意識散文，

並詮城鄉印象及母職體驗。80 年代創作主題包括自然書寫、鄉土書寫、家族書

寫、動物書寫、女性主義散文、報導文學等，所有主題均與台灣這塊土地的人、

事、物有關，充滿對台灣這塊母土的關懷與熱忱，文學題材多元，具有時代性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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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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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范瑞梅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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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林璟瑜（2012）探討「三芳」詩人——杜潘芳格、張芳慈、利玉芳三位客

家女詩人的作品，歸納其作品的主題風格有三類：除了「女性角色省思」、「 鄉

土記憶書寫」外，還有「當代台灣書寫」，例如杜潘芳格詩以民進黨是「傴腰菜」，

國民黨是「桔漿豆油」及〈義民廟坪〉、〈平安戲〉等詩書寫其政治關懷，其視

野並不輸於男性。再如黃娟作品關懷台灣人在美國社會，現實生活的困境及兩

代移民之間的差異。書寫寫台灣人的離散經驗，而其中《故鄉來的親人》將美

麗島事件、林家慘案放到文本背景中，也展現海外台美人對台灣母土的關懷，

作品中顯露出的人道關懷以及其台灣意識。 

整理，觀察所見結果並加以闡釋，由此歸納各家作品的書寫主題及風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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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心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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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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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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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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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客家文學文獻整理芻議--以桃竹苗客家現代文學為例 

 

邱湘雲 

彰化師大台灣文學研究所 

 

一、 前言 

台灣客家文學由來已久，明清時代以客語傳誦的山歌、諺語等民間文學即

是以客家語言書寫客家事物的道地客家文學，當時有「客家文學」之實而無「客

家文學」之名，直至八Ｏ年代以後，由於台灣族群意識覺醒，客家族群於 1988

年發起發起「還我客家」運動，此後客家文學的主體性才被提出討論並彰顯，

也才有今日「客家文學」的正式名稱。即使早先即有客籍作家創作的客家文學，

但台灣客家族群真正意識到「客家文學」的重要性卻是在「還我母語運動」之

後，此後客家文學便成為參與社會、凝聚認同、拯救客語及復興客家文化的「運

動」之一。九Ｏ年代，「客家文學」研究逐漸開展，主張以客語作為現代文學書

寫方式的「客語現代文學」開始出現。時至今日，不少作家投入客家文學的創

作，他們的作品不只「書寫客家」，且以「客家書寫」，這類作品展現了不同於

一般華語書寫的文學語言風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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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學是台灣文學獨具特色的重要文類之一，相關的作家及作品累積

成果豐碩，然而相關著作及討論散見各處，時至今日，有必要對台灣客家文學

創作及研究文獻作一通盤性的整理與研究。 

 

二、客家文學文獻整理的價值與意義 

晚清詩界革命鉅子黃遵憲〈雜感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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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主張文學創作應「我

手寫我口」的第一人是客家人。民國初年提倡「白話文運動」風氣下，「台灣新

文學之父」賴和也主張「筆尖」與「嘴尖」合一35，此「我手寫我口」的台灣提

倡人賴和同樣也是客家人，他也曾賦詩自言：「我本客屬人，鄉語逕自忘，戚然

                                                 
35
 賴和（懶雲）（1926）〈讀臺日紙上的「新舊文學之比較」〉，《臺灣民報》1926 年 1 月 24 日，

第 89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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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抱懷，數典愧祖宗。」36。歷來客家文人眾多，客家地區文風鼎盛，所累積

的不管是傳統或現代的客家文學文獻甚豐，對這些文獻作出整理有其必要，本

文以為，此項工作的意義與價值在於： 

1. 就「語言」而言，客家文學文獻整理有利於客家語言的傳承 

語言文字的精華表現即成文學，最好的文學作品往往是用優美的語言寫成。

客家「還我母語運動」後，客家文學成為推廣客家語言及客家文化的「運

動」之一，客家文學在此多少也擔負了文化傳承與推動客語的責任，各類

客家文學作品也展現不同的「語言風格」特色，張德明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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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竺家寧
38

也曾提到：「凡是用文學的

方法從事研究，涉及作品內容、思想、情感、象徵、價值判斷、美的問題

的，是『文藝風格學』；凡是用語言學的觀念和方法進行研究，涉及作品形

式、音韻、詞彙、句法的，是『語言風格學』」。俄國學者高爾基39亦曾說過：

「『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表現，語言特徵亦文學

風格形成要素之一，由客家文學可以看到客家語言的形式與內涵之美，傳

揚客家文學的同時也有助於客家語言文化的傳承。 

2. 就「文化」而言，客家文學文獻整理有益於客家族群文化精神之探討 

客家文學是客家文化重要代表之一，其中反映客家族群的精神文化與生命

價值。客家文學作品以客家人常用的語言、文字寫成，此語言文字展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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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客家文學也是

探究客家族群文化精神特質的重要一環，例如鍾肇政40就曾特別提到：吳濁

流作品內容發揮了客家人的「硬頸」精神，此是「硬頸」精神即是客家精

神之一的具體呈現。 

3. 就「文學」而言，客家文學文獻整理有助於揭示客家文學藝術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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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恆秋41指出：「客家文學」必須具備「文學的」與「客家的」兩大要素，一者

須是「文學的」，指形式上包含詩、小說、散文、戲劇等文體，內容上展現文學

之美感。二者又必須是「客家的」，指的是文學作品必須內含客家意識，描述客

                                                 
36
 賴和〈大嵙崁〉詩，見林瑞明（2000）編《賴和全集‧漢詩‧第二卷》，台北：前衞出版社。 

37
 張德明（1995）《語言風格學》，高雄：麗文文化出版公司，頁 30。 

38
 竺家寧（2001）《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臺北：五南圖書公司，頁 27。 

39
 高爾基（1978）《論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 332。 

40
 鍾肇政（1991）〈硬頸文學家─吳濁流〉，《客家雜誌》21 期。 

41
 黃恆秋（1998）《台灣客家文學史概論》新北市：：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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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及其生活文化，表露客家族群的的精神特色。回顧昨日，再看今日，客家

文學不應只是為了復興客家或提振客語「運動」而刻意作為，有關文學各類主

題、書寫技巧的探究與書寫實踐才是提昇客家文學質與量的重要取徑。有關客

家文學的定義最終仍將回歸到「文學」本身的探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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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才可能成為躋身世界族群文學之林的「客家文學」。 

4. 就「學術」而言，客家文學文獻整理有功於客家文學史之建構 

台灣現代文學透過詩歌、散文、小說、戲劇等各種形式作品展現客家的歷

史行跡、族群精神、美感經驗以及文化價值，在在顯現客家文學是台灣文學門

庭裡獨具風格的文學類型之一。以「族群文學」而言，客家文學透過各類型作

品展現客家人的生活經驗與情感思維特色；從「地域文學」角度而論，客家文

學反映生存環境的特性條件，再現族群與地方的互動，充分展現區域文學的特

點與形象色彩。不管是文人文學或民間文學，不管是傳統文學或現代文學，其

中都透顯客家人的族群視野及集體認同。從客家文學文獻中可以看到客家文學

創作的時代潮流、主題趨向以及文學藝術表現。整理當這類作品可為日後建構

更為完整的客家文學史，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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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探討。 

 

三、客家文學的定義 

欲從事客家文學文獻整理研究，首先需了解何謂「客家文學」？「客家文

學」範疇何在？其定義將影響「客家文學」文獻收錄標準，因此需先加以說明。 

彭瑞金42曾指出：「客家文學」一詞乃是 1982 年，張良澤受紐約「台灣客

家聯誼會」邀請，演講「台灣客家作家印象記」時，正式提到「客家文學」一

詞，依其所言內容可見所謂「客家文學」乃指「客籍作家作品」而言，然而彭

瑞金評論特別提醒：「客籍文學」未必皆屬「客家文學」。 

隨後客家文學課題引發諸多討論，林柏燕43以為所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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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可見學者皆強調「客

家文學」和「客語文學」的密切關係，由八○年代《客家風雲》雜誌所見，學

者偏重用「語言」立場討論「客家文學」44。 

其後黃恆秋45將「客家文學」定義為：擁有「客家觀點」或操作「客家語

                                                 
42
 彭瑞金（1991）〈從族群特性看客家文學的發展〉，《徘徊於族群和現實之間：客家社會與文

化》，台北：正中書局。 
43
 林柏燕（1987）〈從水滸傳看客家文學〉，《客家風雲》2 期。 

44
  涂瑞儀，2010〈二十年來台灣「客家文學」ke 歷史論述〉，《文學客家》，創刊號第 1 期。 

45
 黃恆秋（1998）《台灣客家文學史概論》新北市：：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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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寫作，關懷鄉土社會，承認「客語」與「客家意識」乃客家文學的首要成

份，主題不以客家人生活環境為限，而是可擴充為台灣的或全中國的或世界性

的客家文學。 

羅肇錦46〈何謂「客家文學」〉一文則指出：「客家文學」有狹義與廣義的

「客家文學」，狹義的「客家文學」是指客家人用客家思維進行客語寫作，寫作

內容重點在客家文化感情者。廣義「客家文學」則指舉凡創作時用客家思維（包

括全用客家話寫作，或部分客家特定特有詞使用客家話，其他用國語，都是用

客家話思維的創作），而寫作時情感根源不離客家社會文化，這樣的作品就是『客

家文學』。 

以上關於「客家文學」定義由「客籍作家文學」→「客語文學」→「客家

意識文學（客家主題、以客家立場、客家題材）47」。至今已逐漸凝聚共識。歸

納而言，學者所論「客家文學」界定的標準主要有以下三項48，即： 

（1）作品內容：含有「客家人意識」，即書寫內容為客家景物意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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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作者是客籍人士或客家人。然而要如何判作者是否為

客家人？據中華民國政府於 2010 年公布的《客家基本法》，其中對客家人的定

義是：「具有客家血緣或客家淵源，且自我認同為客家人者」。2014 年客家委員

會《台閩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委託研究成果》對客家人的定義則有「單

一自我認定」、「多重自我認定」及「廣義定義49」三項標準50，而其中所列 9 項

細部標準當中，定義 9 指出：「歷代祖先中有人為客家人，或祖父母中有一方為

客家人，或外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或父母中有一方為客家人」者即屬客

家人。由於「客家族群意識」是近年才興起，在此之前的台灣文學作家當中，

具有客家血緣的客籍作家其實不少，其作品中未必明確標舉自己是客家人，但

作品深處顯有客家意識，針對這類文人，本子計畫將追溯其家族族譜淵源，依

此確定其是否為客籍作家。 

（3）寫作語言：用客家生活語言作為書寫方式的文學作品。 

以此三項標準來檢視，可以見到桃竹苗客家文學相關著作舉例如下： 

 

                                                 
46
 羅肇錦（2001）〈何謂客家文學〉，《國文天地》17 卷 2 期。 

47
 涂瑞儀，2010〈二十年來台灣「客家文學」ke 歷史論述〉，《文學客家》，創刊號第 1 期。 

4848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2004）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台北：天下文化出版社。 

49
 「廣義定義」的客家人是指具有「自我單一主觀認定」、「自我多重主觀認定」或「血緣認定」

任何一項者皆可算是客家人。 
50
 調查結果為：「臺灣單一自我認定」為臺灣客家人者佔總人的 13.5％，推估約有 315.2 萬的客

家人。「多重自我認定」為客家人的比例推估為 19.3%，人口數為 450.9 萬人。，「廣義定義」
為客家人的比例為 27.3%，推估人口數為 638.0 萬人。見 2014 年，客家委員會（2014）《臺閩
地區客家人口推估及客家認同委託研究成果》，頁 16。 



33 

 

表 1「客家文學」範疇及作品舉例 

 主題：客家事物 主題：非客家事物 

語言：客語 語言：非客語（華語） 語言：華語、日語 

作者： 

客籍 

〔桃園〕 

詩歌：劉慧真（2010）

〈歷史講義〉 

散文：徐貴榮（2012）

〈靈潭陂〉 

小說：張捷明（2004 

年）《鸚哥少年》51
 

〔新竹〕 

詩歌：杜潘芳格〈時

流‧子宮‧打赤膊〉 

散文：范文芳（1999）

《頭前溪的故事》 

小說：林柏燕《東城檔

案》 

〔苗栗〕 

詩歌：黃子堯《擔竿人

生》 

散文：邱一帆〈火焰蟲

个季節〉 

小說：江秀鳳〈山肚來

的細阿哥仔〉 

〔桃園〕 

詩歌：鄧榮坤〈東安

橋〉 

散文：丘秀芷〈月光

光〉 

小說：鍾肇政《插天

山之歌》 

〔新竹〕 

詩歌：杜潘芳格《慶

壽》 

散文：徐仁修〈家在

九芎林〉 

小說：吳濁流《亞細

亞的孤兒》 

〔苗栗〕 

詩歌：詹冰《燒香行》 

散文：張典婉《山裡

的女人》 

小說：李喬《寒夜三

部曲》 

〔桃園〕 

詩歌：涂靜怡《紫色香囊》 

散文：蔡詩萍《男人三十

手記》 

小說：黃娟《世紀的病人》 

 

 

〔新竹〕 

詩歌：杜潘芳格《拯層》

散文：馮菊枝《情深幾許》 

小說：龍瑛宗〈植有木瓜

樹的小鎮〉 

 

 

〔苗栗〕 

詩歌：羅浪《牧場之歌》 

散文：陳映真〈父親〉 

小說：林海音《城南舊事》 

 

 

其中如蔡詩萍出生於桃園而成長於新竹52，母親為客家人，具有客家血緣。

國立台灣文學館〈2007 當代作家作品目錄〉指出蔡氏以政治學研究者身份，關

注台灣社會中「文化」、「文學」、「知識」等議題，充份表現了時代意識，而國家

圖書館〈當代客家文學史料系統〉將之列為「客家文學」作家之一，因此依廣義

定義來看可將之羅列於客家文學作家之林。 

以上可以看到：時至今日，各家界定「客家文學」大致有作者、作品及書

寫語言三項標準：若採嚴格、狹義定義則作品、作者、語言三者皆具備客家元

                                                 
51
 張捷明，苗栗人，曾任桃園縣客家語教師協會理事長。《鸚哥少年》為少年小說，由桃園文

化局出版。 
52
 蔡詩萍母親為中壢客家人，舅舅為知名政治人物許信良，而本身曾就讀於新竹中學。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4352982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4352982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4352982
http://readopac3.ncl.edu.tw/nclJournal/search/detail.jsp?dtdId=000040&search_type=detail&la=ch&checked=&unchecked=&sysId=0004352982
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M0001/mina/003.html#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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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才算是客家文學，那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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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若採寬泛、廣義的標準，

則只要作品內容書寫客家人事物，具有客家意識者即屬客家文學。此由嚴至寬

的標準可以「原型範疇」觀點視之為由小至大的同心圓：最內圈作品、作者、

語言三者皆具有客家元素，確屬客家文學無疑，最外圈則僅具其中一項條件，

如作者為客家籍者也可視為客家文學類型之一，因此可以三種不同層次來看待

客家文學。 

彙編客家文學文獻目的是為了廣泛蒐集資料，提供一個較為豐富的資料庫

以供未來研究者進行分析，也為達到廣為收錄的目標，因此本文以為蒐集客家

文學文獻時應採取寬泛標準：即凡是作者為客籍、書寫語言為客語或作品內容

具有客家生活、客家意識，同時包含「客家的」、「文學的」二項元素交集者，

不管是「客家書寫」或「書寫客家」皆可涵括在本文所論「客家文學」範疇內。 

 

四、客家文學文獻收錄標準 

關於客家文學文獻的收錄標準，本文以為可先依「基礎文獻」、「核心文獻」

及「延伸文獻」三大類來進行，目的是找出「客家文學」主題特色之所在，此

三類標準說明並舉例如下： 

（一）基礎文獻 

所謂基礎文獻是指有關「台灣客家文學」定義及指涉的相關書籍，這些著

作具有基礎性與規範性，有助我們掌握桃竹苗客家文學範疇所在，其中又可分

出以下四小類： 

凡文獻主題涉及客家文學的定義與歷史發展者：由於篇幅有限，以下舉重

要著作為例： 

王幼華，2006，〈闡釋、發展與推廣－台灣的客家文學〉，發表於「文化創

意產業學術研討會暨高峰論壇」，苗栗：苗栗縣藺草文化館。 

李梁淑，2008，〈當代客語詩文創作的幾個面向（1988~2007）〉，《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2（1）：48-65。 

唐金海，2008，〈文學史的傳統與新質——兼論《客家文學史綱》〉，《贛南

師範學院學報》1：76-77。 

張典婉，2004，〈台灣客家文學的定義〉。《幼獅文藝》607：104-107。 

彭瑞金，2004，《台灣客家文學發展史概述》。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黃子堯，1993，《客家台灣文學論》。高雄：愛華出版社。 

黃恆秋，2001，〈何謂客家文學〉。《國文天地》194：10-13。 



35 

 

黃恒秋，1998，《台灣客家文學史概論》。台北縣：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劉煥雲、黃尚煃、張民光，2007，〈台灣客家文學與客家學發展之研究〉。《文

學新鑰》5：51─80。 

潘錦忠，2013，《台灣客家文學之研究－以新文化史的角度為中心》。桃園：

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研究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羅肇錦，2001，〈台灣文學、客家文學與客家民間文學〉。《國文天地》17

（2）：4─9。 

這些著作論述客家文學的定義、特性與發展，其中黃子堯《客家台灣文學

論》論客家文學包括「本質論」、「技巧論」及「作家論」三部分，就文學的組

成要素進行分類探討，脈絡清楚。以上皆是探討客家文學的重要知識基礎，有

助我們了解並掌握何謂「客家文學」，因此皆列為基礎文獻。 

凡文獻內容屬客家文學作品選輯、精選集或田野採錄者：這類文學選集列

出台灣客家文學中重要作家及作品有哪些，如： 

李喬，2003，《台灣客家文學選集Ⅰ散文》。台北：前衛出版社。 

李喬、許素蘭、劉慧真，2004，《客家文學精選集‧小說卷》。台北：天下

遠見出版社。 

李喬、龔萬灶編，2004，《台灣客家文學選集II：小說》。台北：前衛出版

社。 

邱一帆，2010，《客語文學選集》。台北縣：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胡萬川，2002，《楊梅鎮客語歌謠》。桃園：桃園縣文化局。 

黃恆秋、龔萬灶，1995，《客家台語詩選》。台北縣：客家台灣雜誌社。 

黃恒秋，1995，《客家現代詩選》。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葉日松，2001，《客家現代詩歌選》。桃園：武陵出版社。 

鍾肇政，1994，《客家台灣文學選》。台北：新地出版社。 

其中李喬等選定「客家人」的作品，考量其代表性、文學性等條件，共收

錄短篇小說十一人十一篇作品，由其中「作者速寫」可認識作者生平背景；由

「作品導讀」可一覽作家作品文學風格之美。這類選集並非針對單一作家，而

是較大範疇地涵蓋多位客家文學作家作品，有助於綜覽更多不同作家的文學風

格，進一步認識客家文學的作品特色。 

至於客家民間文學方面亦有相關論著值得參考，如：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2009年，《客諺趣語：大隘地區客家民間文學》。台北：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范姜灴欽，2005，《台灣客家民間傳說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黃子堯，2003，《客家民間文學》。台北：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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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菊芳，2011，《台灣客家民間敘事文學：以渡台悲歌與渡子歌為例》。台

北：南天。 

這類文獻可以幫助我們掌握客家文學的概括面貌，也是研究客家文學宜先

行了解的文獻資料。 

凡文獻內容性質屬客家文學作家、文章整理之目錄、提要者：如： 

黃恒秋，2001，《客家書寫：台灣客家文藝作家作品目錄》。台北縣：客家

台灣文史工作室。 

劉還月，1998，《台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專書、論文、研究報告類》。

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 

其中劉還月《台灣客家關係書目與摘要》有「人物－藝文人物」篇列舉探

討客家文學作家及作品的相關書籍、論文及研究報告，「學藝」篇則分「文學評

論」、「民間文學、故事傳說」及「藝文活動」等部分，本書能詳列可見的文獻

並一一做出摘要，使閱讀者可以快速掌握各篇重點所在。 

凡有關「客家文學」作家、作品相關主題探討或評論者：如： 

王志仁，2009，《台灣客家小說移民書寫之探究－以吳濁流、鍾理和、鍾肇

政、李喬作品為例》。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論文。 

王慧芬，1999，《台灣客籍作家長篇小說中人物的文化認同》。台中：東海

大學碩士論文。 

吳育仲，2009，《台灣客語現代詩田園主題作品研究》。屏東：國立屏東教

育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李梁淑，2010，〈論客語小說的美學建構－以黃火廷、李得福作品爲例〉。《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4（4）：94─114。 

林惠珊，2009，《客家文學中的女性形象與主體敘事》。高雄：高雄師範大

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璟瑜，2013，《杜潘芳格、利玉芳、張芳慈客語詞彙風格比較研究》。彰

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櫻蕙，2004，《現代客語詩之表現形式研究》。台北：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邱一帆，2012，《族群、語言、文學：客語詩歌文學論集》。苗栗：桂冠圖

書公司。 

徐碧霞，2005，《台灣戰後客語詩研究》。台南：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

碩士論文 

張典婉，2002，《台灣文學中客家女性角色與社會發展》。台北：世新大學

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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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桐，2010，《飯碗中的雷聲：客家飲食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台北：二魚文化出版社。 

廖純瑜，2012，《台灣客家飲食文學的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語

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劉煥雲，2010，〈台灣客家飲食文學中茶文化之研究〉。焦桐（編），《飯碗

中的雷聲－客家飲食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二魚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樊洛平，2008，〈客家視野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及其族群文化認同－以台灣客

家小說為研究場域〉。《台灣研究集刊》1：56-66。 

樊洛平，2008，〈從台灣客家小說看「大地之母」形象塑造〉。《創新》7（1）：

93─96。 

羅肇錦，2010，〈客家文學、語言與族群〉。《台灣文學館通訊》27：42─45。 

以上文獻內容皆屬整體性或主題性的客家文學論述，可提供探討客家文學

時所需的知識基礎，因此皆列為基礎文獻。 

 

（二）核心文獻 

核心文獻是指與研究主題直接相關的核心文獻資料。桃竹苗地區是台灣客

家族群重要聚集區，也是台灣客家文學發展重鎮。從清領、日本、戰後迄今，

桃竹苗在文學方面一直有著精彩表現，出身桃竹苗的知名作家不乏其人，在客

家文學領域的表現亦是成果豐碩。若主題設定為桃園、新竹、苗栗客家文學文

獻整理，則凡是與桃、竹、苗客家文學直接相關之文學創作或研究論述皆列為

核心文獻，其中又可分為兩大部分，舉例說明如下： 

1. 文人作家作品資料及其相關研究論述：古典文學方面，如黃美娥（1999）

〈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武麗芳（2004）〈日據時期竹塹地區詩社

研究〉，高雪卿（2005）《台灣苗栗地區古典詩研究》等，皆標明以地區做為探

討主軸所在，雖然這類書籍並非專為客家文學而作，但其中肯定可以挖掘出不

少客家文人作家作品。現代文學方面，小說部分，例如前衛出版社出版的《台

灣作家全集》中《鍾肇政集》、《吳濁流集》、《李喬集》…等皆屬桃竹苗客籍作

家作品集。詩歌部分則如桃園黃子堯《擔竿人生》，新竹杜潘芳格《青鳳蘭波》，

苗栗莫渝《土地的戀歌》等詩集。 

2. 民間文學方面：主要核心文獻包括賴碧霞《客家民謠薪傳》（1993）、胡

萬川編輯的桃竹苗各地《客語歌謠》（2002~2006）、《客語故事》（2000~2003）

及羅肇錦總編《苗栗縣客語歌謠集》（2005）等。 

以分區來看，一些文獻名稱上即已顯示具有桃、竹、苗各區的地方性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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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展現區域文學的特色，其中不少由題目便可知其為客家文學創作作品或有

助於客家文學作品解讀的研究性文章，以桃、竹、苗各區域來看，舉例如下： 

（1）桃園客家文學 

胡萬川，2002，《楊梅鎮客語歌謠》。桃園：桃園縣文化局。 

______，2003a，《新屋鄉客語故事》。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______，2003cb，《新屋鄉客語歌謠謎諺》。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______，2003，《楊梅鎮客語故事》。桃園：桃園縣政府文化局。 

高麗敏，2003，《桃園縣文學史料之分析與研究》。台北：東吳大學中文系

論文。 

許素蘭，2007，〈關於台灣女性的大河小說－黃娟《楊梅三部曲》〉。《文學

台灣》62：25─27。 

陳欣慧，2008，《「詩」的權力網絡：日治時期桃園吟社、以文吟社的文學

／文化／社會考察》。桃園：國立中央大學客家社會文化研究所論文。 

陳昭利，2008，〈離散‧敘述‧家國－－論黃娟及其《楊梅三部曲》〉。《通

識論叢》7：1─32。 

黃娟，2001，〈長篇連載小說：楊梅三部曲第一部「歷史的腳印」〉。《台灣

文藝》174：88─110。 

謝鴻文，2005，《桃園縣兒童文學發展之研究》。宜蘭：佛光人文社會學院

文學研究所論文。 

鍾肇政，1975，《台灣人三部曲（三）插天山之歌》。台北：志文出版社。 

（2）新竹客家文學 

吳明忠，1998，《九讚頭介人公仔》。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林柏燕，2009，《前進李崠山》。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林柏燕編，2001，《大新吟社詩集》。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______，2002，《陶社詩集》。新竹：新竹縣文化局。  

范文芳，1998，《頭前溪个故事》。新竹：新竹縣立文化中心。 

徐仁修，1980，《家在九芎林》。台北：遠流出版社。 

陳銘磻，2004，《風城遊：新竹市的歷史人文與文學風景行吟》。台北：愛

書人雜誌。 

馮菊枝，1995，〈秋日的新竹海邊〉。《講義》17（5）：98─102。 

馮輝岳，2010，〈流傳新竹地區的客家童謠〉。《新竹文獻》41：51─60。 

黃美娥，1999a，〈日治時期新竹縣的詩社活動〉。《新竹文獻》創刊號：

67─75。 

______，1999b，〈北台文學之冠－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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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史研究》5（1）：91─139。 

（3）苗栗客家文學 

王幼華，2001，《日治時期苗栗縣傳統詩社研究－以栗社為中心》。台中：

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論文。 

張典婉，2004，《苗栗山水：苗栗縣的秀山麗水與文明軌跡之旅》。台北：

愛書人雜誌。 

張致遠，2007，《苗栗客家風情》。苗栗：苗縣文化觀光局。 

張莉涓，2010a，〈苗栗客家山歌的語言風格〉。《東方人文學誌》9（4）：

225─254。 

______，2010b，〈苗栗客家情歌的內容特色〉。《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訊》101：

52─86。 

莫渝，2000，《苗栗縣文學史》。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莫渝，2003，〈苗栗新詩概述〉。《笠》238：9─12。 

陳朝棟，1995，《後龍鄉土情懷》。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______，2002，〈後龍樹的故事〉。《苗栗文獻》5：38─43。 

______，2002，《戀戀後龍鄉土情》。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陳運棟，2001，《栗社詩選：苗栗之美•詠我故鄉》。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黃鼎松，2007，〈古苗栗八景今貌〉。《苗栗文獻》26：28─38。 

劉鈞章，1991，《苗栗客家山歌賞析》。苗栗：苗栗縣文化中心。 

______，1997，〈苗栗客家山歌賞析〉。《客家》88：43─44。 

羅肇錦，1998，《苗栗縣客家歌謠集》。苗栗：苗栗縣文化局。 

______，1999a，〈客語民間文學的界域－以苗栗地區文學資料為例〉。《苗

栗文獻》14：204─236。 

______，1999b，《苗栗縣客語故事集》。苗栗：苗栗縣立文化中心。 

（4）桃竹苗客家文學綜論 

伊藤幹彥，2011，〈日治時期台灣的客家人意識之研究－以桃園．新竹．苗

栗的抗日運動為中心〉。《遠東學報》28（4）：335─350。 

曾瓊儀，2012，〈桃竹苗地區客家習俗傳說研究〉。《桃園創新學報》32：

477─490。 

這類文獻專門針對桃、竹、苗區域的客家文學進行描述與探討，是了解與

研究桃、竹、苗客家文學的重要參考文獻，同時也是研究者進行論述的依據所

在。 

 

（三）延伸文獻 



40 

 

除基礎文獻與核心文獻外，尚有其他資料提供相關訊息，可幫助我們對桃

竹苗客家文學有更進一步認識，可輔助桃竹苗客家文學研究，例如探討文學與

文化關係者可視為延伸文獻，包括鄉鎮志書以及一些非學術性的彙編資料也可

列為延伸文獻，前者如《台灣通史》、《重修台灣省通志．藝文志．文學篇》、《桃

園縣志》、《新竹縣志》、《苗栗縣志》等。後者則如竹林書局出版一系列的客家

唱本，其中包括《新十八嬌連勸善歌》、《海棠山歌對》、《青春樂歌》、《十想單

身歌》、《勸後生歌》等，這些資料皆對從事桃竹苗客家文學研究具有不同程度

的參考價值。 

此外，桃竹苗各縣市也舉辦區域性的文學獎，例如桃園有「桃園青年文學

獎」、「桃園縣文藝創作獎」、「桃園縣兒童文學獎」等，新竹有「竹塹文學獎」、

「竹風文學創作獎」、「吳濁流文藝獎」，苗栗有「夢花文學獎」等，這些地方文

學獎行之有年，其中出現不少年輕新銳作家，作品展現在地文學的新風貌。為

求完整且客觀紀錄當前客家文學發展實際面貌，這些正在起步努力耕耘的客家

文學創作作品，以及傳統詩社活動成果等，皆可列為延伸文獻以求對桃竹苗客

家文學能有更為全面的認識。 

綜而言之，本文以為整理客家文學文獻之前應先訂定客家文學文獻收錄標

準，收錄標準可參考下圖： 

 

圖 1 客家文學文獻分類架構圖 

 

以上分類表可為客家文學文獻整理建立一大架構，由此架構為客家文學文

客家文學文獻 

基礎文獻 

主題涉及客家文學的定義與歷史發展 

客家文學作品選輯、精選或田野採錄 

內客家文學作家、文章整理之目錄、提要 

客家文學作家、作品相關主題探討或評論 

核心文獻 

傳統文學 
民間文學 

時間 

作家文學 

現代文學 

延伸文獻 

鄉鎮志書 

彙編資料 

區域文學獎集 

空間 

作者 

語言 

文類 

主題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B3%E6%BF%81%E6%B5%81%E6%96%87%E8%97%9D%E7%8D%8E&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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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進行歸類整理，如此面對龐雜的客家文學創作及研究文獻資料就能化繁為簡，

建構一完整的客家文學文獻系統。 

由於篇幅所限，以下僅就圖表中「核心文獻」中現代文學的類型內容進行

細部說明與分析。 

 

五、客家文學文獻類型分析 

蒐集客家文學相關文獻，其內容紛雜多樣，應如何加以條分縷析？細部來看，

其中涉及「時間」、「空間」、「作者」、「文類」及「語言」等子範疇，為客家文學

分類時可參考這幾項分類標準： 

（一）以「時間」類型區分 

回顧台灣文學自明朝以來已有三百年歷史，由於政治、地緣、歷史及文化

等因素使得台灣文學呈現多樣面貌，近年來不少學者為台灣文學發展做一分期

工作，例如施懿琳（2000）《從沈光文到賴和──台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

將台灣古典文學分為四期，雖然其內容主要是古典文學，但也可推衍至現代文

學研究，我們可以仿照其時間分期標準來看在時代的大脈絡下，作為台灣文學

一支的客家文學的發展歷史以及風格特色： 

1. 明朝沈光文來台至明鄭 23 年（西元 1661～1683 年）：不少客家傳說、

客家山歌、客家諺語等民間文學作品是自明、清以前就流傳下來的作品，因此

可列為此一時期的客家文學作品。 

2. 清領 213 年（1683～1895 年）：如鄭用錫家族「北郭吟社」以及清末苗

栗抗日名人丘逢甲等人的作品。因早期並無所謂「客家文學」之名，此處的客

家文學主要指客籍作家作品而言。 

3. 日治 51 年（1895～1945 年）：如當時成立的傳統詩社中各作家的詩作，

以及新竹龍瑛宗、吳濁流等人的現代文學作品。此一時期台灣文學形成新舊文

學並陳的現象，也因早期無所謂「客家文學」之名，此時的客家文學主要也指

客籍作家作品而言。 

4. 國府來台至今（1945 年～）：此時以現代文學作家作品為主流，傳統詩

社及民間文學則受到較少的關注，但仍繼續伏流。現代文學作家依前衞出版社

《台灣作家全集》所列：戰後第一代客籍作家有：桃園的鍾肇政、鄭煥、林鍾

隆，新竹的吳濁流等。戰後第二代客籍作家有：桃園黃娟，苗栗李喬等。「戰後

第三代」客籍作家如桃園鍾延豪、苗栗的王幼華等。 

近年國家圖書館建建構〈當代客家文學史料系統〉網站，其中列出 100 位

客家文學作家，但並未有一定的排列順序，本文以依「時間」為標準為各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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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年代進行排序，歸類成當代客家文學作家年代表如下： 

 

表 2 當代客家文學作家年代表 

世代 作者 

清末～民國 近代 丘逢甲 

日治時期 賴和、吳濁流53、賴江質、龍瑛宗、呂赫若 

戰後第一代 

50 年代（跨語言） 

鍾理和、林海音、詹冰、鄭煥、鍾肇政、黃榮洛、羅浪、

潘芳格、楊鏡汀 

戰後第二代 

60 年代 

林外（林鍾隆）、陳城富、范文芳。江上、周伯乃、陳運

棟、李喬、劉慕沙、葉日松、林柏燕、林清泉、黃鼎松、

丘秀芷、陌上桑、張榮彥、余玉照、曾寬、鍾鐵民、馮菊

枝、曾昭旭、謝霜天、六月、沙白、曾信雄、彭欽清、黃

娟、黃永達、黃火廷，龔萬灶 

戰後第三代 

70 年代 

徐仁修、曾貴海、劉洪貞、李永平、彭瑞金、涂春景、張

致遠、傅銀樵、陳雨航、馮輝岳、曾喜城、羅肇錦 

何石松、林少雯、黃森松、吉禾、小野、黃瑞田、宋澤萊、

德亮、利玉芳、陌上塵、彭小妍、鍾延豪、吳錦發、陳寧

貴、杜榮琛、呂紹澄、李源發、林壬雨、王幼華、張捷明、

焦桐、鍾喬、黃恆秋、莊華堂、江昀、鄧榮坤、 

蔡詩萍、吳鳴、梁寒衣、張典婉 

新生代 

80 年代 

藍博洲、雪眸（林國隆）、莊雲惠、羅任玲、張芳慈、張

俐雯、鄒敦怜、鍾怡雯、邱一帆、甘耀明、高翊峰、解昆

樺、羅秀玲、鄭丞鈞 

 

以「時間」為主軸來歸類，可以看到每位作家的所處的時代座標，研究者

可以以此為據，進一步探討不同世代作家所展現的不同文風特色。 

 

（二）以「空間」類型區分 

桃竹苗地區自清代便有宦遊文人來此，康熙61年（1722）最早有客籍人士

落腳至桃竹苗地區拓墾。由大陸粵、閩原鄉移民至台灣，歷經多年而子孫在這

片土地上紮根，並已開枝散葉，丘逢甲〈台灣竹枝詞〉：「唐山流寓話巢痕，潮

惠漳泉齒最寒，一百年來蕃衍後，寄生小草已深根」，此詩說明客家人在台灣落

地生根，而文學也隨之紮根於這片土地上。愛國詩人丘逢甲是苗栗人，祖先來

                                                 
53
 吳濁流出生年代早，但寫作現代文學晚，也可列為戰後第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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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廣東焦嶺，因此是道地的客家文人。清朝時代詩人成立詩社以推廣漢文學，

1895年日本人治台以前，台灣最早十二大詩社當中，新竹就佔了四個（林柏燕

2001），可以想見當時此地文風之鼎盛。以傳統文學來看，自清至日本時代，桃、

竹、苗三地出現不少在地文人結集的詩社，如桃園的崁津吟社、新竹的大新吟

社、苗栗的栗社等各自展現地方文學的風格特色，其中有在地人文景物的描寫，

如桃園崁津吟社有〈崁津（大溪）八景詩〉、陳朝龍有〈竹塹竹枝詞〉，〈新竹八

景詩〉、關西陶社有〈關西八景詩〉、賴江質有〈苗栗八景詩〉、蔡振豐有〈苑裡

八景詩〉等，由在地詩社及在地詩人作品可以看到各區域地方文學的特色表現。 

本文先以網站及出版資料作為語料來源，找出其中從事客語詩歌創作之作

家及作品，並以「地域」類型分出「北部（基隆、台北、桃園、新竹）」、「中部

（苗栗、台中、彰化、雲林、南投）」、「南部（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及

「東部（宜蘭、花蓮、台東）」四大區域的作家作品進行，此地域可以出生地、

作者活動所在或出版地進行分類，以下以出生地為標準進行分類： 

1. 北部客家文學作家作品：如小野、莊華堂、鍾肇政、黃娟、馮輝岳、吳濁流、

龍瑛宗、杜潘芳格、林柏燕等。 

2. 中部客家文學作家作品：如詹冰、羅浪、林海音、李喬、甘耀明、藍博洲、

黃子堯、邱一帆、呂赫若、鍾文音、張芳慈等。 

3. 南部客家文學作家作品：如鍾理和、鍾鐵民、吳錦發、陳寧貴、曾貴海、利

玉芳、羅秀玲等。 

4. 東部客家作家作品：如葉日松、方梓、吳鳴、陳雨航、黃永達等。 

各地方的客家文學作品又展現不同的地方風格，例如東部客家文學： 葉日

松詩歌如葉日松以華語夾雜客語漢字的方式寫有《秀姑巒溪介人生風景》等歌

頌自然、鄉土，展現花蓮山水及在地人文的純潔明朗色彩。研究者可據此分類

探討客家「區域文學」或「地景文學」的類型特色表現。 

 

（三）以「作者」類型區分 

可分出未知作者（或集體創作）的「民間文學」及已知作者的「作家文學」

兩大類。此外，鍾肇政（1994）主編《客家台灣文學選》認為「客家作家」涵蓋

三種類型身份： 

1. 生於斯長於斯的客籍作家：如吳濁流、鍾肇政和李喬等。 

2. 福老客作家：如賴和即是。 

3. 外省客作家：如林海音屬此類。 

若以作者性別來看，則可有男作家群和女作家群（如「三芳女詩人」－杜潘

芳格、張芳慈、利玉芳）之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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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作者出生地來看，則又有「客籍」作家與「客居」作家之別，如林海音

為客籍作家，林海音在《城南舊事》中有幾處提及她父親（客家人）會用客家話

與家人對話，一些評論指出該書呈現「客閩融合」的家庭情形，因此也可列為客

家文學。再如作家沉櫻本是山東人，但曾執教於苗栗大成高中七、八年，作品述

及客庄生活，可算是「客居作家」，因此作品也列入客家文學之林。 

 

（四）以「文類」類型區分 

包括「韻文」和「非韻文」二大類。韻文部分又包括古漢詩、山歌、歌謠、

童謠等。非韻文包括諺語、歇後語（師父話）、故事、傳說、劇本、棚頭（採茶

戲）、古漢文、現代散文、現代小說、現代詩歌等。 

如「客語詩」可作為一專門文類，這一文類收錄各家客語詩作品，這一文類

的專門性選集已有： 

1. 龔萬灶、黃恆秋編（1995），《客家台語詩選》。新北市：愛華出版社。 

收錄劉慧真、黃恆秋、陳寧貴、楊寶蓮、利玉芳、馮輝岳、楊正德、范文芳、

鍾達明、鄭奕宏、杜潘芳格、鍾肇政等 12 位作家，共計 139 首客語詩作，

不過其中有不少客語童謠作品。 

2. 李喬編（2003），《台灣客家文學選集 I 散文.新詩》，台北：前衛出版社 

其中收錄杜潘芳格、葉日松、范文芳、曾貴海、陳寧貴、利玉芳、黃恆秋、

張芳慈、邱一帆、吳尚任等 10 位客語詩人，共計 28 首客語詩。 

3. 邱一帆編（2010），《客語文學選集》。新北市：客家台灣文史工作室。 

收錄葳蕤、江嵐、陳寧貴、黃卓權、邱一帆、朱真一、黃美鴻、利玉芳、 

涂瑞儀、羅秀玲、徐碧美、林櫻蕙、彭歲玲等 16 位作家，共計 19 首客語詩。 

4. 張芳慈編（2016），《落泥：台灣客語詩選》，台北：釀出版出版社。 

共收錄 24 位作家的客語現代詩作品，包括：杜潘芳格、羅浪、葉日松、范

文芳、彭欽清、曾貴海、黃卓權、羅肇錦、利玉芳、陳寧貴、陳黎、張捷明、黃

子堯、江昀、黃有富、羅思容、彭歲玲、張芳慈、葉國居、劉正偉、劉慧真、邱

一帆、羅秀玲、彭瑜亮等人共 121 首作品，作者群跨越了老、中、青三代。 

5. 台灣客家筆會編選（2016），《客家文學詩歌選》，新北市：台灣客家筆會。 

客語文學選集共選入 45 件詩歌選，為當代客家文學留下記錄。 

  「客語文學」不論作者、作品內容或寫作語言皆與客家相關，據此文類可以

探究「客家人、用客語、寫客家」的客語文學風格的集中精萃表現。 

 

（五）以「語言」類型區分 

隨著台灣歷史脈絡發展，客家文學書寫語言可包括清朝以來的「文言文（漢



45 

 

文）」、日本時代的「日本語文」、現代「白話文（國語、華語、共同語）」，以及

道地的「客家語文（包括漢字及拼音）」等書寫形式，其中由日文轉換到華文的

戰後第一代作家稱為「跨語言的一代」，如龍瑛宗、杜潘芳格等。近來由於「客

家意識」的浮顯、教育部客語漢字、客語拼音標準的訂定以及客委會客語能力認

證的大力推展，用道地客語作為書寫工具的呼聲喚起不少作家的回應，如邱一帆

（2004）〈台灣客語現代詩創作的意義及其特性〉論及客語創作詩歌的意義，徐

碧霞（2005）《台灣戰後客語詩研究》整理了戰後客語詩發展概況，又如林櫻蕙

（2005）有《現代客語詩之表現形式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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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桃竹苗客家現代文學文獻內容分析 

基於上述，以下以桃竹苗客家現代文學為例進行文獻內容類型分析，首先

可將所蒐集文獻依外部架構分為「作家文學」、「民間文學」及「文學研究」三

大部分，其下分別針對桃園、新竹、苗栗三個地區進行區域描述，其下再依作

者或作品分成「清領」、「日本」、「戰後」三大階段，對其中所見客家文學文獻

的內容加以分析論述。以下分別從桃園、新竹、苗栗三部分說明各地區的現代

文學文獻資料以及相關研究成果，並依據作家與文學團體之活動年代分為清領

時期54、日本時代及戰後時期三個階段加以敘述。 

 

（一）桃園客家現代文學 

依台灣文學館〈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55所列，出版一本以上個人作品集

的現代文學作家，籍貫為桃園者計有 50 位，出生地為桃園，日後遷徙至他方的

作家則有 19 位，詳如下表所列56： 

 

表 4 桃園地區現代文學客籍作家簡表 

地點 作家 

籍貫：桃園 鍾肇政、鄭煥、賴傳鑑、林鍾隆、傅林統、黃娟、廖明進、

陳淑惠、呂新昌、謝新福、丘秀芷、涂靜怡、李彌生、黃

文相、、許義宗、呂秀蓮、江燦騰、荻宜、邱傑、陳來紅、

                                                 
54
 明鄭時期有民間文學，但是否有作家文學則時代邈遠，已難考證。 

55
〈臺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search.phphttp：

//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search.php 
56
 本文「籍貫」、「出生地」之分類乃依據〈臺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所列，其中未再加分出「籍

貫」及「出生地」皆為同一地者，本文悉依之，詳細考查則有待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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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耕、馮輝岳、李浪、葉桑、鄭俊清、鍾延豪、黃寶蓮、

莊華堂、鄧榮坤、黃河、簡維政、徐國揚、蘇國書、張文

智、廖宏文、莊胡新浩、莊淑芝、許悔之、陳謙、詹仁雄、

野薑、黃文成、向鴻全、吳明益、盧永山、李永松、張橋

神、謝鴻文、李欣倫、何亭慧 

出生地：桃園 杜潘芳格、鄭清文、李南衡、孫瑋芒、蔡詩萍、果子離、

王新蓮、尤俠、彭樹君、童雲、杜修蘭、王寧靜、朱亞君、

師瓊瑜、于宥均、陳南宗、王信、鯨向海、楊曼芬 

 

上表未必針對客家來探討，但其中有不少客籍作家，桃園地區客籍知名作家

有：鍾肇政、鄭煥、賴傳鑑、林鍾隆、丁文智、傅林統、黃娟（黃瑞娟）、鍾延

豪、馮輝岳、黃文相、丘秀芷（邱淑女）、許義宗、莊華堂、鄧榮坤、黃寶蓮、

人二雄（詹仁雄）、吳明益等人，而出生地為桃園的客籍知名作家有：杜潘芳格、

鄭清文、李南衡、蔡詩萍、楊曼芬等。以下綜合所見，舉數位桃園知名客家文學

作家及作品，依其出生年代順序一概述57，以作為區域文學作者研究之示例： 

鍾肇政（1925~）：筆名九龍、鍾正、趙震、路加、路家，台灣桃園龍潭客家

人，生於日本時代，為跨語言一代作家，主要作品為小說創作，1999 年曾獲國

家文藝獎。1957 年發起《文友通訊》雜誌，為戰後第一份作家聯誼性通訊媒介。

1965 年編選《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及《台灣省青年作家叢書》，具有台灣文學

史上的價值。另翻譯日本文學及日本時代台灣作家等作品多部。此外編有《客家

台灣文學選》（1994），著有《丹心耿耿屬斯人：姜紹祖傳》（1984）、《台灣客家

族群史》（2004），對客家文、客家文化的維護不遺餘力。 

鍾肇政是戰後第一代作家，他不僅以文學作品見證台灣歷史，也對鄉土文學

付出極大的心力，在台灣文學界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吳淑梅 2011）。從 1951 年

開始創作至今已半個多世紀，共寫下 24 部的長篇小說、151 篇中短篇小說，以

及多篇散文、隨筆與書簡等，創作量之豐富，展現鄉土信念之堅持，是台灣文學

史上重要的參與者與見證者之一（林美華 2003）。 

鍾肇政於 1951 年創作第一篇文章〈婚後〉，1961 年第一部長篇小說《魯冰花》

發表於《聯合報》。短篇小說集有《殘照》、《輪廻》、《大肚山風雲》、《中元的構

圖》，中篇小說有《初戀》、《摘茶時節》，長篇小說有有《魯冰花》、《八角塔下》、

《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高山三部曲58》（《高山組曲》）及《怒濤》

                                                 
57 下文有關作家、作品的描述，主要依〈臺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所列，並參考其他相關資
料。 
58
 長篇小說《高山三部曲》三部已完成《川中島》、《戰火》二部。第三部因故未寫。二部後改名

《高山組曲》。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E%A2%E5%AE%B6%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6%96%87%E8%97%9D%E7%8D%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C%8B%E5%AE%B6%E6%96%87%E8%97%9D%E7%8D%8E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AD%AF%E5%86%B0%E8%8A%B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1%AF%E5%90%88%E5%A0%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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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鍾氏（1963）自己曾言：「短篇小說易寫而難工；長篇小說則非有深刻的思

想體系與廣泛的社會經驗莫辦。」彭瑞金指出：鍾肇政短篇小說《殘照》、《輪廻》

「對生命的奧祕，對人際的悲歡離合，對人心靈深處隱晦的情欲愛恨，多所窺探。」

而從〈中元的構圖〉到〈白翎鷥之歌〉，展現作家悲天憫人的胸懷。 

鍾肇政最大成就在長篇小說，共發表過 23 部長篇小說，是台灣大河小說開創

者，1964 年發表《濁流三部曲》（包括「濁流」、「江山萬里」、「流雲」三部），

1964 至 1975 年發表《台灣人三部曲》（包括「沉淪」、「滄溟行」、「插天山之歌」

三部）。他的大河以一代到三代人為主的『大河小說』」，即利用一位主角或一個

家族貫串連續的經歷來鋪陳殖民地的歷史經驗，《濁流三部曲》為自傳性小說，

以終戰前夕一個知識青年的成長，反映了整個時代、社會蛻變的軌跡。《台灣人

三部曲》為歷史素材小說，呈現台灣五十年淪日史的真正面目。 

林美華（2004）綜合探討鍾肇政三部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

部曲》、《高山組曲》的主題，其中指出：《濁流三部曲》展現的是「民族認同」，

《台灣人三部曲》展現的是「大中華與台灣鄉土的認同」，《高山組曲》則探討「文

化認同與衝突」等主題，小說述寫 1945 年大戰結束前台灣人被日本人統治的殖

民地經驗，以及台灣人由武裝抗日到文化抗日的歷史過程，《濁流三部曲》第三

部《流雲》跨越戰前到戰後，然而作者當時所處的是白色恐怖禁忌年代，雖然內

心怨怒不滿，但在小說中也只能藉隱喻方式來表達。綜而言之，鍾肇政小說以個

人史展現家國奮鬥歷史，展現客家子弟勤奮、堅持的精神，從中也可看到台灣人

物的形象。黃秋芳有（2000）《鍾肇政的台灣塑像》一文，可參看。 

黃娟（1934～），本名黃瑞娟。桃園縣楊梅人，出生地為新竹市，1960 年代

開始小說創作，1968 年赴美定居。作品集有篇小說集《小貝殼》、《冰山下》、《這

一代的婚姻》、《山腰的雲》、《啞婚》、《失落的影子》、《媳婦》，長篇小說有《愛

莎岡的女孩》、《故鄉來的親人》等 15 本。又有《楊梅三部曲》在《台灣文藝》

連載。黃娟文學創作歷程可分三個時期（王靖雅 2008）： 

早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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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女性作家角度書寫，呈現本省婦女在封建制度下所受

的壓迫，並架構出此時台灣社會現象。早期作品寫親情、寫愛情、寫婚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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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期「台美文學」：創作八Ｏ、九Ｏ年代的台美文學時期的作品，小說的背景

是台美之間，包含台美人在美國社會，現實生活的困境，及台美人關懷台灣人、

事、物的兩個部份，其海外經驗相較於台灣本土作家作品而言另具不同風格。黃

娟赴美定居後創作漸少，直到 1983 年又重回文壇，發表兩本小說《邂逗》及《世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BF%81%E6%B5%81%E4%B8%89%E9%83%A8%E6%9B%B2&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7%BA%E7%81%A3%E4%BA%BA%E4%B8%89%E9%83%A8%E6%9B%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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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的病人》，且將自己作品定位為定位「台美文學」，此期作品不時可以看到台美

人士寓居國外的生活困境，以及兩代移民之間的差異。此期書寫鄉土經驗、離散

經驗，彭瑞金〈鱒魚返鄉的－－寫在《故鄉來的親人》前面〉評：「黃娟的定位

仍將它定位在台美文學，因為黃娟寫的是出走台灣人的世界，最多只在出走的上

環扣到了故鄉，扣到了台灣的歷史和現實。」《故鄉來的親人》將美麗島事件、

林家慘案放到文本背景中，也展現海外台美人對台灣母土的關懷，從中可以看到：

在不同的時空（台美之間）下，所醞釀產生的作品中，顯露出的人道關懷以及其

台灣意識。 

晚近「大河小說」—《楊梅三部曲》：《楊梅三部曲》是一部內含豐富史料的

歷史素材小說，內容包括《歷史的腳印》（2001）、《寒蟬》（2003）、《落土蕃薯》

（2005）三部分，其中以幸子為主要人物貫穿《楊梅三部曲》，以台灣近代歷史

為素材，呈現台灣民主議題、女性議題、族群議題等，表達旅美台人對故鄉台灣

的關懷（謝冠偉 2006）。全書以時代背景為經，以作者親身經歷的環境與世界觀

為緯（王靖雅 2008），以回歸者角度，書寫個人生命史，同時也捕捉了時代的脈

動。為第一部由女性作家完成以台灣為背景的大河小說。 

彭瑞金（1994）〈黃娟集序—黃娟始終在台灣文學的磁場內〉一文論道：「雖

然她仍然具備女性作家將作品環繞在家庭、婚姻、戀愛、親情、感情…這些主題

的特色，但她早期的作品，也有一般初出道作家所沒有的探索生活，尋思生命的

企圖，…黃娟的作品可以說一開始就鎖定自己的文學是生活的文學、生命的文學。

十多年的美國生活經驗，給予她不同的創作衝動，她以台美人的角度寫的台美文

學，顯然受到台美兩地環境變遷的雙重影響，她又一次充份利用了這樣的生活經

驗特質，她寫台灣人的美國生活經驗，也寫台美人的故鄉情懷，這些作品帶給台

灣文壇不輕的衝擊，也為自己的文學找到定位。」以上可見黃娟小說不是閨秀文

章而已，其中涉及鄉土記憶、女性意識、離散認同、政治事件與社會關懷等多重

議題，其作品是記憶的追尋，同時也是時代的見證。 

丘秀芷（1940～），桃園中壢人，為六 O、七 O 年代本土女性鄉土散文作家。

著作有散文（如《番薯的故事》、〈悲歡歲月〉）、小說（如《江水西流》）、人物傳

記（《剖雲行日—丘逢甲傳》）、報導文學、傳記及兒童文學等。其散文特色是善

用閩南語及客家語入文，以素樸文字寫下故鄉風情，生動呈現鄉土味道，流露樸

實且濃厚的台灣鄉情。丘秀芷是台灣戰後當代女性散文史上，本土女性鄉土書寫

第一個世代作家之一（黃慧芬 2011），本土女作家不同於遷台第二代心繫中國故

土的女性作家，因為更能以自我而非他者眼光觀看土生土長的這片台灣母土，書

寫本土女性的在地生活、在地語言文化與情感記憶，文字間流露真切的土地認同，

也從中建構出自我母性認同的「鄉土回歸」意識。李潼評：「她型塑多年的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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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格──貼身描繪、用心體觸、苦中作樂、坦白從寬和以小見大，俱見丘秀芷文

如其人，人如其文，充滿生命力的鮮活描繪。」丘秀芷書寫題材多元而豐富，70

年代所作乃是以女性角度出發的鄉土意識散文，並詮釋城鄉印象及母職體驗。80

年代創作主題包括自然書寫、鄉土書寫、家族書寫、動物書寫、女性主義散文、

報導文學等，所有主題均與台灣這塊土地的人、事、物有關，充滿對台灣這塊母

土的關懷與熱忱，文學題材多元，具有時代性的意義（范瑞梅 2012）。 

 

（二）新竹客家現代文學 

新竹地區自清代以來一直是台灣客家人口的密集區，也是台灣文學的重鎮，

文學方面人才輩出。由客家文學發展脈絡來看，不少客家文學史上的重要事跡

都在此一場域發生，例如以現代小說而言，此一時期時著名的客籍作家有新竹

北埔的龍瑛宗，著有小說名篇〈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此篇文章在日本主流文

學下尚能獲得日本文學大獎，殊為難得。作者其他文學作品內容包括小說、新

詩、隨筆、文藝時評等，被喻為戰爭時期最優秀的台灣小說家之一。1939 年，

日本文人西川滿發起的「台灣文藝家協會」，日本於東京召開「第一回大東亞文

學者大會」，龍氏與張文環、西川滿、濱田隼雄四人獲選為台灣地區代表與會，

為戰爭時期最活躍的作家之一。 

戰後第一代（五 Ο 年代）新竹新埔的客籍作家--「鐵血詩人」吳濁流同時

著有代表作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和《台灣連翹》三部作品，

由此確立他在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定位，尤其《亞細亞的孤兒》這一名篇關懷

台灣人的處境，批判社會不平不義，內容思想性深遠，對後來的台灣本土意識

深具啟發意義。至今吳濁流、龍瑛宗等人作品不只是新竹地區文學研究的重要

代表，更是台灣文學研究的重點項目之一。 

至於現代詩方面，出生於新竹新埔的杜潘芳格更是率先以客語寫作現代詩

的第一人，著有《青鳳蘭波》等詩集。。 

再者，在文學評論方面，台灣文學評論家界彭瑞金教授亦是新竹北埔客籍人

士，於 2004 年著有《台灣客家文學發展史概述》（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對台灣客家文學的定義、範疇與發展進行反思與探討，對客家文學的發展歷史都

提出不少深刻的見解。 

此外近年來新竹縣市也舉辦區域性大型文學獎，包括「竹塹文學獎」、「竹

風文學創作獎」、「吳濁流文藝獎」等，其中也可一窺客籍年輕作家的新銳之作。 

依台灣文學館〈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所列，出版一本以上個人作品集

的現代文學作家，考查其中籍貫為新竹的作家有 47 位，出生地為新竹的作家共

有 16 位，詳如下表：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0%B3%E6%BF%81%E6%B5%81%E6%96%87%E8%97%9D%E7%8D%8E&action=edit&redlink=1


50 

 

表 5 新竹地區現代文學客籍作家簡表 

地點 作家59
 

籍貫：新竹 

江肖梅、吳濁流、龍瑛宗、周伯陽、陳秀喜、杜潘芳格、李

政乃、林柏燕、鄭林、余玉照、劉琦香、張素貞、米雷、陳

凌、馮菊枝、吳家勳、記省、吳玉蓮、簫蘇、徐仁修、戴麗

珠、彭瑞金、羅悅玲、黃敬欽、雋康、陳銘磻、鄭麗貞、魏

偉琦、呂紹澄、陳宏銘、呂岸、范揚松、劉還月、賀景濱、

果子離、扶疏、張堂錡、黃美娥、莊雲惠、陳芸英、謝金蓉、

官淑森、吳文超、陳巍仁、楊佳嫻、曾琮琇、溫春華 

出生地：新竹 

江上、劉賢妹、黃娟、鄭明痕、澍文、詩薇、鄭明娳、趙妍

如、袁瓊瓊、田新彬、野聲、張守禮、趙莒玲、張曼娟、楊

維晨、謝岱玲 

 

上表未必針對客家文學來探討，但其中已知為新竹客籍作家有：吳濁流、

龍瑛宗、周伯陽、杜潘芳格、林柏燕、余玉照、馮菊枝、徐仁修、彭瑞金、溫春

華、陳銘磻、范揚松、劉還月、果子離（羅吉甫）、張堂錡、莊雲惠等人。而出

生地為新竹的客籍知名作家有：江上、黃娟等。以下綜合所見，舉數位為新竹地

區客家文學知名作家及作品作一作家文獻整理之示例： 

吳濁流（1900~1976），是跨越戰前、戰後的時代人物，此處則再針對作者此

一時期的作品做一賞析。吳濁流本名吳建田，新竹縣新埔鎮人，37 歲時以日文

發表處女作〈水月〉，刊登在 1936 年 3 月的《台灣新文學雜誌》，其現代文學作

品涵蓋詩、散文、遊記、小說、評論等類型，屬於全能型作家，也是台灣新文學

運動重要作家之一，一生歷經日本時代與國民政府時期，寫作題材也以此為分界：

前期小說以日本時代之生活為背景，後期則以反映光復後之台灣社會為主。代表

作長篇小說《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和《台灣連翹》三部作品都代表吳濁流

生命中的每個階段，也確立他在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定位。《亞細亞的孤兒》敘

述日本統下的台灣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上的矛盾以及對自

身無所歸依的無助感。《無花果》可說是吳濁流的前半生自傳，記述作者從日治

到戰後初期的經歷，因內文部份描述二二八事件而於 1970 年代被列為禁書，直

到 1988 年才正式由前衛出版社在台灣公開發行。《台灣連翹》是吳濁流最後一本

著作，原為日文，吳濁流去世十年後由鍾肇政中譯出版。描述台灣戰爭前後政壇

祕辛，屬社會批判小說，陳芳明60（1995）〈吳濁流與「台灣連翹」〉評此書：「並

                                                 
59
 此處的「詩人」乃為舉例指出該社社員有哪些，並不代表其中皆是客家籍人士。 

60
 收錄於吳濁流（1995）《臺灣連翹》，臺北：草根出版社。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9E%E7%B4%B0%E4%BA%9E%E7%9A%84%E5%AD%A4%E5%85%9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7%A5%E6%9C%AC%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E4%BA%BA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A%AB%E4%BB%BD%E8%AE%A4%E5%90%8C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84%A1%E8%8A%B1%E6%9E%9C_(%E5%B0%8F%E8%AA%AA)&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8F%B0%E7%81%A3%E9%80%A3%E7%BF%B9&action=edit&redlink=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8D%BE%E8%82%87%E6%94%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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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只是記錄二二八事件而已；. 它其實是吳老思想的一個總結」。（各種關於吳濁

流的主要論述，多半聚焦於「孤兒意識」、「認同情結」與「台灣精神」等層面。

《亞細亞的孤兒》、《無花果》、《台灣連翹》三部小說呈現作者國族認同的轉折歷

程。出生於日治初期的吳濁流受祖父影響而培育出濃厚的祖國認同意識，尤其在

日本殖民統治者欺壓下，蘊育出堅定的國族認同—以中國為祖國，然而在前往中

國眼見當時中國貧窮落後、政客腐敗之後，國族認同產生重大轉折。而在得不到

祖國認同，又不願承認自己是日本人的情況下乃萌生起「孤兒意識」，且悲苦地

追尋台灣人的定位。二戰之後台灣正式回歸祖國，卻是另一場災難的開始，作者

再次陷入國族認同的追尋。由「祖國意識」到「孤兒意識」，而後衍生「本土意

識」、「台灣意識」（莊富傑 2012）。葉石濤曾評論吳濁流小說「有濃厚的社會性」，

吳濁流小說創作具有豐富多元的特質。吳濁流以長篇小說奠立其在台灣文學史上

的不朽地位，中短篇作品也同樣掌握時代脈動變化，情節鋪陳及人物刻畫，呈現

多元的面貌。中短篇小說反映女性覺醒、感時憂國、民族意識、反殖思想及庶民

關懷等主題意識（林玉萍 2010）。 

龍瑛宗（1911~1999），本名劉榮宗，出生於新竹北埔，其生平時代跨越戰

前至戰後。原本服務於台灣銀行界，1937 年以日文創作的處女作〈植有木瓜樹

的小鎮〉獲得日本知名文藝雜誌《改造》評為年度小說佳作獎，此後龍瑛宗陸續

有作品於日本、台灣二地發表，內容包括小說、新詩、隨筆、文藝時評等，被喻

為戰爭時期最優秀的台灣小說家之一。1939 年，加入西川滿發起的「台灣文藝

家協會」，日本於東京召開「第一回大東亞文學者大會」，龍氏與張文環、西川滿、

濱田隼雄四人獲選為台灣地區代表與會。為戰爭時期最活躍作家之一。 

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在日本文壇受到極大的讚譽，龍瑛宗還被稱為「中

央文壇的彗星」，並認為本篇小說的精神與魯迅等作家相通，是全球受虐階級的

哀歌，具備了至高的文學精神。本篇小說以冷峻諷刺的手法，描寫殖民地台灣的

知識份子們在現實當中的掙扎、墮落、毀滅，呈現了相當的無力感與灰暗的色調，

同時也以客觀而委婉的手法揭露現實社會的黑暗面。文章被視為觀察龍瑛宗作品

風格的指標作品。〈植有木瓜樹的小鎮〉有別於先前主流的富抵抗精神與民族意

識的寫實文學，有逃避主義式的文學現象，這可說是那個時代的文學共同現象。

不過彭瑞金指出：「描繪黑暗的殖民地社會裡，受到扭曲、壓抑的殖民地台灣青

年、內心的苦悶、彷徨與幽怨，呈現另一種形式的寫實，也是另一種樣式的批判

和抵抗。』葉石濤也指出：「到了龍瑛宗，台灣小說裡才出現現代人心理的挫折，

哲學的冥想以及濃厚的人道主義。它意謂著，龍瑛宗改變了先前以社會運動為宗

旨，具有抵抗意識，展現強烈現實批判精神的文學傳統。」龍氏文章雖然沒有明

顯表達對日本政府的不滿，但他側重描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苦悶以及女性



52 

 

不性的遭遇，實際上是變相的批判和抵抗。 

陳芳明還提到：「在國族立場上表態的，比較激烈者有周金波和陳火泉；比

較含蓄一點的是王昶雄。第二個問題表現比較強烈（抗議）的是張文環，比較含

蓄者為呂赫若和龍瑛宗。」龍瑛宗代表的是隱忍的一派。葉石濤〈苦悶的靈魂－

龍瑛宗〉指出：龍瑛宗成長於殖民地的壓迫環境，個人生命情調與文學都趨於含

蓄纖細。又說：「以他的文學天才而言，他很可能成為日據時代最有世界性規模

的作家；因為他的現代人知識分子的氣質和敏銳的思考，在那時代是獨樹一幟的

罕有資質，台灣新文學因他的出現而開闢了更前衛而深刻的境界」。 

龍瑛宗作品吸收了西方現代派技巧的寫實主義，表現傳統習俗與現代意識的

劇烈矛盾；對人物個性及心理刻劃非常細微，游離出時空、抽除歷史因素的文學

特徵，是一新的異質文學的出現。在〈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之後，另有〈夕照〉、

〈黑妞〉、〈白鬼〉、〈村姑娘逝矣〉四篇都是短篇幅的短篇小說，都有抽離歷史時

空的特質，也就是在作品中看不出故事發生的年代。其中〈夕照〉和〈村姑娘逝

矣〉具有法國世紀末的頹廢傾向。此外有《蓮霧的庭院》以及文學評論集《孤獨

的蠹魚》出版發行。1980 年，龍瑛宗克服語言障礙，以中文寫出首篇小說《杜

甫在長安》，再度引起文壇注意及肯定。此後大量創作以中文書寫的小說、雜文

與評論，其作品多達百餘篇。 

杜潘芳格（1927~），本名潘芳格，出生於新竹新埔，現居桃園中壢。為「跨

越語言一代」的女詩人，1977 年出版中日文雙語第一本詩集《慶壽》，其後有日

語詩集（《拯層》），華語詩集（《芙蓉花開的秀節》）以及客語詩（《青鳳蘭波》）

作品，如〈子宮〉、〈平安戲〉都是她的客語詩名篇，語言「淺白而質樸」。鄭炯

明指出：一般女詩人所寫的詩只見陰柔之美，不見陽剛之氣，而杜潘芳格的這兩

首詩（〈平安戲〉、〈中元節〉），「現實批判意味很濃，也給人很強烈的感覺。」其

詩風理性部分濃於感性成分，具嚴肅的批判性，屬於知性表現的風格61。可見她

的詩和一般女性閨秀之詩有別而獨樹一格。 

台灣文壇於六Ｏ、七Ｏ年代現代詩社林立，其中尤以「笠詩社」最具本土意

識，最能表現鄉土色彩與關懷現實的一面62。作者於 39 歲（1965）笠詩社成立

隔年加入，並於《台灣文藝》發表第一首詩作〈春天〉，而後創作不輟。八○年

代解嚴後，客家族群發起「還我母語」運動，客家族群意識日益覺醒，此時也出

現不少客語現代詩的創作，杜潘芳格也於八Ｏ年代中開始寫客語詩，可說是台灣

較早創作客語現代詩的先行者之一。據林璟瑜（2011）所整理，杜潘芳格客語詩

集中在《朝晴》、《青鳳蘭波》及《芙蓉花的季節》三本詩集中，扣除重複收錄者，

                                                 
61
 鄭炯明等（1981）〈評杜潘芳格「平安戲」、「中元節」〉，《笠詩刊》104 期，頁 73-75。 

62
 林瑞明（1996）《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出版社，頁 76。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composition/long_onlin/novel/n_a01.htm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composition/long_onlin/novel/n_c01.htm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composition/long_onlin/novel/n_a02.htm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composition/long_onlin/novel/n_a03.htm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composition/long_onlin/novel/n_c03.htm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composition/long_onlin/novel/n_c01.htm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composition/long_onlin/novel/n_c03.htm
http://literature.ihakka.net/hakka/author/long_ying_zong/long_composition/long_onlin/novel/n_c0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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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作客語詩共計約有 75 首，詩中表現詩人對於土地、家國、女性及母語等主題

的關懷。莫渝評論：「整體看，杜潘女士的詩，剃除抒情，沉澱熱情，乾硬的文

句，浮顯出冷凝清楚的知性思維。…感情沉積，詩風像秋高氣爽。」63李長青評：

「杜潘芳格的中文詩作篇幅大多不長，此外，乾淨的文字也成為她詩語言的一大

特色。…遣詞用字，多帶有或顯或隱的『東洋味』，甚至是『類日語』的情境與

風格」64又劉維瑛「…杜潘芳格則以淺白質樸的語言，摺疊出台灣女性的多重身

影，包含著對國族政治的焦慮、對社會景況的憤懣，實有別於閨怨的詩風」65，

其詩歌主題包括國族認同、社會關懷、族群文化以及生命記憶等。又曾任《台灣

文藝雜誌社》社長及女鯨詩社社長。1992 年《遠千湖》獲第一屆陳秀喜詩獎，

2007 年得到客家傑出貢獻獎、同年 8 月獲得台灣新文學貢獻獎，2008 年獲真理

大學第十二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 

 

（三）苗栗客家現代文學  

苗栗地區自清朝起便出有不少知名文學家，傳統文學方面如吳子光、丘

逢甲等人，例現代文學家如林海音、李喬、吳濁流等人，吳濁流曾在苗栗西湖

任教，其文學活動及現代文學作品不少是在苗栗完成。而苗栗「夢花文學獎」至

106 年也己舉辦了 20 屆，文風不綴。 

依台灣文學館〈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66所列，籍貫為苗栗者計有 45

位，出生地為苗栗者則有 6 位，詳如下表所列： 

 

表 6 苗栗地區現代文學客籍作家簡表 

地點 作家 

籍貫：苗栗 七等生、甘耀明、江上、江茂丹、吳月蕙、李喬、李渡愁、

杜榮琛、林壬雨、林文煌、林海音、阿圖、洛杜意、陌上塵、

高翊峰、張典婉、梁寒衣、盛正德、莫渝、陳招池、陳南宗、

陳朝棟、陳新川、雪眸、傅天余、彭雙松、曾信雄、曾淑貞、

游霸士‧撓給赫、黃山高、黃恆秋、黃瑞田、黃鼎松、解昆

樺、詹冰、劉丁財、劉正偉、劉慕沙、蔡添順、謝芷霖、謝

霜天、鍾喬、藍博洲、羅浪、羅龍治 

出生地：苗栗 王幼華、石德華、陳映真、陳紹英、黃肇松、戴文采 

                                                 
63
 莫渝（2002）〈綠色荒原的徘徊者--杜潘芳格研究〉，《笠詩刊》230 期，頁 123。 

64
 李長青（2007）〈現實主義？抑或神秘主義？--試論杜潘芳格及其詩作〈一隻叫臺灣的鳥〉〉，

《笠詩刊》261 期，頁 174。 
65
 劉維瑛（2005）〈杜潘芳格的詩與人〉《文學臺灣》56 期，頁 216。 

66
 國立台灣文學館〈臺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http：//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search.phphttp：

//www3.nmtl.gov.tw/writer2/writer_search.php 



54 

 

 

當然上表未必針對客家文學作家而言，但其中已知為苗栗客籍作家有：李

喬、林海音、甘耀明、高翊峰、張典婉、梁寒衣、陳朝棟、曾信雄、、黃恆秋、

詹冰、劉正偉、謝霜天、鍾喬、藍博洲、羅浪等人。若就客家文學來看，尚有

不少作家未被收錄至此〈台灣作家作品目錄系統〉之中，例如張典婉、龔萬灶、

邱一帆、徐貴榮、何來美等人，因日後應予以補正。  

以下綜合所見，舉二位苗栗地區客家文學知名作家及作品作一作家文獻整

理之示例： 

李喬（1934~），本名李能棋，苗栗縣大湖鄉人。新竹師範學校畢業，曾任《台

灣文藝》主編、台灣筆會會長。創作文類以小說為主而兼及散文及文學評論。

六 O 年代開始創作，其《苦水坑》作於 1963 年，獲「自由談」徵文首獎，此

後創作不綴，曾獲台灣文學獎、吳三連文藝獎、吳濁流文學特別獎、巫永福評

論獎、台灣客家文化獎、鹽分地帶文藝營台灣文學貢獻獎、客家終身貢獻獎等

多項殊榮。李喬曾自述作品的傾向「大多偏重在社會大眾生活面的描繪，為無

告的小民作微弱的代言」，因此小說呈現了堅定不移的寫實風格，題材多觸及生

命的痛楚和無奈。李喬小說作品同時具有寫實主義及現代主義色彩，寫作特色

十分多元67。小說著作甚豐，前後出版長、短篇小說四十餘部，包括：《飄然曠

野》、《寒夜三部曲》、《情天無恨──白蛇新傳、《藍彩霞的春天》、《埋冤．一九

四七埋冤》、《結義西來庵：噍吧哖事件》、《情歸大地》等作品。其中《情歸大

地》為其達到創作高峰，尚且改編為電影《一八九五》搬上螢幕。擅長撰寫長

篇「大河小說68」，這類作品如《寒夜三部曲》（包括《孤燈》、《寒夜》、《荒村》）、

《幽情三部曲》（包括《咒之環》、《V 與身體》、《散靈堂傳奇》）、《埋冤，一九

四七埋冤》等。 

檢索〈台灣博碩士論文查詢系統〉，至 2017 年為止，以「李喬」為關鍵字之主

題研究論文就有 36 本，其中研究主題較多部分是在探討： 

1. 人物分析：如王瓊慧（2008）、黃雅慧（2008）、盧翁美珍（2004）、分析李

喬小說中的人物。而其中又以探討小說中的女性人物為最多，如劉雅慧（2017）、

陳明琪（2014）、蘇毅絲（2013）、楊素萍（2010）、邱如君（2010）、陳美滿

（2009）、楊傳峰（2009）、劉奕利（2005）、王慧芬（1998）等九本探討主題

皆是小說中的女性。 

2. 歷史記憶：如許宏勛（2013）、黃小民（2012）、張怡寧（2011）、吳欣怡（2010）、

                                                 
67
 國家圖書館〈當代客家文學史料系統〉：
http://lit.ncl.edu.tw/hakka/hypage.cgi?HYPAGE=search/search.hpg&dtd_id=1&s_id=195721498953422 

68
 所謂「大河小說」是指多部有共同主題、人物或環境，但又各自獨立的長篇小說，且具有濃

厚的歷史意識，常以一個家族或時代為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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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松輝（1990），此外還有蔡佳玲（2008）、劉雅慧（2016）、顏鳳蘋（2006）、

盛鎧（2004）探討二二八事件，李展平（2010）探討小說中的太平洋戰爭書

寫等。 

3. 族群書寫：探討小說中的客家族群、客家文化或客家題材，如陳郁娉（2015）、

羅秀英（2017）、黃琦君（2003），王慧芬（1998）探討文化認同等。 

4. 情感與美學：如蘇毅絲（2015）探討《情天無恨》的情愛與性格悲劇書寫，

袁麗雲（2013）探討李喬短篇小說中的情愛書寫與形式美學，吳慧貞（）探

討小說中的主題思想與象徵美學等。 

  綜而言之，李喬是台灣客家文學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小說展現台灣歷史

長廊裡的人物、族群、家國、時代各樣主題，書寫內容貼近台灣土地、人群、

生命、歷史與文化，內容精彩豐富。 

 

  甘耀明（1971—）：出生於苗栗獅潭鄉，為新生代客家作家，早期《神秘列

車》（2003）、《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2005），風格多變，擅寫魔幻寫實

色彩的鄉野傳奇，混用國語、日語、客語及台灣各種方言，展現小說實驗性與

台灣語言的駁雜，例如他的《伯公討妾》、《魍神》、《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

獺》等。書中以以鄉野傳奇為題材而具有濃厚鄉土風味的童話故事，語言上則

以華語為主而融入客語及閩南語，是打破語言界限的實驗之作，使所敘更為真

實，甚至形成一種「甘式語言」。2009 年後發表融合歷史記憶、族群關係、國

族認同、鄉土關懷等不同議題的長篇小說，展現作家重寫台灣歷史的企圖。如

《殺鬼》（2009） 刻劃台灣人在日治末期至國民政府遷台初期迷惘而擺盪的後

殖民身份認同。近作《邦查女孩》（2015） 則以台灣林業從興衰走向衰敗的歷

程，勾勒台灣 1970 年代經濟轉型的危機與困境。甘耀明在紙上建構出一座奇

幻、純真而又懷舊的山林自然，寄託作家嚴肅的歷史與政治關懷69。 

 檢索〈台灣博碩士論文查詢系統〉，至 2017 年為止，以「甘耀明」為關鍵字

之研究論文就有 9 本，其中研究主題較多的是探討甘耀明的「新鄉土（後鄉土）

小說」風格特色，如陳秀珍（2015）、饒展彰（2014）、朱立雯（2014）、舒懷緯

（2013）、吳紹微（2009）等皆屬此類，具魔幻寫實風格的「新鄉土小說」可說

甘耀明的最大特色。  

 

七、結語 

以上探討客家現代文學文獻整理相關議題，包括「客家文學的定義」、「客

家文學文獻整理的價值與意義」、「客家文學文獻整厓收錄標準」、「客家文學類

                                                 
69
 詳細介紹可參看〈甘耀明數位主題館〉：http://kanyaoming.blogspot.tw/#ujblock9。 

http://kanyaoming.blogspot.tw/#ujbloc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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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析」，並以桃竹苗客家現代文學文獻內容作初步整理分析之示例，由客家文

學文獻整理看到客家文學淵遠流長的發展脈絡，看到客家作家在艱困的時代仍

能創作不綴，為人物立傳，為歷史紀錄，關懷台灣這片土地，並在在各個時代

獲得文學大獎其所創作的作品展現客家視野，對後來創作者也有很大的影響。 

客家文學是台灣文學重要類型之一，自清領、日治、戰後時期迄今，客家

文學有豐富表現，不同世代的台灣作家，使用不同的語言，探觸不同的議題，

創作優秀的作品，共織一幅台灣文學星圖。對於客家文學應該由各時代、各區

域做出完整的文獻整理，如此才能看出客家文學在不同時代與場域下的發展的

情形。客家文學傳承客家語言、記錄客家文化，展現客家文學語言的藝術，後

來的創作者經此文獻整理得以閱歷前賢之作或能對創作有所啟發；後繼的研究

者若能將文學理論應用到客家文學類型的深究上，必能彰顯客家文學作品不朽

的價值所在。前賢為客家文學打下較厚實之基礎，藉由分析時代與地域客家文

學的特性，歸納並彙整主要學術觀點，建構客家區域文學文獻與研究資料的系

統性架構，可提升客家研究品質，強化台灣客家文學的本土觀點論述，以永續

客家文化。 

客家文學文獻整理中可以看到族群視野與集體認同，同時也建構台灣客家

文學的本土論述，看到「客家文學」有其主體性及獨特性。我們可以看到文學

語言的背後有其時間、空間與人物的縱深，葉石濤70曾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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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文學是台灣文學

中的一個重要次類，它「與時代互應」，是台灣文學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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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相關論著文獻及研究活動資料的蒐集與彙編可以看到客家文學的實質

內涵；整理客家文學作品脈絡，將文學理論應用到客家文學深究上，必能彰顯

客家文學作品不朽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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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當代客語詩歌風格研究 

 

   彰化師範大學臺灣文學所 

邱湘雲 

 

一、前言 

 

  傳世不朽感動人心的經典文學之作皆具有獨特風格，「文學風格」是文學創

作藝術的高度成熟表現。早在古希臘亞里斯多德探討詩時就已提到「風格（style）」

二字。亞里斯多德《修辭學》：「風格的美，在於明晰而不平淡」，又亞里斯多德

《詩學》：「語言的準確性，是優良風格的基礎。」71初時所言「風格」皆重視

「語言」層面的表現。 

    俄國學者高爾基：「文學就是用語言來創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語言來反

映現實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維過程。」72且分別指出「文學三要素」，包括「語

言」、「主題」與「情節」三者： 

 

1. 文學第一要素是「語言」：語言是文學的主要工具， 它和各種事實、生活

現象一起構成了文學的材料。 

2. 文學的第二要素是「主題」：主題是從作者的經驗中產生、由生活暗示給他

的一種思想，可是它聚集在印象還未形成時，當它要求用形象來體現時，它

會在作者心中喚起一種欲望--予它一個形式。 

3. 文學的第三要素是「情節」：人物之間的聯繫、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

相互關係--某種性格、典型的成長和構成的歷史。 

 

「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確實，語言是文學的介質，脫離語言符號則不

                                                 
71
 亞里斯多德著，羅念生譯（1991），《修辭學》，北京：三聯書店。亞里斯多德著，陳中梅譯
注（1996），《詩學》，北京：商務印書館。 

72
 高爾基著、孟昌譯（1983），《論文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 332。 

【附錄二】研究成果發表 2 

發表於研討會：「2017 年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屏東：屏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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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其為文學，而精妙的文學作品往往是由巧妙且到位的語言運用所形成，文學

風格與語言風格之間有其內在關聯，借由對語言的分析與瞭解能追尋語言背後

所隱藏的文學風格特色。 

文學創作包括書寫的內容與書寫的形式，作家欲捕捉剎那的靈感，欲表達

對現實世界的情感、思考皆需以「語言」為符號媒介，貼切的將內心思維轉化

為義蘊豐富的語言符號體系，才能型塑作品靈魂，創作出的作品才有感人的藝

術魅力；反之如果所運用的表達符號語音晦澀、詞彙貧乏或語法紊亂則難以刻

畫美好的文學意象。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往往是所表達的內涵與所運用的語言兼

美。文學作品由作者巧妙的駕馭語言文字而形成，文學大師也是語言大師，文

壇上知名的作家不少是語言風格獨具的大家，例如作家老舍作品被稱為「京味

小說」，其中具有濃厚的北京話特色；又如張愛玲小說則展現上海話的語言風格。

能否形成自我的文學風格也就成為評價作家或作品成就的主要標誌之一，因此

本文以為探討文學風格的形成不可忽略語言風格，二者息息相關。 

  客家文學是臺灣文學中獨具特色的文類之一，且具有鮮明的族群文學色彩。

臺灣自 80 年代解嚴後，臺灣文學發展逐漸由一元走向多元，「客家文學」也漸

由「邊緣」走向「中心」，成為臺灣文學多元樣貌裡重要的一支，尤其自一九

八八年客家族群「還我客家」運動之後，「客家文學」的主體性逐漸被彰顯，由

此而衍生的「書寫客家」（指內容）或「客家書寫」（指語言）等種種議題凸顯

客家文學已然成臺灣文學裡風格獨具的文類之一。73臺灣客家文學是客家族群

在臺灣時空下的生活紀錄與心靈軌跡，作品中可以看到客家人的生活面貌、思

維智慧、美感經驗、族群精神與文化價值，展現客籍作家的獨特視野與經驗美

感，其作品不只對臺灣文學，甚至對臺灣文化精神意識的形塑也有重要影響。

在這當中「客語文學」乃客籍作家用客語書寫客家事物的道地客家文學，用客

語書寫客家人、事、物符合「我手寫我口」的現代文學語體走向，也是最具客

家語言風格的書寫方式，「客語文學」除了文學風格之外更具有另一層的語言風

格特色。 

  自明、清時代傳下的客家山歌、諺語等民間文學開始，客家文學中以道地

客語寫成的「客語文學」便傳續至今。八Ｏ、九Ｏ年代後出現現代「客語文學」，

如 1989 年女詩人杜潘芳格寫下第一首客語現代詩〈平安戲〉、〈出差世〉等，

1990 年黃子堯出版臺灣第一本客家詩集—《擔竿人生》，之後更有不少作家投

                                                 
73
 邱湘雲（2017），〈臺灣客家文學文獻整理芻議--以桃竹苗客家現代文學為例〉，《2017當代客家
文學》，新北市：客家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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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現代客語文學的創作，不只內容「書寫客家」，且以客家話作為「客家書寫」

的形式，其意義在於以「客家語言思維」做為一種觀點、視野來記錄客家族群

與臺灣土地、時代、人群與社會脈絡互動的在地特色，此中作品展現「客家」

之真及「文學」之美，風格獨具。基於此，本文選擇以客家語寫成的「客語詩」

為主題，探討其中的語言與文學風格特色。 

怎樣才是一部具有文采的文學作品？六朝劉勰《文心雕龍。情采》曾提及：

作品文采之美包括三項要素，一是「聲文」，二「形文」，三「情文」。「情文」

則指內心的真感情，「聲文」與「韻律」有關，此屬文學的形式；「形文」與「辭

藻」有關，此屬內容語義涵。文學風格的形成應包括「形式」與「內容」兩方

面，本文以為文學作品的風格可以分為「語言風格」與「文學風格」兩方面，「語

言風格」屬「形式」探討，「文學風格」則屬「內容」方面的探討。張亞明即指

出： 

 

完整的文學研究應當兼顧符號的「能指」和「所指」兩個面相。通常意

義上的文學批評、文學鑒賞，多從文學價值或文學意蘊的角度著手，分

析探討作品的情節、內容、意象、情感等，這是文學符號系統的「所指」

一面。至於文 學符號的「能指」，則常涉及文本的語言特徵、 修辭方法

等。由於文本是借助語言形式構成的，需對語言的本質和功能有深切的

瞭解。74
 

 

「語言風格」探討的是「能指」的語言符號，而「文學風格」則探討「所

指」的主題內容。竺家寧也指出： 

 

凡是用文學的方法從事研究，涉及作品內容、思想、情感、象徵、價值

判斷、美的問題的，是『文藝風格學』；凡是用語言學的觀念和方法進行

研究，涉及作品形式、音韻、詞彙、句法的，是「語言風格學」。75
 

 

語言風格學是語言學和文學相結合的新興學科，它是利用語言學的觀念與

方法來分析文學作品，試圖找出規律的一條新途徑。 

前述高爾基認為，「文學」第一要素是「語言」，第二要素是「主題」，第三

                                                 
74
 張亞明（2015），〈例談語言風格與文學風格的關係〉《文學教育》4 期。 

75
 竺家寧（2001），《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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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是「情節」，由於「情節」與小說關係較大，與詩歌關係較遠，因此本文擬

由「語言風格」與「主題風格」兩方面來探討客語詩的風格特色，其中「語言

風格」可由語音、語彙及語法等方面來探討，「主題風格」則還有許多不同面向，

但概括來看則大致包括了時代風格、地域風格及人物風格等內涵，其間的關係

可以如下圖來表示： 

 

                語音風格 

      形式  語言風格  詞彙風格 

                語法風格 

文學風格            時代風格 

      內容  主題風格  地方風格 

                人物風格 

 

  由於時間及篇幅所限，本文擬探討「語言風格」中的「語音風格」與「詞

彙風格」，以及「主題風格」中的「地方書寫風格」與「女性書寫風格」，由此

四個面向來探討客語文學的風格特色。文學風格的形成一方面體現文學作品的

形式語言上，另一方面還體現在作品的主題內容上，唯有同時關注作品主題與

語言兩方面才能對文學作品風格有一全盤性的掌握。 

   

二、臺灣當代客語詩文本概述 

 

  自上世紀九 O 年代開始，學者們正式探討客家文學的定義，關於「客家文

學」的定義，歸納來看有強調作者客籍身分的「血緣論」有強調作品內容具客

家人意識的「主題論」以及主張用客語書寫的「語言論」等三大論調。羅肇錦

曾指出：「客家文學」有狹義與廣義的之分，狹義的「客家文學」是指「客家人」

用「客家思維」進行「客語」寫作，寫作內容重點在客家文化感情者。廣義「客

家文學」則指舉凡創作時用客家思維（包括全用客家話寫作；或部分客家特定

特有詞使用客家話，其他用國語，都是用客家話思維的創作），而寫作時情感根

源不離客家社會文化，這樣的作品就是「客家文學」。76由此來看「客語文學」，

是「客家人」，用「客家語」所寫的具有「客家思維文化」的作品，以客語發聲

                                                 
76
 羅肇錦（2003），〈何謂「客家文學」〉，《國文天地》17 卷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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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寫出的「客家文學」是作者與人群的對話，其中寓有客家「語言」與「文學」

藝術的雙重美感，因此可以說是是最道地、最具客家族群風格的作品，是客家

文學味最為集中的精萃表現。 

  巴赫金「對話理論（dialogism）」：「對話」的本質實際上就體現了人類思維

和意識的本質。自我不能封閉存在，而要存在於與他人的對話交往之中，人們

在對自我與他人的認知過程中建立具有「主體性」的自己，也在自我和他人的

實際對話交往中完成「主體的建構」。77語言作為一種符碼、作為一種載體，所

展現的不只是語言，還隱涵語言下的思維與文化意識，由此來看以「客語」發

聲便是一種「自我立場」的選擇與確認，是自覺主體的自我呈現，更是對客家

歷史語言文化主體性的彰顯，78因此值得做一深入探討。 

    再者，使用方言母語創作能少去翻譯的隔閡，能以原音、原詞保持所描述

事物的本真。臺灣本土母語有不少特殊詞彙，它但正是臺灣本土文學作品的本

真及靈魂所在，賞析或教學時應特別注意這些「靈魂字眼」，如此才能真確解讀

作品中的思想與情感，也唯有充分掌握臺灣客家語彙的特色，才能深入瞭解「臺

灣客家人」所寫的「臺灣客家情」。本文選擇以客語詩作為文本語料料，這樣不

只能看到它們所呈現的「文學」美，同時也可體會客家話「聲音意象」方面的

「語言」美感。 

  「客語文學」不論作者、作品內容或寫作語言皆與客家相關，據此文類可

探究「客家人、用客語、寫客家」的客家文學風格集中表現。探討客語詩可由

已出版的客語詩選編「合集」及個別作家的「別集」來蒐集語料，本文以客語

詩合集為主要文本，作家個別詩集為輔進行文本探討。「客語詩」是客家文學專

門文類之一，目前所見收錄各家客語詩的專門性選集有： 

 

6. 龔萬灶、黃恆秋編（1995），《客家現代詩選—十七集=苗栗文學家作品集》。

新北市：愛華出版社。 

7. 李喬編（2003），《臺灣客家文學選集 I 散文.新詩》，臺北：前衛出版社 

8. 邱一帆編（2010），《客語文學選集》。新北市：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 

9. 張芳慈編（2016），《落泥：臺灣客語詩選》，臺北：釀出版出版社。 

10. 黃子堯主編（2016），《客家文學詩歌選》，新北市：臺灣客家筆會。 

以下將各家收錄的作家人名及作品件數做一比較表如下： 

                                                 
77
 武耀博（2011），《巴赫金超語言學與文藝思想研究》，遼寧大學碩士論文，頁 18。 

78
 邱湘雲（2015），〈路寒袖臺語詩的韻律與意象風格〉，《彰化師大文學院學報》12 期，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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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現代客語詩選集收錄情形 

客語

詩集 

龔萬灶、

黃恆秋編

（1995） 

李喬編 

（2003） 

邱一帆編

（2010） 

張芳慈編（2016） 黃子堯主編

（2016） 

客語

作家 

12 位 

劉慧真、 

黃恆秋、 

陳寧貴、 

楊寶蓮、 

利玉芳、 

馮輝嶽、 

楊正德、 

範文芳、 

鍾達明、 

鄭奕宏、 

鍾肇政、 

杜潘芳格 

 

10 位 

杜潘芳格 

葉日松、 

範文芳、 

曾貴海、 

陳寧貴、 

利玉芳、 

黃恆秋、 

張芳慈、 

邱一帆、 

吳尚任 

16 位 

葳蕤、 

江嵐、 

陳寧貴、 

黃卓權、 

邱一帆、 

朱真一、 

黃美鴻、 

利玉芳、 

塗瑞儀、 

羅秀玲、 

徐碧美、 

林櫻蕙、 

彭歲玲 

24 位 

杜潘芳格、羅浪、

葉日松、範文芳、

彭欽清、曾貴海、 

黃卓權、羅肇錦、

利玉芳、陳寧貴、

陳黎、張捷明、 

黃子堯、江昀、 

黃有富、羅思容、

彭歲玲、張芳慈、 

葉國居、劉正偉、

劉慧真、邱一帆、 

羅秀玲、彭瑜亮 

45 位 

王倩慧、王惠美、

王興寶、左春香、

江昀、李貴盛、 

吳秀媛、吳瑞成、

吳美琪、林昀樺、

林櫻蕙、邱一帆、

邱惠玲、邱湘雲、

範文芳、徐泛平、

徐碧美、徐銀珍、

涂瑞儀、郭素珍、

張芳慈、張旭英、

張捷明、曾貴海、

陳寧貴、黃永達、

黃有富、黃秋枝、

黃恆秋、彭歲玲、

馮喜秀、馮輝嶽、

葉日松、葉國居、

廖聖芳、劉惠月、

黎璧賢、鄭雅怡、

賴文英、謝惠如、

謝瑞珍、鍾振斌、

鍾麗美、魏良雄、

羅秀玲 

收錄

詩篇 

139 首 28 首 19 首 121 首 140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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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收錄共計 60 位客語作家的作品，作家群跨越了老、中、青三代，由其

中可以看到目前從事現代客語詩創作的作家有哪些。作品方面則是基於編者眼光

下所選錄的各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尚有不少是客語文學獎得獎作品，內容

表現豐富且多元，同時也為當代客家文學留下真實記錄，本文根據以上選編合集

或別集中所出現的客語詩作為分析文本以見其概括面貌。 

 

三、客語文學的語言風格 

 

  何謂「語言風格」？張德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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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79語

言風格是在主、客觀因素影響下，運用語言表達手段的諸項特點所綜合表現出

的格調與氣氛，語言風格就是語言藝術的綜合表現，這其中還可分出：族群風

格、流派風格、個人風格、時代風格、歷史風格、個人前後期風格、地方風格、

社會風格及語體風格等。依此來看，「客語文學」這一文類所探討的「客家」涉

及「族群風格」、「歷史風格」及「地方風格」等，探討「客語」、「詩歌」則涉

及「語體風格」及「表現風格」等。 

語言符號非常複雜，歸納來看則包括語音、詞彙、語法三個子系統。本文

旨在整理當前所見客語現代詩作家作品，而後探討其中所展現的「語言風格（包

括音韻、詞彙風格特色）」以及「主題風格（包括地誌書寫及女性書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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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先探討

語言風格部分。 

    

(一)   語音風格 

  詩歌與散文不同點之一即在於詩歌除了摹寫內容之外，尚且注重韻律方面

的音樂表現。古典詩歌十分重視「押韻」，由韻腳的巧妙安排可使詩歌朗誦時能

更顯抑揚變化之妙，並展現更多的音樂性。所謂「言為心聲」，人的喜、怒、哀、

樂等情感也和聲音的開、齊、合、撮及抑、揚、頓、挫有關。語言反映心聲，

不同的聲音表達不同的感情，古代詩歌理論中的「聲情」論便由此而來。陳松

青指出：「聲情」的基本含義是指「聲音」（如聲響、言語、音樂等）所蘊含的

                                                 
79
 張德明（1995），《語言風格學》，高雄：麗文文化公司，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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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是「聲」與「情」的完美的結合。詩歌的節奏（頓、逗、押韻）、音調

（平仄、雙聲、疊韻詞、疊音詞、象聲詞）、用何種韻以及韻腳的疏密， 都會

影響到聲情的表達，80聲情美是構成詩歌音樂美的重要因素。 

漢語各韻部所表達的聲情各有不同，王易《詞曲史．構律篇》：「韻與文

情關係至切......韻近者，情亦相近」81，又提到：不同的韻母運用對情感表達也

有不同的影響，各部韻字各具不同的「聲情」，如以下各列左方為中古韻字代表，

右方為此韻部所表達的聲情： 

 

     東董－寬洪   江講－爽朗   支紙－縝密   魚語－幽咽   佳蟹－開展 

    真軫－凝重   元阮－清新  蕭篠－飄灑  歌哿－端莊   麻馬－放縱 

  庚梗－振厲  尤有－盤旋  侵寢－沈靜  覃感－蕭瑟  屋沃－突兀   

     覺藥－活潑  質術－急驟   物月－跳脫   合盍－頓落82
 

 

  不同韻字隱含不同的情感，雖然《詞曲史》所言各韻部代表不同的聲情並

非絶對如此，但多少可提供探討詩歌韻律的參考指標之一。現代新詩已不再講

求押韻，但詩歌用韻者顯然比散文更能凸顯文辭韻律之美。本文檢示客語詩文

本，大部分都不再嚴格押韻，只是部分朗朗上口的段落隱然也有寬式押韻在其

中，茲舉現代客語詩尚有押韻表現的詩歌探討如下： 

 

1. 押-a 韻 

如徐碧美〈花樹手記--朳仔樹〉： 

 

日頭越烈／佢越開花／結淰淰个果子歡迎細人仔放暑假／跋佢  揇佢 

搖佢／猴仔樣在樹椏頂溜上溜下／跋樹个人一隻隻飛走了／朳仔樹還係

年年開花／麼儕記得／輒輒來轉屋／噍等甜甜个果子過暑假／黃熟个朳

仔跌落一地泥／樹仔漸漸老忒了／童年／漸漸行遠了 

 

  由王易《詞曲史》可知：韻尾音為「－a」韻者屬中古「佳－a」韻，所表

現的聲情為「開展」；還有「馬－a」韻，所表現的聲情為「放縱」，其他主要

                                                 
80
 陳松青（2006），〈中國古典詩學之「聲情說」闡釋〉，《中國文學研究H》3 期，頁 27－30。 

81
 王易（2005），《詞曲史》，江蘇教育出版社，頁 171。 

82
 同上註。 

http://dbs.ncue.edu.tw:2083/KNS50/Navi/Bridge.aspx?LinkType=Bas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baseinfo&Field=BaseID&Value=ZWXY&NaviLink=%e4%b8%ad%e5%9b%bd%e6%96%87%e5%ad%a6%e7%a0%94%e7%a9%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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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為－a 的還有「董－ang」韻，聲情為「寬洪」；「講－ang」韻，聲情為

「爽朗」，都可看出押－a 韻多表「開朗」的聲情。－a 是低元音，是響度最大

的元音，用-a 韻表達開朗快樂的心情可以說是形式和內容達成一致。以此看這

首詩寫書寫童年放暑假的歡樂記憶，押-a 韻使句尾語音響亮而清脆，可以看到

確實-a 韻容易使人感受到昂揚歡樂的童年時光。 

 

2. 押ｉ韻 

如邱湘雲〈最遠个地方〉： 

 

   世界上最遠个地方／毋係臺灣頭到臺灣尾／毋係北半球到南半球／係  

𠊎就企在你面頭前你嗄／全無看著𠊎佇這（li55）位 

   世界上最遠个地方／毋係你毋知𠊎就企佇這（li55）／係想愛對你講千

言萬語／你嗄回𠊎用冷言冷語 

   世界上最遠个地方／毋係你回个冷言冷語／係你話底肚囥等个刀仔／摎

𠊎割到鱗傷遍體 

   世界上最遠个地方／毋係摎𠊎割到鱗傷遍體／係明明傷了人你嗄一息仔

都無在意 

   世界上最遠个地方／毋係你一息仔都無在意／係摎你講了你斯冷淡一句

／𠊎又唔係挑故意 

   世界上最遠个所在／毋係天摎地／日摎月／生摎死／快樂摎悲傷个爭差

／更加毋係／牽牛星摎織女星十九萬光年个距離／斯就係／你摎𠊎之間

／該樣般 也 不過个／該一寸一米 

 

  參考王易《詞曲史》可知：韻尾音為「－i」韻者有「支紙－i」韻，表達

的聲情是「縝密」；還有「魚語（－u、－i）」韻，表達的聲情是「幽咽」，

其他還有主要元音為「－i」者如「真軫（－ing）」表「凝重」，「庚梗（-ing、

－iann）」韻表「振厲」，「侵寢（－im）」表「沈靜」。由於依此發音時「－

i」舌位高屬高，開口度小，因此予人放不開的感覺，不少哭聲狀聲詞都以「－

i」結尾，由此來看本詩，表達的也是傷悲落寞之情，與前述「－i」韻表「縝

密」、「幽咽」、「凝重」之聲情，其形式與內容也能相符合。  

 

3. 押—ｕ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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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利玉芳〈客家心舅（臼）〉： 

 

佢肖豬／𠊎肖兔／增差四歲／大家都講／這個婚姻會幸福／新年吂到／

將𠊎討入屋／做河洛（學佬）心舅／晝暗煮飯洗衫服（衫褲）／割禾曬穀

愛 手／閒時掌屋同讀書／家官講話一句還一句／燒窯賣瓦教𠊎做生理

／家娘看𠊎苦瓜無削皮／心肝肚偷偷仔歡喜／說（講）客家心舅（臼）盡

明理 

 

  本首詩押韻，且前後分別用兩組韻，所謂「意隨聲轉」，韻轉則語意也隨

之而轉，換韻代表情感也隨之轉換。先前已指出《詞曲史》以「支－i」韻者帶

有「縝密」之聲情，而前半部分押「魚－u」韻（豬、兔）、「尤－ｉu」韻（舅、

手）及入聲「屋－u」韻（福、屋、服），三者的主要元音都是「－u」，合併

來自可說是寬式押韻。《詞曲史》以「魚－u」韻聲情為「幽咽」、「尤－ｉu」

韻聲情為「盤旋」，「屋－u」韻聲情為「突兀」。詩中敘述客籍婦女入嫁入閩

南家庭成為閩南媳婦（「河洛（學佬）心舅）」），儼然凸顯了初嫁時不同族

群間的「突兀」性，而經過時間的磨合後客籍媳婦已漸為閩南家庭所接受，用

「支－i」韻及「尤－ｉu」韻，表達「縝密」而「盤旋」的聲情。客家女子要

融入不同族群並不容易，期間需經過綿密的時間與迂廻的過程，以「－i」、「－

ｉu」為韻在聲情上也確實能與現實情境相符。  

 

4. 押—ng 韻 

如葉日松〈鑊仔肚个飯，比麼个都卡香〉： 

 

金色个陽光／照著純樸个村莊／無閒个農村／在田項插秧／自然个晨風／

吹起一片禾浪／農夫个笑聲／摎優雅个音樂共樣／收冬个景象／處處詩意

盪漾／牛車頂个穀包／也作豐收个歌唱／晚霞昇起／農家个炊煙遊四方／

鑊仔肚个飯／比麼个都卡香 

 

   本首詩押—ng 韻，且幾乎是句句押韻，可以看到作者對詩中格律的用心經

營。參考《詞曲史》可知，押—ng 韻的有「東董（－ung、－ang）」韻，表現

「寬洪」的聲情；押「江講（－ang）」韻，表達「爽朗」的聲情。本首詩旨在

描寫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農家的農家之樂，聲、情亦相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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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詩歌雖然不要求押韻，但漢語語言文字的「義」本於「聲」，「聲」

中寓「義」、寓「情」，能隨情押韻可使詩的形式與內容相互配合，進而達到

「聲情並茂」的詩歌最高境界。詩人創作詩歌時，不只要考慮文意內涵，更會

用心於譴詞造句中的聲音效果。詩歌本身具音樂性，將自然流露的聲音美感安

排為韻律表現，能使詩歌更具聲情效果，而這也是文學形式與內容合一的高超

表現，以上客語詩也便可看到這方面的具體表現。 

 

（二）詞彙風格 

  語言是文學的載體，選擇以某種語言詞彙書寫就等於選擇那種語言的思維

表達方式，范文芳曾指出：「任何一種語言在語法上可見此一族群的思維模式，

在詞彙上則包含此族群對宇宙人生的認知態度」。83例如鍾理和時代並未有客家

文學的概念，但之後其作品被歸為客家文學，其中便可看到不少客家詞彙的運

用：例如名詞「粄仔、面帕、禾鐮、紙鷂」，動詞「蒔田、躅田、駛車、過定」，

形容詞「日腳短、猴精、很夜、爽爽利利」、副詞「目下、初初、臨到、儘夠、

不（吂）曾」，量詞「、領、隻、皮」等客語詞彙達 280 餘條之多。84
 

  客語特殊詞彙可以稱之為「方言特徵詞」，85所謂「方言特徵詞」是指「一

定批量的本區方言共有而在外區方言少見的詞」，86由於這些客語特徵詞少見於

其他漢語方言中，運用在客語詩創作中反而能引起「陌生化」的新奇效果，而

客語詩的「語言風格」也就在這濃厚的「客家味」詞彙中展現。以下就黃子堯

主編（2016）《客家文學詩歌選》中 140 首客語詩，找出其中出現的特殊客家詞

彙來探討，舉例如下：87
 

 

表二：《客家文學詩歌選》客語特徵詞 

詞彙類型 客家特徵詞 

單音詞 名詞、量詞：𠊎、醢、崎、鑊、（一）儕、（一）析、（一）垤、

（一）竇、（一）滿、（一）兜 

形容詞、副詞：豺、悿、萋、靚、醹、乜、吂、蓋、湛、吂、

嗄 

                                                 
83
 范文芳（1996），〈竹東腔海陸客語之語音現象〉，《語文學報》3 期。 

84
 鍾怡彥（2002），《鍾理和文學語言研究》，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碩士論文。 

85
 李如龍（2000），〈論方言特徵詞〉，《中國語言學報》10 期。 

86
 李如龍（2002），《漢語方言的特徵詞研究》，福建：廈門大學，頁 107。 

87
 為省簡篇幅，以下未列出各條詞語的語義解釋，釋義部分請參見教育部〈客家語常用辭典〉，
或黃子堯主編（2016），《客家文學詩選》，新北市：客家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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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挼、矺、搵、擐、攉、炙、遰、亼（粄）、泌（汁）、揞、

跈、愐、挷、哱、攣、勼、噍、綯、揢、蹶、摝、揤、

揜、捽、摎 

雙音詞 名詞、量詞：拖箱、倈仔、爺哀、絡索、毛籣、腳踭、袪把、

螔螺、當晝、圓身、姐婆、餔娘、陂塘、屎朏、汶水、

鷂婆、米醬、天弓、目汁、塚埔、灶下 

形容詞、副詞：沙鼻、啾紅、浸青、鋒白、作渴、亮線、痛腸、

孤栖、跌忒、譫哆、暮固、衰過、樂線、砸磳、風神、

鏡鮮、豐沛、頭擺、定貼、煞猛、輒常、總下、幾多、

好采、細義、單淨、麼介、仰脣 

動詞：絡食、幐手、晟眼、罅擺、蒔田、餳人、綻筍、 

搭碓、必壢、掛吊、反火、拜喏、停跎、爭差、發閼、

兼身、堵著、開晴、安到、勞瀝 

三音詞 名詞：頭那毛、面頰卵、日時頭、暗晡夜、蛇頭指、極樂仔、

濛紗煙、天墀坪、打嘴鼓、撮把戲、花囤女、屋簷鳥、囥

人尋、兩子哀、食飯間、喉嗹頭、豬籠粄、怙杖仔、販仔

屋、水沖囥、細孲仔、生份人 

形容詞：來毋掣、忍毋核、該央時、臭脯羴  

動詞：打翻車、打嘴鼓、發痴驚、做收冬、走相逐、驚見笑、

打眼拐、日帶夜 

四音詞 形容詞：汗流脈絡、暗摸胥疏、腰拑背吊、牙研目皺、花喇必

駁、無閒直掣、攎手捋腳、大嫲牯聲、疲爬極蹶、目

芒鼻花、目汁濫泔、星光半夜 

重疊詞 AA 式：遽遽、拶拶、淰淰、恬恬、醹醹、噥噥、賁賁、殗殗、

綿綿 

ABB 式：激激顫、腳痀痀、目聚聚、恬肅肅、烏溚溚、烏疏疏、

燒熝熝、青里里、暢蹀蹀、油濟濟、企竳竳 

ABAB 式：無結無煞 

AABB 式：屙屙糟糟、律律不不、儘儘採採、彳彳亍亍、彎彎

斡斡、噥噥哢哢、和和挼挼、虐虐削削 

AAAA 式：唸唸唸唸、汀汀汀汀、流流流流、洋洋洋洋 

 

  漢語方言學家指出：客家詞彙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客家方言的單音詞比普

通話要多一些」，88其中有不少詞語是古漢語的保存，但看客語詩中確實出現不

                                                 
88
 袁家驊（1989），《漢語方言概要》第二版，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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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單音節詞，例如「屋、鑊、靚」等，其中又有不少單音節動詞，動詞是一句

中的主要成分，語言裡最重要、最生動的意涵往往落在動詞上詩歌中運用單音

節動詞可以展現詩意的靈動性，表現生動的詩意形象；再者單音詞往往具有「多

義性」，運用在詩歌創作上可達語義延伸的效果。 

此外，客語三音節詞也比華語還要多，「三音詞豐富」可以說是客、閩方言

詞彙一大特色，89運用於詩歌創作上可表達較為複雜的語義，以達到明確表義、

調整音節及細緻修辭的效果。至於重疊詞的運用則多有「強調」作用，客語詩

歌中可以看到客語除了有 AA 二疊式之外，尚有 AAAA 四疊式詞語是華語所沒

有，甚為特殊。詞語重疊部分為表意的「論旨中心」，重疊部分即文意強調意味

之所在，因此 AAB 式（如「激激顫」）強調重點在前，ABB 式（如「腳痀痀」）

強調重點在後，重疊之處即語意強調所在。 

以上單音詞多有古漢語的遺跡，雙音詞為目前通行的主流，三音詞展現了

方言口語特色，四音節詞則展現客語自有的俗成語的特色，且多為狀態描寫詞，

可對事物進行生動描繪，種種客語特徵詞彙都展現了客語文學的語言風格特

色。  

再者，詞彙差異往往顯現認知概念的不同。客語詞彙承載了客家文化，由

詩歌作品中的客語詞彙還可看到客家人的特殊文化心理，例如： 

1. 「認知」文化：例如「龍眼」說成「牛眼」、「九層塔」說成「七層塔」，「月

亮」說成「月光」，「一片葉」說成一皮葉」、「一件衣服」說成「一領衫」等。 

2. 「古雅」文化：如鍋子說成「鑊」，此字源頭可推至上古時代，《周禮》：「亨

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又如客語「跑」說成「走」也是古語的傳承，

《孟子》即有：「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以「走」為「跑」的說法。  

3. 「山林」文化：客家族群傳統文化特色之一就是展現「山林」文化特色：

據傳早期客家人為了躲避戰爭逃難南遷而往山區居住，「避山唯恐不深」，也

喜好山林生活。客家人長期居住地多在山區，對「山」形的認識深，因此對

山的認識特別深，對山的稱呼特別多，例如有「山崗、山峎、山崠、山崁、

山崎、山排、山坑、山壢」等詞語，展現客家人對山的認識十分細緻，而客

家諺語中有所謂「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此正是客家人「性本好山林」

的意象描寫。再看客家人生活文化中，吃的是「山產」、拜的是「山神（三

山國王）」而唱的是「山歌」，再再展現「山林」文化的特質。再者「山林文

                                                 
89
 邱湘雲（2006），《海陸客家話和閩南語構詞對比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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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亦是傳統中國文學類型之一，不管傳統或現代詩歌中都可見客家文人對

山林生活的嚮往也是前有所承。描寫山林景色的現代詩歌不少，例如江昀〈大

坑〉一詩： 

 

一路蹶上山／大坑路脣个蝦公夾花／惦惦企到該位看等𠊎／像天頂

个星仔／照到地泥下白花點點／樟樹摎苦楝樹頂／矇等一層薄薄个

濛沙／柚仔花開香三里／牽等醉過个桂花／四月油桐一身靚／等等

五月一擐一擐个米粽香／相思樹下愐著／爺哀个身影／／清明上山

／你敢還在樹下等𠊎／山頂觀音亭／遠遠个思念／日頭落山／紅霞

半天／𠊎个故鄉／在大坑這片山90 

 

  詩中寫到不少山林植物，如「蝦公夾花」、「樟樹」、「苦楝樹」、「柚仔花」、

「桂花」、「油桐」、「相思樹」，由此山、此樹聯想到「爺哀个身影」，聯想到

時代久遠前的客家先祖，最後結語寫道：「𠊎个故鄉／在大坑這片山」，全詩

藉由豐富的山林的景物詞彙描繪表達對故鄉的美好記憶以及對親人的幽遠

思念之情。 

   

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表現，以上由語音及詞彙運用探討客語文學的「語言風

格」，可以看到其中展現的客語在語言在形式上搖曳著韻律之美，字句中揚溢著

前人的睿智哲思，尤其特徵詞彙往往是作品的靈魂所在，賞析時應特別注意這

些「靈魂字眼」才能真確解讀作品中的思想與情感。客家詞彙有其精緻、有其

複雜的一面，使用的詞彙不同，呈現出的語言風格便有不同面貌，要解讀臺灣

客語文學的深刻意涵就得先由方言詞彙入手，如此才能看到道地臺灣客家話裡

所表達深刻幽微的客家情思。 

 

四、客語文學的主題風格 

 

所謂文學「主題」，指的是作品所要傳達的中心思想意旨，同時也是作家所

要揭示的特定意旨或情感內涵91，它是文章為何而寫的最終意義所在。為凸顯

                                                 
90
 江秀鳯（2015），《江昀詩畫--圓樓意象》，桃園：華夏書坊。 

91
 蔡尚志（1996 年），《童話創作的原理與技巧》，台北：五南圖書，頁 135。又見陳慶瑩（2009）
〈林海音兒童文學創作題材與表現方式探析〉，成功大學台灣文學所碩士在職專班論文，頁
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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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學的特色，以下歸納當代客家文學主題特色。客家文學書寫主題十分多

元，以下僅就「地景書寫」及「女性書寫」兩方面來看客語文學的主題風格特

色。 

 

（一）地景書寫 

  李梁淑曾指出：「客語創作」在全球化時代客家文化論述上的意義包括四

個面向：一是「母語的認同與追尋」，二是「生命經驗與精神文化的詮釋」，

三是「客家意象的塑造」，四是「土地與文化的關懷」，92客語詩的「地景文

學」書寫即與「土地與文化的關懷」這一主題相互呼應。近年來「地方文學」、

「區域文學」、「地景文學」、「地誌書寫」等子題已成為臺灣文學圈的一股

書寫風潮，臺灣文學自 1990 年代後以「地方」為主體的書寫風潮興起，地方文

學展現人與地互動所形成的特殊「地方意象」與「地方感」，這種地方感加強

了人們對地方意識的凝聚，形成地方認同感的建構。93
 

   所謂「地景文學」，蘇碩斌已指出：  

 

     「地景文學」，意指文學家對某個土地賦予文學性的作品，從中可以看到

文學家給予土地的文化意義。表達地景的特色不止是描寫自然，更把自

身與土地相關的經驗、記憶、歷史都融入作品。94
 

文學扮演了塑造景觀、想像地方的核心角色，並且主觀的表達著地方與

空間的社會意義，很多時候文學不只是描述這些區域和地方，顯然也創

造了地方。藉由文學地景的描繪，不單喚起人們的地方感與記憶，也看

見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依附和關聯、意義和經驗的世界。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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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李梁淑（2008）〈當代客語詩文創作的幾個面向（1988～2007）〉，《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第

1期，頁48。 
93
 蔡幸紋（2010）《臺語文學的高雄地方書寫探討-以胡長松、清文作品為討論對象》。高雄師範

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 
94
 文化部〈臺灣文化工具箱──文學〉蘇碩斌「地景文學」簡介：https：

//toolkit.culture.tw/literaturetheme_151_23.html?themeId=23 
95
 同上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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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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文學地景詩」以有情的眼光關懷所生長的土地、

人群，在這當中，「人」與「土地」產生情感依附，「地景書寫」喚起了人們

共同的情感與記憶。客語家地景文學書寫主題，就「區域文學」而言則產生了

族群與地域互動的文學特色，而就「族群文學」而言建構了客家族群的特殊視

野與集體認同。「臺灣地景文學」為臺灣文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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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地景詩」融合自然景觀的變遷與文化歷

史的記憶，「文學地景」已成為記憶本土地景的嶄新形式之一。 

所謂「地景」，廣義而言包括「自然地景」與「人文地景」，「自然地景」乃

指自然形成的景觀，包括此一地方空間上的山、水、花、木等；「人文地景」則

指人為力量所形成的人文景觀，包括建築及其他人為打造的活動空間等，擴而

言之，只要具有「地方物象」，能呈現「地方感」的作品，包括在地人物、食

物、動物、植物或宗廟等具有在地特色者皆可算是廣義的地景文學之作。林秀

蕾曾指出詩人們如何以「地景」為媒介凝聚民族群意識、見證家鄉變遷、形塑

美學符號以及建構地方認同： 

 

地景書寫的素材，廣義而言，從山川地理、人文歷史、建築景觀，擴及

鳥獸花草、地方人物、宗教信仰，甚至布袋戲、歌仔戲、歌謠等文化風

物，這些地景素材經由作家的文字詮釋，寄意言惰，不只記錄成長過程

與土地互動的珍藏記憶，同時折射地理風貌、歷史人文與現實社會的演

變，幫助我們認識與建構一個地方的特殊人文景觀，形構地方與身分認

同，甚至凝聖賢族群的共同意識。96
 

 

客家族群所居的「自然地景」在生活空間場域中形塑了客家人的性格；而

由客家「人文地景」可以反映客家文化的人文內涵，看到其中客家人面對生存

環境所展現的堅韌生命、勤苦耐勞、耕讀傳家等人文精神內涵。以下分別舉例

來看： 

                                                 
96
 林秀蕾（2015），〈族群記憶與家鄉風土--屏東現代詩人的地景書寫初探〉，《屏東文獻》

第 19 期，頁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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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然地景 

  近幾年，由於客委會「桐花祭」文創活動的推展，「桐花」儼然已成為「客

家」的標誌，每年「桐花祭」都吸引大批遊客上山欣賞桐花的美。「桐花祭」展

現客家人對所居山林土地的感恩精神，而書寫桐花的詩篇也不少，甚至官方以

「桐花文學獎」帶動客家文學的書寫風氣。書寫「桐花」之美的作品有許多，

作家由不同角度展現桐花的意象。曾滿堂曾探討當代客家詩人作品中的花卉意

象，研究發現當代客家詩人吟詠的花卉共出現 25 種，97其中也提到「地景書寫」，

如苗栗的「五月桐花雪」由花卉書寫可以看到客家詩人詩篇整體意象中蘊含了

豐富的客家族群記憶與文化內涵。本文選錄范文芳〈桐花詩〉98以為代表： 

 

三四月間／油桐花開／花白如雪／／八九月間／油桐落葉／葉黃如土

／／阿爸在世／滿山種桐／桐子商人買／／阿爸過身／滿山桐花／桐

花詩人惜 

 

詩中不只著寫「桐花」之美，還寫到「桐葉」的落葉歸根及「桐子」的

對後代的經濟助益。由時序推衍山林作物「桐」隱喻客家人對先祖先輩的懷

想與對時代變遷的感慨。吳鑒益曾探討「物象」到「意象」的「意識對象化」

的進程，其中指出：「自然、人為物象與動植物物象都擁有浮動的指涉，它

們或經由『變形』或以『「隱╱置喻』之姿出現，物象與意象建構之間，是

『多層指涉的藝術』」。99由本首桐花詩也可看到景物由「物象」到「意象」

的變形過程，在客家人的「自我」眼光中所看到的「桐」，與外來遊客「他

者眼光」所看到的「桐」，在心中留下的意象除了美學底蘊外還多了更深一

層的客家情懷與意涵。 

 

2.   人文地景 

人文地景主要表現在人為的建築上，早期一走進客家村落，最先映入眼簾

的建築就是客家伙房，不少詩中都寫到了客家伙房，例如黃恆秋〈伙房下〉100： 

                                                 
97
 曾滿堂（2014），〈當代客家詩人作品中的花卉意象研究〉，屏東：屏東教育大學文化創意

產業學系碩士論文。 
98
 收錄於龔萬灶、黃恆秋主編（1995），《客家臺語詩選》，頁 132。新北市：愛華出版社。 

99
 吳鑒益（2006），〈現代詩從物象到意象的藝術--以簡政珍詩作為主〉，臺中：國立中興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00

  黃恒秋（2009），《客庄鄉音》，新北市：客家臺灣文史工作室，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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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个人都走了／伸著一間老伙房／／開過千萬擺个門／無半點聲／／

單淨有屋面前个弓蕉樹／彎等腰骨向地泥下／跈等一陣一陣个涼風／講

歸庄人个故事／／禾埕項／留下來介磨石、榖耙／親像毋記得麼介／乜

毋想愛做麼介／／一陣屋簷鳥飛來／又／飛走哩 

 

以上詩歌書寫客家特殊的「伙房」建築意象。建築其實是人們每天生活及

生活故事發生在這個場域，每一個地方它有不同的文明展現在建築裡面，地方

建築展現的就是地方的特色，建築裡面有很多的歷史人文故事及社會經濟等謀

生智慧，因此建築訴說著住在裡面人們的生命故事、藝術審美眼光以及對環境

的關注。客家特有「建築」展現了客家建築的人文意象特色。早期臺灣有三合

院或四合院式的客家「伙（夥）房101」，至今臺灣北部、中部、南部等地仍可看

到一些保存完整的傳統客家古宅，如彰化的永靖、社頭，北埔的姜屋以及臺中

石岡土牛客家文物館的伙房等便是展現客家伙房文化的代表性建築之一。一般

伙房屋上方標示有姓氏堂號以示祖先來源，伙房屋正前方都有正廳作為祭祀祖

先的場所，而內部陳設祖先牌位，格局設計層次有致，在在都可看到客家人重

視人我倫理以及「重視祖先宗族」的精神。生活在伙房屋中，整個家族同住一

起，一起吃飯、一起生活，無形中也形成了客家家族團結的性格，一伙就是一

家人，如果拆夥就表示不是一家人了，客家伙房建築可以說是為臺灣人文地景

中客家族群的文化標誌之一。 

  而除了民居伙房屋外，客家地區尚有其他宗教文化建築，其中又有「敬字亭」

深具客家文化色彩，利玉芳有〈敬字亭－童年懷舊〉102一詩： 

 

宗牆背／燈籠花樹下／有一粒紅磚仔疊起來兮圓爐／做得燒字紙／童年

／將拗彎兮紙飛機／將斷線兮紙鳶仔／將漏水兮紙船／毋搞兮紙遮仔、

紙花／擲入圓爐裡肚／同西片落山兮日頭／借一把火／燒分造字大人 

 

客家的「敬字亭」也十分特別，「敬字亭」又名惜字亭、聖蹟亭、敬聖亭、

文筆亭、字紙亭。客家人重視文教，重文教就會重文字，展現的是客家「晴耕

                                                 
101

 「伙」，或作「夥」，意指一群人共居同夥；而作「伙」，表示為伙夫升火炊飯，同居共食，
究竟哪一字才對？學者們各有主張，本文以為二字皆可解釋得通，因此並存其字。 

102 
 利玉芳（2000），《淡飲洛神花茶的早晨》，臺南：臺南縣文化局，頁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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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讀」的文人傳統，因此早期客家村落裡會有義工定期挑著竹簍，沿街收集字

紙送到敬字亭，唸完祭拜文後，將字紙火化送回天庭。這是客家很好的傳統，

重視文明，重視文化、文字，而且十分環保。本文選錄利玉芳〈敬字亭－童年

懷舊〉，此敬字亭人文地景展現客家族群「崇文重教」的文化意象。 

由以上「自然地景」書寫可以看到客語詩人表達「關懷土地」的主題;而由

「人文地景」書寫則可看到其中所型塑的「客家文化意象」，鮮明而特立。 

 

（二）女性書寫 

  客家婦女是客家文化特殊的一環，對於客家婦女的研究也不乏其作103。早

期書客家婦女地位低落，她們在家庭中是沒有名字、沒有地位，也未曾讀書識

字，因此所見描繪客家婦女的作品多為男性作家所寫。客家傳統諺語常稱揚客

家婦女具有「四頭四尾」的美德，即： 

 

1. 家頭教尾—操持家務、侍奉翁姑、教育子女，面面周全俱到 

2. 灶頭鑊尾—燒飯煮菜、割草打柴、家計營生，樣樣得心應手 

3. 田頭地尾—播種插秧、駛牛耕田、鋤草施肥，事事不甘人後 

4. 針頭線尾—穿針引線、刺紅繡青、紡紗織布，件件動手自為 

 

可以看到現代客家小說中，男性作家筆下的客家婦女不外兩種類型：一是

「賢德婦女」類「善」的形象，二是「理想女子」類「美」的形象。前者「美

德婦女」形象如鍾肇政《臺灣人三部曲》寫到的「桃妹」、「緞妹」、「秋妹」、「奔

妹」、《濁流三部曲》的銀妹，鍾理和《笠山農場》的「平妹」及李喬《寒夜三

部曲》的「燈妹」等，其中的女性皆展現堅忍不屈、勤勞能幹、持家有道、內

歛典雅等美德以及慈母的形象。後者「理想女子」形象則帶有「美感」的追求，

例如曾貴海《夜合》： 

 

日時頭毋想開花／也沒必要開分人看／臨暗／日落後山／夜色跈山風踴

來 ／夜合佇客家人屋家庭院／惦惦打開自家个體香／河洛人沒愛夜合

／嫌伊半夜正開鬼花魂／暗微濛个田舍路上／包著面个婦人家／偷摘幾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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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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蕊／夜合歸屋家／勞碌命介客家婦人家／老婢命介客家婦人家／沒閒到

半夜／正分老公鼻到香／／半夜老公／捏散花瓣放滿妻仔圓身／花香體

香分毋清／屋內屋背／夜合／花蕊全開104  

 

  作者自言本首詩乃在獻給妻子及客家婦女，所述是客家婦女美德、美貌兼

具的理想人物象徵。長期以來的傳統婦女，因具有三從四德的「傳統美德」而

被頌揚不已，以上男性作家筆下所書寫的女性也屬此類，然而這樣的客家婦女

形象另一方面來看卻也形成一種「刻板印象」，一味型塑客家婦女「應該如何」

反而對客家婦女本身是種莫名的禮教束縛，而且此種形象一向是由男性的「他

者」角度來定位，客家婦女本身又是如何看待自己？ 

張典婉曾指出：「客家文學的兩性議題，長久以來皆附從在以男性為中心的

寫作傳統，直到近代社會發展中，兩性關係權利的變動，客家作家寫作女性時，

才逐漸明顯的意識從文學殿堂中掙扎出來，有著不一樣的面貌。」105「不一樣

的面貌」為何？本文以為可由女性作家自我發聲「自我眼光」所寫的詩來探討。 

  依上文所列客語詩合集可見其中所列現代客語詩女性作家包括： 

 

王倩慧、王惠美、左春香、江昀、利玉芳、吳秀媛、吳美琪、吳瑞成、

杜潘芳格、林昀樺、林櫻蕙、邱惠玲、邱湘雲、徐泛平、徐碧美、徐

銀珍、涂瑞儀、張旭英、張芳慈、郭素珍、彭歲玲、馮喜秀、黃秋枝、

黃美鴻、楊寶蓮、廖聖芳、劉惠月、劉慧真、鄭雅怡、賴文英、謝惠

如、謝瑞珍、鍾麗美、羅秀玲、羅思容 

 

上述六本客語詩選集所列客語作家共 60 位，但其中為女性作家就佔了 35

位，可見客籍女性作家以詩表述情志之盛。以下舉客語詩壇上知名的「三芳（杜

潘芳格、利玉芳、張芳慈）詩人」作品為代表來看客籍女作家以「女性書寫」

來「書寫女性」，以「客家書寫」來「書寫客家」的內涵表現。 

歸納而來看，女性作家「書寫女性」的內涵可概括分為「書寫傳統女性美

德」、「書寫女性自我意識」及「書寫政治社會」三方面，以下分別論述。  

 

1. 書寫傳統女性美德 

                                                 
104

 曾貴水海（2000），《原鄉．夜合》，高雄：春暉出版社。 
105

 張典婉（2004），《台灣客家女性》，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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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典婉《臺灣客家女性》指出：在臺灣客家文學作品中的女性，往往呈現

了極度典型對客家女性的想像……強調了客家女性原型，如生產勞動者、母親、

任勞任怨的妻子，扮演著溫良恭儉讓的敦厚婦女角色。106以此來看客語詩的表

現，例如杜潘芳格〈茶園〉一詩： 

 

笠媽娘，戴笠媽，／嫋嫋搖晃走過去，／茶園翠綠透到天，／藍染原鄉

陽春喜。／山背有人唱山歌，／摘到幾時 唔知，／原鄉歷史永久在，

／茶樹笠媽也永在。107 

 

   詩中歌頌採茶的「笠媽娘」勤敏能幹，展現的是「原鄉歷史」傳統文化的

繼承。再如利玉芳〈濛紗煙〉： 

 

雞吂啼／窗仔背霧濛濛／月光還佇眠帳肚發夢／緊性个家娘／喔喔喊䟘

床／天吂光／灶下火煙煙／柴草情願分人燒／火屎相爭飛上天／想愛變

星星／日花仔／掀開包等田坵个面紗／打赤腳个婦人家／將濛濛个心事

／躅入禾頭下108 

 

又如張芳慈的〈甜粄味〉： 

   

硬翹翹个甜粄／撮作籤／攤在禾埕上曬乾／使得食到八月半／逐擺

過年／夫娘儕將自家／當作磨石／迷迷迴著三光半夜／甜粄个味緒

／細細口緊食／阿姆个艱苦啊／入落做妹儕心肝肚／續無半屑甜味109 

 

傳統客家社會中，客家婦女總是以具有傳統美德的賢淑形象現身，客家女

性「四頭四尾」集養育、農務、廚事、衣飾於一身，〈濛紗煙〉中一大早便忙於

田事的「心臼（媳婦），此種勤敏能幹、為家庭犧牲奉獻的價值觀也根植在女性

作家心中，因此也不少詩歌描寫此種婦女生活的形象，也是客家視野中的女性

形象塑造及展現作家對族群傳統文化的認同；然而由〈濛紗煙〉末句「打赤腳

个婦人家／將濛濛个心事／躅入禾頭下」，由〈甜粄味〉「阿姆个艱苦啊／入落

                                                 
106

 同上註。 
107

 杜潘芳格（1990），《朝晴》，臺北：笠詩社，頁 68。 
108

 劉維瑛編（2010），《利玉芳集》，臺南：臺灣文學館，頁 102。 
109

 張芳慈（2004），《天光日》，台北：台北縣文化局，頁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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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妹儕心肝肚／續無半屑甜味」可以看到在歌頌客家婦女美德之外已隱約顯露

新時代女性對此擔負社會責任的婦女形象已感受到無奈與感傷，展現想要掙脫

解脫束縛的渴望，從中也隱現客語家女詩人深刻的自覺與反思。  

 

2. 書寫女性自我意識 

  早期客家女性從小就被教導以傳統價值觀，但內心倍感沉重，如利玉芳〈嫁〉

也寫道：「阿爸送 三從四德／阿姑包分 一句話／喚 莫忘祖宗言／雖然蒙等

一層濛濛个面紗／ 也讀得出／這本沉長个禮數」，詩中客家婦女似乎無法抵抗

傳統社會文化的現實，因此而覺得這是「沉長个禮數」，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婦

女意識逐漸覺醒，客家女詩人開始反思傳統文化所賦予的女性角色是否合宜？

例如杜潘芳格〈末日〉： 

 

油桐樹開百花召來夏日聲／所有个婦人家應該愛經過生產个痛苦／受過

艱苦生養自家个細孲子牙子个餔娘人／還係會愛慕姖个丈夫畀丈夫管制

到底。／相思樹開花來告五月風／這下有盡多唔甘願受生產个痛苦／，

唔甘心樂意生養細孲子牙子个婦人家出現咧，／佢兜儕根本唔使丈夫个

存在囉。／禁忌果子完完全全分佢兜消化到徹底光光／白花黃花共下滯

在小小个海島上／初夏个山林知背肚。110 

 

  詩中比較兩代客家婦女的不同，在男女地位上，前一代呈現的是「還係會

愛慕姖个丈夫畀丈夫管制到底」的上下高低的位關係，新一代則是「佢兜儕根

本唔使丈夫个存在囉。」展現女性婚姻自由的平權關係。雖然作者以自由、開

放太過為「末日」，但畢竟也是時代所趨的社會觀念變遷現象的真實描寫。 

  再舉利玉芳〈掌紋〉一詩： 

 

大人儕講／河川手个細妹仔使得出嫁／心肝肚暗中歡喜／厓係河壩手／

／嫁來小村之後／定定仔看掌紋／生命線親像故鄉个東港溪／連等阿姆

个肚臍絆／事業線又像庄北个急水溪／／順等彎彎个河路泅去／感情線

个河壩唇／吹來鹼水草个味緒／恬靜个岸頂／還有息把野薑花个相思111 

 

                                                 
110

 杜潘芳格（1993），《青鳳蘭波》，臺北：前衛出版社，頁 129。 
111

 利玉芳（2001），《淡飲洛神花茶的早晨》，台南：台南縣文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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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如張芳慈〈砧枋〉： 

 

人講細妹人係菜籽／請裁風仰循吹／細妹人到底係麼个／一生人个生活

／麼介東西都放上去／分人切剁／像一塊孔孔缺缺个砧板／結婚了个人

生／層層个負擔／家族个項項事物／在砧枋上疊緊／粗疤罹害个剁痕／

留下一刀刀深刻个往事／細妹人啊／請裁人使橫使直／毋係汝唯一个路

112 

 

早期客家女性作者不多，解嚴前後臺灣文學中客籍女性作家漸浮出枱面，

女性的自我覺醒也逐漸得以張揚。此時女性作家以「自我」眼光從事「女性書

寫」。詩人利玉芳在詩中反思女人宿命運是否如掌紋，是如此註定一生，還是可

以自己掌握？以當紋喻河川，以河川暗喻生命的發源地，暗喻婦女的一生，如

今河川流到陌生的地方，表達了女子初婚對婚姻的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

而詩人張芳慈也運用譬喻手法將女人比喻成如廚房的砧板，上頭有重重的負擔，

任人切割。然而詩的結尾表達女詩人不願臣服於宿命的自我覺醒，同樣可見客

家女性的反思力量，展現了女性的自我覺醒的意識。 

  以上三位女詩人之中，張芳慈詩歌中更多女性意識的展現，可能是因為張

芳慈出生時代較晚，因此展現新時代女性更不願安守傳統所賦予的女性價值觀，

她在〈毋盼得〉寫道：「好得爺哀／好得這滿介時代／分我使得深入思考／細妹

人介尊嚴113」，也因此張芳慈詩中還有不少對女性，或人性價值的反思，例如〈粢

粑〉一詩： 

 

平平行這條路／我等行到歸身都係泥沙／來來去去／人生介滋味／心肝

肚盡清楚／無奈何介軟性／分人分食介命運／係現實裡背介現實／堅持

毋分人挼散／吾等遺傳自祖先介韌性114 

 

  還有另一首詩〈我等企在這位〉：  

 

我等企在這位／毋管汝歡喜也毋歡喜／我等都企在這位／毋管汝有來看

                                                 
112

 張芳慈（2004）《天光日》，台北：台北縣文化局，頁 82。 
113

 同上註，頁 72。 
114

 同上註，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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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毋來／我等都企在這位／恁久以來／我等無離開過／時間到了／開緊

靚靚个花獻分土地／山林有我等／毋單淨係為到春天時節／汝愛來也毋

來／惦惦企在這位／惦惦企在這位／係為了掌緊自家个清白／掌緊分我

等養份个家園115 

 

  前一首詩用「粢粑」喻指客家婦女軟中帶韌的個性，即使是「軟性」被命

運折磨，但也有「毋分人挼散」的堅持，同時也展現了客家人「硬頸」不屈的

精神。第二首詩寫「我等企在這位」，表示不只自己，尚有一個個的女性因自我

覺醒而願挺身站出來捍衞自己的理想，展現詩人自我覺醒後的無畏、堅持與守

護家園的決心。 

  除上所述，「女性書寫」又有「陰性書寫」116之稱，所謂「陰性書寫」yygnsmv 

述寫女性不同於男性的的特殊性，因此有不少直視女性的「身體書寫」類型詩，

主張女性由此採索自我以解放受到的壓抑。這類詩在客語詩中也可見到，例如

杜潘芳格與張芳慈都同時寫到女性的「子宮」，但寫法不同，可作一比較： 

    杜潘芳格〈子宮〉： 

 

就有一隻子宮，／產出各種各樣个生命。／子宮係脈个呢？／就係一隻

過路站。117 

 

又利玉芳〈子宮樹〉： 

 

毋知係安脈个樹／樹適中有个洞窟盡大盡長又圓／一儕人作得跋過去／

在暗暗个這邊看樹孔／遠遠有光華个森林／像透明晶體个子宮／毋曾懷

孕過盡愛孲子牙仔个婦人家／鑽入這隻樹孔就會得到細人仔／真靈驗／

「利桑，試試看？」／前田先生示意 拔過樹窿／ 畏羞微笑搖頭／其

實 个肚笥／像熱天个樹椏枝／供翠綠个葉子、鮮明恁靚个花／滿樹鬧

煎煎樣子个賴仔妹仔啊／假使來料个鳥仔／同葉仔講「根」个故事／過

路个雨水同日頭／肯教這兜恁靚个花唱「源」个歌仔／ 就係一頭好命

                                                 
115

 張芳慈作、劉維瑛編 2010），《張芳慈集》，臺南市：臺灣文學館，頁 100。 
116 

「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乃法國女性主義興起之後主要由西蘇（Hélène Cixous） 
於1970 年代提出的新書寫理想，反對使用「男性」或「女性」的辭語，以避免人類禁錮於傳
統二元對立邏輯之中。 

117
 杜潘芳格（1993），《青鳳蘭波》，臺北：前衛出版社，頁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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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囉118 

 

   對於「身體書寫」，杜潘芳格由「傳宗接代」的神聖性著寫，利玉芳則ｎ

隱然有情慾象徵在字裡行間，一如女性主義者主張女性情感的直白流露。 

  其他如張芳慈則寫到女性的成長，如〈雕梨椏〉： 

 

照顧梨園／工神盡多／記得細漢時節／最想愛看梨花／到大正毋會亂岔

椏／三月梨花結子／阿爸講我搒高了／我問／細漢該下／係毋係像梨樹

樣／有分你雕正正119 

 

客家女作家作品主題有身份角色的回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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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家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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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3. 書寫政治社會 

傳統女性作家所寫多被歸為「閨秀文學」，然而現代客家女性作家字裡行皆

可見已由傳統閨內走向廣闊的天地。客家婦女關懷國家政治、關懷社會人群並

不輸男性作家，只是她們看待國家社會大事時所採取的的視角與男性作家略有

不同，例如杜潘芳格〈選舉合味〉一詩： 

  

婦人家／料理青菜時／傴腰菜／一定愛用／桔漿豆油，／紅菜葉／一定

愛用 薑麻酸酢，／限菜 煮湯時 愛配 細魚甫干／鹹菜豬肚湯／係

客家名菜之一，有傳統个。／一家團圓食飯時／餔娘人就想，那係民進

黨係傴腰菜，國民黨就桔漿豆油。／國民黨係紅菜葉，無黨派就係薑麻

酸酢。／盡合味。／臺灣人大家圓滿享受客家好味道一樣選出好人才。121
 

                                                 
118

 利玉芳（1994），〈子宮樹〉，《六堆風雲》51 期，頁 46。 
119

 張芳慈（2004），《天光日》，台北：台北縣文化局，頁 62。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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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杜潘芳格（1993），《青鳳蘭波》，臺北：前衛出版社），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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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潘芳格為「笠詩社」的一員，「笠詩社」最具本土意識，也最能表現鄉土

色彩與關懷現實的一面122，由此詩可窺見一二。 

  又如杜潘芳格〈化粧等清秋〉一詩： 

 

敢係，正經秋天近？／高處颺尾仔成群轉。／銅像一仙一仙倒下去。／

有兜還在翻筋斗。／有為紅花人家女／（人企）在崩岡擔頭看。／因為

銅像倒下後，空間越來越緊闊。／低聲細語說一句，唔恐見笑壞名聲。

／確實，仲秋得來臨，／明月將在等清夜，／颺尾仔越來越大尾／顏色

也漸漸大紅。123 

 

  客家女性在家時經常出入廚房，外出出席正式場合時則多少會化粧梳容以

示慎重其事，杜潘芳格〈選舉合味〉以客家婦女下廚的生活經驗來暗喻臺灣選

舉時，民進黨如傴腰菜，國民黨如桔漿豆油，用以隱喻兩黨的競合關係，是詩

歌「飲食譬喻」的鮮活表現，且詩風理性部分重於感性成分，具嚴肅的批判性，

屬於知性表現的風格124；而〈化粧等清秋〉則暗示女性面對舊時代權威被推翻

的不敢置信，只敢「擔頭看」，展現婦女小心翼翼的觀望的情態，因此詩中說：

「敢係，正經秋天近？／高處颺尾仔成群轉。銅像一仙一仙倒下去」；而下一句

「因為銅像倒下後，空間越來越緊闊。／低聲細語說一句，唔恐見笑壞名聲。

／確實，仲秋得來臨，／明月將在等清夜，／颺尾仔越來越大尾／顏色也漸漸

大紅。」則述寫婦女面對新時代即將來臨的期待心情，詩題名為「化粧等清秋」

表達的正是這種深深期待盼望的心情。二首詩以下廚、以化粧暗喻政治社會，

展現男性作家所沒有的另一種視野。 

  此外，據林璟瑜（2011）所整理，杜潘芳格客語詩集中表現了女詩人對於

土地、家國、女性及母語等主題的關懷。莫渝也評論：「整體看，杜潘女士的詩，

剃除抒情，沉澱熱情，乾硬的文句，浮顯出冷凝清楚的知性思維。…感情沉積，

詩風像秋高氣爽。」125又劉維瑛「…杜潘芳格則以淺白質樸的語言，摺疊出臺

灣女性的多重身影，包含著對國族政治的焦慮、對社會景況的憤懣，實有別於

                                                 
122

  林瑞明（1996）《臺灣文學的本土觀察》，台北：允晨出版社，頁 76。 
123

 同上註，頁 78。 
124

  鄭炯明等（1981），〈評杜潘芳格「平安戲」、「中元節」〉，《笠詩刊》104 期，頁 73。 
125

 莫渝（2002）〈綠色荒原的徘徊者--杜潘芳格研究〉，《笠詩刊》230 期，頁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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閨怨的詩風」126，其詩歌主題包括國族認同、社會關懷、族群文化以及生命記

憶等。種種評論皆可攪出客家女性已由小家閨秀走向關家國的大視野風格。 

再舉張芳慈〈義民廟坪〉一詩為例： 

 

藤逐位來介信徒／誠心敬拜義民爺／廟坪上歸陣介人／在這日做了麼介

／電子花車鬧熱煎煎／隨緊各庄介陣頭來／千零斤重介大豬／皮弓得緪

緪分人看／得金牌介風神／／識聽阿太講古／義民爺保護家園／連命都

拚閉咧／後輩人感恩其等介忠義／／逐擺選舉時節／廟唇插塞塞介大旗

／候選人講大聲話／騙取吾等介感情／會毋會出賣家園／都係這張詐意

介面皮啊／麼人知呢／／在義民廟坪方／做戲樣介人／正騰放送頭傳出

／見笑介耳屎話127 

 

詩中能以自我而非他者眼光觀看土生土長的這片臺灣母土，書寫本土女性

的在地生活、在地語言文化與情感記憶，文字間流露真切的土地認同與生命力，

也從中建構出自我母性認同的「鄉土回歸」意識。 

此外，曾長發研究杜潘芳格所作〈聲音〉一詩時所言：「從『殖民傷痕』角

度看，洞見時代傷痕及心靈張力」。128「後殖民」文學觀點下，女性書寫代表一

種反抗與自覺，也展現「去中心」的思維，女性作家寫出生命及族群的反思精

神。客語詩中女性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與男性不同。學者指出：客家婦女早已

「走出自己的路，她們獨立自主的精神，已為自己定位自己的角色與地位」。 

以上可見客家女詩人和一般女性閨秀之詩有別而獨樹一格，詩中所述主題

均與臺灣這塊土地的人、事、物有關，充滿對臺灣這塊母土的關懷與熱忱，文

學題材多元，具有時代性的意義（范瑞梅 2012）。 

林璟瑜（2012）探討「三芳」詩人--杜潘芳格、張芳慈、利玉芳三位客家

女詩人的作品，歸納其作品的主題風格有三類：除了「女性角色省思」、「 鄉土

記憶書寫」外，還有「當代臺灣書寫」，例如杜潘芳格詩以民進黨是「傴腰菜」，

國民黨是「桔漿豆油」及〈義民廟坪〉、〈平安戲〉等詩書寫其政治關懷，其視

野並不輸於男性。再如黃娟作品關懷臺灣人在美國社會，現實生活的困境及兩

代移民之間的差異。書寫寫臺灣人的離散經驗，而其中《故鄉來的親人》將美

                                                 
126

 劉維瑛（2005）〈杜潘芳格的詩與人〉《文學臺灣》56 期，頁 216。 
127

 張芳慈（2004）《天光日》，台北：台北縣文化局，頁 120。 
128

 曾長發（2005）〈客語詩的特色〉，，2006 台語文學學術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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麗島事件、林家慘案放到文本背景中，也展現海外臺美人對臺灣母土的關懷，

作品中顯露出的人道關懷以及其臺灣意識。 

 

客家女性長期以來以具有「傳統美德」而被頌揚，然而這一向是由男性「他

者」的角度來定位。今日客家文學作品中，可以看到客籍女性作家已然走出家

庭的鍋頭灶尾而走向社會關懷的道路，其所發出的「女聲」是由「自我」眼光

看待世事，其間呈現細膩的視角，「多音交響」下為原本一元的價值觀提供了不

同的切入角度，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不同的認知世界的方式。 

張典婉指出：「客家文學的兩性議題，長久以來皆附從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寫

作傳統，直到近代社會發展中，兩性關係權利的變動，客家作家寫作女性時，

才逐漸明顯的意識從文學殿堂中掙紮出來，有著不一樣的面貌。」129此「不一

樣的面貌」為何？誠如曾長發研究杜潘芳格所作〈聲音〉一詩時所言：「從『殖

民傷痕』角度看，洞見時代傷痕及心靈張力」，130「後殖民」文學觀點下，女性

書寫代表一種反抗與自覺，也展現「去中心」的思維，女性作家寫出生命及族

群的反思精神。客語詩中女性作家如何看待世界？ 如何藉「物象」表達內心幽

微情思，型塑鮮明的「意象」？ 美國意象大師龐德（Ezra Pound）：「意象是在

瞬間裡理性和感性的複合體」，由詩歌意象可以看到詩人理性智慧與感性情意的

一時湧現。簡政珍亦言：「語言以物象的觀照為基礎……它印照了詩人和外在 

世界的對應，以及兩者之間相互的依存。詩人由意念而化為意象，讀者則可循

外在意象逆推作者所要表達的心中意念。」學者指出：客家婦女早已「走出自

己的路，她們獨立自主的精神，已為自己定位自己的角色與地位」，女性作家如

何藉客語書寫走出自己的路？如何型塑及經營「意象」本文將實際深入其作品

以作揭示其特色異彩。 

早期客家女性作者不多，解嚴前後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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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臺灣文學中的「女性文學」是六Ｏ年代以臺灣為題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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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作家自我書寫

                                                 
129

 張典婉（2004）《台灣客家女性》，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 
130

 曾長發（2005）〈客語詩的特色〉，，2006 台語文學學術研討會，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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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可舉代表人物： 

本土女作家不同於遷臺第二代心繫中國故土的女性作家，因為更能以自我

而非他者眼光觀看土生土長的這片臺灣母土，書寫本土女性的在地生活、在地

語言文化與情感記憶，文字間流露真切的土地認同與生命力，也從中建構出自

我母性認同的「鄉土回歸」意識。80 年代創作主題包括自然書寫、鄉土書寫、

家族書寫、動物書寫、女性主義散文、報導文學等，所有主題均與臺灣這塊土

地的人、事、物有關，充滿對臺灣這塊母土的關懷與熱忱，文學題材多元，具

有時代性的意義（范瑞梅 2012）。 

客家女作家作品主題有身份角色的回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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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客家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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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林璟瑜（2012）探討「三芳」詩人--杜潘芳格、張芳慈、利玉芳三位客家

女詩人的作品，歸納其作品的主題風格有三類：除了「女性角色省思」、「 鄉土

記憶書寫」外，還有「當代臺灣書寫」，例如杜潘芳格詩以民進黨是「傴腰菜」，

國民黨是「桔漿豆油」及〈義民廟坪〉、〈平安戲〉等詩書寫其政治關懷，其視

野並不輸於男性。再如黃娟作品關懷臺灣人在美國社會，現實生活的困境及兩

代移民之間的差異。書寫寫臺灣人的離散經驗，而其中《故鄉來的親人》將美

麗島事件、林家慘案放到文本背景中，也展現海外臺美人對臺灣母土的關懷，

作品中顯露出的人道關懷以及其臺灣意識。 

客家文學作品是社會的反映，由女性作家的書寫中可以看到今日客籍女性

作家已從家庭的「鍋頭灶尾」走出來而走向更為廣闊的社會關懷的道路，藉由

其所發出的「女聲」找回自身的「話語權」，展現的是不再由男性「他者」眼光，

而是由「自我」眼光來看待世事，來界定自我地位。作品所呈現的視角比男性

作家更為細膩。反映的是臺灣社會由「一元」走向「多元」，在「多音交響」下，

為原本單一的社會價值觀提供了不同的切入角度，同時也讓我們看到原來還有

可以不同的視野來認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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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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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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作家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其語言就必須具有鮮明的地方

特色。 

文學是時代之鏡：映照屬於這個年代的光影。客家文學是臺灣文學重要類型

之一。客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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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中所展現的臺灣客家精神更有助

客家族群認同之建構。當代臺灣客家文學書寫主題記錄此時、此地、此人，展現

了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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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後的臺灣「客語文學」，說明臺灣客家文學有了新的風貌，由「書寫客家」

到「客家書寫」，以客家母語承載客家族群的思維文化其實是臺灣客家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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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學中可以看到族群視野與集體認同，同時也建構臺灣客家文學的本土論

述，看到「客家文學」有其主體性及獨特性。我們可以看到文學語言的背後有

其時間、空間與人物的縱深，葉石濤132曾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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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文學是臺灣文學中的一個重要次

類，它「與時代互應」，是臺灣文學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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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相關

論著文獻及研究活動資料的蒐集與彙編可以看到客家文學的實質內涵；整理客

家文學作品脈絡，將文學理論應用到客家文學深究上，必能彰顯客家文學作品

不朽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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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客語詩音檔--拼音及文字檔〉（選錄 25位女詩人，60首詩） 

作者 詩篇名稱 
一、 
杜潘芳格 

1. 平安戲 2. 選舉合
味 

3. 紙人 4. 字紙籃 5. 到該時 
揭該旗，無
根就無旗 

二、利玉芳 6. 嫁 7. 掛紙 8. 濛紗煙 9. 門紅 10. 稈棚 
三、張芳慈 11. 撮把戲 12. 甜粄味 13. 粢粑 14. 蜂叼梨 15. 夜合花 

開个臨暗 
四、江秀鳯 
  （江昀） 

16. 木蓮 17. 阿爸个
草鞋襪 

18. 客家鹹
菜 

19. 烏面琵
鷺 

20. 大坑 

五、羅秀玲 21. 算數簿仔  22. 大衿衫 23. 櫻 24. 啄咕 25. 鄉愁 
六、劉慧真 26. 二月，含 

笑花開─記三
芝北新莊 

27. 鳳林。
鳴蟬 
 

28. 女人樹   

七、徐碧美 29. 花樹手記 30. 童年 31. 自從認
識你 

  

八、邱湘雲 32. 種—寫 
分高雄氣爆受
難家屬  

33. 對話 
 

34. 控訴煙
囪 

  

九、鍾麗美 35. 伙房个故
事 

36. 苦楝樹 
底下个蟬仔 

37. 𠊎帶你 
去散步 

  

十、彭歲玲 38. 心靚食水
都甜 

39. 身影 40. 春天个
花嫁娘 

  

十一、 
劉惠月 

41. 點一盞燈 42. 醢的記
憶 

   

十二、鍾林英
（艾琳娜） 

43. 醉人个酒 44. 老兵牯    

十三、 
吳瑞琪 

45. 恁久好無 46. 幸福    

十四、 
鄭雅怡 

47. 揚蝶仔-- 
分鍾鐵民先生 

48. 阿太粽    

十五、林昀樺 49. 天頂个月
光 

50. 𠊎兜    

十六、涂瑞儀 51. 墨 52. 門對仔    
十七、左春香 53. 粽擐 54. 紙鷂    
十八、 
陳美燕 

55. 跈阿公去
看戲 

56. 紅色記
憶 

   

十九、 
林櫻蕙 

57. 客家味緒 58. 愐起還 
細在庄下 
个時節 

   

二十、 
陳子祺 

59. 爾有聽 
著花開个聲音
無 

60. 桐花鳯    

 

【附錄三】 

邱湘雲（2017），〈當代台灣客家文學音檔建置 與風格研究—客語詩篇〉，

客家委員會「106 年度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聯合成果發表

會」，桃園：中央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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